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 

 

通識教育 

修業說明 
 

 

 適用對象：108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





1 

 

壹、通識課程學分 

      依據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劃，通識教育課程主要包含語文能力課程

與博雅教育課程及現代書院實踐課程。語文能力課程是由中文能力課群、外語

能力課群所組成，博雅教育課程是由人文藝術課群、社會科學課群與自然科學

課群等三大課群所組成，現代書院課程則由生命教育課群、生活教育課群與生

涯教育課群等三大課群所組成，加上共同教育課群總共為九大課群，學士班學

生至少須修習通識課程 3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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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文能力課程：共１２學分；中文能力課群至少６學分，外語能力課群至少６學分。 

類別 課程名稱 修業說明 類別 學分數 

中文能力課群 
國文一  必修 ３ 

國文二 必修 ３ 

外語能力課群 

英文一 1. 英文、日文、韓文、泰文、越

文：五種語言課程至少選修一

種外語修讀。 

2. 該課程必須完整修習上下學

期才能得到外語能力課群學

分。（例：若同學修讀英文一、

日文二，則無法計算學分） 

3. 每學期修課時數為 3學分 4小

時。 

4. 須完成(參與)新生定向之英

文能力分班考試，才可修習英

文課程。 

選修 ３ 

英文二 選修 ３ 

日文一 選修 ３ 

日文二 選修 ３ 

韓文一 選修 ３ 

韓文二 選修 ３ 

泰文一 選修 ３ 

泰文二 選修 ３ 

越文一 選修 ３ 

越文二 選修 ３ 

二、共同教育課群：共２必修學分，「體育」與「通識涵養」為必修 0學分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修業說明 類別 學分數 

共
同
教
育
課
群 

通識涵養 

本課程依通識教育中心所公告

之通識涵養認證講座，學生在畢

業前須完成 20場講座。 

必修 ０ 

程式設計 

資訊應用學系同學不可選修，但

資訊應用學系仍需選修通識課

程共 32學分方可畢業。 

必修 ２ 

服務學習 可供修台美雙學位課程。 選修 ０ 

體育一 

可供修台美雙學位課程。 

選修 ０ 

體育二 選修 ０ 

體育三 選修 ０ 

體育四 選修 ０ 

一般體育(一) 
修課時數為 2小時 

必修 ０ 

一般體育(二) 必修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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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名稱 修業說明 類別 學分數 

共
同
教
育
課
群 

飛鏢 

太極拳、有氧舞蹈、圍棋、籃球、

桌球、射箭、排球、網球、羽球、

皮拉提斯、飛鏢、有氧瑜珈、壘

球：十三種體育項目需擇二項選

修。 

選修 ０ 

羽球 選修 ０ 

圍棋 選修 ０ 

籃球 選修 ０ 

桌球 選修 ０ 

射箭 選修 ０ 

排球 選修 ０ 

網球 選修 ０ 

太極拳 選修 ０ 

皮拉提斯 選修 ０ 

有氧舞蹈 選修 ０ 

有氧瑜珈 選修 ０ 

軍訓一 

軍訓課程折抵役期之適用對象

為民國 82 年 12 月 31 日(含)以

前出生。修課時數為 2小時。 

選修 ０ 

軍訓二 選修 ０ 

軍訓三 選修 ０ 

軍訓四 選修 ０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一)國際情勢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

抵役期之適用對象為民國 83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生。修課時

數為 2小時。 

選修 ０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二)國防政策 
選修 ０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三)全民國防 
選修 ０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四)防衛動員 
選修 ０ 

教學實習(一) 

僅提供教學助理修讀。 

選修 １ 

教學實習(二) 選修 １ 

教學實習(三) 選修 １ 

教學實習(四) 選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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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博雅教育課程：共１２學分（人文藝術課群、社會科學課群及自然科學課群） 

