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學 99 級日間學制學生修業規定一覽表(碩、博士班)
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8 日第 35 次教務會議通過

碩士班
共
同
修業規定

系所

1.每學期論文口試期間為：第 1 學期為 8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第 2 學期為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當學期並依規定辦理註冊。
2.其他有關學位論文考試事項依本校學則、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各學系研究生學位
修讀及考試辦法辦理。

應修學分數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宗教系
碩士班

一、 碩士班研究生（不含碩士在職專班），至少應修習
一門下列課程，初階與進階合計 4 學分。
梵文：「初階梵文、進階梵文」
「初階梵文佛典導讀、進階梵文佛典導讀」
英文：「初階佛學英文文獻選讀、進階佛學英文文
畢業學分：30 學分(不含論文)
獻選讀」
1.專業必修 8 學分。
日文：「初階宗教學日文文獻選讀、進階宗教學日
2.專業選修 22 學分。
文文獻選讀」
二、須修滿主修領域(佛教、綜合宗教)至少 10 學分。
三、在學期間須參加研討會 4 次、演講 8 場，並取得研
習證明。

中文系
碩士班

1.非本科系或以同等學力報考考生，須補修下列大學部專業
課程至少 3 組(含)以上：
A.古籍導讀(一)(二)
畢業學分：32 學分(不含論文)
B.文字學(一)(二)
1.專業必修：16 學分
C.中國文學史(一)(二)
2.專業選修：16 學分
D.詩選及習作(一)(二)
E.中國思想史(一)(二)
2.研究生須於提交論文口試申請表前於校內(或校外)
學術期刊或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一篇以上。

應外系
碩士班

畢業學分：30 學分(不含論文)
1.專業必修：8 學分
TOEIC 850 提供證明書影本至系辦，始可畢業。
2.專業選修：22 學分

資管系
碩士班

1.學生須修畢本所規定之大學部基礎課程 3 門，未符合
者將視學生個別情況要求補修。
畢業學分：30 學分(不含論文)
2.研究生須於提交論文口試申請表前於學術期刊或學
1.專業必修：6 學分
術研討會發表論文一篇以上。
2.專業選修：24 學分
3.本所專業選修 24 學分(共同選修 6 學分、主修組別
課程(二擇一)12 學分、他組課程 6 學分)。

公管系
碩士班

1.本所專業選修 30 學分。(得於本系碩專班及本校其他
系所碩士班、碩專班選修課程，總計不得超過 9 學分，
畢業學分：33 學分(不含論文)
其超過者不予認列畢業學分。)
1.專業必修 3 學分。
2.專業選修 30 學分。
2.其他修業規定依本系碩士班學生研修辦法 、碩士班
修課規範、碩士學位論文計畫書審查要點辦理。

國企系
碩士班

畢業學分：30 學分(不含論文)
專業選修課程：每學期得於本系碩專班及本校其他系所碩士
1.專業必修：10 學分
班、碩專班選課，總計不得超過本系專業選修 8 學分。
2.專業選修：20 學分

成教系
碩士班

畢業學分：31 學分(不含論文)
研究生須於提報論文口試前，至少參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
1.專業必修：7 學分。
學位論文口試各三場。
2.專業選修：2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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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應修學分數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社福系
碩士班

畢業學分：32 學分(不含論文)
本所學位考試定於 1 月份及 6 月份舉行，研究生應於 12 月
1.專業必修 10 學分。
15 日及 5 月 15 日前完成申請。
2.專業選修 22 學分。

法律系
碩士班

1.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應修畢專業選修「法學英文
(一)(二)」、「法學日文(一)(二)」與「法學德文
畢業學分：32 學分(不含論文)
(一)(二)」課程ㄧ學年(即三門課程擇一修讀，需上
1.專業必修：2 學分。
下學期相同)。
2.專業選修：30 學分。
2.碩士生須於提交論文口試申請表前於校內公開發表
論文初稿。

1.非相關科系報考者，需補修大學部普通心理學(一)、
心理統計學(一)(二)，共 9 學分。
2.選修課程部分基礎選修課程至少選修 9 學分，專業選
應心系
碩士班

資傳所

修課程至少選修 15 學分。
畢業學分：30 學分(不含論文)
3.部份專業選修修習順序如下，未修過先修科目者不得
1.專業必修：6 學分
選修進階課程：
2.專業選修：24 學分
科目名稱

先修課程

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專題

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專題

心理衡鑑專題

變態心理學專題
或心理病理總論

畢業學分：30 學分（不含畢
業論文）
一、本所專業必修 6 學分 一、本所研究生依規定修畢相關學分後，應提論文計畫
並獲通過，始得申請參加學位考試。
二、本所專業選修 24 學分
1.共同選修課程 9 學分 二、本所研究生申請論文口試前應於學術期刊或學術研
討會發表論文一篇以上，或參加相關創作作品公開
2.主修組別課程(二擇
發表一次以上（必須為第一作者，或唯一作者），
一)9 學分
並取得主辦單位之證明。
3.其他本所選修課程 6
學分或外所選修課程 6
學分
博士班

共
同
修業規定

系所
中文系
博士班

1.每學期論文口試期間為：第 1 學期為 8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第 2 學期為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當學期並依規定辦理註冊。
2.其他有關學位論文考試事項依本校學則、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各學系研究生學位修讀及
考試辦法辦理。

應修學分數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畢業學分：24 學分(不含論文)
有關博士班資格考試及學位論文考試事項依本校學則、研究
1.專業必修：8 學分
生學位考試辦法及本系博士班修業辦法辦理。
2.專業選修：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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