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 年 度 第 3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日

期：108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雲起樓 406 會議室
主
席：林文瑛教務長（賴宗福副教務長代理）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林文瑛委員（賴宗福代）、陳谷劦委員（韓傳孝代）、蕭麗華委員、
許興家委員、林信華委員、謝元富委員、萬金川委員（請假）、
簡文志委員、游鎮維委員、趙太順委員、陳旺城委員（請假）、
周國偉委員、張世杰委員、鄭祖邦委員（請假）、林緯倫委員、
陳志賢委員、蔡明志委員（請假）、徐明珠委員、詹丕宗委員、
張志昇委員（邱毓峰代）、何振盛委員（請假）、
郭朝順委員（陳一標代）、韓傳孝委員、張懿仁委員
各院教師代表：人文學院-康尹貞委員、社科院-戴孟宜委員、樂活學院-周鴻騰委
員、創科院-張譽騰委員（請假）、佛教學院-陳一標委員；
學生代表：張家溱委員(歷史系學士班)、葉家俊委員(心理系學士班-請假)、陸庭緯
委員(文資系學士班) 、游仲喆委員(素食系學士班)、譚偉姬委員(佛教
學系學士班)。
列席人員：教務處教發中心周蔚倫主任、學發中心林明昌主任、生涯發展中心陳衍宏主任、
釋有真老師（請假）、卓克華老師、楊棋明老師、註冊與課務組邱美蓉組長、郭
明裕先生、李怡函小姐、李佳穎小姐。
紀
錄：郭明裕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項
次

會議決議(結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一 案
由：本校「學則」修正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二 案
由：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修正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由：本校「延聘專家學者短期來校講學待遇支給辦法」
三 案
廢止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歷史學系
案
由：人文院歷史學系「108 學年度碩士班修業規定」修
訂案
決
議：照案通過。
四 附帶決議：為統一歷史系研究生論文撰寫標準，委員建議本次
修訂之條文第十二條「碩士論文內文字數以三萬
字為原則（不含目錄、參考書目、摘要及附錄）」
之規定溯及既往，請歷史系先行研議是否需要回
溯修訂，再將擬回溯修訂之學年度修業規定提至
下次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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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已提送行政會議與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預計
提送 107-4(5/22)校務
會議討論。
已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
公告實施。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
告實施。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提案單位：樂活產業學院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案
由：樂活院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108 學年度碩士班修
業規定」修訂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管理學系
案
由：社科院管理學系「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新
訂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心理學系
案
由：社科院心理學系「108 學年度碩士班修業規定」修
訂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管理學系
案
由：社科院管理學系「108 學年度碩士班、108 學年度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修訂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案
由：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修正案
決
議：照案通過
已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
案
由：本校「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法」修正案
決
議：照案通過
公告實施。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案
由：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訂案
決
議：照案通過

貳、 報告事項：
一、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單位開課登錄時間如下：
1.108 年 05 月 08 日（三）至 05 月 14 日（二）為通識教育課程登錄。
2.108 年 05 月 15 日（三）至 05 月 17 日（五）為學院課程登錄。
3.108 年 05 月 20 日（一）至 05 月 24 日（五）為學系（所）課程登錄。
二、為落實學生自主規劃學習藍圖（IDP）、大四實務學習，以及以學院為核心的學程規
劃，提高學生跨領域學習意願等政策方向，自 108 學年度起，除了初選第一階段之外
(大四生、延畢生選課)，將全面取消選課限制，不再以身分別、系別、班別及年級別
限制學生選課，因此，各學院、系提出新學年的課程架構時，只須註明開課學期，不
須再標示開課年級。若原學程的課程設計有很綿密的進階原則，則建議透過導師的選
課輔導完成，將不再以系統(年級)限制方式處理。
三、為防止「取消年級別選課限制措施」造成學生亂選課，增加選課錯誤發生之情形，教
務處提出之配套措施如下：
1.確實的選課輔導
2.精進學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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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課輔導善用 IDP 系統。
4.雖不以年級限制選課，學系課架仍保留建議修課年級，提供學生參考。
5.學程內課程區分為「基礎課程」、「進階課程」、「實務課程」，方便學生了解選課
邏輯。
四、報告新生選課新方案構想。
心理系主任提問：新生課程初選分兩次立意良好，但新生定向營只開放 1 天的用意
考量為何？而只有 1 天會不會時間過短?
註冊課務組答覆：因考量新生定向營第一天進行學程 IDP 系統使用說明，希望學生
能配合 IDP 系統之未來修課規劃建置的預排課程，導入選課系
統，協助學生了解系統操作及選課，讓學生可以在當天自行調整
第一次選課後有需要調整之課程。因隔週即開學，同時開放課程
加退選一週，同學可再次進行選課作業。
外文系主任提問：目前已經取消相關選課設定包含年級別的措施，新生選課會不會
造成有選不上的疑慮？
註冊課務組答覆：新生選修必修課程，除了該課程有設備限制教室外，其餘透過選
課系統即可選上，應不會有類似的疑慮。
五、學程 2.0 新方案構想。
與會委員建議如下：
(一) 管理系陳志賢主任建議：
方案二每系保留二個專業學程，建議強制另一個學程必須修他院系的學程。
(二) 心理系林緯倫主任建議：
方案一每系僅保留 1 個專業選修學程，因心理系部分專業課程必須用原文書，
若每系僅保留 1 個專業選修學程，部分必須用原文書之課程移至學院特色學
程，學生可能會不敢選修。然方案二，每系保留二個專業選修學程，這樣比較
適當。
(三) 素食系許興家主任建議：
(四) 學程設定一個專業選修學程，讓學生跨院系修其他學程立意良善，但是學生的
意向仍是我們要關注的，若強迫學生必須跨出去修學程，其實造成學生修課負
擔，並不是好事，建議多聽學生的意見。維持每系二個專業學程，讓學生有選
擇的權利。
(五) 學生代表游仲喆：
因為我本身是素食系學生，傾向學習自己系上的專業學程，因此若學程變革強
迫必須修外系的學程，會造成變相的負擔。
(六) 生涯中心陳衍宏主任建議：
學程學分數要滿足學生畢業條件(128 學分)，專業學程要能呈現學系專業，因此
課程設計時要考量學程組合儘量滿足 128 畢業條件，不要滿足了學程，而學分
數未達 128。
(七) 林信華院長建議：
1. 要思考目前學程從 1.0 走向學程 2.0 要解決什麼問題？例如：少子化開課考
量或跨域學習的問題。通常改變應該有大幅度檢討與調整，但是從目前的
方案看來，好像變動不大。
2. 建議 5 個學院不須同步施行。
3. 目前方案二提到，專業選修學程 15 學分，這樣好像只有 5 門課，5 門課就
可以構成一個學程，要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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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回覆：因學程化實施以來，本校跨域學習的部分成效仍未彰顯，因此與副校長
討論後，在幾個模式方案下，以方案一作為推動改革的方向，但是近期
教務長與各主管們一起討論後，各系多建議增加 1 個專業選修學程比較
適當，所以才有方案二，我們將各位的意見收集後，在跟副校長報告，
再提送相關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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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課程備查與修業規定備查：
■ 案 由一：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案件，提請備查。
說 明：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業已於 108 年 4 月 10 日辦理完畢，依本校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7 條規定，提送本會議進行備查。
項次

一

二

三

四

五

案由與決議
案由：各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碩專班及博士班課程架構備查案。
說明：1.選修課程異動：
(1)管理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架構。
(2)資訊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架構。
(3)佛教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中文組及英文組課程架構
2.與前學年度相同：
(1)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社會學組及社會工作學組課
程架構。
(2)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碩專班課程架構。
(3)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架構。
(4)佛教學系 108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架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各院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架構。
2.心理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
3.創意與科技學院 108 學年度院基礎學程課程架構。
4.樂活產業學院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
5.樂活產業學院 108 學年度高齡樂活輔療學程課程架構。
6.人文學院 108 學年度院基礎課程架構。
7.人文學院 108 學年度「陶鑄人文宜蘭」(一)-以宜蘭吳沙故居展覽館活化
為實驗場課程架構。
決議：社會學系之「地方社會發展學程」依規定調整；餘照案通過。
案由：公共事務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調整學程名稱：「文官能力養成學程」更改為「行政管理學程」。
2.系核心學程：修改課程之開課學期別，更改為「上下」。
3.三個專業學程原訂開課年級一律改為「二～四」，開課學期別改為「上
下」。
決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應用經濟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為讓學生能自主修讀專業學程，故刪除專業選修學程說明，修正如下：
1.產業與公職學程 24 學分(經建行政組適用)
2.理財規劃學程 24 學分(財務金融組適用)
3.國際商務學程 24 學分(國際商務組適用)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管理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系核心學程：必修「MD118 統計學二」，新增備註說明：需先修畢統計
學。
2.服務行銷學程:
(1)新增：選修「MD363 商業溝通與國際禮儀」。
(2)刪除：選修「MD333 商業溝通與商業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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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3.108 學年度管理學系新增休閒事業管理組，為配合休閒事業管理組課程，
故調整觀光旅遊學程中部分課程，修正如下：
(1)觀光旅遊學程：
A.新增：4 門必修課，分別為「MD356 休閒英文」、「MD357 商業遊憩管
理」、「MD359 休閒產業實習」、「MD358 遊程規劃與設計」；4 門選修
課，分別為「MD360 休閒活動設計規劃」、「MD361 旅館管理」、
「MD362 休閒資訊與多媒體應用」、「MD364 運動場館管理」。
B.刪除：4 門必修課，分別為「MD235 休閒事業管理」、「MD226 觀光英
文」、「MD234 餐旅管理」、「MD236 觀光產業實習」；2 門選修課，分別
為「MD228 遊程規劃與設計」、「MD229 旅遊業資訊管理」。
決議：管理學系「服務營運學程」其中 3 門選修課為國際處紫金專班之對接課
程，並註記於課程架構上，以便學生選課，故符合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照案
通過
案由：創意與科技學院 108 學年度「博物館事業學程」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配合系所課程調整，博物館事業學程刪除 2 門課程，分別為選修「PM370
蘭陽文創設計」、「PM262 設計空間與應用」。
決議：照案通過。

七

案由：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系核心學程：
(1)刪除：必修「CA305 社會與文化研究理論」。
(2)調整開課學期：「CA205 台灣社會與文化」原二上調為二下、「CA361
台灣常民文化資產」原二下調為二上。
2.文化觀光學程：新增選修「CA136 文化知識與創意觀光應用-微學分」2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八

案由：傳播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系核心學程：
(1)刪除：必修「CN367 校內媒體實習」。
(2)調整學分數：系上原有必修課程「CN429 畢業製作 I」為 1 學分，調
整學分數為 2 學分，並更改課號為「CN427 畢業製作 I」。
2.創意傳播學程：
(1)新增：選修「CN368 媒介實務」。
(2)刪除：選修「CN354 數位編輯原理與實務」。
3.行銷傳播學程：選修「CN131 圖像敘事與傳播」調整開課年級，原為三
下調為二上。
4.流行音樂傳播學程：選修「CN263 流行產業文案」調整開課年級，原為
二下調為三下。
決議：本案未討論，提送下次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九

