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推廣教育中心-臺北人財育成中心 

諮詢專線：02-2788-8266 

E-mail：hacc@office.ctbc.edu.tw

第七期日本實戰研習 

碩 士 學 分 專 班 

大前研一博士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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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日本實戰研習碩士學分專班 

招生簡章 

壹、依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貳、招生對象 

◼ 凡大學、專科畢業或具同等學力，合於教育部規定報考碩士班資格者(詳見附錄)。 

◼ 符合資格之各領域中高階主管，對於海外市場開拓、具備全球視野有興趣者。 

◼ 欲強化專業經營者各項能力以及語言能力者。 

◼ 對數位轉型、創新事業發展、商業分析、商業戰略構築、創造商機、開發創新服務有需求者。 

◼ 對數位經濟及數位技術應用商模有興趣之行銷、企劃、業務、工程師及經營管理者等。 

參、辦學特色 

本校以培育最務實的國際金融家為目標，專注於財務金融、金融科技、數位創新、國際商務管

理等相關領域，並以實務為導向、理論為基礎與個案分析能力，禮聘多位業界名師蒞臨教學，與校

外產、官、學等機構不定期交流，積極擴展並建立產學合作夥伴關係，規劃實習計畫， 藉以達到

學用合一。 

 

推廣教育學分班為在職人士或有進修需求之民眾提供多元的入學管道，本班課程掌握數位化學

習方式，運用實務導向教學內容，搭配前瞻的學習模式，實施「實體面授」和「遠距學習」搭配之

混成教學，是全國唯一與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博士所共同開發之課程，課程包含橫跨美日的

先進「經營商學」和「數位創新」兩大方向為主，導入大前研一博士開發之「SDF；strategic 

degrees of freedom」戰略思考方程式，協助學習者提升競爭力以具備快速因應環境變局的能力，

使學員個人得以創造躍進式的成長，並貫徹終身學習之目標。 

日本實戰研習碩士學分專班四大優勢 

台、日、美名師匯集 

打造凌駕全球的 

MBA真本事 

取得碩士學位 

總共所花學費成本 

不超過30萬 

教育部認可學歷 

全世界通用文憑 

全國商業價值最高文憑 

學分拆散、分段學習 

入學即可準備論文 

最快一年取得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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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資訊 

  由於新冠疫情的發生，為數位轉型同時帶來了「新常態（New Normal）」，在急劇變化且無

法預知的現今商業環境中，如何有組織地適應商業環境變化，可以預期未來將是會不斷被詢問到的

議題。 

 

要在急劇變化的商業環境中確保競爭優勢，其關鍵在於領導者本人如何迅速掌握環境變化，並

將其視為新事業的轉機，思考即使在無法預見的商業環境中，也能透過數位技術來改變其業務和商

模，繪出清晰的事業願景，並保持強烈意願來推動改革。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人財育成中心以「新常態」下的時代為背景，攜手日本BBT教育集團集結波

士頓顧問公司日本代表、前麥肯錫資深顧問、早稻田大學商學院教授、一橋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等一流國際產學界名師，更橫跨國際商業顧問、智慧金融等知識領域，讓您一窺

國際頂尖顧問公司的顧問手法，更能一手掌握引領未來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此外，紮實的創意發想

課程及演練，更能讓您源源不斷地發想出驚人的數位創新服務。本課程您不僅可習得數位時代下所

需的技能和知識，同時更能具備推動數位轉型所需要的領導力和生存力，達到自身擁有高度的”挑

戰未知能力”，更進一步建立你的數位轉型洞察力和驅動力，讓你能在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中永續

生存。 

 

本課程共計10碩士學分，順利完成課程學習，同年申請本校研究所可全額學分折抵，最快一

年即可取得碩士學位，您將可彎道超車一路領先，對於未來有志取得碩士學位的職場菁英更是最快

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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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資陣容 

實體課程師資陣容 

 

 

陳錦稷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金管所所長 

全球人壽獨立董事 

兼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柯宗余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企管系助理教授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人財育成中心主任 

日本2級經營管理指導士 

 

