
學分減修公告 
110學年度上學期入學的新全修生及空專生請注意 

 (學號前 4碼為 1101者) 

壹、具備他校大學以上學歷(不含本校專科及大學部畢業) - 入學本校大學部全修生或專科部者

資格條件 檢具資料 

大學畢業 請持畢業證書(正本) 

大學肄業 請持肄（修、結）業證明書(正本) 及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 

(如所附證明文件上姓名與申請人之姓名不符時，例如改名，須再檢附乙份有效期限之戶籍謄本) 

貳、具他校專科學歷(不含本校專科及大學部畢業) - 入學本校大學部全修生或專科部者

資格條件 檢具資料 

專科畢業 無須辦理學分減修 

專科肄業 

（五專限四、五年級） 
請持肄（修、結）業證明書(正本) 及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 

(如所附證明文件上姓名與申請人之姓名不符時(例如改名)，須再檢附乙份有效期限之戶籍謄本) 

參、未具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資格 

通過英文或日文初級檢定或測驗之一者，請檢附以下證書正本、影本（正本備驗）。 

(1)英文類:

A.全民英檢(GEPT)初級檢定。

B.托福測驗( TOFEL ) (a)紙筆型態(PBT) 390 以上。

(b)電腦型態(CBT) 90 以上。 (c)托福網路化(IBT) 29 以上。
C.多益測驗( TOEIC ) 350 以上。
D.新版多益測驗(TOEIC) 225 以上。

(2)日文類: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新制：N5 級；舊制 4 級】以上。

肆、具有本校專科及大學畢業者入學空大大學部，請記得於辦理學分抵免期 
    間線上辦理學分採認。 

伍、110 上辦理學分減修日期：110 年 9 月 6日至 11日線上申請。 

   並請於 9月 6日至 11日(週四-六)將減修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繳至中心或是將減修申請表、

相關證明文件及切結書等資料 e-mail至中心(e-mail信箱→dlnou07@webmail.nou.edu.tw)。採 

e-mail同學請電中心確認是否有收到您的資料。

【如對線上申請操作有疑義，可直接於 9 月 6日至 11 日攜帶相關證明

   文件至中心辦理即可】  ﹡中心電話：07-3800566 轉 1711 
❋110學年度上學期大學部暨專科部學分抵免申請公告，查詢網址:
https://is.gd/wcUBtc

https://is.gd/wcUBtc


11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減修申請步驟： 

1.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

2.點『登入』輸入『帳號：學號』及『密碼』

https://noustud.nou.edu.tw/


3. 選『學分抵免』

4. 選『學歷減修申請』→開始申請



5. 點選『學歷減修申請』：選擇自己要減修的項目按存檔及確認

送出

確認送出 

6. 點『列印申請書』 存檔 



7.簽名後列印上傳



切 結 書 

本人             學號           申請 110 學年度上 

學期學歷減修， 保證提供的學歷證件及其他相關證件資料

正確無誤，且影本與正本相符。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同意上傳學歷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證件資料，如有隱瞞、

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之情事者，除取消學分抵免資格

外，願受學校校規處理，並願負一切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

議，特立此書。

此致 

國立空中大學 

立切結書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1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採認申請步驟： 