案由：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自 108 學年度起分為 4 組招生，依據本校「學程實施
辦法」第 8 條第 2 款規定：「各學系依其師資及學生規模，得開設二至四個
專業學程，有分組之學系，應規定學生修讀相關專業學程」。
1.系核心學程：學分數由 33 學分修正至 39 學分。
(1)因三年級安排有「設計實務」課程，該課程主要為系上所有同學校內
外實習、參加設計競賽或參加各類設計營隊之時數彙整與報告，每位同
學均需完成 160 小時之實習時數才能達到該課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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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系四年級因畢業製作，辦理校內外畢業展演(屬實務課程)需要，故於
四年級安排必修課程：「設計專題(一)」、「設計專題(二)」。
(3)新增 2 門必修課，分別為「PM128 電腦繪圖」、「PM230 設計表現技
法」。
2.創意商品設計學程：
(1)新增：1 門必修課「PM325 通用關懷設計」；15 門選修，分別為
「PM125 設計素描」、「PM119 設計製圖」、「PM130 模型製作」、
「PM120 色彩計畫與應用」、「PM131 造型設計」、「PM260 設計心理」、
「PM239 攝影學」、「PM273 創意機構設計」、「PM240 商業攝影」、
「PM268 創意思考」、「PM368 材質體驗設計」、「PM374 宗教多元設
計」、「PM375 國際樂活設計」、「PM326 產品市場規劃」、「PM361 智慧
財產權與管理」。
(2)刪除：1 門必修課「PM126 模型製作(一)」；9 門選修課，分別為
「PM124 模型製作(二)」、「PM230 設計表現技法」、「PM270 未來設
計」、「PM271 商品設計案例研討」、「PM266 宗教設計」、「PM369 療癒
設計」、「PM370 蘭陽文創設計」、「PM371 小確幸設計」、「PM372 樂活
設計」。
3.「數位媒體設計學程」更名為「創意媒體設計學程」：
(1)新增：1 門必修課「PM 320UI/UX 介面設計」；13 門選修課，分別為
「PM125 設計素描」、「PM120 色彩計畫與應用」、「PM129 角色設計」、
「PM260 設計心理」、「PM239 攝影學」、「PM240 商業攝影」、「PM268
創意思考」、「PM256 敘事設計」、「PM259 網路媒體設計」、「PM213 識
別系統設計」、「PM323 視覺傳達設計」、 「PM433 跨媒體整合行銷設
計」、「PM122 數位影像設計」。
(2)刪除：1 門必修課「PM127 數位影像設計」；6 門選修課，分別為
「PM274 設計表現技法」、「PM263 創意表達技法實務」、「PM253 網頁
設計」、「PM272 腳本設計」、「PM269 數位音效設計」、「PM364 數位插
畫與繪本設計」。
4.刪除「設計培力學程」
5.新增「數位視覺設計學程」：共計新增 21 門課程。
(1)必修：3 門課，分別為「PM255 文字造型與編排」、「PM258 識別系統
設計」、「PM356 視覺傳達設計」。
(2)選修：18 門課，分別為「PM125 設計素描」、「PM120 色彩計畫與應
用」、「PM122 數位影像設計」、「PM365 視覺造型設計」、「PM260 設計
心理」、「PM239 攝影學」、「PM240 商業攝影」、「PM268 創意思考」、
「PM360 數位影音實務」、「PM280 圖文設計」、「PM256 敘事設計」、
「PM259 網路媒體設計」、「PM313 包裝設計」、「PM364 數位插畫與繪
本設計」、「PM343 多媒體企劃整合設計」、「PM315 視覺資訊設計」、
「PM317 品牌設計」、「PM432 展示設計」。
6.新增「交通工具設計學程」：共計新增 20 門課程。
(1)必修：3 門課，分別為「PM275 交通工具繪圖(一)」、「PM327 交通工
具繪圖(二)」、「PM278 交通工具建模實務(一)」。
-第 7 頁-

(2)選修：17 門課，分別為「PM125 設計素描」、「PM120 色彩計畫與應
用」、「PM130 模型製作」、「PM119 設計製圖」、「PM276 油土模型
(一)」、「PM260 設計心理」、「PM239 攝影學」、「PM240 商業攝影」、
「PM268 創意思考」、「PM263 創意表達技法實務」、「PM273 創意機構
設計」、「PM279 電腦輔助設計 (一)」、「PM277 油土模型(二)」、「PM328
交通工具建模實務(二)」、「PM329 通用關懷設計」、「PM368 材質體驗設
計」、「PM431 設計企劃與行銷」。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資訊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說明：因應資訊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組別調整，原為 3 組學籍分組(資訊系統與管
理組、網路與多媒體組及學習與數位科技組)，調整為 4 組招生分組(資訊
系統與智慧應用組、網路與多媒體組、動畫與數位內容組及數位遊戲開發
組)，並遵照大四不排必修課及大四增加實習課(選修)等因，調整說明如
下：
1.系核心學程：
(1)新增：3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10 基礎專題實作」、「CS40F 實務實習
1」、「CS40G 實務實習 2」。
(2)刪除：3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0K 基礎專題實作 1」、「CS30B 基礎
專題實作 2」、「CS40C 實務實習」。
(3)調整開課年級：必修「CS40A 專題實作 2」原為四年級調為三年級。
2.資訊系統與管理學程，更改學程名稱「資訊系統與智慧應用學程」：
(1)新增：2 門選修課，分別為「CS31L 機器學習實作」、「CS40H 智慧物
聯網應用」。
(2)刪除：2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0H 互動式網頁製作」、「CS31D 軟體
工程概論」。
(3)調整開課年級：選修「CS31B 進階網頁程式設計」原為三年級調為二
年級。
3.網路與多媒體學程：新增 1 門系上原有課程選修「CS30G 視窗程式設
計」。
4.動畫與遊戲設計學程，更改學程名稱為「數位遊戲開發學程」：
(1)新增：2 門必修課，分別為「CS21R 3D 遊戲程式設計」、「CS21P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6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0F 網頁程式設計」、
「CS20C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CS20T 行動裝置遊戲程式設計」、
「CS31K 跨平台程式設計」、「CS40E 擴增實境開發與應用」、「CS21Q
數位遊戲設計概論」。
(2)刪除：2 門必修課，分別為「CS10M 視窗程式設計」、「CS21J 數位遊
戲設計概論」；4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0Y 互動遊戲設計」、「CS40D
手機遊戲設計」、「CS30W 3D 遊戲程式設計」、「CS30J3D 動畫設計與製
作」。
5.數位內容設計學程，更改學程名稱為「動畫與數位內容學程」：
(1)新增：3 門必修課，分別為「CS10O 數位內容製作概論」、「CS31I 數位
內容設計」、「CS10L 2D 動畫製作」；4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1O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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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場景製作」、「CS30J 3D 動畫設計與製作」、「CS31C 2D 動畫程式設
計」、「CS31J 進階 3D 動畫製作」、「CS20I 數位影音編輯」。
(2)刪除：3 門必修課，分別為「CS21G 遊戲開發與腳本實作」、「CS10N
學習科技與多媒體概論」、「CS21K 數位影音編輯」；3 門選修課，分別
為「CS20S 兒童遊戲設計」、「CS20J 數位學習概論」、「CS20V 數位教學
設計」。
(3)調整開課年級：2 門選修課，分別為「CS21B 數位出版實作」原為三
年級調為一年級、「CS21N 3D 動畫企劃與實作」原為二年級調為三年
級。
決議：本案未討論，提送下次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案由：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一

說明：調整課程內容並將 3 年以上未開課刪除，調整如下：
1.系核心學程：新增必修「FL131 全球化與經貿發展」、刪除必修「FL124
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
2.永續創新學程：
(1)新增：6 門選修課，分別為「FL280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FL279 營養
評估與膳食設計」、「FL276 銀髮族休閒活動設計與社區關懷實作」、
「FL277 生活與觀光英文」、「FL278 旅遊產品開發與遊程設計實務」、
「FL275 整合行銷傳播」。
(2)刪除：10 門選修課，分別為「FL247 會計學」、「FL249 兩岸經貿發
展」、「FL255 老人營養學」、「FL256 銀髮族心理諮商」、「FL257 臨終關
懷與悲傷輔導」、「FL259 銀髮族休閒活動設計與規畫」、「FL243 生活與
觀光外語」、「FL262 觀光與休閒經濟」、「FL263 創意旅遊行程設計與實
作」、「FL274 整合行銷傳播研究」。
3.整合健康學程：
(1)新增：6 門選修課，分別為「FL374 腦功能與心靈成長導論」、「FL375
全人健康與樂活養生服務」、「FL372 流行妝容與形象美學」、「FL373 禮
儀文化與樂活人生」、「FL376 傳統整復推拿與調理」、「FL377 民俗調理
業法規與從業實務」。
(2)刪除：3 門選修課，分別為「FL323 生命信息與腦功能」、「FL359 全人
健康與科技養生服務」、「FL363 傳統修練與現代養生」。
決議：同意授權由系上調整課程架構，並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 5 條「各類
學程可規劃之選修課數量，以該學程選修學分數的 3 倍計算，再換算為課
程數」之規定調整，調整後於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提出審議追
認，若符合本校「開課暨排課辦法」及「學程實施辦法」則通過。
案由：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二

說明：本系 108 學年度教育部同意系名「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更名為「健
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為達到系所系名及課名統一，故修改學程及部份
課程名稱並調整必選修及學分數，調整如下：
1.系核心學程：新增必修「VS033 中式蔬食廚藝-初階」；刪除必修「VS021
中式素食廚藝-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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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素食創新研發學程」更名為「健康蔬食創新研發學程」：
(1)新增：必修「VS121 異國蔬食料理」；2 門選修課，分別為「VS122 中
式蔬食廚藝-進階」、「VS123 創業蔬食小吃」。
(2)刪除：必修「VS102 異國素食料理」；3 門選修課，分別為「VS117 中
式素食廚藝-進階」、「VS110 創業素食小吃」、「VS016 餐飲英語(二)」。
3.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
(1)新增：4 門必修課，分別為「VS224 餐飲資訊應用」、「VS221 餐飲會
計與內部控制」、「VS222 餐飲創業與規劃」、「VS223 餐飲英語(二)」；3
門選修課，分別為「VS218 飲務與吧檯管理」、「VS220 宴會與會議管
理」、「VS219 生機飲食」。
(2)刪除：4 門必修課，分別為「VS201 宴會與會議管理」、「VS202 飲務
與吧檯管理」、「VS205 餐飲會計與內部控制」、「VS207 餐飲創業與規
劃」；2 門選修課，分別為「VS016 餐飲英語(二)」、「VS210 餐飲資訊應
用」。
決議：同意授權由系上調整課程架構，並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 5 條「各類
學程可規劃之選修課數量，以該學程選修學分數的 3 倍計算，再換算為課
程數」之規定調整，調整後於 107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提出審議追
認，若符合本校「開課暨排課辦法」及「學程實施辦法」則通過。
案由：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三

說明：1.系核心學程：
(1)新增：2 門選修課，分別為「LE411 文學專題與實習(一)」大四上學期
3 學分、LE412「文學專題與實習(二)」大四下學期 3 學分，備註為必選
二選一。
(2)刪除：2 門必修課，分別為「LE41E 畢業專題製作（上）」、「LE41D 畢
業專題製作（下）」。
2.文學學程：刪除 1 門選修課「LE314 類型文學」；刪除「LE209 現代散文
選及習作」、「LE313 現代詩選及習作」之備註說明(必選二選一)。
3.文學應用學程：
(1)新增：3 門選修課，分別為「LE222 華語教學」大二上學期 3 學分、
「LE223 口述歷史與文化訪談」大二下學期 3 學分、「LE322 人間佛教
文學閱讀與創作」大三上學期 2 學分
(2)刪除：3 門選修課程，分別為「LE238 文學應用實習」、「LE230 數位影
像編輯」、「LE231 童書與繪本創作」。
決議：請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依學程實施辦法之規定進行調整，修正後通過。
案由：外國語文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四

說明：1.系核心學程：學分原 27 調整為 28 學分
(1)新增：2 門必修課，分別為「LC31A 戲劇選讀」、「LC26A 劇場與表演
實作」。
(2)刪除：2 門必修課，分別為「LC262 劇場與表演」、「LC267 畢業展
演」。
2.外語實務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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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4 門選修課，分別為「LC48A 外語實務實習(A)」、「LC48B 外語
實務實習(B)」、「LC44A 對外華語文教學概論」、「LC47A 翻譯習作」。
(2)刪除：2 門必修課，分別為「LC473 翻譯習作(一)」、LC474 翻譯習作
(二)」；4 門選修課，分別為「LC442 華語文教學概論」、「LC273 進階日
文」、「LC344 進階法文」、「LC180 進階韓文」。
3.文學文化學程：
(1)新增：必修「LC25A 語言與文化」；2 門選修，分別為「LC46A 文學
理論與批評」及「LC13A 文化研究導論」。
(2)刪除：3 門必修課，分別為「LC132 文化研究導論」、「LC310 戲劇選
讀」、「LC462 文學理論與批評」；選修「LC257 語言與文化」。
決議：本案未討論，提送下次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十
五

案由：外國語文學系 107 學年度系核心學程必修課「英文作文(三)」、「英文作文
(四)」申請異動開課時間
說明：在不詆觸開排課辦法及考量「英文作文(三)」、「英文作文(四)」為系上每一
位老師皆需授課的課程，由原時段[星期二 5-6 節課]調整至[星期二 10-11
節課]。
決議：本案未討論，提送下次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案由：歷史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六