 

 

 

 

林建甫 

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 

前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臺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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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程師資陣容 

 
 

御立 尚資 

 
波士頓諮詢公司(BCG)資深合夥人 

BCG董事總經理兼日本代表 

BCG全球執行委員會核心成員 

Nigel Denscombe 

 
日本名古屋商科大學教授 

前美國銀行總經理 

石倉 洋子 

 
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博士 

前麥肯錫資深顧問 

本島 康史 

 
波士頓諮詢公司副總裁 

波士頓諮詢公司董事 

青山學院國際經營學碩士 

平久保 仲人 

 
美國佩斯大學商學系博士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校區 

經濟學部准教授 

太田 直樹 

 
波士頓諮詢公司合夥人 

波士頓諮詢公司董事總經理 

倫敦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石崎 雅之 楢崎 浩一 

大前 研一 

日本商業突破大學校長 

前麥肯錫諮詢公司日本分社社長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譽為「世界五大管理大師」 



 

5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人財育成中心 | 02-2788-8266 |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5樓 | https://hacc.ctbc.edu.tw 

藤田 勉 

 
一橋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一橋大學金融科技研究會代表 

石﨑 雅之 

 
Deloitte Tohmatsu Consulting

執行幹部 

Deloitte Digital日本代表 

楢﨑 浩一 

 
SOMPO控股首席CDO執行董事 

三菱商事派駐矽谷經驗 

山田 英夫 

 
早稻田大學商學院教授 

早稻田大學研究所商學博士 

楠木 建 

 
一橋大學國際企業戰略研究所教授 

一橋大學研究所商學博士 

Rochelle Kopp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講師 

美國芝加哥大學MBA 

丸山 弘毅 

 
Infcurion Group株式會社代表 

FinTech協會代表董事 

北川 烈 

 
SmartDrive株式會社代表兼CEO 

東京大學研究所交通資訊分析 

奧 澤明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CEO 

東京理科大學畢業，精通 AI領域 

藤野 宙志 

 
GoodWay株式會社創辦人兼CEO 

Simplex Technology集團副總裁 

柯宗余 

 
中金院企管系助理教授 

中金院人財育成中心主任 

徐敏娟 

 
中金院企管系講師 

中金院人財育成中心課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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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時程規劃 

  本校與日本BBT教育集團合作之「Recurrent培訓計畫」，是透過線上學習的培訓計畫，方便您可以

利用瑣碎的時間，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利用BBT獨自開發的遠程教育系統AirCampus，您可以進行課程影

片的視聽、線上測驗、以及進行議題討論，更能得到來自CBS(CTBC Business School)擁有日本經營管理

指導士執照的教師進行線上指導，BBT教育集團的教育計畫已經共有來自99個國家/地區的20,000名學生

參加了該學習計畫，無論時間或地點，都可以靈活地參與使用及學習。 

 
 