1.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noustud.nou.edu.tw/

2.點『登入』輸入『帳號：學號』及『密碼』

https://noustud.nou.edu.tw/


3.選『學分抵免』

4. 選『點選校內學分採認申請』→開始申請



5. 選『最高學歷』→存檔

6. 選『帶出採認科目』



7.點『學校類別』→再按查詢

8.點『全選』後儲存



9.點『確認送出』即可，無需繳交任何證明資料



各中心聯絡資訊信箱一覽表 
中心別 電話 傳真 email 信箱 

基隆 (02)24629938 轉 9 02-24628724 Qwer5210@mail.nou.edu.tw 

臺北 (02)22829355 轉 3111、3112 02-22897037 nou02@mail.nou.edu.tw 

桃園 (03)4226121 轉 9 03-4226321 nou15@mail.nou.edu.tw 

新竹 (03)5720930 轉 1316 03-5717244 nou03@mail.nou.edu.tw 

臺中 (04)22860150 轉 9 04-22872056 tenchyen@mail.nou.edu.tw 

嘉義 (05)2763580 轉 9 05-2773513 nou05@mail.nou.edu.tw 

臺南 (06)2746666 轉 1600 06-2743456 wu8157@mail.nou.edu.tw 

高雄 (07)3800566 轉 1711 07-3800861 dlnou07@webmail.nou.edu.tw 

宜蘭 (03)9330291 轉 9 03-9330293 nou08@mail.nou.edu.tw 

花蓮 (03)8222148 轉 9 038-223697 hl01@webmail.nou.edu.tw 

臺東 (089)336592 轉 9 089-311870 od2901@mail.nou.edu.tw 

澎湖 (06)9214318 轉 9 06-9214320 liwin@webmail.nou.edu.tw 

金門 (082)329971
(082)329972 082-328383 od3101@mail.nou.edu.tw 

馬祖 (0836)23009 
(0836)25668 轉 541 0836-23010 Janet8025@mail.nou.edu.tw 

海外 (02)2282935 轉 3116 02-22897037 nouossc@mail.nou.edu.tw 



 國立空中大學暨附設專科部 11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抵免撤銷、學分減修及採認申請公告 

壹、學分抵免撤銷： 

一、申請資格： 

    1.97學年度（含）前入學之學生，如具他校專科以上學歷，已辦理逐科抵免或減修者，可申

請撤銷前已辦理抵免及減修之學分，改以學歷申請減修。 

    2.非空大空專一元化課程之本校專科部畢、肄業生，再入學本校大學部，欲重新辦理採認之

學生。 

二、申請程序： 

1.自 110年 9月 6日起至 11日止開放電腦網路申請（請參考網路申請動態操作說明）。同學

可直接上網（http://noustud.nou.edu.tw）登錄撤銷學分，登錄完畢確認送出，列印申請

表並簽章後，傳真至教務處 02-22858716，即完成申請手續；教務處如收到傳真，將登錄

於撤銷申請系統「已傳真」，同學可自行上網查詢。（未傳真者，視同未完成申請手續） 

2.因系統轉檔作業，同學登錄撤銷學分申請後，請於次日再上網登錄學分減修或採認申請。

（例如 6 日登錄撤銷，7日再行登錄減修或採認，依此類推） 

三、注意事項： 

1.具有雙主修身分之學生，不得申請撤銷；或可放棄原學號，以新學號辦理採認。 

2.申請撤銷原學分抵免，改採申請學歷減修只限一次，一經辦理撤銷即不得再要求恢復原有

之申請。 

3.學生每年 2月初及 9月初辦理學分抵免撤銷，最後申請期限為提出畢業申請之「前一學

期」，完成學分撤銷之申請。 

4.員警專班學生如需辦理學分抵免撤銷，請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辦理撤銷申請。    

貳、學歷、外語檢定或測驗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申請減修： 

一、申請資格： 

1.凡曾於國內公私立已立案大專院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專院校畢（肄）業，經入學本校

大學部（全修生）或附設專科部之學生，檢具下列證件辦理： 

  （1）畢業者，請檢附原就讀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資格證明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

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正本、影本（正本備驗）。 

（2）肄業者，請檢附原就讀學校肄（修、結）業證明書及歷年學業成績表（成績通知單概不

接受）正本、影本（正本備驗）。 

 (3)外國學歷應再檢附經當地外交領事館認證之畢（肄）業證明書、歷年成績表（肄業者

附）中譯本及修讀期間之入出境紀錄證件。 

  （4）學籍為員警專班者，請檢附畢業證書(學位證書)、警察人員特種考試及格證書及警察考

試教育訓練班結業證書正本、影本（正本備驗）。 

  2.未具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資格，通過英文或日文初級檢定或測驗之一者，請檢附以下證書正

本、影本（正本備驗）。  
   (1)英文類: 

 A.全民英檢(GEPT)初級檢定 

 B.托福測驗( TOFEL )  

  (a)紙筆型態 (PBT) 390以上 

  (b)電腦型態 (CBT) 90以上 

  (c)托福網路化 (IBT) 29以上 

 C.多益測驗( TOEIC ) 350以上 

http://credit.nou.edu.tw/


 D.新版多益測驗(TOEIC) 225以上 

(2)日文類: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新制：N5級；舊制 4級】以上。 

  3.本校全修生曾修讀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認證機構所認可之課程，並領

有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證明書者，請檢附證書正本、影本（正本備驗）。 

    （上列檢附表件請以 A4規格影印） 

二、申請程序： 

1.自 110年 9月 6日起至 11日（網路申請開放至 9月 11日下午 4時 30分）止開放電腦網路

申請。（可至學分抵免網頁參考操作說明） 

2.同學可直接上網（http://noustud.nou.edu.tw）登錄學分減修，登錄完畢確認送出後，再

列印減修申請表並簽章。 

3.同學上網申請完成後，於 9月 6日至 11日期間內可選擇下列方式繳交證件： 

 ①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所屬學習指導中心，繳交減修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如所附證明文

