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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22 日下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楊朝祥校長 

出席人員：行政主管  劉三錡副校長（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藍順德副校長（兼招生

事務處處長）、林文瑛教務長（兼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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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大寧國際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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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宗福副教務長（兼學生生涯發展中心主任）、詹雅

文副國際長（兼兩岸合作與交流中心主任）、王宏升副招生長 

教學主管  人文學院蕭麗華院長、人文學院辦公室林以衡主任、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張寶三主任、歷史學系趙太順主任、外國語文學系游鎮維主任、

宗教學研究所陳旺城所長、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林大森院長、社會科

學暨管理學院辦公室陳憶芬主任、社會學系鄭祖邦主任、公共事務學

系張世杰主任、管理學系陳志賢主任、心理學系林烘煜主任、經濟學

系周國偉主任、創意與科技學院謝元富院長、創意與科技學院辦公室

牛隆光主任、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蔡明志主任（兼藝術學研究所所長）、

資訊學系詹丕宗主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葉茉俐主任、傳播學系徐

明珠主任、樂活產業學院許興家院長（兼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主

任）、樂活產業學院辦公室江淑華主任、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何振盛主

任、佛教學院萬金川院長（兼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及雲水書院山長）、佛

教學系郭朝順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陳谷劦執行長、通識教育中心韓

傳孝主任、語文教育中心張懿仁主任、圍棋發展中心林安迪主任、林

美書院翁玲玲山長、林美書院辦公室張家麟主任、雲水書院辦公室曾

稚棉主任、佛教研究中心黃繹勳副主任 

二級主管  南向辦公室陳尚懋主任、註冊與課務組邱美蓉代理組長、學生學習發展

中心林明昌主任、生活輔導組莊祿舜組長、課外活動組鄭宏文組長、諮

商輔導組林明禛組長、體育與衛生組李銘章組長、事務組盧俊吉組長、

營繕組張錫東組長、環安組李自強代理組長、招生事務組李喬銘組長、

招生活動組林衍伶組長、校務計畫組黃淑惠組長、產學合作與交流組曲

靜芳組長、推廣教育中心張和然主任、創新育成中心曾介谷專案經理、

佛大會館劉嘉貞經理、國際合作與交流中心陳拓余主任、華語教育中心

吳品慧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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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陳美華組長、行政

管理組詹素娟組長 

列席人員：學生會李佳怡會長、學生議會傅立衡議長 

記    錄：鄭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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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貳、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新聘專任教師作業準則」，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通過。 

2.第 2 條第一項第五句「聘用員額若超過 2 名以上

（含）」修正為「聘用員額若超過 2 名（含）以上」。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8年1月3 日公告施行。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申請調課、補課及代課實施辦法」，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施

行。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開課暨排課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施

行。 

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分抵免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提送 107 年 12 月 2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並於 108

年 1 月 9 日報部備查。 

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施

行。 

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程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 

2.附帶決議—請教務處配合「學位授予法」檢討相關

辦法並修訂。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施

行。 

七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於 108 年 1 月 8 日公告

施行。 

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採購作業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通過。 

2.第 3-1 條第三句「無慮」修正為「無虞」。 

已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公

告施行。 

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廢止本校「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辦法」，提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公告廢

止。 

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廢止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公告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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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止。 

十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制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通過。 

2.第 8 條第一項第三、四、五款的第三句，「校方」修

改為「本校」。 

3.本辦法之決議層級為行政會議，法規編號為

A05-112。 

4.附帶決議—往後遇有法規制定案時，秘書室應於說

明建議該法規之決議層級。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公告

施行。 

 

十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研究、競賽與專利成果獎勵辦法」，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公告施

行。 

十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公告施

行。 

十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學生研究成果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公告施

行。 

十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學術活動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公告施

行。 

 

參、列管事項進度報告：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一、會議列管案件進度報告 

序

號 
案件依據 案由 

主/

協辦

單位 

辦理期限 辦理情形 

百

分

比 

列管

情形 

1 

107-2 行政

會議 ， 

10710001。 

本校各系應讓學生

在三年半內修完畢

業學分數，剩下的

半學期至一學年則

規劃實習課程，請

教務處研擬推動計

畫。 

教務

處 

2019-06-30 1.彙整目前開設實習課

程情形及在大四開

設必修課程之學系

資料如下，並提案至

107-1 教務會議報告。 

（1）已開設實習課程

之學系：傳播系、管

理系、社會系、公事

系、經濟系、文資

系、資應系、未樂

系、素食系、佛教

系。 

（2）沒有實習課程之

學系：中文系、外文

40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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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心理系、產媒

系、歷史系。 

（3）大四開設必修課

程之學系：中文系、

外文系、傳播系、資

應系、產媒系。 

2.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

程架構已提送，107-1

（108/1/2）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之學系有

應用經濟學系及傳

播學系，並經 107-2

教務會議通過。2 個

學系之課程架構皆

不防礙大四學生進

行實務學習。 

3.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

程架構尚未提案之

學系，必須提送 108

年 4/10 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並經教務會

議通過。 

2 

107-3 主管

會報 ， 

10712003。 

新生入校時會填一

份評量表，請學生

事務處檢討量表的

風險範圍是否需要

擴大，以及施測的

時間是否適合。 

學生

事務

處 

2018-12-31 本案業於 107-3 行政會

議說明完畢，略以"原

本使用貝克量表設計

判讀機制具有一定信

效度，為各校採行，不

宜調整；本處諮輔組檢

討未來篩選高關懷個

案的長期陪伴計劃，以

及增加篩選次數，亦即

除現行每屆大一新生

定向訓練時施測，並將

針對大三學生於下學

期，屆時請各系所班導

師協助全面施測，諮輔

組派員協助說明"。 

100 建議

解除

列管 

3 

106-2 主管

會報 ， 

10611002。 

成立負責辦理參加

全國環境教育競賽

的小組，另外也請

林如森老師協助本

校申請環境教育場

域認證，若能通過

認證，對參加全國

環境教育競賽應有

助益。 

總務

處 

2019-07-31 1.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申

請案，依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認證及管理

辦法」規定需設有專

責人員，每年所需人

力、經費及設施維運

預算約 110 萬元（含

人員培訓費 2.3

67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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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並請未樂學系

周鴻騰老師就有關

課程設計及相關事

宜協助辦理，另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場地

建議設置於射箭場

至善耕園。 

2.107 年 04 月 25 日蔡明

達總務長率相關人

員至宜蘭大學環境

教育中心，拜訪黃璋

如主任請益有關申

請「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相關事宜，

期對本校申請作業

有所助益。 

3.運用 107 年度永續校

園探索計畫規劃 107

年 12 月 21 日由蔡明

達總務長率相關人

員至已設置環教機

構及環教場所-海洋

大學參訪，以吸取經

驗，期有所助於環境

教育場域認證申請。 

4 

107-3 行政

會議 ， 

10712009。 

請各位思考將佛教

融入教學內容中的

方式，例如產品與

媒體設計學系將與

佛陀紀念館合辦地

宮文創比賽、健康

與創意素食產業學

系出版素食食譜，

以及產品與媒體設

計學系與傳播學系

至佛陀紀念館舉辦

畢業展等。 

研究

發展

處 

2019-01-31 公告「人間佛教創新應

用計畫」補助申請，召

開說明會說明計畫申

請相關內容，並於 108

年 1 月 14 日截止收

件，後續組成計畫小組

審核，經研究發展會議

審議後核定計畫執

行，依規定控管計畫執

行進度。 

70 建議

持續

列管 

5 

107-3 主管

會報 ， 

10712004。 

在 11 月的系列活

動中，與各校間簽

訂的協議及談定的

合作案，例如共同

發行電子報、視訊

會議、遠距教學及

師資交流，還有學

生選才、培育目標

與課程銜接等，國

國際

暨兩

岸事

務處 

2019-06-31 缺 缺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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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處要整理彙整後

追蹤進度。 

6 

107-3 主管

會報 ， 

10712005。 

有關推動「2+2 

Program」的部分，

一直希望能有個說

明手冊，內容包含

各種班別的課程及

選課問題，以及申

請方式等細節，國

際處完成手冊初稿

後，要將手冊提供

給各院院祕書，收

集一下教學單位秘

書們的建議，彙整

修正後才能正式上

線，說明手冊這件

事已說了多年，期

望近期內能徹底解

決這個問題。 

國際

暨兩

岸事

務處 

2019-06-31 缺 缺 建議

持續

列管 

7 

107-3 主管

會報 ， 

10712006。 

請安排校長與華語

文教育中心，非巴

拉圭籍的外國學生

座談。 

國際

暨兩

岸事

務處 

2019-02-22 目前已與校長敲定晤

談時間為 108 年 1 月 16

日 18:00-19:00 於城區

部 R509 教室晤談。 

80 建議

持續

列管 

8 

106-2 校長

與學生有

約 ， 

10709001。 

製作英文版網頁 圖書

暨資

訊處 

2019-07-31 1.檢視各學術單位之英

文網站進度。 

2.檢視錯誤資料與討論

修正。 

3.完成教師相關英文資

料輸入系統（校務資

訊組），以利顯示教

師英文資訊。 

4.於行政會議提供各學

術單位之英文網站

進度資料，並口頭報

告。 

80 建議

持續

列管 

9 

107-3 主管

會報 ， 

10712007。 

英文網頁的製作已

講了多年，12 月中

旬請圖資處針對英

文網站製作進度進

行簡報，希望可以

看到一些成果，也

請主秘繼續追蹤。 

圖書

暨資

訊處 

2019-01-22 圖資長已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4 行政會議

中簡報英文網站製作

進度。 

100 建議

解除

列管 

10 

104-7 主管

會報 ， 

10503006。 

有關籌畫學校二十

周年專刊及彙整歷

任校長治校事蹟，

秘書

室 

2019-07-31 已著手徵集各單位簡

史資料，目前已有 13

個單位回應，正積極催

25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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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創校以來之起

點作業，各教學及

行政單位請提供重

要事蹟（績效）資

料（文字及圖片

等），由圖資處協助

該資料之儲存與設

置，秘書室負責文

編。 

收中。佛光大學佛光緣

第二輯內容及邀稿對

象正在規劃中。 

11 

107-3 主管

會報 ， 

10712008。 

今年「炎黃盃世界

華人圍棋名人賽」

辦得相當成功，也

因佛教僧眾下圍棋

是很自然的事，故

佛光山的道場要推

廣圍棋，可由圍棋

社的學生給予協

助，也可外聘師資

去本山或各道場教

學，請圍棋發展中

心給予協助。 

通識

教育

委員

會 

2019-06-30 已將相關課程計畫及

預算委請董事會窗口

有真法師呈報本山，目

前預計 1/19（六）向董

事會報告，俟本山評估

及資源整合，或由有興

趣開設相關課程之各

地道場與圍棋發展中

心聯繫，進一步指示後

可立即執行。 

80 建議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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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行政

會議 ， 

10712010。 

新北市要推行樂

活、養生和長照相

關活動與課程，請

許興家院長和何振

盛主任前往場勘及

評估可行性。 

樂活

產業

學院 

2019-02-15 本案經秘書室協助，新

北市教育局長於 108 年

2 月 15 日至校拜會，並

討論有樂活、養生和長

照相關活動與課程的

可行性。 

10 建議

持續

列管 

 

二、107 年法制作業列管法規執行情形 

（一）擬制訂法規 

擬制訂法規之草案名稱 
草案預定

提出月份 
要旨 執行情形 

總務處 

車輛管理辦法 107 年 1 月 

為維護本校校區安寧、交

通安全、環境景觀及停車

秩序。 

107 年 11 月 27 日第三次行

政會議通過後，於 12 月 7

日公告施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行政規章） 

補助學生境外活動作業

要點 

107 年 2 月 

為落實執行本校國際化的

實踐，鼓勵本校學生積極

參加各項境外活動，特訂

定本要點。 

已於 107-1 國際暨兩岸事

務會議決議本要點緩議，

俟法規規劃完整後再重新

提送相關會議審議，本學

年暫不制定。 

（行政規章） 

學士班馬來西亞優秀僑
107 年 3 月 

為拓展馬來西亞招生，本

處與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已完成公告程序，預計提

送 107-3 國際暨兩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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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獎學金要點 合作，藉由獎學金制度吸

引大馬學生報名，提供 5

名等同學雜費之獎學金給

馬來西亞學生，申請標準

為 SPM 成績達 3 個 A 以

上。共核給 2 學期。獎學

金辦法詳如附件。目的在

於，報名獎學金之名單，

本處藉由報名之名單，個

別聯繫有興趣就讀本校之

學生，以達招生目的。 

會議審議。 

（行政規章） 

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

扶助金實施要點 

107 年 3 月 

依據僑委會之補助僑生工

讀金及學習扶助金要點，

特新訂本校「補助僑生工

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實施細

則」。 

已完成公告程序，預計提

送 107-3 國際暨兩岸事務

會議審議。 

 

（二）擬修正法規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

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執行情形 

學生事務處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

申請課業輔導或伴讀協

助實施要點 

107 年 6 月 
配合要點中鐘點費基本工

資、時薪之調整。 

於 108 年 1 月 4 日公告修

正。 

學生課外活動輔導要點 107 年 11 月 
修正社團成立之期程。 於 107 年 5 月 4 日公告修

正。 

總務處 

綠色校園推動委員會設

置辦法 
107 年 1 月 

為落實綠色大學各項措

施，勵行環保節能減碳、

保護地球環境，促進校園

永續發展，建立能適應氣

候變遷之永續校園。 

本案於 108 年 7 月 30 日前

再行提案行政會議討論辦

理。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佛光大學與美國西來大

學 2+2 Program 實施及

獎學金辦法 

107 年 3 月 

因應教育部獎部助款補助

標準，係以「助學金」為

補助學校之依據，故本處

擬修訂原「佛光大學與美

國西來大學 2+2 Program

實施及獎學金辦法」，為

「佛光大學與美國西來大

學 2+2 Program 實施及助

學金辦法」，以增加本校助

學金之範圍，有利本校未

來向教育部申請獎補助款

業經 107 年 11 月 27 日行政

會議通過，並已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向全校各單位完

成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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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效。 

 

肆、業務單位報告：（附件一/第 13 頁）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伍、提案討論：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提請討論。（附件二/第 35 頁） 

說明：一、本案經校長簽核後，於 107 年 12 月 15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配合執行現況與相關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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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提請討論。（附件三/第 39 頁） 

說明：一、本案經校長簽核後，於 107 年 12 月 15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0 月 9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177455 號書函所示，學校應

明訂學校之首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應交由教育部決定，故修正本辦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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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三                                                    提案單位：樂活產業學院 

案由：109 學年度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班停招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 107 年 12 月 17 日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第四次系務會議，

及 107 年 12 月 20 日第三次樂活產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於 12 月 6 日召開碩

士班未來班制規劃與招生重點說明會。 

二、自 109 學年度起，樂活產業學院擬向教育部申請成立碩士班，若申請案通過，

本系碩士班將停止招生，此項班制調整並不影響目前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

班學生的既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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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四                                                    提案單位：樂活產業學院 

案由：109 學年度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樂活院申請碩士班案，提請討論。（附件四/第 43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 107 年 12 月 17 日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第四次系務會議，

及 107 年 12 月 20 日第三次樂活產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109 學年度樂活院申請增設碩士班計畫書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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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五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廢止本校「學生免修大一英文課程實施辦法」，提請討論。（附件五/第 155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 107 年 12 月 18 日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2 月 20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自 106 學年度起，英文已非本校學生必修課程，故擬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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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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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108 年法制作業規劃表，提請討論。（附件九/第 177 頁） 

說明：一、本案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函知全校一級行政及教學單位，請各單位於 12 月 28

日前完成單位內法規檢核，並填妥法制作業規劃表後繳回秘書室。 

二、108 年法制作業規劃表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擬於下次行政會議開始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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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送修本校學生事務處之法規決議層級表，提請討論。（附件十/第 182 頁） 

說明：一、學生事務處因重新檢討單位內之法規，發現之前所送之法規決議層級表尚有缺

漏，故重新調整彙總後再次提送會議討論。 

二、本次會議決議通過後，原經 107-3 行政會議通過之版本擬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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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圖書暨資訊處 

案由：修訂本校「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提請討論。（附件十一/第 184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學年度 107 年 10 月 24 日第一次圖書暨資訊會議通過後，於 12 月

11 日起公告 10 日，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擬將法規第 9 條及第 11 條逾期處理相關規定合併，對照表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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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二/第 190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後，於 12 月 27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公告後修正部分條文內容，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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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十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三/第 202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後，於 108 年 1 月 7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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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籃球隊學生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四/第 205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後，於 108 年 1 月 7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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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五/第 208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6 年 12 月 21 日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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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於 107 年 4 月 12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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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六/第 214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後，於 12 月 20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公告後修正部分條文內容，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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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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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第 220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後，於 108 年 1 月 3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公告後修正部分條文內容，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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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八/第 224 頁）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2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

後，於 108 年 1 月 4 日起公告，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公告後修正部分條文內容，檢附修正案說明、新舊條文對照表、辦法草案如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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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提案十三、提案十四、提案十五 

 

陸、臨時動議：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臨提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六/第 157 頁） 

說明：一、本案經 107 學年度 108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於 1 月 11 日公告修

訂內容。該法在會議召開前完成公告十日，但未於提報會議審議前完成公告。 

二、為使遴選優良教師程序能強化實質審查，特修訂本辦法。 

決議：                                                          臨提一、臨提二、臨提三 

臨提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提請討論。（附件七/第 163 頁） 

說明：一、本案經 107 學年度 108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於 1 月 11 日公告修

訂內容。該法在會議召開前完成公告十日，但未於提報會議審議前完成公告。 

二、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3 日訂定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

要點」，教育部為保障大學學生的勞動權益，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現行教學獎助

生（一般所稱教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的分流措施，未來

一律歸類為「勞僱型」，均享有勞健保等相關保障，故配合修正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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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臨提一、臨提二、臨提三 

臨提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八/第 168 頁） 

說明：一、本案經 107 學年度 108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後，於 1 月 11 日公告修

訂內容。該法在會議召開前完成公告十日，但未於提報會議審議前完成公告。 

二、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3 日訂定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

要點」，教育部為保障大學學生的勞動權益，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現行教學獎助

生（一般所稱教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的分流措施，未來

一律歸類為「勞僱型」，均享有勞健保等相關保障，故配合修正相關條文。 

決議：                                                          臨提一、臨提二、臨提三 

 

柒、散會：                                     會議紀錄、列管事項、業務報告、提案討論、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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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業務報告 

一、副校長室        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招生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會計室、通委會、佛研中心、樂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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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教發中心、學發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深耕辦 

1.下表為 107-1 學期雲水雅會主題，新增 107/12/12 辦理情形及 108 年 1 月 16 日新

增活動，詳如下表：                                            回業務報告 

日期 主題 主持人/主講者 
參與

人數 

滿意

度 

教學工作坊 

10/17 
啟動學生的學習動機－從

「三生講會」談起 

社會系施怡廷教授、資應系馮瑞教授、

外文系張家麟教授、中文系簡文志教授 
9 4.5 

10/19 
教師評鑑、TP 系統及教學

評量 

主持人：周蔚倫教授、主講人：莊榮輝

教授 
19 4.43 

10/24 
TA 制度、TA 系統及數位學

習平台 

主持人：周蔚倫教授、主講人：莊榮輝

教授 
4 5 

10/29 導師制度與導師系統 主持人：林文瑛教務長 11 5 

10/31 磨課師與我的教學之路 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黃朝曦教授 10 5 

11/01 
「社會工作」與「環境教育」

場域教學經驗分享 
未樂系周鴻騰教授、社會系林明禛教授 9 5 

11/07 
「108 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 
主持人：周蔚倫教授 16 － 

11/21 
銜接高中－大學的 PBL 教

學經驗分享 

宜蘭高中黃國修老師、宗教所許鶴齡教

授 
8 4.75 

11/28 遊戲及互動式學習 經濟系賴宗福教授、中文系林明昌教授 10 5 

12/05 107 創新教學研討暨成果展 
臺灣大學莊榮輝教授、宜蘭大學鄔家琪

教授 
22 4.7 

12/06 
國家文化記憶庫的數位人

文應用 
東華大學郭俊麟教授 8 5 

12/12 
資訊科技應用於環境社會

學的教學設計 
資應系莊啟宏教授、社會系高淑芬教授 7 4.5 

108/1/16 雲水書庫‧場域教學 林文瑛教務長領隊 － － 

合計   133 4.81 

2.本校申請教育部 108「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於規定申請期限 1 月 20

日前，共計 13 筆申請件，申請總數較去年約成長 4 成 5，申請名單如下： 

序號 系所 申請教師姓名 

1 心理學系 黃智偉 

2 資訊應用學系 羅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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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周鴻騰 

4 宗教學研究所 許鶴齡 

5 心理學系 游勝翔 

6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羅光志 

7 應用經濟系 李喬銘 

8 管理學系 林衍伶 

9 管理學系 陳志賢 

10 心理學系 林文瑛 

11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林以衡 

12 管理學系 陳亮均 

13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葉明勳 

3.補助數位化教材： 

（1）107-1 補助數位化教材申請時程規劃如下：                    回業務報告 

時間 規劃內容 備註 

107/12/24-108/1/11 數位化教材收件 徵件至 1/11 下午 5 點 

108/1/14-108/1/21 數位化教材外審  

108/1/23 召開教學創新推動小組會議 1/23 下午 1 點於圖書館 512R 召開會議 

108/1/30 通知獲補助經費老師  

（2）107-1 補助數位化教材申請案件截至 1/11 止，共計 17 筆申請件，詳如下表。

1/14 已送外審進行審查，預計 1/23 召開「107 學年度第 2 次教學創新推動

小組會議」進行審查。 

序號 系別 申請人 課程名稱 

1 心理系 黃玉蓮 高等心理衡鑑二 

2 心理系 黃玉蓮 團體心理治療 

3 經濟系 李喬銘 財務報表分析 

4 管理系 林衍伶 商業軟體應用 

5 傳播系 牛隆光 國語正音與口語表達 

6 素食系 施建瑋 異國素食廚藝 

7 未樂系 汪雅婷 音樂養生專題研究 

8 管理系 孫遜 管理科學 

9 心理系 吳慧敏 教育心理學 

10 心理系 龔怡文 投射測驗 

11 社會系 陳憶芬 社會研究方法（二） 

12 產媒系 羅光志 圖文設計 

13 傳播系 邱慧仙 網路行銷企劃與策略 

14 未樂系 陳建智 健康與社會發展 

15 心理系 游勝翔 臨床心理學導論 

16 中文系 林明昌 口語敘事與表達 

17 心理系 周蔚倫 工程心理學導論 

4.教學獎助生： 

（1）「TA 培訓課程」如下，時間為週三 13：00~15：00。            回業務報告 

NO 日期 內容、講師 參與人數 滿意度 

1 09/07 
107-1 學期前 TA 培訓、資訊/數位應用系列－PPT、IRS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ZUVIO）、新版數位學習平台、雲
10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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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樓電腦教室 210 室 

2 09/26 

107-1 學期 TA 期初說明會、新版數位學習平台、我們

需要發光的 TA、優良 TA 頒獎暨分享、TA 基本須知、

TA 系統說明、雲起樓階梯教室 101 室 

33 4.33 

3 10/03 
人際互動系列－師生溝通與互動技巧、心理系周蔚倫老

師、雲起樓階梯教室 101 室 
19 4.53 

4 
10/04（四）

12-14 時 

增加課堂師生互動的好工具：IRS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

（ZUVIO）學悅科技公司、雲起樓電腦教室 210 室 
11 4.5 

5 10/17 
教學實戰 123－如何帶領討論與有效評分、臺大傑出 TA

賴霈澄、雲起樓階梯教室 101 室 
16 4.37 

6 11/07 
教學實戰 123－習題講解的教學設計、臺大卓越 TA 江

允芃、雲起樓 114 教室 
16 4.49 

7 11/21 
資訊/數位應用系列－EXCEL（基礎）、文化大學王玠瑛

副主任、雲起樓電腦教室 204 室 
41 4.70 

8 12/05 
資訊/數位應用系列－EXCEL（進階）、文化大學王玠瑛

副主任、雲起樓電腦教室 204 室 
42 4.75 

9 12/19 
資訊/數位應用系列－影音剪輯、文化大學王玠瑛副主

任、雲起樓電腦教室 204 室 
42 4.77 

 合計  230 人 4.56 

（2）107-2 學期 TA 申請、審核作業流程：                        回業務報告 

序號 內容 時間 

1 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108 年 1/8（二）14：30 

2 教師申請 1/7（一）~1/14（一） 

3 教發中心統計各學院及通識中心申請量 1/16（三） 

4 開課單位收件/審核 1/16（三）~1/18（五） 

5 學院排序/審核 1/21（一）~1/25（五） 

6 學生應徵 1 月 29 日（二）至 2 月 11 日（一） 

7 審核 TA 資格 
a.授課老師 2/12（二）~2/13（三）；b.通識

中心 2/14（四）；c.教務處 2/15（五）。 

8 108 年 2 月 18 日開學  

（3）107 學年度第一次「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已於 108 年 1 月

8 日辦理，會議分配結果共計通過 150 門課程（研究生獎助學金 96 門、高

教深耕計畫 54 門）。 

（二）學生學習發展中心                         教發中心、學發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107-1「培養學生關鍵能力」：                                     回業務報告 

