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組學生之要求：  

1.必修「梵文文法」和「梵語文獻導讀」外，巴利語或藏文文法為 2 選 1。 

2. 必修「日文文法」一年外，另須選修佛學英文一年或佛學日文一年或佛學英、日文各一學期。  

    專業必修：  11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  21 學分 （本組至少修滿 11學分，其餘學分可跨組選課。） 

    行門專修：   8 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40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4學分，40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學分(由佛教學系碩士班依實際情況安排適當課程)，校際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100(上)日文文法 (Ⅰ)、當代歐美佛學論著導讀、梵文文法等共同科目,開放給學士班選修,將來可申請抵免,不可計入畢業學分。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0 級 課程科目表(印度佛教組)       100.5.4 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5.26 修正) 
一年級上學期(100 學年度上) 一年級下學期(100 學年度下) 二年級上學期(101 學年度上) 二年級下學期(101 學年度下) 

必修 11 學分 
日文文法 (Ⅰ) 0 
歐美佛學資料選讀 0 
梵文文法 2  
印度佛教史專題(Ⅰ) 2 
宗教學專題 2 

日文文法 (Ⅱ) 0 
當代歐美佛學論著導讀 0 
梵語文獻導讀 2/巴利語文法 1 
印度佛教史專題(Ⅱ)  2 
 

日文佛學資料選讀 (Ⅰ) 0 
英文佛學資料導讀  0 
藏文文法 1 
 

日文佛學資料選讀 (Ⅱ) 0 
英文佛學資料選讀  0 

選修 21 學分(本組至少修滿 11 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 
漢譯佛典專題(Ⅲ)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語言．文字(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Ⅰ)(共同)2 

 

《大乘莊嚴經論》〈波羅蜜品 2〉梵典研究

(Ⅰ)2 

大乘佛教專題(Ⅰ)2 

印度佛典專題 2 
巴利語佛典研讀 (Ⅰ)2 

巴利文獻研究 (Ⅰ)2 

印度佛典專題 2 

學術研究方法與寫作(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Ⅳ)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文獻、目錄(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Ⅱ)(共同)2 

 

《大乘莊嚴經論》〈波羅蜜品 3〉梵典研究

(Ⅱ)2 

大乘佛教專題(Ⅱ)2 

巴利語佛典研讀 (Ⅱ)2 

巴利文獻研究 (Ⅱ)2 

 

佛教禪修傳統與宗教經驗(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Ⅰ)(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版本．斠讎(共同)2 
 
《大乘莊嚴經論》〈波羅蜜品 4〉梵典研
究(Ⅲ)2 
中觀思想專題研討 (Ⅰ)2 
印度佛典專題 2 
巴利語佛典研讀 (Ⅲ)2 
巴利文獻研究 (Ⅲ)2 

大乘佛教的菩薩形象(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Ⅱ)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翻譯、詮釋(共同)2 
 

《大乘莊嚴經論》〈供養品〉梵典研究 2 

中觀思想專題研討 (Ⅱ)2 

巴利語佛典研讀 (Ⅳ)2 

巴利文獻研究 (Ⅳ)2 

行門必修（合計：6 學分，含研修畢業呈現 2 學分） 

朝暮定課研修(Ⅰ) 0.5  
三學精要研修(Ⅰ)1 

朝暮定課研修(Ⅱ) 0.5  
三學精要研修(Ⅱ)1 

朝暮定課研修(Ⅲ) 0.5  
 

朝暮定課研修(Ⅳ) 0.5  
研修畢業呈現 2 

行門必選採學年制，至少 3 必選 1 (合計：2 學分) 
  禪修專題研修 (Ⅰ) 1 

儀軌專題研修 (Ⅰ) 1 
弘化專題研修 (Ⅰ) 1 
 

禪修專題研修 (Ⅱ) 1 
儀軌專題研修 (Ⅱ) 1 
弘化專題研修 (Ⅱ) 1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0 級 課程科目表(漢傳佛教組)      100.5.4 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年級上學期(100 學年度上) 一年級下學期(100 學年度下) 二年級上學期(101 學年度上) 二年級下學期(101 學年度下) 