件上姓名與申請人之姓名不符時，例如改名，須再檢附乙份有效期限之戶籍謄本），否則

視同未完成申請手續。 

 ②證件上傳至各中心信箱：請上傳①減修申請表②相關證明文件（如所附證明文件上姓名

與申請人之姓名不符時，例如改名，須再檢附乙份有效期限之戶籍謄本）③ 切結書(請至

學分抵免網頁下載)。各項證件以學號為檔名(例如：110123456-1、110123456-2依此類

推)，信箱標題請打「學號+學分抵免（例如：110123456學分抵免）」。 

 ③中心信箱可至學分抵免網頁查詢。 

三、注意事項： 

1.學分減修申請期間內，各學習指導中心均開放電腦教室提供同學自行上網申請。 

2.申請表列印後請同學務必核對確認輸入之資料無誤；如有資料錯誤或輸入不正確 

者，申請人應自行負責檢查並即時更正。 

3.大學部減修之學分數規定如下： 

 甲、101（含）學年度以前入學者： 

(1)具有二專(或相當於二專)、五專以上學歷者，核予減修 30學分。 

(2)具有三專以上學歷者，核予減修 40學分。 

(3)專科（五專限四、五年級）或大學以上學歷肄業者，依其在學期間修讀實得學分數，核

予減修相等之學分數，最高上限為 30學分。 

      (4)修讀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認證機構所認可之課程，並領有非 

         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證明書者，核予減修相等之學分數，最高上限 30學分。 

  (5)學歷減修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減修，合計最高上限 40學分。 

 乙、102（含）學年度-106上（含）學年度入學者： 

  (1)具有二專(或相當於二專)、五專以上學歷者，核予減修 30學分（含通識課程之基  礎

通識課程學分及其它學分）。 

  (2)具有三專以上學歷者，核予減修 40學分（含通識課程之基礎通識課程學分及其它學

分）。 

  (3)專科（五專限四、五年級）或大學以上學歷肄業者，依其在學期間修讀實得學分 

     數，核予減修相等之學分數，最高上限為 30學分。 

  (4)未具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資格，有外語檢定或測驗證書者，核予減修外國語文領域 