說明：1.修改兩個專業學程名稱為「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學程」(原圖像與文化資
產學程)、「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學程」(原史學經典與應用學程)。
2.系核心課程：
(1)新增：2 門必修課，分別為「HI103 史學導論」、「HI112 史學方法」；5
門選修課，分別為「HI427 中國上古史」、「HI359 中國中古史」、「HI297
中國現代史」、「HI360 希臘羅馬史」、「HI420 東亞近代史」。
(2)刪除：5 門必修，分別為「HI101 史學導論（上）」、「HI102 史學導論
（下）」、「HI109 史學方法（上）」、「HI110 史學方法（下）」、「HI348 中
國史學史」；4 門選修課，分別為「HI343 歐洲史-中古時期」、「HI277 隋
唐史」、「HI216 秦漢史」、「HI274 歷史文獻檢索與實習」。
3.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學程：
(1)新增：2 門必修課，分別為「HI361 文物鑑賞與導覽」、「HI362 畢業實
務實習與實作」；5 門選修課，分別為「HI363 英國建築與圖像史」、
「HI364 書籍與印刷圖文史」、「HI365 策展與文物小編養成」、「HI366
數位媒材與歷史應用」、「HI367 輿圖史」。
(2)刪除：2 門必修課，分別為「HI298 文物鑑賞技巧」、「HI285 民俗類文
化資產概論」; 10 門選修課，分別為「HI270 英國圖像史」、「HI280 聲
音中的歷史」、「HI241 台灣地方社會與民間文化」、「HI315 西洋音樂
史」、「HI284 中國近代音樂變遷」、「HI299 歐美近現代圖像史」、「HI354
印刷圖文史」、「HI329 東亞文化與藝術」、「HI340 策展與收藏」、「HI350
近代東亞出版事業與文化傳播」。
4.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學程：
(1)新增：3 門必修課，分別為「HI371 說故事：史籍閱讀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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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421 史學經典導論」、「HI362 畢業實務實習與實作」；8 門選修課，
分別為「HI424 物質文化與歷史劇創作」、「HI425 博物館與歷史文物展
示」、「HI426 歷史文獻檢索與實踐」、「HI422 近代中國日記史料解讀」、
「HI423 近代中國思想史文獻選讀」、「HI368 歷史寫作」、「HI369 中國
史學經典選讀」、「HI370 西方史學經典選讀」。
(2)刪除：4 門必修課，分別為「HI307 歷史纂修與歷史寫作（上）」、
「HI308 歷史纂修與歷史寫作（下）」、「HI328 中國史學及其要籍選
讀」、「HI212 歷史文物與博物館實務」；19 門選修課，分別為「HI214 史
記」、「HI255 從古蹟發現歷史」、「HI355 現代史學經典閱讀」、「HI215
三國志」、「HI221 漢書」、「HI229 左傳」、「HI265 二十世紀電子革命
史」、「HI258 物質文化與歷史建構」、「HI228 史通」、「HI344 典籍與視
覺應用」、「H230 文史通義」、「HI304 正史樂志」、「HI323 從羅馬共和國
到帝國」、「HI232 近代東亞史料與史學」、「HI231 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
踐」、「HI322 從伊利雅德到亞歷山大」、「HI342 文化與旅遊」、「HI305
資治通鑑」、「HI357 數位人文學」。
決議：照案通過。

十
七

案由：通識教育委員會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依 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中心各課群課程規劃
小組之「現代書院實踐課程」會議記錄，為使課程更貼切各課群之性質
故修改課名。
2.生活教育課群：
(1)新增：3 門 2 學分選修課程，分別為「GE290 文學與生活品味」、
「GE291 運動與文化生活」、「GE292 宗教藝術與文化生活」。
(2)刪除：3 門 2 學分選修課程，分別為「GE270 文學欣賞」、「GE273 宗
教藝術」、「GE288 運動鑑賞」。
決議：照案通過。

十
八

案由：佛教學院 108 學年度學士班院基礎課程架構新訂案
說明：1.因配合校方新政策推動全學年實習及就業學程，規定大四不可排必俢課
程之規定，另說明佛教學系院基礎之「實習」課程，因實際安排學生於
大三暑假實習，開課年級掛於大四上學期，實為不影響大四生於校外全
學年度實習，僅調整必修課「畢業專題Ⅰ」及「畢業專題Ⅱ」之開課年
級，調整說明如下：
(1)「畢業專題Ⅰ」2 學分，原四上調整至三上。
(2)「畢業專題Ⅱ」2 學分，原四下調整至三下。
2.依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院基礎學程學分數規定為 15~21 學分規劃；系
核心學程之學分數規定為 24~39 學分規劃。本系院基礎學程目前為學分
數規劃必修課為 24 學分，故須將刪除 1 門必修課「CB126 佛教文獻與經
典語言」3 學分，原 24 學分調整為 21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佛教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新訂案

十
九

說明：佛教學系訂定 108 學年度學士班新課程架構，調整說明如下：
1.配合校方推動「佛光山就業學程」之佛館實習，故新增 1 門選俢課「佛
館實習專題」1 學分。
2.國際處與浙江佛學院協議提供「移地教學」之食宿支援，經向本院院長
提議討論可行之處，此移地教學有利於加強佛教學院學生對「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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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印度佛教史」或「西藏歷史與人物」之知識印象及理解，將擬規
劃 1 門選修課「佛蹟巡禮」3 學分課程於暑假期間「零學期」開課。
3.依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之規定，院基礎學程學分數規定為 15~21 學分
規劃；系核心學程之學分數規定為 24~39 學分規劃。調整院基礎學程中 1
門必修課「佛教文獻與經典語言」至系核心學程，故系核心學程學分數
增加 3 學分，共計 27 學分。
4.佛教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之畢業總學分及總課數不變。故調
整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調整說明如下：
(1)系核心學程新增為：必修課 1 門「BU123 佛教文獻與經典語」3 學
分。
(2)系核心學程總學分數調整：原總學分數 24 學分調整為 27 學分。
(3)佛教文化與應用學程：新增 2 門選修課，分別為 BU281「佛館實習專
題」1 學分、BU282「佛蹟巡禮」3 學分。
決議：佛教學系「107 學年度課程架構」提送 106 學年度第四次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時，新增課程之修別為必修，但備註說明為「二門必修課二選一」，課
程既可選擇，應屬選修課，故委員於會議中建議調整課程修別，會議決議
為「佛教文化與應用學程」必修課更改為選修課，課程如下：a.「佛教導
覽英文」與「佛教藝術英文」二必選一。b.「宗教旅遊概論」與「佛教與
民間宗教寺院導覽」二必選一。c.「佛教弘法與傳播」與「佛光學與人間
佛教」二必選一」修正通過。
因此，108 學年度「佛教文化與應用學程」、「佛教經典與思想學程」之課
程規劃，與 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情形相同，故免進行調整，照案通過。

臨時
提案
一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趙子杰委員
說
明：因本校學生向學生議會反映，107-2 學期停開課程達上百門，為避免
過多課程停開，希望能降低開課人數，以保障師生受教權。
主席答覆：1. 教務處 1 月 16 日發出之公告為初選結束，選課人數未達門檻之課
程提醒，並非該學期停課公告，而 107-2 學期停開課程共 18 門，其
停開課程數已大幅降低，選課輔導效果已漸彰顯，且本校開課人數
門檻相較其他私校已較彈性，故暫不考慮調整開課人數。
2.通識課程初選結束後，將以加開課程及換教室方式解決同學課程之
需求。本學期通識課程選課狀況已逐漸好轉，往後通識中心也會盡
力協助同學排除通識課程選課之困難。

臨時
提案
二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趙子杰委員
說
明：手動加選流程未明確，如特殊需求之學生(如 2+2 學生、輔修生)不清
楚選課流程。
主席答覆：1.本校已於 107 學年度起取消手動加選，改由學生自主於系統選課；
另 2+2 學生選課名單則由國際處提供，進行相關系統設定後，一併
於系統選課，並無開放手動加選。
2.特殊身分學生(交換生、轉系生、轉學生)選課時，因學生入學較晚等
因素，為避免學生無法於系統開放選課期間完成選課，故由教務處
協助輔導學生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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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
三

提案單位：學生代表趙子杰委員
說
明：同學反應產媒系必修「色彩計劃與應用」課程，選課人數超過系統開
課人數(40 人)，且由授課老師自行篩選學生名單，導致產媒系大一同
學未選到該門必修課。
主席答覆：該課程為大一必修課程，另教務處於上學期已請各開課單位協助回覆
所屬教室是否為「設備限制教室」，符合之教室則依教室容納人數為
開課人數上限。
系主任答覆：因該門課程為實作課程且需配合教室桌椅，當下係以選課優先序輔
導 40 人以後之學生於次學期再進行該門課程選課，往後會再以課程
內容之形式作為考量，討論是否於開課時將同樣情形之課程列入設備
限室教室，以便管控開課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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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二：創科院傳播學系、樂活學院未樂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核備案，提請核
備。 （詳見附件 1、2，p19-20）
說 明：創科院傳播學系、樂活學院未樂系兩系 108 學年度新訂案條文內容與 107 學年
度入學新生適用版相同，提請核備。
業務單位意見：原修業規定與前學年相同，建請同意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
■ 提案一：107-1 學期成績更正申請案（共計四案），提請討論。
◎成績更正申請案一：
更正
更正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
學期
科目
授課
圖像繪製與編輯
名稱
教師
學生
學
資訊學系
107153108 姓名
系所
號
更正
成績計算錯誤、漏計部分成績。
原因
說

決

資訊應用學系

釋有真
林0瑀

課號
原 成
績

55

CS21L00
更 正
後

74

明：
一、資訊系林 0 瑀同學有準時進行補考期末考試，並繳交在數位學習平台上，因
授課教師沒有發現，所以將該生期末考誤植為零分而影響整體成績。
二、授課教師已附數位學習平台截圖畫面資料與成績計算一覽表以茲證明。

三、詳見附件 3 (p22)
決
議：通過，同意成績更正。
◎成績更正申請案二：
更正
更正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
學期
科目
授課
臺灣民俗與飲食
名稱
教師
學生
學
公事系
10513081 姓名
系所
號
更正
成績計算錯誤、漏計部分成績。
原因
說

開課
單位

開課
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卓克華
蔣0茹

課號
原 成
績

50

GE58300
更正後

85

明：
一、該生有參加小組之期末考試作業，選擇臺灣某一美食拍攝影片介紹，惟該小
組在製作字幕時漏列該生姓名，以致授課教師以為未繳交報告，後經該小組
學生證實該生確定有參加合作拍片，因此提本會議進行成績更正。
二、授課教師已附影片拍攝影片之截圖畫面以茲證明。
三、詳見附件 4 (p23)
議：通過，同意成績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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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更正申請案三：
更正
更正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
學期
科目
授課
生態與生物多樣性
名稱
教師
學生
學
外文系
10511209 姓名
系所
號
更正
成績計算錯誤、漏計部分成績。
原因
說

決

決

通識教育中心

楊棋明
張0云

課號
原 成
績

67

GE43001
更正後

89

明：
一、授課教師同意張同學期末考卷以郵寄方式寄送至研究院，但在成績送出日時
尚未收到考卷，等收到後經查確實在容許日期內即已寄出，因成績已送出而
漏計部分，應維持其權益而計算加入，因此提送成績更正。
二、授課教師已附期末考卷以及成績計算一覽表以茲證明。
三、詳見附件 5 (p24)
議：通過，同意成績更正。

◎成績更正申請案四：
更正
更正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
學期
科目
授課
英文作文（一）
名稱
教師
學生
學
外文系
107112007 姓名
系所
號
更正
成績計算錯誤、漏計部分成績。
原因
說

開課
單位

開課
單位

外國語文學系

張懿仁
徐0筠

原 成
績

課號

LC226

55

更 正
後

84

明：
一、該生原缺繳期中作文作業，請班代通知該生，該生原應允於 1 月 24 日補
繳，但是至授課教師 1 月 25 日 12 時 03 分上傳成績前未與本人聯繫亦無補
繳交作業，遲至 1 月 25 成績上傳後才進行補繳交，念及學生仍完成作業，
將予以修正成績。
二、授課教師已附期末考卷以及成績計算一覽表以茲證明。
三、詳見附件 6 (p25)
議：通過，同意成績更正。