必修 10 學分 
日文文法 (Ⅰ) 0 
歐美佛學資料選讀 0 
梵文文法 2 / 藏文文法 1/藏文佛典導讀 1 
漢傳佛教史專題 (Ⅰ) 2 
印度佛教史專題 (Ⅰ) 2/宗教學專題 2 

日文文法 (Ⅱ) 0 
當代歐美佛學論著導讀 0 
漢傳佛教史專題(Ⅱ) 2 
 

日文佛學資料選讀 (Ⅰ) 0  
英文佛學資料導讀 0  
 

日文佛學資料選讀 (Ⅱ) 0  
英文佛學資料選讀 0 

選修 22 學分（本組至少修滿 11 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 
漢譯佛典專題(Ⅲ)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語言．文字(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Ⅰ)(共同)2 

 

《六祖壇經》專題 2 

中國淨土專題研究 (Ⅰ)2 

初期漢傳佛教專題(Ⅰ)2 

陳那論書專題研究(Ⅰ)2 

《阿毗達磨俱舍論•業品》研究(Ⅰ)2 

天台止觀(Ⅰ)2 

法界觀專題 2 

學術研究方法與寫作(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Ⅳ)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文獻、目錄(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Ⅱ)(共同)2 

 

《圓覺經》專題 2 

中國淨土專題研究 (Ⅱ)2 

初期漢傳佛教專題(Ⅱ)2 

陳那論書專題研究(Ⅱ)2 

《阿毗達磨俱舍論•業品》研究(Ⅱ)2 

天台止觀(Ⅱ)2 

佛教理論與實踐 2 

佛教禪修傳統與宗教經驗(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Ⅰ)(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版本．斠讎(共同)2 

 

《般舟三昧經》專題 2 

曹洞宗禪學專題 2 

安世高研究(Ⅰ)2 

禪與止觀專題(Ⅰ)2 

瑜伽行派止觀專題(Ⅰ)2 

印度後期唯識思想專題(Ⅰ)2 

《阿毗達磨俱舍論》專題(Ⅰ)2 

天台專題 2 

華嚴專題 2 

大乘佛教的菩薩形象(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Ⅱ)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翻譯、詮釋(共同)2 

 

《觀無量壽經》專題 2 

臨濟宗禪學專題 2 

安世高研究(Ⅱ)2 

禪與止觀專題(Ⅰ)2 

瑜伽行派止觀專題(Ⅱ)2 

印度後期唯識思想專題(Ⅱ)2 

《阿毗達磨俱舍論》專題(Ⅱ)2 

法華專題 2 

菩薩道專題 2 

行門必修（合計：6 學分，含研修畢業呈現 2 學分） 

朝暮定課研修(Ⅰ) 0.5  
三學精要研修(Ⅰ)1 

朝暮定課研修(Ⅱ) 0.5  
三學精要研修(Ⅱ)1 

朝暮定課研修(Ⅲ) 0.5  
 

朝暮定課研修(Ⅳ) 0.5  
研修畢業呈現 2 

行門必選採學年制，至少 3 必選 1 (合計：2 學分) 

  禪修專題研修(Ⅰ) 1 
儀軌專題研修(Ⅰ) 1 
弘化專題研修(Ⅰ) 1 

禪修專題研修(Ⅱ) 1 
儀軌專題研修(Ⅱ) 1 
弘化專題研修(Ⅱ) 1 

漢傳組學生之要求：  

1. 梵、藏語文可修一種並修滿一年。 

2. 日文須修滿二年，且英文須修滿一年。 

    專業必修： 10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 22  學分 （本組至少修滿 11學分，其餘學分可跨組選課） 