     課程 3學分。 

  (5)修讀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認證機構所認可之課程，並領有非正規教

http://credit.nou.edu.tw/


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證明書者，核予減修相等之學分數，最高上限 30學分。  

      (6)學歷減修、外語檢定或測驗證書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減修，合計最高 

         上限 40學分。 

丙、1062（含）學年度-1082（含）學年度入學者： 

    以專科以上畢業之學歷專案減修，可減修基礎通識 9學分，專案減修通識課程 11 

    學分，學歷減修最高得減修 27學分，以該專案入學之新生，不可再申請任何之學 

    分減修。 

※1.基礎通識課程規定各領域學分之減修及採認，如重複相同科目者只得核予乙科，核算

之優先順序為採認→減修；即減修及採認學分兩者均有辦理者，優先以採認學分為核

予學分，經已核予採認學分者，減修學分則不再核予減修，最高核予 9學分。 

 ※2.通識課程學分如同學已先辦理減修基礎通識 9學分，後又修得基礎通識相同領域學

分，優先以修得學分給予學分，已減修學分則不核予減修，但總減修學分維持不變。 

4.專科部減修之學分數規定如下： 

 (1)具有二專(或相當於二專)、五專以上學歷者，核予減修 30學分。 

 (2)專科（五專限四、五年級）以上學歷肄業者，依其在學期間修讀實得學分數，核予減修

相等之學分數，最高上限為 20學分。 

   (3)修讀教育部「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認證機構所認可之課程，並領有非正規

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證明書者，核予減修相等之學分數，最高上限 20學分。  

 (4)學歷減修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中心學分減修，合計最高上限 30學分。 

5.員警專班學生如符合規定，請自行上網辦理減修，並檢附相關證件，至所屬學習指導中心

送件。 

6.學生每年 2月初及 9月初辦理學分減修，最後申請期限為提出畢業申請之「前一學期」，完

成學分減修之申請。 

7.申請時請務必謹慎輸入資料，如有以下情形者本校得逕予退件： 

(1)以非正式學籍之學校申請學分減修。 

(2)所附畢業證明或成績證明模糊不清、或無姓名（或姓名不符又未附改名相關證件者）。 

(3)所附畢業證明或成績證明非中文成績單（外國學歷請檢附經當地外交領事館認證之畢

（肄）業證明、歷年成績單中譯本）。 

(4)申請資料輸入錯誤與事實不符。 

   (5)曾（現）以本校大學部畢業再入學學生或本校專科部畢（肄）業學生學歷採認 

      者，不得再申請學歷減修。 

 （6）其他未符相關規定者。 

  8.本次學分減修審核結果,預訂於學期末公告，屆時請上「學生資訊服務系統」查詢。 

參、校內學制申請學分採認： 

一、申請資格： 

凡曾於 72、73、74年修讀教育部試辦空中教學大學課程之學分（大學部全修生才可辦理採

認）、本校、本校專科部及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修讀學分，取得成績與學分證明者；或已於本

校或本校附設專科部畢業再入學者。 

二、申請程序： 

自 110 年 9月 6日起至 11日（網路申請開放至 9月 11日下午 4時 30分）止開放電腦網路

申請。（可至學分抵免網頁參考操作說明）。同學可直接上網（http://noustud.nou.edu.tw）

登錄學分採認，登錄完畢後確認送出，即完成申請手續。（同學無需至中心送件，可於系統上

http://credit.nou.edu.tw/


查詢是否「已送出」） 

三、注意事項： 

1.修得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之學分，欲辦理採認者，請先將學分證明書（載明大學部或專科部

學號及聯絡電話）傳真至推廣教育中心（02-22896991） 查核登載後，再於隔日上網辦理

採認。 

2.72、73、74年修讀教育部試辦空中教學大學課程之學分（大學部全修生才可辦理採認）或

修讀本校專科部（78學年度以前【含】) 之學分，請將證明文件（空大試辦學分證明書或

專科部歷年成績表，載明大學部或專科部學號及聯絡電話以及身分證）傳真至教務處（02-

22859453）查證登載後，再上網辦理採認。 

3.專科部（或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學分採認至大學部，請以大學部帳號密碼進入學生資訊服

務系統。 

  大學部（或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學分採認至專科部，請以專科部帳號密碼進入學生資訊服

務系統。 

4.辦理採認之科目，須與原修讀之科目代碼及名稱相同。 

5.如修讀相同科目代碼及名稱，或不同科目代碼相同科目名稱，只得採認一科。 

6.如曾經以修讀科目代碼及名稱申請抵免通過，其審查通過之科目代碼及名稱與申請前修讀

課程有不同者，不再予以採認。 

7.學生每年 2月初及 9月初辦理學分採認，最後申請期限為提出畢業申請之「前一學期」，完

成學分採認之申請。 

8.員警專班學生如有可採認之科目，請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辦理採認。 

9.本次學分採認審核結果,預訂於學期末公告，屆時請上「學生資訊服務系統」查詢。 

肆、109學年度起抵免辦法新制： 

    1.109學年度起取消入學當學年度需辦完學分抵免申請，也就是每學期均可辦理，之前 

    1061-1082開頭的學號未及辦理的同學，自 109學年度起可辦理。 

    2.109學年度起空大(專)畢業再入學的同學，原畢業學系科目及有採計它系科目，無法辦理

採認。例如：空大畢業學位是生科系但有採計它系的科目，109學年度後辦理學分採認，

原畢業學位的生科系科目及採計它系的科目，無法辦理採認，未採計的科目可辦理採認。 

    3.109學年度起雖每學期均可提出辦理學分抵免申請，但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畢業應

修學分數二分之一；108學年度以前，已辦理學分抵免達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受前項但書之

規定。  

    4.只要於 109學年度以後提出抵免，空大(畢業總學分為 128)實際修得至少 64學分以上；空

專(畢業總學分為 80)實際修得至少 40學分以上。 

5.109學年度起以外校專科畢業入學空大(畢業學分 72學分)，無需辦理抵免學分。 

 如有非正規教育課程、本校推廣或曾修讀空大(專)學分可辦理抵免合計上限 36 

 學分，餘 36學分需實際修得。 

    6.109學年度起以外校大學畢業入學空大，可減修 56學分(需辦學歷減修)。 

7.109學年度起以本校空大畢業再入學空大，可減修 53學分(需辦採認抵免)。 

8.109學年度起以本校空專畢業再入學空大，可全部採認，實際修得至少 36學分以 

  上(畢業總學分為 128)。 

9.109學年度起本校專科部減修之學分數：具有二專(或相當於二專)、五專以上學歷 

  者，核予減修 29學分。 

   （※辦理學分抵免如有疑義，請於上班時間電洽各中心或教務處 02-22829355轉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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