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與科技學院
102
102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
地

間：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7 日（週四）12 時 10 分
點：雲起樓 406 會議室

主
席：翁院長玲玲
出席人員
人員：當然代表：羅榮華主任、蔣安國主任、張志昇主任
出席
人員
教師代表：呂萬安、施維禮、林繼任、駱至中、馮瑞、廖志傑、連俊名、文蜀嘉、
蔡旺晉、喬逸偉、王聲葦
請假人員：
請假人員：潘襎主任、厲以壯、陳才、牛隆光、郭文耀
記
錄：吳雅靜
壹、主席報告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一
案

提案單位：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由：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訂定「創意與科技學院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學生一貫修讀
學、碩士學位須知」，提請討論（附件一）。

說 明：為吸引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優秀同學繼續修讀本系研究所，訂定一貫修讀辦法。
討 論：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二

提案單位：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案 由：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101 級起、102 級起學士班修業規定修訂案，提請討論（附
件二）。
說 明：依學程化實施及行政流程現況修訂法規內文。
討 論：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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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三：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 由：「辦理院級系所評鑑」相關事務，提請討論（附件三）。
說 明：1.依據 102 學年度第 1 次「辦理院級系所評鑑」協調會議記錄辦理。
2.各系評鑑時程需於第 16 週（6/1-6/7）~第 17 週（6/8-6/14）舉行。
3.評鑑委員須聘請三名，至少二名為校外委員，可與系級自評時之校外委員人
選重覆。
4.書面自評報告書須於三週前繳交寄送。
5.場地需求,請及早安排提出。
討 論：略
決 議：1.評鑑委員由各系自行聘請。
2.103 年 5 月 9 日（五）前，請各系將評鑑日期/簡報室、晤談室及陳列佐證資
料場地/評鑑委員名單等繳交至院辦公室。
3.各系依評鑑時程自行將自評報告書郵寄給評鑑委員（學院提供便利袋）。
4.103 年 5 月 26 日（一）前，請各系提交紙本自評報告書 1 份及電子檔至院辦
公室。
提案四
提案四：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 由：創意與科技學院 103 學年度上學期院基礎課程開課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據 102 學年度課程架構，103 學年度上學期需開設 CT003「創意產業概論
（一）」課程。
2.上述課程為本院創新課程，需各系合作開授，因涉及較多協調事項，故提送
院務會議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1.103 年 4 月 30 日（三）前，請各系提出授課教師名單，以備院長召開課程內
容及授課方式討論會議。
2.本課程將開設四班，統一時段，目前暫訂週三上午。
3.本課程以會講方式進行，除各班授課教師授課外，亦將廣邀專家學者演講；
演講費用由院系共同分擔。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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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須知
103.02.18 102 學年度第 1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04.17 102 學年度第 06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修讀本系碩士班，並縮短其修業年限，依據本校「學生
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
，訂定「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須知」
（以下簡稱本須
知）。
二、本系修讀學、碩士一貫課程之申請時間、申請暨錄取資格等，如下：
（一）申請時間：依校方規定向本系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請暨錄取資格：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班級排名前 40%，或具研究潛能經
校內專任教師推薦者。
（三）申請文件：
1.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申請表一份。
2.歷年成績證明一份。
3.其他足以證明具有學習能力之資料(如申請動機、自傳、修業計畫、專題研究計畫、
獲獎紀錄等)。
（四）符合錄取資格者，逕送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三、甄選方式：書面審查。
四、錄取名額及錄取名單，由本系系務會議就符合資格之申請者中審查甄選決議之，公告錄
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本系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得於
學士班第四學年開始修讀碩士班課程。
五、本系預研生必須於大學四年級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
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其未能於四年級取得學士學位或當年未
能通過入學甄試或考試者，即喪失修讀本學程之資格。
六、預研生得選修本系碩士班課程，其所得學分得於該生取得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申
請採認為碩士班應修課程之學分。
七、預研生於大學期間選修研究所課程，除按一般程序選課外，並應填寫修習研究所課程學
分採認申請表；其修習之課程至多可抵免四分之三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不含論文
學分，且不受本校學分抵免辦法有關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
，但研究所課程若
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八、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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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1 起】

