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015 

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 

 

108.12.25 108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01.14 108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創造多元、彈性之跨領域學習環境，擴增學生學習

廣度與深度，提升競爭力，特訂定學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學院、各學系（以下簡稱各院系）學士班。 

第 3 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有關學程及課程之開設，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

定者，依學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4 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須完成四大學程，包含：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業學程、

跨領域特色學程以及通識教育學程。 

前項所稱領域係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10條所定各學系之名稱。 

領域核心學程與領域專業學程由學系負責規劃開設。跨領域特色學程由學院負責

規劃開設。通識教育學程由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開設。 

第 5 條    各類學程之學分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跨領域特色學程」按 20-25學分數規劃。 

二、「領域核心學程」按 24-39學分規劃。 

三、「領域專業學程」按 20-25學分規劃。 

四、「通識教育學程」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按 32學分規劃。 

各類學程包含之課程，依其重要性區分為必修或選修，跨領域特色學程及領域核

心學程必修課程學分數，合計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二；領域專業學程之

必修課程學分數則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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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學系所規劃之應修畢業總學分數超過 130學分（含通識 32學分）者，應檢討

各學程之課程數規劃是否妥適。 

第 6 條    跨領域特色學程係指為培育跨領域特殊人才，由院內學系或跨院合作規劃。於規

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院可開設跨領域特色學程數至多二個。 

完成所屬學院跨領域特色學程者，列為輔修，畢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學院 XXX

學程。 

第 7 條    領域核心學程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並參照本校及其所屬學院教育目標規劃開設。

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系暨各

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僅能開設一個領域核心學程。 

第 8 條    領域專業學程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學生升學或就業進路所需之專業能力規劃

開設。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

系暨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以開設二個領域專業學程為上限，若為舊制開設三個（含）以上者，須於

110學年度結束前完成二個領域專業學程之調整。 

修畢本系之其他領域專業學程者，加註：領域專業選修 XXX學程。 

第 9 條    本校為推動國際化，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得另行規劃設置

國際學程及就業學程，其核定程序如下： 

一、國際學程：15學分；本校學生依規定申請赴經本校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進修，

而取得之學分與成績，經國際處審查後，得認列為國際學程，畢業證書加註：選

修國際學程。 

二、就業學程：為培養學生之就業能力，由本校教務處設置虛擬產業學院與特定企業

合作規劃並提供學生未來就業而設置之學程，其學分數按 15-25學分規劃，規劃

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提請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修畢就業學程者，畢業證書加註：輔修就業學程。 

第 10條    為使學程對應學生學習需求，課程符合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每五年辦理

一次學程及課程外審為原則。 

第 11條    學程新增、修改及退場機制規定如下： 

一、學程之新增︰院系學程數，應符合本辦法第 7、8、9條之規範。 

二、學程之修改︰學程內之課程，異動達三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學程之修改，

應重新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領域專業學程之退場：學程內任一必修課程，選修人數連續兩年未達最低開課標

準，或兩年全學程課程之異動達二分之一，應即進行學程檢討，並向院、校課程

委員會提出改善措施或學程退場之規劃。 

第 12條    不同學程如列有相同或等同之課程，經學程所屬單位審查同意認列，該課程之學

分得同時採計為不同學程之學分，惟畢業學分只計算一次，不同學程之相同課程以 2

門為上限。 

第 13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須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完成通識教育學程，並依

本辦法規定，完成所屬學院一項跨領域特色學程及各該學系主修領域，且總學分數不

得少於 128學分，始得畢業。 

若完成前項規定之學程後，仍不足 128學分，可以自由選修補足。 

其亦得透過第二輔修方式修讀外系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業學程、學院跨領域特

色學程或其它就業學程等方式補足，畢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 學院（系）XXX 學程。 

第一項所稱主修領域係指各學系領域核心學程及任一領域專業學程之統稱，其總

學分數最高不得超過 64學分。 

第 14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除主修領域外，完成其所屬學系其他領域專業學程者，畢業