■ 提案二：本校「開課暨排課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詳見附件 7，p26-31）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說 明：為提高本校專任教師開設微學分課程意願，當學期微學分課程授課時數累計達
18 小時，拆算為 1 鐘點，得認列為基本授課鐘點，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5 條之
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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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本校「學分抵免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詳見附件 8，p32-34）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說 明：依教育部台教高(二)字第 1080004914 號函意見，修正下列條文：
1.刪除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8 款修正為第 7 款。
2.修正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中文專業高級文憑」修改為「同等學力」。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四：新訂社科院應用經濟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9，p37-38）
提案單位：社科院應用經濟學系
說 明：修正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說明，讓學生能自主修讀專業學程。
第三條、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2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2、應用經濟學系核心學程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產業與公職學程 24 學分。
2、理財規劃學程 24 學分。
3、國際商務學程 24 學分。
4、財經實務學程 24 學分。
業務單位意見：本案因校課程通過修訂後連動修業規定調整，為讓學生能自主修讀專業
學程，故刪除專業選修學程說明：
1.產業與公職學程 24 學分(經建行政組適用)
2.理財規劃學程 24 學分(財務金融組適用)
3.國際商務學程 24 學分(國際商務組適用)
本案僅針對專業選修學程名稱撰述更清楚說明，符合學程實施辦法第 5
條與第 11 條之規定，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五：新訂人文學院歷史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修訂案，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10，p39-40）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歷史系
說 明：修改修業規定第三條核心學程學分數與學程名稱
第（二）款：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2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2.（系）歷史學系核心學程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第（三）款：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學程 24 學分。
2.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學程 24 學分。
業務單位意見：
1. 本案因校課程通過修訂後連動修業規定調整，且降低原系核心學程從 30 學
分降為 27 學分。降低必修課程學分數，讓學生修課更彈性。
2.專業選修學程，原「圖像與文化資產學程」更名為「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學
程」，原「史學經典與應用學程」更名為「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學程」。於
108 新學年度新生適用，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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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六：新訂創科院產媒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11，p41-42）
提案單位：創科院產媒系
說 明：配合招生分組，進行學程調整，將原本 3 個專業選修學程修改為 4 個專業選修
學程，故配合修正學士班修業規定。
業務單位意見：本案為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新訂案，且本案因校課程通過修訂後連動修
業規定調整，並符合學程實施辦法第 8 條：各學系依其師資及學生規模，得開
設二至四個專業學程之規定，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七：新訂創科院文資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12，p43-44）
提案單位：創科院文資系
說 明：因應課程架構調整，修正系核心學程學分數。
業務單位意見：本案因校課程通過修訂後連動修業規定調整，配合課程架構調整核心學
程從原 31 學分調降至 29 學分，符合學程實施辦法第 5 條之規定，建請
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八：新訂社科院管理學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詳見附件 13，
p45）
提案單位：社科院管理學系
說 明：本案更改修業規定第三條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除修滿專業科目 42 個學分
外…，42 學分更改為 36 學分。
業務單位意見：原修讀專業科目從 42 學分降為 36 學分，放寬學生修課壓力，尊重學系
規劃，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九：新訂人文學院中文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修訂案，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14，p46-47）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中文系
說 明：1.修改文字敘述。
2.修正修業規定第三條第（四）、（五）、（六）、（七）款為：
（四）系專業選修學程：文學學程 24 學分、文學應用學程 23 學分。
（五）系專業選修學程得二項全選，或擇一選修外系、院之一學程。
業務單位意見：整合原修業規定第三條第（四）、（五）、（六）、（七）款，整合修改文字
後，其撰述之文字內容讓學生更清楚明確，建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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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新訂人文學院中文系 108 學年度碩專班修業規定修訂案，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15，p48-50）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中文系
說 明：1.修改部分文字敘述。
2.修正修業規定第八條第（五）款：指導教授的簽章認同意。
業務單位意見：修正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要件中原指導教授簽章之
撰述原為「指導教授的簽章認同」修正為「指導教授簽章」更簡潔，建請同
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一：新訂社科院公事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詳見附件 16，
p51）
提案單位：社科院公共事務學系
說 明：公共事務學系 108 學年度「政策與行政管理組」，更改組別名稱為「行政管理
組」，修業規定同步修訂之。
業務單位意見：1.本案針對專業選修學程名稱原為「文官能力養成」學程，因分組招生
名稱改變為「行政管理組」因此，專業選修學程名稱亦調整為「行政
管理學程」，其適用為 108 學年入學新生，不影響原舊生選讀。
2.符合學程實施辦法第 5 條與第 11 條之規定，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二：新訂社科院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修業規定，提
請討論。（詳見附件 17、18，p52-53）
提案單位：社科院社會學系
說 明：本案條文內容與本系學士班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版相同，惟本系因自 108
學年度起更改系名，故學士班與碩士班原法規名稱中「社會學系」更改為「社
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業務單位意見：系所雖更名，然其修業規定仍依循原舊系名之規定，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三：新訂社科院心理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19，p54）
提案單位：社科院心理學系
說 明：配合 108 學年度學士班入學生訂定，另修訂本系專業課程之認定與抵免授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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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審核。
業務單位意見：心理學系專業課程之認定與抵免授權由系主任審核，其符合抵免辦法第
9 條之規定，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四：新訂人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20，p55-56）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外文系
說 明：1.配合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修改，修改系核心及專業選修學程修課學分數。
2.放寬抵認畢業門檻課程認定。
業務單位意見：
1.調整（系）核心學程從27學分調高至28學分，與系專業選修學程「外語實務
學程從25學分下修至24學分」、「文學文化學程從原25學分下修至24學
分」，其符合學程實施辦法第5條學程之學分數之規定。
2.修訂學生各項檢核途徑之期限字眼：(三) 原規定於大三結束後修正為畢業
前，若仍無法通過上述任一檢定考試，規定可修習本系二門選修課程 (總學
分至少為 132)以抵英文之檢定考試。其放寬學生畢業門檻之規定，建請同
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五：修訂樂活學院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6-107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之認
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21，p57-58）
提案單位：樂活學院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說 明：依勞動部證照種類調整
1. 刪除第 2 項：中式米食加工-丙級、乙級
2. 新增第 4 項：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3. 新增第 11 項：食物設備。
業務單位意見：因餐飲類別乃依照勞動部證照種類進行調整，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六：新訂樂活學院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108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修業規定，提
請討論。 （詳見附件 22，p59-61）
提案單位：樂活學院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說 明：1.本系 108 學年度更名為「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新訂學士班修業規
定。
2.調整原專業選修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必修為從 13 學分調高為 15 學分。
因此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從 68 學分提升為 70 學分。
3.依勞動部證照種類調整認可餐飲相關證照種類與前案調整類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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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刪除第 2 項：中式米食加工-丙級、乙級
（2） 新增第 4 項：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3） 新增第 11 項：食物設備。
業務單位意見：因學系自 108 學年度更名，且本案為 108 學年度課程架構新訂案，其符
合學程實施辦法第 5 條之規定，餐飲類別乃依照勞動部證照種類進行調整，建
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七：新訂佛教學院佛教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23，p62-63）
提案單位：佛教學院佛教學系
說 明：1.刪除通識必修零學分「服務學習」之規定。
2.調整部分文字說明。

業務單位意見：
其刪除第四條第(三)款通識零學分「服務學習」課程之規定，符合通識教育實
施辦法，建請同意。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八：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修訂案，提請討論。
（詳見附件 24，p64-73）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說 明：為配合教育部關於弱勢身分之規定，以及輔導機制內容修改，故修訂辦法內
容。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學生代表游仲喆委員提問：通識體育課程原本修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
四，然體育課程三、四是興趣體育類別，為什麼同一類
別體育項目不能互相抵認？
通識教育中心韓主任答覆：抵認原則很清楚，同課程課號同教師再修一次則不行，
若同樣運動類別不同教師可以。舉例來說：吳良民老師
的籃球課程修兩次就不行，若第一次選吳良民老師的籃
球課，第二次選周俊三老師的籃球課，這樣是可以的。
目前也正在跟體育老師討論，未來會開設進階課程，例
如「進階籃球」之類的課程，若喜歡同一老師教授方
式，可以先修該教師的初階課程再修進階課程，這樣也
可以解決同學們的疑慮。

陸、散會：1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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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傳播學系 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03.07

附件 1

107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則」（以
下簡稱本規則）。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凡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或經教育部分發者，得入本系學士班修業。
四、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須依本系課程架構規定選修相關學分並至少修滿 128 學分始得畢業。
其修習科目學分如下：
(一)、(院)創意與科技學院基礎學程 15 學分
(二)、(系)傳播學系系核心學程 32 學分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21 學分
1.創意傳播學程（數位媒體組主修學程）
2.行銷傳播學程（廣告公關組主修學程）
3.流行音樂傳播學程（流行音樂傳播組主修學程）
（四）、輔修學程至少 21 學分，可為本系或其他院、系任何一學程。
(五)、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六）、自由選修 7 學分
五、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選課，必須依下列規定程序辦理：
(一)、學生應於加退選結束後，於教務處規定之期限內，自學生系統做選課結果之確
認，未做確認動作，視同同意教務資訊系統所留存之選課記錄。
(二)、本學系學生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15 學
分，不得多於 27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修習 1 門課。
六、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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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

附件 2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03.27 107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以
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學系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滿 128 個學分，始予畢業。
四、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校學分抵免須知辦理。
五、本學系學士班應修課程學分數：
應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五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七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需修一門課程，至多二十七學分。
六、本學系學生應依規定選修下列相關學分後始可畢業：
（一）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69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 18 學分
2.（系）核心學程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1）永續創新學程 24 學分
（2）整合健康學程 24 學分
（二）選修本系或他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三）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規定。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本系課程架構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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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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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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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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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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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 5 條

原條文

說明

鐘點數採計方式：（其他規 第 5 條
鐘點數採計方式：（其他
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
規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
鐘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點及鐘點費核計辦法」辦
一、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
理）
與鐘點數相同，但實作、
一、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
實務及實驗課程，其課程
應與鐘點數相同，但實
之實施若由教師親自負
作、實務及實驗課程，

微學分課
程授課時
數累計達
18 小
時，折算
為1鐘
點，得認

責，則鐘點按實際上課時
數折半計算為原則；實習
課程之鐘點數計算方式依
本校「學生實習辦法」之
規定辦理。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學分數與
鐘點數不一致者（除實
驗、實習、講座、體育及
通識基本學門外），每學期
合計最多不得超過 6 個鐘
點。

其課程之實施若由教師
親自負責，則鐘點按實
際上課時數折半計算為
原則；實習課程之鐘點
數計算方式依本校「學
生實習辦法」之規定辦
理。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學分數
與鐘點數不一致者（除
實驗、實習、講座、體
育及通識基本學門外），

列為基本
授課鐘
點。

三、微學分課程之鐘點數不列
入教師基本授課鐘點為原
則，依實際授課時數另支
給鐘點費，所需經費以相
關計畫支應為原則。但若
每學期微學分課程授課時

每學期合計最多不得超
過 6 個鐘點。
三、微學分課程之鐘點數不
列入教師基本授課鐘
點，依實際授課時數另
支給鐘點費，所需經費
以相關計畫支應為原
則。
四、共授課程之所有授課教
師上課時數，計入教師

數累計達 18 小時，折算為
1 鐘點，得認列為基本授
課鐘點。
四、共授課程之所有授課教師
上課時數，計入教師每週
授課時數。每門課程授課
時數總數至多以該課程學

每週授課時數。每門課
程授課時數總數至多以
該課程學分數 2 倍為

分數 2 倍為限。
五、磨課師課程之教材錄製鐘
點費，依磨課師課程實施

限。
五、磨課師課程之教材錄製
鐘點費，依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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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之規定辦理。

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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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章

學士班暨研究所（不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 1 條

各系所開課鐘點數計算原則
各教學單位之開課時數依班制（學士、碩士、博士班）或課程性質（專業或
通識等），採分項「總量管制」原則。
一、學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學系開課鐘點數：
1.各學系每學年基本開課鐘點數以 96 鐘點為原則（不含通識課程鐘
點），招生核定名額達 70 人（含）以上之學系，增 0.5 倍計算。
2.若為實作課、實驗課、設計課等課程，得以小班開課，以單班學系
分二班、雙班學系分四班為上限。
3.外國語文學系因第二外語開課需求，每學年加 40 鐘點。
4.各學院院基礎學程每學期開課鐘點數，以院基礎學程鐘點數為基
數，另增學系數的 0.2 倍計算。
5.新設各學系逐學年開課鐘點數上限：
第一學年 24 鐘點
第二學年 48 鐘點
第三學年 72 鐘點
第四學年 96 鐘點
（二）通識教育：除基本能力課群必修課程以實際修課人數換算班級數外，
其餘各課群每學期開課鐘點數以應修習鐘點數七倍為限。
二、碩、博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碩士班：未分組（班）之系所，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
數加 10 鐘點為原則；學籍分組（班）或中英文分組（班）之系所，每
組（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最高以 35 鐘點為原則；若分組之招生核
定名額達 30 人（含）以上，再加 10 鐘點；若分組畢業應修學分數高
於 35 學分，則以畢業應修學分數計算；招生分組之系所，以畢業應修
學分數加 20 鐘點為原則。
（二）博士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2 鐘點為原則。
（三）碩博士班同一課程以不同課號開課者，分計為各班 1/2 開課鐘點數，
授課教師鐘點只計一次。
（四）新設碩、博士班逐學年開課鐘點數：
1.新設各學系碩、博士班第一學年開課鐘點數依前項開課總鐘點數乘
2/3 計算，第二學年起依前項總鐘點數開課為原則。
2.若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以上學生選課時，當學年度開課鐘點數依前
述開課總鐘點數乘 1/3 計算。
三、各學系（所）開課若有下列特殊需求，須提案至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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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作課、實驗課、設計課等須開設小班之課程。
（二）須開設低學分高鐘點之課程。
（三）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開設考證照應修科目，而超
過核定之開課鐘點數者，如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等。
四、同一學院各學系若有剩餘開課鐘點數，得互相流用，由學院統籌運用。
五、一次核定一學年之鐘點供學系彈性調整課程數；同一學系學士班若要流用碩
士班、碩專班及博士班鐘點，其流用比例以各班制開課鐘點數上限之百分之
十五為限；惟若碩士班、碩專班及博士班新生人數低於招生核定名額百分之
三十時，則不可流用；碩士班、碩專班及博士班之鐘點得互相流用。
六、零學期（指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授課，屬於新學年度的開始）開課鐘點數，
計入各開課單位之每學年可開課鐘點數內。
第 1-1 條