    行門專修：  8  學分(每學期不得超過 4學分)。選修課程為學年制課程，上下學期所選課程必須一致。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40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4學分，40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學分(由佛教研究所依實際情況安排適當課程)，校際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本組 100(上) 天台止觀(Ⅰ)、100(下) 天台止觀(Ⅱ)開放給學士班選修,可計入畢業學分,將來不可申請抵免。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0 級 課程科目表(藏傳佛教組)      100.5.4 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年級上學期(100 學年度上) 一年級下學期(100 學年度下) 二年級上學期(101 學年度上) 二年級下學期(101 學年度下) 

必修 12 學分 
日文文法 (Ⅰ) 0/歐美佛學資料選讀 0 
藏文文法 1/宗教學專題 2 
藏文佛典導讀(Ⅰ)1/西藏佛教史專題(Ⅰ)2 
西藏重要祖師著作專題(Ⅰ)2 

日文文法 (Ⅱ) 0 
當代歐美佛學論著導讀 0 
藏文佛典導讀(Ⅱ)2 
 

英文佛學資料導讀 0 
日文佛學資料選讀 (Ⅰ) 0 
梵文文法 2 
 

英文佛學資料選讀 0 
日文佛學資料選讀 (Ⅱ) 0 

選修 20 學分（本組至少修滿 10 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 
漢譯佛典專題(Ⅲ)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語言．文字(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Ⅰ)(共同)2 

 
 
西藏因明思想專題(Ⅰ)2 
西藏中觀思想專題(Ⅲ)2 
宗喀巴師徒著作專題(Ⅰ)2 
西藏佛學研究方法(Ⅰ)2 

學術研究方法與寫作(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Ⅳ)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文獻、目錄(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Ⅱ)(共同)2 

 
西藏因明思想專題(Ⅱ)2 
西藏中觀思想專題(Ⅳ)2 
西藏重要祖師著作專題(Ⅱ)2 
宗喀巴師徒著作專題(Ⅱ)2 
西藏佛學研究方法(Ⅱ)2 
西藏佛教史專題(Ⅱ)2 
 

佛教禪修傳統與宗教經驗(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Ⅰ)(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版本．斠讎(共同)2 
 
西藏因明思想專題(Ⅲ)2 
西藏中觀思想專題(Ⅰ)2 
西藏重要祖師著作專題(Ⅲ)2 
宗喀巴師徒著作專題(Ⅲ)2 
西藏密續思想專題(Ⅰ)2 
西藏儀軌思想專題(Ⅰ)2 
西藏醫方明思想專題(Ⅰ)2 
西藏對法思想專題(Ⅰ)2 
西藏唯識思想專題(Ⅰ)2 
西藏般若思想專題(Ⅰ)2 

大乘佛教的菩薩形象(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Ⅱ)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翻譯、詮釋(共同)2 
 
西藏因明思想專題(Ⅳ)2 
西藏中觀思想專題(Ⅱ)2 
西藏重要祖師著作專題(Ⅳ)2 
宗喀巴師徒著作專題(Ⅳ)2 
西藏密續思想專題(Ⅱ)2 
西藏儀軌思想專題(Ⅱ)2 
西藏醫方明思想專題(Ⅱ)2 
西藏對法思想專題(Ⅱ)2 
西藏唯識思想專題(Ⅱ)2 
西藏般若思想專題(Ⅱ)2 

行門必修（合計：6 學分，含研修畢業呈現 2 學分） 

朝暮定課研修(Ⅰ) 0.5  
三學精要研修(Ⅰ)1 

朝暮定課研修(Ⅱ) 0.5  
三學精要研修(Ⅱ)1 

朝暮定課研修(Ⅲ) 0.5  
 

朝暮定課研修(Ⅳ) 0.5  
研修畢業呈現 2 

行門必選採學年制，至少 3 必選 1 (合計：2 學分) 