修正條文對照表
提送本校 103 年 4 月 16 日「102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討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
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
修滿四個學程，
修滿四個學程
，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
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條文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數 71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
程組成：

數 71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
程組成：

1.（院）創意與科技基礎
學程 22 學分（至多
可列入通識教育課
程 9 學分）。

學程 22 學分（至多可
列入通識教育課程 9
學分）。

1.（院）創意與科技基礎

2.（系）文化資產核心學
程 26 學分。

2.（系）文化資產核心學
程 26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
學程（二選一）（配合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
學程（二選一）（配合
核心學程規劃）。

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程：

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
分。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
分數為 16 至 26 學分。

分數為 16 至 26 學分。

依現況增修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說明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
為 9 至 26 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
為 9 至 26 學分。

跨系
（三）得跨系或跨校選課，跨系
學分為限；
選課以 15 學分為限
；跨校

（三）得跨系或跨校選課，跨系
選課以 15 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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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況修改
條文

選課以本系承認之課程為
限，至多可選 9 學分。
（四）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
及系主任簽核。
及系主任簽核
。

跨校選課以本系承認之課
程為限，至多可選 9 學分。
（四）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
及系主任簽核。
200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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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2.12.18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04.17 102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
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
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
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1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創意與科技基礎學程 22 學分（至多可列入通識教育課程 9 學分）。
2.（系）文化資產核心學程 26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 16 至 26 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 9 至 26 學分。
（三）得跨系或跨校選課，跨系選課以
跨系選課以 15 學分為限；
學分為限；
跨校選課以本系承認之課程為限，至多可選 9 學分。
（四）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及系主任簽核。
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及系主任簽核。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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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2 起】修正條文對照表
提送本校 103 年 4 月 16 日「102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討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
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
修滿四個學程，
修滿四個學程
，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
分，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依現況增修
條文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數 72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
程組成：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
數 72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
程組成：

1.（院）創意與科技基礎
學程 22 學分（至多可
列入通識教育課程 9
學分）。

1.（院）創意與科技基礎
學程 22 學分（至多
可列入通識教育課
程 9 學分）。

2.（系）文化資產核心學
程 27 學分。

2.（系）文化資產核心學
程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
學程（二選一）（配合
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說明

學程（二選一）（配合
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
程：

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
分。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
分數為 16 至 26 學分。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
分數為 16 至 26 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

為 9 至 26 學分。

為 9 至 26 學分。

跨系
（三）得跨系或跨校選課，跨系

（三）得跨系或跨校選課，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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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況修改
條文

選課以 15 學分為限；
學分為限；跨校
選課以本系承認之課程為
限，至多可選 9 學分。
（四）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
及系主任簽核。
及系主任簽核
。

選課以 15 學分為限；
跨校選課以本系承認之課
程為限，至多可選 9 學分。
（四）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
及系主任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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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2.12.18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04.17 102 學年度第 6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系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
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
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其修習之課
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72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創意與科技基礎學程 22 學分（至多可列入通識教育課程 9 學分）。
2.（系）文化資產核心學程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文化創意學程 23 學分。
2.文化觀光學程 23 學分。
四、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 16 至 26 學分。
（二）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 9 至 26 學分。
（三）得跨系或跨校選課，跨系選課以
跨系選課以 15 學分為限；
學分為限；
跨校選課以本系承認之課程為限，至多可選 9 學分。
（四）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及系主任簽核。
每學期選課清單須經導師及系主任簽核。
五、本系學生得依本系「學士班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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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2 學年度第 1 次「辦理院級系所評鑑」協調會會議紀錄
一、日

