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法制作業辦法
107.07.04 106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法規作業能遵循公正、公開之程序，以完備法規
內容，促進教職員生對本校之信賴，提升行政效能，特制定本辦法。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得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行政程序法或中央政府相關法制作
業規定辦理。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法規，係指本校基於大學法、私立學校法、教育部及其它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主管法令及本校組織規程等規定之職權，對本校不特定教職員生，就一般事項
所作抽象並具規範效果之規定。

第 3 條

本校法規之名稱，依其性質得定為規程、辦法、學則、規則、準則或細則。其定
義如下：
一、規程：屬於規定學校組織及校務準據者稱之。
二、辦法：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權限或權責事項者稱之。
三、學則：屬於規定學校教學事項者稱之。
四、規則：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稱之。
五、準則：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者稱之。
六、細則：屬於規定法規施行之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者稱之。

第 4 條

第 5 條

下列法規應提經校務會議審議：
一、涉及本校教職員生之基本權益事項者。
二、依大學法、私立學校法或教育部主管法令規定，應提經校務會議審議者。
三、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應提經校務會議審議者。
四、其他應經校務會議審議之法規。
下列法規應提經行政會議審議：
一、涉及本校各單位之行政事項者。
二、依規定應提報教育部或董事會審議核定之法規。
三、應提經校務會議審議之法規。
四、依本校組織規程或相關法規規定，應經行政會議通過者。
五、其他應經行政會議審議之法規。

第 6 條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條」，各條之下並得分為項、款、目。項不冠
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目冠以（一）
、
（二）
、
（三）等數字，
均應加具標點符號。
法規內容繁複或條文較多者，得劃分章、節，並分別冠以第○章、第○節。

第 7 條

本校法規經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由主辦單位於七日內簽請校長核定，並發布施
行。但依相關法令規定，須報教育部或董事會核定之法規，自奉核定後五日內發布施
行。

依本校一級單位業務會議設置辦法規定，應提經各該會議議決之法規，其經議決
後，應由各該主辦單位於七日內簽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並刊登本校網頁，以利查
詢。
本校法規公告與發布時，應由秘書室審核法規格式與程序是否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並完成統籌分類編號。
第 8 條

本校法規自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

第 9 條

本校應建立法規檢核機制，由秘書室於每年十二月底前，通知各一級單位，檢討
各該單位於次一年度內擬制定、修正或廢止之法規，並由秘書室審核彙整提報行政會
議通過後，納入管考。

第 10 條

本校各項法規草案，於提報相關會議審議前，應先簽報校長同意，並於本校電子
公文系統及網頁公告十日（含例假日）以上，以徵詢本校教職員生之意見。必要時，
並得召開公聽會，俾更廣泛徵詢意見。

第 11 條

第 12 條

本校法規制訂、修正或廢止之提案，應包含下列文件：
一、總說明。
二、條文說明表（制訂案適用），或新舊條文對照表（修正案適用）。
三、法規制訂或修正後全文（廢止案為原法規全文）。
本校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修正：
一、基於校務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二、因相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須配合修正者。
三、規定之單位已裁撤或變更者。
四、同一事項規定於二種以上之法規，其內容有衝突或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

第 13 條

第 14 條

法規之修正，其修正（含新增）條文未達原有條文百分之五十者，為部分條文修
正案。其新舊條文對照表，僅須列明擬修正（或新增）之條文，原條文之順序不予變
更。新增之條文應於適當條文之後，列為第○-1 條（或第○-2 條,…）。有刪除之條
文者，其條次順序應調整。
其修正（含新增）條文達原有條文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為全部條文修正案。其新
舊條文對照表，應列明新舊全部條文，修正條文之順序，並應重行安排。
本校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廢止：
一、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事變遷，而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二、因相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且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三、已定有新法規者。

第 15 條

本校法規之修正或廢止程序，準用本辦法有關法規制訂之規定。

第 16 條

本校各一級單位於其職權範圍內，為規範其內部組織、業務處理、人事管理、或
解釋法規等，得訂定行政規章，其名稱應定為要點、須知、注意事項、規定、原則等。
前項行政規章於提經各單位業務會議通過後，由各單位逕行發布實施。行政規章
不得違背本校法規之規定，違背者自始失其效力。

