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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01 日（週二）上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朝祥 

出 席 者：行政主管  劉副校長三錡（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長）、

藍副校長順德（兼招生事務處處長）、王副招生長宏升、林教務長文瑛、

羅副教務長中峰、柳學務長金財、饒總務長達欽（兼主任秘書）、郭研

發長冠廷、謝國際長大寧（兼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張副國際長瑋儀、

林圖資長裕權、人事主任林淑娟、會計室主任釋妙暘法師、佛大會館

許經理漢宏 

教學主管  通識教育委員會王執行長震武、通識教育中心陳衍宏主任、語文教育

中心王梅春主任、圍棋發展中心徐偉庭主任、人文學院戚院長國雄（兼

哲學系系主任）、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蕭主任麗華、歷史學系范主任純

武、外國語文學系游主任鎮維、宗教學研究所陳所長旺城、社會科學

暨管理學院林院長信華、社會學系鄭主任祖邦、應用經濟學系陳主任

谷劦、公共事務學系陳主任尚懋、管理學系蔡主任明達、心理學系林

主任烘煜、創意與科技學院翁院長玲玲、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潘襎主

任（兼藝術學研究所所長）、資訊學系詹主任丕宗、產品與媒體設計學

系張主任志昇、傳播學系陳才主任、樂活產業學院楊院長玲玲、健康

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許主任興家、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何主任振盛、

佛教學院萬院長金川、佛教學系陳主任一標（兼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級主管  註冊與課務組邱美蓉組長、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汪雅婷主任、學生學習

發展中心賴宗福主任、學生生涯發展中心簡文志主任、生活輔導組莊

祿舜組長、課外活動組鄭宏文組長、諮商輔導組游勝翔組長、體育與

衛生組吳良民組長、事務組莊展俊組長、營繕組張錫東組長（兼環安

組組長）、招生事務組李喬銘組長、招生活動組余忠勳代理組長、校務

計畫組曲靜芳組長、產學合作與交流組林晏如組長、推廣教育中心張

和然主任、國際合作與交流組陳拓余組長、兩岸合作與交流組詹雅文

組長、華語教學中心詹素娟主任、諮詢服務組王愛琪組長（兼館藏管

理組組長）、校務資訊組張世杰組長、網路暨學習科技組陳應南組長、

行政管理組陳志賢組長、公共關係組徐明珠組長、會計室陳美華組長 

列 席 者：學生會溫翌伶會長、學生議會范家瑋議長 

記    錄：鄭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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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執行情形、列管案件、業務報告、專題報告、提案討論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執行情形、列管案件、業務報告、專題報告、提案討論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第二次以包裹方式修訂本校因組織異動而需修正之法規，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上網公告。 

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修訂本校「法制作業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緩議。 

2.本辦法進行修正時，需先送主管會報。 

依會議決議辦理。 

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2.公告 10 日期滿後，若無其他意見，才可公告施行。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

公告施行。 

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附表二職務名稱增加護理師，請人事室參照他校薪級編定後，

專案簽報。 

已依決議完成專案

簽報，並函送董事

會核備中。 

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核計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正簽請校中核定公

告中。 

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制訂本校「全英語授課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1 條第三句刪除「專任」。 

3.第 6 條最後一句「依學分數定額獎勵」修正為「，教師該課程

之鐘點費以 1.5 倍計算」。 

4.第 8 條第一句「採全英語授課之課程鐘點費以 1.5 倍計算；」

刪除，及第二句增加「英文程度應為」，且將「或與其」修正

為「，或具其它」，和將「程度」修正為「之」。 

5.第 11 條第三句增加「並繳回」，及刪除最後一句「，並補扣其

減授時數之鐘點費」。 

6.第 13 條依「法制作業辦法」修正為「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刻正簽核公告中。 

七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預計公告實施。 

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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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訂本校「採購作業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2.本辦法公告後，待系統修正完成即施行。 

九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物品集中採購作業規則」，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2.本辦法公告後應即施行。 

缺 

 

參、列管案件進度報告                       執行情形、列管案件、業務報告、專題報告、提案討論 

案號 

與 

依據 

案由 

主/協 

辦 

單位 

辦理 

期限 
辦理情形 

完成 

進度 

（%） 

列管 

情形 

104-1 

主管 

會報 

本校各系是否都應

設置實習課程請教

務處研議。 

教務處 104.11.30 1.已和生涯中心研議修訂本校

「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放寬實

習相關規定。 

2.各系設罝實習課之規劃研議

中。 

5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1 

主管 

會報 

本校 EP 使用率應

達 100％，相關資訊

應該由本校行政人

員建制及系統自動

帶入，如何分工及

辦 理 請 教 務 處 研

議。 

教務處 105.12.31 EP 建置將採以下方法達成使用

率 100%： 

1.入班輔導 

2.履歷、自傳比賽 

3.新生定向營 

4.輔導諮詢：一對一及小團體諮

詢 104-2 擬規劃成通識課程使

用系統。 

55%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2 

行政 

會議 

系所評鑑待改進事

項，應依初稿開始

進行改善計畫，並

於一學年內完成。 

教務處 105.07.31 已整理完成實地訪評意見（初

稿）意見，並完成系所評鑑檢討

時程之規劃，待召開全校性會議

進行全盤檢討流程。 

15%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2 

主管 

會報 

請各計畫主持人於

10 月底前要動支計

畫 金 額 達 70 ％ 以

上，並於 12 月中旬

前核銷完畢。 

教務處 104.12.31 1.每週函請各單位加速執行，並

於每次主管會報與行政會議

公布執行率。截至 11 月 20 日

為止的執行率為 65.85%。 

2.於 11 月 23 日執行率通知信函

再次提醒計畫經費核銷須於

11 月 30 日完成。 

6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1 

校務 

會議 

教學卓越計畫的執

行進度未符期望，

請教務處提供各項

計畫在某時間點應

執行的進度給各計

畫主持人，建議將

日期及達成率訂清

教務處 104.12.31 1.已於 10 月 06 日主管會報中進

行教卓計畫執行進度之檢

討，明訂 10 月 31 日前各單位

動支金額應達 70%以上。 

2.105 年度教卓計畫將逐月提報

計畫與經費執行狀況，並召開

工作會議。 

60%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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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或請各系提供

各自的執行進度，

以利進行計畫執行

進度管控。 

104-3 

主管 

會報 

請教務處重新檢討

停課程序，若開課

人數不足，應立即

處理，開課學分數

及畢業門檻等相關

事項一併檢討之。 

教務處 104.12.30 1.關於停課程序及開課學分數相

關事宜，已一併修訂在本校開

排課辦法中，已通過教務會議

並預告修訂，將提案至 12 月

01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討論。 

2.人數不足停開課程序，將改為

課程初選時人數不足即停開

課程，並自 104-2 開始實施。 

8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3 

主管 

會報 

請學務處儘快訂定

學生受傷處理之標

準作業程序。 

學生事

務處 

104.12.18 本校災防計畫已於 11 月 10 日承

核，計畫內容經主秘指導仍需修

正，擬於 12 月 4 日修正計畫後再

承核。 

4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3 

主管 

會報 

創意與科技學院和

雲來集旁停車場出

入口交通管制警示

號誌，由學生事務

處負責增設以提高

校園安全，採購及

維修部分則請總務

處負責。 

學生事

務處 

104.12.18 已於 11 月 12 日完成請購作業，

規劃於 12 月 17 日前可完工。 

6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3 

主管 

會報 

請學生事務處與總

務處儘快完成緊急

災 難 應 變 處 理 原

則，包含依災難等

級高低所應成立的

急 難 指 揮 中 心 與

SOP 程序等相關事

項，並請主秘協助

協調分工。 

學生事

務處 

104.12.18 本校災防計畫已於 11 月 10 日承

核，計畫內容經主秘指導仍需修

正，擬於 12 月 04 日修正計畫後

再承核。 

5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3 

主管 

會報 

招生檢討會議中所

提的各種建議中，

找出現階段的可行

方 案 ， 儘 快 執 行

之，並將可行方案

推廣提供其他系所

參考執行，勿侷限

於單一系所。 

招生試

務處 

104.12.01 1.招生檢討會會議紀錄已於 104

年 11 月 02 日簽核完畢並公告

各單位，本處已依校長裁示事

項，列出「105 招生策略推動

方案」。 

2.本處主辦之各項推動事項已依

策略積極辦理。 

100

％ 

建議 

解除 

列管 

104-2 

行政 

會議 

特殊採購才可使用

限制性招標，並成

立採購委員會協助

執行相關作業，在

總務處 104.12.31 1.將依本校實況需要，並參考其

他學校相關作業規定訂定本

校之作業規定，以為依循。 

2.委員會成立後，其審查過程之

100

％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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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程序的方

式下執行限制性招

標。 

時間，請各單位估算其可能增

加之前置作業時程，以能適時

辦理。 

104-2 

行政 

會議 

建議建立優良廠商

名冊，將規範明確

訂定，如此即使是

大賣場也可成為優

良廠商。 

總務處 105.07.31 1.依採購法二十一條：機關為辦

理選擇性招標，得需先辦理資

格審查，建立合格廠商名單。

但仍應隨時接受廠商資格審

查之請求，並定期檢討修正合

格廠商名單。 

2.經常性採購，應建立六家以上

之合格廠商名單。 

3.本案將訂定相關規定，正持續

辦理中。 

10％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1 

校務 

會議 

本校不分預算來源

採購原則及規範應

相同，全校均依政

府採購法辦理，請

劉副校長協助建立

採購相關辦法及流

程。 

總務處 104.12.30 1.本校有關採購相關規定均參照

政府採購法規定及相關細則，

現訂有採購作業辦法、招標及

決標作業規則、底價訂定規

則、集中採購作業辦法及採購

作業方式等以為採購之遵行，

並不區分預算之來源。 

2.為落實採購作業，本處已著手

制訂「本校採購委員會設置辦

法」建議由劉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透過委員會議以精進及提

升採購品質。 

80％ 建議 

持續 

列管 

9 月校

長與行

政人員

有約 

雲來集宿舍修繕問

題，請同學使用總

務 處 網 站 登 記 報

修，報修紀錄也應

已 E-mail 方式轉知

總務長，並請與會

計 室 討 論 折 舊 問

題，儘量維修，以

減少學生抱怨。 

總務處 104.11.25 校內設備維修均已上網報修系

統登錄，消耗品部分由總務處營

繕組購置維修（自行破壞須賠

償），建築物部分由總務處及會

計室均有討論年度建物折舊事

宜。 

100 

％ 

建議 

解除 

列管 

9 月校

長與行

政人員

有約 

射箭場堆肥及狗的

問題請總務處儘速

處理，桌球設備移

至 射 箭 場 之 建 置

案，也請總務處一

併研議。 

總務處 104.11.25 射箭場建置乙案，總務處已函請

校內興建規劃顧問公司中興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針對該處進行

審查及評估，104 年 11 月 19 日

來函告知該處建築物容積率建

設已足，不宜再增建。 

100 

％ 

建議 

解除 

列管 

104-1 

行政 

會議 

前學年度請各系找

兩間企業進行學生

實習合作，但一學

年度已過去，仍有

系所尚未完成。請

秘書室 104.12.31 經 11 月 26 日與圖資處之校務資

訊組討論，並測試目前已完成部

份系統功能之確認與再修改。 

70 

％ 

建議 

持續 

列管 



6 
 

主 秘 規 畫 管 考 方

式，建議用系統進

行。 

9 月校

長與行

政人員

有約 

關於同仁反應優秀

駕駛因薪資太低而

離職，其薪資是否

可再增加部分，本

校同仁薪資資均須

經董事會同意，請

人事室重新審視駕

駛同仁薪資。 

人事室 缺 1.本年度因預算暫不調整，未來

將依市場水平及工作績效調

整。 

2.調整內容，另案由人事室及總

務處再行討論後定案。 

缺 建議 

持續 

列管 

104-2 

主管 

會報 

有關百萬人興學會

館漏水部分請建商

查修。 

興學館 104.11.29 已與營繕組約 11 月 29 日施工。 缺 建議 

解除 

列管 

104-3 

主管 

會報 

興學館應依營運這

段時間所遇到的問

題建立管理制度並

訂定辦法，如訂金

的收取、退房的退

費等標準，都可於

辦法中明訂，往後

則依法辦理之，而

校內人員訂房仍以

不收訂金為規劃方

向。 

興學館 缺 校內團體及研討會訂房之規定

文件已交給副校長，許經理告知

對於細項內容需再研討。 

缺 建議 

持續 

列管 

 

肆、業務單位報告(詳附件一/第 10 頁)           執行情形、列管案件、業務報告、專題報告、提案討論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場地借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二/第 29 頁） 

說明：一、本法已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修正，公告日期為 104 年 11 月 5-11 月 14 日，符合

法制作業規範。 

二、本校為因應各高中職與本校簽訂教育夥伴策略聯盟協議書，長期維持友善關係

及建立教育夥伴之整理效益環境。建議使用校內場地免收各項費用，修訂本校

場地借用管理辦法第 11 條，以符合作業需要。 

三、本案如奉同意修正後，將於 10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起施行。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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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訂本校「開課暨排課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三/第 33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1 月 04 日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修

正，公告日期為 104 年 11 月 17-26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103 學年度鐘點費預算超支約 450 萬元，因此奉副校長指示檢討本校「開課暨

排課辦法」開課鐘點數之相關規定。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四

/第 47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1 月 04 日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修

正，公告日期為 104 年 11 月 5-14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配合教育部 104 年 07 月 28 日函，調查各校針對學位論文涉及代寫及抄襲等舞

弊情事之預防及審查機制相關配套措施。 

三、應教育部要求，學校接獲學生學位論文疑涉論文抄襲舞弊等情事時，應由學校

儘速依學位授予法及校內所定學生學位論文抄襲、代寫等舞弊情形相關處理原

則妥處。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五/第 54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1 月 04 日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修

正，公告日期為 104 年 11 月 05-14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配合教育部 104 年 07 月 28 日函，調查各校針對學位論文涉及代寫及抄襲等舞

弊情事之預防及審查機制相關配套措施。 

三、應教育部要求，各校應嚴格把關授予學位之品質，除於學位論文審核與報告評

分時應確實執行，並訂定相關配套措施及修正教務章則等外，亦應積極宣導，

以確保畢業生素質。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教學評量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六/第 64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0 月 28 日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修

正，公告日期為 104 年 11 月 02-11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完善教學評量施測期程。 

三、說明教學評量不佳及教學不力情事處理之適用辦法。 

四、調整條文部分內容順序以使符合各條文制訂目的。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制訂本校「教學評量輔導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七/第 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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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0 月 20 日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再經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制定，公告日期為 11 月

02-11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根據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提報計畫之基本項目指標「協助教師改善教學方法及

提升教學成效—教學改進及輔導成果」制定本辦法，以使輔導機制更為周延。 

三、教學評量不佳課程教師輔導措施共分三級，依程度輕重由系主任、院長、教務

長或校長進行晤談。 

四、教學評量不佳教師應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並提出教學改善方案。 

五、本制定案原送 104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時，辦法名稱為「教學評量不佳教師

輔導辦法」，後經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辦法名稱為「教學評量輔導辦法」。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制訂本校「領航教師設置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八/第 77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0 月 20 日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再經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制定，公告日期為 11 月

02-11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推動本校教師教學精進及經驗傳承，並協助了解與教師相關之各項工作內容及

具體措施，特制定本辦法。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制訂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九/第 83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0 月 20 日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再經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制定，公告日期為 11 月

02-11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制定，為強

化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擬針對不同類型的弱勢學生建立輔導機制。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制訂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十/第 93 頁） 

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0 月 20 日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再經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制定，公告日期為 11 月

02-11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依據「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設置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統籌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涉及之跨單位溝通協調事務。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十一/第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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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本法經 104 學年度 10 月 20 日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再經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預告制定，公告日期為 11 月

02-11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依據 104 年 06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勞動部勞動關 2 字第 104126620 號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三、依 104 年 08 月 12 日「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本校教學助理

定義為「學習型教學助理」。 

四、增訂第二條：「學習型教學助理，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教師進行教學實習，欲

擔任「學習型 TA」者，需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0 學分「教學實習」課程…」

及其他相關條文。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申請設立「民宿研究中心」，提請討論。（詳附件十二/第 105 頁） 

說明：一、申請人為管理學系陳志賢老師。 

二、檢附申請表、中心組織及工作表。 

三、本案業經 104 年 10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議：             提案一、提案二、提案三、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八、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陸、臨時動議：                              執行情形、列管案件、業務報告、專題報告、提案討論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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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業務單位報告 

一、劉副校長室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二、秘書室                                                                回業務報告 

三、教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教專中心、學習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104 學年度雲水雅會活動場次規劃如下： 

日期 講題 講員 參加人數/回收問卷數 滿意度 

11/10 雲水夜談-我的牛津書院生活 創意與科技學院院長翁玲玲老師 19 人/14 份 4.7 

11/11 
我讓教室變有趣了！(四)-歐

美資訊教育現況 
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劉遠楨教授 10 人/10 份 4.7 

11/16 食安風暴的生存法則 
樂活學院 楊玲玲院長/長庚醫院

臨床毒物科譚敦慈護理師 
14 人/11 份 4.9 

11/18 
Zuvio 系統及最新功能教學工

作坊 
學悅科技有限公司 13 人/10 份 5 

11/19 關於教卓，我有話要說 未樂系 8 人/---份 ---- 

2.教學評量：104-1 學期期中教學評量意見，教師回覆部份已於 11 月 14 日截止；

11 月 19 日已公布填答學生抽獎得獎名單，並已進行獎品發放。 

3.優良教師遴選：各院推薦教學優良教師，目前已收到社科學院及佛教學院繳交

候選人之資料。                                                回業務報告 

4.教師評鑑：院教評會應於 11 月底繳回教師評鑑審查結果，目前已收到社科學院

及人文學院之資料。 

（二）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教專中心、學習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學習診斷方面－104-1 新生學習經驗及學習期待分析：於新生定向營施測後，共

計回收 720 份問卷，針對 103 學年度及 104 學年度新生之差異進行比較全校、

各院、系問卷資料整理、統計分析檢定初稿已完成。 

能力指標 103 學年度新生平均分數 104 學年度新生平均分數 

體力與健康狀況 2.68 2.68 

溝通與協調能力 2.80 2.12 

規劃與組織能力 2.71 2.82 

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 2.92 1.98 

專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69 2.83 

創造與創新能力 2.71 2.20 

運用電腦的資訊能力 2.39 2.47 

英語能力 1.97 3.06 

道德思考能力 3.29 3.33 

社會關懷能力 3.1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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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追蹤方面：103-2 大四畢業生成效追蹤調查問卷，針對 103 學年度入學生及

畢業生之差異進行比較，於 104 年 5-6 月施測，共計 192 份，全校、各院、系問

卷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初稿完成，目前修改中。                    回業務報告 

問項 能力指標 
103 學年度新

生平均分數 

103 學年度畢

業生平均分數 

專業能力面向 

專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69 2.91 

提供特定學科或研究領域的

專業知識 
1.67 3.22 

資訊能力面向 運用電腦的資訊能力 2.39 2.89 

社會關懷能力面向 

社會關懷能力 3.12 3.17 

主動關注社會議題 1.75 2.93 

主動關懷弱勢 2.54 2.91 

積極參與服務性社團 2.17 2.57 

將社會關懷付諸行動 2.43 2.72 

道德能力面向 

道德思考能力 3.29 3.27 

提供可釐清個人價值觀或道

德觀的經驗 
3.30 3.30 

外語能力面向 

英語能力 1.97 2.33 

我知道其他國家的語言規則 

（例如:辭彙、法規） 
2.66 2.59 

實務及實作能力面向 

提供學習職場技能的機會 1.56 3.29 

我喜歡講具體事實的課勝於

講觀念的課 
2.73 3.17 

我喜歡實作活動的學習方式 1.66 3.25 

3.學習促進方面                                                  回業務報告 

（1）自主學習社群：104-1 期中自主學習社群於 11 月 06 日開放第二梯次申請，

現有 22 組 345 人報名，報名同學持續增加中，將於 12 月 20 日截止活動，

報名人數說明如下： 

組次 申請系所 社群名稱 社群成員（人數） 

1 小琉球迎王深度之旅 文資系 40 

2 甲等堅持上下一心，甲上隊員大會 甲上志工服務隊 125 

3 經濟系 經濟系 8 

4 經濟系 經濟系 6 

5 幾變春秋那些事，都付風雨讀書聲 毅然讀書會 7 

6 甲上志工服務隊-志工培訓 甲上志工服務隊 38 

7 愛在文學 文字的激情 6 

8 羽眾不同 羽眾不同 9 

9 
2015 宜蘭地區小學聯合趣味競賽-小

小天使運動會 

2016 宜蘭地區小學聯合趣味競賽-小

小天使運動會 
36 

10 "花"想生活 當一位生活花藝家 6 

11 雲水手作繪本社 雲水手作繪本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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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台灣記遊 躥喜七逃團 5 

