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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uuttlliinnee 
 

 
 
 

1. 學程的內容與種類 P. 4 
 

1-1 『學程』有好幾種名稱？有的稱為『基礎學程』；有的稱為『核心學

程』；還有『專業選修學程』，究竟分成哪幾個種類？ 

1-2  什麼叫做『主修學程』？ 

1-3  什麼叫做『輔修學程』，它與輔系有什麼不同？ 

1-4  學程化之後，輔系還存在嗎？  

1-5  學程化之後，雙主修還存在嗎？ 

1-6  不同學院的學程規劃方式都是相同的嗎？ 

1-7 如果第四個學程選修的是外系的核心學程；而非專業選修學程，這 

樣還算是輔修學程嗎？ 

1-8 如果第四個學程選修的是其他學院的基礎學程，這樣可作為輔修學 

程嗎？ 

1-9 跨院雙主修時，除專業選修學程，系核心學程外，是否仍需修院基 

礎學程（院基礎課程）？ 

1-10 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中的跨系所學分學程，在新的學程制度 

下，它還存在嗎？ 
 

2. 學程制度下的修業規定 P. 9 

2-1 我就讀 甲 系，可不可以跑去修 乙系的主修學程？ 

2-2 我想修『輔修學程』，是否一定要從外系的『專業選修學程』當中擇 

一？選修外系的『系核心學程』或者其他學院的『院基礎學程』可 

以嗎？ 

2-3 我修完了主修學程（通識學分＋依照系上規定的三個學程）以及第 

四個學程（輔修學程或者系上的專業選修學程當中再擇一修完），且 

滿足了系上對這些學程的相關規定，這樣我就可以畢業了嗎？ 

2-4 學程制度實施後，我可以自由選擇我喜歡的課架嗎？我是100學年度

入學，難道我非得跟著101學年度新生一起採用新上路的學程制度

嗎？ 

2-5 我選用了非學程制度的舊課架，是否也可以選新課架（學程制）裡 

的課程來修？ 

2-6 若我選用舊制度課架，那麼我可以選修學程嗎？ 

2-7 我是用舊課架的舊生，學校努力地推行新的學程制度，顯然只有新 

生受惠而已，對於舊生顯然沒有什麼益處？ 

2-8 既然選用舊制度課架的我也可來選修學程，那是否我只要任意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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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學程就會得到所謂的『輔修學程』？ 

2-9 我在修『院基礎學程』時，相同的科目如果本院的其他外系也有開 

設，我可以不修自己系上所開設的嗎？ 

 

3.學程的登記、申請、抵免 P. 11 

3-1 修習學程要不要登記或申請？何時登記？ 

3-2 如果我一直都沒有申請，那我可以中途改學程嗎？ 

3-3 採用學程制度的新課架後，我要如何修輔系、輔修、雙主修？需要 

申請嗎？何時申請？ 

3-4 我在目前所選的 A 學程裡面修了某一門課，如果恰好 B 學程也有同 

樣一門課，那麼我修 B 學程時這個科目可以獲得承認嗎？ 

3-5 我在選修不同學程時，若遇有科目抵認的問題、或者課架變動導致

科目出現異動時，該怎麼處理？ 

3-6 『院基礎學程（或院基礎課程）』可以拿來抵免一般通識嗎？ 

 
 