（1）辦理方式：辦理中大銜接基礎力營隊、開設「基礎力」階段輔導課程、辦

理主題式寫作、企劃案寫作暨口語簡報競賽、開設「自學力」階段輔導課

程、舉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競賽。 

（2）「自學力」階段輔導課程： 

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課程地點 人數 
獲益程度 

（四點量表） 

11 月 07 日 

行動與領導能力 

余建翰老師 
雲起樓

217 

24 3.73 

11 月 21 日 藍誌宏老師 15 3.77 

12 月 05 日 趙祺翔老師 1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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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 黃聰濱老師 13 3.78 

11 月 13 日 

企劃能力 曲靜芳老師 
雲起樓

309-2 

13 3.64 

11 月 27 日 11 3.5 

12 月 04 日 11 3.5 

12 月 11 日 8 3.63 

10 月 31 日 

反思能力 

余建翰老師 

雲起樓

217 

30 3.63 

11 月 14 日 黃聰濱老師 18 3.67 

11 月 28 日 陳永隆老師 20 3.56 

12 月 12 日 藍誌宏老師 12 3.63 

（3）辦理主題式寫作：為鼓勵學生進行文學藝術創作，並厚植寫作與創意能力，

增進文學藝術寫作風氣，舉辦主題式寫作競賽。11 月 28 日收件截止，共

計 8 件參賽作品，邀請 3 位校內評審委員（傳播學系盧慶雄老師、王祖龍

老師，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楊俊傑老師）進行審查，最終選出優秀組別如

下：                                                     回業務報告 

名次 作品名稱 系所 參賽者 

第一名 我與我的夢想 傳播大二 林郁庭 

第二名 我與我的夢想#idreamaworld 心理大二 許易叡 

第三名 迷霧 傳播大三 張海萍 

佳作 我與我的夢想 中文大二 林榆詠 

佳作 Dream behind the door 中文大二 張悠然 

（4）企劃案寫作暨口語簡報競賽：11 月 30 日收件截止，共計 19 件參賽作品，

第一階段邀請五位評審老師進行書面企劃書審查（2 位校外評審分別為周

宥汝老師、齊軒老師、3 為校內評審分別為中文系林以衡老師、傳播系邱

慧仙老師、宋修聖老師），第二階段亦邀請五位評審老師進行口語簡報審

查（2 位校外評審分別為徐張泰老師、林宛緗老師、3 為校內評審分別為

管理系陳亮均老師、傳播系邱慧仙老師、宋修聖老師），最終選出優秀組

別如下： 

名次 隊伍名稱/企劃案主題 隊長 隊員 

第一名 【畢展成功】108 年佛光大學傳播系畢業展覽「深視」 吳俊德 吳亞蓁、張沂旋 

第二名 【奶思隊】“核擴散”畢業展企劃案 徐佳昕 翁倩陶、張海萍 

第三名 【巴士小姐】穿梭蘭陽間～擋風玻璃下的故事 顏雅玲 李明燕、朱玟瑜 

佳作 【4℃水】找。Hide and Seek 傳播學系畢業製作展 張詠安 朱恆瑩、趙子杰 

佳作 【W5】五個 W 嚴瑞謙 
趙芯儀、湯婉琳、唐

銘陽 

（5）自主學習成果發表競賽：成果發表競賽已於 12 月 19 日（三）於雲起樓 301

室舉行完畢，本次評審老師為馮瑞老師、林緯倫老師、林錚老師、牛隆光

老師、曲靜芳老師、汪雅婷老師，一共有 114 位師生參與自主學習成果發

表競賽，以下為 107-1 學期獲獎名單。                       回業務報告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計畫成員 名次 

自主學習

社群 

果釀芯園—手抄本工坊視覺行銷設

計 

林文玲、徐翊珊、賴榆瀅、鍾明儀、

沈秀軒、徐敏瑄 
第一名 

佛光校車通-FGUBUS 吳晏愷、林禹丞、劉旻毅、羅煜凱 第二名 

校園探索-生態手冊 
王乙籲、張竣傑、林承揚、許瑋庭、

林蔓禎、張凱智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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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春紅-你我他在地小農果乾包裝

設計 

李孟謙、姜宣羽、曾新惠、黃亭毓、

李忠豪、吳承廉、卓塏濱 
佳作 

“You Can!” 
時佳意、曾珮津、廖宜萱、譚渼鈴、

葉韻慈、潘柳余、李怡萱 
佳作 

逐夢計畫 

我的創新 DNA—帶著走的橙堡童話

地圖 

郭文曦、陳怡君、陸韋慈、卓芳羽、

陳映彤、柳崴翔 
第一名 

茶 G 合作社 
張凱智、劉芸榛、楊凱文、林采璇、

陳彥如、許芳瑜、廖偉如 
第二名 

龜兔賽跑 洪曼茜、陳仲軒、朱昊、周嘉薪 第三名 

宜蘭社區長者健康促進及生活調理 羅詠琪、鍾可欣 佳作 

《太魯閣印象——文學采風之旅》 劉揚、陳彥榆、朱麗君 佳作 

讀書聚會 

「漢傳佛教文化」微講談 
釋知如、釋自孝、張冠葶、張文婷、

釋見心、李旼書 
第一名 

西藏文《薩迦格言》研讀會 林于涵、釋知文、釋見妙 第二名 

親愛的，問題出在哪？─情緒取向伴

侶治療培訓 

徐莉雯、徐瑋良、張新珮、陳俐璇、

林昀蓁、方璐璐 
第三名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體驗式讀書

會 
張瓊鎂、方璐璐、張新佩、林昀蓁 佳作 

西藏文《賢愚經》研讀會 釋知文、郭琳琳、林于涵 佳作 

2.107-1「完善學習支持系統」                                      回業務報告 

（1）辦理方式：舉辦書院學習策略講座、「自主學習社群」補助、「讀書聚會社

群」補助、「逐夢計畫」補助、體驗學習補助、校外實務競賽獎勵、學習

進步獎勵。 

（2）書院學習策略講座：為促進學生學習專業發展、精進學習策略，並傳達正

確的學習方法與策略，擬於本學期辦理 4 場「書院學習策略講座」，老師

與學生們進行對談，以互動、輕鬆、活潑的座談方式，使學生能更容易掌

握學習策略的關鍵，提供 8 小時的輔導課程，場次如下： 

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課程地點 
人

數 

獲益程度（ 

四點量表） 

11 月 20 日 18：00-20：00 
學習的地點：處處皆可學

習 
張家麟 

雲 起 樓

309-2 
4 3.49 

11 月 27 日 18：00-20：00 
學習的意義：學習的重要

性 
馮瑞 雲起樓 311 26 3.49 

12 月 04 日 18：00-20：00 學習的對象：與壓力共處 黃玉蓮 雲起樓 311 42 3.47 

12 月 11 日 18：00-20：00 學習的時間：終身學習 曾稚棉 雲起樓 311 9 3.48 

（3）「自主學習社群」補助「讀書聚會社群」補助、「逐夢計畫」補助：為強化

同學自行安排學習並解決問題的能力，擬藉由「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式

讀書會」以及「學涯逐夢、美夢成真」等計畫之補助，辦理自主學習系列

活動，三項補助共核定 43 組，198 人，另 106-2 跨學期執行為 8 組 49 人。 

（4）體驗學習補助：補助學生參與國內（外）領袖營、培訓營、培訓工作坊、

研討會發表、探索訓練課程、校外實作營隊等等體驗學習活動，申請截止

至 10 月 31 日（三），申請件數 13 件，共 16 人。於 11 月 05 日邀請學生學

習發展中心主任林明昌老師、中文系田運良老師以及傳播系邱慧仙老師進

行審查，審查結果「國內（外）體驗學習」核定 16 案。        回業務報告 

審核通過之計畫名稱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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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深坑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沈泓羽、張恩瑀 

2.勞動部「青銀交流.世代共融」107 年全國青年提案競賽 董永崙 

3.中華文化、文學與海外華人社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 高偉智 

4.失衡的家庭與少年-DBT 的應用與實務 陳姿廷 

5.洄瀾文創-共學營 王乙籲 

6.淡水行腳：用街景洞察淡水商圈昔日風華 沈泓羽、魏振淵 

7.Waldorf English Week2018 楊晶晶 

8.2018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方璐璐 

9.2018 年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十週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徐莉雯 

10.2018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十週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賴雲騰 

11.2018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十週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陳平文 

12.2018 台灣諮商心理學會十週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張巧陵 

13.李宗芹《動勢，舞蹈治療新觀點》深度導讀會 張瓊鎂 

14.中華文化、文學與海外華人社會國際學術交流研討會 唐瑞蘭 

15.廣東創新廚藝交流 江秦宇 

16.學術交流研習營 張凱智、陳彥如簡詩如、林靖軒 

（5）校外實務競賽獎勵：獎勵學生參與國際級、全國性、區域性競賽。申請截

止至 12 月 3 日（一），申請人數，國際個人 6 組、團體 2 組；全國個人 7

組、團體 12 組；區域性團體 2 組。於 12 月 11 日（二）邀請學生學習發

展中心主任林明昌老師、中文系田運良老師以及傳播系邱慧仙老師進行審

查。審查結果：國際性競賽核定 6 案（個人競賽 5 案；團體 1 案）、全國

性競賽核定 16 案（個人競賽 5 案；團體競賽 11 案）、區域性競賽核定 1

案（團體競賽 1 案）。 

（6）學習進步獎勵：申請截止至 108 年 1 月 31 日（四），目前申請組數 9 組。 

3.107-1「落實學習成效追蹤」：辦理方式：進行新生學習經驗與背景調查與分析、

進行大二至大四生學習力追蹤調查、進行大四生學習回顧訪談、進行道德力學

習成效追蹤。 

4.107-1「建置弱勢學生輔導機制」                                  回業務報告 

（1）辦理方式：辦理購買工時補助、辦理學伴支持方案補助、開設外語精進班、

辦理圓夢計畫補助、辦理模擬企業實務學習計畫補助。 

（2）外語精進班：為輔導弱勢學生參加相關競賽與檢定，開設基礎日語班，課

程時間自 10 月 0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每週三及週五 12：10~15：10，已

於 10 月 03 日開課，上課人數 10 人。 

（3）辦理圓夢計畫補助：為增進本校弱勢學生的培養獨立自主能力與累積人生

經歷，避免學生因為經濟弱勢、特殊境遇等因素，喪失學習及圓夢機會。

申請日期為 10 月 01 日至 11 月 30 日，並於 12 月 14 日（五）之前執行完

畢。截至 11 月 15 日止申請組別共 6 組。 

（4）起飛計畫奬補助說明會：為協助每位符合弱勢資格同學皆可順利申請各項

獎補助，故舉辦說明會為同學介紹各類補助並可現場辦理補助之申請。已

於 10 月 29 日辦理完畢，參加說明會之弱勢學生共 52 人。 

（三）學生生涯發展中心                         教發中心、學發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職涯輔導：小團體輔導：與心突破團隊合作，提供同學職涯服務；每周三晚上

於林美寮書院辦理，共計 9 場次。                                回業務報告 

日期 時間 主題 人數 

10 月 17 日 18：30-20：30 1.型塑自己－社交衣著＆展現自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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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18：30-20：30 2.e 世代的自我定位 12 

10 月 31 日 18：30-20：30 3.社群経營 13 

11 月 07 日 18：30-20：30 4.e 脈絡－人脈 vs.互聯網的連接 10 

11 月 21 日 18：30-20：30 5.實作分享與討論 8 

11 月 28 日 18：30-20：30 6.認識自己，做自己！ 17 

12 月 05 日 18：30-20：30 7.九種人格 12 

12 月 12 日 18：30-20：30 8.關於這…我有問題？ 12 

12 月 19 日 18：30-20：30 9.重新認識自己，重生的力量 13 

2.證照培力課程：9 月 28 日開課起每周五下午 1 點至 4 點，於雲起樓 223 室，共

計規劃 13 堂課（含一次參訪）。                                  回業務報告 

 日期 課程 上課人數 

1 9 月 28 日 
導遊領隊證照考試方式與題型分析（107 年考題試作導覽解說、

觀光心理與行為） 
53 

2 10 月 5 日 旅遊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急救常識 41 

3 10 月 12 日 航空票務、國際禮儀 37 

4 10 月 19 日 觀光行政、組織與政策 40 

5 10 月 26 日 觀光法規 36 

6 11 月 2 日 入出境法規、外匯常識 35 

7 11 月 9 日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

活動許可辦法、兩岸現況認識 
40 

8 11 月 16 日 領隊技巧、民法債編旅遊專節與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38 

9 11 月 23 日 台灣史地重點分析（一）、觀光資源維護 34 

10 11 月 30 日 台灣史地重點分析（二）、觀光資源維護 42 

11 12 月 7 日 世界史地重點分析（一）、觀光資源維護 37 

12 12 月 14 日 世界史地重點分析（二）、觀光資源維護 41 

13 12 月 21 日 校外參訪 41 

3.證照獎勵：107-1 證照獎勵開始收件，本學期補助合計收件數為 112 件。 

4.就業學程： 

（1）「佛光山就業學程」：已於 107 年 12 月 24 日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簽定就業

學程合約，本學程將於 107-2 學期正式開課。至 1 月 11 日止，入班宣傳數

2 班，人數為 80 人。 

（2）「勞動部就業學程」：於 107 年 7 月 1 日開課，休閒事業管理實務學程修課

人數為 19 人；理財服務營運學程修課人數為 15 人。第一期結案時間為 107

年 12 月 31 日，執行金額為 500,634 元（補助款 380,806 元，自籌款 119,828

元）。                                                    回業務報告 

（四）註冊與課務組                             教發中心、學發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依據國家圖書館 107 年 12 月 13 日國圖知字第 10703004430 號函「電子學位論文

引用格式採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論文永久網址」說明，為避

免電子學位論文資源因網址變動造成連結失效，提供 handle 網址藉此形成永久

有效的連結。另因目前國內電子學位論文引用格式寫法不一、連結過長，易出

現錯誤或失效之情形，故建議統一其格式。建議引用文獻格式（以 APA 格式為

例）如下：作者（西元年）。論文名稱。學校系所名稱碩/博士論文，學校所在

地。取自 http：//xxx.xxx.xxx。範例：陳○○（2018）。海洋無脊椎動物衍生菌所

含活性化合物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生物所博士論文，花蓮市。取自 https：

https://hdl.handle.net/11296/ty5c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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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l.handle.net/11296/ty5cax。 

2.關於必修課不由系統統一代入，由學生自主規畫選課事宜，經與副校長和教務

長溝通討論後，認為選不上課之事，可以大一必修不限選課人數來解決；選錯

課之事可以輔導加選來解決。因此，下學期課程初選仍由學生自主規劃選課，

教務處將視初選課結果，提供適當之因應措施。                    回業務報告 

（五）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教發中心、學發中心、生涯中心、註冊組、教卓辦 

1.107 年度各計畫經費實際執行狀況如下表所示，經費統計資料至 1 月 14 日止止。 

計畫分項 預算金額 核銷總計 執行率 

總 2,709,602 2,472,821 91.26% 

一 6,761,318 6,835,111 101.09% 

二 13,477,759 13,363,842 99.15% 

三 4,171,330 4,169,704 99.96% 

四 2,282,081 2,292,233 100.44% 

五 4,635,510 4,319,634 93.19% 

六 7,401,600 7,395,804 99.92% 

合計 41,439,200 40,849,149 98.58% 

107 年度統籌餘款 590,051 

2.107年度各單位執行深耕計畫經費情形如下表所示，經費統計資料至1 月14日止。 

單位 
原核定金額 

（教育部款） 

流入金額 

（餘款分配） 
繳回金額 實際執行 實際執行率 

人文學院 524,560  0  55,079  469,481  89.50% 

樂活學院 333,907  0  8,002  325,905  97.60% 

社科學院 148,379  0  1,500  146,879  98.99% 

創科學院 82,164  92,755  0  174,919  100.00% 

中文系（含文學營） 896,251  0  40,024  856,227  95.53% 

歷史系 482,036  0  255  481,781  99.95% 

外文系 371,183  0  37,757  333,426  89.83% 

宗教所 62,012  0  5,014  56,998  91.91% 

素食系 541,910  0  189  541,721  99.97% 

未樂系 43,871  0  648  43,223  98.52% 

社會系 572,619  0  24,900  547,719  95.65% 

經濟系 465,894  0  36,907  428,987  92.08% 

公事系 168,150  0  38,709  129,441  76.98% 

心理系 820,982  0  436  820,546  99.95% 

管理系 323,276  0  8,658  314,618  97.32% 

文資系 480,000  1,521  0  481,521  100.00% 

傳播系 766,429  0  42,400  724,029  94.47% 

產媒系 243,510  0  0  243,510  100.00% 

資應系 495,643  0  52,308  443,335  89.45% 

佛教系 146,350  0  2,040  144,310  98.61% 

教學單位小計 7,969,126  94,276  354,826  7,708,576  96.73% 

秘書室 881,494  0  183,501  697,993  79.18% 

校務研究辦公室 30,000  0  0  30,000  100.00% 

https://hdl.handle.net/11296/ty5c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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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1,322,920  57,073  0  1,379,993  100.00% 

學務處 3,800,000  168,121  0  3,968,121  100.00% 

總務處 3,000,000  0  23,300  2,976,700  99.22% 

圖資處 4,127,000  292,104  0  4,419,104  100.00% 

國際處 570,000  496,638  0  1,066,638  100.00% 

研發處 250,000  0  27,987  222,013  88.81% 

通識教育委員會 2,564,683  479,814  0  3,044,497  100.00% 

招生處 998,242  0  258,512  739,730  74.10%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796,756  0  0  796,756  100.00% 

南向辦公室 385,262  0  3,842  381,420  99.00% 

佛研中心 150,000  0  1  149,999  100.00% 

教務處（含教卓辦） 13,267,609  0  0  13,267,609  100.00% 

行政單位小計 32,143,966  1,493,750  497,143  33,140,573  99.02% 

全校合計 40,113,092  1,588,026  851,969  40,849,149    

統籌款項（含人事費

流用至業務費） 

統籌款金額 已分配 736,057  
    

1,326,108  餘額 590,051  

總計 41,439,200  1,588,026  2,178,077  40,849,149  98.58% 

※上述各項金額皆為教育部款。                                    回業務報告 

※執行率=已執行經費合計（含請購、核銷、傳票金額）÷預算金額。 

四、學生事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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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園安全 

（1）本學期截至 108 年 1 月 15 日止，有關校園安全通報教育部共計 10 件，其

中死亡案件 4 人（疾病死亡 2 人，交通意外傷亡 1 人，自我傷害死亡 1 人）

疑似性騷擾事件 5 件，疑似藥物濫用 1 件。鑑於上述之校園安全狀況，各

系所、行政單位應加強生命教育及性平等相關之教育與宣導。 

（2）教育部 108 年寒假期間學生安全注意事項包括：活動安全、工讀安全、交

通安全、居住安全、校園及人身安全、藥物濫用防制、詐騙防制、網路賭

博防制、犯罪預防、網路沈迷防制等十項，相關細節已公告週知。 

（3）寒假期間有關校外活動應依照本校「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之規定向本

校安中心登錄管制並依規定投保以確保學生校外活動之權益。 

2.春暉專案 

（1）本學期編組教官、校安實施校園內勸導違規吸菸詳如下表：（資料時間至

108 年 1 月 15 日止）                                       回業務報告 

系所 第 1-3 週 第 4-6 週 第 7-9 週 第 10-12 週 第 13-15 週 第 16-18 週 合計 

公事系 6 1 4 3 1 4 19 

傳播系 5 7 1 5 4 1 23 

管理系 3 1 
  

3 
 

7 

外文系 1 
 

1 2 
 

1 5 

經濟系 
  

1 3 4 1 9 

未樂系 1 1 1 1 2 1 7 

社會系 
 

2 3 
  

3 8 

心理系 1 
 

2 2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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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系 1 
  

1 
  

2 

產媒系 2 2 
 

1 1 1 7 

素食系 
    

2 
 

2 

資應系 3 
 

2 5 4 5 19 

歷史系 
       

中文系 
       

佛教系 
       

合計 23 14 15 23 22 19 116 

（2）教育部菸害訪視委員吳仁宇教授、苗迺芳教授於 108 年 1 月 14 日到校實

施現地訪視，整體而言無缺失，有關委員之意見及精進之作法將作為未來

菸害防制工作之推動依據並據以執行。 

3.學生就學貸款                                                  回業務報告 

（1）107 學年度下學期學生就學貸款申辦注意事項如下： 

A.臨櫃對保期間：108/02/01~108/02/22，提醒學生務必於對保期間內辦妥對

保手續。 

B.繳（寄）回銀行對保二聯單（即學校存執聯、視同暫准註冊）日期：

108/02/01~108/02/27 截止。 

C.延畢生（具學籍者）可申請就貸，如註冊繳費單無繳費（學分費）金額

者，請逕洽教務處郭先生（分機 11111）個案處理核訂繳費金額。 

（2）特別提醒 

A.未依時繳（寄）回就貸學校存執聯者，視同中途放棄申請就學貸款，請

至出納組逕行繳費，申請者應掌握時限。 

B.學務處於繳（寄）回截止日，彙整辦理初審及陳送教育部復審作業，逾

期繳（寄）回恕難受理。 

C.相關問題請洽：學務處生輔組林佩璇小姐、電話：03-9871000 轉 11214、

傳真 03-9874802、e_mail：phlin@mail.fgu.edu.tw、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林

美村林尾路 160 號（雲起樓 205 室）。 

4.學生住宿 

（1）下學期入住報到於 10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迄 2 月 17 日（星期日）每

日上午 0900 時起至下午 1800 時辦理報到，住宿費繳費單須於入住前至合

庫代收網下載並完成繳費，若未持有繳費證明，將不受理報到。 

（2）宿舍在寒假期間將進行各項維修、部分時段將出借校內外營隊辦理活動暨

便於管理等因素，此次開放申請之宿舍為雲來集（年假校車停駛期間不開

放）及蘭苑。 

（3）107 學年第 2 學期學生宿舍目前均尚有空床持續接受申請（床位有限），住

宿名冊將於 107 年 1 月 17 日公告，若有問題煩請告知。（03-9871000#11212

劉先生） 

5.學生兵役                                                      回業務報告 

（1）107-2 學期本校辦理推薦交換出國役男出境申請學生人數合計 13 人（如下

表）。 

申請

學校 

西來大

學 

北交

大學 

南京

大學 

四川

大學 

揚州

大學 

西北

大學 

鄭州

大學 

海南

大學 

深圳

大學 

總

計 

申請 

人數 
3 2 1 1 1 1 1 1 2 13 

（2）依「兵役施行法」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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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應經核准： 

A.108 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9 年次男子已屆 19 歲，達法定役男身分，依

法尚未服役役男，如果要出國應經核准；有關役齡男子出國（包括進修、

遊學或觀光）相關事宜，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下載專

區-常備兵徵集類，請多加宣導運用。 

B.役政署業已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

（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欲出國觀光旅遊之役男，請儘早於

出國日 3 天前完成出境之申請，經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將立即核准

出境，列印核准通知單後，自核准當日起 1 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

境。 

（3）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108 年度「89 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

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須在 19 歲徵兵及齡前一年底至當年 2 月間接受兵

籍調查，建立兵籍資料；89 年次男子已徵兵及齡，可利用電腦、手機、

平板等裝置上網申報（內政部役政署網站首頁點選進入「兵籍調查線上申

報」作業系統），登錄兵籍表所需之個人資料後即可完成兵籍調查作業，

以避免役男或家屬往返公所造成不便。                       回業務報告 

（4）兵役相關問題請洽：學務處生輔組劉克強先生、電話：03-9871000 轉 11215、

傳真 03-9874802、e_mail：kcliu@mail.fgu.edu.tw。 

（二）課外活動組                                        生輔組、活動組、體衛組、諮輔組 

1.海外志工活動 

（1）1 月 20 日至 2 月 15 日辦理南非團國際志工團隊出團，共計 9 位師生參加。 

（2）2 月 1 日公告暑期海外志工報名申請。 

2.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1 月 25 日辦理原資中心部落參訪，地點於宜蘭縣大同

鄉南山部落、四季部落，預計 8 位師生參加。 

3.重大活動 

（1）107 年 12 月 19 日第三屆金蜂獎頒獎暨社團交接典禮，當日光明大學、宜

蘭大學、蘭陽技術學院蒞臨參加，計頒發卓越獎、特色活動獎、年度幹部

奬、校內社團評鑑獎、人氣獎、三好校園績優社團獎，地點於懷恩館國際

會議廳，共計 333 位師生及外賓參加。 

（2）1 月 3 日參加 107 學年度北區大學（專）校院社團策略聯盟（四）德霖場，

共計 10 位師生參加。 

（3）1 月 20 日至 1 月 23 日辦理全校社團幹部訓練，地點於高雄佛光山，預計

125 位師生參加。 

（4）4 月 9 日至 4 月 14 日辦理廣西壯族三月三交流活動，地點於廣西壯族自治

區，預計 20 位師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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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外體育活動與競賽                                            回業務報告 