期：103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15 時 10 分。

二、地

點：雲起樓 307 室(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辦公室)

三、主

席：教學資源中心林文瑛主任

四、出席人員：人文學院戚國雄院長、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王震武院長、樂活產業學院楊玲
玲院長、創意與科技學院翁玲玲院長(資訊應用學系羅榮華主任代理)、佛教學
院釋永東院長。
五、列席人員：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發展組羅中峰、林子喻先生
六、討論事項：各院辦理院級系所評鑑相關事宜。
決議：
1. 依據 10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辦理評鑑期程應於 103 年 6 月底完成院級自評作
業。經本會議決議原則上於第 16 週(6/1-6/7)~17 週(6/8-6/14)舉行，具體日期由各學院
決定。
2. 依據 102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之決議，院級評鑑之三名審查委員中，至少二名為校
外委員、且可與系級自評時之校外委員人選重覆。惟本次院級自評作業，希更能依據
評分檢核表所列各項檢核項目之核心指標（詳參附件一），逐一檢核，以利系所針對
改進，故審查委員之人選，似宜從嚴考量。關於委員人選之確定，建議可先由學系推
薦，再由院長斟酌審定。
3. 有鑑於「人文精神」與「書院精神」乃是本校之立校精神，故系所自評報告中宜多加
著墨。例如，教資中心所舉辦的各項教師、與學生活動，旨在落實「書院精神的現代
實踐」，若能舉證系所師生參與的紀錄，將有助於充實自評報告的內容。前述各項活
動，均符合系所評鑑之檢核效標，其中：
(1)雲水雅會：符合「2.3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建置與落實」
(2)點心學堂：符合「3.2 學生課業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3)三生講堂、三品學苑：符合「3.3 學生其他學習、支持系統及其成效」
以上所述，建請各院協助宣導。
4. 由於前次系級自評時逢期末考及寒假期間，各系未暇完成教師及學生之問卷調查，煩
請提醒院屬各系擇期完成，並將其結果與相關改善機制納入此次院級評鑑的自評報告
書中。相關問卷如附件二、三。
5. 本次院級評鑑另須安排畢業系友晤談的行程，評鑑當天的行程規劃建議，請參閱附件
四。
6. 關於本次院級評鑑期程之規劃，建議於評鑑舉辦日之 15 天前收齊系所自評報告書；
10

14 天前將自評報告書寄交審查委員審閱。
7.各院辦理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本中心「自卓 1-6 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特四」
經費項下支應，經費預算表如附件五、附件六。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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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行程表
時間
08：30～09：
00
09：00～09：
40
09：40～10：
10
10：10～10：
40

工作項目
評鑑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相互介紹、受評單位簡報
受評單位主管晤談
1.教學設施參訪

上
午

說明

各受評單位安排教學、研究空間、
設備、圖儀等相關資源之參訪。

10：40～11： 2.教師、學生代表問卷調查 1.教師與學生問卷調查之參考資料
30
已放於「資訊分享平台」，資料夾
名稱為「教師與學生問卷編制參考
資料」。

11：30～12：
30

12：30～13：
30
下
午

13：30～14：
00
14：00～14：
30
14：30～15：
30

1.每位委員至少與 1-2 名學生代表
晤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請各受
學生代表晤談

評單位安排獨立的晤談空間。
2.學生代表應有各年級與大學部/
碩士班之學生。

午餐
每位委員至少與 1-2 名畢業系友晤
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請各受評
單位安排獨立的晤談空間。

畢業系友晤談

教學現場訪視
每位委員至少與 1-2 名教師代表晤
教師與行政人員代表晤談

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請各受評
單位安排獨立的晤談空間。

15：30～16：

資料檢閱
30
16：30～17： 評鑑委員訪評意見彙整及 請受評單位整理後提交紙本與電
30

撰寫正式訪評結論報告

17：30

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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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