類別 課程名稱 修業說明 

人文藝術課群 

小說選讀、詩歌選讀、散文選讀、戲劇選

讀、中國文化與書院精神、西洋藝術史、

亞洲藝術史、大航海時代與近代世界的

形成、宗教哲學、宗教文化、宗教經典導

讀、宗教與信仰、哲學概論、批判思考、

人文藝術課群-微學分、台灣民俗與飲食 

除各系排除本課群中之

課程外，左列課程至少須

修習１門（至少３學分） 

社會科學課群 

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緒論、管

理學、心理學、憲法與政府、文化人類學、

媒體識讀、社會科學課群-微學分、現代

公民與生活法律 

除各系排除本課群中之

課程外，左列課程至少須

修習１門（至少３學分） 

自然科學課群 

生命科學、生態與生物多樣性、地球科

學、科學發展史、草本植物、生活化學、

數學-遊戲解謎、代數、自然科學課群-微

學分、全球暖化與古氣候變遷、環境倫理

學 

除各系排除本課群中之

課程外，左列課程至少須

修習１門（至少３學分） 

例如：我修了「人文藝術課群－宗教經典導讀」、「社會科學課群－文化人類學」以及

「自然科學課群－代數」總共９學分了，因此，我還需要在這三個課群中任選

一門，才能滿足畢業規定的１２學分。 

註：各學系課群或課程排除情形，詳見Ｐ.６。 

四、 現代書院實踐課程：共６學分（生命教育課群、生活教育課群及生涯教育課群） 

類別 課程名稱 修業說明 

生命教育課群 

生命的畫像、道德思考、人生哲學、禪與生

命智慧、宗教與人生、生命教育服務學習、

生命教育自主學習、生命教育課群-微學分、

幸福人生與道德思辨 

左列課程至少須修習

１門（２學分） 

生活教育課群 

藝術欣賞、音樂欣賞、生活美學、三品文化

講座、書畫美學與實作、琴棋美學與實作、

生活教育服務學習、生活教育自主學習、生

活教育課群-微學分、文學與生活品味、運

動與文化生活、宗教藝術與文化生活 

左列課程至少須修習

１門（２學分） 

生涯教育課群 

生涯發展、專業倫理、三生講會、生涯教育

服務學習、生涯教育自主學習、生涯教育課

群-微學分 

左列課程至少須修習

１門（２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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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通識課程修課建議 

一、修課建議規劃表 

課群 修別＆學分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語文能力課程 必修 12學分 ˇ ˇ       

共同教育課群 必修 2學分 ˇ ˇ       

人文藝術課群 

選修 12學分 ˇ ˇ ˇ ˇ ˇ ˇ   社會科學課群 

自然科學課群 

生命教育課群 

選修 6學分 ˇ ˇ ˇ ˇ ˇ    生活教育課群 

生涯教育課群 

備註：ˇ為建議修課年級 

 

参、零學期課程規劃 

本校自 107 學年度起，已著手規劃零學期通識課程，修課期間為暑假。若有

興趣修習的同學，請注意「佛光大學網站」或 「佛光大學微學分」粉絲團

公告。  

  

 佛光大學微學分 

 粉絲團 佛光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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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通識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一、各學院（系）通識教育選修之課群/課程排除情況 

學系名稱 排除之課群/課程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不排除 

歷史學系 不排除 

外國語文學系 不排除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專業倫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 

應用經濟學系 專業倫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 

公共事務學系 專業倫理、政治學、憲法與政府 

心理學系 心理學、專業倫理 

管理學系 專業倫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文化人類學 

傳播學系 不排除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不排除 

資訊應用學系 程式設計、數學-微積分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管理學、草本植物 

未來與樂活學系 不排除 

佛教學系 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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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課、證照檢核諮詢與輔導 

項次 課程或學程 諮詢、輔導單位 辦公室位置 分機 

1 國文、外語、語文相關課程 語文教育中心 雲起樓 212-1室 
12622 

12623 

2 除第 1項以外之通識教育課程 通識教育中心 雲起樓 212-2室 
12611 

12612 

三、通識常見問題 

Q1：我要如何查詢通識相關最新消息? 

