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 創意與科技學院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107 學年度 第 14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8 年 04 月 12 日 (星期五)上午 08 點 30 分
開會地點：U327
出席人員：張志昇副教授、廖志傑副教授、高宜淓副教授、羅光志助理教授、羅逸玲助理教授、申
開玄助理教授、林志冠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伍大忠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劉延
濤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邱毓峰技佐
主

席：系主任 張志昇

列席人員：蔡明志主任
請

假：

記

錄：林憶杰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

執行情形

一、有關本系碩士生李澄輝擬以「設計創 由羅光志老師、申開玄老師及其論文指導教授高宜淓老師
作」方式畢業，推選審查小組成員案 組成。
二、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遴選教學優良教 本系提名申開玄老師。
師案
三、有關本系畢業展移展佛陀紀念館案

本展覽由廖志傑老師、伍大忠老師負責，以期末展作品擇
優加上大四畢業作品南下佛光山辦展。

四、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暨 本系個人申請部分今年跟往年比起來雖然比較差，但是還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案
是得是有努力的空間，請老師們協助，個人申請結束後，
還有單招的學校要請老師們到班進行宣傳。
貳、主席報告：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羅光志老師續聘案，提請討論。
說

明：1.羅光志老師 98 年 8 月 1 日到職，104 年 2 月 1 日升等為助理教授，於 110 年 2 月 1
日逢期限條款。
2.依據 108 年 3 月 19 日佛光人內第 108031901 號函，及依據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教評
會會議決議，本類續聘案辦理討論時需要有一位院務代表出席會議，本次院務會議代
表為蔡明志主任。
3.羅光志老師近 2 年表現如下：
學年度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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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11/07 獲邀至佛光大學雲水雅會進行教學實踐計畫申請經驗分享：社會 服務
實踐在視覺傳達設計課程之行動研究
1

11/22 指導產媒系同學林聖淵等 9 組入圍佛陀紀念館舉辦地宮文創商 教學
品設計競賽，入圍數量全台第一表現亮眼
11/27 指導產媒系同學陸韋慈等 15 位獲得教育部舉辦”107 全國學生美 教學
展”肯定，榮獲平面設計類大專美術系組與非美術系組雙冠王，平面設
計類共獲得 1 特優 1 優等 2 甲等 5 佳作，漫畫類共獲得 1 優等 5 佳作
的佳績
11/29 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至松山文創園區參加設計責任 2018 金 服務
點設計論壇
11/30 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至高雄科技大學參加 2018 文化創意學
術研討會暨亞洲基礎造形論壇
12/16 指導產媒系卓芳羽、陳映彤、陸韋慈、郭文曦、陳怡君參加經濟
部舉辦”創新 DNA 競賽”決賽，榮獲展示設計獎
12/16 指導產媒系蔣汝育、鄭宇均、游少瑜、黃瑞琦參加經濟部舉辦”
創新 DNA 競賽”決賽，榮獲創新產品組佳作獎
12/16 指導產媒系林文玲、徐翊珊、賴榆瀅、鍾明儀、沈秀軒、顏君瑋、
馬士超、游子霈、李文晴、陳靜誼、白馥瑄、楊亞臻、方郁心等參加
經濟部舉辦”創新 DNA 應用競賽”，榮獲入圍獎
12/18 指導產媒系視覺傳達設計課程共 13 組設計團隊與企業主合作於
雲起樓中庭舉辦“好視會發生-2018 創意市集”活動，同學表現優異圓滿
成功
12/19 指導產媒系大三卓芳羽、陳映彤、陸韋慈、郭文曦、陳怡君參加
佛光大學 107-1 自主學習競賽榮獲築夢計畫組第一名
12/19 指導產媒系大三林文玲、徐翊珊、賴榆瀅、鍾明儀、沈秀軒參加
佛光大學 107-1 自主學習競賽榮獲自主學習組第一名
12/19 指導產媒系大三李孟謙、姜宣羽、黃亭毓、曾新惠參加佛光大學
107-1 自主學習競賽榮獲自主學習組佳作獎
12/22 指導產媒系大三陸韋慈同學參加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榮獲
優選獎，並參與「愛。和平」國際海報邀請展暨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
星獎聯展
12/22 指導產媒系大三李羽函同學參加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榮獲
入選獎，並參與「愛。和平」國際海報邀請展暨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
星獎聯展

