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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註冊課務事項 Registration & Curriculum 

一、 學位 Degree 

本校授予畢業生文學士學位。 

設基督教博雅學系，提供三主修：英語及文學主修、音樂主修、傳播主修。 

 

二、 畢業資格 Graduation Requirement 

(一) 基本資格：學生畢業總學分共計 128 學分，托福 TOEFL ITP 成績須達 450 分。每一門課之

成績至少達 60 分(總分以 100 來計算) ；其中包括基督教博雅教育核心課程 60 學分，此

外學生必須繳付所有的費用始可畢業。 

(二) 提前畢業：學生除須具備(一)基本資格外，若符合下列標準者，得准申請提前畢業。 

1. 前三年學業成績在該年級之前百分之五、操行及專業課程平均 85 分以上。 

2. 擔任二學期以上班代表、社團負責人或正、副室長。 

(三) 基督教博雅教育核心課程：所有學生都須在畢業前選修 60 學分的基督教博雅教育核心課

程，這些課程幫助學生涉略各種不同領域的概念並發展其判斷性思考能力，包括分析，

統合與評估等能力，以面對今日不斷變化的全球化社會。 

(四) 主修課程：相關課程請參考各主修網頁。學生須參考各主修個別要求，並按規定與各主

修導師討論所修習課程，以確定畢業學分合乎規定。 

 

三、 入學 Admissions 

本校是目前臺灣及華人社會中唯一的一所基督教博雅教育之大學，採雙語教學， 

本校目標為： 

提供優質的教育裝備學生，使其成為具有基督徒的品格和專業能力的終身學習者。 

在充滿愛心與教養的環境中，以基督教信仰傳播福音和栽培學生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 

培養學生進入社會時，具有基督教世界觀與人生觀，能成為基督改變世界的使者，教會及

職場中稱職的基督徒領袖。 

(一) 新生入學資格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經本校

學士班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學士學位班就讀。 

(二) 轉學入學資格 

1.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肄

業生，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者。 

2.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或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3.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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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之專科肄業生。 

(2) 持有專科同等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書。 

4. 年滿二十二歲、持有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證書或已修業期滿者，修習下列不同科

目課程累計達八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 大學或空中大學之大學程度學分課程。 

(2)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3) 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5. 空中大學肄業全修生，修得三十六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二年級，修得七十二

學分者，得報考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 

(三) 學業成績評分系統 

     學生學業成績，依照下列規定計算之： 

1. 學期平均成績（含暑修）： 

(1) 積分：以科目之學分乘該科目所得之成績。 

(2) 學期學分和：該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總和。 

(3) 成績積分和：該學期所修各科目積分之總和。 

(4) 學期平均成績：成績積分和除以學期學分和。 

2. 畢業成績：各學期「成績積分和」之總和除以各「學期學分和」之總和。 

3. 學業成績換算為等第或 G.P.A 之標準規定如下： 

        

Score Grade Grade Point Average(GPA) 

90-100 A 4.0 

87-89 A- 3.7 

83-86 B+ 3.3 

80-82 B 3.0 

77-79 B- 2.7 

73-76 C+ 2.3 

70-72 C 2.0 

67-69 C- 1.7 

63-66 D+ 1.3 

60-62 D 1.0 

59 or lower F 0 

P  Passing 

 

(四) 學分抵免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由本校酌予抵免其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

並得視抵免學分多寡提高編入年級，惟至少需在本校修業兩學年。學生應依本校抵免學

分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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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註冊 Registration 

(一) 本校註冊日期按校方之行事曆，在每學期開學前學生會收到註冊通知單及繳費單。 

(二) 學生必須完成選課手續及應繳之費用後，向教務處註冊組領取註冊單辦理註冊手續，未按

時間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以校規處理。 

 

五、 選課 Course registration 

   ✽一般選課注意事項: 

