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週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朝祥
記錄：鄭嘉琦
出席人員：當然代表－藍順德副校長（兼招生事務處處長、李喬銘代）
、林文瑛教務長、釋永
東學務長、蔡明達總務長、郭冠廷研發長（兼校務研究辦公室召集人）、
林裕權圖資長、許文傑主任秘書、林淑娟人事室主任、釋妙暘會計主
任、通識教育委員會陳谷劦執行長、人文學院蕭麗華院長、社會科學
暨管理學院林大森院長、創意與科技學院謝元富院長、樂活產業學院
許興家院長、佛教學院萬金川院長（兼雲水書院山長）
、林美書院翁玲
玲山長
教師代表－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許聖和助理教授、歷史學系溫楨文助理教授（王
舒津代）
、外國語文學系吳素真副教授、外國語文學系廖高成副教授、
宗教學研究所許鶴齡教授、社會學系林錚副教授、社會學系張國慶副
教授、心理學系林烘煜副教授、心理學系吳慧敏副教授、心理學系吳
佳瑾助理教授、心理學系林緯倫教授、應用經濟學系李喬銘副教授、
公共事務學系張世杰副教授、管理學系呂龍潭副教授、傳播學系徐明
珠副教授、傳播學系王其敏副教授、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伍大忠副教
授（廖志傑代）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張志昇副教授、資訊應用學系詹
丕宗教授、資訊應用學系馮瑞助理教授、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江
淑華教授、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何振盛教授、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汪
雅婷教授、佛教學系鄭維儀副教授、佛教學系林純瑜副教授、通識教
育委員會吳良民副教授、通識教育委員會徐偉庭助理教授
職員代表－黃淑惠組長（研發處）
、羅采倫秘書（通委會）
、吳衍德秘書（創科院）、
詹素娟組長（秘書室）、邱美蓉代理組長（教務處）
學生代表－資訊應用學系傅立衡
列 席 者：董事會釋覺元法師（釋有真代）
系所主管－張寶三（文學系）
、陳旺城（宗教所）
、周國偉（經濟系）
、陳志賢（管
理系）、蔡明志（文資系）、葉茉俐（產媒系）、郭朝順（佛教系）、韓
傳孝（通識中心、陳谷劦代）、張懿仁（語文中心、陳谷劦代）、林安
迪（圍棋中心）
請假人員：劉三錡副校長、謝大寧國際長、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林明昌副教授、歷史學系范
純武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施維禮副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戚國雄副教
授、社會學系高淑芬副教授、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李利國助理教授、鄭宏文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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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心理學系温杰泰、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謝承瀚、應用經濟學系許鍾泰、
傳播學系鄭臣祐、應用經濟學系江天海、趙太順（歷史系）、游鎮維（外語系）、
鄭祖邦（社會系）

壹、主席報告：
一、就業學程主要是針對特殊企業需求而設計，請教務處擴大辦理。
二、葛瑪蘭進校園專車試辦期已結束，請各位繼續宣傳及搭乘，勿讓專車因搭乘人數不足
而停駛，也請學生會協助。
三、學生的活動盡量讓學生自己辦，學校站在協助立場就好，如金蜂獎就辦得非常好。再
來的大型活動就是畢業典禮了，希望學生能為自己辦一個氣氛溫馨，且令教師、同學
都依依不捨又難忘的畢業典禮。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一

二

三

四

會議決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2.本辦法自 107 學年度起適用。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實施辦法」
，提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7 條第一句「及」修改為「、」與新增「及建立各
一級單位間之共識」
，第二句「學術」修改為「教學」
。
3.第 16 條第二項第五句「學術」修改為「教學」。
4.第 20 條第三項第四句「學術」修改為「教學」。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教師代表選舉案，提請討論。
決議：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教師代表正取名單依序為羅中峰老
師（21 票）
、林錚老師（14 票）
、王梅春老師（12 票）、
朱浩毅老師（9 票）
、孫遜老師（9 票）
、羅榮華老師（9
票）
，備取名單依序為徐偉庭老師（6 票）
、吳佳瑾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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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1 月 8 日公告施
行。
本案經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1 日專函核定，並於
107 年 11 月 2 日簽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施行。
本案經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14 日專函核定，並
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簽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施
行。

已將委員名單匯入人
事系統。

五

（5 票）。
提案單位：會計室
已請人事室將委員名
案由：請校務會議代表自 107 學年度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 單匯入人事系統。
師中，推選本校預算委員會委員，共計 3 名。
決議：預算委員正取名單依序為林啟智老師（10 票）
、李杰憲
老師（8 票）
、戚國雄老師（7 票）
，備取名單依序為林
晏如老師（6 票）、汪雅婷老師（5 票）。
◎結論：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執行情況洽悉。

