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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2 日 

國人培育字第 1060011151 號 

主  旨：公告「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第四十條、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三條修正草

案，並附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及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主管機關：國防部。 
二、修正依據：軍事教育條例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三項。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附件。 
四、 凡對本修正草案有意見者，請自行政院公報刊登隔日六十日內向本部參謀本部人事參

謀次長室陳述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人才培育處。 
(二)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 號。 
(三) 電話：(02)23116117 轉 637091。 
(四) 傳真：(02)85099588。 
(五) 信箱：mndjj1@gmail.com。 

部  長 馮世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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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國防部會銜

教育部自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發布施行，曾經六次修正，最近

一次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修正施行。茲為保障因公受傷學

生就學權益，爰修正本規定第四十條、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三

條修正，其要點如下： 

一、 為保障軍費生在學期間因公受傷之就學權益，增訂大學、

專科教育學生、研究生在學期間因公受傷得不予退學之除

外事由。（修正規定第四十條） 

二、 增訂在學期間因公受傷學生無法實施教育計畫中有關軍事

訓練等課程時，得以各校規定之替代方案施測，並視為符

合畢業資格，以維權益。（修正規定第四十七條） 

三、 本次修正使軍事校院學生在校期間因公受傷後之就學權益

獲得一定程度保障，為貫徹保障因公受傷學生之權益，爰

於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內容溯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修正規定第五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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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十條 大學、專科

教育學生、研究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退學： 

一、學生新生訓練結訓

成績不合格。 

二、修業期滿未符畢業

資格。 

三、學生學業成績不及

格科目之學分數，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四、軍費學生應降班但

無意願。 

五、休學期滿未依規定

辦理復學。 

六、軍費學生在學期間

體格產生變化，經

國軍醫院證明，未

達招生簡章所定標

準。但因公受傷、

懷孕不在此限。 

七、博士班修業第三學

年結束，未取得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者。 

八、研究生修業年限期

滿，未取得學位。 

九、學生德行考核、軍

事學（術）科及體

育、體能戰技訓練

或其他非學分必修

課程未達標準者。 

十、申請自願退學。 

第四十條 大學、專科

教育學生、研究生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退學： 

一、學生新生訓練結訓

成績不合格。 

二、修業期滿未符畢業

資格。 

三、學生學業成績不及

格科目之學分數，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四、軍費學生應降班但

無意願。 

五、休學期滿未依規定

辦理復學。 

六、軍費學生在學期間

體格產生變化，經

國軍醫院證明，未

達招生簡章所定標

準。但懷孕不在此

限。 

七、博士班修業第三學

年結束，未取得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者。 

八、研究生修業年限期

滿，未取得學位。 

九、學生德行考核、軍

事學（術）科及體

育、體能戰技訓練

或其他非學分必修

課程未達標準者。 

十、申請自願退學。 

鑒於軍費學生在學期間

因公受傷，致其體格已

產生變化而未達招生簡

章所定標準，原規定應

予退學，然衡酌軍費學

生係因公務所生傷害，

無責難原因，如逕予退

學，顯已限制其就學權

利，有失公允，且相較

其他各款退學事由，亦

有失衡，爰於第六款但

書增訂「因公受傷」除

外事由，以保障就學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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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軍費學生、研究

生喪失現役軍人

身分。 

十二、軍費學生經核准

至國內或國外學校

就讀，遭就讀學校

退學。 

十一、軍費學生、研究

生喪失現役軍人

身分。 

十二、軍費學生經核准

至國內或國外學

校就讀，遭就讀

學校退學。 

 

第四十七條 大學教育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

下列畢業資格規定

者，由各校依其所屬

學院及學系，分別授

予學士學位證書： 

一、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 

二、規定年限內完成應受之

實習或寒暑訓，且成績合

格。 

三、完成教育計畫內所定事

項。 

  在學期間因公受傷

學生，其軍事訓練及體

育、體能戰技成績依各

校准予使用之替代方案

施測，成績合格者，視

為符合前項畢業資格。 

第四十七條 大學教育

學生修業期滿，合於

下列畢業資格規定

者，由各校依其所屬

學院及學系，分別授

予學士學位證書： 

一、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 

二、規定年限內完成應受之

實習或寒暑訓，且成績合

格。 

三、完成教育計畫內所定事

項。 

配合第四十條增訂「因公

受傷」不予退學事由，而

教育計畫內有關軍事訓練

及體育、體能戰技科目、

訓練，礙於事實上無法實

施，爰增訂第二項，使因

公受傷學生得以各校准予

使用之替代方案施測，視

為符合前項畢業資格，以

維權益，至於替代方案，

由各軍事院校研擬。 

第五十三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

文，除中華民國一百

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修正發布之第二十三

條，自一百零二年八

月一日施行；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月○

日修正發布之第四十

條、第四十七條，溯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餘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第五十三條 本規則自

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第二十三條，自一百

零二年八月一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原則上於法規生效後

始有適用，是謂法規不溯

既往原則，但溯及既往之

結果如係對受規範人有

利，且對法安定性並無重

大影響，則尚非不可。準

此，考量本次第四十條、

第四十七條修正對受規範

者較為有利，並衡酌法規

修正期間因公受傷學生就

學權利之保護，爰於第二

項明定本次修正內容溯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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