4. 學程制度下的學位證書及加註 P. 13 

4-1 在學程制度下，我可能取得哪些學位？ 

4-2 請舉例說明什麼是單主修(one major)的學位？ 

4-3 請舉例說明什麼是雙主修(double major)的學位？ 

4-4 請舉例說明什麼是單主修單輔修(one major & one minor) 或單主修 

雙輔修(one major & two minor)的學位？ 

4-5 現在學校開始推學程制了，學程制度下輔系不再存在，可是我是使 

用舊制的舊生，我還可以選修輔系嗎？ 

4-6 畢業證書將會標示我所修到的輔修學程或是雙主修嗎？或者是另外 

印製一張證明書？畢業證書到底會長得像什麼樣子？ 

4-7 若我採用了舊課架，但是修了學程制度的一個學程，是否會有學程 

證明書？或是標示在畢業證書上？ 

4-8 要選修哪些種類的學程，畢業證書上才會將此學程標示出來？ 

4-9 聽說學程制將使用新版畢業證書，若我採用了舊課架，但是修了學 

程，那麼我的畢業證書使用舊式或者新式？ 

4-10 聽說舊制度與學程制在 101 學年度起都將使用新版畢業證書，那

這樣一來，我選擇學程化的新課架的畢業證書與選舊制度課架的

畢業證書豈不是毫無區別？ 

4-11 若有舊生選舊課架，且有修舊課架的輔系或雙主修，若畢業時又符 

合某一個新課架之學程的完整學分，畢業證書上將會如何表現？ 

 
 



3 

佛光大學教務處 2012.08.01 

 

5. 學程制新課架與舊課架並存之過渡時期處理  
 

5-1 如果我選用了學程制度的新課架，那麼我的雙主修、輔系、課程認 

列應該如何辦理？ 

5-2 如果我選用舊制度的課架，我可以選修新制度的學程嗎？修完後也 

會有學程證明嗎？ 

5-3 若我選用舊制度課架，但是我也想選修一個新制度的學程，那麼我 

應該提出登記或者申請嗎？ 

5-4 若我選用舊制度課架，而且也選修了學程，那麼我應該遵循新制或 

舊制？ 

5-5 若舊課架內原本應有科目因學程關係被刪除了，該怎麼辦？ 

5-6 我採用的是 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可是因為新課架變成學程

制，使得舊課架的某些科目消失或者改了名字，該怎麼辦？ 

5-7 我採用的是 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如果我也想選修學程，那麼

我目前在舊課表上已修完的課有可能獲得學程的抵免嗎？ 

5-8 我採用的是 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而且我也修了舊課架中的跨

系所學分學程，但是在新的學程制度下，它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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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程的內容與種類 
 