線上課程 (ON LINE) 8 學分 

課序 時期 主題 授課師資 備註 系統 

1 111/11/05-112/01/05 企業戰略的謀篇布局 Nigel Denscombe 線上課程 

日本 

AirCampus 

+ 

中金院 

人財育成中心 

學習平台 

2 111/11/05-112/01/05 問題解決的思考藝術 石倉洋子 線上課程 

3 111/11/05-112/01/05 雙贏溝通的談判技巧 Rochelle Kopp 線上課程 

4 111/11/05-112/01/05 逆境突破的行銷戰略 平久保仲人 線上課程 

5 111/11/05-112/01/05 BCG 戰略構想力 御立尚資 線上課程 

6 111/11/05-112/01/05 BCG 戰略發想力 本島康史 線上課程 

7 111/11/05-112/01/05 BCG 戰略領導管理 太田直樹 線上課程 

8 111/11/05-112/01/05 BCG 經營理念 BCG 顧問團隊 線上課程 

9 111/11/05-112/01/05 不競爭的競爭戰略 山田英夫 線上課程 

10 111/11/05-112/01/05 戰略就是講故事 楠木建 線上課程 

11 111/11/05-112/01/05 AI 革命的 Fintech 演進 藤田勉、石崎雅之等 線上課程 

12 111/11/05-112/01/05 美國新興企業案例研討 大前研一 線上課程 

13 111/11/05-112/01/05 顧問式業務銷售手法 徐敏娟 線上課程 

14 111/11/05-112/01/05 PSA 問題解決實戰篇 柯宗余 線上課程 

15 111/11/05-112/01/05 5G 時代的管理能力新突破 柯宗余 線上課程 

16 111/11/05-112/01/05 商業場景中的邏輯思考與實踐 柯宗余 線上課程 

17 111/11/05-112/01/05 突破型教練式領導力 柯宗余 線上課程 

18 111/11/05-112/01/05 聊天機器人的應用與服務 柯宗余 線上課程 

19 111/11/05-112/01/05 商業實戰簡報力講座 徐敏娟 線上課程 

20 111/11/05-112/01/05 金融科技應用與創新實務 陶繼鈞 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期間：111.11.05-112.01.05 (研習結束後，仍可持續使用至1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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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課程 (ON SIDE) (2 學分) 

課序 日期 星期 主題 授課師資 備註 地點 

1 
111 年 11 月 05 日 週六 疫情的挑戰與台灣數位發展機會 林建甫 實體課程 

臺北市南港區 

經貿二路 188 號 16 樓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週六 疫情與台灣數位經濟展望 陳錦稷 實體課程 

2 111 年 11 月 19 日 週六 從 0 到 1 的發想術 柯宗余 實體課程 

3 111 年 12 月 03 日 週六 戰略自由度 (SDF)理論篇 柯宗余 實體課程 

4 111 年 12 月 17 日 週六 戰略自由度 (SDF)案例篇 柯宗余 實體課程 

5 112 年 01 月 07 日 週六 戰略自由度 (SDF)實戰篇 柯宗余 實體課程 

實體課程時間：111.11.05-112.01.07 (每隔週六上課) (11/19午餐時間播放課程影片，列為學習時數。) 

       AM09:00-12:00；PM13:30-17:30 (共36小時)  

註：本中心保有最終課程變更修改權利。 

大前研一博士獨創顧問手法 

戰略的精義在於如何於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尋找適切優勢位置，是一種透過科技系統的邏輯思維所衍化出的

藝術，而除了分析技能與嚴謹銳利的邏輯思考能力外，概念化能力與創新發想的能力更是非常重要。大前

研一博士所提倡出的戰略自由度(SDF；strategic degrees of freedom)即是以此為基礎下所開發出來的創

意思考方程式，簡單來說就可以讓您無中生有的一種思考方程式，並搭配PSA其它工具手法進行延伸逐步

過濾，以客觀的視點建立最終可行方案，再透過務實及高度的評價工具將可行方案的成功率提升至最高。 

戰略自由度 (SDF)課程學習要點 

• 並非以先入為主或推測猜想，而是可以正確判斷事物的「邏輯思考」能力。 

• 為了能夠客觀理解事實真相，具備能夠正確蒐集事實的「情報蒐集」能力。 

• 將情報和資訊進行整理及構造化，擁有俯瞰整體局面的「組織架構」能力。 

• 從收集到的情報上發現傳達出的訊息，導出客觀結論的「判讀分析」能力。 

• 將一個個分析結果進行整理連結因果關係，發想對策的「發散戰略自由度」能力。 

• 將每個發想出的戰略方案，在事實基礎上進行驗證的「縮小戰略自由度」能力。 

正如Google的共同創辦人之一謝爾蓋．布林的例子告訴我們的，事業的機會並不在你的外側，而是存

在於你的內側，那正是「創意」本身。說得更極端一點，只要改變自己就能改變全世界。這是一門為

了真心想練成無中生有創新能力的人所規劃的課程，透過卡牌遊戲建立你具備Fast-Forward快轉概

念，體驗比常人快10倍的創意發想技巧，然後再進而一步步透過各種商業理論和邏輯淬鍊你的商業模

式和市場戰略，再來則是透過同儕共評的方式相互激烈攻防，過程中不僅將自身及團隊所長發揮至極

致，更可快速吸收對方專業和經驗進行內化，短時間內建構你具備高度的商業顧問邏輯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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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從碩士學分班起取得本校碩士學位之路徑規劃 