研究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12/18 教師以視覺傳達設計課程榮獲佛光大學 107 創新教學研討暨成 研究
果展教學創新獎
12/20 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參加大數據數位人文產學前沿應
用教學研討會 (WEDHIA 2018)進行專題發表<大數據時代下的資料視覺
化：人文社會與資料科學的跨領域教學>
指導大四董其芮、林正昀同學以「菱花鳥鏡梳組」獲得第一屆「佛教
地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第二名。
指導大二范姜沛妤同學以「護法師圖騰設計系列」獲得第一屆「佛教
地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第三名。
指導大三林聖淵 、葉峻辰 、王弘威同學以「護法師獅製冰盒」獲得
第一屆「佛教地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指導大三林聖淵 、葉峻辰 、王弘威同學以「花鳥紋手機架」獲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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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一屆「佛教地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指導大三李怡萱、游子霈同學以「花鳥紋掛勾」獲得第一屆「佛教地 教學
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指導大二梁佳鈺同學以「護泥（護法獅印章組）」獲得第一屆「佛教 教學
地宮文創商品設計競賽」優選獎。
01/12 指導產媒系大三陸韋慈同學參加高雄市廣告創意協會舉辦第八屆 教學
台灣創意之星設計獎全國學生創意競賽，榮獲大專組佳作，參與頒獎
典禮，得獎作品展出
01/20 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參加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舉辦 研究
ACA 國際認證研習並取得 Adobe Animate CC 2015 國際證照
03/06 擔任羅東鎮公所“2019 大拜拜辦桌活動採購案”評選委員
服務
03/08 擔任教育部設計思考苗圃計畫“科技簡愛Ｘ客製無礙”共同主持 服務
人
03/14 獲邀至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管理研究所進行專題演講：談資訊圖 研究
表中的視覺原理
03/15 擔任第九屆國際華文暨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評審委員
服務
03/23 擔任台灣電力公司第 19 屆全國校園電力宣導及競賽活動 評審委 服務
員
03/22 參加風格經濟學院舉辦“視覺設計中的整合創造力：展覽、品牌 研究
到動態影像的思考方法”設計講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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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7《TIDAF 台北國際數位廣告節--數位下一步 DIGITAL NEXT》 研究
參加 2017《北二區教師精進研習營》
指導產媒系蕭子強同學參加第八屆健豪盃月曆設計競賽、榮獲優選
獎、獎金 2 萬元
指導產媒系趙文波同學參加第八屆健豪盃月曆設計競賽、榮獲佳作
獎、獎金 1 萬元
指導產媒系李睿覺同學參加第八屆健豪盃月曆設計競賽、榮獲佳作
獎、獎金 1 萬元
參加教學中心舉辦『ZUVIO＿讓我們看到學生的眼睛』工作坊

研究
教學
教學
教學
研究

參加教育部補助辦理『106 年度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學習共同體＿教學 研究
實務工作坊
參加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培訓工作坊』
研究
2017 年感性研討會主視覺海報設計
服務
帶領同學進行『壯三新涼樂團』山伯英台歌仔戲繪本設計

教學

參加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磈老師『有效教學的錦囊秘笈：ＢＯ 研究
ＰＰＰＳ教學設計』工作坊
參加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暨教學實務工作坊
指導學生設計佛光大學產媒系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海報