為提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精進教學成效，各開課單位可另行規劃多元課程，

其類別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微學分課程：
（一）係指學分計算以授課時數 18 小時配當 1 學分之比例為準，由開課單位
發給非整數（如 2 小時=0.1 學分、4 小時=0.2 學分…）學分之課程。
（二）微學分課程需建置在課程架構，但無須在課程網開課；單一學程或課群
中微學分課程以 3 學分為上限，採累積時數之方式，由開課單位抵認學
分或給予成績。學分彈性課程可涵蓋經開課單位認可之學習活動（如臨
時性課程、演講、實作、工作坊、校外場域教學、或學生自主學習活動
等），惟仍須按 18 小時對 1 學分之比例計算學分。
二、跨領域共授課程：係指透過兩位（含）以上不同專業領域教師之合作，設計
跨領域的整合性與創新課程內容，合作教師須共同開課及同時上課之課程。
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
三、會講課程：係指教學單位為促進學科內不同學派、或不同理論觀點之交流問
難；或促進跨越學科領域不同學術立場之借鑑討論，每週邀請校內外學者、
專家若干人，同時出席講會，於課堂上辨析、爭辯是非，藉以實現真理愈辯
愈明的理想之課程。
會講課程施行要點另訂之。
四、磨課師課程：係指運用影片、動畫、投影片、文字、聲音、圖片、照片等數
位媒介以傳遞教學內容之網路課程，由本校教師製作符合課程主題的單元教
學影片，以數位媒體進行線上討論與測驗之課程。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另訂
之。
第 2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關補助經費所開設之課程開課學分數不列入前條各班當
學年度開課學分數，開設課程經系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逕送各所屬
學院及教務處辦理，其授課教師資格仍應依本校評審作業辦理。
二、學士班各學程之必、選修科目，如新增（應備齊課程大綱）、刪除、調整學分
數等異動，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定。學生因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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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原訂必修科目選讀，而致影響畢業者，得經系課程委員會審核後以其他科
目相當之課程替代。
三、碩、博士班之必修科目如新增（應備齊課程大綱）、刪除、調整學分數等異動
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定；選修科目之異動，如新增
（應備齊課程大綱）、刪除、調整學分數等，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檢附會議記錄、課程異動申請表及修正後之課程架構表逕送各所屬學院及教
務處備查。
四、訂定（修訂）課程架構之畢業學分數，須經各級（系、院、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五、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相關規定由通識教育委員會另訂之；系課程相關規定
由各級課程委員會另訂之。
（二）各院、系所開設之學程，應檢討是否符合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及專業能力指標及其他要項（學系發展特色、教育理念等）。
（三）各院系規劃之各類學程，其規定鐘點數、必選修比例等，應依本校
「學程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各學系於建置課程架構時，即應完成當學年度入學新生 4 年開課規劃
表，且須維持 4 年不變動，若有特殊情況需異動課程或上課時間時，
須提案至校課程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方可異動。
（五）已核定之課程架構，除為減輕學生修課負擔之修正外，不宜回溯修
改。
六、每門課程之每週上課時數，應與學分數相同，但實驗、實作、實務及微學分
課程不在此限；實習課程時數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之規定，每 1 學分實
習時間應達 60 小時以上。
若有特殊情形無法依前述規定實施時，由課程安排單位以專簽送教務處
辦理。
七、各系所應通知開課教師在課程初選前，於本校系統完成「教學計畫表」上
傳，供學生在選課時參考。
八、各院、系所開設之必修課，以專任教師任課為原則。
第 3 條
開課人數相關規定
一、學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15 人始可開課。
二、碩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3 人始可開課；博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2 人始可開課。
三、通識教育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20 人始可開課。
四、實習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10 人始可開課。
五、選課人數依據課程屬性及下列原則設定於選課系統：
（一）院基礎學程及通識課程以 90 人為原則。
（二）核心學程及專業學程之課程以 60 人為原則。
（三）實作或語言課程以 35 人，或配合教學設備數量之人數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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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退選結束後，若選課人數不足基本開課人數時，系統將直接刪除課程，不
得開課；若有特殊情形，須以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後開課；同意續開之課程，
除必修課或作為畢業門檻之課程外，皆不計入超支鐘點數。但經學生棄選後
導致人數未達開課下限之課程，以及全學年課程之下學期課程，不受基本開
課人數限制。
零學期課程若於課程初選結束後，選課人數未達開課下限，則通知開課
單位，輔導其他同學補選課，一週後人數仍未達開課下限，則刪除課程，不
得開課。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相關規定如下：
一、每日授課最多以六個鐘點為限。連續排課不得超過四鐘點；每日最多六個鐘點
為限。連續排課不得超過四小時；惟因應課程需要而辦理之校外場域教學或校
外教學不在此限。
二、每學期實際授課時數不得超過基本授課時數 1.5 倍（不包含推廣教育學分班
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規劃之專班）。
三、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多可在零學期開 1 門課為原則，其鐘點數計算，以全學年（含
零學期）授課時數合併計算為原則。
第 5 條

鐘點數採計方式：（其他規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核計辦法」辦
理）
一、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鐘點數相同，但實作、實務及實驗課程，其課程之
實施若由教師親自負責，則鐘點按實際上課時數折半計算為原則；實習課程之
鐘點數計算方式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學分數與鐘點數不一致者（除實驗、實習、講座、體育及通識
基本學門外），每學期合計最多不得超過 6 個鐘點。
三、微學分課程之鐘點數不列入教師基本授課鐘點為原則，依實際授課時數另支給
鐘點費，所需經費以相關計畫支應為原則。但若每學期微學分課程授課時數累

計達 18 小時，折算為 1 鐘點，得認列為基本授課鐘點。
四、共授課程之所有授課教師上課時數，計入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每門課程授課時
數總數至多以該課程學分數 2 倍為限。
五、磨課師課程之教材錄製鐘點費，依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 6 條
排課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為原則，授課地點以校區為原則，惟需校外教學者不
在此限。
實施校外教學時，應依本校「校外教學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其他一般課程
若有特殊情形無法依前項規定實施時，由課程安排單位以專簽送教務處辦理。
第 7 條
專任教師除課程安排外，每週應另規劃晤談及課程輔導時間（office hour）四
小時（含）以上，輔導地點除填列於「教學計畫表」外，並將課程及輔導時間表
置放於教師研究室門口，以利學生請益。輔導時間表請各學系彙整公告於系
（所）辦公室並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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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排課相關規定
一、專任教師課程安排，每週至少排課三天（含星期六及星期日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三天之課程安排應包含星期一或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兼任本校行
政或學術一、二級主管者，不在此限。情況特殊者，須專案申請之。
二、星期三第五、六節為導師時間，不可安排課程。
三、星期二下午及星期三下午，擔任二級主管以上（含）教師不排課。
四、各系（所）分配有固定預排教室，所有課程請安排在預排教室，未安排課程
之時段，教務處可另安排使用。合開課程需要大教室，或有其他特別需求之
課程，請先向教務處申請。
五、通識教育基本能力課群及各院系學程必修科目上課時段應固定。
六、跨系（所）開課時，請合開系（所）主任蓋章確認。
七、每學期課程經排定並公告後，有調整上課時間或變更課程公告資料之必要
者，須填製「課程異動表」；課程初選後若異動上課時間，另須檢附選課學生
簽名同意表，經系、院級主管及教務長同意後變更之；另為維課程正常進
行，教務處可依需要進行課程抽點，未依正常時間及方式進行課程者，將請
學系瞭解及說明。
八、若兼任教師授課之課程為實習或實作課（只輔導但未實際上課），其上課節次
避免安排於夜間。
第二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 9 條
碩士在職專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0 鐘點為原則；招生
分組之系所，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20 鐘點為原則。
第 10 條
第 11 條

碩士在職專班與一般碩士班課程之開設，不得以併、附班方式上課。

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及星期日為原則，授課地
點以校區為限。

第 12 條
第 13條

本章無特別規定者准用本辦法第一章各條之規定。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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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佛光大學學分抵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 2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 第 2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
學分：
學分：
一、轉系生。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重考入學之新生。
三、重考入學之新生。
四、依照規定先修讀學分後
四、依照規定先修讀學分後
考取修讀學位之學生。
考取修讀學位之學生。
五、於學士班先修習碩士班
課程之研究生。
六、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
位，修習之科目學分持
有證明者。
七、取得香港、澳門副學士
學位或同等學力入學
者。

第 4 條

說明
1. 依 教 育 部 台
教高(二)字第
1080004914 號
函之意見，並與
國際處討論後
刪除第 7 款之規
定。

五、於學士班先修習碩士班 2.同條文第 8 款
課程之研究生。
修正為第 7 款，
六、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 並做文字修正。
位，修習之科目學分持
有證明者。
七、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相關規定之大
陸地區高等學校修習
科目及格者。
八、其他經核准者。

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 第 4 條

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 依教育部台教

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
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轉入二年
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至多以五十學分為限、
寒轉生至多以六十九
學分數為限；轉入三年
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至多以八十八學分為
限、寒轉生至多以一百

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
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轉入二年
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至多以五十學分為限、
寒轉生至多以六十九
學分數為限；轉入三年
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至多以八十八學分為
限、寒轉生至多以一百

零一學分數為限；轉入
四年級者，其抵免學分
總數至多以一百一十
四學分為限。
學生自轉入年級
起，每學期應修之下限

零一學分數為限；轉入
四年級者，其抵免學分
總數至多以一百一十
四學分為限。
學生自轉入年級
起，每學期應修之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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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字第
1080004914 號
函之意見，刪
除「中文專業
高級文憑」，修
正為「同等學
力」。

學分數不得減少。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

學分數不得減少。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

規定辦理。
三、學士班轉系生及轉學生
不可提高編級。
四、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
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
修讀學位之學士班新
生，得予酌情抵免學分
及提高編級，但抵免後
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
一年。提高編級標準由

規定辦理。
三、學士班轉系生及轉學生
不可提高編級。
四、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
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
修讀學位之學士班新
生，得予酌情抵免學分
及提高編級，但抵免後
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
一年。提高編級標準由

各系裁定之，抵免三十
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
年級，抵免六十學分者

各系裁定之，抵免三十
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
年級，抵免六十學分者

得編入三年級，抵免九
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
入四年級。
五、依據前開原則，學士班
新生入學前於專科學
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
學分，學校亦得酌情辦
理抵免，五專畢業生其

得編入三年級，抵免九
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
入四年級。
五、依據前開原則，學士班
新生入學前於專科學
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
學分，學校亦得酌情辦
理抵免，五專畢業生其

學分之抵免以四、五年
級修習者為限。
六、與境外大學院校合作簽
約，以副學士或同等學
力考取本校者，不論抵
免學分多寡，一律編入
三年級就讀。
七、各學系（所）碩、博
士班學分抵免辦法，
由本校各學系（所）

學分之抵免以四、五年
級修習者為限。
六、與境外大學院校合作簽
約，以副學士或中文專
業高級文憑 考取本校
者，不論抵免學分多
寡，一律編入三年級就
讀。
七、各學系（所）碩、博
士班學分抵免辦法，

自訂規則，但不得逾
越本辦法，並須經教
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研究生成績及格標準
為七十分，學分抵免
以就讀學系（所）規

由本校各學系（所）
自訂規則，但不得逾
越本辦法，並須經教
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研究生成績及格標準
為七十分，學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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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應修畢業學分數
（不含論文學分）之

以就讀學系（所）規
定之應修畢業學分數

1/2 為限，已先修讀
本校學分後考取修讀
學位之研究生，抵免
應修畢業學分數（不
含論文學分）以 2/3
為限，另一貫修讀本
校學、碩士學位之預
研生，或重考本校同
系（所）之研究生，
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

（不含論文學分）之
1/2 為限，已先修讀
本校學分後考取修讀
學位之研究生，抵免
應修畢業學分數（不
含論文學分）以 2/3
為限，另一貫修讀本
校學、碩士學位之預
研生，或重考本校同
系（所）之研究生，

（不含論文學分）以
3/4 為上限。（凡於
100 學年度（含）

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
（不含論文學分）以
3/4 為上限。（凡於

前，已修習本校學分
者，仍適用舊法之規
定。）

100 學年度（含）
前，已修習本校學分
者，仍適用舊法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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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分抵免辦法修正草案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本校）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學則規定訂定
「佛光大學學分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重考入學之新生。
四、依照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學生。
五、於學士班先修習碩士班課程之研究生。
六、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位，修習之科目學分持有證明者。
七、取得香港、澳門副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入學者。