13 原創角色設計修練計畫 產媒動漫控 25 

14 學習台灣多元文化 文化夢之隊 9 

15 大學生在地生活地圖繪製 出發!探險隊 12 

16 我們去哪兒? 出發!探險隊 5 

17 策展主視覺行形象設計 產媒迪賽兒 16 

18 識別形象設計實務學習 識別形象設計實務學習 7 

19 「金」趣味，「棗」伙來 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學會 6 

20 當我們同在一起 社會學系系學會 5 

21 書發你的感受 中文系系學會 6 

22 尋訪日月潭、阿里山之美 F4 5 

合 計 390 

（2）讀書會：截至目前為止共計 27 組，126 人參加。               回業務報告 

組數 系所 社群名稱 參與人數 系所總計 

1 經濟系 經濟系讀書會 6 人 6 人 

2 心理系 心理系讀書會 6 人 

12 人 3 心理系 心理系讀書會 3 人 

4 心理系 心理系讀書會 3 人 

5 社會系 社會系讀書會 3 人 

11 人 6 社會系 社會系讀書會 5 人 

7 社會系 社會系讀書會 3 人 

8 管理系 管理系讀書會 3 人 
6 人 

9 管理系 管理系讀書會 3 人 

10 歷史系 歷史系讀書會 6 人 6 人 

11 佛教系 佛教系讀書會 3 人 3 人 

12 文資系 文資系讀書會 8 人 8 人 

13 外文系 外文系讀書會 4 人 
8 人 

14 未樂系 未樂系讀書會 4 人 

15 產媒系 雲水讀書會 4 人 

10 人 16 產媒系 樂佛讀書會 4 人 

17 產媒系 平面設計學習與探討 2 人 

18 佛教系 梵唄練習賞析 4 人 

13 人 19 佛教系 以法相會 4 人 

20 佛教系 中文好好學 5 人 

21 管理系 果子趣讀書會 3 人 3 人 

22 經濟系 賽局 get 5 人 

21 人 

23 經濟系 多多讀書會 4 人 

24 經濟系 逐夢者 4 人 

25 經濟系 金融證照讀書會 4 人 

25 經濟系 戰勝財務經濟學 4 人 

26 人文學院 生活智慧 往事百語 15 人 15 人 

27 管理系 韓流來襲讀書會 ４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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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主學習激勵競賽：各項競賽執行進度如下：各競賽申請截至 104 年 11

月 24 日止，統計如下表：                                  回業務報告 

104-1 自主學習競賽名稱 申請人次 

「誰是點心王」閱讀競賽 93 人次 

「尋找筆記達人」筆記競賽 107 人次 

（4）書院學習策略講座：104-1 書院學習策略講座共辦理 6 場。 

A.書院學習策略講座 -「時間管理」已於 11 月 16 日（一）辦理，過程由

張家麟老師、鄭如玉老師及學生助理羅婉琦以討論方式進行，同學參與

的很熱烈。本次活動有 36 人，意見回饋單共計收回 36 份，活動滿意度

如下： 

量化意見滿意度（4 點量表） 

向度 時間規劃 地點規劃 講座主題設計 講座內容 整體活動滿意度 對簡報技巧的幫助 

平均數 3.35 3.41 3.65 3.73 3.62 3.68 

B.本學期其餘三場「書院學習策略講座」辦理時間及活動訊息如下。 

日期 主講題目 地點 講師 

11/24（二） 興趣與學習 德香樓 B306 郭晉銓老師 

12/14（一） 小組學習 雲來書院(雲來集 1 樓 116 室) 張家麟老師 

12/22（二） 學習信心與興趣 雲來書院(雲來集 1 樓 116 室) 郭晉銓老師 

（5）學習型 TA 

A.10 月 28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佛光大學學習型教

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將提 104 年 12 月 1 日 104-06 行政會議進行討

論。 

B.11 月 11 日「教師與 TA 交流會」，安排優良 TA 頒獎典禮，並邀請管理

學系陳志賢老師為 TA 主講「啟動你的創新密碼」，共計 86 人出席，活

動滿意度為 3.07（採 4 點量表）。 

C.補助各院系依學術專業辦理專業培訓課程，共計管理系及心理系二系申

請（如下），已陸續辦理：                                回業務報告 

序號 系所名稱 日期 申請項目 場次 補助經費 小計 

1 管理系 
104.11.11 TA 期中座談暨工作研習會 1 1,600 

3,200 
104.11.12 系 TA 增能工作坊—動畫簡報初體驗 1 1,600 

2 心理系 
104.11.18 

104.11.25 
系專業培訓課程 2 3,200 3,200 

（6）104-1 學期獎學金申請—104-1 學期獎學金申請報名活動皆已截止，校外活

動競賽獎勵金個人組有 6 人申請，團體組 30 人，共計 36 人申請，以素食

系申請比例最高；專業證照獎勵金共 11 人申請，以經濟系申請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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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輔導方面 

（1）清寒及預警學生課業輔導及自修：《104-1 學期清寒及預警學生課業輔導及

自修方案》截至 11 月 23 日止，共計自修方案 16 人報名，學伴支持目前

共計有 7 人接受輔導，另有 1 人提出學伴申請。 

（2）弱勢學生輔導計畫：截至 11 月 23 日止，「購買工時」共計 16 位同學報名；

「學伴支持」目前共計有 7 人接受輔導，另有 1 人提出學伴申請；「海外

求學圓夢」目前共計有 2 位同學報名。 

（3）《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培訓方案》已於 11 月 19 日舉辦說明會，共計 83

名學生參與（含一般生），目前培訓課程報名總人數共計 89 人（弱勢學生

佔 18 人）。 

（4）《佛光大學補救教學作業要點》已於 11 月 24 日（二）取得全校期中成績

不及格率達 30%之課程名稱及其資料，共計 16 門課符合申請資格。 

（5）學習諮詢園地：104-1 共計接受 7 位同學之學習諮詢，並協助解決或轉介

其學習需求。 

5.學習成效品保方面                                              回業務報告 

（1）學習資料處理：目前著手進行 102-1 至 103-2 預警輔導資料、教學助理、

學生參賽表現、大四生學習回顧、學生證照、公職考試、校外競賽、新生

學習經驗與背景、學習狀況追蹤、自主學習、其他學生學習、學習成果展

共計十二項建置及維護。 

（2）佛光大學實習課程之績效評量：已初步擬定「實習學生對實習機構的滿意

度調查」、「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的滿意度調查」、「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的

滿意度調查」、「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的滿意度調查」績效評量滿意度和成

效問卷。 

（3）系所評鑑相關規劃 

A.素食系評鑑：104 年 11 月 19 日上簽素食系自我評鑑規劃及經費使用案，

預計於本學期期末安排院系級系所評鑑，下學期 105-1 期中安排校級評

鑑事宜。 

B.系所評鑑檢討規劃：已整理完成實地訪評意見（初稿）意見，並完成系

所評鑑檢討時程之規劃。 

（三）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教專中心、學習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畢業後一年（102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100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 

（1）調查率：                                                 回業務報告 

序號 系所 100 學年度完成率 102 學年度完成率 

1 傳播系 45.16% 55.00% 

2 經濟系 91.67% 95.74% 

3 中文系 90.24% 97.22% 

4 心理系 100.00% 96.55% 

5 未樂系 80.95% 81.71% 

6 產媒系 100.00%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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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應系 87.14% 95.31% 

8 管理系 82.05% 74.44% 

9 歷史系 91.67% 88.89% 

10 公事系 37.65% 28.09% 

11 佛教系 67.65% 65.00% 

12 外文系 60.87% 73.33% 

13 社會系 79.59% 50.91% 

14 文資系 30.43% 76.32% 

15 哲學系 0.00% 100.00% 

16 藝術系 77.78% 72.73% 

校完成率 72.69% 70.96% 

（2）104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已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全部上傳完成。 

2.國際文化村：                                                  回業務報告 

（1）開幕時間為：11 月 25（三）12:10-13:10，假雲起樓中庭辦理。 

（2）東亞文化饗宴：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6 日 

A.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7 日（泰國文化週） 

B.11 月 30 日至 12 月 04 日（馬來西亞及越南文化週） 

C.12 月 07 日至 12 月 11 日（日本及韓國文化週） 

D.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中港澳文化週） 

3.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國小兒童課後服務員訓練班：已於 11 月 19 日下午

1-2 點於德香樓會議室（B104）進行課程說明會。 

4.社會關懷中心：社會關懷與實踐中心已於 11 月 19 日成立，目前在 433 研究室執

行年畫製作階段，並邀請鄂王社區曾老師傅親臨指導學生，後續將與市公所聯

名發行年曆 

5.板凳論壇—預計辦理情形如下：                                  回業務報告 

時間 地點 主題 教師講員 學生講員 

11/25(三) 雲來書院 男女大不同 

汪雅婷（未樂）、黃智

偉（心理）、李銘章（管

理）、郭晉銓（中文）、

高淑芬（社會） 

董帝禔（經濟）、黃鈺涵（經

濟）、簡兆炫（未樂）、賴衍綸

（中文）、王雅臻（文資）、溫

羿伶（未樂） 

12/16(三) 雲來書院 同志不一樣又怎樣 

廖高成（外文）、朱浩

毅（歷史）、施怡廷、

（社會）、鄭如玉（外

文） 

陳弘智（社會）、陳欣珮（公

事）、李丞軒（管理）、王敬騰

（中文）、陳曉音（社會）、覃

筱蓉（經濟） 

6.就業學程： 

（1）健康與素食產業學系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於 11 月 24 日開課。 

（2）住宿服務業人力培訓就業學程經費執行狀況如下： 

核定金額 總核銷額 總執行率 

744,448 123,798 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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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註冊與課務組                             教專中心、學習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建立學位論文相關審查機制，教育部對各校提出下列建

議：                                                          回業務報告 

（1）為及早養成學生正確學術倫理觀念，建請學校開設學術倫理及智慧財產權

等相關課程，並列為研究所必修或畢業條件。 

（2）建議各校可採用線上偵測剽竊系統協助審查，預先避免抄襲舞弊情形發

生。 

2.配合國際處春季班研修生和交換生招生，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系統登錄時間

如下： 

（1）104 年 11 月 17 日至 23 日為通識教育課程登錄。 

（2）104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為學院課程登錄。 

（3）10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為學系（所）課程登錄。 

3.104 學年度學程課程總表目前（計算至 11/23）只有 7 個學系（中文系、心理系、

社會系、管理系、產媒系、外文系、未樂系）已建置完成，請尚未建置的學系

儘快至「學程系統」建置總表，以便學生查閱。 

（五）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教專中心、學習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教育部補助款分三期撥付，已於 11 月 23 日撥付第三

期經費。截至 11 月 20 日止，總核銷金額為 26,340,118 元，補助款核銷金額為

19,688,937 元，配合款核銷金額為 6,651,181 元，總執行率為 65.85%，較 11 月 13

日提升 1.14%。                                                回業務報告 

2.各分項經費執行狀況如下表所示，經費統計資料至 11 月 20 日止。 

分項計畫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核銷金額 執行率(%) 核銷金額 執行率(%) 

分項計畫一 14,192,,486 63.77 14,485,943 65.09 

分項計畫二 2,860,473 53.10 2,906,465 53.95 

分項計畫三 4,412,054 73.31 4,478,858 74.42 

分項計畫四 2,613,068 69.04 2,697,838 71.28 

總-計畫管考 1,805,046 70.67 1,771,014 69.34 

總計 25,883,127 64.71 26,340,118 65.85 

3.各子計畫經費執行狀況如下表所示，經費統計資料至 11 月 20 日止。 

子計畫 

編號 
子計畫名稱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核銷經費 執行率(%) 總核銷經費 執行率(%) 

 
總計畫管考 1,805,046 70.67 1,771,014 69.65 

1-1 改造加值脫胎換骨 9,503,452 63.92 9,741,252 65.52 

1-2 課程分流學以致用 2,570,347 73.92 2,589,334 74.47 

1-3 三生教育品德薰陶 1,034,240 48.20 1,062,840 49.54 

1-4 全球視野國際移動 1,084,447 61.44 1,092,517 61.90 

2-1 就業旗艦職涯啟航 2,488,738 64.36 2,511,927 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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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形塑社會關懷意識 142,630 19.02 149,827 19.98 

2-3 專業服務公民能力 228,565 34.03 244,171 36.35 

2-4 社會企業育成培力 540 0.55 540 0.55 

3-1 培養因材施教能力 2,011,268 89.15 2,064,242 91.50 

3-2 樹立知類通達典範 2,354,250 67.10 2,357,880 67.21 

3-3 發揚經世致用精神 46,536 18.32 56,736 22.34 

4-1 森林大學書院特色 2,258,368 64.84 2,289,768 65.74 

4-2 學用合一體驗教室 264,000 87.60 264,000 87.60 

4-3 全球社區模擬實境 90,700 43.82 144,070 70.00 

 
總計 25,883,127 64.71 26,340,118 65.85 

4.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執行教卓計畫經費情形如下表所示，經費統計資料至 11 月

20 日止。                                                     回業務報告 

教學單位 

執行單位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核銷金額 執行率(%) 核銷金額 執行率(%) 

人文學院 84,861 76.42 84,861 76.42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192,645 73.00 197,568 74.86 

創意與科技學院 207,367 93.92 207,367 100.00 

樂活產業學院 73,387 77.00 73,483 77.10 

宗教研究所 13,277 67.69 13,277 67.69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460,095 51.12 466,265 51.81 

外國語文學系 489,585 58.94 507,145 61.08 

歷史學系 416,677 46.30 432,649 48.07 

社會學系 444,816 57.25 449,538 57.86 

應用經濟學系 450,863 56.58 535,986 67.26 

公共事務學系 488,849 63.17 497,683 64.31 

心理學系 673,468 74.83 675,390 75.04 

管理學系 719,785 84.48 758,508 89.03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760,331 88.42 791,127 92.00 

傳播學系 800,587 85.68 789,391 84.48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646,768 71.86 688,897 76.54 

資訊應用學系 575,614 65.96 558,538 64.00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596,520 71.48 615,200 73.72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54,274 32.14 195,366 40.70 

佛教學系 639,723 71.08 672,883 74.76 

小     計 8,889,492 68.75 9,211,122 69.57 

行政單位 

執行單位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核銷金額 執行率(%) 核銷金額 執行率(%) 

秘書室 1,700,000 100.00 1,700,000 100.00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4,811,729 68.80 4,513,697 57.56 

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2,358,606 45.33 2,400,914 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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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1,445,790 75.20 1,450,401 75.45 

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1,975,235 78.16 1,983,203 78.48 

教務處-課註組 124,844 56.74 128,204 98.74 

學務處 1,375,281 54.16 1,421,937 56.01 

通識中心 403,368 38.46 396,218 37.78 

語文中心 367,378 92.01 370,448 92.78 

國際處 699,569 66.63 704,569 76.65 

研發處 35,159 29.30 45,359 37.80 

人事室 918,000 100.00 918,000 100.00 

小     計 16,214,959 67.00 16,032,950 64.01 

四、學生事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生活輔導組                                        生輔組、輔導組、體衛組、活動組 

1.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減免作業提供每名減免學生 3,000 元~全額的學雜費減

免，目前辦理學雜費減免學生人數為 404 人，總減免金額為 8,839,059 元，目前

執行校內申請審查及與教育部送審作業。 

2.104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提供每名弱勢學生 5,000 元~35,000 元不等的下學期學

雜費補助，目前辦理申請弱勢助學補助為 86 人。                   回業務報告 

3.目前受理申請辦理 104 學年度各項校內外獎補助、二代健保學生身分審查、清寒

工讀助學、生活助學金、愛心鹹菜會濟助金、校內急難濟助金、校外學產基金

急難濟助金、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清寒僑生助學金、學產基金清寒低收入學

生助學金、各項縣市政府獎助學金、各財團法人基金會獎助學金等作業。 

4.工讀加保：每月勞動部勞保及勞退帳單需按月繳納，而部分單位未能每月按時

核銷工讀金，導致本處需先行墊支勞保勞退費用，請單位管制工讀金需於次月

5 日前核銷完畢，避免產生勞保、勞退費用墊支問題。 

5.預定於 12 月 02 日辦理 104 年佛光品德微電影競賽活動頒獎及成果發表會。 

6.預定於 12 月 02、09 及 14 日假懷恩館國際會廳辦理人文、社會學院學生與校長

有約活動，敬請該系師生踴躍參加。（12 月 02 日管理、社會系 12 月 09 日外文、

經濟、歷史系 12 月 14 日中文、公事、心理系） 

（二）諮商輔導組                                        生輔組、輔導組、體衛組、活動組 

1.本學期導師會議及導師輔導知能研習預計辦理時程：                回業務報告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104 年 12 月 9 日 

15:30-17:00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你的注意力被偷走了嗎？—3C成癮的樂活之路 

雲起 406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報名方式： 

(1)教師歷程系統-教師社群系統 

(2)來信 hylu@gm.fgu.edu.tw 

(3)來電校內分機 11246 

2.10 月 19 日舉行創意與科學學院大一新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共 315 人。 

3.10 月 22 日舉行情感教育「校園場域中的性平意識」，講師陳思韵心理師，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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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與。 

4.10 月 26 日舉行人文學院大一新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共 131 人參與。 

5.10 月 28 日辦理新鮮人身心適應講座，共計 1 場，共 50 人參與。 

6.11 月 02 日舉行佛教學院與樂活產業學院大一新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共 87

人參與。                                                      回業務報告 

7.11 月 04 日舉行情感教育「ILOV 美好人生」專題講座，共 130 人參與。 

8.11 月 11 日舉行情感教育「向危險情人 SAYNO！」專題講座，共 90 人參與。 

9.11 月 12 日舉辦生命教育「人際關係不卡關」專題講座，預計 50 人參與。 

10.原 10 月 24 日辦理「GAGA」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因颱風因素改於 11 月 15 日舉

行，共 30 人參與。 

11.11 月 24 日辦理「撥雲見日」生涯探索專題講座，講師薛呈懿議員，共 50 人參

與。 

12.更正 104-1 雙導師費：班級導師共計 116 人，發出 1,538,500 元；學術導師共計

127 人，發出 569,500 元(含二代健保費)。 

13.11 月 24 日召開特優導師甄選委員會，共選出特優導師。 

14.12 月預計於本校辦理「北一區全體學務長會議」，預計 100 人次參與。 

15.資源教室： 

（1）10 月 14 日辦理資源教室「有愛無愛多元讀書會」，主題：禪繞畫創意練習，

共計 21 人參與。 

（2）10 月 28 日辦理資源教室「慶生聯誼會」，共計 30 人參與。 

（3）11 月 11 日預定辦理資源教室「有愛無愛多元讀書會-拼豆 DIY」，共計 20

人參與。 

（4）11 月 25 日預定辦理資源教室「有愛無愛多元讀書會」，共 19 人參與。 

（三）體育與衛生組                                      生輔組、輔導組、體衛組、活動組 

1.104 學年度系際盃羽球比賽報名日期 11 月 09－27 日， 抽籤日期 12 月 02 日 15：

30 時，比賽日期 12 月 07－10 日 18：00 至 21：30。 

2.104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 12 月 02－06 日於台北市陽明高中舉行；