研究

11\6-11\24 至上海立達職業技術學院進行短期訪問講學

服務

服務

11\18 代表學校參加上海立達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與傳媒學院十週 服務
年師生作品展開幕式活動
11\19 指導學生曾奕學、林冠儀同學協助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壯三新 服務
涼樂團進行山伯英台兒童繪本設計與於記者會發表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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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指導研究生陳惠菁同學於 2017 年感性設計研討會進行口頭論文
發表一篇
指導產媒系林正昀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平面設計類
特優獎(並列全國第一名)
指導產媒系曾維香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平面設計類
甲等獎(並列全國第三名)
指導產媒系趙文波等 6 位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平面
設計類佳作獎,共 6 件作品獲獎
指導產媒系姚孟荷等 4 位同學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展榮獲漫畫
類佳作獎,共 4 件作品獲獎
12/08 擔任 2017「創新、設計、經營」國際研討會暨亞洲基礎造造形
論壇評論人
12/08 於 2017 年「創新、設計、經營」國際研討會暨亞洲基礎造造形
論壇進行論文發表一篇
12/13-14 指導大三大四同學舉辦 2017 佛光大學撬響聖誕創意市集活動,
聲獲好評
12/06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中心三生講會演講一場：「媒體創意在社會設
計之應用與實踐」
12/09 擔任羅東鎮公所「羅東鎮春節街景燈飾採購」評選委員

研究

12/15 擔任宜蘭市公所「阮義忠台灣故事館策展勞務案」評選委員

服務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研究
研究
教學
服務
服務

指導吳妙蓮等四位同學協助宜蘭縣普賢育幼院進行藝術志工活動與創 教學
意商品開發設計
2/1 擔任教育部數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資料視覺化”課程 研究
計畫案共同主持人
3/23 擔任台灣電力公司第 18 屆全國校園電力宣導競賽評審
服務
3/15 擔任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資訊視覺化”課程演講一場：「從 研究
視覺原理談圖表設計之創意方法」
3/13 擔任羅東鎮公所「羅東 2018 迎鬧熱呷拜拜-辦桌會場佈置委託專業 服務
服務案」評選委員會委員
指導產媒系張婕瑀同學參加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視覺傳達設計類榮獲 教學
入圍獎
指導產媒系溫翠芬同學參加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視覺傳達設計類榮獲 教學
入圍獎
指導產媒系張茵如同學參加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視覺傳達設計類榮獲 教學
入圍獎
指導產媒系張婕瑀同學參加 2018 金點新秀設計獎廠商贊助獎視覺傳達 教學
設計類榮獲入圍獎
5/11 擔任宜蘭縣政府舉辦「第一銀行宜蘭認同卡」設計競賽評審
服務
5/30 擔任時報廣告 2018 第 27 屆時報金犢獎初賽評審

服務

5/23 擔任羅東鎮公所「2018 藝穗節主視覺」評選委員會 委員

服務

5/26 參加 2018 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 23 屆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並發 研究
表論文一篇
6\06 參加佛光大學教發中心舉辦雲水雅會進行數位化教材製作講座與 服務
分享
4

6\06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中心三生講會演講一場：「社會設計之應用與
實踐」
6\07 擔任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資訊視覺化』課程期末專題發表校
外評審委員
指導大二圖文設計課程同學參與佛光產媒系第九屆「雙生」校外創新
成果設計展，於 6/8~6/11 假台北市立文獻館樹心會館展出
6\19 榮獲佛光大學 106-1 數位化教材製作優秀獎

服務
服務
教學
教學

6\24 指導佛光大學產媒系同學參加 2018 時報金犢獎共獲得 57 個獎 教學
項，其中銀犢獎 1 件，佳作獎 2 件，優選獎 10 件，優勝獎（台灣第一）
1 件，優等獎（台灣前六名）14 件，入圍獎 29 件
4.羅光志老師連續 3 年擔任本系招生委員，對於招生業務盡心盡力，並且帶領同學參加
金犢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等，屢獲大獎。考量本系系務發展、課程規劃、招生需求等，
需借重羅光志老師長才，本系擬同意續聘羅光志老師兩年，聘期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決

議：本系基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需要，同意羅光志老師兩年，聘期為 108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肆、臨時動議

散會：上午 8 點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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