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102 學年度 第 16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民國 103 年 2 月 18 日 (星期二)中午 12 點 10 分
開會地點：雲慧樓 U327 室
出席人員：張志昇助理教授、廖志傑助理教授、羅光志講師、羅逸玲講師、連俊名講師、蔡
旺晉助理教授、高宜淓助理教授、文蜀嘉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徐啟賢助理
教授。
主

席：系主任 張志昇

記

錄：林憶杰小姐

壹、主席報告：
貳、討論提案：
提案一：有關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問題案，提請討論。
說 明：本次碩班報名名額共 8 人，目前報名人數 6 人。
決

議： 請老師們盡量鼓勵自己家族學生報考本系研究所。

提案二：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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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有關研究所招生，為吸引本系優秀同學繼續修讀本系研究所，故訂定五年一貫
修讀研究所辦法，請見附件一資料。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招生檢討會，提請討論。
說 明：招生組日前將各系與校長餐敘後所提出的問題作一彙整，請各系針對資料上建
議之執行情況進行回覆。請見附件二資料
決

議：這部份請連俊名老師協助處理。

提案四：有關學生修退學問題，提請討論。
說 明：目前各年級學生人數為：
年級
大四
大三

班級

男

女

小計

A

6

19

25

B

7

19

26

A

9

14

23

B

11

15

26

合計

備註

51
49

陸生 1 名

大二

大一

A

10

17

27

B

9

24

33

A

7

26

33

B

18

21

39

77

155

232

總計

60

72

李尚陽欲轉公
事系(扣除)

232

102-2 來系辦理休退學名單如下：
退學
年級

學號

姓名

是由

三年級

1011955

陳致樺

轉學至文化大學廣告系

三年級

1011969

黃郁婷

轉學至佛大傳播系

三年級

1001906

蔡維中

轉學至文化大學體育系

二年級

1011901

胡璟麗

轉學至佛大歷史系

二年級

1011959

初羽薇

轉學至大學大學經營管理學系

二年級

1011975

謝宜庭

轉學至佛大傳播系

二年級

1011981

黃

轉學至佛大文資系

二年級

1011941

謝林欣儀

連續二一學退

二年級

1011926

黃家寧

轉學至佛大文資系

二年級

1011976

陳柏諠

轉學至佛大公事系

二年級

1011980

彭楷恩

轉學至佛大文資系

榕

備註

休學
二年級
二年級
二年級
一年級
決

1011903 廖淑怡
1011913 蘇怡璇

想考轉學考

1011353 林佳慧
1021959 張博淵

高度近視要開刀休養一年

想考轉學考
轉學生

想考轉學考

議：就目前辦理休退學的學生名單看來，大部分的同學的課業屬於低成就表現，對
設計沒有興趣，另有一兩位同學是因為身體健康因素，無法熬夜做作業，所以
選擇離開。請老師對於家族內的同學多進行關心與輔導。

提案五：設計講座演講者推薦，提請討論。
說 明：演講者鐘點費 2 小時 3000 元，交通費宜蘭地區 500 元，北部地區 1000 元，中
部地區 2000 元，南部地區 3000 元。
決

議：原則上每位老師可以邀請 2 位專家來系演講，其中一場是針對設計講座，另一
場老師們可以安排在自己的課堂時間使用。
設計講座負責周次：
第三週-高宜淓老師、第五週-廖志傑老師、第八週-徐啟賢、第十週-連俊名
第十二週-蔡旺晉老師、第十四週-羅逸玲老師、第十六週-羅光志老師
第十八週-文蜀嘉老師

提案六：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習活動周計劃，提請討論。
說 明：1.102 學年度學習活動週時間為 103 年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為提供學生多元
學習機會，以擴展學生實務經驗學習，促進學生生涯覺察與發展，依據 1 月
14 日 102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決議，請所有學系於學習活動週規劃至少 3
天之活動；此外，配合學習活動週活動辦理，該週表訂課程停止上課。
2.學習活動周計劃書須於 3 月 18 日繳交至教務處。
3.學習活動周成果報告須於 4 月 18 日前繳交。
決