A1：『通識教育委員會』網址置於佛光大學首頁/行政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之下。可查

詢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涵養、語文教育中心、圍棋發展中心等資訊。 

Q2：請問要如何查詢通識涵養演講或場次登記公告？ 

A2：於通識教育委員會網站中，最新消息/通識涵養之下。可查詢通識涵養演講時間與

場次登記情況。 

Q3：通識涵養課程開設在星期一第 8-9節，有需要在那時候去上課嗎？ 

A3：同學不需要於該時段每週至教室上課。該時段會有通識教育中心辦理的相關活

動，可參考通識教育委員會網頁。至於通識涵養相關內容介紹，詳見頁 08。 

Q4：為什麼我的「通識涵養」沒有成績呢？ 

A4：若同學的「通識涵養」場次未達 20場，成績單上將不會顯示成績喔～若大四前尚

未通過「通識涵養」的同學，每學期所累計之場次亦不會消失不見喔！ 

Q5：若「通識涵養」沒有顯示成績的話，那有需要再選課嗎？ 

A5：本中心於同學大一上學期時統一帶入「通識涵養」，因已有選課紀錄，若同學們於

大一時尚未通過上述課程，亦不須再選課喔～（轉學生與轉系生須選課喔～） 

Q6：請問要如何查詢自己完成了幾場次？ 

A6：可以從學生系統登入後，點選「成績及修業」中的「通識涵養課程」即可查詢。

或至通識中心查詢。 

 

通識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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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通識涵養相關事宜 

一、 緣起： 

佛光大學為培養學生擁有公民素質，且欲培育學生具有全人的特質與能力，因此特訂定此

課程。 

二、注意事項： 

（一）邀請各領域校外講者:提供同學多元的知識學習管道。分為「通識涵養系列講座」、

「通識涵養認證活動」。 

（二）課程目標：培養學生擁有三生教育、公民素養。 

（三）保留原通識涵養講座之時段: 

星期一晚上八點到九點，依然保留原通識涵養講座之時段，讓各院系有固定時間辦

理通識涵養。相關演講資訊，以通識教育中心最新公告為主。 

（四）演講時間：通識涵養認證活動依申請單位不定時舉辦。 

（五）成績計算： 

成績採「通過制」四年期間參加完 20 場演講，其演講包含通識依學院主辦之「通

識涵養系列講座」與各單位所辦之「通識涵養認證活動」與通識涵養講座，始得通

過通識涵養課程。每一場的通識涵養認證，皆由主辦單位決定認證方式（簽到、簽

退、寫心得等等），自 108 學年起，每聽完一場通識演講，都必需要登入學生系統/

成績及修業/通識涵養課程線上撰寫心得。108-1學期仍然為試辦階段，108-2學期

全面實施，若沒有線上撰寫心得將不會認證喔！若畢業前尚未通過「通識涵養」的

同學，在學期間「通識涵養」場次皆會累計場次。 

（六）通識涵養場次登錄： 

1、通識涵養最新場次登錄情形，將不定時於「通識教育委員會」網站上公告。 

2、為了維護演講之秩序，通識教育中心保有檢查是否有同學代簽情況之權力，若有

發現代簽之情況，則一律不登錄至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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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微學分與自主學習 

關於微學分的小知識 

Q1：什麼是微學分呢？ 

A1：是代替通識教育課的一種方法，只要修滿該課群的學分數時數，就可以抵認該課群的

學分喔～～～舉例來說：今天我選了生活教育課群微學分，2學分的課換算成時數是

36小時，那就只需要修滿 36小時的生活教育課群微學分，就可以抵免啦～ 

 

Q2：我要怎麼報名微學分課程呢？ 

A2：從 107-2學期開始，我們開始使用微學分系統來做申請跟選課。 

從這個上面也可以完整的看到你們修過哪些課程！（但是在這之前修過的課程還是必

須跑人工抵認喔！） 

 

Q3：那如果我選了生命教育課群的微學分，我可以拿來抵認其他課群的課嗎？  

A3：不行唷！選了哪一個課群，就只能抵認那學群的課。 

 

Q4：如果今天我選人文藝術課群的多元文化課程，修完之後還可以再修一次嗎？ 

A4：很抱歉！一個子題只能夠上一次，不能夠重複選喔，但你仍是可以選其他的微學分來

累積時數喔 

  

Q5：若我今天選了微學分的課程，但我臨時有事情沒辦法到課怎麼辦？成績會怎麼算呢？ 

A5：因為微學分課程屬於彈性及累積時數方式上課，若真的確定選擇該子題上課要記得不

能缺課喔，這樣就不能順利累積時數了。課程結束後，待老師或申請微學分的單位在

微學分系統公布成績，系統會幫你們紀錄上課時數，完成該課群的學分，就會自動幫

你們抵免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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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性別平等相關事宜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性騷擾或性侵害－基本知識 