(一) 在預選課時，學生得自行上網點選各主修各年級之必修及必選修課程；在加、退選

時作必要的調整。 

(二) 避免未來課程變革產生之衝擊，尚有未修畢之低年級必修科目宜先選讀或重〈補〉修

之。 

(三) 學生修習學分數之規定： 

1. 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12 學分 亦不得多於 22 學分為原則。 

2. 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9 學分亦不得多於 22 學分為原則。 

3. 學分數若不足最低規定者，當學期不視為全修生，亦不併入畢業年限。 

4. 超修學分辦法，另訂之。 

(四) 體育課修課規定：本科目歸屬於核心必修課程，一年級為必修科目得 1 學分。 

(五) 學生所修習之科目《含不及格或缺修科目》，其上課時間均不得衝突。如有衝突者， 

         其衝突科目之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算；若非衝突者，應先修習，以免影響畢業。 

(六) 學生在選課期間務必辦妥選課事項，所有學生必須選課達到下限學分規定。 

(七) 有關學分抵免：專業課程向所屬主修提出，共同課程向系主任及教務長提出，核定結 

         果送註冊組；同時逕行網路選課更正。有疑問時，請洽詢課務組。 

(八) 凡有先後順序之課程，『先修課程』未修習完畢者，不得選修『後修課程』。 

(九) 低年級學生不得選讀高年級之課程；如有特殊情況，由主修主任核准。 

(十) 兼任教師所擔任之選修課程，在選讀學生人數未達 15人時，取消開班；已選課者，

另行通知。 

   (十一) 應屆畢業班學生，修習低年級課程者，不得要求提前舉行考試，應繼續上課隨同在 

          校生參加期末考試。 

   (十二) 學生在開放選課後及加退選期間應自行上網檢查，確認自己的選課狀況，俟全部選 

          課作業截止後，學生所有選課資料一律以網路選課系統檔案為準。 

   (十三) 學生加選或退選課程應於規定期限內為之，逾期即不得辦理。當學期有選課爭議時， 

          均以加退選後選課清單為認證依據。清單上未列之科目，雖有上課不予承認；已 

          列之科目未辦理退選亦未上課者，成績以零分登記。學生所有選課資料一律以網路 

          選課系統檔案為準。 

   (十四) 停修，指加、退選期限過後，如要退選課程者，”於開學後第四週前”至課務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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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需填寫停修申請單，經任課老師簽名同意後交回課務組。 

   (十五) 學生在首次進入網路選課系統時，必須使用自己的密碼方可進入系統選課；切勿將密 

          碼出示他人，或請人代為選課，以維護自身權益。 

     

   ✽加退選 Add and Drop 

(一) 每學期選課分為第一次選課及加退選課。 

1. 第一次選課時間於上一學期結束前進行之。 

               ＊選課期間，所有學生必須選課達到下限學分規定。 

2. 加退選時間為一週，於開學第一週始進行之。 

(二) 採直接上網選課；課程班級人數設限者，採先選先上，人數額滿系統不再受理。 

(三) 各主修必修課程以該主修學生優先選課。 

          其他主修學生選修於加退選期間內由任課老師同意後加選。  

(四) 學生修課課程超過上限 22學分時，應於加退選時間到課務組領取超學分 

          加選繳費單，超過一學分每學分$2700，以此類推。(依”超修學分辦法”辦理) 

 

   ✽停修 Withdrawn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加、退選期限過後，如要退選課程必須於開學後第四週前至課務組申請辦理。 

(二) 限退一門課程。 

(三) 申請單須經任課老師、主修主任、系主任簽准後繳回，方為有效。 

 

六、 成績 

本校學生在學期結束後都會接收到教務處註冊組所寄發之成績單，學生若欲申請研修過之

總成績單，必須向教務處註冊組填寫成績單申請書，該成績單之申請必須繳費，費用另訂

之。 

 

七、 以上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章辦理。 

 

 

 
壹、 資訊技術中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一、本中心負責建置與管理資訊網路環境，提供全校教職員及學生資訊化設備

的服務，包含： 

(一) 網路服務 

行政大樓及宿舍網路皆有有線及無線的網路設備可供全校師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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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規格 iMac 專業教室 

提供老師在專業的課程上教學使用。 

(三) 影印服務  

學生使用影印卡可連續加值來使用學校所提供的複合式影印機來列印

及影印所需的文件。 

(四) 郵件服務 

免費提供學生使用校園的 email 帳號@cct.edu.tw。 

 

