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與科技學院
103
103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 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18 日（週三）12 時 10 分
點：雲慧樓 106 會議室
地
主
席：翁院長玲玲
出席人員
人員：當然代表：潘襎主任、羅榮華主任、張志昇主任、陳才主任
出席
人員
教師代表：呂萬安、施維禮、厲以壯、蔡明志、曾世綺、莊啟宏、喬逸偉、馮瑞、
記

王聲葦、廖志傑、羅逸玲、文蜀嘉、連俊名、牛隆光、郭文耀、王祖龍
錄：吳雅靜

壹、主席報告(略
主席報告 略)
貳、業務報告：
業務報告：
1.本校榮獲 104-105 年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助三千萬，執行期限為 104 年 3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本院執行額度為一年貳拾萬元（經常門）x2 年，各學系執行額度
為一年玖拾萬元（經常門 78 萬+資本門 12 萬）x2 年。
2. 104 年度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簡報及資料檢閱，由校長及副校長主
持簡報內容及資料與各系討論，本院各系場次如下，務請各系妥為準備：
系所

日期

時間

地點

傳播學系

104 年 4 月 9 日(四)

15：00-17：00

德香樓 B310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104 年 4 月 13 日（一） 13：00-15：00

雲慧樓 U327

資訊應用學系

104 年 4 月 13 日（一） 15：00-17：00

雲慧樓 U422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104 年 4 月 14 日（二） 10：00-12：00

雲起樓 402

3.教師請假調補課系統目前測試中，調補課的部分除了老師填寫請假系統外，
也請再填寫紙本調課單，系統建置完善後，即不需填寫。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 由：本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修生院系津貼補助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修生院系津貼補助總表（總經額為＄21,164）：

討 論：略
決 議：1.依各系人數比例平均分配，金額如下：

2.轉知會計室，將各系金額撥入各系管理費項下。

提案二
提案二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 由：本院執行 104~105 年教學卓越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 明：1.經費執行期限：104 年 3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
。
2.本院執行計畫額度為一年貳拾萬（經常門）x2 年。
3.執行項目需符合本校教卓計畫所規劃之行動內容，可自行調整每年經費執

行額度。
討 論：略
決 議：
1.舉辦兩岸文創產業教學研討會議，促進學習成效。
2.經費不足時，得支用 104 學年度院研發經費。

提案三
提案三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 由：本院院務會議委員代表遞補案，提請討論。
說 明：
1.因本會議原傳播學系教師代表陳才教授獲聘為傳播系系主任，需再遞補一名

傳播系教師代表。
2.傳播學系推薦由王祖龍教師擔任。
討 論：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資訊應用學系
提案四
案 由：資訊應用學系修訂「創意與科技學院資訊應用學系學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
須知」，提請討論（附件一）。
說 明：為鼓勵資訊應用學系學士班同學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擬修訂本須知。
討 論：略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提 案：104 年度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及申請期限，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研發處「104 年度獎補助款會議紀錄及提報注意事項」來函（請見附件二），
本院 104 年度預估可獲 360 萬元補助，並需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前將申請表提交
至研發處。
討 論：略
決 議：
1.依實際補助金額，各系平均分配。
2.請各系依預估金額 360 萬元（每系 90 萬元），進行規劃並排序，於 104 年 3
日 24 日（二）前將申請表提交本院彙整。

伍、散會（
散會（13:30）
13:30）

附件一

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資訊應用學系
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須知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創意與科技學院資訊應用學系學生修讀

創意與科技學院資訊應用學系學生修讀

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須知
須知

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要點

ㄧ、本系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修讀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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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碩士班，並縮短其修業年限，依
據本校「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
學程辦法
辦法」，訂定「修讀學、碩士五
辦法
年 一 貫 學 程 須 知 」（ 以 下 簡 稱 本 須
知）。

據本校「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
學程要點」
，訂定「修讀學、碩士五年
一貫學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甄選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 二、經甄選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
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
研生）資格，並得於第四學年開始修
讀碩士班課程。
三、(刪除)。