(A)性騷擾 

定義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程度者：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

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騷擾的特點 

一、敵意的環境或/且交換式性騷擾。 

二、與性或性別偏見/歧視有關。 

三、違反他人之主觀意願，且讓人心裡感到不舒服。 

四、對他人造成身心之影響。 

性騷擾的類型 

1.言語的騷擾（verbal harassment）：在言語中帶有貶抑任一性別的意味，包

括帶有性意涵、性別偏見或歧視行為及態度，甚或帶有侮辱、敵視或詆毀其

他性別的言論。例如：過度強調女性的性徵、性吸引力，讓女性覺得不舒

服；或者過度強調女性之性別特質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並加以貶損（或明

褒暗貶）。 

2.肢體上騷擾(physical harassment)：任一性別對其他性別（通常較多出現在

女性）做出肢體上的動作，讓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及不舒服。例如：擋住去路

（要求外出約會、做出威脅性的動作或攻擊）、故意觸碰對方的肢體（掀裙

子、趁機撫摸胸部及其他身體的部分或暴露性器等）等俗稱吃豆腐的行為。 

3.視覺的騷擾(visual harassment)：以展示裸露色情圖片或是帶有貶抑任一性

別意味的海報、宣傳單，造成當事人不舒服者。 

4.不受歡迎的性要求(unwanted sexual requests)：以要求對方同意性服務作

為交換利益條件的手段。例如：教師以加分、及格等條件要求學生約會或趁

機佔性便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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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性騷擾 

 令人不舒服的身體接觸，如擁抱、親吻或觸摸 

 盯著看或擠眉弄眼 

 被人摩擦身體 

 不斷追問別人的私生活 

 使人反感的涉及性的手勢 

 與性有關的言論或笑話 

 與性有關的不雅圖片或海報 

 對別人的性別做出侮辱或嘲笑 

 挑逗性的口哨 

校園性騷擾 

校園性騷擾係指事件之雙方當事人為校園之教職員工及學生，或事件發生於學

校中者。它雖然可能發生在校園的各種人際關係之間，但在性別與階層雙重權

力關係運作之下，通常以男對女、男教師對女學生、男上司對女下屬（適用於

兩性工作平等法之範圍）等模式最為常見。 

一般可分為兩類： 

 交換式性騷擾：指一方利用職權以學業成績或工作為要脅，明示或暗示要

求另一方提供性服務作為交換； 

 敵意環境性騷擾：任何針對校園教職員工生所為、影響其學習或工作環境

的性騷擾行為。 

性騷擾由誰來認定？ 

性騷擾主要以受害合的主觀感受來確定，例如：感到不舒服、被歧視、或被侵

犯等。別忘了，即使在網路上散播有關性歧視、性暗示等令人不悅的性意涵語

言、圖片等，也會構成性騷擾。 

當然，在目前的性別文化影響下，發生於同儕之間對於非傳統性別特質者（例

如氣質陰柔的男孩，或是陽剛的女孩），或是性傾向不同者的歧視與騷擾行為，

亦是常見的校園性騷擾樣態。也由於騷擾者處於權力較高的位置，使得受害人

經常於事發當時或無力反抗，或不得不屈從，事後也不敢聲張，導致其身心狀

況受損，學習與工作權益皆受到影響。因此，為維護校園善意與安全空間，妥

善處理校園性騷擾事件是學校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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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性侵害 