1-1 『學程』好像有好幾種名稱？有的稱為『基礎學程』；有的稱為『核心學程』； 

還有什麼『專業選修學程』，到底分成哪幾個種類？  

答：依照各個學院與科系的特色，原本龐雜眾多的課程依照它們的主題以及共通

性，予以模組化地重新規劃，主要有三大類：學院中所有學系共同的基礎課

程，被規劃在『學院基礎學程』之下；而某個學系之下，該系每位同學都應

該要修的基礎課程則被規劃成『學系核心學程』；而各系眾多的選修科目則

依照相關性，規劃成若干代表不同學習主題的『專業選修學程』。 
 

1-2 什麼叫做『主修學程』（major）？  

答：每個學系均依學院與科系的特色，設計有「學院基礎學程」、「本系核心學程」、

「本系專業選修學程」三大類學程，而組成一套「主修學程」。因應專業領

域的不同，主修學程的構成內容依照學院而有差異，意義上，通常它代表著

要獲得這個學系之學位的『一套應學完的課程』。 
 

1-3 何謂『輔修學程』（minor），它與輔系有何異同？  

答：除了修畢所屬學系規定的一個主修學程之外， 

本校的畢業條件規定：學生另須再選修第四個學程，你有兩種選擇： 

(1)選擇本系的某一個專業選修學程； 

(2) 也可考慮選外系或其他學院的學程（包括外系的專業選修學程、核心學 

程、其它學院的基礎學程），它將成為你的『輔修學程』！ 

►若你的第四個學程不屬於本系學程，修畢此學程後，它將成為你的『輔修 

學程』。 

例如：人文學院歷史系王小明同學，除了修習他在歷史系的主修學程以

外，並且選擇社會系的「社會工作學程」作為他的第四個學程，則他修畢

後，將取得一個「社會工作學程」的輔修證明（標註於畢業證書，有助於就

業與升學喔）！ 
 

1-4 學程化之後，輔系還存在嗎？  

答：學程化之後，輔系於學程制中已經不存在了（但過渡時期中沿用舊課架者仍

可依照舊課架選修輔系），取而代之的稱為『輔修』！ 

它比傳統的輔系所修習的課程更有彈性，且範圍擴充到本系主修學程與專業

選修學程之外的本校所有專業選修學程，也可包括其他學系的核心學程與其

他學院的基礎學程。 

所有修畢的輔修將列於畢業證書上，可以更清楚紀錄同學多元的專業領域。 
 

1-5 學程化之後，雙主修還存在嗎？  

答：在學程制度下，雙主修依然存在，我們定義它為『第二主修』！ 

傳統的雙主修除滿足原有學系的畢業學分規定之外，必須滿足第二個學系的

必修及畢業學分規定，難度頗高。學程化之後，由於，相同學院的基礎學程

可重複認列，加上學程之間也可能有重疊性，因此，同學將可能以較輕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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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同時滿足兩個系的規定，完成雙主修，畢業證書除了標示所屬科系學

位之外，將註記所修得之『第二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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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不同學院的學程規劃方式都是相同的嗎？ 

答：大致相同。  

參考下列各院學程圖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學程規劃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學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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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學程規劃 

 
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學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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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第四個學程選修的是外系的核心學程；而非專業選修學程，這樣還算是 

輔修學程嗎？  

答：是的。如果主修學程以外的第四個學程選修的是本系以外的學程（也就 是

外系的專業選修學程，此外也包括外系核心學程、其它學院的基礎學程）， 

修畢後它將成為你的『輔修學程』！ 
 

1-8 如果第四個學程選修的是其他學院的基礎學程，這樣可作為輔修學程嗎？  

答：是的。如果主修學程以外的第四個學程選修的是本系以外的學程（包括 外

系的專業選修學程、外系核心學程、其它學院的基礎學程），修畢後它將 成

為你的『輔修學程』！ 
 

1-9 跨院雙主修時，除專業選修學程，系核心學程外，是否仍需修院基礎學程（院 

基礎課程）？  

答：是的。雙主修必須滿足兩個系的主修學程規定，因此，兩個系的主修學程所

規定的全部項目都必須修完（院基礎學程是其中一個必然項目）！ 
 

1-10 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中的跨系所學分學程，在新的學程制度下，它 還

存在嗎？  

答：舊課架中的跨系所學分學程，在課程學程化之後已悉數併入各學院專業選

修學程之中，修畢之後將視同取得輔修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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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程制度下的修業規定 
 

2-1  我就讀 甲系，可不可以跑去修 乙 系的主修學程？  

答：可以，但是，一定要修完自己所就讀科系（A 系）的主修學程才能畢業。換

言之，甲 系的學生如果修了其他系（B 系）的主修學程，則意謂他畢業時 

必然是以 乙 系作為第二主修；也就是他取得了雙主修。 
 

2-2  我想修『輔修學程』，是否一定要從外系的『專業選修學程』當中擇一？選 

修外系的『系核心學程』或者其他學院的『院基礎學程』可以嗎？  

答：可以。只要，第四個學程選的是本系『專業選修學程』以外的學程，便算是

輔修學程；因此，選修任一個外系的『系核心學程』或其他學院的『院基礎

學 程』都會視為你的輔修學程。 
 

2-3  我修完了通識學分、主修學程（依照系上規定的三個學程）以及第四個學程 

（輔修學程或者系上的專業選修學程當中再擇一修完），且滿足了系上對這 

些學程的相關規定，這樣我就可以畢業了嗎？  

答：不一定喔，你必須滿足最低畢業學分 128 之規定。 

例如，若你修完通識＋主修學程＋輔修學程後，總共只有 120 學分，那麼

你仍應再加修 8 個 學分；但此 8 學分你可以自由地選修任意系所開設之課

程，意即補足學分差額就可以畢業，可自由選修，不必非得要湊足第五個學

程。 
 

2-4  學程制度實施後，我可以自由選擇我喜歡的課架嗎？我是100學年度入 

學，難道我非得跟著101學年度新生一起採用新上路的學程制度嗎？  

答：101(含)學年度以後入學一律使用學程課架；100(含)學年度以前入學之學 

生，可依當學年度或學程之相關規定審查畢業資格；惟須擇一應用。 
 

※例如，以 101 學年度學程化實施後為例： 
 

□大一（101 學年度入學）適用101 學年度起至畢業學年度間之學程課架； 

□大二（100 學年度入學）適用100、101學年度起至畢業學年度間之課架； 

□大三（99 學年度入學）適用99、101學年度起至畢業學年度間之課架； 

□大四（98 學年度入學）適用98、101學年度起至畢業學年度間之課架。 

 