一般男子組 12 月 09－12 日於基隆市海洋大學舉行。 

（四）課外活動組                                        生輔組、輔導組、體衛組、活動組 

1.10 月 28 日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活動-服務典範學習講座，邀請李柏賢老師分享，共

109 人參加。                                                  回業務報告 

2.10 月 28 日辦理原住民族木作技藝課程，邀請屏東排灣族沈安日老師、花蓮阿美

族陳建造老師示範教學，共計 10 人參與及實作。 

3.11 月 07-08 日辦理志工培訓-特殊訓練，其中包含勵志課程、服務課程等，共計

50 人參加。 

4.11 月 11 日辦理社團幹部訓練-創意企劃暨服務性社團與學務長座談，共計 70 人

參加。 

5.11 月 13-14 日辦理薪原力社返鄉服務及文化學習，預計 25 人參加。 

6.11 月 18-20 日前往高雄佛光山，參與國際書展暨蔬食博覽會，由闕嘉瑜專案助理



20 
 

帶領魔術社前往參展。 

7.11 月 25 日辦理全校社團評鑑，地點懷恩館外走廊，共 43 個社團參加評鑑，入

圍的一般性社團有甲上志工服務隊、急救社、香海社、美國文化研究社、吉他

社、素食研究社；自治性社團有未樂系系學會、資應系系學會、文資系系學會、

傳播系系學會、心理系系學會、社會系系學會。 

8.11 月 27-28 日辦理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部落返鄉服務活動，地點宜蘭縣大同鄉

寒溪部落，共 36 人報名，進行部落牆面彩繪、小朋友部落記憶畫作分享、老人

食堂等活動。 

9.11 月 28-29 日及 12 月 12-13 日辦理社團經營師，由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選派

講師，預計 60 人參加。 

10.11 月 30 日 11:00-13:00 辦理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落成餐會，地點雲來集 D116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預計 80 人參加。 

五、總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中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公司於 104 年 10 月 28 至 30 日，對校內建築物實施防火

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需改善大樓之走廊及公共空間，請參閱下表。建請各

單位需應用空間時，請知會總務處協調辦理。                        回業務報告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需改善項目表 

大樓名稱 需改善項目 改善建議 

雲起樓 
1.三、四樓走廊做櫃子，走廊寬度不足。 

2.室內隔間需使用耐燃材料。 

1.走廊不設置裝飾櫃及櫥窗，以免逃生

寬度不足。 

2.隔間材料應有耐燃等級之證明。 

德香樓 一樓走廊做櫃子，走廊寬度不足。 
走廊不設置裝飾櫃及櫥窗，以免逃生

寬度不足。 

雲五館 
1.一樓左側防火區劃防火門設分間牆阻塞。 

2.一樓餐廳隔間需使用耐燃材料。 

1.現勘後改善。 

2.隔間材料應有防耐燃等級之證明。 

雲慧樓 
地下室、三、四、五樓走廊設櫃子，走廊寬

度不足。 

走廊不設置裝飾櫃及櫥窗，以免逃生

寬度不足。 

百萬興學紀

念館大樓 

地下室餐廳、一樓餐廳、一樓大廳、天花板

需使用耐燃材料。 
隔間材料應有耐燃等級之證明。 

（二）本處申請「蘇迪勒颱風風災復建」執行專案計劃，獲教育部委員現勘後，對校內

災後復原工作讚許及肯定，榮獲補助款三百萬元。 

（三）教育部為推動校園食材登錄作業，委託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已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蒞校對本校餐飲廠商進行實地輔導。 

（四）本年度各棟大樓遭二次颱風侵襲，瓦片散落大樓週圍；為恢復校園整潔，已委請

清潔公司調派人力，於週休日加班撿拾、清除破碎瓦片。 

（五）為改善學生餐飲品質並提高廠商之經營意願，於雲慧樓地下室餐飲部增置三口炒

檯 1 座、廚房工作檯 2 座，另於雲慧樓販賣部及林美寮販賣部增設空調系統。 

六、招生事務處                                                            回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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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發展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產學合作暨專題計畫組                                            回業務報告 

1.科技部申請案訊息 

編號 申請項目 校內/申請人截止日期 科技部截止日期 

1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104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01 月 07 日 

2 105 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104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01 月 07 日 

3 105 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案 104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01 月 07 日 

4 105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 104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01 月 07 日 

5 105 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 104 年 12 月 31 日 105 年 01 月 07 日 

6 
105 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位人文主題

研究計畫」 
105 年 02 月 19 日 105 年 02 月 26 日 

※上列申請訊息可至研發處首頁/產學合作案查詢。 

2.敬請各學系協助轉知老師，如有承接校外產學合作計畫案，務必提供研發處合

約書副本（或影本），以利後續績效資料填報。 

（二）校務計畫組 

1.公告 104 學年第 2 學期學術活動補助，自 12 月 01-15 日受理各單位申請。 

2.公告 104 學年度特色計畫補助，自 12 月 01-31 日受理教師依各特色主題提出申

請。 

（三）推廣教育中心 

1.政府委託計畫案： 

（1）申請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5 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依規定產業

之相關課程擇四門課程申請補助，預計 12 月初可確知獲補助之課程。 

（2）宜蘭縣政府委託辦理 105 年「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計畫，預

計 105 年 01 月 09 日開課，目前正辦理招生相關事宜。 

2.學士學分班： 

（1）104 學年度第二階段社會學系社工師學士學分班，「方案設計與評估」、「社

會團體工作」，已於 11 初開課，學生人數計 28 人。 

（2）104 學年度第三階段社會學系社工師學士學分班，「社會工作管理」、「社會

心理學」、「社會工作研究法」（平日班），預計 12 月初開課，目前正積極

辦理中。 

3. 推廣教育課程： 

（1）「韓文班」已於 11 月 11 日開課，學生計 11 人，預計 105 年 05 月 25 日結

束。 

（2）「體質健康管理師培訓班」已於 11 月 13 日開課，學生計 12 人，預計 105

年 02 月 26 日結束。                                       回業務報告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國際交流與合作組                                      國際組、兩岸組、華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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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訪 

（1）11 月 08 日（日）-09 日（一）泰國東亞大學校長、副校長等 4 人來訪，由

楊朝祥校長於台北接待。 

（2）11 月 11 日（三）-12 日（四）泰國正大管理學院文學院院長等 2 人來訪，

由人文學院戚國雄院長於董事會接待室接待。 

2.事務工作：辦理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截至 11 月 15 日止，申請件數為 10 件 

（二）兩岸交流與合作組                                      國際組、兩岸組、華語中心 

1.參訪                                                          回業務報告 

（1）11 月 06 日（五）上海立達職業技術學院戴紅梅老師蒞校參訪，由張瑋儀

副國際長接待。 

（2）11 月 09 日（一）東莞理工學院李忠紅副校長等 6 人蒞校參訪，由楊朝祥

校長於雲起樓董事會辦公室接待。 

（3）11 月 11 日（三）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章德勝副書記等 4 人蒞校參訪。 

（4）11 月 16 日（一）太原理工大學體育系楊龍老師蒞校參訪。 

（5）11 月 19 日（四）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劉洪一校長等 2 人蒞校參訪，由楊朝

祥校長於雲起樓董事會辦公室接待。 

（6）11 月 25 日（三）接待「第 10 海峽兩岸校兩岸事務負責人研討會」共 55

名貴賓，楊朝祥校長於 301 國際會議廳致詞歡迎。 

2.出差 

（1）11 月 10 日（二）-17 日（二）楊校長、謝大寧國際長、張瑋儀副國際長至

北京、浙江地區拜訪高校拜會交流。 

（2）11 月 14 日（六）-21 日（六）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張寶三教授前往南昌大

學短期訪學。 

3.事務工作 

（1）104 年 11 月 13（五）～15（日）日辦理「2015 秋季班境外生佛光山文化

之旅」，計 78 人次參加。 

（2）辦理大陸各姐妹學校 105 春季班交換生研修生招生作業，目前共 30 所學

校申請，74 位交換生，44 位研修生。 

（三）華語教學中心                                          國際組、兩岸組、華語中心 

1.104 年 11 月 27 日辦理「2015 年華與秋季班期末發表會」，計有 17 組同學發表來

台研習之心得。活動中並致贈感謝狀予 11 個接待家庭，對他們協助辦理「台灣

家庭體驗日」表達感謝。 

2.2015 華語冬季班於本 104 年 12 月 07 日至 105 年 2 月 26 日開課，目前報名人數

45 人，正進行課程安排及春節相關活動等事宜。                   回業務報告 

3.感謝傳播系郭文耀老師及同學們協助，將於 12 月底完成中心宣傳影片，對華語

中心的宣傳與推廣有很大的幫助。 

九、圖書暨資訊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網路暨學習科技組                                       網路組、諮詢組、校務組 

1.本學年度行政用電腦配發進度 16/19，教師用電腦配發進度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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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RCODE 報修系統從 11/2～11/19 共計 78 次報修（E 化教室計 22 次、個人電腦

計 56 次），76 項已結案，損壞或維修嚴重 6 項、中度 3 項，輕度 67 項，並共有

29 人填寫滿意度調查，結果為 4.648 分（5 分為滿分）。 

3.完成本學年度防毒軟體全校授權續約，提供本校本學年度基本資安環境。 

4.配合空間調整,進行海淨樓資訊化教室遷移 2 間。 

5.本學期 TQC 英文輸入能力比賽於 11 月 18 日分 4 場舉行。 

6.完成備援主機暨虛擬化主機安全防護系統採購之採購作業。 

7.完成自主學習雲入口網暨虛擬主機之採購作業。 

8.進行微軟 OVS-ES 教職員全校授權案之採購作業。 

9.數位平台成績總表匯入校務系統客製案完成驗收。                  回業務報告 

10.完成光世代頻寬管理器建置，匯整現有光世代線路入單一頻寬管理器，可將光

世代流量做有效利用，並新增相關偵測機制。 

（二）諮詢服務組                                              網路組、諮詢組、校務組 

1.流通 

（1）流通人次 920 人，流通件數 6,347 件。 

（2）8/1-11/22 系所學生借閱統計表請詳見【附表一】，第一至三名分別為：佛

教學系、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歷史學系。 

（3）館際合作借書證使用人次 5 人。 

（4）蒞館參訪共計 1 團，人數 30 人。 

（5）展覽：11/16-17 因材施教教學模式小型沙龍研討會（歷史系）。 

2.典藏 

（1）圖書及期刊資料上架與協尋。 

（2）新增館藏 1,016 筆。 

（3）處理問題書 23 本，修補破損圖書 3 本。 

（4）發霉圖書除霉持續進行中。 

（5）五樓個人研究席自 11/2 開放同學借用，16 席已借出 15 席。 

3.資料庫推廣與圖書資訊服務                                      回業務報告 

（1）修改更新並備份圖書館網頁與電子資源管理系統內容。 

（2）舉辦「Taylor & Francis 下半年有獎徵答活動開跑！」等 2 種推廣活動。 

（3）新增「HyRead 電子書 (2015TAEBDC)」等 3 種資料庫，提供師生使用。 

（4）新增「KMCC 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等 2 種試用資料庫，提供師生使用。 

4.館合、機構典藏 

（1）館際合作業務受理件數： 

資料庫檢索人次 (1041101-1041122) 

國內館際合作 

對外申請件 
複印 1 

互借 0 

外來申請件 
複印 3 

互借 3 

國外館際合作 對外申請件 複印 1 



24 
 

互借 0 

外來申請件 
複印 0 

互借 0 

（2）佛光大學機構典藏系統計畫（FGUIR）：                      回業務報告 

A.本校最新年度博碩士論文書目資料已全部上傳至系統。 

B.全文及總筆數增至3,193筆/88,258。 

C.歡迎老師提供個人著作之電子檔，除將加快書目搜集、校對及建檔之整

理速度及效率外，本處亦將優先處理。 

D.網站瀏覽率：102年5月中旬系統正式上線時，瀏覽本校機構典藏之人次

約1,100人次；10月15日為410,157人次；至104年11月22日已達2,731,882

人次，瀏覽人次大幅成長。 

E.機構典藏教師授權狀況：由於系所調整及教師離職，授權狀況更新如

下： 

（a）截至11月22日為止，授權人數已達142位，授權率達87%。 

（b）授權率達100%之系所：「外國語文學系」、「資訊應用學系」、「健

康與素食產業學系」、「社會學系」、「管理學系」、「未來與樂活學

系」、「通識教育中心」。 

（c）授權率達80%（含）以上之系所：「公共事務學系」、「應用經濟學

系」、「心理系」、「佛教學系」。 

5.持續辦理「集點換好禮」活動，為吸引讀者走進圖書館參與活動及使用館藏圖

書及視聽資料，提高本校圖書館使用率，以孕育特有佛光人之氣質，特辦理此

活動，請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6.從104年10月起辦理「集點換好禮」～圖資長加碼贈禮卷（每份壹仟元）活動，

希望鼓勵同學踴躍借書，進而提升本校師生讀書風氣。 

7.將於12月01-04日舉辦圖書館週活動，活動分別為『我聽，你說』、『祈願樹』、『ｅ

起來查詢，有獎徵答』、『電影欣賞』、『好刊大FUN送』、『二手書跳蚤市場』、『躲

好了沒？』等活動，歡迎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三）校務資訊組                                              網路組、諮詢組、校務組 

1.依工讀金協調會議決議事項：完成教務處 TA 工讀承辦人同步查詢系所助理操作

端問題畫面、「系統操作手冊」以及「Q＆A」。                     回業務報告 

2.配合通識中心需求協助處理通識中心過往年度開課學門分類問題。 

3.處理工讀金系統上線及報帳之問題。 

4.配合教務處需求撰寫轉出期中考成績，課程不及格率達 30％之名單程式。 

5.配合秘書室需求，決策支援系統各大樓教室排課分析增加容納人數查詢條件、

各大樓教室清單、調整介面配置。 

6.配合教務處需求，因應雲科大高教資料庫欄位調整，修改學 1、學 2、學 12、學

13 表冊。 

7.與學務處莊教官、劉榮孝先生討論學生請假系統相關作業規範流程。 

8.修改教務處註冊暨課務組跨院跨系選課查詢程式，加到 104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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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進行主機資料庫帳號清查。                                      回業務報告 

10.配合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需求編寫查詢本學期設籍屏東縣學生人數程式。 

11.配合教務處學生發展中心需求編寫匯出 104-1TA 補助課程修課學生名單程式。 

12.配合學務處需求編寫學生校外賃居資料列印、系所導師校外賃居訪查完成統計

程式及資料轉出程式。 

13.配合學務處需求編寫住宿異動繳費單列印程式。 

14.與學務處莊教官、李世堯先生討論獎懲系統及操行成績管理系統開發流程。 

15.配合教務處學生發展中心需求修改導師輔導通知 email 內容及字體大小加大為

12 級字。 

16.配合教務處學生發展中心需求刪除延畢生名單已畢業者、前學期二一輔導名單

且為延畢生的學生資料。                                        回業務報告 

17.配合會計室需求學雜費系統出納拆帳資料維護新增姓名或學號關鍵字查詢。 

【附表一】 

系所學生借閱統計表（1040801-1041122） 

（以「系所平均每人借閱冊數」排序） 

系所 
學生人數

（人） 

借閱人次

（人） 

借閱冊數

（冊） 

平均每人借閱冊數

（冊） 

系所平均每人

借閱冊數（冊） 

佛教學系 
大學部 114 162 490 4.30  

10.09  
研究所 102 585 1690 16.57  

中國文學與 

應用學系 

大學部 139 497 1250 8.99  
9.57  

研究所 92 174 960 10.43  

歷史學系 
大學部 149 383 840 5.64  

5.83  
研究所 26 34 181 6.96  

宗教學所 研究所 13 17 54 4.15 4.15 

心理學系 
大學部 168 294 726 4.32  

4.03  
研究所 36 28 96 2.67  

文化資產與 

創意學系 

大學部 173 233 577 3.34  
3.98  

研究所 54 73 327 6.06  

應用經濟學系 
大學部 209 296 746 3.57  

3.01  
研究所 72 31 99 1.38  

產品與 

媒體設計學系 

大學部 274 275 714 2.61  
3.00  

研究所 24 42 181 7.54  

未來與樂活 

產業學系 

大學部 142 116 234 1.65  
2.72  

研究所 126 124 495 3.93  

資訊應用學系 
大學部 272 252 595 2.19  

2.71  
研究所 54 42 290 5.37  

社會學系 大學部 202 336 621 3.07  2.68  



26 
 

系所學生借閱統計表（1040801-1041122） 

（以「系所平均每人借閱冊數」排序） 

系所 
學生人數

（人） 

借閱人次

（人） 

借閱冊數

（冊） 

平均每人借閱冊數

（冊） 

系所平均每人

借閱冊數（冊） 

研究所 49 18 51 1.04  

傳播學系 
大學部 293 321 708 2.42  

2.30  
研究所 51 27 84 1.65  

管理學系 
大學部 286 351 731 2.56  

2.08  
研究所 97 24 67 0.69  

外國語文學系 
大學部 209 191 348 1.67  

1.82  
研究所 16 21 62 3.88  

公共事務學系 
大學部 256 205 451 1.76  

1.61  
研究所 92 27 109 1.18  

健康與創意素

食產業學系 
大學部 131 93 171 1.31 1.31 

十、通識教育委員會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一）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語文中心、圍棋中心 

1.三生講會工作坊於 12 月 02 日（三）召開，其主題講者為羅中峰老師、張家麟老

師與高淑芬老師。 

2.12 月 16-18 日（三至五）將舉行品德教育系列講座及研討會，現階段籌備中。 

3.通識涵養舉行兩個場次講座，11 月 23 日（一）勇敢不一樣講座改至 12 月 07 日

（一）及 11 月 30 日（一）讓世界看見台灣原住民講座。            回業務報告 

4.佛光品德教育微電影競賽於 12 月 02 日（三）德香樓 B104 國際會議廳舉行，當

天三位評審審查微電影作品暨分享與交流。 

（二）語文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語文中心、圍棋中心 

1.本中心已於 8 月購置 MY ET 英文口說軟體供學生使用，本中心並於 09 月 15 日

辦理教師教育訓練，自 09 月 21 日開始完成學生 34 小時之教育訓練，本課程滿

意度為： 

量化意見滿意度（5 點量表） 

向度 場地安排 時間安排 活動內容 獲益程度 整體活動滿意度 

平均數 4.06 3.72 4.08 4.1 4.08 

2.本學期托福班共開設初級班三班及進階班一班，目前已額滿，四班共計有 110

位同學報名參加，課程將於 10 月 05 日開課，預計於 105 年 05 月結束。11 月 09~13

日針對上課同學進行滿意度調查，如下：                          回業務報告 

量化意見滿意度（5 點量表） 

向度 場地安排 時間安排 活動內容 獲益程度 整體活動滿意度 

平均數 3.80 4.05 4.55 4.58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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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費多益課程已於 11 月 23 日結束，滿意度如下：（前後測成績將於 12 月公布） 

量化意見滿意度（5 點量表） 

向度 場地安排 時間安排 課程內容 獲益程度 整體活動滿意度 

平均數 4.29 4.41 4.39 4.41 4.49 

4.本學期推動英語學習護照集點活動，以鼓勵大一新生自主學習英文，並善用學

校提供的線上學習資源與輔導機制。                              回業務報告 

5.English corner 已於 10 月 05 日開始，每周三下午三點半到五點半進行，本學期邀

請到佛教學系兩位美國籍同學來與同學們聊天，希望可以藉此提升同學們英語

口語能力，為鼓勵同學參加，每次參加的同學，將可獲得英語學習護照 1 點。 

6.英語會客室由四位專案英文老師，於每周二和四晚上18:00~20:00提供諮詢，輪流

值班為同學解惑，希望可以幫助同學解決學習英語的困難。 

7.校園多益考試已於 11 月 18 日舉辦，本次共有 164 位同學報名參加，考試結果將

於 12 月 08 日公告。凡多益成績達到 225 分，即可取得英文畢業門檻（外文系

除外）。 

8.為提升同學英語口語能力，本中心將於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09 日將舉辦 2015 佛