（1）107 年 12 月 3-7 日懷恩館舉辦大專籃球聯賽一般男、女生組預賽，參加學

校（一般男生組）政治大學，慈濟科大、蘭陽學院、臺灣師大，（一般女

生組）大漢學院、台北科大、陽明大學、龍華科大、世新大學。 

（2）107 年 12 月 7-8 日帶學生前往苗栗育達科大參加大專國術錦標賽-傳統弓

術。 

（3）107年12月 10-12日佛光女籃前往台灣大學參加大專籃球聯賽（第一階段）。 

（4）108 年 1 月 17-20 日佛光女籃前往台北體育館參加大專籃球聯賽（第二階

段）。 

2.健康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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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   期 主  題 地  點 人數 

1 107 年 12 月 10 日至 14 日 健康週 雲起樓 400 

2 107 年 12 月 19 日 健康講座 雲起樓 100 

3.急救教育推廣，指導急救社至中小學進行急救教育宣導 

序號 學校名稱 活動日期 對  象 學員人數 主題 

1 三民國小 107.12.06 4 年級 33 人 包紮 

4.餐飲衛生宣導 

（1）107 年 12 月 19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膳食衛生指導委員會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衛生委員會。 

（2）107 年 12 月 28 日舉辦餐飲衛生安全教育講習活動，由黃佳怡營養師主講。 

（3）教育部每年至學校進行餐飲衛生輔導乙次，本年度入校輔導時間為 108 年

1 月 9 日。                                               回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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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心理衛生推廣活動辦理情形：本學期心衛活動共計 34 場心衛活動，參與人次共

計 2956 人。 

2.導師會議及知能研習活動辦理情形：本學期將辦理一場導師會議、4 場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預計參與活動人數共 330 人次。 

3.資源教室輔導提供課輔、伴讀協助時數與人數統計：107-1 學期伴讀協助時數，

共計 1012 小時。 

時間 人數（特教生） 時數 人數（伴讀生） 備註 

107 年 9 月 2 30 2  

107 年 10 月 12 128 12  

107 年 11 月 14 356 14  

107 年 12 月 12 498 12  

總 計 40 1012 40  

4.資源教室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活動辦理情形：本學期資源教室輔導活動辦理四大

主題：轉銜輔導、心理輔導、學習輔導、生活輔導，總計本學期辦理 29 場次之

活動，參與人數 487 人次。另 107 年 11 月 08 日召開 108 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交通

費支給審核會議、11 月 15 日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回業務報告 

五、總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106 年及 107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各棟大樓用水比較表。 

大樓名稱 106 年 12 月用水度數 106 年 12 月用水 107 年 12 月用水度數 107 年 12 月用水 成長率 

雲起樓 10  8%  0.7% 0.3% -0.4% 

雲來集 92  1687%  6.0% 54.3% 48.3% 

圖書館、德

香樓 
397  393%  25.8% 12.6% -13.2% 

香雲居 269  165%  17.5% 5.3% -12.2% 

懷恩館 20  17%  1.3% 0.5% -0.8% 

雲水軒 383  495%  24.9% 15.9% -9.0% 

雲慧樓 40  29%  2.6% 0.9% -1.7% 

海淨樓 107  134%  7.0% 4.3% -2.6% 

海雲樓 0  16%  0.0% 0.5% 0.5% 

光雲館 31  27%  2.0%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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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及董

事會 
188  136%  12.2% 4.4% -7.9% 

小計 1,537  3,107%  100.0% 100.0%  

註：107 年 1-5 月為山泉水估水期，宿舍及部分大樓之沖廁用水切換為自來水供應。 

（二）107 年 12 月份全校各棟大樓用電比較表。                            回業務報告 

（三）本學年車輛通行證截至 1 月 15 日止申辦數量與去年比較如下表：  （單位：張） 

類別 

學年度 

教職員 學生 

汽車 機車 汽車 機車 

106 學年（全學年） 343 115 284 1,029 

107 學年（上學期） 333 118 266 900 

（四）107 學年度寒假期間上班日餐飲服務訊息如下； 

1.雲起樓「爵士坊」早上 10 時至下午 2 時提供餐飲服務。 

2.萊爾富便利商店營業時間：1 月 19 日（星期六）早上 8 時至下午 4 時，1 月 20

日（星期日）起寒假期間暫歇。 

（五）本校採購辦法業經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將於

108 年 2 月 1 日起依修訂條文施行，另依政府職業安全法規定新增，辦理採購前如

事涉供電、供水、消防及化學藥品等事宜，需填寫「佛光大學採購設備水電及安

全需求評估表」。修改對照如下表：                               回業務報告 

採購金額 

請

購 

估價單 

備註 

小額採

購逕行

校內詢

比議價 

修改前 修改後 

應載明『品

名、型號、

規格尺

寸、材料材

質，或圖示

說明』 

10,000 元以下 10,000 元以下 免 免 毋須請購，自行檢據核銷 

10,000（含） 

~ 

19,999 元 

10,000（含） 

~ 

29,999 元 

要 １家 

1.完成『請購』一段流程，核准後始

可進貨核銷： 

（1）需檢附 1 家報價單：原為 20,000

元以下，調高為 30,000 元以下。 

（2）由 30,000 元以下，調高為 60,000

元以下，且經總務長核准即可。 

20,000（含） 

~ 

29,999 元 

30,000（含） 

~ 

59,999 元 

要 ３家 

用電別 用電度數 基準度數 差異百分比 差異說明 

全校總用電 582,800 638,585 -8.7%  

雲起樓 63,071 65,596 -3.8%  

雲來集 67,708 91,817 -26.3%  

雲五館暨德香樓 162,555 203,614 -20.2%  

香雲居 25,472 36,266 -29.8%  

懷恩館 29,511 33,138 -10.9%  

雲水軒 34,065 34,845 -2.2% 
1.寮房增住 31 人。 

2.5 樓圖書室於 107 年 8 月啟用。 

雲慧樓 31,799 33,991 -6.4%  

海淨樓 11,677 14,995 -22.1%  

海雲樓 33,160 39,80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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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化系統中，得標廠商由請購單位

決定。 

30,000（含） 

~ 

99,999 元 

60,000（含） 

~ 

99,999 元 

要 ３家 

1.完成『請購+採購』二段流程，核

准後始可進貨核銷：由 30,000 元

以上調高為 60,000 元以上 

2.e 化系統中，得標廠商由總務處事

務組決定。 

大額採

購公告

招標 

100,000 元（含）

以上 

100,000 元（含）

以上 
要 

1 家參考 

＊需附【採

購規格書】 

100,000 元以上維持『請購+採購+合

約』三段流程，經核准後始進貨核

銷 

（六）各單位在進行物品採買及工程施作，理應早有規劃與安排，請務必盡早送出請購

單，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請購單若短於下表規範時間將不予受理。      回業務報告 

（七）107 年 12 月 20 日完成樂學森林書院空間建置-雲起樓東側草地小型表演場建置。 

（八）107 年 12 月 28 日完成 168 步道增設石桌組 2 組、善耕園告示牌 1 組及 168 步道、

080 步道、152 步道告示牌烤漆。 

（九）108 年 01 月 22 日完成校內 108 年上半年度教職員工環境教育。 

（十）校內工程如有承攬作業時，請使用總務處教職員用表單下載新式「承攬商作業安

全衛生承諾書」，以防止工安事件發生。 

六、招生事務處 

七、研究發展處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產學合作暨專題計畫組                            產學組、校務組、推廣中心、育成中心 

1.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                               回業務報告 

編號 申請項目 校內/申請人截止日期 科技部截止日期 

1 
108 年度第 1 期「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專案計

畫」 
108/1/22 108/1/29 

2 108 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108/2/11 108/2/15 

3 
108 年度「女性科技人才培育之科學活動與出版

計畫」 
108/2/12 108/2/18 

4 108 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 108/2/15 108/2/22 

5 
108 年度「領袖學者助攻方案—沙克爾頓計畫」

補助案 
108/2/25 108/3/4 

招標方式 
適用金額 

（新台幣計） 

請購單位至少於

交貨日或使用日

幾天前送出請購 

【舉例說明】預計交貨

日為 6 月 30 日，各類請

購單送出日期應為： 

大額 

採購 

最有利標 --- 約 70 天前 最慢於 4 月 24 日前送單 

公開招標 100 萬元（含）以上 約 45 天前 最慢於 5 月 16 日前送單 

公開取得估價單或

企劃書 

10 萬元（含）〜 

未達 100 萬元 
約 30 天前 最慢於 5 月 31 日前送單 

限制性招標 10 萬元（含）以上 約 20 天前 最慢於 6 月 10 日前送單 

小額

採購 
校內程序 

6 萬（含）〜 

未達 10 萬元 
約 14 天前 最慢於 6 月 16 日前送單 

6 萬元以下 約 7 天前 最慢於 6 月 23 日前送單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5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5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7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9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9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80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6
http://rdoffice.fgu.edu.tw/app/news.php?Sn=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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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大批申請案共計申請 89 件，一般研究計畫 65 件、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11 件、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4 件、學術性

專書寫作計畫案 4 件、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案 4 件、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案 1 件。（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大批申請案共計申請 91 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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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填具「計畫參與權重表」（經所有參與教師簽章），以利

後續績效資料填報。 

4.本校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完成制訂「教師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實施辦法」，其

中學術倫理教育課程研習可為「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請以 Google 

Chrome 連結）」網站提供之課程。研發處已為各位老師申請臺灣學術倫理教育

資源中心帳號，敬請老師撥冗完成課程研習，以符合科技部要求。 

（二）校務計畫組                                            產學組、校務組、育成中心 

1.1 月 22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各單位如有提案請於 1 月

16 日前出申請。                                               回業務報告 

2.「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專區」內容及網頁，需更新至 106 學年度（107 年度），

請各學系及行政單位協助提供資料，依架構內容完成更新，教育部於 108 年 1

月 2 日進行各校網頁檢視。 

3.1 月 9 日至 11 日開放獎補助系統開放第二次檢視「量化基本資料」，並於 1 月 15

日前函送量化基本資料表報部。 

4.107 年度獎勵校務計畫年度經費執行績效表，於 1 月 26 日前函文報部。 

（三）創新育成中心                                          產學組、校務組、育成中心 

1.佛光大學創新創業競賽於 108 年 1 月 9 日假雲起樓 301 會議室舉行決選會議。決

選結果： 

（1）第 1 名：葉明勳老師指導吳姿穎等 5 位同學之「學生老師真專業銀髮照顧

我最行」，獎金 10,000 元。 

（2）第 2 名：郭冠廷老師指導沈泓羽等 2 位同學之「Academy 平台」，獎金 8,000

元。 

（3）第 3 名：林啟智老師指導張恩瑀等 2 位同學之「家有一寶贏到老」，獎金

5,000 元。 

（4）佳作：張煜麟老師指導許夏華等 4 位同學之「解語咖啡」，獎金 2,000 元。 

（5）佳作：黃孔良老師指導陳曉音等 3 位同學之「好睡咖啡」，獎金 2,000 元。 

2.與日月光集團共同推動高齡者「日月光吉祥樂學專案」，並簽定產學合作契約。 

3.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活動，規劃 108 年執行內容： 

（1）1 月 17 日進行「2019 福神弄龜」活動討論會議。 

（2）1 月 30 日東區育成聯盟會議。 

（3）2 月 16 日頭城「孩子龍慶元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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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107.12 持續編輯 2018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及系統大學會議成果報告。 

（二）處理大陸地區 2018 秋季班交流生，因病看診後所需申請保險理賠案件，分別為局

部性水腫、經前緊張症候群、過敏、急性鼻煙炎、根管治療、腰肌拉傷、帶狀庖

診、過敏性蕁麻疹、胃腸脹氣等，共計 9 件理賠。                    回業務報告 

（三）107.12.01～12.03 辦理交流生及陸生南部回山之旅，由蕭慧茹及李玠儀帶隊，共 56

名師生參加，活動參觀佛光山及佛陀紀念館，並有幸與星雲大師見面，讓參與的

師生感到不虛此行、獲益良多，活動行程後續遊覽台南安平，讓師生體驗台灣府

城文化。 

http://rdoffice.fgu.edu.tw/1admiss/recruit.php?Sn=56
https://ethi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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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7.12.03～12.07 詹雅文副國際長、林秀芬、港生馬國超、港生何詠芝一併赴香港

辦理 7 所中學入校招生宣傳、與報名第一梯次單招之港生家長會面、拜訪香港教

育大學陳教授及葉教授、與李顧問餐敘。 

（五）107.12.03 辦理 2018 華語冬季班開課，課程起訖日期為 107 年 12 月 3 日至 108 年 2

月 22 日止，本期共有 63 名學生，學生國別源自巴拉圭、美國、日本、法國、德

國、巴西、南韓、幾內亞等。 

（六）107.12.03 協助南向辦公室接待來自馬來西亞中學教師團一行 20 人，由佛光山馬來

西亞東禪寺妙峰法師領隊，同行的有笨珍培群獨中校長、麻坡中化中學老師、關

丹中華中學老師共 20 位。並於當日交流座談會中，與笨珍培群獨中以及關丹中華

中學簽訂臺馬學校合作協議書姊妹校之間以就學校管理、教師培訓、學生升學輔

導、互訪活動等發展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也希望藉由中學校長和老師的推廣，

讓更多的馬來西亞中學生認識佛光大學，推薦學生選擇就讀佛光大學學成歸國後

能繼續貢獻所學，並體現生命教育的力量，這也是該團本次來訪的一大重點。 

（七）107.12.04 公告本校「佛光大學選派教師赴大陸地區短期講（訪）學作業要點」及

「佛光大學與大陸地區學校合作專班作業要點」。                     回業務報告 

（八）107.12.07 辦理境外生校外聯誼活動，由池熙正及李玠儀帶隊，共 40 位師生參加，

活動前往新竹柿餅觀光工廠體驗柿餅 DIY 以及三峽老街文化之旅，讓僑外生體驗

臺灣特有文化，並促進彼此之間感情。 

（九）107.12.08 支援南向辦公室冬日學校活動，由本處委外池熙正先生出席向來自泰國

的學生簡介本校海外招生入學管道。該團由佛光大學南向辦公室與姐妹校泰國-台

灣（BDI）科技學院合作，共同舉辦「華語學習假日學校」，共有 20 餘位的泰國師

生前來佛光大學進行學習。 

（十）107.12.09～12.11 華語教學中心提供新南向辦公室泰國團 25 名師生華語研習與文化

課課程師資與協助相關課務作業。 

（十一）107.12.10 楊朝祥校長、劉三錡副校長、鐘瑞國校務諮詢顧問、田振隆校務諮詢

顧問、郭冠廷研發長、許興家院長、詹雅文副國際長、系統大學楊筑茵於台北道

場-佛光山系統大學辦公室討論海南相關單位協助設校及香港分校設立事宜。 

（十二）107.12.10～12.28 陸續辦理並審查 2019 春季班交流生申請資料，目前計 77 名交

流生與 7 名交流教師入台申請案件。 

（十三）107.12.10～12.28 陸續辦理並審查 2019 春季班交流生申請資料，目前計 77 名交

流生與 7 名交流教師入台申請案件。 

（十四）107.12.12 支援南向辦公室，佛光山馬來西亞妙曇法師及兩位馬來西亞中學老師

帶領一行 33 位同學參與南向辦公室舉辦之佛學文化假日學校營隊活動，本處委派

池熙正先生出席並簡介本校環境及海外入學相關管道。 

（十五）107.12.12～12.21 通知獲取僑生清寒獎學金之 14 位同學，提交相關資料並提報會

計室準備匯款。 

（十六）107.12.13 許主任秘書文傑、謝大寧國際長、董事會秘書有真法師、佛教學系郭

朝順主任、詹雅文副國際長、系統大學楊筑茵討論「2019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會

前會」。 

（十七）107.12.14 華語教學中心辦理教育部大手牽小手活動，與石碇高中學生共同至平

溪放天燈，活動中包括品嘗傳統麵茶、天燈製作、明信片書寫等內容，由華語中

心 16 名外籍生與 30 名石碇高中學生共同參與。 

（十八）107.12.15 香港佛教筏可紀念中學一行 28 名師生來訪，由詹雅文副國際長、林秀

芬、港生馬國超、港生張啟宗接待，進行招生宣傳座談及參觀外語情境教室，下

午參訪佛教學系，由佛教系林純瑜老師協助導覽。                    回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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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107.12.17 華語中心出席參與教育部 108 年觀光華語暨 107 至 108 年教育部輔導

及補助華語文中心優化計畫說明會，針對中心補助與相關申請方式予以說明。 

（二十）107.12.18 由台灣省教育會辦理「台北廈門中學生夏令營」活動共 59 位廈門師生

蒞校參訪，本校由詹雅文副國際長、資應系詹丕宗主任、李玠儀、林秀芬接待，

來訪師生參觀資應系專業教室，對本校專業深感興趣，期待將來有機會能到佛光

大學就讀。 

（廿一）107.12.19～12.20 菲律賓光明大學 Dr. Helen Correa 校長等一行 13 位貴賓將該校共

識營隊活動移師之本校舉辦，由楊朝祥校長、謝大寧國際長、國際中心陳拓余主

任、池熙正、系統大學楊筑茵協助接待。                            回業務報告 

（廿二）107.12.20 辦理 2018 秋季班交流教師期末餐序活動，利用餐敘時間表達學校關係

之意，並瞭解來台期間的狀況適時給予學校建議。（廿三）107.12.20 於蘭苑宿舍辦

理 2018 秋季班交流生暨境外生歡樂耶誕 Go 活動，共超過 80 位以上來自不同國家

的境外生出席參加，活動包含感恩自助餐會、交換禮物、遊戲帶領等活動，藉由

活動的進行，拉近不同國籍同學之間的情誼，增進境外生之間的交流。 

（廿四）107.12.22 辦理宜蘭高中傳統文化體驗活動，參觀宜蘭傳統市場，並與當地高中

生談談台灣傳統市場與外籍生國家市場的差異等話題。由何晴揚老師帶隊，帶領

華語中心外籍生與宜蘭高中學生進行語言交換，活動共 20 名學生參與。 

（廿五）107.12.22 接待鄭州大學趙賓予處長等 2 名貴賓，主要為拜訪來台交流之學生與

教師，透過兩校座談分享來台心得與建議。 

（廿六）107.12.24～12.25 於佛光山召開「2018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檢討及 2019 籌備會」，

與會有董事長慈惠法師、執行董事覺元法師、楊朝祥校長、謝大寧國際長、詹雅

文副國際長。 

（廿七）107.12.24 由陳拓余主任及池熙正先生接待來自馬來西亞麻坡中化中學的校長一

行 3 人參訪本校，並特地邀請心理學系協助導覽該系，由賴惠德老師、劉嘉玲小

姐及兩位馬來西亞僑生協助接待並簡介。 

（廿八）107.12.25 與宜蘭高中辦理語言交換活動，談論台灣傳統禁忌與迷信等，並針對

臺灣生活的迷信色彩進行討論。 

（廿九）107.12.26 辦理 2019 年春季赴大陸姐妹校交換之行前說明會，錄取共 35 位交換

學生，行前說明會共 28 位到場。 

（三十）107.12.26 公告 2018 秋季班交流生台灣好行佛大真美徵文比賽辦法，報名截止共

收文章 19 篇、視頻 5 篇，待由相關專業師長評分後，各取前三名與佳作不等之名

額，與期末結業典禮頒發獎狀與獎金/禮品。 

（卅一）107.12.26 辦理 2019 韓國釜山弘法寺寺廟暨文化體驗營（Temple Stay）營隊面試

甄選活動，共有 47 位學生報名參加，錄取 30 位。本次活動日期循往例為期 10 天，

從 2019/01/21～01/30。由韓國弘法寺協助接待及導覽，參與學員只需負擔來回機

票費用及其中一天住宿的費用即可。 

（卅二）107.12.26 辦理 107-2 學期赴韓國交換生行前說明會，本次共計 4 位學生（外國

語文學系 2 位、傳播學系以及產媒系各 1 位）分別前往韓國新羅大學、東國大學

首爾校區、京畿大學以及東明大學擔任為期一年之交換生。 

（卅三）107.12.26 辦理 107-2 學期赴美國西來大學雙學位攻讀之行前說明會，本次共計 5

位皆是外國語文學系的學生前往攻讀學士學位，預計 2021 年 1 月初學成返國。 

（卅四）107.12.27～12.31 108 學年度港澳僑生單招第一梯次共 4 位港澳生完成報名，本

處並依其志願學系提交校內各系審查，預計 108.02.01 放榜。           回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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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網路暨學習科技組                                        網路組、諮詢組、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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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匯入 106 年與 107 年 1 至 10 月的贈予佛光資料至捐贈網站。 

2.完成數位學習平台維護保固之採購作業。 

3.完成微軟 OVS-ES 教職員全校授權案之採購作業。 

4.完成環控系統程式改版及相關系統修改，配合環控系統升級為 Windows,並 Log

匯入 mssql 修改相關程式。                                      回業務報告 

5.完成自主學習電腦管理系統建置，提升自主學習電腦妥善之使用率。 

6.完成雲起樓 204 電腦教室教學之軟體廣播系統建置，提升學習效益。 

7.完成彙整 107-1 學期各單位所辦理保護智財權業務成果。 

8.教育部於 107 年 9、10 月辦理「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本校開啟 0 人（0.00%）、

點選 0 人（0.00%），皆在 10%內，表現非常優良。 

9.進行行政單位網站更新採購作業。 

10.學術網站英文化統計表將另以附件表示。 

11.持續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並與相關單位推廣有關業務。 

12.持續提供單位網站、數位平台、影音平台、電子郵件系統等諮詢、問題排除與

維護服務。 

13.持續提供教學與行政資訊設備問題排除與維護服務 

14.107-1-數位平台開課統計。                                      回業務報告 

學院/系所 有使用 實際開課數 百分比 

人文學院 3 10 30%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學士班 6 19 31.58%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 0 5 0%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 0 5 0%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 2 50% 

    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3 7 42.86% 

    歷史學系學士班 5 20 25% 

    歷史學系碩士班 1 5 20% 

    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 7 30 23.33%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1 4 25% 

小計： 27 107 25.23%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18 24 75% 

    應用經濟學系學士班 5 17 29.41%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1 10 10%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 5 20% 

    社會學系學士班 7 16 43.75% 

    社會學系碩士班 2 8 25% 

    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 6 21 28.57% 

    公共事務學系政策與行政管理碩士班 1 8 12.50%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 4 25% 

    公共事務學系國際與兩岸事務碩士班 1 4 25% 

    心理學系學士班 14 14 100% 

    心理學系碩士班 7 11 63.64% 

    管理學系學士班 6 17 35.29% 

    管理學系碩士班 2 1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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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3 9 33.33% 

小計： 75 181 41.44% 

創意與科技學院 4 8 50% 

    資訊應用學系學士班 21 28 75% 

    資訊應用學系碩士班 8 11 72.73% 

    資訊應用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 3 66.67% 

    傳播學系學士班 8 27 29.63% 

    傳播學系碩士班 1 13 7.69%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學士班 4 44 9.09%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0 5 0%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學士班 0 18 0%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班 1 5 20% 

小計： 49 162 30.25% 

佛教學院 7 7 100% 

    佛教學系學士班 9 13 69.23% 

    佛教學系碩士班 14 28 50% 

    佛教學系博士班 2 6 33.33% 

小計： 32 54 59.26% 

樂活產業學院 6 11 54.55%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學士班 8 18 44.44%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未來學碩士班 4 11 36.36%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生命學碩士班 2 5 40%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學士班 11 22 50% 

小計： 31 67 46.27% 

（二）校務資訊組                                              網路組、諮詢組、資訊組 

1.系統新增&修改：                                               回業務報告 

（1）配合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結果資料拋轉至相關系統之修改工作。 

（2）碩博士論文系統申請系統規劃設計與開發中。 

（3）開課作業系統之單位別教師授課鐘點數統計表加入兼任老師。 

（4）修改教學計劃表 碩士班和碩專班相同課號資料顯示錯誤問題。 

（5）處理課程大綱內之課程綱要及課程目標開放可編輯功能及加入編輯畫面定

位之功能。 

（6）新增學系秘書及教師輸入專長英文名稱的程式。 

（7）修改給學系網頁系統的教師專長 View 包含英文名稱。 

（8）提供 107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相關系統服務及資料設定調整修改。 

（9）準備 107 學年第 2 學期選課篩選程式。 

（10）提供 107 學年第 2 學期雜費減免申請及審核相關程式及金額調整修改。 

（11）協助處理畢業袍借用管理系統程式修改。 

（12）微學分系統模組設定及開課程式因應使用者需求調整進行修改。 

（13）1062、1071 學生學雜費資料轉財稅中心轉檔程式修改。 

（14）提供學系秘書列印研究生畢業學分審核表的程式。 

（15）提供招生事務處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轉學招生考試成績處理程式。 

（16）校務研究資料上傳管理系統-畢業生基本資料欄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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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校務研究資料上傳管理系統-學籍資料、升學資料、畢業生基本資料轉出