 

報名本課程需具備大學或同等以上學歷，完成課程學習並合格者，將授與結訓證明書以及10碩士學

分證明，本課程學分可完全折抵本校碩士學分，研究所二年，等於用2個月抵掉近一年的上課時間，進入

本校研究所後即可開始準備論文，對懂得精打細算有時間成本效益觀念，且有意升學但工作忙碌之職場

菁英將會是一大捷徑。完成本學分班後，可經由本學分班之本校授課師資推薦修讀本校研究所，碩士班

入學甄選將需經過書面審查以及口試，合格者將入學本校碩士在職專班，本次修讀學分可直接全數抵

免，修畢應修剩餘學分以及完成論文者即可順利取得碩士學位以及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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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教室設備環境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臺北教室設置於中國信託金融園區B棟16樓，頂級設備及豪華規格，培育出無數優異人

才的金融培訓基地，進到這裡，你也將成為菁英中的菁英！ 

碩士班教室環境 

為確保學生擁有最良好的上課品質，我們使用「中國

信託南港園區16樓的高級會議室」做為碩士學分班及

在職專班的上課教室，不同型式的教室格局，適用於

各種不同的上課型態，大型教室適用於人數較多的論

壇，或是將桌椅併成團體小組，打造互動式學習的場

所，小型教室則是適合較少人數的菁英高階課程，而

會議室的部份，過往多為召開中信集團董事會、會議

所用，這部份將會以模擬商業環境場景，讓學生可以

置身其中，透過商業決策的攻防，體驗現實商務情

境，加速活用所學知識，達到現學現用的絕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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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區和茶水間 

教室旁皆配有茶水間及座椅休息區，供學生於課間自由

使用，可作為休憩或討論等用途。規劃出不同區域的休

息場所，同學可以相鄰互相討論課程，也可以放鬆大談

職場人生，而在落地玻璃窗的休息區，不僅可以讓學生

感到視野開闊，居高臨下俯瞰亮麗城市景觀也擁有紓壓

心情的效果。 

 
 
 

17樓空橋 

位於中國信託南港園區17樓的空橋，為目前台北市最高的空橋。

橋正中央地板鋪設1公尺寬的強化玻璃，做懸空、鏤空設計，可

直接俯視中國信託南港園區中庭景觀。在這裡除了專業師資陣

容，國際多元的同儕一起共同學習之外，還有五星級的學習環

境，讓你雄踞臺北市的制高點，俯瞰市區遠眺山景。 

 
 
 
 
 

商場和美食街 

教室樓下即為商場和美食街，美食廣場集合了近30家的美食

品牌，從日韓料理、異國料理到台灣小吃都有，環境寬敞舒

適。以空橋方式連接ABC三棟建築，可方便不受日曬雨淋之

苦，而直接貫通的連結設計，更能有利於自由穿梭往來，因

園區乃結合辦公大樓與商場功能使用，為因應商務人士行動

業務便利的需求，首創於美食街各角落座位區，都廣設USB

插槽及手機充電座，更有免費wifi貼心設施，方便同學中午休

息時間，提供身心充電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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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收費標準及繳費方式 
 

序 內容 收費標準 繳費及優惠方案 

1 學分費 $10,000 元/每學分 

1. 填寫線上報名申請表、上傳文件檔案，繳交課程

費用後，經本中心審核資格，將以電子郵件方式

核發報名者合格通知。 

2. 專案優惠價格89,999元 

(原價10學分為104,000元) 