第 3 條

學生經本校核准修習其他教學單位課程，修習及格之科目，准予抵免。學生經核
准至境外學校修讀科目學分之採認，則依「本校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
點」辦理。

第 4 條

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五十學分為限、寒轉生至多
以六十九學分數為限；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八十八學分為限、
寒轉生至多以一百零一學分數為限；轉入四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一百
一十四學分為限。
學生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應修之下限學分數不得減少。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三、學士班轉系生及轉學生不可提高編級。
四、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學士班新生，得予酌情抵
免學分及提高編級，但抵免後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一年。提高編級標準由各系
裁定之，抵免三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抵免六十學分者得編入三年級，抵
免九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
五、依據前開原則，學士班新生入學前於專科學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學校亦得
酌情辦理抵免，五專畢業生其學分之抵免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限。
六、與境外大學院校合作簽約，以副學士或同等學力考取本校者，不論抵免學分多寡，
一律編入三年級就讀。
七、各學系（所）碩、博士班學分抵免辦法，由本校各學系（所）自訂規則，但不得
逾越本辦法，並須經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研究生成績及格標準為七十分，學分
抵免以就讀學系（所）規定之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之 1/2 為限，已
先修讀本校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以 2/3 為限，另一貫修讀本校學、碩士學位之預研生，或重考本校同系（所）之
研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以 3/4 為上限。（凡於 100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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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含）前，已修習本校學分者，仍適用舊法之規定。）
第 5 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含通識科目）。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識科目）。
三、不計學分（如語言練習、檢核）。
四、學士班輔系學分（含學士班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五、學士班雙主修學分。

第 6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四、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而學分不同者。

第 7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份學分後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嚴處理；抵免部分
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三、以學分抵免零學分者；抵免後以零學分登記。

第 8 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學當學期之加退選截止日（以行事曆為準）前完成
申請，並以一次為原則，情況特殊，得以專案處理。

第 9 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除通識科目和相關檢核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外，各系（所）
專業科目，應由各該系（所）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負責複核，各系（所）的選修學
分之抵免審核由各系（所）自行認定，如執行上有困難，請相關系（所）協助。

第 10 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系生，得用原歷年成績表，並備註「核准抵免科目學分」。
二、學士班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轉入年級前各學年成績
欄。
三、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學士班新生，應將抵免
科目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
四、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及重考本校同系（所）之研究生，應登記於歷年成
績表第一學年前之成績欄。

第 11 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其學分轉換以授課時數
及修課內容作為學分換算及科目抵免之參考原則。

第 12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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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附件 9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現行條文
【107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
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2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2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21學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21學
分。
分。
2、應用經濟學系核心學程27學分。 2、應用經濟學系核心學程27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選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選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產業與公職學程24學分。
1、產業與公職學程24學分。
2、理財規劃學程24學分。
(經建行政組適用)
3、國際商務學程24學分。
2、理財規劃學程24學分。
4、財經實務學程24學分。
(財務金融組適用)
3、國際商務學程24學分。
(國際商務組適用)
4、財經實務學程2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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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修正本系學士
班專業選修學
程說明，讓學
生能自主修讀
專業學程。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72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21學分。
2、應用經濟學系核心學程27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產業與公職學程24學分。
2、理財規劃學程24學分。
3、國際商務學程24學分。
4、財經實務學程24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15至27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需修一門課，可為0學分。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須知」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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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學士班修業
規定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學士班修業規
定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
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
定「學士班修業規定」（以下簡
稱本規定）。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
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
定「學士班修業規定」（以下簡稱
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
延長二年。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
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
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2 學
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2.（系）歷史學系核心學程 27 學
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學程 24 學
分。

1. 修 改 畢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
業學分
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2. 修 改 學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程名稱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5 學
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2.（系）歷史學系核心學程 30 學
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圖像與文化資產學程 24 學分。
2.史學經典與應用學程 24 學分。

2.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學程 24 學
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依據本校學則規定。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依據本校學則規定。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校「學士班學分抵免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校「學士班學分抵免
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
他相關規定辦理。

說明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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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 年 03 月 14 日 107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5 72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2.（系）歷史學系核心學程 30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圖像與文化資產學程 圖像史學與數位人文學程 24 學分。
2. 史學經典與應用學程 史學經典與歷史創作學程 24 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依據本校學則規定。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校「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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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學士班修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六、本系學生應依下列規定選修相關
學分，始可畢業：

六、本系學生應依下列規定選修相關
學分，始可畢業：

(一)、本系學士班主修學程(major)，由

(一)、本系學士班主修學程(major)，由

以下學程組成：

以下學程組成：

1、創意與科技學院基礎學程，十五
學分。
2、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核心學程，
三十九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
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二)、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創意商品設計學程，二十七學
分。
2、創意媒體設計學程，二十七學
分。
3、數位視覺設計學程，二十七學
分。

1、創意與科技學院基礎學程，十五
學分。
2、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核心學程，
三十三學分 。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三選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二)、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設計培力學程，二十四學分。
2、創意商品設計學程，二十一學
分。
3、數位媒體設計學程，二十一學
分。
(三)、通識課程三十二學分。

4、交通工具設計學程，二十七學
分。
(三)、通識課程三十二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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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配合招生分
組，進行學程調
整，將原本 3 個
選修學程修改為
4 個專業選修學
程。
2.系核心學程：
增加 2 門課程，
學分數由 33 學
分修正至 39 學
分。
將原「設計培力
學程」刪除，保
留「創意商品設
計學程」及「數
位媒體設計學
程」，但將「數
位」兩字修改為
「創意」因此本
學程變為「創意
媒體設計學
程」；另新增兩
個新的學程「數
位視覺設計學
程」與「交通工
具設計學程」。

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一、

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

本系學士班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學分達一百二十八個學分及參
加畢業展，始予畢業。
上述所提之四個學程為：修滿三個主修領域的學程（即一個主修）加一個副修學程，
或四個主修領域的學程。

四、

本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五、 本系學生在學期間，必須依下列修課規定選修相關課程：
(一)、本系學生每學期選課清單需經導師及系主任簽核。
(二)、本學系學生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五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七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修習 1 門課，至多二十七學分。
學生學期學業名次在該系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二十者，於次學期經導師及系主任
同意，可加選一至三學分。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
分限制。
六、

本系學生應依下列規定選修相關學分，始可畢業：

(一)、本系學士班主修學程(major)，由以下學程組成：
1、創意與科技學院基礎學程，十五學分。
2、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核心學程，三十九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四 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二)、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創意商品設計學程，二十七學分。
2、創意媒體設計學程，二十七學分。
3、數位視覺設計學程，二十七學分。
4、交通工具設計學程，二十七學分。
(三)、通識課程三十二學分。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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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
定及修滿四個學程，畢業至少需
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
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
定及修滿四個學程，畢業至少需
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
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配合課程架構調整修正
學程學分數

數 67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數 69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創意與科技基礎學程 15 學分。 1.創意與科技基礎學程 15 學分。
2.文化資產核心學程 29 學分。
2.文化資產核心學程 31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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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 年 3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
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67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創意與科技基礎學程 15 學分。
2.文化資產核心學程 29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四、學生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15 學分，不得多於 27
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修習 1 門課，至多 27 學分。學生學期學業名次在該系該班學
生數前百分之二十者，於次學期經導師及系主任同意，可加選 1 至 3 學分。情況特殊經
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分限制。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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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除修滿專業科
目 36 個學分外，另需撰寫碩士論文
一篇或技術報告一篇，並通過學位
考試（論文口試），始予畢業。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除修滿專業科
目 42 個學分外，另需撰寫碩士論
文一篇或技術報告一篇，並通過學
位考試（論文口試），始予畢業。

說明
42 學 分 更 改
為 36 學分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108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班修業規定」（以
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除修滿專業科目 36 個學分外，另需撰寫碩士論文一篇或技術報告一
篇，並通過學位考試（論文口試），始予畢業。
四、本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系學分抵免辦法辦理，唯碩二總整課程『策略管
理專題』不得進行抵免。
五、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必須依下述修課規定選讀：
（一）在校修課期間，每一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超過18學分。
（二）跨所選課以6學分為計入畢業學分上限。
（三）碩一學生若於未入學前已先行選讀學分班達3科（含）以上，且入學一週內繳交
指導教授申請表，即可選讀碩二上學期的『研究方法』課程。
六、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必須依下列程序提出學位考試（論文口試）申請：
（一）於第一學年結束前提出「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
（二）提交論文計畫（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計畫、論文結構及內容大要）並於本系舉辦
之論文題綱發表會中論述通過。
（三）修業期間內，必須於具審稿制之管理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一篇論文，或投稿
本系認可之學術性刊物經採用刊登之論文一篇。
（四）本系研究生完成上三項要件及本校學位考試辦法規定後，始得提出學位考試（論
文口試）申請，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安排口試。
七、論文指導教授的選定方式依下列規定：
（一）指導教授之選定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二）指導教授以選定本系專任、兼任老師為原則。
（三）如擬請非任職於本系之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以
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八、研究生欲變更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應經原指導
教授同意後重新提出申請，並經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更換之。
九、論文初稿必須打印裝訂，並至少應於口試日期前二週送交本系辦公室。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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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佛光大學 人文學院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學士班 修業規定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原條文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三、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依以下修課 三、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依以下
規定選讀相關課程，且學分數至
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且
少需修滿 128 學分：
學分數至少需修滿 128 學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人文學院基礎學程 21 學
分。
（三）系核心學程 30 學分。
（四）文學學程 24 學分。
（五）文學應用學程 23 學分。
（六）系專業選修學程（二選
一）
（七）系之另一專業選修學程
或外系、院之學程。
（四）系專業選修學程：文學
學程 24 學分、文學應用
學程 23 學分。
（五）系專業選修學程得二項
全選，或擇一選修外系、
院之一學程。

分：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
分。
（二）人文學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三）系核心學程 30 學分。
（四）文學學程 24 學分。
（五）文學應用學程 23 學
分。
（六）系專業選修學程（二
選一）
（七）系之另一專業選修學
程或外系、院之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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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調整文字敘述。

佛光大學 人文學院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學士班 修業規定
108.03.20 107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 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 本系學士班學生應依以下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且學分數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人文學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三）系核心學程 30 學分。
（四）文學學程 24 學分。
（五）文學應用學程 23 學分。
（六）系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
（七）系之另一專業選修學程或外系、院之學程。
（四）系專業選修學程：文學學程 24 學分、文學應用學程 23 學分。
（五）系專業選修學程得二項全選，或擇一選修外系、院之一學程。
四、 本規定因本系教學研究及學術發展之需要，得隨時修改。各項修改應經本系系務會議
通過。
五、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六、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核，並送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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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原條文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八、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符合 八、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
下列條件，並填具「學位論文口
符合下列條件，並填具「學位
試申請表」經系方查證及系主任
論文口試申請表」經系方查
簽可後，方可參加學位論文口
試，條件如下：
（99 學年度起入
學學生適用）
（一）修畢所有學分；
（二）曾於學刊、期刊或學術會
議公開發表學術文章 1
篇；
（三）至少須參與校內二場及校
外一場學術活動（包含研
討會或演講），完成學術
通行護照；
（四）通過「學位論文大綱審
查」；
（五）指導教授的簽章認同意。

證及系主任簽可後，方可參
加學位論文口試，條件如下：
（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
用）
（一）修畢所有學分；
（二）曾於學刊、期刊或學術
會議公開發表學術文
章 1 篇；
（三）至少須參與校內二場
及校外一場學術活動
（包含研討會或演
講）
，完成學術通行護
照；
（四）通過「學位論文大綱審
查」；
（五）指導教授的簽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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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調整文字敘述。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規定
108.03.20 107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
，訂定「碩士在職專班
修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至四年，得酌予再延長一年。應修滿本系專業科
目 30 學分，另需撰寫碩士論文，並通過碩士學位考試，方准予畢業。
三、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應依以下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必修科目 6 學分。
（二）選修科目須修滿 24 學分（承認外系所或跨校至多 6 學分）
（三）一、二年級研究生每學期須至少修讀專業科目 3 學分，修讀上限為 12 學分（二
年級下學期不設下限）。
四、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得依本系「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五、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前繳交「論文指導教授選
定表」，經指導教授及系主認簽證後，交由系方存檔備查。指導教授因故更換時亦同。
六、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校專兼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為原則。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
授，須經系務會議同意，本系或得要求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七、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於論文口試前一個學期提出「學位論文大綱」
，由指導教授與
系主任協商委任專任教師評分，平均七十分以上者，方視為完成「學位論文大綱審查」程
序。評分未達七十分者，得於半年後再行提出。
八、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須符合下列條件，並填具「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經系方查證
及系主任簽可後，方可參加學位論文口試，條件如下：（9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一）修畢所有學分；
（二）曾於學刊、期刊或學術會議公開發表學術文章 1 篇；
（三）至少須參與校內二場及校外一場學術活動（包含研討會或演講）
，完成學術通行護
照；
（四）通過「學位論文大綱審查」；
（五）指導教授的簽章認同意。
九、論文口試須經三位（含）以上教師（具有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以上）擔任口試
委員，其中校外委員須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口試委員名單由系主任及指導教授共同圈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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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碩士學位論文口試，須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並繳交論
文口試本，且須於學期結束前完成口試，並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離校手續。
十一、凡通過學位論文口試之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在完成口試委員所要求的修正事項，
並經指導教授及其他論文審查委員在其「學位考試委員評分單」及「學位考試成績報
告單」簽章認可後，方為正式完成學位論文，得依規定授予文學碩士學位。未能通過
學位論文口試者，得擇期重考，但重考以一次為限。
十二、其他未經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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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
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程：
1.行政管理學程24學分。
2.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程24學分。