證書加註：領域專業選修 XXX學程；完成其他學系之主修領域者，稱第二主修，畢業

證書加註：第二主修 XXX學系 XXX學程。 

第 15條    各院系應利用各種場合、方式，向本院系學生說明實施學程之意義與方式，並解

釋本院系及其他各院系各類學程之意義與內涵;各學系班級或學術家族導師，亦應觀

察各導生之性向、就業或升學取向等，輔導學生選課及逐步完成其合適之學程。 

第 16條    學生修習各類學程，無須事先登記或申請，惟須於三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初選前，

至「個人學習藍圖（IDP系統-iProgram）」確認所選擇修習之學程及其所屬課程架

構學年度，俾利各相關單位辦理初審及教務處辦理複審。其審查結果，教務處應通知

各學系、學生及其導師。 

第 17條    本辦法於 109年 1月 14日修正後適用於 110（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109（含）

學年度以前入學已依原定課程架構修習之學生，亦得申請，經院系輔導後，適用本辦

法之規定。 

實施新制後，新、舊制之學程和課程抵認事宜依各院、系相關抵認辦法規定自行

辦理。 

第 18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創造多元、彈性之跨

領域學習環境，擴增學生學

習廣度與深度，提升競爭

力，特訂定學程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創造多元、彈性之學

習環境，擴增學生學習廣度

與深度，提升競爭力，特訂

定學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為符應學程 2.0 之

精神，增加「跨領

域」字眼。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

學院、各學系（以下簡稱各

院系）學士班。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

學院、各學系（以下簡稱各

院系）學士班。 

本條未修正。 

第 3 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有

關學程及課程之開設，應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

未規定者，依學則或其他相

關規定辦理。 

第 3 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有

關學程及課程之開設，應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

規定者，依學則或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文字修正。 

第 4 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畢

業前須完成四大學程，包

含：領域核心學程、領域專

業學程、跨領域特色學程以

及通識教育學程。 

前項所稱領域係指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 10條

所定各學系之名稱。 

領域核心學程與領域

專業學程由學系負責規劃

開設。跨領域特色學程由學

院負責規劃開設。通識教育

學程由通識教育委員會負

責規劃開設。 

第 4 條    本校各院系學士班課

程，除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

辦法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

外，其餘課程應依本辦法規

定納入相關學程。 

1.修正學生畢業前

需修讀之學程，

並新增學程主責

規劃單位。 

2.新增第 2 項領域

分類之參考依

據。 

第 5 條    各類學程之學分數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跨領域特色學程」按

20-25 學分數規劃。 

二、「領域核心學程」按

24-39學分規劃。 

三、「領域專業學程」按

第 5 條    各院系學程依其性

質，區分為院基礎學程、系

核心學程、專業選修學程及

跨領域學程。各類學程應於

規劃時，一併提送學程特色

描述，其學分數依下列規定

辦理︰ 

修正各類學程學分

數規劃及必修課程

學分數。 



20-25 學分規劃。 

四、「通識教育學程」依本

校通識教育實施辦

法，按 32學分規劃。 

各類學程包含之課

程，依其重要性區分為必修

或選修，跨領域特色學程及

領域核心學程必修課程學

分數，合計不得低於該學程

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二；領域

專業學程之必修課程學分

數則不得低於該學程總學

分數之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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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學系所規劃之應修

畢業總學分數超過 130學

分（含通識 32學分）者，

應檢討各學程之課程數規

劃是否妥適。 

一、「院基礎學程」按 15-21

學分數規劃。 

二、「系核心學程」按 24-39

學分規劃。 

三、「專業選修學程」及「跨

領域學程」按 21-27

學分規劃。 

各類學程包含之課

程，依其重要性區分為必修

或選修，基礎學程及核心學

程必修課程學分數，合計不

得低於該學程總學分數百

分之五十五；專業學程之必

修課程學分數則不得低於

該學程總學分數之三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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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學系所規劃之應修