參、業務單位報告：
一、副校長室（無）
二、秘書室（無）
三、教務處（略）
四、學生事務處（略）
五、總務處（無）
六、招生事務處（無）
七、研究發展處（無）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無）
九、圖書暨資訊處（略）
十、人事室（無）
十一、會計室（無）
十二、校務研究辦公室（無）
十三、通識教育委員會（略）
十四、佛教研究中心（略）
十五、人文學院（無）
十六、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無）
十七、創意與科技學院（無）
十八、樂活產業學院（無）
十九、佛教學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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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雲水書院（無）
廿一、林美書院（無）
廿二、南向辦公室（無）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分抵免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二）
說明：一、本案於 107 學年度 107 年 11 月 14 日第一次教務會議，及 12 月 18 日第四次行政
會議通過，並於 11 月 20 日起公告 10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應本校與大陸地區大學校院合作簽約，以副學士（等同二技學力）或同等學力
考取本校就讀者之學分抵免事宜，修訂第 2 條及第 4 條相關規定。
決議：1.修正通過。
2.第 4 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句刪除「（等同二技學力）」。
3.附帶決議—請學務處檢視國立大學收費相關辦法，配合本辦法修正領取期限。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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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01-019

佛光大學學分抵免辦法
107.11.14 107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12.18 10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12.26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本校）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依據學則規定訂定「佛
光大學學分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重考入學之新生。
四、依照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學生。
五、於學士班先修習碩士班課程之研究生。
六、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位，修習之科目學分持有證明者。
七、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相關規定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修習科目及格者。
八、其他經核准者。

第 3 條

學生經本校核准修習其他教學單位課程，修習及格之科目，准予抵免。學生經核
准至境外學校修讀科目學分之採認，則依「本校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
點」辦理。

第 4 條

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五十學分為限、寒轉生至多
以六十九學分數為限；轉入三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八十八學分為限、
寒轉生至多以一百零一學分數為限；轉入四年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以一百
一十四學分為限。
學生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應修之下限學分數不得減少。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規定辦理。
三、學士班轉系生及轉學生不可提高編級。
四、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學士班新生，得予酌情抵
免學分及提高編級，但抵免後其修業期限，不得少於一年。提高編級標準由各系
裁定之，抵免三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級，抵免六十學分者得編入三年級，抵
免九十二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級。
五、依據前開原則，學士班新生入學前於專科學校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學校亦得
酌情辦理抵免，五專畢業生其學分之抵免以四、五年級修習者為限。
六、與境外大學院校合作簽約，以副學士或中文專業高級文憑考取本校者，不論抵免
學分多寡，一律編入三年級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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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學系（所）碩、博士班學分抵免辦法，由本校各學系（所）自訂規則，但不得
逾越本辦法，並須經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研究生成績及格標準為七十分，學分
抵免以就讀學系（所）規定之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之 1/2 為限，已
先修讀本校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以 2/3 為限，另一貫修讀本校學、碩士學位之預研生，或重考本校同系（所）之
研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以 3/4 為上限。（凡於 100 學年
度（含）前，已修習本校學分者，仍適用舊法之規定。）
第 5 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含通識科目）。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識科目）。
三、不計學分（如語言練習、檢核）。
四、學士班輔系學分（含學士班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五、學士班雙主修學分。

第 6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四、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而學分不同者。

第 7 條

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抵免部份學分後無法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嚴處理；抵免部分
學分後可補修另一部分學分者，得從寬處理。
三、以學分抵免零學分者；抵免後以零學分登記。

第 8 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學當學期之加退選截止日（以行事曆為準）前完成
申請，並以一次為原則，情況特殊，得以專案處理。

第 9 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除通識科目和相關檢核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審查外，各系（所）
專業科目，應由各該系（所）負責審查，並由教務處負責複核，各系（所）的選修學
分之抵免審核由各系（所）自行認定，如執行上有困難，請相關系（所）協助。

第 10 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系生，得用原歷年成績表，並備註「核准抵免科目學分」。
二、學士班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轉入年級前各學年成績
欄。
三、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學士班新生，應將抵免科
目學分登記於歷年成績表。
四、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及重考本校同系（所）之研究生，應登記於歷年成績
表第一學年前之成績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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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其學分轉換以授課時數及修
課內容作為學分換算及科目抵免之參考原則。

第 12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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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分抵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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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 第 2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
分：
分：
一、轉系生。
一、轉系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二、學士班轉學生。
三、重考入學之新生。
三、重考入學之新生。
四、依照規定先修讀學分後
四、依照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
考取修讀學位之學生。
取修讀學位之學生。
五、於學士班先修習碩士班
課程之研究生。
六、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
位，修習之科目學分持
有證明者。
七、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
認辦法」相關規定之大
陸地區高等學校修習科
目及格者。
八、其他經核准者。
第 4 條