舊生若欲以101學程化課架為畢業條件，需至教務處填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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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選用了非學程制度的舊課架，是否我可以選新課架（學程制）裡的課程來 

修？  

答：可以，但採用舊課架的同學，必須依照舊課架的相關規定來進行科目的抵

認以及審查畢業資格。但使用舊課架的學生，若也想選修輔修學程或專業

選修學程，那麼，與學程相關的部份必須依照學程課架的規定辦理。 
 

2-6  若我選用舊制度課架，那麼我可以選修學程嗎？  

答：可以，採用舊課架的同學，必須依照舊課架的相關規定來審查畢業資格。但

若能滿足學程制課架中『輔修學程』、『專業選修學程』之規定，也可以取得

該學程，並且註記在畢業證書上。若最後無法滿足學程之規定，其所修得之

學分則依照所選擇之舊課架進行抵認。 
 

2-7  我是用舊課架的舊生，學校努力地推行新的學程制度，顯然只有新生受惠而 

已，對於舊生顯然沒有什麼益處？ 

答：No！大錯特錯。 

本校規劃學程新制的同時，也為舊生做了彈性的考量。舊生使用舊課架之

餘，也能以「單點」方式選讀『輔修學程』（比傳統輔系容易）或者系上的

『專業選修學程』： 

(1)舊生的『輔修學程』：若選修非本系的專業選修學程、外系核心學程、其 

它學院的基礎學程，及格後此學程便成為你的『輔修學程』，列示在畢業

證 書之上。 

(2)舊生的『專業選修學程』：若選修本系的專業選修學程，及格後此學程便 

成為你的『專業選修學程』，並且列示於畢業證書之上。 
 

2-8  既然選用舊制度課架的我也可選修學程，那是否我只要任意修完一個完整學 

程，就會得到所謂的『輔修學程』或者『專業選修學程』？  

答：不一定，如果你修完的是自己系上的核心學程或者自己學院的基礎學程，

你頂多只能依照所選擇之舊課架進行抵認畢業學分；若修完本系的某○○專

業選修學程，你的畢業證書將標示『專業選修：○○學程』；若你修完了本

系以外的一個□□學程（其他學院基礎學程、外系核心學程、外系專業選修

學程），你的畢業證書將標示『輔修：□□學程』。 
 

2-9 我在修『院基礎學程』時，相同的科目如果本院的其他外系也有開設，我可

以不修自己系上所開設的嗎？  

答：名稱相同的課程，應修習本系所開設者（開課代碼相同，但「被開課單位」不

同），並由系所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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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程的登記、申請、抵免 
 