畢業總學分數超過 130學

分（含通識 32學分）者，

應檢討各學程之課程數規

劃是否妥適。 

第 6 條    跨領域特色學程係指

為培育跨領域特殊人才，由

院內學系或跨院合作規

劃。於規劃完成後，應填具

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

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

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

定。 

各學院可開設跨領域

特色學程數至多二個。 

完成所屬學院跨領域

特色學程者，列為輔修，畢

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學院

XXX學程。 

第 6 條    各學院基礎學程由學

院依其教育目標，並參照本

校教育目標，整合所轄各學

系基本課程規劃開設。規劃

完成後，應連同學程特色描

述、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

大綱及其他相關表件，於提

經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

議後，報本校課程委員會核

定。 

各學院僅能開設一個

基礎學程。 

102（含）學年度以前

入學且選擇 102（含）學年

度以前通識課程架構審查

1.修正院學程名稱

及相關內容說

明。 

2.新增各院可開設

跨領域特色學程

數之規定。 

3.刪除第三項規

定。 

4.新增第 3 項完成

所屬學院跨領域

特色學程列為輔

修。 



畢業資格者，其中部分必

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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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教育及各該學院基礎學

程之學分，惟最高以採計 9

學分為限，且畢業時不得

重複採計為畢業學分。 

第 7 條    領域核心學程由學系

依其教育目標，並參照本校

及其所屬學院教育目標規

劃開設。規劃完成後，應填

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

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

各該學系暨各該學院課程

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

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僅能開設一個

領域核心學程。 

第 7 條    各學系核心學程由學

系依其教育目標，並參照本

校及其所屬學院教育目標

規劃開設。規劃完成後，應

連同學程特色描述、學程內

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及其

他相關表件，於提經各該學

系暨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

審議後，報本校課程委員會

核定。 

各學系僅能開設一個

核心學程。 

系核心學程修正為

領域核心學程。 

第 8 條    領域專業學程由學系

依其教育目標，及學生升學

或就業進路所需之專業能

力規劃開設。規劃完成後，

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

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

綱，經各該學系暨各該學院

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

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以開設二個領

域專業學程為上限，若為舊

制開設三個（含）以上者，

須於 110學年度結束前完

成二個領域專業學程之調

整。 

修畢本系之其他領域

專業學程者，加註：領域專

業選修 XXX學程。 

第 8 條    各學系專業學程由學

系依其教育目標，及學生升

學或就業進路所需之專業

能力規劃開設。規劃完成

後，應連同學程特色描述、

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

綱及其他相關表件，於提經

各該學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後，報學院課程委員會核

定，並轉報本校課程委員會

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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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專業學程應分別