Excel 檔案程式撰寫。                                      回業務報告 

（18）修改招生行程資料管理系統招生查詢管理部分參與人無法新增問題。 

（19）修改場地預約管理系統圖書館會議室借用單格式。 

（20）華語研習班線上報名系統登入、註冊帳號介面設計與程式撰寫。 

（21）華語研習班線上報名系統中英文語系切換功能撰寫。 

（22）華語研習班線上報名系統個人資料填寫介面設計與程式撰寫。 

2.資料處理： 

（1）匯入 107 學年第二學期選課的大一體育編班，學生可退選。 

（2）場地預約管理系統新增圖書館 3 樓 A315-1、A315-2 研討室。 

3.其他： 

（1）華語研習班線上報名系統需求確認、系統流程分析、資料結構分析。 

（2）進行學籍資料庫資料欄位盤點。 

（三）諮詢服務組                                              網路組、諮詢組、資訊組 

1.12/8~1/10（借閱+續借）流通人次 905 人，流通件數 2956 件。其中，「系所學生

借閱統計表」請參見【附表一】。                                 回業務報告 

系所學生借閱統計表 
107.12 

2.館際合作借書證使用人次 2 人。 

3.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12 月份申請複印件/圖書件共 21 件，被申請複印件/圖書件共

9 件。 

4.圖書館利用講習課程共 1 場，6 人次。 

5.辦理 2019 年資料庫續訂作業。 

6.一樓通識沙龍區舉辦推廣活動如下： 

（1）107/12/07～12/16：國文期末展（語文教育中心）。 

（2）107/12/17～12/19：107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成果展（育成中心）。 

系所 學生人數（人） 借閱人次（人） 借閱冊數（冊） 
系所平均每人借

閱冊數（冊） 

歷史學系 139 101 263 1.89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186 134 501 2.69 

佛教學系 183 108 508 2.78 

資訊應用學系 294 21 89 0.30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210 38 124 0.59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98 25 70 0.35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223 29 101 0.45 

管理學系 341 21 42 0.12 

心理學系 237 50 109 0.46 

傳播學系 372 51 107 0.29 

社會學系 233 39 94 0.40 

公共事務學系 298 38 114 0.38 

外國語文學系 211 29 75 0.36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295 19 52 0.18 

應用經濟學系 245 26 38 0.16 

宗教學研究所 31 12 82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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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佛光大學機構典藏系統（FGUIR）：全文筆數/總筆數增至 3908/12010（33%）；102

年正式上線至今，己 4416088 人次。                              回業務報告 

十、校務研究辦公室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教育部來函要求各大專校院於 12 月 28 日前配合上傳「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域整

合資料庫」之學生基本學籍相關資料乙案，說明如下： 

1.上傳資料分成「學生基本資料」與「畢業與就業」兩大部分，學生基本資料需

上傳「學籍資料」、「個人資料」、「婚姻父母資料」及「升學資料」；畢業

與就業需上傳「畢業生基本資料」、「就業力-畢業滿 1 年後調查」、「就業力

-畢業滿 3 年後調查」、「就業力-畢業滿 5 年後調查」，後 3 項為畢業生流向調

查之一環，資料由台北科技大學直接串接。其餘由學校依要求格式上傳。 

2.已於 12 月 7 日召開之「校務資訊整合工作小組第 67 次會議」討論資料處理方式

及各單位配合事項，本室原預計於 12 月 26 日完成資料上傳作業，因接到私校

協進會致教育部釋疑相關法律函，並要求會員學校暫緩上傳作業，目前依秘書

室指示暫緩上傳，靜候私校協進會進一步通知。 

3.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於說明會時，一再重申 IR 之重要性，並強調各校投入在 IR 之

經費會列為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果評估項目之一。                  回業務報告 

十一、人事室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2 月 12 日（二）辦理團拜及健行活動。 

（二）3 月預計辦理行政人員公文訓練（日期預計為 3/11 日上午、3/25 日下午），行政人

員擇一場參加。 

（三）2 月 1 日教學助理全面納保，增加進用原住民員工人數： 

1.按政府採購法第 98 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2 條規定，現投標政府專案時

及履約期間，應僱用原住民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僱用不足者，

應繳納原住民族就業代金。 

2.因應 2月起教學助理全面納保，將增加員工總人數，預估需僱用至少 6位原住民，

目前僅有 4 位，應繳交代金。為解決此問題，2 月起各單位校級專案助理如有

徵才，一般行政類人員徵才公告將與單位協調優先僱用原住民人才，以符合定

額僱用比率規定。 

十二、會計室 

十三、佛教研究中心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一）1 月─《佛光學報》新五卷，第一期出刊，並刊登於國際亞洲研究學者通訊網。

NEW JOURNAL ISSUE> Fo Guang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5.1 （2019）。 

（二）1 月 1 日─博士後法幢法師於 2018/12/30-2019/1/1 代表中心參加，由上海大学宗教

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禅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天童寺志》文献研习工作坊”，

並致贈上海大学历史系成庆副教授佛光學報和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叢刊第一輯。活

動詳情可參見 https://mp.weixin.qq.com/s/o0F2H4pEErNOhuulpPy55g。 

（三）1 月 7-11 日─黃繹勳應邀代表中心去廣東六祖南華寺參加《六祖壇經》與中華禪

宗學術研討會。雲門寺方丈和尚將寄贈一套雲門叢書給中心。 

（四）1 月 14 日─日本杏語書屋寄贈《磧砂版大藏經目錄》第五冊。 

十四、通識教育委員會 

https://mp.weixin.qq.com/s/o0F2H4pEErNOhuulpPy5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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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人文學院 

十六、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十七、創意與科技學院 

十八、樂活產業學院 

十九、佛教學院 

二十、雲水書院 

廿一、林美書院                                                            回業務報告 

廿二、南向辦公室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人事室、校研辦、佛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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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規定，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一、106 學年已修正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對於授課鐘點不足之教師校外兼課部份，

修正本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 

二、配合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未通過」為「待觀察」，修正第 2條第 1項第 6款。 

三、升等期限條款事宜已在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說明，且已有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機制，

刪除第 2條第 1項第 8 款。 

四、現行申請作業截止日為開學後，造成各學系及教務處部份行政負擔，現修正申請時間提

早為九月（二月）十日，利於授課鐘點統計及超支鐘點費核計作業，修正第 3條。 

五、增修第 5條，補充校外兼課與校內超支鐘點合併計算原則。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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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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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條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於校外兼課： 

一、本校年資未滿一年，或

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

本校任教未滿三年者。

特殊狀況得專案簽核。 

二、曾有未達本校規定校內

基本授課時數且未補足

者。 

三、當學期超授鐘點時數超

過 4小時者。 

四、兼行政職者。 

五、校外進修者。 

六、邀請單位並未提出擬邀

請兼課同意函者。 

七、兼課學期之前一學年教

師評鑑為待觀察者。 

八、其他法規另有規定不得

兼課、兼職者。 

第 2 條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於校外兼課： 

一、本校年資未滿一年，或

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

本校任教未滿三年者。

特殊狀況得專案簽核。 

二、未達本校規定校內基本

授課時數者。 

三、超支鐘點時數超過 4 小

時者。 

四、兼行政職者。 

五、校外進修者。 

六、邀請單位並未提出擬邀

請兼課同意函者。 

七、教師評鑑未通過者。 

八、逾升等期限經校教評會

同意延長聘期者。 

九、其他法規另有規定不得

兼課、兼職者。 

1.第二款原條文

僅確認當學期

是否符合基本

鐘點數，因應

教師授課時數

不足處理辦法

修 正 ， 修 正

之。 

2.第三款文字修

正。 

3.第七款配合教

師評鑑辦法修

正。 

4.刪除原第八

款。 

5.原第九款修正

為第八款，內

容不變。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經所屬系、所、院同意，上

學期應於每年九月十日前、

下學期應於每年二月十日前

將申請書送交人事室彙辦。

情況特殊時者應專案簽請校

長核准。 

校外兼課屬夜間或假日

授課之在職專班、推廣教育

課程等，不受本法第 2 條之

限制，唯仍應於規定時間內

提出申請。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經所屬系、所、院同意，上

學期應於每年九月底前、下

學期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申

請書送交人事室彙辦。情況

特殊時者應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 

校外兼課屬夜間或假日

授課之在職專班、推廣教育

課程等，不受本法第 2 條之

限制，唯仍應於規定時間內

提出申請。 

修正每學期申請

時間。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之時間不可與本校排課時間

衝突，且以集中安排於一天

為限。校外兼課（不含夜間

或假日授課之之在職專班、

推廣教育課程）與本校超授

時數以 4 小時為原則，超過

4 小時者，該超支鐘點費支

付以扣除校外兼課時數後計

算。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之時間不可與本校排課時間

衝突，且以集中安排於一天

為限。 

補充說明專任教

師校外兼課鐘點

數與校內超支鐘

點數合計原則。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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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36 

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草案） 
 

106.01.17 105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在校服務期間校外兼課，提升本校教

育服務品質，訂定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於校外兼課： 

一、本校年資未滿一年，或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本校任教未滿三年者。特殊狀況得

專案簽核。 

二、曾有未達本校規定校內基本授課時數且未補足者。 

三、當學期超授鐘點時數超過 4小時者。 

四、兼行政職者。 

五、校外進修者。 

六、邀請單位並未提出擬邀請兼課同意函者。 

七、兼課學期之前一學年教師評鑑為待觀察者。 

八、其他法規另有規定不得兼課、兼職者。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經所屬系、所、院同意，上學期應於每年九月十日前、下

學期應於每年二月十日前將申請書送交人事室彙辦。情況特殊時者應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 

校外兼課屬夜間或假日授課之在職專班、推廣教育課程等，不受本法第 2條之限

制，唯仍應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授課程，以與本校所授課目相同或相近為原則。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之時間不可與本校排課時間衝突，且以集中安排於一天為

限。校外兼課（不含夜間或假日授課之之在職專班、推廣教育課程）與本校超授時數

以 4小時為原則，超過 4小時者，該超支鐘點費支付以扣除校外兼課時數後計算。 

第 6 條  本校專任教師未依本辦法規定報核，或有違反本辦法各款情事者，得逕送校教評

會議處理。 

第 7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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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佛光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依據教育部 107年 10月 9日臺教人（一）字第 1070177455號書函所示，學校應明訂學

校之首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應交由教育部決定，故修正本辦法第 5條。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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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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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條    本校為處理教職員間性騷

擾事件，特成立「性騷擾申訴

委員會」審議及調查。本委員

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

任，置委員十人，由校長指定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為當然委員，教

師代表三名、職工代表三名，

主任秘書為執行秘書。女性委

員應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其中教師代表與職工代表

任期一年，由校長遴選具性別

意識及相關專長者參與。 

性騷擾申訴委員會集會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委員會處理性騷擾事件

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調查小組以三至五人為原則，

女性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之

二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外聘。 

本校教職員間性騷擾事件

疑似行為人如為校長時，事件

管轄及處理流程依教育部規定

辦理。 

第 5 條    本校為處理教職員間性騷

擾事件，特成立「性騷擾申訴

委員會」審議及調查。本委員

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

任，置委員十人，由校長指定

副校長一人、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為當然委員，教

師代表三名、職工代表三名，

主任秘書為執行秘書。女性委

員應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其中教師代表與職工代表

任期一年，由校長遴選具性別

意識及相關專長者參與。 

性騷擾申訴委員會集會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委員會處理性騷擾事件

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調查小組以三至五人為原則，

女性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之

二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外聘。 

依教育部

來函修正。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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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65 

佛光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草案） 
 

104.09.15 104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防治性騷擾，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並採取

適當之預防、糾正及懲戒之處理措施，維護當事人權益及個人隱私，特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 7條第二項、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第一項及勞委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處理依本辦法辦理，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其他

相關法令辦理。 

第 3 條    本辦法適用本校教職員工（含約聘僱員工及專案助理）間，發生性騷擾防治法第

二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之事件。 

第 4 條    本校為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應辦理性騷擾防治措施如下： 

一、辦理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練，並得利用集會、校園電子郵件等各種傳遞訊息方式，

加強教職同仁有關性騷擾防治措施之宣導。 

二、應設置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管道，設立受理性騷擾申訴，並將本辦法公開揭示。 

三、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案，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復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當事人有輔導、醫療等需要者，視情況引介至本校相關單位或專責機構進行身心

輔導或治療。 

五、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依規定進行懲戒處理。 

六、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第 5 條    本校為處理教職員間性騷擾事件，特成立「性騷擾申訴委員會」審議及調查。本

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置委員十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為當然委員，教師代表三名、職工代表三名，主任秘書為執行秘

書。女性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其中教師代表與職工代表任期一年，由校

長遴選具性別意識及相關專長者參與。 

性騷擾申訴委員會集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委員會處理性騷擾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至五人為原

則，女性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以上，必要時得外聘。 

本校教職員間性騷擾事件疑似行為人如為校長時，事件管轄及處理流程依教育部

規定辦理。 

第 6 條    依本辦法所提之申訴事件由人事室為收件單位，並於收件三個工作日內交由性騷

擾申訴委員會處理。 

第 7 條    性騷擾申訴得於法律規定之申訴時效內，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以言詞為申訴者，

受理人員或單位應做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姓名、住居所、聯絡電話及與申訴人關係。 

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及可取得之相關事證或人證。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十

五日內補正。 

第 8 條    本校性騷擾申訴委員會應自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於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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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第 9 條    本校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依照下列調查原則為之： 

一、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人格法益。 

二、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精神，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

答辯之機會。 

三、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詢問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 

四、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質。 

五、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當事

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六、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料，除

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七、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提供心理輔導及法

律協助。 

八、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偵察或審理程序中，為申訴、告訴、告發、提起

訴訟、作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九、參與性騷擾事件之處理、調查及決議人員，對於知悉之申訴事件內容應予保密。 

第 10條    性騷擾申訴委員會作成決議前，申訴人或其代理人得以書面撤回其申訴，申訴經

撤回者，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訴。 

第 11條    性騷擾之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不予受理： 

一、逾期提出申訴者。 

二、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未依本辦法第 7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補正者。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本校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時，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第 12條    申訴人如對申訴案決議有異議，得於十日內向性騷擾申訴委員會提出申復。申復

應附書面理由，由性騷擾申訴委員另召開會議決議處理之。經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

再提出申訴。 

第 13條    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申復結果時，當事人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

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第 14條    本校不受理性騷擾案申訴或申復時，其結果應副知本校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第 15條    性騷擾事件已進入偵查或審判程序者，性騷擾申訴委員會得決議暫緩調查及審

議。 

第 16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對被申訴人依相關規定為調職、

降職、減薪、懲戒或其他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時，並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性騷

擾申訴經證實為誣告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人依相關法令為懲戒或處理。 

第 17條    本校不得因教職員工依本辦法提出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雇、調職或

其他不利處分。 

第 18條    本校對性騷擾案件審議結果，應採取後續追蹤考核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措施有

效執行，以預防相同事件或報復情事發生。 

第 19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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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9學年度佛光大學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

學士學位學程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回提案四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不完整、涉及不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

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佛光大學 109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

學士學位學程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學士班   □學士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樂活產業產學院 碩士班                        

 英文名稱：                                             □全英語授

課 

 
曾經申請年度：□108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6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

過 
授予學位名稱 社會科學碩士 

所屬學類 ※（請參考本部統計處學科標準分類表，填寫申請案所屬學類）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

度 

現有學生數（107 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2 198 0 0 198 

學系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144 79  233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例：1.國立○○大學○○學系 

    2.私立○○大學○○研究所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考試入學 

擬招生名額 38名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1.為因應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計畫，由本校既有之日間部碩士班招生名額調

整，將學系原有之碩士班停招。 

2、本系內之碩士班為因應以學院為核心教學計畫，將原之碩士班停招。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公告網頁為：本校首頁（http://www.fgu.edu.tw）→行政單位→教務處→學生

生涯發展中心→畢業生流向

（http://academic.fgu.edu.tw/6intro/news.php?class=6106&class2=160）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組、◎◎組。 

 

http://www.fgu.edu.tw/
http://academic.fgu.edu.tw/6intro/news.php?class=6106&class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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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樂活產業學院/院長 姓名 許興家 

電話 03-9871000 Ext.22000 傳真 03-9881866 

Email sjshu@mail.fgu.edu.tw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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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自我檢核表按申請設立之單位（如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班別共計分為 2類表，

請擇一適當表格填寫，例如申請以學系設立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學系申請設立碩士班

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勾選填列，其餘表格請逕刪除，勿重複填寫，如屬調整案

者（包括整併、更名、停招、裁撤等）免填；另申請設立學士班者亦得免填。 

回提案四 

表 1  學系/研究所申請設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自我檢核表 
校    名： 

申請案名：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

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 ○○學系  年評鑑結果為        。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於○○年始新設之獨立研究所，無評鑑結

果。 

設立年限 

□以學系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年以上。 

 

 

○○學系於___學年度設立，

至 107年 9月止已成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臺高（四）字第          號 

□ 符合 

□ 不符 

□以學系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之

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2 年以

上。 

 

○○學系碩士班於___學年度

設立，至 107年 9月止已成立

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臺高（四）字第          號 

□ 符合 

□ 不符 

□以研究所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單獨新設研究所碩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 符合 

□ 不符 

□以研究所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

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2年以

上。 

○○研究所碩士班於___學年

度設立，至 107年 9 月止已成

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臺高（四）字第          號 

□ 符合 

□ 不符 

師資結構

（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以學系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實聘專任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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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師資結構

（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3、4） 

□以研究所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有 5人以上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___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 擬聘專任教師    位。 

三、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

計    位。 

□ 符合 

□ 不符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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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
學 

自我檢核表 
回提案四 

校    名：佛光大學 

申請案名：樂活產業學院 碩士班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未來與樂活業產學系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

計列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

核 

評鑑成績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

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不含第

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

之結果）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5 年

評鑑結果為 通過 。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105 年評鑑

結果為 通過 。 

。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

達 3年以上】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於 102學年度設立，至 107

年 9月止已成立 6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於   

學年度設立，至 107年 9

月止已成立 6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符合 

□ 不符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

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2年以上。 

○○學系（研究所）碩士

班於___學年度設立，至

107年 9月止已成立___

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台高（）字第          號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

程，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

碩士班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

達 3年以上】 

師資結構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應符合之規定： 

一、 實聘專任教師___

位，其中：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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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詳

列於基本

資料表

3、4）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

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專任師資未達 9 人以上者，得計列系所支

援之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達 15人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

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 支援專任教師   

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0位 

2.副教授以上 9位 
三、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

合計 19位。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

程，應符合之規定： 
一.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碩士班之

師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

系實聘專任教師 9人以上，其中三分

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研究所支援

者，該所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5人以上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

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

資應有 15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學系（研究所）實

聘專任教師___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

位 

（2）副教授以上____

位 

2.○○學系（研究所）實

聘專任教師___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學程之專

任師資共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 符合 

□ 不符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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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其中表 1、表 2 由系統匯出） 
 

107 學年度佛光大學（學院）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基本資料表：全校教師數及學生數，以 107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回提案四 
 

表 1：107 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

等級之專任專業技

術人員） 

A：專任師資小計

=a+b+c+d（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 

B：軍訓教

官及擔任

軍訓課程

之護理教

師數 

C：合計=A+B D：

兼

任

師

資

數 

E=D/4（即兼任

師資可折算專

任師資數） 

F=C/3（即專

任師資數的

三分之一） 

G：計算生師

比之師資數

（如 F 大於 E

則 G 為

C+E+L，如 F

小於 E 則 G 為

C+F+L）（另 L

之計算，參見

乙表） 

全校生師比 日間部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班、

博士班學生數除

以全校專任助理

教授級以上師資

數總和） 

a:
教

授 

b:
副

教

授 

c:
助

理

教

授 

d:講師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

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H：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師

資小計

=a+b+c+d 

I:藝術及

設計類兼

任師資數 

J=I/4（即藝術

及設計類兼

任師資可折

算專任師資

數） 

K=H/2（即藝

術及設計類

專任師資數

的二分之

一） 

L：藝術及設計類系

所計算生師比之師

資數（如 K 大於 J 則

L 為 H+J，如 K 小於 J

則 L 為 H+K） 

     

a:教授 b:副教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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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7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7 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7 年 10 月 15 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

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生。延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陸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為

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日間學制學生數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P 

進修學制學生數 

進修學制學

生總數

U=R+S+T 

日間、進修

學制學生

總數=Q+U 

V： 

碩、博士生加權

後日夜間學制學

生總數（碩士生

加權二倍，博士

生加權三倍，本

欄作為計算全校

生師比之學生

數）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間學

制學生總數

（碩士生加

權二倍，博士

生加權三

倍，本欄作為

計算日間部

生師比之學

生數）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總數

（O+P+T），

本欄作為計

算研究生生

師比之學生

數 

M：專

科部學

生總數 

N：大學

部學生

總數 

O：碩士

班學生

總數 

P：博士

班學生

數總計 

R：專科部

學生總數

（進修部

二年制、

在職專

班） 

S：大學部學

生總數（進修

學士班、進修

部二年制學

系、二年制在

職專班等） 

T：碩士在

職專班學

生總數 

107 學年度

在學生數 
0  0 0  0 0 0 0     

延畢生人數 0 1 0 0 1 0 0 0 0 1 1 0 0 

回提案四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W=V〈105 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 1 之規定〉 W=146.36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甲表（a+b+c）+乙表（a+b+c）〕÷W×100%＝ 103.17% 

 
 
※ 總量標準附表 1：全校生師比值： 

1.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應低於 27。 

2.專科學校應低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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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量標準附表 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一般大學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技大學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技術學院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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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 

（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

冊） 

回提案四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現有專

任師資 1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9 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0 員。 
序

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

員 

許興家 

大同大學事

業經營研究

所碩士 

餐旅管理、餐飲

英語、人力資源

管理、服務行銷

與管理、國際禮

儀 

管理學、餐飲人

力資源管理、服

務行銷與管理、

餐飲英文（一）、

餐飲英文（二）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2 專任 教授 羅智耀 

英國曼徹斯

特里工大學

資訊科技研

究所碩士 

英國威爾斯

大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碩

士 

餐飲採購、成本

控制、餐飲設

計、財務分析、

人 力 資 源 管

理、休閒餐旅資

訊、人力資源管

理、餐飲知識管

理、顧客關係管

理 

餐飲管理、餐飲

人力資源管理、

餐飲會計與內部

控制、餐飲資訊

應用、餐飲創業

與規劃、餐廳設

計與規劃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3 專任 教授 江淑華 

大葉大學生

物產業科技

學系博士 

食品科技、餐飲

營養、餐飲衛生

管理、食品衛生

與安全 

食物學原理與製

備、營養與膳食

設計、餐飲安全

與衛生、飲務與

吧檯管理、國際

禮儀與文化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4 專任 教授 何振盛 

國立政治大

學 中山人文

社會科學研

究所 博士 

政黨政治、公共

關係、兩岸關係

研究、台灣變

遷、非營利組

織、憲法與憲政 

未來思潮與公共

政策、台灣未來

研究、台灣變遷

與未來發展、非

營利組織研究、

全球化專題、方

法論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5 專任 教授 林香君 

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教育

心理與諮商

輔導學所 博

士 

方法論、敘說行

動研究、表達性

治療、後現代諮

商、教育輔導、

團體動力 

正向心理學理論

與應用、生命敘

說 與 實 踐 、 禪

修、靜坐與身心

健康、表達性藝

術 與 身 心 靈 成

長、身心靈社會

行動方案實作、

團體動力與社會

實踐、生命導論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53 

6 專任 教授 汪雅婷 

紐約州立大

學音樂系博

士 

擊樂演奏、音樂

教育、音樂療

癒、音樂創作、

表演藝術、生理

與營養、樂活實

踐 

擊樂演奏、音樂

教 育 、 音 樂 療

癒、音樂創作、

表演藝術、生理

與營養、樂活實

踐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7 專任 副教授 林晏如 

淡江大學產

業經濟學系 

博士 

產業經濟學、個

體經濟學、區域

經濟學、國際貿

易理論、休閒經

濟學、統計學 

市場調查與企劃

書撰寫、娛樂經

濟與生活產業、

統計學原理與應

用 、 健 康 經 濟

學、量化研究、

全球化與區域經

濟整合、市場調

查與預測、研究

方法與企劃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8 專任 副教授 黃孔良 

University of 
Niigata  
Department 
of 
intergraded 
Neuroscience  
博士

University of 
Hokkaido  
Division of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博士 

高等腦功能信

息研究、生命能

量信息研究、認

知神經腦科學

的應用 

輔助與替代療法

導論、身心能量

檢測實務專題研

究、生物能量與

健康、腦功能與

心靈成長、療癒

與養生樂活實務

專業實作、養生

照護跨領域整合

專題研究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9 專任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