  禪修專題研修(Ⅰ) 1 
儀軌專題研修(Ⅰ) 1 
弘化專題研修(Ⅰ) 1 

禪修專題研修(Ⅱ) 1 
儀軌專題研修(Ⅱ) 1 
弘化專題研修(Ⅱ) 1 

西藏佛教組學生之要求：  
1. 「藏文文法」必須修滿一學期，而「藏文佛典導讀」必須修滿一年。 
2. 「梵文文法」（含暑期課程）須修滿一學年。 
3. 日文或英文擇一修滿一年半。  

專業必修： 12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 20  學分 （本組至少修滿 10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 

行門專修：  8  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40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4學分，40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學分(由佛教學系碩士班依實際情況安排適當課程)，校際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藏文文法開放給學士班選修，可計入畢業學分，但將來不可申請抵免。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 100 級 課程科目表(佛學資訊組)      100.5.4 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年級上學期(100 學年度上) 一年級下學期(100 學年度下) 二年級上學期(101 學年度上) 二年級下學期(101 學年度下) 

必修 12 學分 
歐美佛學資料選讀 0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Ⅰ) 2  

梵文文法 2 

印度佛教史專題(Ⅰ) 2 

當代歐美佛學論著導讀 0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Ⅱ) 2 

 

英文佛學資料導讀 0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 (Ⅲ) 2  

人文資訊學導論(Ⅰ) 2 

英文佛學資料選讀 0 

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 (Ⅳ) 2   

人文資訊學導論(Ⅱ) 2  

 

選修 20 學分（本組至少修滿 10 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 
漢譯佛典專題(Ⅲ)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語言．文字(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Ⅰ)(共同)2 

宗教學專題(共同) 2 

 
 

 

學術研究方法與寫作(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Ⅳ)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文獻、目錄(共同)2 
阿含經研究 (Ⅱ)(共同)2 

 

程式語言 2  

佛學數位資訊資源的研究與應用 2 

佛教禪修傳統與宗教經驗(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Ⅰ)(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版本．斠讎(共同)2 
  

佛學數位工具資源專題 2 

資料庫系統 2  

腳本語言進階 2 

大乘佛教的菩薩形象(共同)2 
漢譯佛典專題(Ⅱ) (共同)2 
實用佛教文獻學：翻譯、詮釋(共同)2 
 

Linux 伺服器及網頁伺服器管理實務 2 

佛教數位文獻學專案  2 

進階網頁技術 2 

行門必修（合計：6 學分，含研修畢業呈現 2 學分） 

朝暮定課研修(Ⅰ) 0.5  
三學精要研修(Ⅰ)1 

朝暮定課研修(Ⅱ) 0.5  
三學精要研修(Ⅱ)1 

朝暮定課研修(Ⅲ) 0.5  
 

朝暮定課研修(Ⅳ) 0.5  
研修畢業呈現 2 

行門必選採學年制，至少 3 必選 1 (合計：2 學分) 

  禪修專題研修(Ⅰ) 1 
儀軌專題研修(Ⅰ) 1 
弘化專題研修(Ⅰ) 1 

禪修專題研修(Ⅱ) 1 
儀軌專題研修(Ⅱ) 1 
弘化專題研修(Ⅱ) 1 

佛學資訊組學生之要求：  

1. 梵文修滿一年  

2. 英文修滿二年  

專業必修 ： 16 學分  

最低專業選修 ： 16 學分（本組至少修滿 8學分；其餘可跨組選修，但其中必跨組選修 4學分。）  

行門專修： 8 學分  

最低畢業總學分（專業必修+最低專業選修＋行門專修）：40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4學分，40 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免修) 

以同等學歷入學者須另選修專業課程 6學分(由佛教學系碩士班依實際情況安排適當課程)，校際選課須經系主任同意。 

※本組 100(上)佛學資訊、工具與技術(Ⅰ)、100(下)程式語言、101(上)資料庫系統等開放給學士班選修,不可計入畢業學分，但將來可申請抵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