依其專業能力取向，及學

程特色定其名稱。 

1.各學系開設領域

專業學程數以 2

個為上限。 

2.新增舊制開設三

個以上專業學程

之學系調整學程

數期限。 

3.新增第 3 項修畢

領域專業學程加

註於畢業證書。 



 第 9 條    跨領域學程係指為培

育特殊人才，跨院或跨系合

作規劃並由學院開設之特

殊學程。 

跨領域學程規劃完成

後，應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

之課程大綱及其他相關表

件，由規劃單位提經主辦該

學程之學院課程委員會審

議後，報本校課程委員會核

定。 

各學院得開設跨領域

學程之數目，由各學院自行

斟酌決定。 

各項跨領域學程應分

別依其性質或專業能力取

向，定其名稱 

本條文規範跨領域

學程之開設，學院

已設有跨領域特色

學程，因此將本條

文刪除。 

第 9 條    本校為推動國際化，提

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及提升

學生就業能力，得另行規劃

設置國際學程及就業學

程，其核定程序如下： 

一、國際學程：15學分；

本校學生依規定申請

赴經本校認可之境外

大學院校進修，而取得

之學分與成績，經國際

處審查後，得認列為國

際學程，畢業證書加

註：選修國際學程。 

二、就業學程：為培養學

生之就業能力，由本校

教務處設置虛擬產業

學院與特定企業合作

規劃並提供學生未來

就業而設置之學程，其

學分數按 15-25學分

規劃，規劃完成後，應

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

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

第 9-1 條   由校級設置之特殊學

程為國際學程及就業創業

學程，其核定程序分別說明

如下： 

一、國際學程：15學分；

為國際處設置之學

程；本校學生依規定申

請赴經本校認可之境

外大學院校進修，而取

得之學分與成績，得認

列為國際學程。本學程

不實際開課，作為抵認

學分用，無需送審。 

二、就業創業學程：15學

分；為培養學生之就業

與創業能力，為教務處

設置之學程，規劃完成

後，應連同學程內各項

課程大綱及其他相關

表件，提請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1.修正條次。 

2.就業學程學分數

修正為 15-25 學

分。 

3.新增修畢國際學

程及就業學程於

畢業證書加註。 



課程大綱，提請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修畢就業

學程者，畢業證書加

註：輔修就業學程。 

第 10條    為使學程對應學生學

習需求，課程符合院、系教

育目標、核心能力，每五年

辦理一次學程及課程外審

為原則。 

第 10條    第 6條至第 9條各類學

程及課程之審議、修正及核

定程序，以及各項表件之格

式，由教務處定之。 

為使學程對應學生學

習需求，教務處應定期檢視

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與課程之對應關係，各學院

（基礎學程、跨領域學程）

及各學系（核心學程、專業

選修學程）每五年辦理一次

學程及課程外審為原則。 

簡化條文。 

第 11條    學程新增、修改及退場

機制規定如下： 

一、學程之新增︰院系學程

數，應符合本辦法第

7、8、9 條之規範。 

二、學程之修改︰學程內之

課程，異動達三分之一

（含）以上者，即為學

程之修改，應重新提送

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領域專業學程之退

場：學程內任一必修課

程，選修人數連續兩年

未達最低開課標準，或

兩年全學程課程之異

動達二分之一，應即進

行學程檢討，並向院、

校課程委員會提出改

善措施或學程退場之

規劃。 

第 11條    學程新增、修改及退場

機制規定如下： 

一、學程之新增︰院系學程

數，應符合本辦法 6、

7、8 條之規範。 

二、學程之修改︰學程內之

課程，異動達三分之一

（含）以上者，即為學

程之修改，應重新提送

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專業選修學程之退

場：學程內任一必修課

程，選修人數連續兩年

未達最低開課標準，或

兩年全學程課程之異

動達二分之一，應即進

行學程檢討，並向院、

校課程委員會提出改

善措施或學程退場之

規劃。 

1.修正條次。 

2.修正專業選修學

程名稱。 

第 12 條    不同學程如列有相同

或等同之課程，經學程所屬

單位審查同意認列，該課程

之學分得同時採計為不同

第 13 條    不同學程如列有相同

或等同之課程，經學程主辦

院、系課程委員會審查同意

者，該課程之學分得同時採

1.修正條次。 

2.為避免各系學程

有太高比例之相

同課程，新增相



學程之學分，惟畢業學分只

計算一次，不同學程之相同

課程以 2 門為上限。 

計為不同學程之學分，惟畢

業時不得重複採計為畢業

學分。 

同或等同課程之

認列以 2 門為上

限之規定。 

第 13 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須

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

規定，完成通識教育學程，

並依本辦法規定，完成所屬

學院一項跨領域特色學程

及各該學系主修領域，且總

學分數不得少於 128學

分，始得畢業。 

若完成前項規定之學

程後，仍不足 128 學分，可

以自由選修補足。 

其亦得透過第二輔修

方式修讀外系領域核心學

程、領域專業學程、學院跨

領域特色學程或其它就業

學程等方式補足，畢業證書

加註：輔修 XXX學院（系）

XXX學程。 

第一項所稱主修領域

係指各學系領域核心學程

及任一領域專業學程之統

稱，其總學分數最高不得超

過 64 學分。 

第 14 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須

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

規定，完成通識教育課程，

並依本辦法規定，完成各該

學系主修領域，再另加一項

學程，且總學分數不得少於

128學分，始得畢業。 

第一項所稱另加一項

學程，得為下列各學程： 

一、所屬學系之其他專業學

程。 

二、其他各院系之基礎學

程、核心學程、專業選

修學程或跨領域學程。 

三、國際學程。 

 

第 12條    本辦法稱主修領域

者，係指各學系包括其核心

學程、任一專業選修學程及

其所屬學院基礎學程之統

稱。 

各學系主修領域總學

分數，最高不得超過 81 學

分。 

1.修正條次。 

2.修正學程修習畢

業條件。 

3.新增第二項及第

三項修滿規定之

學程後仍不足

128學分，可以自

由選修課程或學

程補足，並於畢

業證書加註。 

4.新增第 4 項，主

修領域之定義及

學分數。 

5.第12條規定併入

第 13條。 

第 14 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除

主修領域外，完成其所屬學

系其他領域專業學程者，畢

業證書加註：領域專業選修

XXX學程；完成其他學系之

主修領域者，稱第二主修，

畢業證書加註：第二主修

XXX學系 XXX學程。 

第 15 條    各院系學士班學生，除

主修領域外，完成其所屬學

系其他專業選修學程者，稱

專業選修；完成其他院系之

基礎學程、核心學程、專業

選修學程或各學院之跨領

域學程者，稱輔修，完成其

他學系之主修領域者，稱第

二主修。 

1.修正條次。 

2.新增畢業證書加

註。 

 