二、 網路使用資訊安全規定 

(一) 學生在使用校園網路時，應小心謹慎不可違反著作權法及善用防毒軟

體加強個人的電腦防護，若查獲或接獲疑似網路侵權及異常流量事件

通知時，立即限制疑似侵權主機之網路使用。被檢舉的學生接獲通知

七日內，須立即改善，違者可遭停權處理。 

(二) 應該妥善保管帳號密碼如學校所提供的郵件帳號及無線網路的密碼，

不可擅自告知他人或放在明顯地方易於洩漏於他人。 

 

 

 

 

 

貳、 圖書館 Library 

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設立於 1965 年，一直扮演著服務全校師生，提供教學、

研究及學習上所需使用的資料和資訊者的角色。本校為一所基督教博雅大學，而

大學圖書館成立的目地在於提供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與資訊，因此本館致力於

掌握讀者需求與本館的任務，建立優質館藏以配合學校的課程、老師的研究與學

生的閱讀需要，使本館發揮校園學習與教學資源中心的角色功能。 

 

mailto:免費提供學生使用校園的email帳號@cct.edu.tw


7 

 

一、主要任務： 

1. 蒐集、組織及運用圖書資料，以支援教學與研究。 

2. 培養學生閱讀及利用圖書資料的習慣，以增進其專業知識與技能。 

3. 建立具有學術價值之館藏，促進學術發展。 

 

二、服務對象：全校專/兼任教師、職員工、學生。 

 

三、館藏學科範圍 

1. 本館館藏主要以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及支援各單位教學、研究之專業圖書

資料為主，因此凡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及各主修（傳播、英語

與文學、音樂等）相關之中英文專業書籍為主要蒐藏範圍；其他相關學

科領域資料，為次要蒐藏範圍。 

2. 本校為基督教博雅學院，強調全人教育，並以基督教觀點作人文的研究

與教學，因此相關主題之圖書資料為收藏範圍。 

3. 蒐藏的資料類型大致分為圖書、期刊、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 

 

四、館藏特色 

1. 本校以基督教精神創校，所以基督教書籍蒐藏豐富，為館藏特色之一。 

2. 本校創校前期以英文系為主，所以英文語言類書籍蒐集為全部館藏之冠，

為館藏特色之二。 

3. 本校英文系自 86 學年度開設兒童文學課程，英文兒童文學書籍的蒐藏

約有五千餘冊，且另闢專區陳列，為館藏特色之三。 

4. 本校為基督教博雅學院，特創立宣教區，蒐集與宣教有關之人物與相關

史料等資料為館藏特色之四。 

 

 

五、本館館藏量 

 

類別 中文 西文 小計 累計 

圖書 

一般書 56,953 28,764 85,717 

90,810 參考書 3,066 1,800 4,866 

大書 0 227 227 

期刊合訂本 6,164 2,000 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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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聽 3,788 1,143 4,931 

附  件 9 118 127 

中西文小計 69,980 34,052 104,032 

總計 104,032 

 

種  類 中 文 西 文 小 計 

報紙 7 2 9 

現行期刊 100 21 121 

線上資料庫 8 

電子書 1352 

相關資源，請見本館首頁 http://lib.cct.edu.tw 

 

六、館際合作／組織聯盟的參與 

1.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享有全國性館際複印、互借及閱覽之權利與義務，同時負有每年更新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中本校館藏資料之義務。 

2. 中國圖書館學會：全國性圖書館會議及研討交流。 

3.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 聯盟）： 

國科會科資中心成立的 CONCERT 聯盟，全名為 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 聯盟協助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順利引進國外最新資料庫，共

享數位圖書館的，好的產品、資源及優惠價格。 

4. 台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Taiwan OCLC Governing Members 

Consortium): 

        (1)上傳本校圖書館館藏至 OCLC線上書目資料庫，與全世界之成員館  

          資源共享，以增加本校之國際能見度。 

        (2)利用 OCLC 線上書目資料，加速本校圖書館圖書分類編目之進度。 

5. 台灣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Taiw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TTLA)) 

6. 大學圖書館聯盟 Hyread ebook 電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