光盃 MyET 英語口說比賽，決賽訂於 12 月 16 日於電腦教室舉行，歡迎鼓勵同

學參加。獎勵方式： 

（1）非外文系 

A.第一名獎狀乙紙及獎金1,500元及價值約新台幣3,0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B.第二名獎狀乙紙及獎金1,000元及價值約新台幣2,0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C.第三名獎狀乙紙及獎金500元及價值約新台幣1,5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D.嘉獎（4-10名）獎狀乙紙、禮品及價值約新台幣1,0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2）外文系 

A.第一名獎狀乙紙及獎金1,500元及價值約新台幣3,0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B.第二名獎狀乙紙及獎金1,000元及價值約新台幣2,0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C.第三名獎狀乙紙及獎金500元及價值約新台幣1,500元的MyET線上課

程。 

9.本中心已完成 104-2 國文、英文開課作業。                      回業務報告 

（三）圍棋發展中心                                        通識中心、語文中心、圍棋中心 

1.圍棋發展中心 11 月 14-18 日受邀至韓國明知大學圍棋系參訪，由釋妙暘主任協

同趙雅琪小姐參加圍棋座談會及圍棋學術發表會，明知大學提出簽訂交流協議

的構想，本中心將規劃後續可行的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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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圍棋隊赴上海杭州進行圍棋交流：圍棋隊學生於 11 月 13-19 日赴上海杭州進行

圍棋交流，參訪清一圍棋俱樂部、上海建橋學院、上海敬業中學、上海財經大

學、應昌棋圍棋學校、杭州棋院、觀摩城市圍棋聯賽。本校圍棋隊學生也與上

海外國語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交通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校的同

學進行圍棋交流。 

3.參加佛光山 2015 國際書展招生宣傳圍棋：圍棋發展中心趙雅琪小姐協同 2 名圍

棋隊學生於 11 月 19-20 日一同前往佛光山國際書展，現場設置圍棋區與民眾互

動，頗受歡迎，尤其是中小學生對圍棋深感興趣，踴躍結伴至圍棋區與本校圍

棋隊員互動。 

4.本中心輔導圍棋隊同學於 11 月 21 日舉辦佛大新人王圍棋賽，本賽事完全由同學

們自發籌劃與執行，期望可帶動佛大校園圍棋風氣。 

5.圍棋人口扎根計畫─圍棋教學巡迴列車： 

（1）辦理時間：11 月 23 日（一）10:30~12:00 

11 月 30 日（一）10:30~12:00 

12 月 07 日（一）10:30~12:00 

（2）辦理地點：羅東北成國小 

6.本校主辦 2015 第一屆台灣圍棋國際學術研討會：12 月 13～14 日（日、一）於本

校舉行，目前正進行籌備工作，研討會網頁網址：http://campus.club.tw/TIGS。 

7.宜蘭溫泉季全國圍棋公開賽：宜蘭溫泉季全國圍棋公開賽預計於 12 月 19~20 日

（六、日）舉行，目前正進行籌備工作，預計 10 月中公告簡章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截止日為 11 月 30 日。                                      回業務報告 

十一、人事室 

十二、會計室 

十三、人文學院 

十四、社會科學暨管理學 

十五、創意與科技學院 

十六、樂活產業學院 

十七、佛教學院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通委會 

十八、佛大會館                                                            回業務報告 



29 
 

附件二 

佛光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依據佛光大學締結教育夥伴策略聯盟實施辦法，各高中職與本校簽訂教育夥伴策略聯盟

協議書，有助於提升本校正面形象、拓展知名度、長期維持友善關係及建立教育夥伴之整體

效益環境，進而提昇整體競爭力，為使相關場地借用免收費用有所依循，修訂本校場地管理

作業辦法第 11條文。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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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1條    校內各單位及與校外學術單

位或企業團體建教合作舉辦有助

於提升本校正面形象及拓展知名

度之各項活動或大型會議，需借

用校內各場地時，可於活動前一

週簽請 校長核示免繳場地清潔

維護費；惟仍應繳交單一時段原

收費標準四分之一之水電費，獲

准後請至總務處事務組繳交場地

維護保證金三千元及相關費用，

本校高中職策略聯盟學校，使用

校內場地免收各項費用，借用單

位在活動結束後需檢查場地確實

恢復原狀且無任何設備損壞者，

即可退回保證金。 

第 11 條    校內各單位及與校外學術單

位或企業團體建教合作舉辦有助

於提升本校正面形象及拓展知名

度之各項活動或大型會議，需借

用校內各場地時，可於活動前一

週簽請 校長核示免繳場地清潔

維護費；惟仍應繳交單一時段原

收費標準四分之一之水電費，獲

准後請至總務處事務組繳交場地

維護保證金三千元及相關費用，

活動結束後需檢查場地確實恢復

原狀且無任何設備損壞者，即可

退回保證金。 

為 避 免 校

內 單 位 借

用 場 地 收

費 時 有 所

爭議，各高

中 職 與 本

校 有 簽 訂

策 略 聯 盟

學校，使用

校 內 場 地

免 收 各 項

費用，修訂

本條文。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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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場地借用管理辦法（草案） 

 

103.03.11  102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為確保本校場地設備完整，達到長期有效使用之目標，落實各類型教室、會議廳、

學生宿舍等管理，特訂定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借用資格及申請方式： 

一、校內單位： 

（一）學術、行政單位：請於三天前填寫申請表向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借用申請。 

（二）學生社團：請於一週前送活動企劃書，經學務處或各系主管核定後，由學

務處人員或系助理填寫申請表向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借用申請。 

二、校外單位：請於二週前，填妥申請表及切結書後，來文向本校總務處提出借用申

請。 

第 3 條    經核准借用之場地僅供做為學術研討及其相關性質之活動使用，不得變更作其他

營利用途或私自轉讓，若有違反上述規定，得隨時終止借用權，並沒收場地保證金。 

第 4 條    場地內除於指定位置外，不得任意黏貼物品，或釘敲鐵釘、拉鐵絲旗聯，如造成

毀損，申借單位須負責修復或賠償。 

第 5 條    禁止在校內各場地吸煙或燃放鞭炮、火燭等危險物品，裝設有木質地板、地毯等

空間，請勿攜帶各種食物、飲料入內。 

第 6 條    申借單位如須另行架設燈光、音響等設備，應會同總務處營繕組會勘後，始得架

設。 

第 7 條    為維護場地各項設備完整及水電、清潔費支出所需，對申借單位將酌收場地清潔

維護費。收費標準如附件（一），假日借用場地各時段則比照夜間收費標準。 

第 8 條    申借本校一百人以上之場地，請於活動前至總務處事務組繳交保證金三千元（本

校單位借用免繳交）及場地清潔維護費；活動結束後需檢查場地確實恢復原狀且無任

何設備損壞者，即可退回保證金。 

第 9 條    場地使用時段計算方式以每五小時為一個時段，包括場地佈置及使用後復原時間

（場地佈置及復原均由原申請單位自理）；超時使用場地以每小時為單位加收清潔維

護費壹千元。 

第 10 條    借用各項設備(不含空間原有之設備)，請於填寫申請表時一併申辦，並酌收設備

使用費，收費標準如附件一。 

第 11 條    校內各單位及與校外學術單位或企業團體建教合作舉辦有助於提升本校正面形

象及拓展知名度之各項活動或大型會議，需借用校內各場地時，可於活動前一週簽請 

校長核示免繳場地清潔維護費；惟仍應繳交單一時段原收費標準四分之一之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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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准後請至總務處事務組繳交場地維護保證金三千元及相關費用，本校高中職策略聯

盟學校，使用校內場地免收各項費用，借用單位在活動結束後需檢查場地確實恢復原

狀且無任何設備損壞者，即可退回保證金。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一 



33 
 

附件三 

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歷年鐘點費預算均超支，103 學年度高達約 450 萬元，因此奉副校長指示檢討本校「開

課暨排課辦法」，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開課 
（一）學士班：各院系學士班開課鐘點數未改變，新增了「實際報到人數達 70人以上之

學系，增 0.5 計算鐘點數」。 
（二）碩士班、碩專班：開課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0 鐘點為計算原則。 
（三）博士班：開課鐘點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2 鐘點為計算原則。 

二、排課 

（一）依 104 學年度第 1次主管會報決議，修改班會或專題演講、導師時間為星期三下

午 1-3 時。 

（二）刪除校通識課程及學院課程優先排課之規定。 

（三）一、二級主管週二及週三下午不排課。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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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章  學士班暨研究所（不含碩士在

職專班） 

第一章  學士班暨研究所（不含碩士在

職專班） 

本條無修正。 

第 1 條    各系所開課鐘點數計算原

則 

各教學單位之開課時數依

班制（學士、碩士、博士班）或

課程性質(專業或通識等)，採分

項「總量管制」原則。 

一、學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學系開課鐘點數： 

1.各學系每學年開

課鐘點數以 96鐘

點為原則（不含通

識課程鐘點），招

生核定名額達 70

人（含）以上之學

系，增0.5倍計算。 

2.各學院院基礎學

程每學年開課鐘

點數，以院基礎學

程鐘點數為基

數，另增學系數的

0.2 倍計算。 

3.新設各學系逐學

年開課鐘點數上

限： 

第一學年 24鐘點 

第二學年 48鐘點 

第三學年 72鐘點 

第四學年 96鐘點 

（二）通識教育：除基本能

力課群必修課程以

實際修課人數換算

班級數外，其餘各課

第 1 條    開課學分數 

一、學士班開課學分數： 

（一）實施課程學程制前： 

1.各學系每學年開

課學分數以112學

分為原則（未含通

識課程學分）。 

2.新設各學系逐學

年開課學分數上

限： 

學士班（四年制）

新設各學系開課

學分數： 

第一學年 20 學分 

第二學年 44 學分 

第三學年 84 學分 

第四學年 112 學

分。 

（二）實施課程學程制後： 

1.各學系每學年開

課學分數以 96學

分為原則（不含通

識課程學分）。 

2.各學院院基礎學

程每學期開課學

分數，以院基礎學

程學分數為基

數，每系加 0.2 倍

計算；若招生核定

名額達 70 人以上

之學系，則再增

0.2 倍計算。 

1. 刪除學程

化 前 開 課

學 分 數 規

定。 

2. 開課學分

數修改為

開課鐘點

數。 

3. 修訂碩博

士班開課

鐘點數。 

4. 修訂通識

選修課群

開課鐘點

數為應修

習學分數

7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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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每學期開課鐘點

數以應修習鐘點數

七倍為限。 

二、碩、博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碩士班：未分組（班）

之系所，每學年開課

總鐘點數以畢業應

修學分數加 10 鐘點

為原則；學籍分組

（班）之系所，每組

（班）每學年開課總

鐘點數最高以 35鐘

點為原則；若分組之

招生核定名額達 30

人（含）以上，再加

10 鐘點；若分組畢業

應修學分數高於 35

學分，則以畢業應修

學分數計算；招生分

組之系所，以畢業應

修學分數加 20 鐘點

為原則。 

（二）博士班：每學年開課

總鐘點數以畢業應

修學分數加 12 鐘點

為原則。 

（三）碩博士班同一課程以

不同課號開課者，分

計為各班 1/2開課鐘

點數，授課教師鐘點

只計一次。 

（四）新設碩、博士班逐學

年開課鐘點數： 

1.新設各學系碩、博

士班第一學年開

課鐘點數依前項

開課總鐘點數乘

2/3 計算，第二學

年起依前項總鐘

3.新設各學系逐學

年開課學分數上

限： 

第一學年 24學分 

第二學年 48學分 

第三學年 72學分 

第四學年 96學分 

（三）通識教育：除必修課

程以實際修課人數

換算班級數外，其餘

各學門每學期開課

學分數以應修習學

分數五倍為限。 

二、碩、博士班開課學分數： 

（一）碩士班：未分組（班）

之系所，每學年開課

總學分數最高以 50

學分為原則，有分組

（班）之系所，每組

（班）每學年開課總

學分數最高以 35學

分為原則。 

（二）「刪除」。 

（三）博士班：每學年開課

總學分數最高以 40

學分為原則。 

（四）碩博士班同一課程以

不同課號開課者，均

計為各班開課學分

數。 

（五）新設碩、博士班逐學

年開課學分數： 

1.新設各學系碩、博

士班第一學年開

課學分數依前項

開課總學分數乘

2/3 計算，第二學

年起依前項總學

分數開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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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開課為原則。 

2.若無新生註冊僅

二年級以上學生

選課時，當學年度

開課鐘點數依前

述開課總鐘點數

乘 1/3 計算。 

三、若有特殊情況，須經系（所）

務、院務會議通過後，簽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同一學院各學系若有剩餘開

課鐘點數，得互相流用，由

學院統籌運用。 

五、一次核發一學年之鐘點供學

系彈性調整課程數；同一學

系除學士班鐘點不得流用

外，碩士班、碩專班及博士

班之鐘點得互相流用。 

2.若無新生註冊僅

二年級以上學生

選課時，當學年度

開課學分數依前

述開課總學分數

乘 1/3 計算。 

（六）「刪除」。 

（七）「刪除」。 

（八）「刪除」。 

三、若有與原則不合，須經系

（所）務、院務會議通過

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同一學院各學系若有剩餘開

課學分數，得互相流用，由

學院統籌分配。 

五、每學期開課數，不分年級採

總量計算，每學期實際可開

課總量並應視該學年預算

總額訂定調整。 

第 2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關補助

經費所開設之課程開課學

分數不列入前條各班當學

年度開課學分數，開設課程

經系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後，逕送各所屬學院及

教務處辦理，其授課教師資

格仍應依本校評審作業辦

理。 

二、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及

系專業選修學程內之課

程，如新增、刪除、調整學

分數等異動須經各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

議（備查）後實施。各系所

開設必修科目及領域選修

科目之名稱與學分數應與

本校各系所課程架構表之

必修科目表相同，已訂定之

第 2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關補助

經費所開設之課程開課學

分數不列入前條各班當學

年度開課學分數，開設課程

需經系級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後，逕送各所屬學院

及教務處辦理，其授課教師

資格仍應依本校評審作業

辦理。 

二、實施課程學程制前，各系所

開設必修科目及領域選修

科目之名稱與學分數應與

本校各系所課程架構表之

必修科目表相同，已訂定之

必修科目表以五年修訂一

次為原則，學生因故無法照

原訂必修科目選讀，而致影

響畢業者，得以其他科目相

當之課程替代；訂定（修訂）

1.刪除學程化

前修課相關

規定。 

2.增訂各學系

應於建置課

架時完成入

學新生 4 年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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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科目表以五年修訂一

次為原則，學生因故無法照

原訂必修科目選讀，而致影

響畢業者，得以其他科目相

當之課程替代；訂定（修訂）

課程架構之畢業學分數及

必修、領域選修課程時，須

經各級（系、院、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

議（備查）後實施。 

碩、博士班選修科目之

異動，如加開、刪除、調整

鐘點數等，可以依實際需要

循程序增/修訂，經系級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檢附

會議記錄、課程異動申請表

及修正後之課程架構表逕

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處辦

理。 

三、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相關

規定由通識教育委

員會另訂之；系課程

相關規定由各級課

程委員會另訂之。 

（二）各院、系所開設之學

程，應檢討是否符合

院、系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及專業能力

指標及其他要項（學

系發展特色、教育理

念等）。 

（三）各院系規劃之各類學

程，其規定鐘點數、

必選修比例等，應依

本校「學程實施辦

法」之規定辦理。 

（四）為培育跨領域課程學

習，課程規劃以學程

課程架構之畢業學分數及

必修、領域選修課程時，須

經各級（系、院、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

議（備查）後實施。 

選修科目之異動，如加

開、刪除、調整學分數等，

可以依實際需要循程序增/

修訂，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檢附會議記錄、

課程異動申請表及修正後

之課程架構表逕送各所屬

學院及教務處辦理。 

實施課程學程制後之

年級，其院基礎學程、系核

心學程及系專業選修學程

內之課程，如新增、刪除、

調整學分數等異動須經各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三、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相關

規定由通識教育委

員會另訂之；系課程

相關規定由各級課

程委員會另訂之。 

（二）刪除。 

（三）各學系課程結構相關

規定如下： 

實施課程學程

制前，各學系所有專

業必、選修課程應逐

一檢討是否符合系

教育目標、學生專業

能力指標及其他要

項（學系發展特色、

教育理念等）。 

實施課程學程

制後，各院、系所開



38 
 

化方式處理。 

（五）各學系於建置課程架

構時，即應完成入學

新生 4 年課程規劃。 

四、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

學分數相同，但實習（驗）

課程其1學分之每週上課時

數應以 2至 3小時為原則。 

五、各系所應通知開課教師在課

程預選前，於本校系統完成

「教學計畫表」上傳，供學

生在選課時參考。 

設之學程，應檢討是

否符合院、系教育目

標、核心能力及專業

能力指標及其他要

項（學系發展特色、

教育理念等）。 

（四）實施課程學程制前之

學士班必修科目學

分數占專業課程學

分數比重，各學系均

以百分之五十五為

上限；最低應修本系

選修（含領域選修）

科目學分數由各學

系自訂。 

實施課程學程

制後之年級，各院系

規劃之各類學程，其

規定學分數、必選修

比例等，應依本校

「學程實施辦法」之

規定辦理。 

（五）刪除。 

（六）為培育跨領域課程學

習，課程規劃以學程

化方式處理。 

四、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

學分數相同，但實習（驗）

課程其1學分之每週上課時

數應以 2至 3小時為原則。 

五、各系所應通知開課教師在課

程預選前，於本校系統完成

「教學計畫表」上傳，供學

生在選課時參考。 

第 3 條    開課人數相關規定 

一、學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

少 15人始可開課。但特定

專班不在此限。 

二、碩、博士班課程之選課人

第 3 條    開課人數相關規定 

一、學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

少 15人始可開課。但特定

專班不在此限。 

二、碩、博士班課程之選課人

1.選課人數未

達規定而不

停 開 課 程

時，應簽請

校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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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至少 3人始可開課。 

三、通識教育課程之選課人數，

至少 20人始可開課。 

四、選課人數依據課程屬性及下

列原則設定於選課系統： 

（一）院基礎學程及通識課

程以 90人為原則。 

（二）核心學程及專業學程

之課程以 60人為原

則。 

（三）實作或語言課程以 35

人，或配合教學設備

數量之人數為原則。 

五、初選結束後，若選課人數不

足基本開課人數時，系統將

直接刪除課程，除有特殊情

形經專案簽請校長同意者

外，不得開課。但經學生棄

選後導致人數未達開課下限

之課程，以及全學年課程之

下學期課程，不受基本開課

人數限制。 

數，至少 3人始可開課。 

三、通識教育課程之選課人數，

至少 20人始可開課，體育

課程至少 20 人始可開課。 

四、選課人數由院、系、通識中

心依據課程屬性及下列原

則於登錄系統時設定： 

（一）院基礎學程及通識課

程以 90人為原則。 

（二）核心學程及專業學程

之課程以 60人為原

則。。 

五、選課人數如未達前三項之最

低人數，得依開課教師認為

有必要，並敘明理由，經教

務長同意後開課，唯不計入

超支鐘點數。 

六、整併或停招之學系其課程開

設，得專案簽核辦理。 

七、課程經學生棄選後致選課人

數未達開課下限者，不受

（一）至（五）款限制。 

八、課程加退作業截止後，選課

人數不足時，以下列方式處

理： 

(一)由教務處通知各開課

單位轉知相關師生

停止上課。 

(二)學生選課記錄由教務

處逕行刪除並公

告，若其學分數因而

減少者，得在補選期

限內再加選其他課

程。 

2.新增實作或

語言課程開

課 人 數 規

定。 

3.課程於初選

不足開課人

數，即直接

刪除課程。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以

每日最多六個鐘點為限，連續排

課不得超過四小時。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以

每日最多六個鐘點為限，連續排

課不得超過四小時。 

本條未修正。 

 第 5 條    授課地點以校區為限，若需

實施校外教學，請依本校「校外

與原第7條條

文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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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並