人員 

吳仕文 

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觀光

休閒事業管

理研究所（餐

旅組）碩士 

中西式素食廚

藝、西點烘焙製

作、中式點心、

餐飲管理、輕食

料理、健康養生

料理 

中式素食廚藝-初

階、點心製作、

食物學原理與製

備、健康創意巧

克力工藝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10 專任 助理教授 韓傳孝 

台北醫學大

學藥學系博

士 

保健與健康食

品之開發、中藥

本草學與民族

藥物學、傳統養

生保健、台灣藥

用植物學、生

理、生化及藥物

作用學、抗氧化

與抗老化相關

研究 

中藥食材應用技

術、餐飲安全與

衛生、營養與膳

食設計、中藥與

民俗藥膳、草本

療癒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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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拓余 
Texas A&M 
University 
TESOL 博士 

英語教學、電腦

網路輔助英語

教學、第二語言

學習理論與研

究 

餐飲英文（一）

（二）、商用英文

（一）（二）、財

經英文閱讀、財

經英文聽力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12 專任 

助理教授

級專業技

術人員 

施建瑋 
輔仁大學 碩

士 

中 式 素 食 料

理、西式素食料

理、無國界素

食、中式點心製

作 

健康素食創意廚

藝、中式素食廚

藝初階、中式素

食廚藝進階、創

業素食小吃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 

13 專任 助理教授 盧俊吉 

國立台灣大

學生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

播暨發展研

究所 博士 

研究方法、管理

實務專題、職涯

發展、餐旅管理

專題、觀光產業

實習、實務專題

製作、管理實務

專題、生物產業

傳播 

研究方法、管理

實務專題、職涯

發展、餐旅管理

專題、觀光產業

實習、實務專題

製作、管理實務

專題 

健康與

創意素

食產業

學系（主

聘），管

理學系

（從聘） 

14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利國 

St.Joh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碩士 

未來學、傳播

學、文化學、管

理學、投資學 

未 來 學 概 論 、

STEEP 分析與產

業趨勢、社會變

遷與樂活產業研

究、兩岸關係與

樂活商機、未來

學理論研析、人

口變遷與台灣未

來分析、軟實力

與職場學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15 專任 助理教授 黃秋蓮 

國立台灣大

學生物產業

傳播暨發展

學系 博士 

休閒效益、社區

觀光、生態旅

遊、休閒農業 

休閒遊憩概論、

生態旅遊與永續

觀光、觀光學原

理與實務  休閒

觀 光 設 計 與 實

務、樂活產業個

案研究、觀光未

來研究、健康養

生與休閒農業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16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碩菲 

國立台灣大

學食品科技

研究所 博士 

營養學、食品衛

生、自然療法與

保健、養生照

護、銀髮照護服

務、生物科技 

照顧服務概論、

養 生 膳 食 與 調

配、老人服務事

業實作、老人照

顧實務與應用、

基礎人體解剖與

生理學、輔助療

法與實證研究、

芳香療法特論、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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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輔助療法與

健康、健康促進

與社會福利促進 

17 專任 助理教授 葉明勳 

國立臺北大

學公共行政

暨政策學系 

博士 

老人學、休閒社

會學、非營利組

織 與 社 會 企

業、健康休閒產

業、健康與社會

發展、公共行政

與政策 

旅遊健康心理與

行為、台灣未來

產 業 趨 勢 與 轉

型、衛生與福利

政策、銀髮族休

閒活動設計與規

劃  衛生與福利

政策、領隊導遊

實 務 、 質 性 研

究、老人服務事

業實作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18 專任 助理教授 周鴻騰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環境

教育研究所

博士 

環境與健康、氣

候變遷調適教

育 與 永 續 發

展、環境教育 

台灣生態人文觀

光概論、環境與

永續發展概論、

環境與健康、環

境學習中心與經

營管理、氣候變

遷調適與健康產

業專題、環境與

永續發展概論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19 專任 專案教師 陳建智 

慈濟學校財

團法人慈濟

大學醫學科

學研究所博

士 

行為科學的研

究、健康促進與

管理、健康傳播

與服務、健康方

案監測與評估 

基礎人體解剖與

生理學、人口、

健康與社會發展

專題、樂活產業

發展與趨勢 

未來與

樂活產

業學系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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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回提案四 

壹、教育目標 （發展方向與重點） 

    因應人口結構及工作型態改變，國人愈來愈追求健康及永續的「樂活」生

活型態。一方面，國人重視生活品質，對於深度旅遊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

面，人口結構改變，國人自主的健康管理意識抬頭，整合式健康服務人才需求

大幅提升。再者，佛光大學座落於以休閒服務產業發展蓬勃的宜蘭縣，除了具

有豐富的觀光與在地人文資源外，也座擁山林及溫泉的環境條件，適合發展具

養生休閒特色的樂活產業。有鑑於此，佛光大學為了能發揮城市發展中培育產

業人才的重要角色，於 2013年 8月設立樂活產業學院，成為國內第一個推動全

方位以樂活概念為主軸的產業學院，建構從身心靈全人發展到未來社會群體永

續發展之「樂活學」學理基礎，發展健康與永續之樂活理念於產業發展所形成

之社會網絡，期能培育具樂活理念兼備學理與實務知能之社會服務及產業創新

人才。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設有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及未來與樂活產業學

系。本院成立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為國內首創，以培育具健康概念，實務

與學理兼備之專業素食產業人才為宗旨，希望為素食餐飲產業注入養生及永續

樂活之觀念。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則是以健康樂活理念為本，整合「健康」與

「休閒」管理的知識涵養，以培育具備健康產業與休閒產業管理的雙專才。學

院的相關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如下： 

■ 教育目標： 

1. 以「樂活永續」以及「健康促進」學習之教育目標。 

2. 培育具樂活理念與身心靈和諧發展素養及全人照顧的服務人才。 

3. 培育學生具備務實產業技能與智慧並兼之利益眾生的執行力，以為社會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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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 

4. 培塑能落實樂活產業在食衣住行育樂，融合健康促進及環境永續之創新綠色

產業的創業人才。 

5. 推動全方位以樂活為主軸的產業學院，培養具有參與樂活產業職場就業技能

和執行力的專業人。 

6. 建構本院各系所特色之樂活產業發展之潛能教育和實習技能。 

■ 核心能力： 

1. 具樂活理念與產業發展的基礎知識。 

2. 增進實務參與及策略規劃的職場經營管理能力。 

3. 運用專業與創意增進產業未來發展與創新的能力。 

4. 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 

5. 備健康相關之生命科技教育知識以及應用天然綠資源創造環境永續經營之能

力。 

6. 人文關懷與天人合一之樂活態度。 

回提案四 

貳、學校現況（學校發展優勢及相對應資源等） 

一、佛光大學位於休閒服務產業蓬勃發展的宜蘭縣，座擁山林溫泉養生的環

境、具豐富的自然資源，已蓬勃發展出具養生特色的休閒農業；臨海的

地理條件也蘊育出具在地特色的海洋產業；又近臨商務、政治中心之台

北都會區，故創校以來已累積學理論述的基礎，課程發展也匯聚出樂活

學群相關系所的歷史條件、以及觀察社會對樂活產業人力需求快速升高

之趨勢，確立發展樂活主軸為本校特色。 

 二、與國際推動樂活產業接軌：強調身心靈全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及永續發展

的生活環境。評估及整合校內資源，以促進身心靈全人健康、發展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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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樂活趨勢、健康促進方案設計與管理、追求綠色生態與環境永續、開

發健康創意素食等實務導向課程規劃為重點，並與相關樂活產業界共同

合作，發展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創新教學，逐步為學理與實務應用兼備的

特色學院發展定位。目前本院已具體在健康創意素食開發與推廣、連結

健康促進與高齡樂活養生照護、跨域結合身心靈抒壓旅療與休閒農業，

也參與教育部學習型城市計畫的執行，將學習資源引入觀光產業，以學

習型旅遊型態升級觀光產業等方式累積產學合作經驗與研究成果。創立

全世界第一個以推動全方位以樂活概念為主軸的產業學院。 

回提案四 

參、課程規劃： 

本院擬以「學院」為統整主體，強化學院整合之功能，將師資、學生

及課程等資源彈性配置及調整，因應人口結構及工作型態改變，國人愈追

求健康及永續的「樂活」生活型態。一方面，國人對於深度旅遊的需求提

升，提升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人口高齡化，自主的健康管理意識抬頭，

長者的整合式健康服務人才需求大幅增加。有鑑於此，以健康樂活理念為

本，整合「健康」與「休閒」管理的知識涵養，課程規畫分為三大主軸：

「永續發展與未來學組」聚焦樂活產業的趨勢研究、「整合健康與生命學

組」強調全人健康方案設計與評估及「健康蔬食與餐旅管理組」著重在健

康餐研發與管理，結合市場脈動與整合教學資源，將教學系統化使課程更

為專精，更能達到學生跨域學習之目的。  

 ※詳細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   程   內   容 

授課年
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
修 

任課教師 
專（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全年級 永續發展與台灣未來分析 3 必 何振盛 專任 博士 政黨政治、公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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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理論與方法 係、兩岸關係研究、

台灣變遷、非營利組

織、憲法與憲政 
方法論 

非營利組織研究 

選 

全球化專題 

兩岸關係未來研究 

經濟發展專題 

全球化與產業發展專題 

憲政厭來發展與樂活實踐 

憲政變遷與台灣未來研究 

全年級 

量化研究 

3 選 林晏如 專任 博士 

產業經濟學、個體經

濟學、區域經濟學、

國際貿易理論、休閒

經濟學、統計學 

研究方法與企劃 

銀光經濟專題 

全球化與產業發展專題 

全年級 

社會變遷與樂活產業研
究 

3 

必 

黃秋蓮 專任 博士 

休閒效益、社區觀

光、生態旅遊、休閒

農業 

人口、健康與社會發展專
題 

選 

生態與文化旅遊專題 

樂活產業個案研究 

觀光發展專題 

休閒、運動與健康專題 

全年級 

永續發展與台灣未來分析 

3 

必 

李利國 專任 碩士 

未來學、傳播學、文

化學、管理學、投資

學 

未來學理論與方法 

退休規劃與投資理財專題 
選 

銀光經濟專題 

全年級 

質性研究 

3 選 葉明勳 專任 博士 

人學、休閒社會學、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

企業、健康休閒產

業、健康與社會發

展、公共行政與政策 

高齡休閒社會學 

健康促進與社會福利 

高齡社會與超限未來專題 

全年級 

方法論 

3 

必 

周鴻騰 專任 博士 

環境與健康、氣候變

遷調適教育與永續

發展、環境教育 

綠色大學理論與實務 

修 環與永續發展專題 

氣候變遷調、休閒農業與
健康產業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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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級 

健康促進與社會福利 

3 選 陳碩菲 專任 博士 

營養學、食品衛生、

自然療法與保健、養

生照護、銀髮照護服

務、生物科技 

高齡休閒社會學 

高齡社會與超限未來專題 

自然輔助療法與健康促進 

整合營養學 

香療法特論 

調理保健技術專題研究 

康復理療專題研究 

東方養生學 

全年級 

人口、健康與社會發展
專題 

3 選 陳建智 專任 博士 

行為科學的研究、健

康促進與管理、健康

傳播與服務、健康方

案監測與評估 

社區健康促進與實證研究 

健康傳播與促進 

健康方案設計與評估 

健康與永續科技未來專題 

健康泄業趨勢與行銷傳播 

跨專業全人健康促進與照
謢 

壓力調適與健康管理 

健康行為專題 

體能與全人健康 

全年級 

社會變遷與樂活產業研究 

3 

必 
汪雅婷 專任 博士 

擊樂演奏、音樂教
育、音樂療癒、音樂
創作、表演藝術、生
理與營養、樂活實踐 音樂養生專題研究 選 

全年級 

生命導論 

3 

必 

林香君 專任 博士 

方法論、敘說行動研
究、表達性治療、後
現代諮商、教育輔
導、團體動力 

生命敘說與實踐 

選 

正向心理學批判研究 

團體動力與社會實踐 

生命學當代發展論壇 

身心靈健康行動方案實作 

後現代助理理論、技術與
批判 

表達性治療與社會實踐 

生命發展與性/別.族群.階
級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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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級 

療癒與養生樂活實務專業
實作 

3 選 黃孔良 專任 博士 

高等腦功能信息研
究、生命能量信息研
究、認知神經腦科學

的應用 

全人健康管理與服務方案 

養生照護跨領域整合專題
研究 

生命與內丹養生專題研究 

生物能量與健康 

身心能量測實務專題研究 

輔助療法與實證研究 

腦功能與心靈成長 

經絡學原理與健康促進 

全年級 

健康與創意蔬食業研究 

3 

必 

許興家 專任 碩士 

餐旅管理、餐飲英
語、人力資源管理、
服務行銷與管理、國

際禮儀 

餐旅服務創新與管理 

蔬食食品行銷研究 
 

餐旅消費行為研究 

全年級 

食品安全危害分析與風險
預防管控 

3 選 江淑華 專任 博士 

食品科技、餐飲營

養、餐飲衛生管理、

食品衛生與安全 

蔬食食品科技暨商品開發
研究 

蔬食感官品評實務研究 

食品加工特論 

蔬食食材特論 

綠色餐飲研究 

食品工廠管理 

全年級 

研究方法與寫作技巧 

3 

必 

羅智耀 專任 碩士 

餐飲採購、成本控
制、餐飲設計、財務
分析、人力資源管
理、休閒餐旅資訊、
人力資源管理、餐飲
知識管理、顧客關係

管理 

品牌設計與整合傳播 

選 

實驗統計分析 

健康養生產業趨勢對蔬食
餐廳經營影響研究 

餐旅產業個案研究 

全年級 

傳統養生學 

3 選 韓傳孝 專任 博士 

保健與健康食品之
開發、中藥本草學與
民族藥物學、傳統養
生保健、台灣藥用植
物學、生理、生化及
藥物作用學、抗氧化
與抗老化相關研究 

天然草藥的膳食開發 

健康促進與管理特論 

生物科技與健康食品產

業 

全年級 

無麩質產品開發與研究 

 選 吳仕文 專任 碩士 

中西式素食廚藝、西
點烘焙製作、中式點
心、餐飲管理、輕食
料理、健康養生料理 蔬食烘焙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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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級 

蓻食美學 

 選 施建瑋 專任 碩士 
中式素食料理、西式
素食料理、無國界素
食、中式點心製作 

創業蔬食產品開發與研
究 

健康蔬食研究 

全年級 學衛英文論文寫作  選 陳拓余 專任 博士 

英語教學、電腦網路
輔助英語教學、第二
語言學習理論與研

究 

回提案四 

肆、師資規劃 

本院自創院至今，即本於院的教育目標，致力於「以樂活永續及健康促進

學 

習」。因此，本院擁有堅強的基礎學理師資陣容。在目前的 19 位專任教師中，

教授 6 人、副教授 3 人、助理教授 10 人。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比例達 100%，

均擁有相關學位，副教授以上教師佔 44%。所聘教師均具多年實務工作或專業

證照或產學合作經驗，符合院系所需之樂活永續及健康促進領域之專長，並能

滿足本院開設專業課程授課需求。 

回提案四 

伍、空間、圖儀規劃（可自行支配的校內外使用空間（含座落地點）
及新建校舍之規劃，如教學研究、學生實習等用途之實驗室等；
購買實驗室所需之儀器設備等） 

一、 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該院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684.2333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3.9077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88.6438 平方公尺。 

（三）座落德香樓大樓，第 2 樓層及海淨樓大樓，第 1 層樓。 

 

二、 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三、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

之改變等） 

四、 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 

五、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1,577 冊，外文圖書 326 冊；中文期

刊 15 種，外文期刊 23 種。（本校總藏書量依據 107 學年度資料記錄，

中文圖書 315,847 冊，外文圖書有 56,522 冊，與本院相關專業圖書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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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合計約有 64,101 冊。） 

六、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 

（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回提案四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粉碎機 已有  

蒸鎦水製造器 已有  

真空包裝機 已有  

精油萃取組 已有  

發電機 已有  

嬰兒護理女性娃娃模型 已有  

長照謢理儀器 已有  

電腦多功能膚質分析儀 已有  

微量酵素測定儀 已有  

皮膚電阻測定儀 已有  

專業型鬆餅機 已有  

過熱水蒸氣洪烤微波爐 已有  

咖啡機 已有  

磨豆機 已有  

攪拌機/置台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桌上型攪拌機（升降式）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風管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真空包裝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烤箱調校專用溫度計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電源供應器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小型垂直電泳兩片膠系統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物性測定儀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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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差儀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4K 專業攝影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多媒體影音系統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投影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明火烤爐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四門立式冷凍冰箱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急速冷凍櫃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製冰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強制送風熱水器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除濕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電動通管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洗衣烘乾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專業型果汁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萬能蒸烤箱置台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廣式三層蒸箱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SPT 營業用變頻電磁爐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靜電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壓延麵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切麵條機/透明安全護罩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丹麥壓麵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濾網式煙罩（T型）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拉糖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鬆餅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銅鑼燒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小型切菜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電能熱水鍋爐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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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波爐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全套半自動咖啡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RANCILIO全套半自動咖啡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食物調理機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八門發酵櫃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 學系可支援  

還原電解水生成器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生物能量信息診斷儀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智能控制照明設備一組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專業型生物能診斷共振儀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成人哽塞模型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護理多功能假病人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心肺復甦訓練全身模擬人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攜帶型心電圖儀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HRV-自律神經檢測儀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經絡能量分析系統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高齡者體驗模擬體驗裝置 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可支援  

 

宜花東三縣五所綜合大學已成立「泛太平洋大學聯盟」，該聯盟的五所大

學是：宜蘭佛光大學、國立宜蘭大學、花蓮東華大學、慈濟大學及台東大學。

主要係擴大提供學生互相選課及教師交流教學空間。五所學校有志一同，將跨

校輪流舉辦活動，共同開設課程，互相承認學分，聯盟所屬學校，發展遠距教

學與數位學習平台資源共享。 

回提案四 

陸、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一、充分運用佛光山全球資源 

充分運用佛光山全球資源，發展學生就業等合作關係，取得外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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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學生赴國外佛光山滴水坊就業。結合佛大學生創業基金，輔導學

生創業開設滴水坊素食餐廳。 

二、招收碩士班境外生 

鼓勵大陸、香港、馬來西亞等區域之大學部在學境外生報考，可透過 5

年一貫修業方式取得碩士學位，以提升外籍學生比率，多元生源亦有

助提升本系國際化學習環境。 

三、導入創新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進行蔬食研究、開發與技術移轉、發展餐飲網路交易系統、資訊系統、

應用軟體、大數據及物聯網之教學、研發及技術移轉，提升餐旅產業

經營效能，並積極培育高階國際化蔬食研發與產業經營管理人才。 

四、以養生促進健康，推動觀光產業升級 

本校位處觀光勝地、交通便捷、飯店林立，可充分結合在地觀光休閒

的資源建構出樂學、樂業、樂活、樂用的健康促進與照護新思維。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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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草案） 

回提案四 

一、本院為督促碩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訂定「碩士班修業規定」（以

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院碩士班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三、本院碩士班研究生應經系主任或指導教授或導師指導下修滿學分，另需撰寫碩士論文，

並通過碩士學位考試，才准予畢業。 

四、本院碩士班研究生應依以下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必須修畢本系規定之必修及選修科目。 

（二）本院碩士班研究生必須修習三十學分，共同必修三學分（二選一）、專業必修六學

分、選修廿一學分。 

（三）論文（含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六學分。 

（四）選修科目可任選本院各組課程，作為本所選修學分。 

（五）依規定跨校、外系、（所）、組選課，以六學分為上限。其中，「講座」課程不得超

過三學分。 

（六）研一每學期最高學分數為十五學分，最低則必須修本院所開之課程六學分。 

五、本院碩士班研究生得依本系「學分抵免須知」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六、本院碩士班研究生最遲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十二月底前）繳交論文題目，由各組召

集人共同開會決定題目之適切性，並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六月左右）進行碩士

論文（含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計劃書公開發表。若遇特殊狀況之個案，無法按照上

述時程進行，將交由院務會議討論處理方式。 

七、本院碩士班研究生於碩士論文（含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計劃書發表通過後，最遲應

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依據題目屬性提報二至三名指導教授人選名單，人選提報原則為碩

士生撰寫計劃書期間曾經進行諮詢之教授。若研究生所提供的指導教授名單之研究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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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生論文方向不符，或者該名教師目前碩士生人數負荷過重時，本院將透過系務會議

重新安排指導教授。 

八、指導教授以本院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院長同意，得請其他學院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或兼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院務會議通過。本院

並得要求以本院專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九、研究生欲變更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應經原指導

教授同意後重新提出申請，並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更換之。若變更指導教授後，論文

題目亦有更改時，將由本院各組召集人進行審核。 

十、論文口試須經三位以上委員組成擔任口試委員，其中校外教師須達口試委員三分之一以

上。 

十一、 若碩士生以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進行碩士學位考試，其口試委員資格

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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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教育部規定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十二、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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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回提案四 

【永續發展與未來學組】 

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30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一）共同必修 3 學分 

（二）專業必修 6 學分 

（三）專業選修 21 學分  

（四）論文      6 學分 

共同必修 3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54Z 永續發展與台灣未來分析 
Future Studi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aiwan 
3  

專業必修共 6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501Z 未來學理論與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Futurology 3  

FL506 方法論 Methodology 3  

專業選修共 21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518 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3  

FL519 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3  

FL546 全球化專題 Topics on Globalization 3  

FL523 兩岸關係未來研究 
Future Studi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3  

FL537 台灣未來研究 Future Studies on Taiwan 3  

FL554 知識經濟專題 Knowledge Economy 3  

FL559 人口、健康與社會發展專題 
Seminar on Population, Heal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3  

FL562 生態與文化旅遊專題 Seminar on Eco and Cultural Tourism 3  

FL563 非營利組織研究 Studies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  

FL564 人口發展暨未來教育專題 Seminar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3  

FL565 樂活產業個案研究 Case Study of LOHAS Industry 3  

FL566 環境與永續發展專題 
Issues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FL567 退休規劃與投資理財專題 
Topics on Retirement Plans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3  

FL571 綠色大學理論與實務 Green University Theory and Practice 3  

FL574 健康促進與社會福利 
Health Promotion and Social 
Welf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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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575 高齡休閒社會學   The Leisure Sociology of Aging 3  

FL576 社區健康促進與實證研究 
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3  

  FL577 全球化與產業發展專題 
Topics on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3  

FL578 憲政未來發展與樂活實踐 
Constitutionalism, Policy and 
Competitiveness Study 

3  

FL579 高齡社會與超限未來專題 
Topics on Aging Society ＆ Extreme 

Future 
3  

FL580 健康傳播與促進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3 新增 

FL581 健康方案設計與評估 Health Project Design and Evaluation 3 新增 

Fl582 休閒、運動與健康專題 Seminar on 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3 新增 

Fl583 健康與永續科技未來專題 
Future Studies on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新增 

FL584 未來學研究專題 Topics on Futures Studies 3 新增 

FL585 
氣候變遷調適、休閒農業與健康
產業專題 

ClimateChange Adaptation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Health Industry 
3 新增 

FL586 銀光經濟專題 Topics on longevity economy 3 新增 

FL587 
觀光發展專題 
 

Seminar on Tourism 
Development 

3 新增 

註：得視實際情況調整授課年級與學期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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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四 

【整合健康與生命學組】 

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30 分（不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一）共同必修 3 學分 

（二）專業必修 6 學分 

（三）專業選修 21 學分  

（四）論文      6 學分 

共同必修 3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53Z 社會變遷與樂活產業研究 Social Change＆Lohas Product 3  

專業必修共 6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603 生命導論 Life Study 3  

FL506 方法論 Methodology 3  

專業選修共 21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632 生命敘說與實踐 Life Narrative and Practice 3  

FL649 經絡學原理與健康促進 
Meridian System/EAV and Health 

Promotion 
3  

FL650 自然輔助療法與健康促進 Natural therapy and health wellness 3  

 
團體動力與社會實踐 Group Dynamics And Social Praxis 3  

FL657 表達性治療與社會實踐 Expressive Therapy and Social Praxis 3  

FL658 身心靈健康行動方案實作 
Praxis Project toward 

Physical-Mind-Spirituality Health 

Communities 

3  

FL659 療癒與養生樂活實務專業實作 
Industry Internship Program for healing and 

LOHAS practical training 
3  

FL661 整合營養學 Integrative Nutrition 3  

FL662 音樂養生專題研究 Study of Music and Health Care 3  

FL665 全人健康管理與服務方案 
Holist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rogram 
3  

FL667 養生照護跨領域整合專題研究 
Study of Cross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pproach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Healthcare 

3  

FL669 後現代助人理論、技術與批判 
Postmodern Counseling : Theories, 

Techniques and Critics 
3  

FL671 健康產業趨勢與行銷傳播 
Trend in Health Industry＆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3  

FL673 生命學當代發展論壇 Forum of Life Study Comtemporay 

Development   
3  

FL675 
生命發展與性/別.族群.階級專題

研究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exual/gender, racial 

and social classes in Life Develop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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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677 生物能量與健康 Bio-energy and health  3  

FL678 生命與內丹養生專題研究 
Topics on Internal Cultivation of Life and 

Health Keeping 
3  

FL679 身心能量檢測實務專題研究 
Topics on Practical Measurement of 

Body-Mind-Energy 
3  

  FL680 腦功能與心靈成長 Brain Function and Spiritual Growth 3  

FL681 芳香療法特論 Special Topics on Aromatherapy 3  

FL682 跨專業全人健康促進與照護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Holistic Healthcare 