 

第 16條    學生依第 14條規定修

滿學程、學分，畢業時其學

位證書依所屬學系學位及

主修領域之專業選修學程

本條畢業證書加註

已分別規定在第

6、8、9、13 及 14

條，因此本條刪



證明外，並加註其所修學

程： 

一、修畢其他學系主修領域

者，加註：第二主修

XXX學系 XXX學程。 

二、105（含）學年度以前

入學，修畢其他學院基

礎學程者，加註：輔修

XXX學院基礎學程。 

三、修畢本學院跨領域學程

者，加註：輔修本學院

XXX跨領域學程。 

四、修畢其他學院跨領域學

程者，加註：輔修 XXX

學院 XXX跨領域學程。 

五、修畢其他學系核心學程

者，加註：輔修 XXX

學系核心學程。 

六、修畢其他學系專業選修

學程者，加註：輔修

XXX學系 XXX學程。 

七、修畢本系之其他專業選

修學程者，加註：專業

選修 XXX學程。 

八、修畢國際學程者，加

註：選修國際學程。 

除。 

第 15 條    各院系應利用各種場

合、方式，向本院系學生說

明實施學程之意義與方

式，並解釋本院系及其他各

院系各類學程之意義與內

涵;各學系班級或學術家族

導師，亦應觀察各導生之性

向、就業或升學取向等，輔

導學生選課及逐步完成其

合適之學程。 

第 17 條    各學系應利用各種場

合、方式，向本系學生說明

實施學程之意義與方式，並

解釋本系及其他各院系各

類學程之意義與內涵;各學

系班級或學術家族導師，亦

應觀察各導生之性向、就業

或升學取向等，輔導學生選

課及逐步完成其合適之學

程。 

各學系核心及專業選

修學程內之課程，應至少開

放該門課選課人數百分之

七之名額供外系學生選修。 

1.修正條次。 

2.各學程之選修為

開放式，不應限

制外系學生選

修，且 108 學年

度課程初選將取

消年級別、系別

等選課限制，因

此刪除第二項規

定。 



 第 18條    學生修習學程，其所獲

課程學分，如已超過各該學

程規定學分二分之一者，於

選修該學程其他未修課程

時，得優先選課。有關優先

選課辦法，由教務處另定

之。 

由於目前選課制度

已全面開放不設系

別及年級限制，同

時以學程 IDP 系統

預排課程與選課系

統連結，因此本條

規定已不符實際需

求，故刪除之。 

第 16 條    學生修習各類學程，無

須事先登記或申請，惟須於

三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初選

前，至「個人學習藍圖（IDP

系統-iProgram）」確認所選

擇修習之學程及其所屬課

程架構學年度，俾利各相關

單位辦理初審及教務處辦

理複審。其審查結果，教務

處應通知各學系、學生及其

導師。 

第 19 條    學生修習各類學程，無

需事先登記或申請，惟需於

三年級第二學期課程初選

前，至「學程總表暨學程化

畢業初審系統」確認所選擇

修習之學程及其所屬課程

架構學年度，俾利各相關單

位辦理初審及教務處辦理

複審。其審查結果，教務處

應通知各學系、學生及其導

師。 

1.修正學程系統名

稱。 

2.調整選習學程時

間至三年級第一

學期課程初選

前。 

第 17條    本辦法於 109年 1月

14日修正後適用於 110

（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學

生；109（含）學年度以前

入學已依原定課程架構修

習之學生，亦得申請，經院

系輔導後，適用本辦法之規

定。 

實施新制後，新、舊制

之學程和課程抵認事宜依

各院、系相關抵認辦法規定

辦理。 

 新增本條關於法規

適用及過渡時期學

程和課程抵認之規

定。 

第 1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2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條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