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後實

施。 

第 5 條    鐘點數採計方式：（其他規

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

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一、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

鐘點數相同，但實作、實驗

及實習課程（包含課程內容

有實習事實而未列實習學

分者），其課程之實施若由

教師親自負責，則鐘點按實

際上課時數或核准之實習

時數折半計算為原則。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學分數與鐘

點數不一致者（除實驗、實

習、講座、體育及通識基本

學門外），每學期合計最多

不得超過 6個鐘點。 

第 6 條    鐘點數採計方式：（其他規

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

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一、「刪除」。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學分數與鐘

點數不一致者（除實驗、實

習、講座、體育及通識基本

學門外），每學期合計最多

不得超過 6個鐘點。 

1.將「刪除」

拿掉。 

2.課程上課時

數應與鐘點

數相同。 

第 6 條    排課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為

原則，授課地點以校區為限，若

需實施校外教學，請依本校「校

外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並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後實

施。 

第 7 條    排課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為

原則，上課時間如附表，情形特

殊者經專案簽核後辦理。 

與原第 5條條

文合併。 

第 7 條    專任教師除課程安排外，每

週應另規劃晤談及課程輔導時

間（office hour）四小時（含）

以上，輔導地點除填列於「教學

計畫表」外，並將課程及輔導時

間表置放於教師研究室門口，以

利學生請益。輔導時間表請各學

系彙整公告於系（所）辦公室並

送教務處備查。 

第 8 條    各教學單位應研訂多元課

業輔導方案，以協助課程學習；

專任教師除課程安排外，每週應

另規劃晤談及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四小時（含）

以上，輔導地點除填列於「教學

計畫表」外，並請將課程及輔導

時間表置放於教師研究室門

口，以利學生請益。輔導時間表

請各學系彙整公告於系（所）辦

公室並送教務處備查。 

修改條次並

做文字修訂。 

第 8 條    排課相關規定 

一、專任教師課程安排，每週至

少排課三天（含星期六及星

第 9 條    排課相關規定 

一、通識教育課程納入各學系課

程架構與各學期上課時間

1.依 104 學年

度第 1 次主

管會報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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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日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三天之課程安排應包含星

期一或星期五，兼任本校行

政或學術一、二級主管者，

不在此限。情況特殊者，須

專案申請之。 

二、星期三第五、六節為導師時

間，不可安排課程。 

三、星期二下午及星期三下午，

擔任二級主管以上（含）教

師不排課。 

四、各系（所）分配有固定預排

教室，所有課程請安排在預

排教室，未安排課程之時

段，教務處可另安排使用。

合開課程需要大教室，或有

其他特別需求之課程，請先

向教務處申請。 

五、通識教育基本能力課群及各

院系學程必修科目上課時

段應固定。 

六、跨系（所）開課時，請合開

系（所）主任蓋章確認。 

七、每學期課程經排定並公告

後，有調整上課時間或變更

課程公告資料之必要者，須

填製「課程異動表」；課程

初選後若異動上課時間，另

須檢附選課學生簽名同意

表，經系、院級主管及教務

長同意後變更之；另為維課

程正常進行，教務處可依需

要進行課程抽點，未依正常

時間及方式進行課程者，將

請學系瞭解及說明。 

表。實施課程學程制後之通

識教育課程架構表則另列

之。 

二、專任教師課程安排，每週至

少排課三天，三天之課程安

排應包含星期一或星期

五，兼任本校行政或學術

一、二級主管者，不在此

限。情況特殊者，須專案申

請之。 

三、星期二下午一至五時為會議

時間，行政、學術主管請勿

排課。星期三下午三至五時

為班會或專題演講時間，五

至六時為導師時間，請勿排

任何課程。 

四、各系（所）分配有固定預排

教室，所有課程請安排在預

排教室，未安排課程之時

段，教務處可另安排使用。 

五、合開課程需要大教室，或有

其他特別需求之課程，請先

向教務處申請。 

六、跨系（所）開課時，請合開

系（所）主任蓋章確認。 

七、每學期課程經排定並公告

後，有調整上課時間或變更

課程公告資料之必要者，須

填製「課程異動表」，經系、

院級主管及教務長同意後

變更之；另為維課程正常進

行，教務處可依需要進行課

程抽點，未依正常時間及方

式進行課程者，將請學系瞭

解及說明。 

八、校通識課程及學院課程優先

排課，各學系學士班同年級

之排課時間不得與校、院課

程衝堂。 

將班會或專

題演講、導

師時間修改

為星期三下

午 5、6節。 

2.新增選課後

異動上課時

間，須附選

課學生簽名

同意表。 

3.刪除校通識

課程及學院

課程優先排

課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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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二章  碩士在職專班 本條無修正。 

第 9 條    碩士在職專班每學年開課

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0 鐘點為原則；招生分組之系

所，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20 鐘

點為原則。 

第 10 條    碩士在職專班一律不分組，

每學年開課總學分數最高以 50

學分為原則。 

1.修改條次。 

2.修改碩專班

每學年可開

課鐘點數。 

 第11條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以每

日最多六個鐘點為限，連續排課

不得超過四小時。 

第 4條已有相

關規定，本條

文刪除。 

第 10條    碩士在職專班與一般碩士班

課程之開設，不得以併、附班方

式上課。 

第 12條    碩士在職專班與一般碩士班

課程之開設，不得以併、附班方

式上課。 

修改條次。 

第 11條    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

至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及星期日

為原則，授課地點以校區為限。 

第 13條    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

至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及星期日

為原則，授課地點則以校區為原

則，情形特殊者經專案簽核後辦

理。 

1.修改條次。 

2.專班上課地

點以校區為

限。 

第 12條    本章無特別規定者准用本辦

法第一章各條之規定。 

第 14條    本章無特別規定者准用本辦

法第一章各條之規定。 

修改條次。 

 第 15 條    刪除。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修改條次。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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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草案） 

 

104.11.04 104 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學士班暨研究所（不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 1 條    各系所開課鐘點數計算原則 

各教學單位之開課時數依班制（學士、碩士、博士班）或課程性質(專業或通

識等)，採分項「總量管制」原則。 

一、學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學系開課鐘點數： 

1.各學系每學年開課鐘點數以 96鐘點為原則（不含通識課程鐘點），招

生核定名額達 70 人（含）以上之學系，增 0.5 倍計算。 

2.各學院院基礎學程每學年開課鐘點數，以院基礎學程鐘點數為基數，

另增學系數的 0.2 倍計算。 

3.新設各學系逐學年開課鐘點數上限： 

第一學年 24鐘點 

第二學年 48鐘點 

第三學年 72鐘點 

第四學年 96鐘點 

（二）通識教育：除基本能力課群必修課程以實際修課人數換算班級數外，其

餘各課群每學期開課鐘點數以應修習鐘點數七倍為限。 

二、碩、博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碩士班：未分組（班）之系所，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0 鐘點為原則；學籍分組（班）之系所，每組（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

數最高以 35鐘點為原則；若分組之招生核定名額達 30 人（含）以上，再

加 10 鐘點；若分組畢業應修學分數高於 35 學分，則以畢業應修學分數計

算；招生分組之系所，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20 鐘點為原則。 

（二）博士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2 鐘點為原則。 

（三）碩博士班同一課程以不同課號開課者，分計為各班 1/2 開課鐘點數，授課

教師鐘點只計一次。 

（四）新設碩、博士班逐學年開課鐘點數： 

1.新設各學系碩、博士班第一學年開課鐘點數依前項開課總鐘點數乘 2/3

計算，第二學年起依前項總鐘點數開課為原則。 

2.若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以上學生選課時，當學年度開課鐘點數依前述開

課總鐘點數乘 1/3 計算。 

三、若有特殊情況，須經系（所）務、院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同一學院各學系若有剩餘開課鐘點數，得互相流用，由學院統籌運用。 

五、一次核發一學年之鐘點供學系彈性調整課程數；同一學系除學士班鐘點不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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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碩士班、碩專班及博士班之鐘點得互相流用。 

第 2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關補助經費所開設之課程開課學分數不列入前條各班當學

年度開課學分數，開設課程經系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逕送各所屬學院

及教務處辦理，其授課教師資格仍應依本校評審作業辦理。 

二、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及系專業選修學程內之課程，如新增、刪除、調整學

分數等異動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各系

所開設必修科目及領域選修科目之名稱與學分數應與本校各系所課程架構表

之必修科目表相同，已訂定之必修科目表以五年修訂一次為原則，學生因故無

法照原訂必修科目選讀，而致影響畢業者，得以其他科目相當之課程替代；訂

定（修訂）課程架構之畢業學分數及必修、領域選修課程時，須經各級（系、

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碩、博士班選修科目之異動，如加開、刪除、調整鐘點數等，可以依實際

需要循程序增/修訂，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檢附會議記錄、課程異

動申請表及修正後之課程架構表逕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處辦理。 

三、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相關規定由通識教育委員會另訂之；系課程相關規定由

各級課程委員會另訂之。 

（二）各院、系所開設之學程，應檢討是否符合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

專業能力指標及其他要項（學系發展特色、教育理念等）。 

（三）各院系規劃之各類學程，其規定鐘點數、必選修比例等，應依本校「學

程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為培育跨領域課程學習，課程規劃以學程化方式處理。 

（五）各學系於建置課程架構時，即應完成入學新生 4 年課程規劃。 

四、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學分數相同，但實習（驗）課程其 1學分之每週上

課時數應以 2至 3小時為原則。 

五、各系所應通知開課教師在課程預選前，於本校系統完成「教學計畫表」上傳，

供學生在選課時參考。 

第 3 條    開課人數相關規定 

一、學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15人始可開課。但特定專班不在此限。 

二、碩、博士班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3人始可開課。 

三、通識教育課程之選課人數，至少 20人始可開課。 

四、選課人數依據課程屬性及下列原則設定於選課系統： 

（一）院基礎學程及通識課程以 90人為原則。 

（二）核心學程及專業學程之課程以 60人為原則。 

（三）實作或語言課程以 35 人，或配合教學設備數量之人數為原則。 

五、初選結束後，若選課人數不足基本開課人數時，系統將直接刪除課程，除有特

殊情形經專案簽請校長同意者外，不得開課。但經學生棄選後導致人數未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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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下限之課程，以及全學年課程之下學期課程，不受基本開課人數限制。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以每日最多六個鐘點為限，連續排課不得超過四小時。 

第 5 條    鐘點數採計方式：（其他規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點費核計辦法」辦

理） 

一、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鐘點數相同，但實作、實驗及實習課程（包含課程

內容有實習事實而未列實習學分者），其課程之實施若由教師親自負責，則鐘

點按實際上課時數或核准之實習時數折半計算為原則。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學分數與鐘點數不一致者（除實驗、實習、講座、體育及通識

基本學門外），每學期合計最多不得超過 6個鐘點。 

第 6 條    排課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為原則，授課地點以校區為限，若需實施校外教學，請

依本校「校外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並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後實施。 

第 7 條    專任教師除課程安排外，每週應另規劃晤談及課程輔導時間（office hour）

四小時（含）以上，輔導地點除填列於「教學計畫表」外，並將課程及輔導時間表

置放於教師研究室門口，以利學生請益。輔導時間表請各學系彙整公告於系（所）

辦公室並送教務處備查。 

第 8 條    排課相關規定 

一、專任教師課程安排，每週至少排課三天（含星期六及星期日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三天之課程安排應包含星期一或星期五，兼任本校行政或學術一、二級主管者，

不在此限。情況特殊者，須專案申請之。 

二、星期三第五、六節為導師時間，不可安排課程。 

三、星期二下午及星期三下午，擔任二級主管以上（含）教師不排課。 

四、各系（所）分配有固定預排教室，所有課程請安排在預排教室，未安排課程之

時段，教務處可另安排使用。合開課程需要大教室，或有其他特別需求之課程，

請先向教務處申請。 

五、通識教育基本能力課群及各院系學程必修科目上課時段應固定。 

六、跨系（所）開課時，請合開系（所）主任蓋章確認。 

七、每學期課程經排定並公告後，有調整上課時間或變更課程公告資料之必要者，

須填製「課程異動表」；課程初選後若異動上課時間，另須檢附選課學生簽名

同意表，經系、院級主管及教務長同意後變更之；另為維課程正常進行，教務

處可依需要進行課程抽點，未依正常時間及方式進行課程者，將請學系瞭解及

說明。 

第二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 9 條    碩士在職專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0 鐘點為原則；招生

分組之系所，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20 鐘點為原則。 

第 10 條    碩士在職專班與一般碩士班課程之開設，不得以併、附班方式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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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及星期日為原則，授課地點

以校區為限。 

第 12 條    本章無特別規定者准用本辦法第一章各條之規定。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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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佛光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配合教育部 104 年 07 月 28 日函，調查各校針對學位論文涉及代寫及抄襲等舞弊情事之

預防及審查機制相關配套措施。應教育部要求，學校接獲學生學位論文疑涉論文抄襲舞弊等

情事時，應由學校儘速依學位授予法及校內所定學生學位論文抄襲、代寫等舞弊情形相關處

理原則妥處。針對疑似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之學位論文，各校應建立公平、公正、客觀之論文

審查原則及機制，包括：明定審查學術倫理案件之權責單位、審查期程、建立合理的審查委

員會組成機制（應適度納入校外學者專家）、確保利益迴避及審查過程保密、給予當事人意見

陳述機會、明定審查方式（檢覈實驗數據之真實性、確認是否由他人代寫、比對文獻引用情

形及審查論文原創性、貢獻度等）及作成會議紀錄，並將相關機制納入學則或另定教務章則

規範，以資遵循。 

綜上，修訂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辦法」相關內容。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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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辦法 

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 

處理辦法 

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 

處理辦法 

修訂法規名稱。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

術尊嚴，防範博、碩士論文抄

襲、代寫或舞弊等情事發生，

依據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

與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

考試辦法規定，訂定「碩、博

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

辦法」（以下簡稱本要辦法）。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

術尊嚴，防範博、碩士論文抄

襲、代寫或舞弊等情事發生，

依據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

與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

考試辦法規定，訂定「博、碩

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

辦法」（以下簡稱本要辦法）。 

修訂法規名稱。 

第 2 條    具名或具體指陳抄襲對象、

抄襲內容或代寫論文對象、代寫

內容之檢舉，應即送請被檢舉所

屬系（所、專班）依本辦法辦理。

檢舉案未經證實成立前，應以秘

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與被檢

舉人曝光。 

第 2 條    具名或具體指陳抄襲對象、

抄襲內容或代寫論文對象、代寫

內容之檢舉，應即送請被檢舉所

屬系（所、專班）依本辦法辦理。

檢舉案未經證實成立前，應以秘

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與被檢

舉人曝光。 

本條無修正。 

第 3 條    涉有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所述之抄襲、代寫或舞弊案

件，尚未授予學位者，由所屬

學系（所）負責處理；已授予

學位者，本校應於接獲檢舉 15

日內成立審定委員會，本公

平、公正、客觀、明快原則，

於三個月內完成審定，必要時

得經校長核准後延長一個月。 

第 3 條    涉有本要點第二條第一項

所述之抄襲、代寫或舞弊案

件，應於接獲檢舉15日內成立

審定委員會，本公平、公正、

客觀、明快原則，於三個月內

完成審定，必要時得經校長核

准後延長一個月。 

審定委員會由委員5至7人

組成，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

長、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

專班）主管及由院長簽請校長

同意之學院教師代表3至5人組

成。院長為召集人並擔任會議

主席。 

被檢舉者之指導教授、口

1. 將 涉 及 抄

襲、代寫或舞

弊案件之處

理權責單位

及 處 理 方

式，分成未授

予學位及已

授予學位。 

2.將第二項審

定委員之組

成及第三項

利益迴避原

則另成立第 5

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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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委員、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

關係者不得受聘為委員。 

第 4 條    被檢舉人如尚未通過碩士

或博士學位論文考試者，所屬

學系（所）應將涉案事證交由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依相關規

定進行審議；如已通過學位論

文考試而尚未取得學位證書

者，所屬學系（所）得召集原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重新審

議。 

前項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

之審議結果，被檢舉人所屬學

系（所）應製作書面報告送交

教務處；必要時得申請組成審

定委員會處理。 

第 4 條    抄襲、代寫或舞弊之審

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

斷。審定委員會應推薦專業領

域公正學者至少三人審查，審

查人應於一個月內完成審查並

提出審查報告書，俾提供審定

委員會審定依據。審查人身分

應予保密。 

1.第 4 條全文

刪除。 

2.被檢舉人涉

案事證分成

未通過學位

考試和已通

過學位考之

處理方式。 

第 5 條    由校成立之審定委員會由

委員5至7人組成，由教務長、

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所屬

學系（所）主管及由院長簽請

校長同意之專業委員3至5人

（其中1名須為校外學者專

家，1名須具法學素養之教師）

組成，其任期至完成審議程序

為止。教務長為召集人並擔任

會議主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行迴避： 

一、為被檢舉人、檢舉人本人、

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

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二、本人或配偶、前配偶曾任

被檢舉人或檢舉人之論文

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 

三、本人或配偶、前配偶曾與

被檢舉人或檢舉人有學術

合作或其他利害關係。 

如教務長應行迴避者，由

副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副教務

 1.說明審定委

員會之組成

方式。 

2.說明利益迴

避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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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應行迴避者，由院長任之。 

被檢舉人原先所屬學系

（所）經單位調整變更而無存

續單位者，由教務處簽請校長

指定專業領域相近之學院及學

系（所）依前三項規定組成審

定委員會。 

第 6 條    審定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審定委員會應經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1.審定委員會

之出席不得

委託化人代

理。 

2.規範審定委

員會議之出

席人數及作

成決議之人

數。 

第 7 條    審定委員會成立後，召集

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

或相關人於接獲通知日起14日

內以書面陳述意見，必要時得

通知親臨審定委員會議陳述意

見，並提供被檢舉人或相關人

員必要之文書、資料。未於期

間內提出陳述書或親臨審定委

員會議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

陳述之機會。 

審定委員會依前項資料逕

行審議決定。若難以認定時，

得主動組成調查小組或送請專

家學者提出審查意見後，進行

審議決定。 

第 5 條    審定委員會應以書面通知

被檢舉人或相關人於規定期限

內以書面陳述意見，或通知親

臨審定委員會議陳述意見。未

於期間內提出陳述書或親臨審

定委員會議陳述意見者，視為

放棄陳述之機會。 

1.修改條次。 

2.所提資料若

難以認定，得

組成調查小

組或送請專

家學者提出

審查意見再

行決議。 

第 8 條    審定委員會依審查報告結

果提出審議決定書，經校長核

定後，送被檢舉人、檢舉人，

並載明申訴期限，另副知教務

處及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

留存。 

被檢舉人若有異議，得於

申訴期限內以書面列舉具體事

第 6 條    審定委員會依審查報告書

作成具體之決定後提出書面審

定會議紀錄一式三份，送教務

處、院、系（所、專班）留存，

俾供後續處理之依據。 

1.修改條次。 

2.審定會議紀

錄修改為審

議決定書，並

須經校長核

定後辦理。 

3.增訂被檢人

申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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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及理由向教務處或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7 條    經審定委員會作成具體決