議：1.3 月 31 日下午辦理行前說明會，4 月 1 日、2 日為主要活動日，4 月 3 日回校
後成果發表。
2.原則上會有七台遊覽車，第一天分別到 7 個單位參觀，最後集合定點在佛光
山，第二天的主要活動地點為佛陀紀念館。第三天的活動為成果報告的撰寫，
大三、大四以電子報的方式呈現，大一、大二以書面報告形式呈現。
3.各年級分配如下：大三、大四因為人數較少，故兩個年級分為三車，以家族
的方式進行安排；大二以專題的班級進行分車；大一部份，以班級為單位分車，
但因 B 班人數較多，可能須協調幾位同學到 A 班車次中。
4.各車次的老師分配如下：A 車廖志傑老師；B 車蔡旺晉老師；C 車文蜀嘉老師；
D 車徐啟賢老師；E 車連俊名老師；F 車羅光志老師；G 車羅逸玲老師。

提案七：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產媒系系大會，提請討論。
說 明：本次會議預計討論 1.系大會辦理時間。2.家族導師遴選問題。
決

議：系大會辦理時間訂為 3 月 5 日下午 3 點 30 分。主要辦理活動為家族導師遴選及
學習活動週說明。
有關家族導師自 103 學年起改為 1 學年遴選一次，讓老師與同學能更加熟悉。

提案八：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業師協同教學，提請討論。
說 明：本學期教務處補助本系業師協同教學經費共 54000 元，需於 5 月 31 日前執行完
畢，扣除二代健保雇主負擔部份，可聘業師 11 人次(每次 3 小時)。
決

議：請有需要的老師提出申請。

提案九：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業師協同教學，提請討論。
說 明：本學期教務處補助本系業師協同教學經費共 54000 元，需於 5 月 31 日前執行完
畢，扣除二代健保雇主負擔部份，可聘業師 11 人次(每次 3 小時)。
決

議：請有需要的老師提出申請。

參、臨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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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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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一貫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現就讀學系（組）

申請系所（組）

□ 繳交齊全
資

審查 □ 尚缺繳：

格

資料

審
查
報名 □ 符合規定
資格 □ 不符合
申請系所承辦人員

申請系所主任

說明：一、應於「三年級下學期」4 月 1 日起向各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
二、限申請一系所，否則一經發現即取消報名或錄取資格。
三、請檢附申請系所規定繳交之審查資料。

附件二
102 學年度「學系與校長有約」之相關意見彙整紀錄：
執行單位

方案

建議作法

本系由於設計專業關係，對於開展推廣學分班有
（一） 推廣學分班是必須長期經營才會漸收成效的，然 其困難度；各項課程所需要的軟硬體設施諸如電
該方式卻是招收研究所校外生源最重要、流失率 腦、繪圖軟體、大型彩色輸出機，甚至模型製作
最低的途逕，請務必各學系一定要積極開設推廣 設備等均無法在校區以外如 102 學年度「學系與
校長有約」之相關意見彙整記錄建議做法中的各
學分班。
（二） 推廣學分班的開設，可以採「客製化」方式，為 地道場、各級高中、國中、國小或是救國團等單
位開設。因此，透過系務會議的討論與教師間的
可能生源設計最容易修讀的方式。
（三） 學分班每班人數彈性接近 10 人即可，並可利用 積極安排，配合蘭陽地區的產業與群眾特色屬
各種支援在不同區域，如：（1）各地道場（2） 性，本系擬由高宜淓老師於蘭陽別院開設「文化
各高中、國中、小學（3）救國團，等開設班級。 創意設計特論」推廣學分班，藉以服務在地並期
（四） 推廣學分班，可以聯絡相關學系，以學群方式合 能確實拓展校外生源。