第 17 條

第 18 條

行政規章分點書寫，各點冠以一、二、三等數字；各點之下如須細分，則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再細分則冠以 1、2、3 等數字，均應加具標點符號。
本校法規之適用：
一、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
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二、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修正後，適用或準用
修正後之法規。
三、各單位受理教、職員、生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
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
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第 1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佛光大學法制作業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 7 條
本校法規經相關會議 第 7 條
本校法規經相關會議
審議通過後，由主辦單位
審議通過後，由主辦單位
於七日內簽請校長核定，
於七日內簽請校長核定，
並發布施行。但依相關法
並發布施行。但依相關法
令規定，須報教育部或董
令規定，須報教育部或董
事會核定之法規，自奉核
事會核定之法規，自奉核
定後五日內發布施行。
定後五日內發布施行。
依本校一級單位業務
依本校教務會議、學
會議設置辦法規定，應提
生事務會議、總務會議、
經各該會議議決之法規，
各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其經議決後，應由各該主
規定，應提經各該會議議
辦單位於七日內簽請校長
決之法規，其經議決後，
核定後發布施行，並刊登
應由各該主辦單位於七日
本校網頁，以利查詢。
內簽請校長核定，並發布
本校法規公告與發布
施行。
時，應由秘書室審核法規
本校法規發布時，應
格式與程序是否符合法制
由秘書室統籌分類編號，
作業規範，並完成統籌分
並刊登本校法規資訊網，
類編號。
以利查詢。

說明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
皆應設有單位業務
會議，故取消單位名
稱。

第 10 條
本校各項法規草案， 第 10 條
本校各項法規草案， 1.「十日以上」表示
於提報相關會議審議前，
於提報相關會議審議前，
公告日須超過十
應先簽報校長同意，並於
應先簽報校長同意，並於
日，加註天數計算
本校電子公文系統及網頁
本校網頁公告十日以上，
方式。
公告十日（含例假日）以
以徵詢本校教職員生之意 2.目前公告起算日
上，以徵詢本校教職員生
見。必要時，並得召開公
以電子公文公告
之意見。必要時，並得召
聽會，俾更廣泛徵詢意見。
日期為依據。
開公聽會，俾更廣泛徵詢
意見。
第 11 條

本校法規制訂、修正 第 11 條
本校法規制訂、修正 修改標點符號。
或廢止之提案，應包含下
或廢止之提案，應包含下
列文件：
列文件：
一、總說明。
一、總說明
二、條文說明表（制訂案
二、條文說明表（制訂案
適用）
，或新舊條文對
適用）
，或新舊條文對
照表（修正案適用）。
照表（修正案適用）

三、法規制訂或修正後全
文（廢止案為原法規
全文）。
第 13 條

三、法規制訂或修正後全
文（廢止案為原法規
全文）

法規之修正，其修正 第 13 條
法規之修正，其修正
（含新增）條文未達原有
（含新增）條文未達原有
條文百分之五十者，為部
條文百分之五十者，為部
分條文修正案。其新舊條
分條文修正案。其新舊條
文對照表，僅須列明擬修
文對照表，僅須列明擬修
正（或新增）之條文，原
正（或新增）之條文，原
條文之順序不予變更。新
條文之順序不予變更。新
增之條文應於適當條文之
增之條文應於適當條文之
後，列為第○-1 條（或第
後，列為第○-1 條（或第
○-2 條,…）。有刪除之條
○-2 條,…）。有刪除之條
文者，其條次順序應調整。
文者，可保留條次，並於
其修正（含新增）條
條次之下加括弧註明「刪
文達原有條文百分之五十
除」。
以上者，為全部條文修正
其修正（含新增）條
案。其新舊條文對照表，
文達原有條文百分之五十
應列明新舊全部條文，修
以上者，為全部條文修正
正條文之順序，並應重行
案。其新舊條文對照表，
安排。
應列明新舊全部條文，修
正條文之順序，並應重行
安排。
第 18 條

本辦法施行後，本校
原有法規或行政規章不符
本辦法規定者，應由各該
主管單位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本辦
法規定，以包裹方式完成
修正，並由秘書室統籌分
類編號，建立法規資訊網。

原規定若有條文刪
除須以括弧註明「刪
除」，本次修正為不
需要註明且要調整
條次。

本校「法制作業辦
法」於 100 學年度上
學期制定完成後，開
始依法修正全校共
約 610 個辦法，並於
102 學年度上學期
全部修正完成，故刪
除本條文。

第 18 條
本校法規之適用：
第 18 條之一本校法規之適用：
修改條次。
一、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
一、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
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
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
別之規定者，應優先
別之規定者，應優先
適用之。其他法規修
適用之。其他法規修
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二、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
二、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
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
適用或準用其他法規
之規定者，其他法修
之規定者，其他法修

正後，適用或準用修
正後之法規。
三、各單位受理教、職員、
生聲請許可案件適用
法規時，除依其性質
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
外，如在處理程序終
結前，據以准許之法
規有變更者，適用新
法規。但舊法規有利
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
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
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正後，適用或準用修
正後之法規。
三、各單位受理教、職員、
生聲請許可案件適用
法規時，除依其性質
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
外，如在處理程序終
結前，據以准許之法
規有變更者，適用新
法規。但舊法規有利
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
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
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