定後，由教務處以書面通知檢

舉人與被檢舉人有關處理之結

果，並具明申訴之期限。 

原第 7 條條文

刪除。 

第 9 條    對於抄襲、代寫或舞弊案

經證實並作出懲處後應公告

之，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嚴格

保密。 

第 8 條    對於抄襲、代寫或舞弊案

經證實並作出懲處後應公告

之，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嚴格

保密。 

修改條次。 

第 10 條    教務處收受審議決定書

後，對於已授予學位者，如審

議決定確為抄襲或舞弊情事，

應取消其畢業資格並撤銷其學

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公告周

知。另函通知國家圖書館及本

校圖書館撤下被檢舉人論文紙

本及電子檔案。 

對於尚未授予學位者，如

審議決定確為抄襲或舞弊情

事，撤銷已通過學位論文考試。 

第 9 條    已獲本校學位之論文（含

以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

術報告取得學位者），若有抄

襲、代寫或舞弊情事，經調查

屬實者，應取消其畢業資格並

撤銷其學位、公告註銷及追繳

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另函國家

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該生

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 

1.修改條次。 

2.新增教務處

對於舞弊事

實確定後，已

授予學位及

未授予學位

之後續處理

方式說明。 

第 11 條    前項行為有違反其他法令

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經

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學位者，

視同退學論處，即使未屆滿修

業年限，亦不得回校繼續修讀。 

第 10 條    前項行為有違反其他法令

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經

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學位者，

視同退學論處，即使未屆滿修

業年限，亦不得回校繼續修讀。 

修改條次。 

第 12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

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

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修改條次。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修改條次。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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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處理辦法（草案）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術尊嚴，防範博、碩士

論文抄襲、代寫或舞弊等情事發生，依據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與本校碩、博士班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訂定「碩、博士學位論文抄襲、代寫、舞弊辦法」（以下

簡稱本要辦法）。 

第 2 條    具名或具體指陳抄襲對象、抄襲內容或代寫論文對象、代寫內容之檢舉，應即送

請被檢舉所屬系（所、專班）依本辦法辦理。檢舉案未經證實成立前，應以秘密方式

為之，避免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曝光。 

第 3 條    涉有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述之抄襲、代寫或舞弊案件，尚未授予學位者，由所

屬學系（所）負責處理；已授予學位者，本校應於接獲檢舉 15日內成立審定委員會，

本公平、公正、客觀、明快原則，於三個月內完成審定，必要時得經校長核准後延長

一個月。 

第 4 條    被檢舉人如尚未通過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考試者，所屬學系（所）應將涉案事證

交由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依相關規定進行審議；如已通過學位論文考試而尚未取得學

位證書者，所屬學系（所）得召集原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重新審議。 

前項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之審議結果，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應製作書面報告

送交教務處；必要時得申請組成審定委員會處理。 

第 5 條    由校成立之審定委員會由委員5至7人組成，由教務長、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

所屬學系（所）主管及由院長簽請校長同意之專業委員3至5人（其中1名須為校外學

者專家，1名須具法學素養之教師）組成，其任期至完成審議程序為止。教務長為召

集人並擔任會議主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 

一、為被檢舉人、檢舉人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 

二、本人或配偶、前配偶曾任被檢舉人或檢舉人之論文指導教授或考試委員。 

三、本人或配偶、前配偶曾與被檢舉人或檢舉人有學術合作或其他利害關係。 

如教務長應行迴避者，由副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副教務長應行迴避者，由院長任

之。 

被檢舉人原先所屬學系（所）經單位調整變更而無存續單位者，由教務處簽請校

長指定專業領域相近之學院及學系（所）依前三項規定組成審定委員會。 

第 6 條    審定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審定委員會應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 

第 7 條    審定委員會成立後，召集人應立即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或相關人於接獲通知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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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內以書面陳述意見，必要時得通知親臨審定委員會議陳述意見，並提供被檢舉

人或相關人員必要之文書、資料。未於期間內提出陳述書或親臨審定委員會議陳述意

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審定委員會依前項資料逕行審議決定。若難以認定時，得主動組成調查小組或送

請專家學者提出審查意見後，進行審議決定。 

第 8 條    審定委員會依審查報告結果提出審議決定書，經校長核定後，送被檢舉人、檢舉

人，並載明申訴期限，另副知教務處及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留存。 

被檢舉人若有異議，得於申訴期限內以書面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向教務處或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9 條    對於抄襲、代寫或舞弊案經證實並作出懲處後應公告之，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嚴

格保密。 

第10條    教務處收受審議決定書後，對於已授予學位者，如審議決定確為抄襲或舞弊情事，

應取消其畢業資格並撤銷其學位，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公告

周知。另函通知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被檢舉人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 

對於尚未授予學位者，如審議決定確為抄襲或舞弊情事，撤銷已通過學位論文考

試。 

第 11 條    前項行為有違反其他法令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經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學位

者，視同退學論處，即使未屆滿修業年限，亦不得回校繼續修讀。 

第 12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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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佛光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配合教育部104 年07 月28 日函，調查各校針對學位論文涉及代寫及抄襲等舞弊情事之

預防及審查機制相關配套措施。應教育部要求，各校應嚴格把關授予學位之品質，除於學位

論文審核與報告評分時應確實執行，並訂定相關配套措施及修正教務章則等外，亦應積極宣

導，以確保畢業生素質。 

綜上，各大學仍應善盡建立學生正確學術倫理觀念，並課予指導教授強化論文指導之責

任，因此，修訂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相關內容。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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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本校)

本校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

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訂定「佛光大學碩、博

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本校)

本校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

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訂定「佛光大學碩、博

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無修正。 

第 2 條    各系（所）碩、博士班研

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

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期滿，完成

應修課程，並修滿二十四

學分。 

二、博士班： 

（一）修業期滿，完成應

修課程，並修滿十

八學分；逕行修讀

博士學位研究生

須修滿三十學分。 

（二）經資格考核成績及

格。 

前項學分均不包括

畢業論文學分。 

合於上述規定者，得檢具

歷年成績及累計學分數審核

表、論文（初稿）摘要、指導

教授推薦函各一份連同學位

考試申請表，於每學期本校行

事曆規定時間內，經所屬學系

（所）主管同意，送請教務處

複核無誤後，轉陳校長批准為

碩、博士學位候選人後，得參

加學位考試。 

第 2 條    各系（所）碩、博士班研

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

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期滿，完成

應修課程，並修滿二十四

學分。 

二、博士班： 

(一)修業期滿，完成應修

課程，並修滿十八

學分；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研究生須

修滿三十學分。 

(二)經資格考核成績及

格。 

合於上述規定者，得檢具

歷年成績及累計學分數審核

表、論文（初稿）摘要、指導

教授推薦函各一份連同學位

考試申請表，於每學期本校行

事曆規定時間內，經該所所長

之同意，送請教務處核轉校長

批准為碩、博士學位候選人

後，得參加學位考試。 

為避免利益衝突，論文指

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及各委

員之間，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均

應迴避。 

1.文字修訂。 

2.將利益衝突迴避

原則相關規定，

修訂在第 5 條條

文中。 

第 3 條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 第 3 條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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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由各系（所）訂定並送教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未通過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

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校

長核定，得回碩士班就讀。 

辦法由各系（所）訂定並送教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未通過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

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校

長核定，得回碩士班就讀。 

第 4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

要時亦得舉行筆試。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

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

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代替，惟仍應撰寫

摘要。 

前項所稱藝術類或應用

科技類研究所，由各研究所依

其主要研究領域自行認定之。 

第 4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

要時亦得舉行筆試。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

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

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代替，惟仍應撰寫

摘要。 

前項所稱藝術類或應用

科技類研究所，由各研究所依

其主要研究領域自行認定之。 

本條無修正。 

第 5 條    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

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

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

人至七人，其中校外委員

須有三分之一（含）以

上。考試委員均由校長遴

聘之，並由委員互推一人

為學位考試主持人，但指

導教授不得擔任主持人。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

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

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

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

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或曾任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副研

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

學術上有卓越成

第 5 條    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

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人，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人

至七人，其中校外委員須

有三分之一（含）以上。

考試委員均由校長遴聘

之，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

學位考試主持人，但指導

教授不得擔任主持人。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

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

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

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

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

有卓越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

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

1.修訂碩士學位考

試 委 員 人 數 為

3-5 人。 

2.增訂利益衝突迴

避原則規定。 



57 
 

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

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碩士學位考試

委員（三）、（四）目之提

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

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

文學科有專門研究外，並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或曾任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

中央研究院副研

究員，在學術上著

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

學術上有卓越成

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

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三）、（四）、（五）

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

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訂定之。 

四、上開各考試委員於聘任

時，若與研究生有配偶、

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

或曾有此親屬關係，或相

關利害關係人應予迴避。 

有成就者。 

前款碩士學位考試

委員(三)、(四)目之提聘

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

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

文學科有專門研究外，並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或曾任中央研

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

中央研究院副研

究員，在學術上著

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

術上有卓越成就

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

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前款博士學位考試

委員(三)、(四)、(五)

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

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訂定之。 

第 6 條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含 第 6 條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含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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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

文，不得再行提出。 

論文及論文摘要線上建

檔注意事項，由教務處另訂

之。 

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

文，不得再行提出。 

論文及論文摘要線上建

檔注意事項，由教務處另訂

之。 

第 7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

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並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

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

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二、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

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

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

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

席，且出席委員中校外委

員均有三分之一以上。 

三、學位考試成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七十分為及格，評

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

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

分之一以上，博士學位考

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

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及

格論。 

四、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

次，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

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

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

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予以

退學。 

第 7 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由出

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

一以上，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

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

者，即以不及格論，評定以一

次為限。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

一次，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

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

次學年舉行重考，重考以一次

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

予以退學。 

增訂關於學位考試

委員應出席人數。 

第 8 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分

標準由各系（所）定之，論文

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

第 8 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分

標準由各系（所）定之，論文

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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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

定者，以不及格論，已授予學

位者經調查屬實，應予撤銷，

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前項所稱論文包括創

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

告。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

定者，以不及格論，已授予學

位者經調查屬實，應予撤銷，

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前項所稱論文包括創

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

告。 

 第 9 條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

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

表。 

本條文規定已訂在

第 7 條條文中，因

此刪除。 

第 9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

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

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

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

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

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

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 10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

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

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

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

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

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

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修改條次。 

第 10 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

究生，其博士學位考試成績不

及格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

改授予碩士學位。 

第 11 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

究生，其博士學位考試成績不

及格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

改授予碩士學位。 

修改條次。 

第 11 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

生，須繳交規定所需之論文冊

數及學位考試成績，並完成論

文摘要線上建檔作業，於辦妥

離校手續後，發給學位證書。

碩士班於上下學期各辦理一

次，依行事曆所訂期限辦理，

逾期則合併至下學期辦理；學

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

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碩士

班三年級以上及博士班研究

生得以其辦理離校手續完竣

之月份發給學位證書。 

第 12 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

生，須繳交規定所需之論文冊

數及學位考試成績，並完成論

文摘要線上建檔作業，於辦妥

離校手續後，發給學位證書。

碩士班於上下學期各辦理一

次，依行事曆所訂期限辦理，

逾期則合併至下學期辦理；學

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

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碩士

班三年級以上及博士班研究

生得以其辦理離校手續完竣

之月份發給學位證書。 

修改條次。 

第 12 條    為強化指導教授對研究

生論文把關責任，對於疑涉違

反學術倫理案件並經學校調

查屬實者，指導教授應繳回論

 應教育部要求，學

校應建立嚴謹之學

位論文審查機制及

強化教師對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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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指導費，並取消因指導而產

生的相關權益。 

論文把關之責任，

因此增訂此條文。 

第 13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有關教育法規及本校相關

教務章則規定辦理。 

第 13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有關教育法規及本校相關

教務章則規定辦理。 

本條無修正。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無修正。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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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草案）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99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施行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本校)本校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

之規定訂定「佛光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各系（所）碩、博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滿一年，修畢各系（所）規定之應修課程，並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

分。 

二、博士班： 

（一）修業期滿，完成應修課程，並修滿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須

修滿三十學分。 

（二）經資格考核成績及格。 

前項學分均不包括畢業論文學分。 

合於上述規定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及累計學分數審核表、論文（初稿）摘要、指

導教授推薦函各一份連同學位考試申請表，於每學期本校行事曆規定時間內，經所屬

學系（所）主管同意，送請教務處複核無誤後，轉陳校長批准為碩、博士學位候選人

後，得參加學位考試。 

第 3 條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辦法由各系（所）訂定並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逕

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務會議審查通

過，校長核定，得回碩士班就讀。       

第 4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

或以技術報告代替，惟仍應撰寫摘要。 

前項所稱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研究所，由各研究所依其主要研究領域自行認定

之。 

第 5 條    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校外委員須有

三分之一（含）以上。考試委員均由校長遴聘之，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學位考試

主持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主持人。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

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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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

務會議訂定之。 

三、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三）、（四）、（五）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務會議訂定之。 

四、上開各考試委員於聘任時，若與研究生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

親屬關係，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應予迴避。 

第 6 條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論文及論文摘要線上建檔注意事項，由教務處另訂之。 

第 7 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於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二、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

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且出席委員

中校外委員均有三分之一以上始得舉行。 

三、學位考試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

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 

四、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

次學年舉行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學。 

第 8 條    碩、博士學位論文之評分標準由各系（所）定之，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

士、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已授予學位者經調查屬實，應予

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前項所稱論文包括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第 9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

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

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 10 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其博士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改授予碩士學位。 



63 
 

第 11 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須繳交規定所需之論文冊數及學位考試成績，並完成論

文摘要線上建檔作業，於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學位證書。碩士班於上下學期各辦理

一次，依行事曆所訂期限辦理，逾期則合併至下學期辦理；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

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碩士班三年級以上及博士班研究生得以其辦理離校手

續完竣之月份發給學位證書。 

第 12 條    為強化指導教授對研究生論文把關責任，對於疑涉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並經學校調

查屬實者，指導教授應繳回論文指導費。 

第 13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教育法規及本校相關教務章則規定辦理。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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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佛光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辦法 

總說明 

一、完善教學評量施測期程。 

二、說明教學評量不佳及教學不力情事處理之適用辦法。 

三、調整條文部分內容順序以使符合各條文制訂目的。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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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4 條    每項課程教學評量之施

測，以每學期方式進行之，並

由教務處負責。期中施測於期

中考前一週至期中考開始前實

施；期末施測於期末考試結束

後開始實施三週。完成填答

者，可優先線上查閱該科成績。 

第 4 條    每項課程教學評量之施

測，以每學期方式進行之，並

由教務處負責。期中施測於期

中考前截止；期末施測於期末

考試後三週截止。完成填答

者，可優先線上查閱該科成

績。每學期調查之結果應提供

給任課教師及系所主管，作為

教學改進、課程調整、教學獎

勵與輔導、教師評鑑之參考。

參與施測、分析、列印之人員，

均應謹守秘密。 

調查結果之瀏覽權限為： 

一、授課教師：歷年個人所授

課程。 

二、系所主管及通識教育各學

課群集人：所屬系所、課

群歷年所開設之所有課

程。 

三、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所屬學院及中心

歷年所開設之所有課程。 

四、教務長、副校長、校長：

全校歷年所開設之所有課

程。 

調整施測說明。 

第 5 條    教學評量調查之結果： 

一、期中： 

教學評量中學生所表

達之意見，由各授課教師

於調查完成後兩週內，進

入教師系統回覆，並由系

所主管進行檢視；授課教

師得視需要調整教學計畫

表或修訂課程內容，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第 5 條    教學評量調查之結果： 

一、期中： 

教學評量中學生所表

達之意見，由各授課教師

於調查完成後兩週內，進

入教師系統回覆，並由系

所主管進行檢視；得視需

要調整教學計畫表或修訂

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 

調整調查結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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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 

（一）教學評量不佳課程

係指評點分數未達

3.5 分。如填答人數

少於 10人，該課程

評點成績不納入計

算；併班上課之課

程，其課程評點分

數視為單一課程；

合上課程之評點分

數不納入各教師個

人平均分數計算。

課程評點分數未達

3.5 分之專任及專

案教師之輔導機

制，另訂「佛光大

學教學評量輔導辦

法」。 

（二）教學評量中學生所

表達之意見，由各

教師於調查完成

後，進入教師系統

回覆，並由系所主

管進行檢視。教師

回覆若有不完整之

處，請各系所主管

積極協助改善，以

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三、文字意見之回應，於主管

審閱後，開放原選課同學

查閱兩週。 

二、期末： 

（一）課程評點分數未達

3.5 分之教師，經由

系所及學院主管充

分瞭解及懇談後，

如確認需要應敦請

諮詢教師協助其輔

導與諮詢，且製作

諮詢紀錄密送系所

及學院主管備查，

副本密送教務處，

以協助其改進。授

課教師應依據紀

錄，調整該課程教

學方法、重新製作

教學計畫表及提出

教學改善計畫，並

送系所主管存查。

必要時得延請專家

進行教學診斷及輔

導或調整開授課

程。 

如填答人數少

於10人或低於修課

人數之 50%，該課程

評點成績不納入計

算；併班上課之課

程，其課程評點分

數視為單一課程；

合開課程之評點分

數不納入各教師個

人平均分數計算。 

（二）教學評量中學生所

表達之意見，由各

教師於調查完成

後，進入教師系統

回覆，並由系所主

管進行檢視。教師

回覆若有不完整之

處，請各系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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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協助改善，以

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三、文字意見之回應，於主管

審閱後，開放原選課同學

查閱兩週。 

第 6 條    評量結果之處理： 

專任教師同一門課連續二

次課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

者，應調整課程；專任教師同

一學期二門（含）以上課程評

點分數未達3.5分者，應由其主

管安排諮詢，且不得超鐘點或

校外兼課。  

合上課程評點分數未達

3.5分者，該課程全體授課教師

應提供檢討改善方案。 

兼任教師某一門課程評點

分數未達3.5分時，應停授該科

目。 

教學評量結果如有教學不

力之情事得依「佛光大學教師

教學不力處理辦法」處理之。 

各院系所主管及開課單位

主管可上網查詢所屬課程之教

學評量結果。 

各項評量資料及結果應視

同機密資料，承辦本項評量之

各級經辦人員應負保密之責。 

第 6 條    專任教師同一門課連續二

次課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

者，應調整課程；專任教師同

一學期二門(含)以上課程評點

分數未達3.5分者，應由其主管

安排諮詢，且不得超鐘點或校

外兼課。 

合開課程評點分數未達

3.5分者，該課程全體授課教師

應提供檢討改善方案。 

兼任教師某一門課程評點

分數未達3.5分時，應調整授課

科目；累計兩次未達3.5分時，

不予續聘。 

調整評量結果

處理之條文內

容。 

回提案五 



 68

佛光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辦法（草案） 
 

104.09.15 104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本校為協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特訂定「佛光大學教師教學評量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均應依本辦法之規定，接受教學評量。 

第 3 條    教學評量施測目的為： 

一、作為教師個人改進教學之參考。 

二、作為教師升等及教學優良獎之評量指標。 

三、作為專、兼任教師每年續聘之評量指標。 

四、作為教師評鑑之評量指標。 

第 4 條    每項課程教學評量之施測，以每學期方式進行之，並由教務處負責。期中施測於

期中考前一週至期中考開始前實施；期末施測於期末考試結束後開始實施三週。完成

填答者，可優先線上查閱該科成績。 

第 5 條    教學評量調查之結果： 

一、期中： 

教學評量中學生所表達之意見，由各授課教師於調查完成後兩週內，進入教

師系統回覆，並由系所主管進行檢視；授課教師得視需要調整教學計畫表或修訂

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期末： 

（一）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係指評點分數未達 3.5 分。如填答人數少於 10人，該

課程評點成績不納入計算；併班上課之課程，其課程評點分數視為單一課

程；合上課程之評點分數不納入各教師個人平均分數計算。課程評點分數

未達 3.5 分之專任及專案教師之輔導機制，另訂「佛光大學教學評量輔導

辦法」。 

（二）教學評量中學生所表達之意見，由各教師於調查完成後，進入教師系統回

覆，並由系所主管進行檢視。教師回覆若有不完整之處，請各系所主管積

極協助改善，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文字意見之回應，於主管審閱後，開放原選課同學查閱兩週。 

第 6 條    評量結果之處理： 

專任教師同一門課連續二次課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者，應調整課程；專任教師

同一學期二門（含）以上課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者，應由其主管安排諮詢，且不得

超鐘點或校外兼課。 

合上課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者，該課程全體授課教師應提供檢討改善方案。 

兼任教師某一門課程評點分數未達3.5分時，應停授該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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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結果如有教學不力之情事得依「佛光大學教師教學不力處理辦法」處理