研生）資格，並得於第四學年開始修
讀碩士班課程。
三、本系申請名額依當年度碩士班核訂名
額的 25％為上限。

四、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申請本系五年 四、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申請本系五年
一貫學程，須符合以下規定之一：
一貫學程，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至少修讀通過本系前四學期之
（一）前五學期中任一學期學業成績
總平均占班級排名前 30%為原
則﹔

所有專業必修科目﹔
（二）「程式設計（下）」、「系統

（二）具研究潛能經校內專任教師推
薦者。

分析與設計」和「資料結構」
等三門專業必修課程之成績均
達 70（含）分以上；
（三）前五學期所修習之本系專業必
修及必選科目之平均成績在 70
（含）分以上，且單一學期之
該平均成績不得低於 65 分。

五、申請學生須繳交下列資料：

五、申請學生須繳交下列資料：

（一）五年一貫學程申請表；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三）歷年成績單；

（一）五年一貫學程申請表；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三）歷年成績單；

（四）二千字以內的修業計畫（含申
請動機、研究規劃）；

（四）二千字以內的修業計畫（含申
請動機、研究規劃）；

說明

（五）其他足以證明具有學習能力資
料。

（五）其他足以證明具有學習能力資
料。

六、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各學期表現優良 六、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各學期表現優良
者，得於第三學年開始向系所碩士班
者，得於第三學年開始向系所碩士班
申請，申請時間為每年四月一日至四
月三十日。
七、（刪除）

申請，申請時間為每年四月一日至四
月三十日。
七、（刪除）

八、本系得參酌預研生前一學期學習狀 八、本系得參酌預研生前一學期學習狀
況，規定每學期選修課程。各科成績
況，規定每學期選修課程。各科成績
依照一般研究生規定辦理。
依照一般研究生規定辦理。
九、預研生未能於四年級取得本所入學資 九、預研生未能於四年級取得本所入學資
格，而於以後年度入學者，已修學分
格，而於以後年度入學者，已修學分
須重新申請抵免。

須重新申請抵免。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修讀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修讀
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等相關規
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理。

定辦理。

十一、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
會議審核，並送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會議審核，並送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
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
創意與科技學院資訊應用
學院資訊應用學系
資訊應用學系
學生修讀學、
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須知
碩士五年一貫學程須知
99.05.05 98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104.03.04 103 學年度第 1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3.18 103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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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
，訂定「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須知」
（以下簡稱
本須知）。
二、經甄選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
並得於第四學年開始修讀碩士班課程。
三、（刪除）。
四、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申請本系五年一貫學程，須符合以下規定之一：
（一）前五學期中任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占班級排名前 30%為原則﹔
（二）具研究潛能經校內專任教師推薦者。
五、申請學生須繳交下列資料：
（一）五年一貫學程申請表；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三）歷年成績單；
（四）二千字以內的修業計畫（含申請動機、研究規劃）；
（五）其他足以證明具有學習能力資料。
六、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各學期表現優良者，得於第三學年開始向系所碩士班申請，申請時
間為每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七、（刪除）
八、本系得參酌預研生前一學期學習狀況，規定每學期選修課程。各科成績依照一般研究生
規定辦理。
九、預研生未能於四年級取得本所入學資格，而於以後年度入學者，已修學分須重新申請抵
免。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提報院務會議審核，並送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二

104 年度獎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及注意事項
1.以去年獎補助款資本門 2700 萬元預估，各相關單位可預先規劃使用之經費如下：
單位

使用項目

104 年預估數(單位：萬元)

圖資處

圖書期刊

810

資訊化

270

總務處

環安衛設備、
大型教室冷氣

81

學務處

學生社團

54

人文學院

54

社科學院

225

創科學院

360

佛教學院

63

樂活學院

135

通識委員會

63

傳播學系

63

系所招生績優 管理學系

54

教學單位

應用經濟學系
保障新設系所 素食學系

備註

45
100

2.各學院請召開相關會議研議各系所分配金額，以免爭議。提報預算時請併同會議
紀錄。
3.請各學院留意，已獲「系所招生績優」及「保障新設系所」二類經費補助者，仍
應納入各系所經費分配。
4.添購之儀器設備，請務必與學習、研究相關。
5.請依所附表格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