3-1  修習學程要不要登記或申請？何時登記？  

答：在學程制度下，學生所選修之相關學程，暫毋需事先提出申請或任何登 

記，惟須於大四上學期註冊日起一週內將所選擇之課架（選用哪個年度之課 

規）、修習學程，輸入教務處註冊暨課務組之『學程輔助及畢業初審系統』 

（暫名；開發中），以利通識中心、學系及註冊暨課務組辦理初審。平時

則可自行利用此系統進行試算，查詢應修、未修科目及可取得之學程等資

訊。 
 

3-2  如果我一直都沒有申請，那我可以中途改學程嗎？  

答：當然可以，你可以隨時視自己修課狀況選擇對自己最有利的學程，平時 則

可自行利用『學程輔助及畢業初審系統』（暫名；開發中）進行試算。只須

於大四上學期註冊日起一週內將所選擇之課架（選用哪個年度之課架）、

修習學程輸入該系統中，以利學系、通識中心及註冊暨課務組辦理審核。 
 

3-3  採用學程制度的新課架後，我要如何修輔系、副修、雙主修？需要申請嗎？ 

何時申請？  

答：學程新制下目前無『輔系』制度，而『輔修』與『雙主修』（第二主修） 均

開放選課時自由點選，不必事先申請，但須於大四上學期註冊日起一週內 將

所選擇之課架、修習學程輸入教務處註冊暨課務組之『智慧型學程選課輔助

及畢 業初審系統』（暫名；開發中），以利通識中心系所及註冊暨課務組辦

理初審。平時則可自行 利用此系統進行試算查詢應修、未修科目及可取得

之學程等資訊。 
 

3-4  我在目前所選的 甲 學程裡面修了某一門課，如果恰好 乙 學程也有同樣一

門課，那麼我修 乙學程時這個科目可以獲得承認嗎？ 

答：可以的，當你選修 乙 學程時，便可以不必再修這一門科目。在不同學程

中的相同課程或等同課程，可同時認定滿足學程要求；但畢業學分只能計 

算一次。 
 

3-5  我在選修不同學程時，若遇有科目抵認的問題、或者課架變動導致科目出現

異動時，該怎麼處理？  

答：關於學生的課程追認、抵免等申請，由各系所自行辦理並且進行審查。此

外，因應課程學程化，針對課程異動部份，凡系上所訂定等同或抵免之課程

均可列計畢業學分數，惟可否重複修習併同時列記畢業學分數，各系應清楚

規範。 
 

3-6  『院基礎學程（或院基礎課程）』可以拿來抵免一般通識嗎？ 

答：意義上，其實學院的基礎學程（基礎課程）就好像是「學院裡的通識等級之

課程」。本校的通識課程除了基本學門之外，還有人文藝術、自然、社會科

學和世界主要文明四大領域，學生修習本院基礎學程(基礎課程)可以抵修9 

學分通識課程，一個院的所有基礎課程最多還是只能抵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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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修習其它學院的基礎學程(基礎課程)還能再抵免通識嗎？  

答：不可以，各學院僅能開設一個基礎學程，院基礎學程部分課程得經本校通

識教育委員會同意後，列為通識教育相關學門之課程，其學分並得同時採

計為通識教育及各學院基礎學程之學分，惟最多以採計9學分為限，且不得

重複採計為畢業學分。 

倘若學生是修讀跨院雙主修跨院雙主修跨院雙主修跨院雙主修的話，二個院的基礎學程裡的所有課程都可各

抵免最多 9 學分的通識，其用意對本院學生而言，是將抵免的 9 學分可

以轉移到其他專業選修學程上，學生可以有更多的時間完成其他專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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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程制度下的學位證書與加註 
 

4-1  在學程制度下，我可能取得哪些學位？  

答：學程制度下，你可能取得以下幾種學位（均另須修完通識學分）： 

單主修(one major)：除了修畢所屬學系規定的主修學程之外，另須從該系

課架所規定的主修學程範圍中之選修一個專業選修學程並且及格，畢業證書 

將標示所就讀學系之學位。 

單主修及單輔修(one major & one minor)：除了修畢所屬學系規定的主修

學程（含有三個學程）之外，若另外選修的第四個學程不屬於本系學程（也

就是選擇外系的專業選修學程、核心學程、其它學院的基礎學程），則修畢

後此學程則成為『輔修學程』，畢業證書將加註『輔修：XXX 學程』。  

雙主修(double major)：若選修的課程能同時滿足本系與另一學系之主修學

程規定且及格者，除了可獲得本系學位以外，另一個學系將成為第二主修，

畢業證書將加註『第二主修：XXX 學系』。  

標示所修得之專業選修學程：畢業證書除了標示第二主修、輔修學程之外，

也會標示學生在學期間曾修完的本系專業選修學程，作為其在本系專業領域

的學習證明。  

其他：滿足更多輔修之條件（甚至，更多主修學程…雖然難度較高），端視

個人能力而定。 
 

4-2  請舉例說明什麼是單主修(one major)的學位？  

答：例如，管理系李大華同學，修完通識，以「社科院基礎學程 + 管理系核 心

學程 + 行銷創業學程（管理系）」作為他的主修學程；並且，選擇管理系

的專業選修學程之一「理財規劃學程」作為他的第四個學程，因他只完成管

理系的一套主修學程且滿足畢業條件；但沒有修習『輔修學程』，則他所取

得的是管理系學位! 
 