3  

FL683 輔助療法與實證研究 
Complementary Therapy and  
Empirical Study  

3  

FL684 壓力調適與健康管理 
Stress Adaptation and Health 
Management 

3  

FL685 正向心理學批判研究 Study on Positive Psychology 3  

FL686 健康行為專題 Studies in Health Behavior 3  

FL687 體適能與全人健康 Principles and Labs for Fitness and Wellness 3  

FL688 調理保健技術專題研究 
Topics on Acupressure and Health 

Technology  
3  

FL689 康復理療專題研究 Topics on Rehabilitation Care 3  

FL690 東方養生學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th Care 3  

註：得視實際情況調整授課年級與學期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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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四 

【健康蔬食與餐旅管理組】 

本系碩士班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30 分（不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一）共同必修 3 學分 

（二）專業必修 6 學分 

（三）專業選修 21 學分  

（四）論文      6 學分 

共同必修 3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修讀年級 備註 

FL50V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研究 
Research in Health & Creative Vegetarian 

Industry 
3  

 

專業必修共 6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修讀年級 備註 

FL501V 餐旅服務創新與管理 
Innovation & Management of Hospitality 

Service 
3  

 

FL502V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3  
 

專業選修共 21 學分 

課號 課名 英文課名 學分 備註 

FL601V 蔬食食品行銷研究 
Research in Vegetarian Food 
Marketing 

3  

FL602V 食品安全危害分析與風險預防管控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Hazards & Risk Prevention & 
Management 

3  

FL603V 蔬食食品科技暨商品開發研究 
Research in Vegetarian 
Science & Product 
Development 

3  

FL604V 蔬食感官品評實務研究 
Research in Vegetarian Food 
Sensory Evaluation 

3  

FL605V 蔬食美學 
Aesthetics of Vegetarian 
Food 

3  

FL606V 食品工廠管理 Management of Food Factory 3  

FL607V 創業蔬食產品開發與研究 
Vegetarian Snack Making and 
Research 

  

FL608V 品牌設計與整合傳播 
Brand Design &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3  

FL609V 健康蔬食研究 
Research in Healthy 
Vegetable Diet 

3  

FL610V 綠色餐飲研究 Research in Green Food 3  

FL611V 蔬食食品產品企劃 
Product Planning of 
Vegetarian Food 

3  

FL612V 食品加工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Food 
Processing 

3  

FL613V 無麩質產品開發與研究 
Gluten free diet Product 
Preparing and Research 

3  

FL614V 蔬食烘焙產品開發 
Vegetarian Baking Product 
Prepar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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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615V 學術英文論文寫作 
Academic English Thesis 
Writing 

3  

FL616V 實驗統計分析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esign of Statistics 

3  

FL617V 傳統養生學 Traditional Life Nurturing 3  

FL618V 天然草藥的膳食開發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of 
Natural Herbal Medicine Diet 

3  

FL619V 健康促進與管理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Health 
Promotion & Management 

3  

FL620V 生物科技與健康食品產業 
Biotechnology & Healthy-Food 
Industry 

3  

FL621V 
健康養生產業趨勢對蔬食餐廳經營
影響研究 

Research in the Impact of 
Health Life Nurturing 
Industry on the Management of 
Vegetarian Restaurant 

3  

FL622V 餐旅產業發展研究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ity 

3  

FL623V 餐旅消費行為研究 
Research in Consumer 
Behavior of Hospitality 

3  

FL624V 餐旅產業個案研究 
Individual Research in 
Hospitality Industry 

3  

FL625V 蔬食食材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Vegetarian 
Food Ingredients 

3  

註：得視實際情況調整授課年級與學期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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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樂活產業學院圖書清單 

回提案四 

本院購買圖書清冊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9781786

390141 

Linking Urban and Rural Tourism: Strategies in 

Sustainability 
Susan L. Slocum CABI Publishing 

9781845

416188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ourism: A Handbook. （2/e） Rodolfo Baggi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9781780

647500 

Rural Tourism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Sustainability 
Ade Oriade CABI Publishing 

9781138

228191 

Co-Creating Tourism Research: Towards Collaborative 

Ways of Knowing 
Carina Ren Routledge 

9781498

549776 

Cosmopolitanism and Tourism: Reth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Robert Shepherd Lexington Books 

9781522

527961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eligious Tourism and 

Pilgrimage 
El-Gohary, Hatem IGI Global 

9781522

529279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eTourism Applications 

Rodrigues, Joao M. 

F. 
IGI Global 

9781773

610214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Trends, 

Challenges & Innovations 
Jennifer Raga 

Society 

Publishing 

9781522

539209 

Medical Tourism: Breakthrough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GI Global 

9781773

610085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Jennifer Raga 

Society 

Publishing 

9781138

818668 

Second Wave Positive Psychology: Embracing the Dark 

Side of Life 
Ivtzan, Itai ROUTLEDGE 

9780335

247714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Body: the Somatopsychic 

Side to Flourishing 
Hefferon, Kate OPEN 

9781138

808515 

Mindfulnes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Meditation and Wellbeing 
Ivtzan, Itai ROUTLEDGE 

9780387

253558 

The Critique of Psychology: From Kant to Postcolonial 

Theory 
Thomas Teo Springer 

9781138

288348 
Teaching Critic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raig Newnes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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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1553

222064 

Varietie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Concerns 
Paul Stenner 

Captus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9780091

906481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the Bach Flower Remedies: An 

Authoritative Guide to Natural Healing with Flower 

Essences 

Philip M. 

Chancellor 
Vermilion 

9781849

054706 

Dance and Movement Sessions for Older People: A 

Handbook for Activity Coordinators and Carers 
Delia Silvester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9781138

910331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ance/Movement Therapy: Life 

Is Dance 2/e 
Sharon Chaiklin Routledge 

9781594

732683 

Dance: The Sacred Art: The Joy of Movement as a 

Spiritual Practice 

Cynthia 

Winton-Henry 
SkyLight Paths 

9780892

813148 
Sacred Mirrors: The Visionary Art of Alex Grey Alex Grey Inner Traditions 

9781594

773846 
Net of Being Alex Grey Inner Traditions 

9781681

234946 

Toward a Spiritual Research Paradigm: Exploring New 

Ways of Knowing, Researching and Being （2016） 
Jing Lin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 

9780816

627370 
Methodology of the Oppressed （2000） Chela Sandova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9781412

95366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2008） McIntyre, Alice 

Sage Publications 

Ltd. 

9781542

856393 

Participatory Sustainability: Notes for an emerging field 

of civilizational engagement （2017） 
Tom Atlee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9780521

691260 

A Critic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Diversity of Context, Thought, and Practice （2014） 

Walsh, Richard T. 

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81405

188845 
Critical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1） Kagan, Carolyn 

John Wiley & 

Sons 

9782884

492133 
Forbidden Narratives （1995） Kathryn Church Taylor & Francis 

9780195

373547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y: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nd （2011） 
Carl Rat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781138

244818 

Vygotsky and Marx: Toward a Marxist Psychology 

（2017） 
Carl Ratner Routledge 

9780805

854787 

Cultural Psychology: A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nd Social Reform. （2006） 
Ratner, Carl Psychology Press 

9781461

351900 
Cultur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Method （2002） Carl Ratner 

Springer-Verlag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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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0415

783941 

Aging,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 New Critical 

Gerontology （2016） 
Jan Baars Routledge 

9781847

871732 
Critic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2/e） （2009） Fox, D. R. 

Sage Publications 

Ltd. 

9780230

537699 
Toward Psychologies of Liberation （2010） Dr Mary Watkins 

Palgrave 

Macmillan 

9781421

422633 
Critical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7） Stephen Vassall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9781462

530199 

Buddhist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A Clinician's Guide. （2017） 
Tirch, Dennis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9781462

529728 
Music Therapy Handbook. （2017） 

Wheeler, Barbara 

L.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9781462

525935 

Handbook of Mindful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6） 
Brown, Kirk W.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9781462

520534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e） （2015） 

Paloutzian, 

Raymond F. 

Guilford 

Publications, Inc. 

9781473

906754 

Discursive Psychology: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2017） 
Wiggins, Sally 

Sage Publications 

Ltd. 

9781138

916586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 In or against Psychology? 

（2017） 

Pavon-Cuellar, 

David 
Routledge 

9781138

846968 

Deconstruc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e） 

（2017） 
Burman, Erica Routledge 

9781138

819573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with the LGBT 

Community: Creating Futures through Hope and 

Resilience. （2016） 

Ouer, Rebekka Routledge 

9781784

716509 

Individualism and Inequality: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litics （2016） 
Ralph Fevr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9781138

912915 
Destination Marketing: Essentials Steven Pike Routledge 

9781138

013254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lobalisation 

and new tourism in the Third World 
Martin Mowforth Routledge 

9780230

369641 
A History of Modern Tourism Eric Zuelow Palgrave - UK 

9781771

881807 
Chinese Outbound Tourism 2.0 

Xiang （Robert） 

Li 

Apple Academic 

Press Inc. 

9781138

855892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Metin Koza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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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1783

531998 

Sustainability in Hospitality: How Innovative Hotels are 

Transforming the Industry 
Gardetti, Miguel A. 

Greenleaf 

Publishing Ltd. 

9781137

342140 

Tourism Marketing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Battling 

Stereotypes and Crises in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Eli Avraham Palgrave - UK 

9781780

646916 
Demystifying Theories in Tourism Research K Bricker CABI Publishing 

9781138

899162 

Event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for planned 

events 
Donald Getz Routledge 

9780415

662482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Hall, C. Michael Routledge 

9780415

709217 
Tourism in the Green Economy Reddy, Maharaj V. Routledge 

9781138

784567 
Tourism Management （5/e） Page, Stephen J. Routledge 

9781780

643922 
Transformational Tourism: Host Perspectives Reisinger, Y. CABI Publishing 

9781780

643991 
Transformative Travel in a Mobile World Lean, G. CABI Publishing 

9781845

415280 

Travel, Tourism and the Moving Image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Sue Beeton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9780415

749015 

Volunteer Tourism: The Lifestyl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utcher, Jim Routledge 

9781138

883567 

Volunteer Tourism: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gela M. Benson Routledge 

9781409

470588 

World Heritage, Tourism and Identity: Inscription and 

Co-production 
Laurent Bordeau 

Ashgate 

Publishing 

9781138

807549 
China Tourism: Cross-cultural Studies Honggen Xiao Routledge 

9780415

643511 
Dark Tourism and Crime Derek Dalton Routledge 

9780415

829656 
Ecotourism （4/e） Fennell, David A. Routledge 

9781845

414320 

European Tourism Planning and Organisation Systems: 

The EU Member States 
Costa, Carlos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9780415

821032 

Event Volunteer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Volunteering Experience at Events 
Karen Smith Routledge 

9781138

834873 

Handbook of Mark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Nykiel, Ronald A.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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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1782

548409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 in Tourism 

Industries 
Alsos, Gry A. Edward Elgar 

9781780

644530 

Handbook of Scale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Gursoy, D. CABI Publishing 

9781845

414634 

Identity and Intercultural Exchange in Travel and 

Tourism 

Anthony David 

Barker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9780415

840163 
Knowledge Networks and Tourism 

Michelle T. 

McLeod 
Routledge 

9781926

895727 

Managing Sustainability in th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dustry: Paradigm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Jauhari, Vinnie 

Apple Academic 

Press Inc. 

9780415

635820 

Rainforest Tourism,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ruce Prideaux Routledge 

9780415

573993 
Responsible Tourist Behaviour Weeden, Clare Routledge 

9783319

051819 
Social Media Marketing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oberta Minazzi 

Springer-Verlag 

GmbH & Co. KG 

9780415

824620 
The Future of Events and Festivals Yeoman, Ian Routledge 

9781138

832817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vents Page, Stephen Routledge 

9780415

844161 

The Tourism Education Futures Initiative: Activating 

Change in Tourism Education 
Prebezac, Darko Routledge 

9781845

414771 

Tourism and Trails: Cultural, Ecological and 

Management Issues 
Timothy, Dallen J.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9780415

644679 
Wellness Tourism: A Destination Perspective Voigt, Cornelia Routledge 

9781138

951266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Kevin R Cox Routledge 

9781452

203621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Text 

and Readings （3/e） 

Dr Scott 

Appelrouth 

Sage Publications 

Ltd. 

9781138

639683 
Place in Research: Theory,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Eve Tuck Routledge 

9789814

641654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Zhongshan Yu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9781138

826083 

Sustainability in Contemporary Rural Jap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ephanie 

Assmann 
Routledge 

9781785

602474 

Globalization, Critique and Social Theory: Diagnoses 

and Challenges: v.33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Harry F. Dahm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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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0415

825016 

Urban Agriculture for Growing City Regions: 

Connecting Urban-Rural Spheres in Casablanca 
Undine Giseke Routledge 

9781138

845756 

Urban Heritag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International Frameworks,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ance 

Sophia Labadi Routledge 

9781137

398161 
Food Culture, Consumption and Society Paolo Corvo Palgrave - UK 

9781137

428523 

Landscapes of Leisure: Space, Place and Identities 

（Leisure Studies in a Global Era） 
Sean Gammon Palgrave - UK 

9781118

913789 
Choco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manuel Ohene 

Afoakwa 
Wiley-Blackwell 

9781905

113569 

Mastering Chocolate: Recipes, Tips and Techniques 

from the Award-Winning Master Chocolatier 
Mark Tilling 

B Dutton 

Publishing 

  Art Culinaire #123 
Art Culinaire 

Magazine 
  

9781780

643151 
The Encyclopedia of Herbs and Spices P. Ravindran CABI 

9781119

148494 
Nutrition for Foodservice and Culinary Professionals 

Karen E. 

Drummond,  Lisa 

M. Brefere 

Wiley 

9780538

734974 
Food and Culture （6E） 

Pamela Goyan 

Kittler,  Kathryn P. 

Sucher,  Marcia 

Nelms 

Cengage Learning 

9781118

427231 
HACCP: A Food Industry Briefing 

Sara E. Mortimore,  

Carol A. Wallace 
Wiley-Blackwell 

9781495

972140 

Food & Beverage Service Training Manual with 225 

SOP 
Hotelier Tanji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9781118

988497 
Food and Beverage Cost Control 

Lea R. Dopson,  

David K. Hayes 
Wiley 

9780866

123440 
Manage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Operations Jack D. Ninemei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n Hotel 

Motel Assoc 

9780866

123396 
Planning and Control for Food and Beverage Operations Jack D. Ninemeier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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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el Assoc 

9783875

150308 

Kochkunst in Bildern, m. CD-ROM, Illustrated Culinary 

Art, w. CD-ROM, Bd.8 

Verband der Koche 

Deutschlands e.V. 
Matthaes 

9781446

306031 

Simply Modern Wedding Cakes: Over 20 Contemporary 

Designs for Remarkable Yet Achievable Wedding Cakes 
Lindy Smith David & Charles 

9781118

435878 
Professional Bread Baking Welker, Hans 

John Wiley & 

Sons 

9781743

363546 
The French Baker 

Jean Michel 

Raynaud 
Murdoch Books 

9782035

914705 

Tartes gourmandissimes : 80 recettes pour fondre de 

plaisir 
Eric Kayser Larousse cuisine 

9781118

137970 
Catering 2/e （TL） Mattel John Wiley 

9781285

092591 
Contemporary Marketing 16/e （TL） Boone/Kurtz South-Western 

9781292

077062 
Business in Action 7/e （TL） Bov"ee Pearson（Asia） 

9781292

093260 
Business Communication Essentials 7/e （TL） Bov"ee Pearson（Asia） 

9781138

789838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3/e （TL） 
Buttle Taylor 

9781118

582893 
Entrepreneurship 3/e （TL） Bygrave John Wiley 

9781133

588399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10/e （TL） Czinkota South-Western 

9781408

032091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6/e【含

Access Code,經刮除不受退】（TL） 
Dowling Cengage 

9781133

435297 
Principles of Leadership 7/e （TL） DuBrin South-Western 

9781285

170435 
Marketing Strategy: Text & Cases 6/e （TL） Ferrell South-Western 

9781118

740736 
Decision Analysis for Management Judgment 5/e （TL） Goodwin John Wiley 

9781119

941880 

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 Text Edition 8/e【含

Access Code 經刮除不受退】（TL） 
Grant John Wiley 

9781119

941897 

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 Text and Cases 8/e 

【內含 Access Code 一經刮除不受退】（TL） 
Grant John Wiley 

9780273

773160 
Global Marketing 6/e （TL） Hollensen Pearso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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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1133

584674 

The Management of Strategy: Concepts & Cases 10/e 

（TL） 

Ireland/Hoskisson/

Hitt 
South-Western 

9781133

584698 
The Management of Strategy: Concepts 10/e （TL） 

Ireland/Hoskisson/

Hitt 
South-Western 

9780071

318082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5/e （TL） Jones MH 

9781118

358535 
Patterns of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4/e（TL） Kaplan John Wiley 

9781118

249321 

Marketing Research Essentials 8/e【內含 Access Card,

經使用恕不受退】（TL） 
McDaniel John Wiley 

9781292

090078 
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3/e （TL） Robbins Pearson（Asia） 

9780538

477604 
Marketing Channels: A Management View 8/e （TL） Rosenbloom South-Western 

9780071

326438 
Management: Skills & Application 14/e （TL） Rue MH 

9781133

526841 
E-Business 10/e （TL） Schneider 

Course 

Technology 

9781133

62722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ject Management 7/e 

（DVD Inside） （TL） 
Schwalbe 

Course 

Technology 

9781119

942252 

Research Methods for Business 6/e【內含 Access Code,

一經刮除不受退】（TL） 
Sekaran John Wiley 

9781133

191421 

Advertising, Promo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9/e （TL） 
Shimp South-Western 

9781118

360637 

Managing Innovation 5/e【內含 Access Code,經刮除不

受退】（TL） 
Tidd/Bessant John Wiley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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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四 

ISBN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9787801098184 社會批判理論紀事.第 1 輯 張一兵 中央編譯出版社 

9789868612280 你是什麼派 藍博洲 南方家園文化 

9787532139019 人類身體史和現代性 勒布雷東 上海文藝出版社 

9574450961 人文薪傳:當代知識推手群像 胡衍南 書林 

9789570388954 
全部的你:跳出局限，擁抱生命無限

的可能（增訂版） 
楊定一 天下生活 

9789866759703 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 楊定一 天下生活 

9789861752716 心靈能量:藏在身體裡的大智慧 大衛.霍金斯 方智 

9789577321244 文化研究在台灣 陳光興 巨流圖書 

9789869086813 
未竟的遺願:十五堂遺囑課,教我們無

憾而微笑地離開 
連世昌 大鼎文化 

9789576592393 異次元空間講義:解讀靈異現象 楊憲東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9789576592287 
大破譯:科學破解輪迴、死亡、飛碟、

易經、佛經之謎（2 版 2 刷） 
楊憲東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9789571130804 政治經濟學（2 版） 高安邦 五南 

DVD（公播版） 一路玩到掛（遺願清單） 羅伯.雷納導演 華納兄弟 

9789862419076 
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21 世

紀最實用的身心轉化指南 
楊定一,楊元寧 天下生活 

9789865727185 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 艾倫.法蘭西斯 左岸文化 

9787303209088 解構瘋癲:精神疾病的製造與解放 伊恩.派克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303212866 社會中的心智:高級心理過程的發展 列夫.維果茨基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303207695 
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國精神疾病的全

球化 
伊森沃特斯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509755143 行動研究與社會工作 楊靜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9789865727451 
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

與患者 
羅伯特.惠特克 左岸文化 

9787214171931 社會批判理論紀事.第 8 輯 張一兵 中央編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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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371535 
不能光說 NO: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

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 
娜歐蜜.克萊恩 時報文化 

9789869492768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貝塞爾.范德寇 大家出版 

9789863070399 閱讀左派:20 世紀左翼思想 宋國誠 唐山出版社 

9789570846942 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 白永瑞 聯經 

9789866179679 

藥物讓人上癮:酒精、咖啡因、尼古

丁、鎮靜劑與毒品如何改變我們的大

腦與行為 

威爾基.威爾遜等 大家出版 

9789865829650 
聆聽疼痛:為痛苦尋找話語、慈悲與

寬慰 
大衛.畢羅 木馬文化 

9789866816857 身體三面向 Chris Shilling 韋伯 

9789573267812 
親子玩身體:打造孩子幸福成長的八

堂課 
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遠流 

9789576938948 身體的智慧 摩謝.費登奎斯 張老師文化 

9789864433780 
阿德勒的幸福心理學:1 小時即能理

解 
中野明 晨星 

9789863205333 個人意見之愛情寶鑑 陳祺勳 天下文化 

9789861334851 謝謝你不愛我 女王 圓神 

9789570836134 文化研究:游與疑 思想編輯委員會 聯經 

9789573273042 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葉啟政 遠流 

9789570388947 
神聖的你:活出身心健康、快樂和全

部的潛能 
楊定一 天下生活 

9789869515160 定 楊定一 天下生活 

9789863571056 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 

席拉.邁可納米

（Sheila 

McNamee）, 肯尼

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主編 ; 

宋文里譯註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8794498 酷兒政治與台灣現代「性」 黃道明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

心 ; 遠流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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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442172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

態研究 

赫伯特.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著 ; 劉

繼譯 

麥田出版 

9789865727505 
我的悲傷不是病:憂鬱症的起源、確

立與誤解 

艾倫.霍維茲（Allan 

V. Horwitz）, 傑洛

米.維菲德

（Jerome C. 

Wakefield）著 ; 

黃思瑜, 劉宗為譯 

左岸文化 

9789865727185 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 

艾倫.法蘭西斯

（Allen Frances）

著 ; 黃思瑜譯 

左岸文化 

9789863314776 
關於愛情的傳說, 八成都是真的:從

心理學探討愛情 

川名好裕著 ; 林

昆樺譯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3208334 何不認真來悲傷 郭強生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5727574 理想的告別:找尋我們的臨終之路 

安.紐曼（Ann 

Neumann）著 ; 

胡訢諄譯 

左岸文化 

9789863570929 附身:榮格的比較心靈解剖學 

奎格.史蒂芬森

（Craig E. 

Stephenson）著 ; 

吳菲菲譯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14 傾聽靈魂的聲音 

湯瑪斯.摩爾

（Thomas 

Moore）著 ; 李永

平譯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4060696 不老的幸福:活得健康熱情不顯老 林靜芸著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4060634 允許悲傷:最溫柔的療癒 馮以量著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4060191 
最好的告.別:善終, 讓彼此只有愛, 

沒有遺憾 
馮以量著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6112584 轉化之旅:自性的追尋 

莫瑞.史丹（Murray 

Stein）著 ; 陳世

勳等譯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6112614 中年之旅:自性的轉機 
莫瑞.史丹（Murray 

Stein）著 ; 魏宏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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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譯 

9789866513404 老年之書:思我生命之旅 

湯瑪斯.科爾

（Thomas R. 

Cole）, 瑪麗.溫克

爾（Mary G. 

Winkler）主編 ; 

梁永安, 鄧伯宸譯 

立緖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3443599 
生命的追尋之旅:如何在平凡的生命

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奧修（OSHO）著 ; 

莎薇塔（Sevita）

譯 

麥田出版 

9789862722220 死後的世界 

雷蒙.穆迪

（Raymond A. 

Moody）著 ; 林宏

濤譯 

商周出版 

9789863428060 
面對久病家人的勇氣:如何處理自己

的情緒、提升正面心靈、克服難題? 

貝瑞.雅各布

（Barry J. 

Jacobs）, 茱莉亞.

梅爾（Julia L. 

Mayer）著 ; 賈可

笛譯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4771349 全頻能量花精全書 唐菁（Doma）著 商周出版 

9789864773633 
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 

學著與生命說再見 

亨尼.舍夫

（Henning 

Scherf）, 安奈莉.

凱爾（Annelie 

Keil）原著 ; 王榮

輝譯 

商周出版 

9789863570424 靈性之旅:追尋失落的靈魂 莫瑞.史丹 心靈工坊 

9789866001499 醫療舞蹈治療 

Sharon W. 

Goodill 著;李宗芹 

林奕秀譯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444866 愛情心理學 趙凡禹主編 布拉格文創社 

9789862486009 擁抱平靜:在每次呼吸中享受生命 

麥可.艾克頓.史密

斯（Michael Acton 

Smith）著;劉盈盈

譯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5668433 正向心理學:人類優勢的科學與實務 謝恩.洛佩茲 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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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Shane J. 

Lopez） 珍妮佛.

佩德羅蒂

（Jennifer 

Teramoto 

Pedrotti） 里克.

史奈德（C. R. 

Snyder）著;吳煒聲

譯 

9789868846777 奇蹟課程誕生 

羅勃.史考屈

（Robert Skutch）

著;王詩萌 若水譯 

奇蹟資訊中心.奇蹟

課程有限公司 

9789869084741 共同的創造 

弗拉狄米爾.米格

烈（Vladimir 

Megre）著;王上豪

譯 

拾光雪松出版有限公

司 

9789869084758 我們到底是誰? 