之。 

各院系所主管及開課單位主管可上網查詢所屬課程之教學評量結果。 

各項評量資料及結果應視同機密資料，承辦本項評量之各級經辦人員應負保密之

責。 

第 7 條    教師不得以威脅、利誘、利益交換或其他不當方式引導學生反應意見。任課教師

若有不當行為經檢舉查證屬實者，由開課單位所隸屬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理，

並列入教師聘任、評鑑與升等之審酌資料。 

第 8 條    本校教師應參加教學研習活動，以提昇整體教學品質。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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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問卷題目（20151019 增訂版）  

一、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  

1.老師上課遲到早退：□不曾□偶而□還好□嚴重□非常嚴重  

2.老師是否曾缺課：□否；□是，缺課時會有適當安排：□是□否。  

3.老師是否將課程教材上網，方便同學下載：□是；□否 

以上不計分，以下五點量表記分：  

□非常滿意□滿意□還好□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4.老師在第一週會說明教學計畫、教學進度與計分方式。  

5.老師講課清晰易懂。  

6.老師願意聽取學生的意見反應。  

7.老師會耐心解答學生疑問。  

8.老師之教學態度認真。  

9.老師之教學內容充實且豐富。  

10.老師之評量標準合理、客觀、公平。  

  

二、綜合意見（可就課程、教材、教法、環境、評量等面向說明） 

 1.本課程的優點  

  

 2.對本課程的建議  

  

 3.修習本課程的心得與收穫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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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佛光大學教學評量輔導辦法制訂案 

總說明 

為落實教學評量輔導機制，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特制訂本辦法。全文共十條，其內容概

要如下： 

一、第 1條闡明立法目的。 

二、第 2條定義「教學評量不佳教師」。 

三、第 3條區分教學評量不佳課程為三級，並提供不同之輔導措施。 

四、第 4至 6條針對四級別教學評量不佳之教師，各級輔導措施之項目。 

五、第 7至 8條闡明教學不佳教師輔導成效追蹤之負責單位及其經辦人員之職責。 

六、第 9條說明辦法之生效日期。 

七、經 104 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決議修正辦法名稱為「佛光大學教學評量輔導辦法」。 

謹檢附本辦法草案條文說明表及草案全文如附件，提請  審議。 

回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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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學評量輔導辦法制訂案 

草案條文說明表 

草案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學評量輔導機

制，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特訂定教學評量輔導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闡明立法目的。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評量不佳教師，乃指課程教學意見

調查評點未達 3.5 分之專任及專案教師。 

本條定義「教學評量不佳教

師」。 

第 3 條  教學評量不佳課程區分為下列四個級別且提供不同

之輔導措施： 

一、第一級：單學期任一課程未達 3.5 分。 

二、第二級：分為下列兩種情形 

（一）單學期兩門課程未達 3.5 分。 

（二）連續兩學期任一課程未達 3.5 分。 

三、第三級：分為下列兩種情形 

（一）單學期三門未達 3.5 分 

（二）連續三學期任一課程未達 3.5 分。 

本條區分教學評量不佳課程為

四級，並提供不同之輔導措施。 

第 4 條  評量結果列為第 1級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教師，其

追蹤輔導措施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由所屬系所主管進行晤談，並寫成「主管晤談紀錄

表」（附件一）繳回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

下簡稱教發中心）。 

二、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兩

次。 

三、接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改善方案，交由教發中心

列冊存檔。 

本條針對第 1級教學評量不佳

之教師，其輔導措施之項目。 

第 5 條    評量結果列為第 2級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教師，其

追蹤輔導措施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由所屬系所院級主管進行晤談，並將「主管晤談紀

錄表」（附件一）表繳回教發中心。 

二、院級主管得視情況，採學生訪談、教師訪談、教學

諮詢、實際教學觀摩、錄影教學分析、協同教學等

方式輔導該教師改善教學。 

三、教務長應約談該教師；校長得視情況約談該教師。 

四、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三

次。 

五、接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改善方案，交由教發中心

本條針對第 2級教學評量不佳

之教師，其輔導措施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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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存檔。 

六、輔導後次一學期教學評量未改善者，依本辦法第六

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辦理。 

第 6 條    評量結果列為第 3級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教師，其

追蹤輔導措施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由校長進行晤談。 

二、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四

次。 

三、接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改善方案，交由教發中心

列冊存檔。 

四、輔導後次一學期教學評量未改善者，送交各級教評

會審議辦理不續聘事宜。 

本條針對第 3級教學評量不佳

之教師，其輔導措施之項目。 

第 7 條  教務處需負責教學評量不佳教師之輔導成效追蹤。 本條闡明教學不佳教師輔導成

效追蹤之負責單位。 

第 8 條    各項追蹤輔導資料及紀錄視同機密資料，承辦各項

輔導措施之各級經辦人員應負保密之責。 

本條闡明各項追蹤輔導視為密

件，經辦人員應負保密之責。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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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學評量輔導辦法（草案） 

 

104.05.13 103 年度第 3 次教學資源會議通過 

104.10.20 104 學年度第 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學評量輔導機制，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特訂

定教學評量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評量不佳教師，乃指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評點未達 3.5 分之專任及

專案教師。 

第 3 條  教學評量不佳課程區分為下列四個級別且提供不同之輔導措施： 

一、第一級：單學期任一課程未達 3.5 分。 

二、第二級：分為下列兩種情形 

（一）單學期兩門課程未達 3.5 分。 

（二）連續兩學期任一課程未達 3.5 分。 

三、第三級：分為下列兩種情形 

（一）單學期三門未達 3.5 分。 

（二）連續三學期任一課程未達 3.5 分。 

第 4 條  評量結果列為第 1級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教師，其追蹤輔導措施應包括下列項

目： 

一、由所屬系所主管進行晤談，並寫成「主管晤談紀錄表」（附件一）繳回教務處教

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 

二、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兩次。 

三、接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改善方案，交由教發中心列冊存檔。 

第 5 條    評量結果列為第 2級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教師，其追蹤輔導措施應包括下列項

目： 

一、由所屬系所及院級主管進行晤談，並將「主管晤談紀錄表」（附件一）表繳回教

資中心教師組。 

二、院級主管得視情況，採學生訪談、教師訪談、教學諮詢、實際教學觀摩、錄影教

學分析、協同教學等方式輔導該教師改善教學。 

三、教務長應約談該教師；校長得視情況約談該教師。 

四、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三次。 

五、接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改善方案，交由教發中心列冊存檔。 

六、輔導後次一學期教學評量未改善者，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辦理。 

第 6 條    評量結果列為第 3級教學評量不佳課程之教師，其追蹤輔導措施應包括下列項

目： 

一、由校長進行晤談。 

二、該教師應於次一學期參加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至少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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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輔導教師應提出教學改善方案，交由教發中心列冊存檔。 

四、輔導後次一學期教學評量未改善者，送交各級教評會審議辦理不續聘事宜。 

第 7 條  教務處需負責教學評量不佳教師之輔導成效追蹤。 

第 8 條    各項追蹤輔導資料及紀錄視同機密資料，承辦各項輔導措施之各級經辦人員應負

保密之責。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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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第   學期主管晤談紀錄表 

教師姓名  
學院  系所  

MAIL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待改善之教學問題及反思 
 

教學改進計畫 
 
 
 
 
 
 
 
                                                教師簽名： 

整體改善成效評估及建議 
 

系主任  院長  教務長  

老師您辛苦了，填寫完以「紙本」依上述流程簽核後，回覆至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林珮瑀小姐  分機：11122 回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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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佛光大學領航教師設置辦法制訂案 

總說明 

推動本校教師教學精進及經驗傳承，並協助了解與教師相關之各項工作內容及具體措施，

特制定本辦法。全文共六條，其內容概要如下： 

一、第 1條闡明立法目的。 

二、第 2條設立領航教師之目的。 

三、第 3條領航教師之遴選。 

四、第 4至 5條領航教師協助事項說明。 

五、第 6條說明辦法之生效日期。 

謹檢附本辦法草案條文說明表及草案全文如附件，提請 審議。 

回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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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領航教師設置辦法制定案 

草案條文說明表 

草案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教師教學精進及經驗傳承，

並協助了解與教師相關之各項工作內容及具體措施，特制定領航教師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闡明立法目

的。 

第 2 條    領航教師之設置目的為輔導新進教師，使之及早適應工作環境。 設立領航教師之

目的。 

第 3 條    新進教師報到時，由其所屬系所主管建議一名適合人選作為其領航

教師，並填妥相關表單擲交教務處教之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留存。 
新進教師自第二學期起可選擇與其發展方向相近之資深教師為其

領航教師。 

領航教師之遴

選。 

第 4 條    領航教師應列為教師評鑑加分項目；諮詢費用視當年度預算額度核

發。 
領航教師協助事

項說明。 

第 5 條    本中心應於每學期發函詢問領航教師是否有需校方協助之事項，並

視需要上網填寫相關表單。 
新進教師須於每學期末上網填寫回饋單。 
上述表單之目的乃作為追踪精進之依據。 

領航教師協助事

項說明。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佈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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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領航教師設置辦法（草案） 
 

104.06.16 103 學年度第 4次教學資源會議通過 

104.10.20 104 學年度第 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教師教學精進及經驗傳承，並協助了解與

教師相關之各項工作內容及具體措施，特制定領航教師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領航教師之設置目的為輔導新進教師，使之及早適應工作環境。 

第 3 條    新進教師報到時，由其所屬系所主管建議一名適合人選作為其領航教師，並填妥

相關表單擲交教務處教之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留存。 

新進教師自第二學期起可選擇與其發展方向相近之資深教師為其領航教師。 

第 4 條    領航教師應列為教師評鑑加分項目；諮詢費用視當年度預算額度核發。 

第 5 條    本中心應於每學期發函詢問領航教師是否有需校方協助之事項，並視需要上網填

寫相關表單。 

新進教師須於每學期末上網填寫回饋單。 

上述表單之目的乃作為追踪精進之依據。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佈日施行。 

回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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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教師名單 
 

接受諮詢教師 領航教師 

姓名 姓名 

  

所屬系所 所屬系所 

  

校內分機 校內分機 

  

回提案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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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教師諮詢紀錄表 
 

領航教師姓名  

接受諮詢教師姓名  

諮詢日期/時間  

諮詢地點  

諮詢內容 

 

需校方協助事項 

 

回提案七 

  

附件二 



 82

 

接受諮詢教師回饋單 
 

接受諮詢教師姓名  

領航教師姓名  

諮詢日期/時間  

諮詢地點  

諮詢內容簡述 

 

回饋意見 

 

回提案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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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制訂案 

總說明 

考量到本校弱勢學生人數偏多，且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業務極有可能列為下一週期之教卓

計畫項目之一，為扶助弱勢學生激勵學習動機，針對不同類型的弱勢學生，建立輔導機制，

特訂定「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全文共八條，其內容概要如下： 

一、第 1條闡明立法目的。 

二、第 2條闡明弱勢學生各類身分認定。 

三、第 3條闡明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 

四、第 4條闡明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做法。 

五、第 5條闡明學習促進及輔導做法。 

六、第 6條闡明學習成效追蹤做法。 

七、第 7條闡明執行經費來源。 

八、第 8條闡明辦法之生效。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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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制定案 

草案條文說明表 

草案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扶助弱勢學生激勵學習動機，

針對不同類型的弱勢學生，建立輔導機制，特訂定「佛光大學弱

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闡明立法目的。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弱勢學生，包括：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四、原住民族學生。 

五、符合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六、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七、其他未列入上述身分，經學生事務處、班級導師或學術導師

等推薦者。 

各類身分認定請見附件一。 

1.第一項至第六項為依

據教育部「大學校院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

助計畫」（起飛計畫）

之弱勢學生各類身分

認定。 

2.第七項為主管會報建

議新增之身分。 

第 3 條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含括「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學

習促進及輔導」以及「學習成效追蹤」三個階段。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

（依據起飛計畫書內容

制定）。 

第 4 條  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 

一、本校應成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透過不定期會議，

討論及檢討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流程、方式及執行成效。 

二、教務處應建置弱勢學生學習資料庫，於上學期開學後兩個月

內提供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弱勢學生名單及學習診斷與學習

需求訪談之題目建議，俾利班級導師落實學習診斷與學習需

求調。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學生隱私之原則下，必須於上

學期結束以前完成弱勢學生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調查分

析，並由訪談過程瞭解對各項學習促進及輔導項目之需要，

評估後續由班級導師親自輔導或轉介相關單位（如教務處學

生學習發展中心、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輔

導組、學術導師等）輔導之必要，並填寫於學習診斷與學習

需求訪談紀錄表，於上學期結束以前繳回教務處。 

四、「學習診斷及學習需求調查」項目包括「課業輔導之協助」、

「實習機會之提供」、「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就業機會

媒合」以及「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五大項目，為落實對每

位弱勢學生的關照，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必須至少針對兩種項

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

做法（依據起飛計畫書

內容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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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出建議。 

五、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果，評估有必要親自進行後續

輔導者，應撰寫輔導規劃說明，並得於上學期結束以前向教

務處提出經費補助申請。經核定者，於下學期結束以前為輔

導規劃執行期間。 

六、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果，評估必須轉介相關單位（如

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

處諮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進行輔導者，亦須於學習診斷

與學習需求調查表填報。 

七、為協助弱勢學生班級導師進行學習診斷以及學習需求調查，

並完成學習成效追蹤訪談，針對每一位弱勢學生，每學年提

供班級導師諮詢輔導費 500 元。 

第 5 條  學習促進及輔導 

一、弱勢學生班級導師針對弱勢學生之需求，得選擇親自輔導，

並提出經費申請（每位弱勢學生每學年以補助 1,200 為上

限），運用於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之協助」、「實習機會之提

供」、「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就業機會媒合」以及「社

會回饋與服務學習」五大輔導項目。 

二、弱勢學生班級導師亦得選擇轉介教務處或相關單位（如學務

處諮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進行輔導，若班級導師經訪談

結果，必須轉介學術導師進行輔導，學術導師亦得提出經費

申請（每位弱勢學生每學年以補助 1,200 為上限）。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得選擇轉介教務處進行輔導，教務處提供

之學習促進及輔導措施包括： 

（一）課業輔導之協助 

1.針對成績優異弱勢學生：提供海外求學、教師引導

式英語社群及主題式學習讀書會補助。 

2.針對成績低落弱勢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社群補助、

購買工時、學習激勵競賽及書院學習方 法工作坊

等活動。 

（二）實習機會之提供 

1.成立實習工作坊。 

2.提供進入佛光山企業實習機會。 

3.鼓勵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三）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 

1.進行學生需求之調查。 

2.激勵學生專案實務學習志趣。 

3.成立「職涯導師」，進行小團體輔導。 

4.建立學生職能檢測機制。 

（四）就業機會媒合 

學習促進及輔導做法

（依據起飛計畫書內容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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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業講座。 

2.佛光山企業媒合。 

3.舉辦兩階段就業博覽會。 

4.獎勵優異專業實務學生，導入人力資料庫。 

（五）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 

1.服務力培訓方案。 

2.個人或團體的專業服務，在地深耕。 

3.服務典範經驗傳承。 

4.培養學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社會回饋意識。 

第 6 條  學習成效追蹤 

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學生隱私之原則下，應於下學期

結束以前完成弱勢學生學習成效追蹤訪談，並填寫於學習診斷與學

習需求訪談紀錄表，繳回教務處。 

說明學習成效追蹤做法

（依據起飛計畫書內容

制定）。 

第 7 條  本辦法執行事項所需經費來源由相關計畫或學校編列經費支

應。 

說明執行經費來源（依據

起飛計畫書內容制定）。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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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草案） 
 

104.10.06 104 學年度第 9次教務處處內主管會議通過 

104.10.20 104 學年度第 3次主管會報修正後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扶助弱勢學生激勵學習動機，針對不同類型的弱勢

學生，建立輔導機制，特訂定「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弱勢學生，包括：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四、原住民族學生。 

五、符合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六、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七、其他未列入上述身分，經學生事務處、班級導師或學術導師等推薦者。 

各類身分認定請見附件一。 

第 3 條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機制含括「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學習促進及輔導」以及

「學習成效追蹤」三個階段。 

第 4 條  學習輔導機制基礎建置 

一、本校應成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透過不定期會議，討論及檢討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流程、方式及執行成效。 

二、教務處應建置弱勢學生學習資料庫，於上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提供弱勢學生班級

導師弱勢學生名單及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訪談之題目建議，俾利班級導師落實學

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調。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學生隱私之原則下，必須於上學期結束以前完成弱

勢學生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調查分析，並由訪談過程瞭解對各項學習促進及輔導

項目之需要，評估後續由班級導師親自輔導或轉介相關單位（如教務處學生學習

發展中心、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輔導之

必要，並填寫於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訪談紀錄表，於上學期結束以前繳回教務

處。 

四、「學習診斷及學習需求調查」項目包括「課業輔導之協助」、「實習機會之提供」、

「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就業機會媒合」以及「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五大

項目，為落實對每位弱勢學生的關照，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必須至少針對兩種項目

提出建議。 

五、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果，評估有必要親自進行後續輔導者，應撰寫輔導

規劃說明，並得於上學期結束以前向教務處提出經費補助申請。經核定者，於下

學期結束以前為輔導規劃執行期間。 

六、弱勢學生班級導師經由訪談結果，評估必須轉介相關單位（如教務處學生學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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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學術導師等）進行輔導

者，亦須於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調查表填報。 

七、為協助弱勢學生班級導師進行學習診斷以及學習需求調查，並完成學習成效追蹤

訪談，針對每一位弱勢學生，每學年提供班級導師諮詢輔導費 500 元。 

第 5 條  學習促進及輔導 

一、弱勢學生班級導師針對弱勢學生之需求，得選擇親自輔導，並提出經費申請（每

位弱勢學生每學年以補助 1,200 為上限），運用於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之協助」、

「實習機會之提供」、「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就業機會媒合」以及「社會回

饋與服務學習」五大輔導項目。 

二、弱勢學生班級導師亦得選擇轉介教務處或相關單位（如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學術

導師等）進行輔導，若班級導師經訪談結果，必須轉介學術導師進行輔導，學術

導師亦得提出經費申請（每位弱勢學生每學年以補助 1,200 為上限）。 

三、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得選擇轉介教務處進行輔導，教務處提供之學習促進及輔導措

施包括： 

（一）課業輔導之協助 

1.針對成績優異弱勢學生：提供海外求學、教師引導式英語社群及主題式

學習讀書會補助。 

2.針對成績低落弱勢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社群補助、購買工時、學習激勵

競賽及書院學習方 法工作坊等活動。 

（二）實習機會之提供 

1.成立實習工作坊。 

2.提供進入佛光山企業實習機會。 

3.鼓勵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三）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 

1.進行學生需求之調查。 

2.激勵學生專案實務學習志趣。 

3.成立「職涯導師」，進行小團體輔導。 

4.建立學生職能檢測機制。 

（四）就業機會媒合 

1.就業講座。 

2.佛光山企業媒合。 

3.舉辦兩階段就業博覽會。 

4.獎勵優異專業實務學生，導入人力資料庫。 

（五）社會回饋與服務學習： 

1.服務力培訓方案。 

2.個人或團體的專業服務，在地深耕。 

3.服務典範經驗傳承。 

4.培養學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社會回饋意識。 

第 6 條  學習成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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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班級導師在兼顧弱勢學生隱私之原則下，應於下學期結束以前完成弱勢

學生學習成效追蹤訪談，並填寫於學習診斷與學習需求訪談紀錄表，繳回教務處。 

第 7 條  本辦法執行事項所需經費來源由相關計畫或學校編列經費支應。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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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生之身分認定 

類別 身分認定 

低收入戶學生 

1. 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 8,426 元以下； 
2. 動產包括現金、存款本息、投資、股票、有價證券等，金額

平均每人在五萬五千元以內； 
3. 不動產土地及房屋金額總價在 260 萬元以內，土地金額以公

告地價計算、房屋金額以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以上三項均符合或領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2.5 倍以

下或領有中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

女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

布最低生活費 2.5 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1.5 倍，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