…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程：
1.文官能力養成學程24學分。
2.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程24學

3.公共關係與政治行銷學程24學
分。

分。
3.公共關係與政治行銷學程24
學分。

附件 16

說明
配合組別名稱
修改，同步修
改學程名稱。

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72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21學分。
2.公共事務學系核心學程24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三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行政管理學程24學分。
2.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程24學分。
3.公共關係與政治行銷學程24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15至27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下限為至少修習 1 門課。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須知」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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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附件 17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基礎學程 21 學分。
2、社會學系核心學程 30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地方社會發展學程 21 學分。
2、社會工作學程 21 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 15 至 27 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至少修習 1 門課，至多 27 學分。
五、本系學士班學生得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辦法自公布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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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附件 18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定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 本系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生得酌予延長一年。
三、本系專任教師指導學生以三人為原則。
四、本系碩士班學生應修滿至少 30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6 學分），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始
准予畢業。
五、本系碩士班學生修讀學分之規定如下：
（一）社會學組
１、專業必修 9 學分
２、領域選修 3 學分
３、專業選修 18 學分，其中得含跨組、跨所或跨校選課 6 學分。
（二）社會工作組
１、專業必修 15 學分
２、領域選修 3 學分
３、專業選修 12 學分，其中得含跨組、跨所或跨校選課 6 學分。
六、本系碩士班學生得依本系「碩士班學分抵免須知」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七、本系碩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以 10 學分為原則。
八、本系碩士班學生於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下限為 3 學分。
九、本系碩士班學生得於二年級參加本系舉辦之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通過後最快得於下一
學期參加論文口試。修讀本系學、碩士五年一貫預研生不在此限。
十、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系主任同意，得請其他系所助理教授以
上資格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系務會議通過，本系並得要求
以本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十一、經向本系提報選定之指導教授後，非經取得該指導教授簽署同意，不得更換指導教
授。
十二、本系學生碩士論文口試至少兩個星期前，須向本系提交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及本
系系主任簽署同意。
十三、論文口試須經三位以上（含）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擔任口試委員，其中校外委員須
有三分之一（含）以上。
十四、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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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心理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六、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依本校
學分抵免辦法辦理，系所專業
課程之認定與抵免抵免課程名
稱及學分對照表，由本學系系
務會議授權系主任審核之通過
後，另行公布。

六、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依本校
學分抵免辦法辦理。抵免課程
名稱及學分對照表，由本學系
系務會議通過後，另行公布。

說明
依本系實際
作業修訂之。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心理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 年 02 月 14 日 107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以
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得延長二年。
三、凡依本校學則第 2、3、4 條相關辦法錄取分發本學系者，或經教育部分發本學系者，得
入本學系學士班修業。
四、本學系學士班學生應依本系課程架構規定修習相關學分合計滿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始
得畢業。選修課程得修習本校所開之其他課程，或本校承認之跨校課程。
五、本學系學士班學生選課，必須依下列規定程序辦理：
（一）刪除
（二）本學系學生在校修業前三年，每一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高於二十七學分，亦不
得低於十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課，至多二十七學分。修習未
達最低學分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程序辦理。
六、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系所專業課程之認定與抵免抵免課程名稱及學分對照表，由
本學系系務會議授權系主任審核之通過後，另行公布。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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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人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
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由
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21學分
2.（系）核心學程2728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
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外語實務學程2524學分。
2. 文學文化學程 2524 學分
五、本系學士班學生各項檢核途徑及標準如
下：
畢業前必須達到以下(一)、(二)或(三)所
列標準
(一) 通過下列英文檢核標準四者之一：
(1)托福測驗 TOEFL 筆試 550 分，
IBT 69 分。
(2)多益測驗 TOEIC 筆試 700 分。
(3)IELTS 測驗筆試 5.5 級。
(4)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
(二) 達到以下其一英文檢核標準以及
一種第二外語檢定標準：
(1) 英文檢核：
(A)托福測驗 TOEFL 筆試 450
分，IBT 55 分。
(B)多益測驗 TOEIC 筆試 500
分。
(C)IELTS 測驗筆試 4 級。
(D)全民英檢 GEPT 中級。
(2)第二外語檢核：
(A)日文檢定三級
(B)韓語檢定 TOPIK 中級 3 或 4
(C)法文檢定 DELF 之 B1
(三) 大三結束後畢業前，若仍無法通過
上述任一檢定考試，大四可修習本
系二門大三或大四之選修課程 (總
學分至少為 132)以抵英文之檢定考
試。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
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由
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21學分
2.（系）核心學程27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
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外語實務學程25學分。
2. 文學文化學程 25 學分

因 108
學士班
課架修
改各學
程學分
數，修
業規定
配合修

五、本系學士班學生各項檢核途徑及標準
如下：
畢業前必須達到以下(一)、(二)或(三)所
列標準
(一) 通過下列英文檢核標準四者之一：
(1)托福測驗 TOEFL 筆試 550 分，
IBT 69 分。
(2)多益測驗 TOEIC 筆試 700 分。
(3)IELTS 測驗筆試 5.5 級。
(4)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
(二) 達到以下其一英文檢核標準以及
一種第二外語檢定標準：
(1) 英文檢核：
(A)托福測驗 TOEFL 筆試 450
分，IBT 55 分。
(B) 多 益 測 驗 TOEIC 筆 試 500
分。
(C)IELTS 測驗筆試 4 級。
(D)全民英檢 GEPT 中級。
(2) 第二外語檢核：
(A)日文檢定三級
(B)韓語檢定 TOPIK 中級 3 或 4
(C)法文檢定 DELF 之 B1
(三) 大三結束後，若仍無法通過上述任一
檢定考試，大四可修習本系二門大三
或大四之選修課程 (總學分至少為
132)以抵英文之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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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ㄧ、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
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21學分
2.（系）核心學程2728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外語實務學程2524學分。
2. 文學文化學程2524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15至27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至少修習1門課，至多二十七學分。
五、本系學士班學生各項檢核途徑及標準如下：
畢業前必須達到以下(一)、(二)或(三)所列標準
(一) 通過下列英文檢核標準四者之一：
(1)托福測驗 TOEFL 筆試 550 分，IBT 69 分。
(2)多益測驗 TOEIC 筆試 700 分。
(3)IELTS 測驗筆試 5.5 級。
(4)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
(二) 達到以下其一英文檢核標準以及一種第二外語檢定標準：
(1) 英文檢核：
(A)托福測驗 TOEFL 筆試 450 分，IBT 55 分。
(B)多益測驗 TOEIC 筆試 500 分。
(C)IELTS 測驗筆試 4 級。
(D)全民英檢 GEPT 中級。
(2) 第二外語檢核：
(A)日文檢定三級
(B)韓語檢定 TOPIK 中級 3 或 4
(C)法文檢定 DELF 之 B1
(三) 大三結束後畢業前，若仍無法通過上述任一檢定考試，大四可修習本系二門大
三或大四之選修課程 (總學分至少為132)以抵英文之檢定考試。
六、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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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附件 21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修正對照表（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修正條文(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素食
2.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米粒類

1.

原條文(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1.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素食
2.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乙級

米粒類



3.

漿(粿)粉類（米漿型、一般
漿糰、
特殊漿糰）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
膨發）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
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4.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麵包

餅乾
6.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3.

漿(粿)粉類（米漿型、一般
漿糰、
特殊漿糰）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
膨發）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
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4. 西餐烹調-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麵包

餅乾
6.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料調製-丙級、乙級
7. 飲料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
（60A）、進階（60B）
（60A）、進階（60B）
11. 食物製備
11.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
-第 60 頁-

說明
依勞動部證
照種類調
整。
刪除第 2 項
乙級。
新增第 4 項
乙級。
新增第 11
項。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
相關證照）

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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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修業規定》之附件）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1.

2.

3.

4.
5.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素食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米粒類
 漿(粿)粉類（米漿型、一般漿糰、特殊漿糰）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麵包
 餅乾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料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60A）、進階（60B）
6.

11. 食物製備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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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健康與創意蔬食學系修業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通識課程並
另須通過校定語文及資訊檢
核科目。檢核辦法另定
之。）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通識課程並
另須通過校定語文及資訊檢
核科目。檢核辦法另定
之。）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數70學分，由以下三個學
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18學分。

數68學分，由以下三個學
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18學分。

2.系核心學程25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至少二選一（配合核心學
程規劃）。

2.系核心學程25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至少二選一（配合核心學
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程：
1.健康素食創新研發學程必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程：
1.健康素食創新研發學程必

修15學分、選修12學分，
合計27學分。
2.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
必修15學分13學分、選修
12學分，合計25學分。

修15學分、選修12學分，
合計27學分。
2.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
必修13學分、選修12學
分，合計2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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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原餐飲服務經營管理學
程必修學分數 13 學分，
調整為 15 學分，因此主
修領域學分數亦從 68 學
分，調整為 70 學分。

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03.27 107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

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
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得延長二年，具身心障礙學生，修業最多可延長四年。

三

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通識課程）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70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 院基礎學程18學分。
2. 系核心學程25學分。
3. 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至少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健康蔬食創新研發學程必修15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2. 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必修15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四

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15至27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至少修習1門課，至多27學分。

五

修習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修習本系學士班專業學程者，須修得「實務專題製作(一)」、「實務專題製
作(二)」、「專業實習(一)」、「專業實習(二)」上述至少一門課程，學分數不
限。
（二）修習「專業實習(一)」須同時選修「實習專題製作(一)」，修習「專業實習
(二)」需同時選修「實習專題製作(二)」。

六

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經系主任審核通過後，酌予抵
免。

七

本系學士班學生於在學期間須完成以下檢核測驗：

通過並取得餐飲相關證照乙級證照一張或丙級證照兩張（其中一張證照至少為餐
飲相關證照，其他認可證照種類如附件一）。
八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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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1.

2.

3.

4.
5.

6.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素食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米粒類
 漿(粿)粉類（米漿型、一般漿糰、特殊漿糰）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麵包
 餅乾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料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60A）、進階（60B）
11. 食物製備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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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佛教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本系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依規
定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須修畢主修領域科目共七十
二學分，其中含「佛教學院
基礎學程」二十四學分、
「佛教學系核心學程」二十
四學分、「佛教學系專業選修
學程」（「佛教經典與思 想學
程」、「佛教文化與應用學
程」二選一）二十四學分。
(二)除主修領域外，須再副修一
個學程，此學程可以選擇另
一個「佛教學系專業選修 學
程」，也可選修其他學院或學
系的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
程或專業選修學程。
(三)另依本校通識教育學分之規
定，須修畢通識必修零學分
的體育、及通識涵養、服務
學習課程，並必須修畢通識
必選修課程共三十二學分(含
大學核心課程必選修二十六
學分、現代書院實踐課程選
修六學分)。

四、本系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依規
定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須修畢主修領域科目共七十
二學分，其中含「佛教學院
基礎學程」二十四學分、
「佛教學系核心學程」二十
四學分、「佛教學系專業選
修學程」（「佛教經典與思
想學程」、「佛教文化與應用
學程」二選一）二十四學
分。
(二)除主修領域外，須再副修一
個學程，此學程可以選擇另
一個「佛教學系專業選修
學程」，也可選修其他學院
或學系的院基礎學程、系核
心學程或專業選修學程。
(三)另依本校通識教育學分之規
定，須修畢通識必修零學分
的體育、及通識涵養、服務
學習課程，並必須修畢通識
必選修課程共三十二學分(含
大學核心課程必選修二十六
學分、現代書院實踐課程選
修六學分)。

刪除通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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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零學分
「服務學
習」之規定。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6.6.20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俢正通過