弗拉狄米爾.米格

烈（Vladimir 

Megre）著;王上豪

譯 

拾光雪松出版有限公

司 

9789576937897 敘事治療的實踐:與麥克持續對話 

麥克.懷特

（Michael White）

著;大衛.丹博洛

（David 

Denborough）編

集;丁凡譯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5916695 夢控師 追夢螞蟻著 
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9789869475303 不老陪伴指南 許正典著 立京實業有限公司 

9789869423830 
新巴赫花精療癒:從情緒及靈性上調

理你的身心靈疾病 

笛特瑪.柯磊墨

（Dietmar 

Krämer）著;王真

心譯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9423847 
新巴赫花精身體地圖:與花精對應的

皮膚反應部位療癒書 

笛特瑪.柯磊墨

（Dietmar 

Krämer） 賀爾姆.

維爾特（Helmut 

Wild）著;王真心 

黃瀚平譯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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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05534 情緒紓壓:英國巴赫花精療法 
白石由利奈著;歐

芝听譯 
大樹林出版社 

9789865613242 綻放如花:巴哈花精靈性成長的教導 

史岱方.波爾

（Stefan Ball）著;

柳婷等譯 

橡樹林文化 

9789869266765 
進階臨床芳香療法:精油在臨床實務

的研究 

Jane Buckle 原著;

高上淨等翻譯 

台灣愛思唯爾有限公

司 

9789869224505 
芳香療法實證學:基礎理論-精油素

描-臨床應用 

Monika Werner 

Ruth von 

Braunschweig 著;

李文媛 蔡慈皙 葛

偉芬譯 

德芳國際有限公司 

9789869317825 芳香療法精油寶典 

汪妲.謝勒（Wanda 

Sellar）作;溫佑君

譯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5779146 精油的療癒智慧:芳療科學深度之旅 

寇特.史納伯特

（Kurt 

Schnaubelt）著;

原文嘉 林妍婷 劉

語婕譯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 

9867840186 
助人專業督導:個人、團體和組織取

向 

Peter Hawkins, 

Robin Shohet 原

著 ; 王文秀等譯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1153711 謝勒與知識社會學 關永中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1181653 老年學導論 

白明奇等著 ; 蔡

文輝, 盧豐華, 張

家銘主編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9571324701 
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

邏輯 
吳美真 時報 

9789866525247 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 陳瑞麟 群學 

9789862136119 
女力時代:改寫全球社會面貌的女性

新興階級 
艾莉森.沃爾夫 大塊文化 

9789866820298 心在跳舞:遇見舞蹈治療 Irene 著 白象文化 

9789861752525 覺醒時刻:巴觀的合一祝福 巴觀,合一大學 方智 

9789576937156 踏上心靈幽徑 傑克康.菲爾德 張老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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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574480 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 凱思林.辛 心靈工坊 

9867574036 愛,上了癮:撫平因愛受傷的心靈 伊東明 心靈工坊 

9789863570080 
靜能量:找回內在平衡的 25 個心靈

處方 

克里斯多夫.安德

烈 
心靈工坊 

9789866112447 共時性:自然與心靈合一的宇宙 約瑟夫.坎伯瑞 心靈工坊 

9789866112966 診療椅上的政治 安德魯.沙繆斯 心靈工坊 

9789866112454 英雄之旅:個體化原則概論 莫瑞.史丹 心靈工坊 

9789869069205 
歐洲鐵路自由行:追尋自我與國富之

道的心靈震撼之旅（2014 版共三冊） 
吳武明,余宗珮 亞洲巨龍 

9789861912356 
教學的勇氣:探索教師生命的內在視

界 

PARKER J. 

PALMER 
心理 

9789861371955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

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古賀史

健 
究竟 

9789861372273 
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人生幸

福的行動指南 

岸見一郎,古賀史

健 
究竟 

9789863427322 科學氣功 李嗣涔 三采文化 

9789864060788 
情緒勒索: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

間，最讓人窒息的相處 
周慕姿 寶瓶文化 

9789860379860 
反思身體:跨領域教學實踐與研究誌

要 
王右君等 麗文文化 

9787532757626 愛欲與文明 

（美）赫伯特.瑪律

庫塞（Herbert 

Marcuse）著 ; 黃

勇, 薛民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9787209061124 

實踐與文化的科學觀:SSK、後 SSK

和後現代主義背景下科學哲學之發

展 

鄭瑋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9787208145627 個人知識:朝向後批判哲學 

邁克爾.波蘭尼

（Michael 

Polanyi）著 ; 徐

陶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9787111523581 哀傷治療:陪伴喪親者走過幽谷之路 

羅伯特.內米耶爾

（Robert A. 

Neimeyer）編著 ; 

王建平, 何麗, 閆

煜蕾譯 

機械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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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707146 
成長的校園:當代教育模式的基進選

擇 

露易絲.賀茲蔓

（Lois Holzman）

著 

導航基金會 

9789865727444 責任與判斷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著 

左岸文化出版 

9789863600732 黑暗時代群像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編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2940570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

實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著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571164823 跨國女性研究導讀 劉開鈴等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6338311 後殖民的挑戰: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 Couze Venn 著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

限公司 

9789866281860 我願:金剛經的祝福.1.捨得 捨不得 蔣勳著 有鹿文化 

9789866281877 我願:金剛經的祝福.2.微塵世界 蔣勳著 有鹿文化 

9789866281853 
我願:金剛經的祝福.3.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 
蔣勳著 有鹿文化 

9789863870180 聲音與憤怒 張鐵志著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377952 
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 U2 的抗議之

聲 
張鐵志著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8914506 另一種選擇:後現代取向諮商的實踐 邱瓊慧等著 
種子心靈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6938597 
創傷的積極力量.上.:正向心理學與

焦點解決治療的合作策略 

芙蕾莉.班寧克

（Fredrike 

Bannink）著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576938627 
創傷的積極力量.下.:正向心理學與

焦點解決治療的合作策略 

芙蕾莉.班寧克

（Fredrike 

Bannink）著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3570837 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 

西奧多.羅斯札克

（Theodore 

Roszak）,瑪麗.鞏

姆絲（Mary E. 

Gomes）,艾倫.肯

納（Allen D.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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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ner）編 

9789863570479 
失靈的大地:生態心理學的反思與實

踐 

瑪莉-珍.羅斯特

（Mary-Jayne 

Rust）,尼可.托頓

（Nick Totton）主

編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2137277 
台灣教育的另一片天空:20 年民間實

驗教育的里程碑 
果哲著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9071079 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 白曉紅著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9789868953826 隱形生產線 白曉紅著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9789860438383 
家庭、社會支持與老人心理福祉:二

十世紀末的台灣經驗 
陳肇男,林惠玲著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6798993 
二十一世紀的烏托邦:17 個實踐美好

生活型態的新選擇 

馬克.恩格哈德

（Marc 

Engelhardt）主編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9789866474705 
聽你剪裁星空:傷痕與美好都構成了

人生,同光教會 20 年 

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編著 
基本書坊 

9789869311809 
台灣跨性別前史:醫療、風俗誌與亞

際遭逢 
陳薇真著 跨性別倡議站 

9789860510669 溫暖微光:社會企業 言永心等撰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 

9789869114288 
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策略:企業

的全球通行證 
朱竹元著 資誠教育基金會 

9789572187791 企業倫理:倫理教育與社會責任 楊政學編著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780081 永續經營的社區營造策略 柯一青著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6798504 為自己準備一本獨老幸福存摺 保?隆著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9789866739712 人生幸福練習題 1000 

愛麗絲.湯瑪士

（Alyss Thomas）

著 

臉譜出版 

9574962342 校長辦公室裡的那個人:一種民族誌 
[Harry F. Wolcott

原著]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9789861342634 
當爸媽過了 65 歲:你一定要知道的

醫療 長照 財務 法律知識 
康哲偉著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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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1508283 就業服務相關勞動法規解析 林大鈞編著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3570738 
青春的夢與遊戲:探索生命,形塑堅定

的自我 
河合隼雄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868 德蘭修女沉思錄（封聖紀念版） 
德蘭修女（Mather 

Teresa）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83 
我的大腦和你不一樣:看見自閉症的

天賦優勢 

天寶.葛蘭汀

（Temple 

Grandin）,理查.潘

尼克（Richard 

Panek）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69 解讀童話:從榮格觀點探索童話世界 

瑪麗-路薏絲.馮.法

蘭茲

（Marie-Louise 

von Franz）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844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21 
自殺與靈魂:超越死亡禁忌,促動心靈

轉化 

詹姆斯.希爾曼

（James Hillman）

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76 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 

肯尼斯.格根

（Kenneth J. 

Gergen）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806 
開放對話.期待對話:尊重他者當下的

他異性 

亞科.賽科羅

（Jaakko 

Seikkula）,湯姆.

艾瑞克.昂吉爾

（Tom Erik 

Arnkil）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6112966 
診療椅上的政治:如何成為更有自覺

的公民 

安德魯.沙繆斯

（Andrew 

Samuels）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90 
敘事治療三幕劇:結合實務、訓練與

研究 

吉姆.度法（Jim 

Duvall）,蘿拉.蓓蕊

思（Laura Beres）

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752 
靈魂的吟遊詩人:感知互動表達性治

療入門 

保羅.尼爾（Paolo 

J. Knill）,海莉.福克

斯（Haley Fox）,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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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戈.法契斯.尼爾

（Margo N. 

Fuchs Knill）著 

9789863570875 
寫出你的內心戲:60 個有趣的心靈寫

作練習 
莊慧秋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080 
靜能量:找回內在平衡的 25 個心靈

處方 

克里斯多夫.安德

烈（Christophe 

Andre）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486 當我老去:迎接平靜覺醒的晚年 

凱思林.辛

（Kathleen 

Dowling Singh）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570523 
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三十

年紀念版） 

娜妲莉.高柏

（Natalie 

Goldberg）作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571184197 巷子口經濟學 鍾文榮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7325211 高齡心理諮商實務 秦秀蘭著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9789577325129 
銀髮生活:建構優質的長青生活與環

境 
蔡瑞明等著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9789577325181 
北歐銀色新動力:重拾個人價值的高

齡者照顧 
周傳久著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9789577486356 樂齡休閒學 
丁文祺,鄭建民,郭

常勝著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7324535 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 
黃淑玲,游美惠主

編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2729564 人的條件 漢娜.鄂蘭 商周 

9789866525247 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 陳瑞麟 群學 

9789860385465 
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

揉與交纏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 

9789577484130 正向心理學教學活動設計 李新民 麗文文化 

9789868485907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

新富家庭 
藍佩嘉 行人 

9789869278645 護家盟不萌? 朱家安 逗點文創結社 

9789869114226 
創造企業與社會的永續:企業社會責

任,營造社會信賴 
張明輝,吳德豐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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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45891 巷弄創業家 李仁芳 聯經 

9789866782176 不旅不行,拉達克 陳斐翡 心靈工坊 

9789866112355 生命書寫:一趟自我療癒之旅 蔡美娟 心靈工坊 

9789866112478 
如果今天就要說再見:10 堂教你瀟灑

活著、充滿勇氣的生死學 
羅耀明 心靈工坊 

9789866112881 精微體:人體能量解剖全書 辛蒂.戴爾 心靈工坊 

9787509782385 行動研究經典讀書劄記 
楊靜,吉家欽,夏林

清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9787544717250 弱者的武器 James C. Scott 譯林出版社 

9789868707122 
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的練功手

記 

張育華,王芳萍,拔

耐.茹妮老王（秋

月）著 

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9789576938498 正念的感官覺醒 
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著 

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1334769 人間條件.5.男性本是漂泊心情 吳念真編劇.導演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864770168 失控的心理學 
彥斯.柏格曼（Jens 

Bergmann）著 
商周出版 

9789869312844 
鄉民公審:群眾力量,是正義還是霸

凌? 

強.朗森（Jon 

Ronson）著 
商業周刊出版 

9789571366470 暴走社會 榎本博明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9109321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著 衛城 

9789866723995 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威廉.道布森著 左岸文化 

9784816363627 
おうちパティスリー:一流に教わる

基本のレシピ 
吉田菊次郎著 ナツメ社 

9784388808755 菓子店パン店開業読本 柴田書店 柴田書店 

9784388062676 進化する菓子 杉野英実 柴田書店 

9784388062683 現代に甦るフランス古典菓子 藤生義治 柴田書店 

9784388808700 プロのための調味料図鑑 柴田書店 柴田書店 

9784416517307 レストラン OGINO の果物料理 荻野伸也 誠文堂新光社 

期刊 製菓製パン.2017 年 12 月号 製菓実験社 製菓実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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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パンと菓子の専門誌:Breads & 

Cakes.2017 年 09 月号 
パンニュース社 パンニュース社 

9789866452260 讓冰品更有味的秘密武器 金版著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9789861779041 30 分鐘動手做健康醬料理 Amanda 著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365102 不生病的蔥、薑、蒜、辣椒 滕家瑤總編輯 朵琳出版 

9789865751609 不用油的平底鍋料理 井澤由美子著 
電腦人文化/創意市

集 

9789866780295 
不用烤箱做點心（加量不加價

版）:Ellson 的快手甜點 

夢幻料理長 Ellson

著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5269425 
不用蛋、奶、砂糖也能作出健康美味

甜點 
旭屋出版社編著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8451643 伴手禮自己做 黃春慧著 
雅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5658489 吃一碗好吃的冰 吳文智著 
台視文化 x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1748931 高麗菜:健康 100%料理本 石原結實監修 
台灣國際角川書店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1749860 番茄:健康 100%料理本 石原結實監修 
台灣國際角川書店股

份有限公司 

  健康清涼凍飲 李淂躍著 
台視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6643460 健康好吃的茶料理 
于觀亭,解榮海,陸

堯著 

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

司 

9576592127 健康好喝的果菜汁 孟庭心著 
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9789866881725 歐陸健康麵包 王宏編著 
旗林文化出版社有限

公司 

9789866062902 
健康氣炸鍋的美味廚房:甜點 X 輕食 

一次滿足 
陳秉文著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6199820 健康蔬菜湯 陳富春著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888890 
健康蔬食一把罩:養生蔬食餐,讓您愈

吃愈健康! 

我的文化編輯小組

編著 

我的文化出版有限公

司 

9570814829 健康藥膳素食食譜 章士武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9789865810658 
浪漫首爾:純飲食光 豪華的陣容!絕

對滿足愛喝香甜飲料的你 
李知垠著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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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5656091 傳家滷菜 簡正通著 
台視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6527104 傾城美味 黃橙圖文 
賽尚圖文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472525 元氣沙拉 Bar 姚嘉雄著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867024095 元氣麵包活力滿屋 黎國雄編著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3311997 
光合時蔬輕食譜:私房沙拉&醬汁輕

鬆做 
中野佐和子著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8280403 
光喝果汁就變美:106 道喝的保養品 

史上最強 Juice up! 

朵琳出版整合行銷

製作 
朵琳出版整合行銷 

9789865680824 免揉麵包之父 

吉姆.拉赫（Jim 

Lahey）,瑞克.弗雷

斯（Rick Flaste）

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49101 
全原味健康好食料理:李德全主廚嚴

選代表作 
李德全著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6062001 六星級蛋糕卷 林倍加著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5659059 冰冰的吃 200 道 
李淂躍,吳文智,渡

邊富己惠著 

台視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570309369 冰砂大全:112 道最流行的冰砂 蔣馥安著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2620878 
分子廚藝:用科學實驗揭開美食奧秘

的權威經典 

提斯（Herve This）

著 
貓頭鷹出版 

9789866595387 創新前衛的分子料理 

安娜.卡卓（Anne 

Cazor）,克麗絲汀.

雷納（Christine 

Lienard）合著 

積木文化 

9789868952744 初學者的麵包教科書 栗山有紀著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創意吐司 100 變 瀨尾幸子著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6479069 
創意奶昔派對:3 分鐘快速補給加養

生 
黃淑馨,江淑燕著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6479168 創意餐盒手札 林芳羽編著 
上優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826212 午后鹹甜香:每天都想吃的 72 種午 洪繡巒著 幸福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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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小點心 

9789866210211 
司康&比司吉:日本人氣名店 A.R.I 的

獨家配方大公開! 
森岡梨著 

出版菊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9789865898113 純手工冰淇淋 魏琴著 
膳書房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9789865760052 吃自己做的點心 梁瓊白,魏琴著 
雅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5267100 咖啡.Espresso 教科書 永瀨正人編集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0410693 咖啡教科書 邱偉晃著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6029479 咖啡新手的第一本書 許逸淳著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2518267 咖啡究極講座 醜小鴨咖啡編著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7114440 烘焙與咖啡超完美交響詩 潘國龍著 
生活家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 

9789866595516 咖啡賞味誌:香醇修訂版 蘇彥彰著 積木文化 

9789866029004 
咖啡館 style 早午餐:自己在家動手

做、經營特色咖啡館都適用 

Leescom 編輯部

編著 

朱雀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49743 咖啡館專家規畫的廚房菜單 富田佐奈榮著 
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7308863 咖啡館手作點心 林彥鈞等著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898076 品.起司 Linda（何美億）著 
膳書房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四季健康蔬果汁:專為懶人準備的簡

易疏果汁配方 

連英琦,楊桃文化

著 

楊桃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3311744 
四季果醬:親手烹調才做得出喜歡的

色、香、味 
鈴木雅惠著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1203874 
四季素食:108 道歡喜自在的精進料

理 
林美慧著 積木文化 

9789575387105 四季野菜採集與料理 畔上能力著 信宏出版社 

9789577105967 四季鮮果 手工果醬 渡部和泉著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

司 

9789865865573 夢幻翻糖蛋糕 
我願意工作室

（Silovoglio）著 
積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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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247637 大家都愛的蔬食料理 王舒俞著 養沛文化館 

9789868590816 
大江南北好呷菜:山珍野味之功德林

人氣料理大公開 
樊定宣,厲長文著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6152184 
大衛.畢格斯的調酒魔法書:教你輕鬆

調出 137 款經典 Cocktails 

大衛.畢格斯

（David Biggs）著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9789867637529 天然果醬自己做 陳麗香著 
腳丫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9789866788826 天然菌種麵包 黃葉嘉等著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6788895 天然酵母麵包 黃葉嘉等著 
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2514467 天然酵母麵包在家輕鬆做 上田??子著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8774186 
太太好吃經.2.補氣養生古早味 X 時

令在地美饌 
緯來電視網著 開企有限公司 

9789868774131 
太太好吃經:家傳好味宴客菜 X 六星

級國民小吃 
緯來電視網著 開企有限公司 

  奶酪布丁果凍一學就會 
陳文山,楊桃文化

食譜製作 

楊桃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894986 好冰!清涼消暑的低卡冰 國明著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

司 

9789868866638 好色食療便當 100 變 洪彩鑾著 大大創意 

9789869073271 
好食,無國界:回歸自然才是最好的養

身之道 
左壯著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 

9789869094702 如何輕鬆煮:廚房裡的不敗指南 
唐娜海（Donna 

Hay）著 

大境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899582 
媽媽愛,便當!:月光食堂 50 道春夏秋

冬超美味便當 
Moon 文.攝影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 

9789863640172 媽媽的菜:傅培梅家傳幸福的滋味 程安琪著 
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86760959X 孟老師的 100 道手工餅乾 孟兆慶著 
葉子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986760928X 孟老師的下午茶 孟兆慶著 
葉子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6156168 孟老師的麵食小點 孟兆慶著 
葉子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6868177 宜蘭情 台灣味 陳兆麟著 
膳書房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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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680060 客家人的惜物廚房 邱寶郎著 麥浩斯出版 

9576304210 家庭簡易美食 梁淑嫈著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5657659 100 道素燉補 洪銀龍 台視文化 

9789575269609 105 杯時尚特調冰飲 旭屋出版社 瑞昇文化 

9789866452284 128 讓健康茶更順口的秘密武器 金版編 和平國際文化 

9789866452277 128 讓蔬果汁更好喝的祕密武器 金版 和平國際文化 

9789863640516 352 道四季甜湯 余自強 橘子 

4711213294877 400 杯手做飲料聖經 楊桃文化 楊桃文化 

9789570497236 果凍．布丁 施順聰著 生活情報 

9789867997272 JUICE 果汁 郭玉芳 橘子 

9789865957124 Shakers Cafe 四季特調飲品 東洋? 瑞昇文化 

9789866673979 UP300%提升能量的果汁 主婦生活編輯部 漢湘 

9789861764061 義大利麵比薩 曾鑠惠 台灣東販 

9789866009853 
不用油也能香酥脆!81 道超油切、好

美味、零失誤的氣炸鍋省時食譜 
魏可芬 （小可） 創意市集 

9789867863201 亞洲風味素膳 林美慧 積木文化 

9789863313052 醬汁大全:人氣名店傳授 旭屋出版 台灣東販 

9789861766256 人氣店沁涼甜品作法大公開 旭屋出版 台灣東販 

9789865749989 人氣酒吧賣創意! 特調飲品&調酒 永瀨正人 瑞昇文化 

4711213292187 今年最夯賺大錢冰品 江麗珠 楊桃文化 

9789866890185 令人心動的巧克力 許正忠.呂依蓉 橘子 

9789576048982 保健茶．養生湯 柳秀乖著 生活情報 

9789868255197 做個漢方蔬果水美人 江嘉欣.章倩茵 夏日書屋 

9789866239281 做糖果真簡單 野村由佳里 楓葉社 

4715443016230 做菜雙醬王-辣椒醬.咖哩醬大對決 張松碧 鼎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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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213292132 做蛋糕偷吃步 3 步驟就成功 陳明裡 楊桃文化 

9789863730729 做蛋糕成功竅門 黎國雄 鳳凰含章（人類智庫） 

9789570309140 做西點最快樂 賴淑萍 朱雀 

9789861302850 做麵包不失敗的 15 堂關鍵必修課 王勇程 台灣廣廈 

9789866485800 做麵包真簡單 太田 楓書坊 

9789867237538 健太郎的馬上開飯 健太郎 二魚文化 

9789572002865 健康一鍋煲 盧偉強 三采 

9789867378248 健康五穀蔬食 陳美雅 福地 

9789579586597 健康人素食菜 徐麗蓮著 人類文化 

9789579778510 健康低熱量營養米食點心 周淑玲 傳統色 

9789570309010 健康優格 DIY 楊三連.陳小燕 朱雀 

9789866506833 健康吃雜糧烘焙 陳明裡 雅事文化 

9789866890222 健康好幫手之南瓜 劉令儀 橘子 

9789866890246 健康好幫手之大蒜與洋蔥 吳東寶 橘子 

9789866890215 健康好幫手之山藥 施紀明 橘子 

9789866890239 健康好幫手之椒類 劉令儀 橘子 

9789866890406 健康好幫手之水果養生餐 雷蒙 橘子 

9789866890499 健康好幫手之隨手做養生 郭月英 橘子 

9789866890536 健康好幫手之養生有鈣念 郭月英 橘子 

9789866890291 健康好幫手之養生米飯 郭月英.陳麗玲 橘子 

9789866890314 魔法蒟蒻 齊美玲 橘子 

9789866890390 健康好幫手之魔法豆腐 雷蒙 橘子 

9789867997753 健康好鹼單 程安琪.陳盈舟 橘子 

9789577881663 健康家常百匯   培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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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830920 健康家常素食 陳翠蓮 唐代 

9789867378194 健康梅子餐 高美琤 福地 

9789579586221 健康水果 Party 徐麗蓮著 人類文化 

9789574940219 健康沙拉 倉橋榆樹江 主婦之友（新潮社） 

9789866843761 健康滿分 100 道對症食療 金版文化 漢宇 

9789577205391 健康素素看 楊逸 泛亞文化 

9789573076858 健康素食 李銀煥 大眾 

9789576632877 健康素食（絕版） 蘇塘塘/早乙女 修 文經社 

9789573076872 健康美顏食譜 馮金陵溫秀雯 大眾 

9789578669475 健康美食派對-COFFEE 陳南君 弘大 

9789867044235 健康茶飲輕鬆做 姚嘉雄 生活品味 

9789861300733 健康菇料理 張秀環、黃乃芸 台灣廣廈 

9789866199264 健康蔬菜湯（二版） 陳富泰 邦聯文化 

9789577062741 健康蔬菜食譜（花．莖） Yuu Agen 暖流 

9789577062758 健康蔬菜食譜（葉菜） Yuu Agen 暖流 

9789867358318 健康青草茶 張秀環 跨世紀 

9789578280755 健康養生花草茶 葛晶瑩 上旗 

9789576306716 健康鮮活素:美味麵,飯,粥 蕭義娟 躍昇文化 

9789867044938 傳家滷味 蔡美杏 生活品味 

9789863313410 傳承美味欣葉台菜 
欣葉國際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 
台灣東販 

9789867997661 傳統粵菜精華錄 特級校對食經 橘子 

9789867171924 傳統台灣料理 莊聖思 生活品味 

9789867044006 優格布丁（中英雙語版） 吳金燕 生活品味 

9789868737754 優格甜點廚房-32 道健康優格食譜 本間節子 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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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258730 元氣健康補 方玉梅 台灣餐飲出版社 

9789866868405 元氣好纖活 梁瓊白 膳書房 

9789867044624 元氣滿分愛心便當 林淑珠 生活品味 

9789576635014 元氣藥膳-皇家補養精華   文經社 

9789866868092 元氣高纖西點 陳明裡 膳書房 

9789573261834 元氣黃蔬菜-和風五色廚房   遠流 

9789574940707 充滿活力的瘦身食譜 宗像伸子 主婦之友（新潮社） 

4711213291890 免費看視訊 24 小時學作菜   楊桃文化 

9789862574713 全圖解！時尚餐巾折疊藝術大全 劉德樞 上奇時代 

9789867266095 全營養鮮果汁 辜惠雪 邦聯文化 

9789868091344 全食物再發現 升級版（回收） 陳月卿 大開資訊 

9789868091313 全食物密碼（回收） 陳月卿 大開資訊 

9789866062216 六星級餅乾,輕鬆做! 許正忠.詹陽竹 橘子 

9789570452754 冠軍 創意咖啡 林東源 大境文化 

9789865957544 冠軍咖啡調理師-虹吸式咖啡全示範 巖康孝 瑞昇文化 

9789868049116 冰品聯合國 王松谷 旗林文化 

9789570327335 冰沙   膳書房 

9789867642592 冰沙製作大全 葉青河 二魚文化 

9789570452242 冰沙館 邱偉晃 出版菊文化 

9789570452907 冰沙館 126 道 邱偉晃 出版菊文化 

9789866944772 杯裝甜點（絕版） 石川貴之 楓書坊 

9789866485633 冰涼涼的冰淇淋.布丁.小點心 信太康代 楓書坊 

9789865722500 
冰盒蛋糕:不用烤的蛋糕! 1 攪、2 

疊、3 冰, 輕鬆享用美味蛋糕! 