一、務必廣開推廣學分班。

學系

拓展校外生源

執行情形

開課程，並相互承認學分抵認。如此可以減輕開
課負擔，也可以結合學系間之力量進行聯合招
生。
二、透過學系教師人脈網路，希望每個人能主動接觸自
己熟悉的領域範圍，如各校研討會、演講、讀書
會……等。
三、校長願意當敲門磚，儘可能為各學系打開如：政府
部門、非營利組織、農漁會、教育局、教師研習中
心……等之聯繫管道。

首先在強化學系與在校生之緊密關係部分，本系對
（一） 讓學生參與實作，除了課堂實作、課程實作、報 於「學系與校長有約」之相關意見彙整記錄建議做
法中所提將課堂實作、課程實作、報告都做出制式
告都做出制式格式。
（二） 讓學生喜歡學校，進而向學弟學妹宣傳本校。 格式仍有疑慮；畢竟本系為設計科系，實作練習本
來就是敝系的教學型態與重點，因此除了特定報告
如：可以舉辦活動讓老師與學生關係更密切。
會有制式的格式規範外，身為一位設計師在不偏離
主題與該呈現內容的大原則下，適度的給予學生空
間與創作表達機會才能提升學生的思考與創造
力，然後透過與教師的討論與分享所產生的互動，
即能確實而有效的提升學系與在校生的緊密關係。
此外，本系運用教學活動與實務發表，培養學生的
基本技能與設計專業；鼓勵同學多方參與社團活動
與參與國內外各項競賽，透過競賽獲獎的各項肯定
加強同學的自信與向心力，讓學生獲得自我肯定後
進一步肯定系所、肯定學校；因此，獲獎績效除了
讓社會各界得以肯定學校系所的辦學成效外，學生
自然成為其學弟妹的表率，直接成為其學弟妹宣傳
本校的楷模標竿。
其次，在幫學生築夢部分，「學系與校長有約」
之相關意見彙整記錄建議做法中建議課程由理論
轉變成實務、師生共同做出專題成果等，這些其
實為本系早已實施的概念，其教學特點原本就是
實務與理論並重，學長姐透過學習後的各項競賽
表現與畢業進入職場所設計的各項產品、媒體成
果直接激發學生的夢想與期望；有了夢想之後透
過系所扎實的課程學習與磨練，很快的即能協助
學生築夢踏實。
一. 強化學系與在校生之緊密關係。

穩定校內生源

二. 幫學生築夢，吸引學生進來並幫助他們圓夢，並媒合
學生就業管道。
（一） 課程從理論轉變實務，以未來就業端反向回溯專
業學程如何設計。
（二） 老師與學生共同做出專題成果，體會過程學習成
長。
一. 協助研究生能正常於二年畢業。
（一） 建立輔導機制、協助研究生在合理時間內畢業

學系

課程檢討建議

（研究所基本二年畢業）。
（二） 由教務處分類訂出研究生畢業流程，讓每名學生
可以準時畢業。
二. 可依專業生源，設計專業研究所專班。
（一） 例如，可為中小學老師設計，專為教師所需之資
訊課程規劃學習專班。另也可以跨領域為專業領
域人士，設計群組專班。
（二） 可多鼓勵考生或系上學生，各個領域皆可與管理
系做一連結，在生涯上可以有很大的幫助，讓學
生對系上不會有恐懼感。
三. 彈性上課時間、地點與選課。
（一） 學生上課場地、時間可以依需要更為彈性。如設
計晚上教學、至城區部上課或開發網路課程。
（二） 研究所如是在職生，在學分上可否設計幾個學分
為工作實習，只要學生拿出其工作經驗證明，即
可獲得該學分數。