【108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 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系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畢一百二十八個學分，始予畢業。
四、本系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依規定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須修畢主修領域科目共七十二學分，其中含「佛教學院基礎學程」二十四學分、
「佛教學系核心學程」二十四學分、「佛教學系專業選修學程」（「佛教經典與思 想
學程」、「佛教文化與應用學程」二選一）二十四學分。
(二)除主修領域外，須再副修一個學程，此學程可以選擇另一個「佛教學系專業選修 學
程」，也可選修其他學院或學系的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或專業選修學程。
(三)另依本校通識教育學分之規定，須修畢通識必修零學分的體育、及通識涵養、服務
學習課程，並必須修畢通識必選修課程共三十二學分(含大學核心課程必選修二十六
學分、現代書院實踐課程選修六學分)。
五、本系學士班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須知」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本系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其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
於十五學分，至多二十七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修習 1 門課，至多二十七學分。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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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
104.10.06 104 學年度第 9 次教務處處內主管會議通過
104.10.20 104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後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104.12.01 10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扶助弱勢學生激勵學習動機，針對不同類型的弱勢
學生，建立輔導機制，特訂定「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弱勢學生，包括：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
六、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本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弱勢學生(例：三代無人上大學者、新住民等)

第 3 條

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
一、本校應成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透過不定期會議，討論及檢討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流程、方式及執行成效。
二、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彙整學務處所提供之弱勢學生名單，建置弱勢學生學習
資料庫，於上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提供班級導師弱勢學生名單，並提醒班級導師
至「導師輔導系統」填寫輔導紀錄，俾利落實輔導機制。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學生隱私之原則下，必須於上學期結束以前完成「學
習輔導」，並由訪談過程瞭解學生在各項學習之需要，評估後續由班級導師親自
輔導或轉介相關單位（如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輔導之必要。
四、「學習輔導」項目包括「課業輔導之協助」、「實習機會之提供」、「職涯規劃與輔
導之協助」
、
「就業機會媒合」以及「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五大項目，為落實對
每位弱勢學生的關照，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必須至少針對兩種項目提出建議。
五、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果，評估必須轉介相關單位（如教務處學生學習發
展中心、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進行輔導
者，亦須於線上「學習輔導」中，勾選轉介單位及轉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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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學習輔導措施
學習輔導項目包括：
（一）課業輔導之協助
1.針對成績優異弱勢學生：提供海外求學、教師引導式英語社群及主題
式學習讀書會補助。
2.針對成績低落弱勢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社群補助、購買工時、學習激
勵競賽及書院學習方 法工作坊等活動。
（二）實習機會之提供
1.成立實習工作坊。
2.提供進入佛光山企業實習機會。
3.鼓勵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三）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
1.進行學生需求之調查。
2.激勵學生專案實務學習志趣。
3.成立「職涯導師」，進行小團體輔導。
4.建立學生職能檢測機制。
（四）就業機會媒合
1.就業講座。
2.佛光山企業媒合。
3.舉辦兩階段就業博覽會。
4.獎勵優異專業實務學生，導入人力資料庫。
（五）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
1.服務力培訓方案。
2.個人或團體的專業服務，在地深耕。
3.服務典範經驗傳承。
4.培養學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社會回饋意識。

第 5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69 頁-

弱勢學生之身分認定
類別

身分認定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
（符合家

低收入戶學生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
額者。）

中低收入戶學生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
（1.家庭
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一點五
倍；2.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
金額。）
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
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
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
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
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 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
女
致不能工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
以上，且在執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
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
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及兒童托育津貼者，前項特
殊境遇家庭，應每年申請認定之。
申請人之孫子女領取本條例所定扶助，以符合第一項第五款扶
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父母無力扶養，係指父母均因死亡、非自願
失業且未領失業給付、重大傷病、服刑或失蹤等，致無力扶養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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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

檢附註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
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符合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 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家庭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家庭不
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動產價值 650 萬元以下之學生。
一、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 生。
人士子女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
會較少之弱勢學生(例：
三代無人上大學者、新住
民等)

一、三代無人上大學者：學生之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父母皆無
人上大學。
二、新住民：持有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者，申請入境停留、
居留及定居之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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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
修訂案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第 本辦法所稱弱勢學生，包括：
二條辦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法內容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學
生。
四、原住民族學生。
五、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本
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
件之學生。
六、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
少之弱勢學生(例：三代無人上大學
者、新住民等)
其他未列入上述身分，經學生事務
處、班級導師或學術導師等推薦
者。
各類身分認定請見附件一。
修訂第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含括「學習
三條辦 輔導機制基礎建置」、「學習促進及
輔導」以及「學習成效追蹤」三個
法內容
階段。
修訂第 二、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彙整
四條辦 學務處所提供之弱勢學生名單建置
法內容 弱勢學生學習資料庫，於上學期開

修正條文

註

本辦法所稱弱勢學生，包括：

明訂服務

一、低收入戶學生。

對象。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
生。
五、原住民學生。
六、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
本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
較少之弱勢學生(例：三代無人
上大學者、新住民等)
各類身分認定請見附件一。

刪除

二、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彙
整學務處所提供之弱勢學生名
單，建置弱勢學生學習資料庫，
於上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提供班
學後兩個月內提供弱勢學生班級導
級導師弱勢學生名單，並提醒班
師弱勢學生名單及學習診斷與學習 級導師至「導師輔導系統」填寫
需求訪談之題目建議並提醒班級導 輔導紀錄，俾利落實輔導機制。
師至「導師輔導系統」填寫輔導紀
錄，俾利落實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
調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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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況
「學習輔
導」沒有
分階段。
新增弱勢
名單由學
務處提
供，學發
中心彙整
並提供於
班級導
師。
修訂學習
診斷與學
習需求訪
談之題目
建議改為
線上填

寫。
修訂第
四條辦
法內容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 將弱勢學
學生隱私之原則下，必須於上學期 勢學生隱私之原則下，必須於上 生學習診
結束以前完成弱勢學生學習診斷與 學期結束以前完成「學習輔導」
， 斷與學習
需求調查
學習需求調查分析「學習輔導」
，並 並由訪談過程瞭解學生在各項學
分析改為
由訪談過程瞭解對學生各項學習促 習之需要，評估後續由班級導師 「學習輔
進及輔導項目之需要，評估後續由 親自輔導或轉介相關單位（如教 導」。
班級導師親自輔導或轉介相關單位 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教務處 因採線上
（如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教 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 填寫，故
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 輔導組、學術導師等）輔導之必 無需將資
料繳回教
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輔導之必 要。
務處。
要，並填寫於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
訪談紀錄表，於上學期結束以前繳
回教務處。

修訂第
四條辦
法內容

四、「學習診斷及學習需求調查學
習輔導」項目包括「課業輔導之協
助」、「實習機會之提供」、「職涯規
劃與輔導之協助」、「就業機會媒
合」以及「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
五大項目，為落實對每位弱勢學生
的關照，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必須至
少針對兩種項目提出建議。

四、「學習輔導」項目包括「課
業輔導之協助」、「實習機會之提
供」、「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
助」、「就業機會媒合」以及「社
會回饋與服務學習」五大項目，
為落實對每位弱勢學生的關照，
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必須至少針對
兩種項目提出建議。

將弱勢學
生學習診
斷與學習
需求調查
分析改為
「學習輔
導」。

修訂第
四條辦
法內容

五、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

刪除

新的學期
無須提出
經費申
請。

修訂第
四條辦
法內容

六、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
果，評估必須轉介相關單位（如教務
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教務處學生
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學術導師等）進行輔導者，亦須於線

六、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
結果，評估必須轉介相關單位（如
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教務
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
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進行輔

轉介填報
方式改為
線上進
行。

果，評估有必要親自進行後續輔導
者，應撰寫輔導規劃說明，並得於
上學期結束以前向教務處提出經費
補助申請。經核定者，於下學期結
束以前為輔導規劃執行期間。

上「學習輔導」中，勾選轉介單位及 導者，亦須於線上「學習輔導」
轉介原因。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調 中，勾選轉介單位及轉介原因。
查表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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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第
四條辦
法內容

七、為協助弱勢學生班級導師進行 刪除。
學習診斷以及學習需求調查，並完

修訂第
五條辦
法名稱

學習促進及輔導措施

修訂第
五條辦
法內容

一、弱勢學生班級導師針對弱勢學 學習輔導項目包括：

成學習成效追蹤訪談，針對每一位
弱勢學生，每學年提供班級導師諮
詢輔導費 500 元。

學習輔導措施

生之需求，得選擇親自輔導，並提出
經費申請（每位弱勢學生每學年以
補助 1,200 為上限）
，運用於弱勢學
生「課業輔導之協助」
、
「實習機會之
提供」、「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
「就業機會媒合」以及「社會回饋與
服務學習」五大輔導項目。
二、弱勢學生班級導師亦得選擇轉

老師有責
任義務輔
導學生，
則不提供
諮詢費
用。

修訂名
稱。

統一由班
級導師做
弱勢學生
輔導老
師，且無
經費申請
以及提供
任何之輔
導諮詢費
用。

介教務處或相關單位（如學務處諮
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進行輔導，
若班級導師經訪談結果，必須轉介
學術導師進行輔導，學術導師亦得
提出經費申請（每位弱勢學生每學
年以補助 1,200 為上限）。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得選擇轉介
教務處進行輔導，教務處提供之學
習促進及輔導措施包括：
修訂第
六條辦
法內容

刪除

學習成效追蹤
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學生
隱私之原則下，應於下學期結束以
前完成 弱勢 學生 學習 成效追 蹤訪
談，並填寫於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
訪談紀錄表，繳回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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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
每學期都
需要輔
導，沒有
上下學期
輔導與成
效之分。

修訂第
七條辦
法內容

修訂附
件低收
入戶學
生

本辦法執行事項所需經費來源由相

刪除

學生學習
輔導不會
支應費
用，故刪
除經費來
源。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
（符合家庭總
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
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
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
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

依據社會
救助法第
四條規
定，修正
身分認定
說明。

關計畫或學校編列經費支應。

1.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在最
低生活費標準 8,426 元以下；
2. 動產包括現金、存款本息、投資、
股票、有價證券等，金額平均每
人在五萬五千元以內；
3. 不動產土地及房屋金額總價在
260 萬元以內，土地金額以公告
地價計算、房屋金額以房屋評定
現值計算。
以上三項均符合或領有低收入
戶證明之學生。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認定。
（家庭總收入平均
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最
低生活費一點五倍；2.家庭財產未超
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
年度一定金額）

修訂附
件中低
收入戶
學生

依據社會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救助法第
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2.5 倍以下或
四條規
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
（家庭總收入 定，修正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身分認定
管機關審核認定。
（家庭總收入平均 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 說明。
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最
超過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2.家
低生活費一點五倍；2.家庭財產未超
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 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
年度一定金額）。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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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附
件特殊
境遇家
庭子女
或孫子
女

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 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 依據特殊
境遇家庭
均分配，
平均分配，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 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 扶助條例
第四條規
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 低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
定，新增
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 身分認定
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 說明。
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 形之一者：
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
六個月以上。
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 獲達六個月以上。
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
完成協議離婚登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
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
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
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
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
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
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

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
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
三、家庭暴力受害。
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
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
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
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
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
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
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
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

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
且在執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因
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
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
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
事由。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
及兒童托育津貼者，前項特殊境遇
家庭，應每年申請認定之。

作。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
上，且在執行中。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
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
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
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
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

申請人之孫子女領取本條例所定扶
助，以符合第一項第五款扶養十八
歲以下 父母 無力 扶養 之孫子 女為
限。

助及兒童托育津貼者，前項特殊
境遇家庭，應每年申請認定之。
申請人之孫子女領取本條例所定
扶助，以符合第一項第五款扶養
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父母無力扶養，
女為限。
係指父母均因死亡、非自願失業且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父母無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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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領失業給付、重大傷病、服刑或失 養，係指父母均因死亡、非自願
蹤等，致無力扶養子女。
失業且未領失業給付、重大傷
病、服刑或失蹤等，致無力扶養
子女。

修訂附
件身心
障礙學
生或身
心障礙
人士子
女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及其父母
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
學生。
一、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母或

一、身心障礙學生：指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
生。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指其父
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依據身心
障礙學生
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
女就學費
用減免辦
法，修正
身分認定
說明。

原住民學生
檢附註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
簿（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
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
（包括詳細記事）。

依據原住
民學生就
讀專科以
上學校學
雜費減免
辦法，修
正身分認
定說明。
依據教育
部與內部
部規定，
新增身分
與身分認
定。

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
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修訂附
件原住
民學生

原住民族學生
於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上備註欄加
註有「原住民」字樣之學生。
檢附註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
（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申請
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
細記事）。

新增不
同教育

一、三代無人上大學者：學生之
曾祖父母、祖父母及父母皆無人

資歷且
入大學
機會較
少之弱
勢學生
(例：
三代無
人上大
學者、
新住民

上大學。
二、新住民：大陸地區人民、香
港、澳門地區居民及其他國籍國
民，與本國籍國民締結婚姻時，
其身分為非本國國籍國民者，不
論日後是否已取得國民身分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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