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110.04.21 109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05.25 109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06.23 109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07.16 臺教高(二)字第 1100091887 號函備查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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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大學（專科）畢業或肄業依規定入學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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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本校同系（所）之研究生。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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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

要點」辦理。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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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外大學院校取得副學士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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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分之

一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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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分之一為限。本校學、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申請預先修

讀碩、博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以上且未計入該生原修讀學位之畢業學分

數，於畢業後考取本校碩、博士班者，抵免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碩士班以四分之三為上限；博士班以二分之一為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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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分之三為上限。 

八、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考試及格，由原學校發給學分證明，經入學考

試錄取本校者，其所修學分得申請酌予抵免。抵免後其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

學制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並自 108 學年度起開辦之推

廣教育學分班適用。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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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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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入學前取得之學分，至入學時已超過十年者，不得抵免。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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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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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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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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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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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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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

分：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大學（專科）畢業或肄

業依規定入學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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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本校同系（所）之

研究生。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

分：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大學（專科）畢業或肄

業依規定入學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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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第 4 條第 7

款有重考本校

同系所之研究

生抵免學分規

定，因此新增本

條第7款重考本

校同系所之研

究生得申請學

分抵免。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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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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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8 日

台教高

（二）字第

1080004914

號函之意

見，刪除第

六款「中文

專業高級文

憑」，修正為

「同等學

力」。 

2.依教育部 108

年 5 月 2 日臺

教高通字第

1080039411 號

函及教育部 108

年 4 月 22 日臺

教高(一)字第

1080035255B

令，依專科以

上學校推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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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境外大學院校合作

簽約，以取得副學士或

中文專業高級文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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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為限，

已先修讀本校學分後

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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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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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推

廣教育學分班

學員修讀期滿

經考試及格

者，由學校發

給學分證明，

其經入學考試

錄取，所修學

分得依各校學

則或相關規定

酌予抵免。但

抵免後其在校

修業，不得少

於該學制修業

期限及畢業應

修學分數二分

之一，且不得

少於一年，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辦之推

廣教育學分班

適用。因此修

正第 4條第一

項第七款、新

增第八款規

定。 

5.依教育部 108

年 7 月 9 日臺

教高（二）字

第 1080094628

號函及 109 年 1

月 16 日臺教高

（二）字第

11090003831 號

函意見，為避

免外界誤解

「學、碩五年

一貫」可免試

直升碩士班，



生，抵免應修畢業學

分數（不含論文學

分）以 2/3 二分之一

為限。本校學、碩士

班學生在學期間申請

預先修讀碩、博士班

課程，成績達七十分

以上且未計入該生原

修讀學位之畢業學分

數，於畢業後考取本

校碩、博士班者，抵

免畢業應修學分數

（不含論文學分）碩

士班以四分之三為上

限；博士班以二分之

一為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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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三

為上限。（凡於 100 學

年度（含）前，已修

習本校學分者，仍適

用舊法之規定。） 

八、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

修讀期滿經考試及

格，由原學校發給學

分證明，經入學考試

錄取本校者，其所修

學分得申請酌予抵

免。抵免後其在校修

業，不得少於該學制

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

之一，且不得少於一

年，並自 108 學年度

起開辦之推廣教育學

分班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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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含）前，已修習本校

學分者，仍適用舊法之

規定。） 

因此修正第 4

條第 1項第 7

款文字用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