學分數為限；轉入四年
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至多以一百一十四學分
為限。
學生自轉入年級
起，每學期應修之下限

因應本校與大
陸地區大學校
院合作簽約，
以副學士（等
同二技學力）
或同等學力考
取本校就讀者

五、於學士班先修習碩士班課 之學分抵免，
程之研究生。
新增第七款之
六 、 經本 校 核准 修 讀雙 聯 學 規定。
位，修習之科目學分持有
證明者。
七、其他經核准者。

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 第 4 條

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
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轉入二年
級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至多以五十學分為限、
寒轉生至多以六十九學
分數為限；轉入三年級
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
多以八十八學分為限、
寒轉生至多以一百零一

說明

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 1.本校規定畢

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系生轉入二年級
者，其抵免學分總數至多
以五十學分為限、寒轉生
至多以六十九學分數為
限；轉入三年級者，其抵
免學分總數至多以八十八
學分為限、寒轉生至多以
一百零一學分數為限；轉
入四年級者，其抵免學分

業學分數為
不少於 128
可畢業，以
128 學分為
基準，重新
計算提高編
級之學分數
規定，以計
算出來之數
值，再酌減

總數至多以一百一十四學
2-4 學分計
分為限。
算如下：
學生自轉入年級起， （1）編入二年
每學期應修之下限學分數
級 ：
不得減少。
128*1/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規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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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不得減少。
二、學士班轉學生比照前款

定辦理。
三、學士班轉系生及轉學生不

規定辦理。
三、學士班轉系生及轉學生
不可提高編級。
四、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
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
讀學位之學士班新生，
得予酌情抵免學分及提
高編級，但抵免後其修
業期限，不得少於一
年。提高編級標準由各

可提高編級。
30 學
四、重考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
分。
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 （2）編入三年
位之學士班新生，得予酌
級 ：
情抵免學分及提高編級，
128*2/
但抵免後其修業期限，不
4=64，
得少於一年。提高編級標
酌減 4
準由各系裁定之，抵免三
學分為
十六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二
60 學
年級，抵免七十二學分者
分。

系裁定之，抵免三十學
分以上者得編入二年
級，抵免六十學分者得

得編入三年級，抵免一○ （3）編入四年
八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年
級 ：
級。
128*3/

編入三年級，抵免九十
二學分以上者得編入四
年級。
五、依據前開原則，學士班
新生入學前於專科學校
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
分，學校亦得酌情辦理
抵免，五專畢業生其學

五、依據前開原則，學士班新
4=96，
生入學前於專科學校修習
酌減 4
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學校
學分為
亦得酌情辦理抵免，五專
92 學
畢業生其學分之抵免以
分。
四、五年級修習者為限。 2.因應本校與
六、「刪除」
境外大學校
七、各學系（所）碩、博士班
院合作簽

分之抵免以四、五年級
修習者為限。
六、與境外大學院校合作簽
約，以副學士或中文專
業高級文憑考取本校
者，不論抵免學分多
寡，一律編入三年級就
讀。
七、各學系（所）碩、博士
班學分抵免辦法，由本

學分抵免辦法，由本校各
學系（所）自訂規則，但
不得逾越本辦法，並須經
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研
究生成績及格標準為七十
分，學分抵免以就讀學系
（所）規定之應修畢業學
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之
1/2 為限，已先修讀本校
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

校各學系（所）自訂規
則，但不得逾越本辦
法，並須經教務會議核
備後實施。研究生成績
及格標準為七十分，學
分抵免以就讀學系（所）

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分
數（不含論文學分）以 2/3
為限，另一貫修讀本校
學、碩士學位之預研生，
或重考本校同系（所）之
研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
9

酌滅 2
學分為

約，以副學
士或同等學
力考取本校
就讀者之學
分抵免及提
高編級之相
關規定，因
此新增第六
款規定。

規定之應修畢業學分數
（不含論文學分）之 1/2

分數（不含論文學分）以
3/4 為上限。
（凡於 100 學

為限，已先修讀本校學
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
究生，抵免應修畢業學
分數（不含論文學分）
以 2/3 為限，另一貫修
讀本校學、碩士學位之
預研生，或重考本校同
系（所）之研究生，抵
免應修畢業學分數（不
含論文學分）以 3/4 為

年度（含）前，已修習本
校學分者，仍適用舊法之
規定。）

上限。
（凡於 100 學年度
（含）前，已修習本校
學分者，仍適用舊法之
規定。）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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