本所同學在師長的帶領之下，研一第二學期即有能
力參加國內外的各項研討會並發表研究論文，逐步
滿足畢業條件；加上配合系所規劃之時程修課，基
本上均能正常於二年畢業。
由於本系所理論與實務並重，並需要佐以實務設計
藉以提升設計技能與專業，基於專業與時間考量本
系所並無成立專班之規劃，因此並無「學系與校長
有約」之相關意見彙整記錄建議做法中之相關問
題。
此外，本所在修業規定中已有畢業論文以作品發
表取代論文的相關辦法。

四. 研議相關規範：碩士班和碩專班、相關學系間，可以
更有彈性的互選並抵認。
（一） 抵免學分以系為主，學校的學分抵免辦法是否鬆
綁，再請教務處去瞭解。
（二） 朝著碩士班與碩專班可以相互選課程，更可方便
學生調配上課時間。
五. 研議相關規範：畢業論文以作品取代論文。
（一） 台大論文比重亦已下修，以作品替代將會成為趨
勢。
（二） 技術報告畢業證書，請教務處詢問教育部再予報
告。
一. 持續推動研究所群組考試。
(一) 教務處會持續推動設計，既不影響學術專業也可以

考試方式改變

兼顧招生方式的學群考試制度。將性質相近的系，
一同辦理招生，可增加學生選擇性，機會也相對提

雖然教務處推動學群考試制度，但由於校內並無
性質相關設計之系所，因此本系在執行上有一定
的難度。目前持續與系所性質稍微相關之系所溝
通相關可行性。

高。
一. 依討論辦理：大學部的招生主動權是學校，但碩士班
主動權由系所發動、學校協助，請各學系要負擔比較
重要的工作。每個系都有專業，一定要系上先討論招
生管道、招生方式，再由學校一起協助解決。

學系

招生方式建議

本系所針對碩士班招生擬採取主動積極的方式推
行相關機制，首先針對五年一貫加強宣導，鼓勵
有志向學且符合條件的大三同學積極參與，輔導
同學於大四選課與日後報考碩士班。其次針對大
四同學的生涯規劃做相關瞭解與輔導，針對具有
升學意向的學生加強相關輔導建議，以提高報考
率。最後，多方開闢招生管道，諸如結合坊間升
學教室、補習班的招生說明，蘭陽地區各級學校
及企業相關人才培訓的宣導等，以具體的作為解
決招生不易之困境。

一. 學校有服務學習委員會，可與社區、中小學的服務連
結。
（一） 從服務學習的角度，邀請委員來參觀學校，進一
步認識本校，創造生源。

相關配合措施

（二） 可建立社區夥伴關係發展委員會。
二. 規劃辦理：校友會成立。

針對系所部分則已於 101 學年成立系(所)友會，
藉由系所活動與相關訊息的傳播，與系友保持聯
繫、增加畢業校友的向心力；並增設最新的升學
與就業資訊，現階段可以提高系友後續報考研究
所的意願，未來可以持續提供系(所)友其同事或
員工報考本所之訊息，多方擴充生源。

（一） 要儘快推行，系上也可以先選出傑出系友，網路
電子版面可能會有作用。
（二） 約年底前能將校友會立案。

本系所未來十年並無教師面臨退休的問題，針對退
休老師指導學生之交接規範尚無說明之急迫性。
訂定法規，針對退休老師指導學生之交接規範做說
在師資不足部分，本系所名下計有 11 名教師，學
明，並在聘書合約註明清楚。
生人數 270 名左右，師生比已不及精緻大學的需
二. 師資不足
求；然系所實際授課教師共有 9 名，且明年預計學
近年學生人數增加近 1000 名學生，老師人數卻沒增
生人數將逾 300 名，姑且不管帳面上的師生比如
加，導致這一兩年師生比失去精緻的比率，在招生上
何，在教師教學負擔極為沉重的情況下，易導致教
會有阻擾，需再跟人事室配合，重視師生比的質與量。
學品質的滑落，因此系所目前正積極與人事室協商
解決對策。
一. 調查各學系老師退休之指導情形

其他問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