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

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

記。三、家庭暴力受害。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

至分娩二個月內。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

歲以下子女或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

無工作能力，或雖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

下子女致不能工作。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七、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評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

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非因自願性失業等

事由之學生。 
原住民族學生 於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上備註欄加註有「原住民」字樣之學生。 

符合申請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家庭年利息所得 2 萬元以下、家庭不

動產價值 650 萬元以下之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及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之學生。 

其他未列入上述身分，經學生事務處、班級導師及學術導師等推薦者。 
回提案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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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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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八 

  



 93

附件十 

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制訂案 

總說明 

考量到本校弱勢學生人數偏多，且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業務極有可能列為下一週期之教卓

計畫項目之一，為統籌辦理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涉及之跨單位溝通協調事務，特訂定「佛光大

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以順利推展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業務。全文共六條，其

內容概要如下： 

一、第 1條闡明立法目的。 

二、第 2條闡明委員會成員及任期。 

三、第 3條闡明委員會之職掌。 

四、第 4條闡明委員會議決議原則。 

五、第 5條闡明執行經費來源。 

六、第 6條闡說明辦法之生效日。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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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制定案 

草案條文說明表 

草案條文 說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統籌辦理弱勢學生學習輔導等相關事

務，特訂定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闡明立法目

的。 

第 2 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之，並置執行祕

書一人，由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主任兼任之，以襄助委員會相關行

政業務之執行。教務長、學生事務長、招生處長、通識教育委員會執行

長、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以及各學系主任擔任委

員，任期為一年。 

委員會成員及任

期（依據起飛計

畫審查意見籌

組）。 

第 3 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弱勢學生課業輔導措施之規劃。 

二、弱勢學生實習機會提供之規劃。 

三、弱勢學生職涯輔導之規劃。 

四、弱勢學生就業機會媒合及社會回饋措施之規劃。 

五、弱勢學生服務學習措施之規劃。 

六、弱勢學生個別化輔導措施之規劃。 

七、統籌跨單位聯繫工作。 

委員會之職掌

（依據起飛計畫

審查意見籌

組）。 

第 4 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開會時應由委員二分之一（含）以

上出席，始得召開會議，本會會議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決議原

則。 

第 5 條  本會執行事項所需之經費來源由相關計畫或學校編列經費支應。 執行經費來源。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規定本辦法

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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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104.09.09  104 學年度第 6 次教務處處內主管會議通過 

104.10.20  104 學年度第 3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統籌辦理弱勢學生學習輔導等相關事務，特訂定佛

光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之，並置執行祕書一人，由教

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主任兼任之，以襄助委員會相關行政業務之執行。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招生處長、通識教育委員會執行長、教務處學生生涯發展中心主任、各學

院院長以及各學系主任擔任委員，任期為一年。 

第 3 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弱勢學生課業輔導措施之規劃。 

二、弱勢學生實習機會提供之規劃。 

三、弱勢學生職涯輔導之規劃。 

四、弱勢學生就業機會媒合及社會回饋措施之規劃。 

五、弱勢學生服務學習措施之規劃。 

六、弱勢學生個別化輔導措施之規劃。 

七、統籌跨單位聯繫工作。 

第 4 條  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開會時應由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召

開會議，本會會議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5 條  本會執行事項所需之經費來源由相關計畫或學校編列經費支應。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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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佛光大學學習型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一、依據 104 年 6月 17 日「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臺

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勞動關 2字第 104126620 號）」、104 年 8 月 12 日「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會議決議，本校教學助理定義為「學習型教學助理」，並須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0學分

「教學實習」課程。 

二、本次修訂處有：「學習內容說明（非工作內容）」、課程給分說明、優秀 TA遴選說明、退

選及棄選說明。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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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習型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習型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 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 修改法規名稱。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增進教學品質，並提供

教學助理學習機會與管道，特

訂定「佛光大學學習型教學助

理實施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增進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之品質，特訂定教學助理實

施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1.應政策變更，修

改辦法名稱。 

2.教學助理名稱

變更為學習型

TA。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型教學

助理（以下簡稱「學習型

TA」），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

教師進行教學實習，欲擔任

「學習型 TA」者，須修習通識

教育中心開設 0 學分「教學實

習」課程，並由教務處安排至

各院系(含通識教育中心)進

行教學實習，「學習型 TA」依

實習時數得領取學習津貼。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

理」，係指進班跟課、協助教

師教學工作或從事課後輔導

者。 

依工作性質分為「課程教

學助理」及「課輔教學助理」。 

1.教學助理名稱

變更為學習型

TA。 

2.TA 機制改為修

課機制，納入正

規學習。 

第 3 條    「學習型 TA」依學習性質

分為「課程學習型 TA」及「課

輔學習型 TA」，學習內容說明

如下： 

一、「課程學習型 TA」：提供

學習編寫課程大綱、教學

技能、經營班級與師生互

動互動等機會。 

二、「課輔學習型 TA」：除前

項「課程學習型 TA」之學

習項目外，尚提供學生學

習課業諮詢及輔導等機

會。 

第 3 條    教學助理工作內容說明

如下： 

一、課程教學助理之工作項目

包含協助教師課前準

備、進班跟課、協助課程

進行，以及教師要求與課

程相關等相關工作。 

二、課輔教學助理之工作項目

除前項課程教學助理之

工作項目外，尚須針對學

生之課業進行課後輔

導，課後輔導時數每週至

少須達1小時，輔導方式

得採駐點或線上輔導進

行。 

1.教學助理名稱

變更為學習型

TA。 

2.工作內容調整

為更以學習內

容為主。 

第 4 條     「學習型TA」之經費來

源及運用說明如下： 

一、「學習型TA」之經費來源

第 4 條     教學助理之經費來源及

運用說明如下： 

一、教學助理之經費來源主要

教學助理名稱變

更為學習型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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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為「教育部研究生

獎助學金」及「其他經

費」。「教育部研究生獎

助學金」僅限聘用研究

生，「其他經費」可聘用

研究生或大學部三年級

及四年級學生。經費運用

以優先執行「教育部研究

生獎助學金」為主。 

二、為確保經費執行效益，以

博士生及碩士生為優先

補助原則，並得視當學期

補助經費來源及各院系

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習型

TA申請情形，進行彈性調

整，惟須經「佛光大學研

究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審議通過。 

分為「教育部研究生獎助

學金」及「其他經費」。

「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

金」僅限聘用研究生，「其

他經費」可聘用大學部學

生。經費運用以優先執行

「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

金」為主。 

二、為確保經費執行效益，教

務處以博士生及碩士生

為優先補助原則，並得視

當學期補助經費來源及

各院研究生與大學部教

學助理申請情形，進行彈

性調整，惟須經「佛光大

學研究生獎助學生審查

會議」審議通過。 

第 5 條    「學習型TA」之申請及補

助原則說明如下： 

一、申請「學習型 TA」之課程

須以學士班課程為優

先，每一課程以申請一名

學習型 TA 為原則。申請

學習型 TA 課程應由授課

教師於教師系統提出申

請（於上傳下學期之教學

計畫表時段同步提出申

請），經開課院系審查通

過排序後，於申請期限內

將排序表繳交至教務處。 

二、申請「學習型 TA」課程之

補助以必修及大班課程

為優先配置原則。通識教

育課程比照各學系課程

辦理，以大班課程優先配

置學習型 TA為原則。 

第 5 條    教學助理課程之申請及

補助原則說明如下： 

一、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須以

學士班課程為優先，每一

課程以申請一名教學助

理為原則。申請教學助理

課程應由授課教師於教

師系統提出申請（於上傳

下學期之教學計畫表時

段同步提出申請），經開

課院系審查通過排序

後，於申請期限內將排序

表繳交至教務處。 

二、教學助理課程之補助以必

修及大班課程為優先配

置原則。通識教育課程比

照各學系課程辦理，以大

班課程優先配置教學助

理為原則。 

教學助理名稱變

更為學習型 TA。 

第 6 條    「學習型TA」之聘用資格

規定如下： 

一、經費來源若為「教育部研

第 6 條    教學助理之聘用資格規

定如下： 

一、經費來源若為「教育部研

1.教學助理名稱

變更為學習型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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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獎助學金」，應聘本

校在學之博士生或碩士

生擔任。碩士班四年級之

學生，須取得論文指導老

師之同意。 

二、經費來源若為「其他經

費」，得聘本校在學之博

士生、碩士生或大學部學

生擔任。 

（一）聘用博士生及碩士

生者，依本條第一

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部「學習型 TA」

聘用資格以聘用

大學部三年級及

四 年 級 學 生 為

限，且須符合以下

條件之一，並檢附

成績單： 

1.前學業成績總

平均排名須為

全班前 30%。 

2.擬擔任該課之

TA 則得修習通

過該課程且期

末成績達 85 分

(含)以上者。 

三、「學習型 TA」以同時擔任

2 門(或 6 學分)課程為上

限。 

碩士生（含碩專生）

如有專職者，不具擔任

「學習型 TA」資格。 

究生獎助學金」，應聘本

校在學之博士生或碩士

生擔任。碩士班四年級之

學生，須取得論文指導老

師之同意。 

二、經費來源若為「其他經

費」，得聘本校在學之博

士生、碩士生或大學部學

生擔任。 

（一）聘用博士生及碩士

生者，依本條第一

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部教學助理聘

用資格須符合以

下條件之一，且須

檢附成績單： 

1.以聘用大學部

三年級及四年

級學生為限，前

學業成績總平

均排名須為全

班前 30%。 

2.擬擔任該課之

TA 則得修習通

過該課程且期

末成績達 85 分

(含)以上者。 

三、教學助理以同時擔任 2門

(或 6學分)課程為上限。 

碩士生（含碩專生）

如有專職者，不具擔任教

學助理資格。 

2.大學部之聘用

資格以高年級

三、四年級為

主，原敘述方式

易造成誤解，故

將年級提至前

提。 

第 7 條    「學習型TA」學習津貼補

助，一學期補助18週，分4期

核發。 

第 7 條    教學助理經費補助，分別

就課程教學助理及課輔教學

助理說明如下： 

一、課程教學助理：一學期補

助 18 週，採月薪方式核

銷，一學期以 4 個月計

算，上學期為 10 月至隔

1.教學助理名稱

變更為學習型

TA。 

2.取消核銷月份

之規定，有利於

不同來源經費

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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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下學期為 3 月至

6 月。 

二、課輔教學助理：一學期補

助 18 週，採月薪方式核

銷，一學期以 4 個月計

算，上學期為 10 月至隔

年 1 月，下學期為 3 月至

6 月。 

第 8 條    「學習型 TA」請領學習津

貼所須繳交資料及其應注意

事項說明如下： 

一、「學習型 TA」於課程開課

前，應填寫學習型 TA 基

本資料表；課程期間應填

報學習型 TA 學習記錄及

考核表，並經授課教師簽

章，以進行薪資之核銷，

課輔學習型 TA 除繳交上

述文件外，應明訂輔導時

間、地點及內容外，並須

附上學生簽到表，每月繳

交至教務處。 

二、「學習型 TA」每學期結束

後兩週內繳交期末成果

報告。成果報告以能體現

協助提升教學或促進學

習成效，以及反應學生回

饋意見為主。 

第 8 條    教學助理請領獎助學金

所須繳交資料及其應注意事

項說明如下： 

一、教學助理於課程開課前，

應填寫教學助理基本資

料表；課程期間應填報教

學助理工作月誌及考核

表，並經授課教師簽章，

以進行薪資之核銷，課輔

教學助理除應明訂輔導

時間、地點及內容外，尚

應填寫輔導紀錄及學生

簽到表，每月繳交至教務

處。 

二、教學助理每學期結束後兩

週內繳交期末成果報告

書電子檔至數位學習平

台。成果報告以能體現協

助提升教學或促進學習

成效，以及反應學生回饋

意見為主。 

無論為課程或課

輔 TA，皆將學習或

課輔內容，統一填

寫學習紀錄表單。 

第 9 條    「學習型 TA」之培訓與考

核，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培訓及考核 

為精進「學習型TA」

教學技能，由教務處或相

關單位於每學期規劃培

訓活動，並將培訓狀況、

測驗成績及實習成績等

納入學期考核之參考。 

二、多元進修 

除 上 述 培 訓 課 程

第 9 條    教學助理之培訓、考核與

認證，由教務處及相關單位負

責，並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培訓 

為協助教學助理確

實明瞭教學助理制度之

精神與實踐要點，由教務

處及相關單位於每學期

規劃培訓活動。當學期擔

任教學助理者，應全程參

與至少6小時相關培訓活

修改 TA 之考核及

認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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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TA可參加以下活動，

皆可列為考核加分依據。 

（一）各院系舉辦之培訓

課程及座談會 

（二）教務處辦理之TA成

長社群。 

（三）擔任教務處各項研

習活動或接受他

單位演講者，講授

時數可納入當學

期 進 修 時 數 計

算。。 

（四）各校舉辦之TA研習

活動，經教務處認

可者。 

動，包含： 

（一）教務處及各院系舉

辦之培訓課程及

座談會。 

（二）教務處核可之講座

活動。 

（三）參加TA成長社群。 

（四）擔任教務處各項研

習活動講者，講授

時數可納入當學

期進修時數計算。 

未達培訓時數之教

學助理，教務處得減少補

助時數。 

二、考核 

（一）授課教師應於每月

簽核教學助理薪

資時，應進行教學

助理考核。 

（二）教務處於學期中應

進行教學助理之

查核工作，若發現

實際執行情形與

申請內容不符或

教學助理掛名等

情事，得視情況取

消教學助理之補

助。 

（三）教務處於每學期末

施行教學助理評

量調查，由教師、

修課學生及教學

助理填寫評量考

核表，以評估教學

助理的表現，作為

開課或輔導單位

遴選之依據。 

三、認證 

教務處依據教學助

理活動參與情形，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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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培訓時數證

明」，以作為優秀教學助

理獎勵之依據。 

第 10條    為精進「學習型 TA」之學

習成效，教務處須定期遴選優

秀學習型 TA。遴選方式由考核

成績前 10%排名之學生進行遴

選，並得視經費狀況調整獲獎

人數。獲選之優秀學習型 TA，

由教務處於次一學期之研習

會中公開表揚並獎勵，且須於

培訓工作坊進行經驗分享。 

第10條    為促進教學助理之工作績

效，教務處須定期遴選優秀教

學助理。方式採由教學助理自

行申請為之，每學期辦理一

次，申請條件及程序如下： 

一、必要條件：每學期末自行

提出「教師推薦函」、「教

學助理培訓時數證明」，

以及繳交「工作考核表」

記錄等基本文件。 

二、評分項目：包含培訓課程

參與程度（30%）、教師

評分（50%）及行政配合

（20%）。 

三、獲選之優秀教學助理，由

教務處於次一學期之教

學助理研習會中公開表

揚，並由教務處教務長頒

予獎勵，並須於培訓工作

坊進行經驗分享。 

1.優良 TA 評分標

準直接以期末

成績為參考依

據。 

2.優良 TA 人數依

經費來源及 TA

人數之比例計

算。 

3.執行細節將另

訂「要點」加以

規範。 

第 11 條    退選及棄選 

擔任學習型 TA 者，須於

選課期限前完成選課程序，退

選及棄選應依本校「佛光大學

學生選課辦法」相關規定辦

理。學習型 TA 於修課及實習

期間不得更換，若學習型 TA

不適用，不得以其他學習型 TA

取代。 

 配 合 選 修 課 規

定，新增相關條

文。 

第12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11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更改條次。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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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習型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草案） 

 

104.10.27  104 學年度第 12次教務處處內主管會議通過 

104.10.28  104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學品質，並提供教學助理學習機會與管道，

特訂定「佛光大學學習型教學助理實施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型教學助理（以下簡稱「學習型 TA」），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

教師進行教學實習，欲擔任「學習型 TA」者，須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0 學分「教

學實習」課程，並由教務處安排至各院系(含通識教育中心)進行教學實習，「學習型

TA」依實習時數得領取學習津貼。 

第 3 條    「學習型 TA」依學習性質分為「課程學習型 TA」及「課輔學習型 TA」，學習內

容說明如下： 

一、「課程學習型 TA」：提供學習編寫課程大綱、教學技能、經營班級與師生互動

互動等機會。 

二、「課輔學習型 TA」：除前項「課程學習型 TA」之學習項目外，尚提供學生學習

課業諮詢及輔導等機會。 

第 4 條    「學習型 TA」之經費來源及運用說明如下： 

一、「學習型TA」之經費來源主要分為「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其他經費」。

「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僅限聘用研究生，「其他經費」可聘用研究生或大學

部三年級及四年級學生。經費運用以優先執行「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為主。 

二、為確保經費執行效益，以博士生及碩士生為優先補助原則，並得視當學期補助經

費來源及各院系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習型TA申請情形，進行彈性調整，惟須經「佛

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第 5 條    「學習型 TA」之申請及補助原則說明如下： 

一、申請「學習型 TA」之課程須以學士班課程為優先，每一課程以申請一名學習型

TA 為原則。申請學習型 TA 課程應由授課教師於教師系統提出申請（於上傳下學

期之教學計畫表時段同步提出申請），經開課院系審查通過排序後，於申請期限

內將排序表繳交至教務處。 

二、申請「學習型 TA」課程之補助以必修及大班課程為優先配置原則。通識教育課

程比照各學系課程辦理，以大班課程優先配置學習型 TA為原則。 

第 6 條    「學習型 TA」之聘用資格規定如下： 

一、經費來源若為「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應聘本校在學之博士生或碩士生擔任。

碩士班四年級之學生，須取得論文指導老師之同意。 

二、經費來源若為「其他經費」，得聘本校在學之博士生、碩士生或大學部學生擔任。 

（一）聘用博士生及碩士生者，依本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部「學習型 TA」聘用資格以聘用大學部三年級及四年級學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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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並檢附成績單： 

1.前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須為全班前 30%。 

2.擬擔任該課之TA則得修習通過該課程且期末成績達85分(含)以上者。 

三、「學習型 TA」以同時擔任 2門(或 6學分)課程為上限。 

碩士生（含碩專生）如有專職者，不具擔任「學習型 TA」資格。 

第 7 條    「學習型 TA」學習津貼補助，一學期補助 18 週，分 4 期核發。 

第 8 條    「學習型 TA」請領學習津貼所須繳交資料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學習型 TA」於課程開課前，應填寫學習型 TA 基本資料表；課程期間應填報學

習型 TA 學習記錄及考核表，並經授課教師簽章，以進行薪資之核銷，課輔學習

型 TA 除繳交上述文件外，應明訂輔導時間、地點及內容外，並須附上學生簽到

表，每月繳交至教務處。 

二、「學習型 TA」每學期結束後兩週內繳交期末成果報告。成果報告以能體現協助

提升教學或促進學習成效，以及反應學生回饋意見為主。 

第 9 條    「學習型 TA」之培訓與考核，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培訓及考核 

為精進「學習型TA」教學技能，由教務處或相關單位於每學期規劃培訓活動，

並將培訓狀況、測驗成績及實習成績等納入學期考核之參考。 

二、多元進修 

除上述培訓課程外，TA可參加以下活動，皆可列為考核加分依據。 

（一）各院系舉辦之培訓課程及座談會 

（二）教務處辦理之TA成長社群。 

（三）擔任教務處各項研習活動或接受他單位演講者，講授時數可納入當學期進

修時數計算。。 

（四）各校舉辦之TA研習活動，經教務處認可者。 

第 10 條    為精進「學習型 TA」之學習成效，教務處須定期遴選優秀學習型 TA。遴選方式

由考核成績前 10%排名之學生進行遴選，並得視經費狀況調整獲獎人數。獲選之優秀

學習型 TA，由教務處於次一學期之研習會中公開表揚並獎勵，且須於培訓工作坊進

行經驗分享。 

第 11 條    退選及棄選 

擔任學習型 TA 者，須於選課期限前完成選課程序，退選及棄選應依本校「佛光

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學習型 TA 於修課及實習期間不得更換，若學習

型 TA 不適用，不得以其他學習型 TA 取代。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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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回提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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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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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