定義 

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個人意願之方法而強制發生的性行

為。這種強制的性行為，包括強迫口交、肛交、性交或用手或器具進入對方的

性器官、肛門等行為，都是性侵害。 

(C)性騷與性侵防治 Q & A 

知識充電篇 

Q1：怎麼樣才會構成性騷擾？ 

簡單來說，性騷擾的構成要件有四項:不受歡迎、違反意願、具有性的意涵、

造成當事人不愉快。如果有人對你的言論和行為符合上述四項要旨，就可以

初步認定是性騷擾事件。如果在工作環境中，還有敵意工作環境的性騷擾以

及交換式性騷擾。相關法令中都有比較嚴謹的定義可供參考。 

Q2：校園常見的性騷擾事件有哪些？ 

言語方面:具有性意涵而且是不受歡迎或是讓當事人覺得受到汙衊的言語或言

論。請注意:侮辱不同性傾向的言論亦包含在內。行為方面:廁所和浴室偷

拍、偷窺、觸摸臀部、胸部、網路散播色情圖片、公布他人私密圖片、私密

書信、暴露生殖器等等。 

Q3：情侶分手後一方反悔或是繼續騷擾，算是性騷擾嗎？ 

情侶分手前後如果當時沒有發生任何違反當事人意願的廣義性行為，如擁

抱、牽手、接吻、口交、性交等等，一般情況之下，並不屬於性騷擾。不過

如果前述行為違反當事人一方之意願，就可能構成性騷擾，甚或性侵害。 

Q4：什麼是性侵害？ 

通常指的是對於身體或精神方面的嚴重傷害，如強制性交或未經同意的性虐

待。 

發生前的預防 

Q1：什麼樣的人會性騷擾或性侵害他人？ 

性騷擾或是性侵害的加害人如果有明顯的外表或行為特徵，那麼事發之後就

容易找到罪魁禍首了，很可惜，每個案件的加害人都不太一樣，很難一概而

論。從統計數字來看，以男性居多。 

Q2：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被人性騷擾或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的受害人也沒有明顯的外表或行為特徵。不過，在案件

的統計上，以女性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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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校園有哪些地方是比較容易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地方？ 

通常加害人會選擇燈光較差，人跡罕至，沒有監視器之處，例如:中午沒人使

用的空教室，偏僻位置的廁所(通常是女廁所)，湖畔，校園周邊僻靜道路等

等。這些地方學校經過同學報案後，都曾經去會勘並加強照明及監視裝備，

以及加強巡邏。如果同學發現尚有未盡理想之處，請隨時向學校反映。 

Q4：我要怎樣才能避免在校園遭到性騷擾或性侵害？ 

如果不幸碰到這樣的事，錯不在受害人，而在加害人以及加害人對受害人所

造成的身體和心理的傷害。沒有萬全可以避免的治本之道；避免行經偏僻道

路，或者結伴同行，或是隨身攜帶口哨或可照相的手機，都是治標的辦法。

如果自己發生這類事件或是發現校園有這類事情發生，都可去電學校性平專

線 03-9871000轉 11285通報。 

自我保護篇 

Q1：在學校發生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時，哪些人才可以向學校舉發？ 

當事人當然可以舉發；如果當事人有顧慮的話，也可以委請師長或好友以檢

舉人身分幫忙舉發。 

Q2：被性騷擾或性侵害不是很丟臉嗎?為什麼要舉發?若鬧的全校都知道，以後要

怎麼做人？ 

騷擾或是侵害別人的加害人才應該覺得丟臉，應該覺得以後沒法做人。受害

人應該從法律途徑討回公道。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現在已經是犯罪事件。自

認倒楣除了縱容犯罪之外，也會讓自己的自尊受到二度傷害。現在學校和司

法機關都有處理機制、亦有義務對這些事件加以處理，當事人應該積極尋求

協助，以幫助自己度過事件的傷害，並遏止加害人繼續非法行為或是逍遙法

外。 

Q3：如果被騷擾或是侵害的人不想舉發，知情的師生可以舉發嗎？ 

可以，知情的人可以以「檢舉人」身分，檢舉相關證據，向導師尋求協助或

性平專線分機 11285舉發。 

Q4：如果不想向學校舉發，還有哪些途徑？ 

可以向性騷擾或性侵害發生地點的警察單位舉發；或是打免付費報案電話

113，向各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報案。 

Q5：舉發時要準備什麼資料？ 

各項相關的書面、錄音、或是網路資訊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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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資訊 

(A)本校申訴管道 

不論妳/你，或身邊的同學，被師長或同儕騷擾，都鼓勵鼓起尋求導師協助或撥性

別平等專線（03-9871000分機 11285）投訴。 

學校依定會秉持保密、公平原則進行調查，保障你的權益。當申請人及檢舉人提

出申請調查後，學校將在 3日內受理，並視需要組成調查小組（詳細流程，請參

考下圖）。 

(B)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處置流程參考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