3. 兩人以上同行報名，每人只要79,999元。 

4. 獨家專屬優惠，免收報名費及學雜費 

5. 線上報名可選擇信用卡付費、金融卡轉帳或

銀行匯款，資格審查完畢後，本中心將寄送

電子郵件通知您線上繳費；採實體報名者，

請待本中心專員聯繫繳費事宜。 

2 報名費 $500 元/每期 

3 學雜費 $3,500 元/每期 

4 教材費 書籍費及講義印製費另計 

 *註1：公司或團體報名者，歡迎致電本中心，將由專人為您處理報名程序，電話:02-2788-8266 

*註2：線上報名時如未能備齊學歷資料，請先行完成報名程序確保席次，待本中心通知完成報 

名後再補交資料。 

拾壹、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24日止，預計招收25名學員，如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拾貳、課程時間及地點 

1. 線上課程： 

線上課程期間：111.11.05-112.01.05 (共 144小時；含測驗、報告及議題討論) 

(二個月學習期間；課程結束後仍可使用至112.11.05) 

2. 實體課程： 

實體課程期間：111.11.05-112.01.07 (每隔週六上課) 

實體上課時間：AM09:00-12:00；PM13:30-17:30 (共 36小時) 

地點：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6 樓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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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網址 ：https://hacc.ctbc.edu.tw 

                                                        

(2) 臨櫃報名：可於週一至週五10:00～17:30（國定例假日除外）親洽本中心現場報名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5樓，中國信託金融園區內） 

請注意：因本中心辦公室有門禁管制，建議事先與本中心聯絡預約時間。 

(3) 電話報名：報名專線 02-2788-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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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注意事項 

一、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測驗及格者，由學校發給學分證書，但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

得學位應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二、抵免規定 

學員經本校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者，其學分之採認與抵免方式，另依報考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之。 

三、學員上課出席紀錄以課堂點名並簽到為主，未點到者該堂課以缺課論，學分班學員上課期間缺

席及請假達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或測驗不及格，不發給學分證書；學生因故無法上課時，請填

寫「請假單」向授課老師請假，存查聯送交推廣教育中心。 

四、學分班學員無正式學籍，不得以此身分辦理緩徵或簽證，學員繳交之學費亦不得列為綜合所得

稅申報「列舉扣除額」中「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申報扶養的子女就讀經教育部認可大專以上

院校的教育學費」欄內，請學員謹記。 

五、報名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一經查明，取消學員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六、為維護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及旁聽、冒名頂替，違者本校將循法律途徑解決。 

七、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中心通知仍未改善者，得註

銷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八、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之台北市

停課公告，並另行補課。 

九、依規定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就學者，其退費標準如下：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選者，退還已繳交學分費之 90%。 

2.開班上課日起算未逾全課程時數三分之一辦理退選者，退還所繳學分費之二分之一，此外需再

扣除支付日本商業突破株式會社雲端學習系統設定費及教材授權費新台幣20,000元整。 

3.開班上課日起算已逾全課程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者，則不予退費。 

4.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學員已繳費用將全額退還。 

5.學分班學員不得辦理延期就讀，亦不得要求轉換班別。 

十、基於學生資料管理、統計分析之目的，須蒐集您的「識別類、特徵類、社會情況、教育、考

選、技術或其他專業、受僱情形」等個人資料，以在校務行政期間及地區內，作為學生資料管

理、製作通訊錄、業務聯繫及統計分析之用。您得來信 E-Mail：hacc@office.ctbc.edu.tw 行

使請求查閱、補充、更正、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等。 

十一、報名前請詳閱簡章內容，完成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簡章所列規定。本簡章內容若有未列舉事

宜，得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中心保留隨時修改之權

利，並公告於本校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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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節錄)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6 月 02 日 

發文字號：臺教高通字第1060073088B號 令 

第 1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5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  自規定修業 

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

單。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

一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包括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畢業應

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離校

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

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

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六、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 

三年以上。 

（二）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

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第 6 條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經大

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前條所定新生

入學考試。 

第 9 條 1.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

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

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2.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修滿相

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3.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

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4.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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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

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

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第五條第一款至第

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5.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得以

同等學力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6. 第五項、前項、第十項及第十二項所定國外或香港、澳門學歷（力）證件、成績單或相

關證明文件，應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第 10 條 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學年度

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

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始日

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 12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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