4-3  請舉例說明什麼是雙主修(double major)的學位？  

答：例如，管理系李大華同學，修完通識以及管理系的一套主修學程：「社科院

基礎學程＋管理系核心學程＋行銷創業學程(管理系) 」；但才智過人的他，

同時，也修完公事系的「公事系核心學程＋文官能力養成學程」，因為同一

學院，他不但達到管理系的畢業規定，也滿足公事系的主修學程規定，因

此，他將順利取得管理系學位 + 第二主修：公共事務學系! 【※因為公事

系核心學程、文官能力養成學程皆被認列為公事主修學程，所以這兩個學程

不會變成李大華的輔修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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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請舉例說明什麼是單主修單輔修(one major & one minor) 或單主修雙輔修 

(one major & two minor)的學位？ 

答：例如，管理系李大華同學修完通識，並以「社科院基礎學程 + 管理系核心

學程  +行銷創業學程(管理系) 」作為主修學程，並修完公事系「文官能

力養成學程」作為第四個學程，則他將順利取得管理系學位  + 輔修:文官

能力養成學程(one major & one minor)！如果他又額外修完一個應用經濟

系的「產業經濟學程」，則他將取得管理系學位 + 輔修:文官能力養成學

程、產業經濟學程(one major & one minor)! 
 

4-5  現在學校開始推學程制了，學程制度下未來輔系不再存在，可是我是使用舊

制的舊生，我還可以選修輔系嗎？  

答：當然可以，在舊制度依然存在的過渡期間，舊生還是可以選修輔系，但相關

修業規定也依照舊制辦理。 
 

4-6  畢業證書將會標示我所修到的學程或雙主修嗎？或者是另外印製一張證明

書？畢業證書到底會長得像什麼樣子？  

答：不會另行印製一張證明書，而是整合於畢業證書之上，這樣一來畢業校友升

學與就業時便不必額外多準備一張證件。若你修得『單主修』的學位，畢業

證書上僅標示你就讀科系之學位；若你修得『雙主修』的學位，畢業證 書上

除了你就讀科系之學位以外，還會標示第二主修之科系；若你有修得輔修學

程，這些輔修學程的名稱也會列示在畢業證書上；此外，你所修過的本系專

業選修學程，也會標示出來。 
 
 

P.S.畢業證書的樣式如下圖之樣本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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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若我採用了舊課架，但是修了學程制度的一個學程，是否會有學程證明書？

或是標示在畢業證書上？ 

答：無論新舊生，只要滿足了學程的規定條件，一律於畢業證書上註記此學程

（輔修或者是專業選修）；不再另行頒發學程證明書，但校外人士修習學程

者除外。 
 

4-8 要選修哪些種類的學程，畢業證書上才會將此學程標示出來？  

答：本系的核心學程與自己學院的基礎學程並不會標示在畢業證書上；會標示於

畢業證書的學程有兩類：(1)本系的專業選修學程（修完後你的畢業證書將

標示『專業選修：○○學程』），以及 (2)本系以外的學程（也就是輔修學

程，包括其他學院基礎學程、外系核心學程、外系專業選修學程，修完後你

的畢業證書將標示『輔修：□□學程』）。 
 

4-9 聽說學程制將使用新版畢業證書，若我採用了舊課架，但是修了學程，那

麼 我的畢業證書使用舊式或者新式？ 

答：自101學年度起將採用前述之新式畢業證書，因而無論新舊生，都是使用相

同的新畢業證書。 
 

4-10 聽說舊制度與學程制在101學年度起都將使用新版畢業證書，那這樣一

來，我選擇學程化新課架的畢業證書與選舊制度課架的畢業證書豈不是毫

無區別？  

答：不盡然相同。基本上，不管使用的是新課架或舊課架，畢業證書的樣式 都是

一樣（都只有標示所就讀科系之學位）；但是，若是有取得輔修學程、專業

選修學程或是第二主修，畢業證書就會有標示，也就是說，學程化新制度把

就學資歷的證明直接整合於同一張畢業證書之上。 
 

4-11若有舊生選舊課架，且有修舊課架的輔系或雙主修，若畢業時又符合某一個

新課架之學程的完整學分，畢業證書上將會如何表現？  

答：使用舊課架的同學若有取得輔系或雙主修（依規定只會有其中一個），畢業

證書將會標示出來；此外，若還有額外修完輔修學程、專業選修學程，畢業

證書也會有標示。舉例來說，若李大華取得心理系學位以及傳播系雙主修

（依照舊課架），以及修完心理系的心理學專業理論學程（專業選修），同 時

也修完服務營運學程（管理系），則畢業證書將標示：『心理系學位＋雙主

修：傳播系＋專業選修：心理學專業理論學程＋輔修：服務營運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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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程制新課架與舊課架並存之過渡時期處理 
 

5-1  如果我選用了學程制度的新課架，那麼我的雙主修、輔系、課程認列應該如 

何辦理？  

答：無論新舊生，若選擇以學程課架為其畢業課架，則依學程制度之輔修（目前學

程制度下無輔系制度）、雙主修規定辦理。 
 

5-2  如果我選用舊制度的課架，我可以選修新制度的學程嗎？修完後也會有學程

證明嗎？  

答：學程制度的優勢之ㄧ便是鼓勵同學可以強化自己的輔修領域，因此鼓勵同學

修習學程。本校自101學年度起將採用之新式畢業證書，無論新舊生，只要

滿足了輔修學程（或專業選修學程）的規定條件，一律於畢業證書上註記”

輔修：○○學程”（或”專業選修：○○學程”）；不再另行頒發學程證明書，

但校外人士修習學程者除外。 
 

5-3  若我選用舊制度課架，但是我也想選修一個新制度的學程，那麼我應該提出

登記或者申請嗎？  

答：不必事先申請，均開放同學選課時自由點選，但須於大四畢業當學期課程加

退選結束後一週內將所選擇之課架、歷年成績單及修習學程科目填寫『學士

班舊生修讀新學程課程申請單』並送出，以利系所及註冊暨課務組辦理初審。 
 

5-4  若我選用舊制度課架，而且也選修了學程，那麼我應該遵循新制或舊制？  

答：若學生選擇以非學程制度之舊課架作為畢業課架，則其所申請之輔系、雙主

修應依所選用課架之規定辦理；倘若選用舊課架之學生選修了學程，則此學

程將依照學程制之相關課架規定辦理。 
 

5-5  若舊課架內原本應有科目因學程關係被刪除了，該怎麼辦？  

答：因實施課程學程化後，科目大幅修改異動，100學年度前入學者因課程刪減

未開以致無法選修時，為保障學生修課的權益，將以專簽處理。 
 

5-6  我採用的是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可是因為新課架變成學程制，使得舊

課架 的某些科目消失或者改了名字，該怎麼辦？  

答：可從新課表中尋找相似科目來替代，透過課程的追認、抵認等手續，由各學

系自行辦理並且進行審查。此外，因應課程學程化，針對課程異動部份，凡系

上所訂定等同或抵免之課程均可列計畢業學分數，惟可否重複修習併同時列

記畢業學分數，各系應清楚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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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我採用的是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如果我也想選修學程，那麼我目前在

舊課表上已修完的課有可能獲得學程的抵認嗎？  

答：關於學生的課程追認、抵認等申請，由各學系自行辦理並且進行審查。此

外，因應課程學程化，針對課程異動部份，凡系上所訂定等同或抵免之課程

均可列計畢業學分數，惟可否重複修習併同時列記畢業學分數，各系應清楚

規範。 
 

5-8  我採用的是100學年度之前的舊課架，而且我也修了舊課架中的跨領域學

分學程，但是在新的學程制度下，它還存在嗎？  

答：舊課架中的跨領域學分學程，在課程學程化之後，仍保留開課，未來將併入

各學院跨領域學程之中，未來修畢學院跨領域學程之後，將視同取得輔修

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