珍.賽根朵芙&潔

西.席恩 
馬可孛羅 

4711213293818 冰鎮滷味加熱滷味一次學會 李德全 楊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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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245977 冰鎮滷味超好吃秘方 李德全 楊桃文化 

4711213291166 冰鎮銅鑼燒   楊桃文化 

9789865906023 刀工實務教戰守策 2014.1 九版   生活家 

9789866485305 中式.日式.西式刀工料理百科（絕版） 
東京調理師專門學

校 
楓書坊 

9789862620380 分子廚藝終曲-食物的創新 提斯 貓頭鷹 

9789862620137 
分子廚藝（首部曲）揭開美食奧祕的

科學革命 
提斯 貓頭鷹 

9789866780936 
初學者的法式時尚甜點：經典 VS.

主廚的更好吃配方和點心裝飾 
郭建昌 朱雀 

9789577831774 初戀滋味果粒茶 陳忠良 唐代 

9789570497847 刨冰.冰沙 郭子儀.鄭元魁 生活品味 

9789866334498 
創意咖啡大賞:冠軍咖啡師的私房大

公開 
露琪亞 四塊玉文化 

9789866247538 創意素食月子餐 邱寶鈅、吳琇卿 養沛文化館 

9789578299115 創意蔬果切雕盤飾 陳肇豐.周振文 暢文 

9789578299009 創意西點麵包 DIY 游純雄 暢文 

4710937841282 創意造型餅乾＋美容、美體＋保健 林南茜等 美食名家 

9789866868030 用素小吃開店賺大錢 莊寶華 膳書房 

9789867308788 創業茶飲餐點 徐宗和 三藝 

9789866790133 午茶小點心 朱清香 生活品味 

4711213293962 古早味豆漿豆花自己做 楊桃文化 楊桃文化 

9789576306082 吃素 李梅仙 躍昇文化 

9789866612633 吃素養生特效食譜 鄭如玲 康鑑文化 

9789865855284 吃素養生特效食譜（修訂一版） 康鑑文化 康鑑文化 

4711213296345 吃薏仁紅豆最好 李德全 楊桃文化 

9789867544193 咖哩魔法書 徐招勝 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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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456427 咖啡（精） 蘇皇寧 譯 太雅生活館 

9789575265403 咖啡&義式濃縮咖啡技術教本 永瀨正人 瑞昇文化 

9789570430110 咖啡事典   驊優 

9789579692823 咖啡信徒私密指南 宋天姮 水瓶世紀（結束營業） 

9789576864742 咖啡博覽 賴純如 譯 漢欣 

9789867863416 咖啡大全 田口 護 積木文化 

9789865751401 
咖啡好時-手沖、拉花、烘豆、器皿，

職人親傳的咖啡玩味筆記 
ENTERBRAIN 創意市集 

9789578299597 咖啡專賣店的美味咖啡沖泡訣竅 成美堂出版編集 暢文 

9789869166126 輕鬆快樂開家咖啡店 台灣蛋糕協會 生活美行銷 

9789867114280 咖啡心戀   生活家 

9789868759473 咖啡拉花（全示範 DVD 輕鬆學） 村山春奈 邦聯文化 

9789863751113 
咖啡樣: 全球咖啡浪潮下的 Barista

觀點×沖煮祕技×知識綜覽 
麥特．羅賓森 拓客 

9789867461575 菁萃咖啡始末 謝博戎 相映文化 

9789861767444 咖啡畫布上的藝術 旭屋出版 台灣東販 

9789571361888 
咖啡癮史-從衣索匹亞到歐洲橫跨八

百年的咖啡文明史 
史都華.李.艾倫 時報出版 

9789570818154 咖啡的故事 常慧譯 聯經 

9789863316589 手沖咖啡大全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

中心 
台灣東販 

9789863770916 咖啡聖經 Coffee Obsession Anette Moldvaer 楓書坊 

9789570821314 咖啡萬歲 韓懷宗 聯經 

9789867308856 咖啡館人氣甜點 林彥鈞 三藝 

9789867853097 咖啡館輕食 辜惠雪著 楊桃文化 

9789864010318 

咖啡館開店菜單完全提供 300：擁有

創業夢想的你，這絕對是一本不容錯

過的開店企劃書！ 

永瀨正人 瑞昇文化 

9789570327731 咱的拿手菜 江婕 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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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695802 品.咖啡   數位人 

9789867171849 品味港式點心 徐麗蓮、姚嘉雄 生活品味 

9789576435614 品味紅茶世界 仁田大八 台灣東販 

4711213298875 四季健康蔬菜湯大收錄 楊桃文化 楊桃文化 

9789867237651 四季對症養生藥膳 郭月英 二魚文化 

9789865810139 四季抹茶甜品.飲料 
Apisith 

Prasongsuk 
八方出版 

4715443015110 四季果菜汁 莊聖思.郭子儀 好吃料理 

9789867245793 四季甜湯 李德強 楊桃文化 

9789861760674 四季甜點 高木康政 台灣東販 

9789867266880 四季素食健康補 陳富春 邦聯文化 

4711213297922 四季蔬菜湯蔬菜汁 楊桃文化 楊桃文化 

9789868601116 四季養生食譜 潘宏基 昇旺 

9789866742767 四季香草美味料理 簡旭芝 天佑（結束營業） 

9789865787585 在家親手做鑄鐵鍋料理 史蒂梵.拉彀思 遠足文化 

9789861200255 地中海輕食 謝宜榮著 積木文化 

9789861730431 地中海風味料理 伊麗莎白‧大衛 麥田出版 

9789577003430 坐月子健康食譜 金志春.李倬珍 台灣實業 

9789578807211 坐月子補也能瘦 
莊壽美.章惠如.章

敏如 
廣河堂 

4715443016179 坐月子這樣吃最補 柳秀乖 人類智庫 

9789867358974 坐月子食譜 柳秀乖著 人類文化 

9789579011167 冰咖啡，紅茶調配法 陳忠良著 唐代 

9789579011556 夏日飲品調配 陳忠良  編 唐代 

9789570424355 就是愛沙拉 郭月英、Hugo 傳統色 

4717702070465 大師不傳嚴選雞尾酒 800 招 成美堂出版 積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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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863782 大師不傳雞尾酒特調 800 招 黃薇嬪.郭雪瑩 譯 積木文化 

4711213298684 大廚做菜好吃的私房醬料 楊桃文化 楊桃文化 

9789574692064 大愛素食－108 道歡喜自在的精進 林美慧著 積木文化 

4711213292903 大熱賣爆漿餐包 陳明裡 楊桃文化 

9789577830098 大眾簡易素食 蔣金龍 楨德 

9789867545190 大蒜與洋蔥 
吳東寶.程安琪.歐

子齊 
旗林文化 

9789867266743 大蔬菜 100%料理 邱寶郎 邦聯文化 

9789867262639 大長今食療寶典（彩圖版） 朴春善 霍克 

9789867413253 大長今養生御膳 韓福麗 麥田出版 

4715443024143 天天健康蔬果汁 陳冠廷 鼎鑑文化 

9789866868962 天天吃素 梁瓊白 膳書房 

9789579892186 天然果汁養顏法 
小山律子.成田和

子 
智林文化 

9789865898281 天然蔬果酵母麵包 黃宗辰 膳書房 

9789570452914 天然豆腐.豆漿.豆花 朱秋樺 出版菊文化 

9789571030876 天然釀醋美顏餐 巧手達人 尖端 

9789863060550 天然食材 x 健康低卡 高橋里枝 流行風 

9789867502384 女性最愛輕食沙拉 林淑珠 好吃料理 

9789861750415 女生專屬的飲酒書 蘇西.愛金斯 方智 

9789867245090 奶茶怎麼煮最好喝 陳同興 楊桃文化 

9789570309119 好做又好吃的低卡點心 金一鳴 朱雀 

9789570327595 好過年 梁瓊白 膳書房 

9789570814620 如何做菜最營養 金谷昭子 等著 聯經 

9789862250662 媽媽也不一定會的 161 個料理祕笈 金華真 漢湘 

9789575985394 媽媽味米料理 陳滿花 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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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171818 媽媽私房菜 李徐秀英 生活品味 

9789863830139 媽媽給的幸福湯譜 黃楚權 旗林文化 

4715443015646 嬰幼兒聰明食譜 柳秀乖 生活品味 

9789866238703 嬰幼兒聰明食譜東問西答-新版 
葉庭吉；李婉萍；

鍾碧芳 
康鑑文化 

9789866612770 嬰幼兒聰明食譜東問西答 
葉庭吉, 李婉萍, 

鍾碧芳 
康鑑文化 

9789866156052 孟老師的 100 多道手工餅乾 孟兆慶 葉子 

9789867609984 孟老師的中式麵食 孟兆慶 葉子 

9789867609991 孟老師的美味蛋糕卷 孟兆慶 葉子 

9789866334450 孩子的蔬果樂園 佟姍姍 四塊玉文化 

9789861793177 
學一次就會，義大利料理這樣做就對

了! 
朴柱姬 大田 

4711213291982 學會蛋的所有料理 李德全 楊桃文化 

9789867245878 完全利用地瓜馬鈴薯 張瑞文 楊桃文化 

9789867245748 完整收錄水餃餛飩貼內餡 李德全 人人月曆 

9789867245885 完全認識中式麵糰   楊桃文化 

9789867245823 完全認識西點麵糰 蕭惠珍 楊桃文化 

9789867245847 客人最愛的請客菜 楊曉珠 楊桃文化 

9789866868436 客家媽媽教你做粿-米食的在地美味 黃春慧 膳書房 

9789867044600 客家小館 48 選 郭明輝.張國明 生活品味 

9789860044010 2005 客家美食嘉年華輯錄     

9789867266460 
客家菜你一定要學會的 75 道經典好

滋味 
邱寶郎 邦聯文化 

4711213295737 客家菜最下飯 劉仁華 楊桃文化 

9789572899410 客食新煮易 徐享鑫 牧康文化 

4711213298110 家常滷肉滷肉飯怎麼做最好吃 楊桃文化 楊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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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118966 家常養生健康素 
曾文燦.邱寶鈅.盧

重鎮 
悅智文化 

9789861459363 家常養生湯譜 李夢如 三思堂（結束營業） 

9789578812017 家庭健康果菜汁 郭玉梅編 冠倫 

9789575655044 家庭四季套餐 台大醫院營養部 台視文化 

9789575653347 家庭客家菜套餐 彭廷雲 台視文化 

9789868016019 家庭宴客餐 林清菜 天天文化 

9789867044136 家庭小套餐   生活品味 

9789867245649 家庭必備感冒元氣茶 李德強 楊桃文化 

9789866939099 家庭烤箱作馬芬蛋糕 杜麗娟 楊桃文化 

9789577831767 家庭簡易漢堡餐 陳忠良 唐代 

9789576304149 家庭簡易美食-中式點心 梁淑嫈 躍昇文化 

9789575651930 家庭素食套餐 林美慧 台視文化 

9789868813588 家庭素香料理 陳琮仁 核桃文化 

9789570403039 家庭藥膳 追立久夫 大樹林 

9789579586771 家常麵食點心 鄭雅丹著 人類文化 

9789861763286 寒天粉-精緻美味料理 曾鑠惠 台灣東販 

9789861971810 專家教你做寶寶美味健康食譜 嘉妮 采竹文化 

9789866868290 專家教你開素食餐廳 洪銀龍 膳書房 

9789867863539 專業月餅製作大全 曹健 積木文化 

9789865865443 專業月餅製作大全（二版） 曹健 積木文化 

9789869311526 巧媳婦料理先修班 林美慧著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380201 跟義大利媽媽學做菜 
吳文玲（Ellen Wu）

著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207812 蔣偉文幸福全家餐 蔣偉文著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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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126496 
10 大料理職人親授 101 道日式家常

菜 

中華日式料理發展

協會著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207843 廚房必備!萬用調味醬油大百科 張雅慧文字採訪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207898 Crazy Marco 地中海料理教室 謝長勝著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311540 新食感快速輕料理 金耀軒（軒軒）著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081271 擺盤設計解構全書 町山千保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4080427 超詳解實用料理擺盤大全 La Vie 編輯部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74561 解析會計學 黃金發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165 作業管理:創造競爭優勢 李友錚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540156 物流與運籌管理 

美國 SOLE 國際物

流協會臺灣分會,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

運籌發展協會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585 統計學概論 陳淼勝,李德治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793231 倉儲與運輸管理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主編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9789574310791 物流管理實務 廖建榮著 廖建榮出版 

9789865774196 國際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呂錦山,王翊和編

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219 六標準差綠帶 
陳麗妃,許俊欽,蘇

朝墩編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417 服務科學:服務系統觀與價值共創論 
社團法人台灣服務

科學學會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229609 
CASA 資料科學專業能力認證「統計

分析能力證照」題型題庫 

中華應用統計學會

著 

中華應用統計學會出

版 

9789865774639 食品供應鏈與物流管理 

中國醫藥大學雲端

健康研究室教材編

輯委員會編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38450 EIQ 分析與物流 廖建榮著 廖建榮出版 

9789865774714 大數據戰略 4.0 任立中等合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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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139724 兩岸暨東協經貿商務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

協進會主編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

進會出版 

9789865943738 金融市場與道德規範 
徐俊明,黃原桂編

著 
台灣金融研訓院 

9789865774455 財務管理個案集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123402 產業工程與管理個案 王孔政等著 
社團法人中國工業工

程學會 

9789574317387 企業資源規劃:企業 e 化之營運管理 張緯良著 張緯良 

9789865774301 資料庫的核心理論與實務 黃三益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32281 Microsoft Dynamics NAV 基礎應用 張緯良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0440089 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新境界.2014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

商務研究中心著者

群著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

務研究中心出版 

9789860477368 電子商務與網路社會新境界.2016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

商務研究中心作者

群著 

國立中山大學電子商

務研究中心 

9789865774172 電子商務:數位時代商機 王紹蓉等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0469677 臺灣產業個案論文集 
紀佳芬,林承哲主

編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出

版 

9789865774721 電子商務:新商業革命 朱訓麒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271 人力資源管理:以合作觀點創造價值 簡建忠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56 勞資關係:平衡效率與公平 衛民,許繼峰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63 企業管理:全球導向的運作 鄭紹成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424 企業倫理:商業的道德規範 余坤東,許金田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240 人力資源管理:新時代的角色與挑戰 
曾光榮,魏鸞瑩,黃

金印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141 管理學: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

學系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87 策略管理:建立企業永續競爭力 方至民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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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74400 企業概論:掌握本質創造優勢 張緯良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516 國際企業:應用導向 方至民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647114 企業倫理:內外部管理觀點與個案 陳勁甫,許金田著 
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

金會 

9789865774479 管理學:餐旅服務業的加值應用 葉日武,林玥秀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189 策略管理概論:應用導向 方至民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0412963 
新興市場不神祕!?:優平商機解密暨

六組掏金密碼（個案集） 
林谷合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252 剖析新興市場,贏在競合共創商機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661 亞洲新勢力崛起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2970 
迎向新需求,插旗新市場:優質平價商

機拓銷攻略 
吳佩欣,戴凡真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269 攻心為上,解析新興市場消費脈動 張天韻,林玟婷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678 
揭開神秘紗麗下的秘密:印度愛美力

量正崛起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2987 
讓消費者愛上你!:中國大陸五大潛力

城市消費洞察及我國競爭優勢 
蔡靜宜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276 健身休閒新浪潮,印尼成長潛力無窮 黃于真,張譽馨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685 
青春美麗永遠嫌不夠?:中國大陸美

麗經濟學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2994 我穿故我在!:印尼年輕新時尚 曾志成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290 
一觸即發,啟動印度車載娛樂電子商

機 
陳麒元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692 
掌握「無毒」與「便利」:中國大陸、

越南家居市場無往不利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3007 
創造美實力!:印尼年輕世代的健美商

機 
黃于真,張譽馨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283 
全球新引擎,進入越南智慧手持市場

的關鍵時刻 
池煥德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708 
集「成就」與「寵愛」於一家!:印度

家居產業的轉型和成長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3014 數位浪潮席捲文明古國,印度中產階 林皇吉,沈經洪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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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娛樂體驗商機 

9789860451306 
嚮往優質生活,驅動越南民生食品飲

料消費 
葉乃綺,康耕輔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715 
「體面」人生,從家出發:到印尼體驗

家居商機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3021 
追求身心之美的印度人!:一窺中產階

級家庭商機 
葉乃綺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313 
食品飲料消費崛起,你不容錯過的菲

律賓商機 
沈經洪,歐妙妃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5774110 餐飲管理 汪淑台等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448 國際禮儀 汪芷榆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0404241 台灣傳統糕餅文化與製作 
林致信,楊昭景,何

建彬著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9789860415315 盤飾點心暨節慶蛋糕 廖漢雄著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9789868792043 尋找感動的鄉村體驗 鄭健雄主編 台灣鄉村旅遊協會 

9789865774530 休閒產業管理:實務分析與理論運用 蕭柏勳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493 餐飲採購與供應管理 葉佳聖,王翊和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653 跟著禮賓司長學國際禮儀 朱玉鳳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0413038 
迎接銀髮新生活!:印度安養保健市場

崛起 
池煥德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51320 
中產需求旺盛,啟動菲律賓家居生活

新視野 
戴凡真,吳佩欣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739 
活到老更要活得好!:中國大陸、印度

居家醫材商機熱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3045 
從裡到外,留住青春與健康!:越南白

領市場夯保養 
陳麒元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321746 
八支金鑰匙:新興市場商機密碼個案

集 
丁敦吟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3052 
撒錢愛美不手軟!:越南白領階級醫學

美容面面觀 
池煥德等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5774370 組織行為:以人為本.優化管理 陸洛,高旭繁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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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413069 
吃得快!吃得好玩!:菲律賓休閒零食

攻佔舌尖! 
陳志仁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0413076 
微小之處現個性!:菲律賓個性經濟

學,必讀! 
陳志仁著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9789865774547 企業勝出靠智慧:中小企業的管理 趙平宜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918450 逐鹿全球:新世代台商戰略 4.0 陳厚銘等合著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865774677 解析人力資源管理 楊美玉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139748 國際行銷暨 1000 題庫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

協進會主編 

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

進會 

9789865774691 行銷學原理 曾光華,饒怡雲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462953 
贏在企劃專業的起跑點:TBSA 商務

企劃能力初級檢定學習手冊 

鄭啟川,趙滿鈴,洪

敏莉作著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

劃協會 

9789868918467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2017.初階

「行銷企劃證照」題型題庫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著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868918436 
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證:初階「網路

行銷證照」網路行銷實務題型題庫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著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9789865774592 國際行銷學:建構全球行銷能力 張國雄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684 行銷管理:理論解析與實務應用 曾光華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622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品質提升與價值

創造 
曾光華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264 行銷管理概論:探索原理與體驗實務 曾光華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646 消費者行為:洞察生活、掌握行銷 曾光華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097 流通管理 許英傑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94 連鎖管理 許英傑,李冠穎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8462946 
贏在企劃專業的起跑點:TBSA 商務

企劃能力進階檢定學習手冊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

策劃協會著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

劃協會 

9789865774127 零售管理:行銷觀點 許英傑,黃淑姿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103 零售經營模擬 
虛擬零售商經營

（VBR）認證檢定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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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編著 

9789865774288 顧客關係管理:整合雲端應用服務 陳美純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523 廣告學概論:整合行銷傳播觀點 呂冠瑩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554 行銷研究:發展有效行銷策略之基石 任立中,陳靜怡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7509639559 營銷策劃實務測評題庫 

中國國際商會商業

行業商會,台灣行

銷科學學會聯合主

編 

經濟管理出版社 

9789865774738 
行銷人攀越的 7 個頂峰:決策導向分

析法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49 休閒空間規劃 
莊翰華,謝琦強,曾

宇良編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25 觀光與餐旅行銷:體驗、人文、美感 
曾光華,陳貞吟,饒

怡雲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707 
領隊與導遊實務.2017.重點整理、試

題解析、考照攻略 
蔡進祥等編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18 旅行業經營管理 曹勝雄等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660 菜單設計與成本分析 劉念慈,董希文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578 成功帶團實戰祕笈:導遊與領隊實務 李奇嶽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134 觀光行銷學:產業觀點與實務應用 曹勝雄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5774332 旅遊行程規劃:實務應用導向 鍾任榮著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9230803 
讓人安心.開心的參加活動:從活動企

劃、執行管理到會場保全的實務技巧 
貝?正利著 

巨蛋展覽股份有限公

司,中華民國展覽暨

會議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

會 

9789866057007 
成功不是偶然:台灣品牌中國大陸礫

金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115 

9789866057014 
生活大躍進:透視越南、雙印民生消

費市場新趨勢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21 
誰是下一個康師傅:食品通路前進新

興市場大攻略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45 
他們都怎麼穿:新興市場行銷平價成

衣之成功案例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38 
用智慧挑戰未來:全面解析中國手機

產業的競爭與發展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52 
手機 U 化消費趨勢:解析印度、越南

手機產業與市場佈局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69 
NB 的新戰場:解析中國大陸筆電產

品與市場布局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83 
NB 的下個契機:如何進軍東南亞筆

電市場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6057076 
邁向健康路:看見新興市場醫療器材

產業新商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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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著 

9789866057090 
從一根螺絲致勝:新興市場汽機車零

組件產業大攻略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工研院產

業經濟與趨勢研究

中心,拓墣產業研

究所著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優質平價新興市

場推動方案推動辦公

室 

9789869311564 名師親授黃金配方中式麵食點心 陳麒文 日日幸福 

9789865802752 料理擺盤:超簡明技法圖解事典 La Vie 出版社 麥浩斯 

9789863412366 
新東協.新思路:啟動未來經濟引擎的

關鍵 

Philip 

Kotler,Hermawan 

Kartajaya,Hooi 

Den Huan 作 

前程文化 

9789869207867 天天吃蔬果防癌保健康 溫國智、黃經典 日日幸福 

9789865774462 亞太經貿市場 
顧長永,戴萬平,翁

俊桔,蕭文軒 
前程文化 

9789865774257 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 簡禎富 ,許嘉裕 前程文化 

9789865774615 社群大數據:網路口碑及輿情分析 楊立偉 ,邵功新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07 
成功不是偶然 :台灣品牌中國大陸

礫金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0321654 
阿拉眷顧下的消費雄兵:印尼穆斯林

處處是商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14 
生活大躍進:透視越南、雙印民生消

費新趨勢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21 
誰是下一個康師傅:食品通路前進新

興市場大攻略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38 
用智慧挑戰未來:解析中國大陸手機

產業發展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52 
手機Ｕ化趨勢:解析印度、越南手機

商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69 
NB 的新戰場:解析中國大陸筆電產

品與市場布局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5774158 旅行業資訊管理 
顧景昇,陳純德,科

威資訊 
前程文化 

9789860321722 
敲開白色巨塔大門:前進中國大陸、

印尼、印度、越南醫療器材產業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117 

9789866057076 
邁向健康路:看見新興市場醫療器材

產業新商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6057090 
從一根螺絲致勝  新興市場汽機車

零組件產業大攻略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5774486 解析行銷管理 曾光華審訂 前程文化 

9789866057106 
全球新藍海.挑戰新興市場系列套書

（全套共 10 冊）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研究院 
前程文化 

9789864081561 
世紀廚神學院:法國博古斯學院頂級

廚藝全書 

保羅博古斯廚藝學

院（Instttut Paul 

Bocuse）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6179921 現代主義烹調 

納森.米佛德

（Nathan 

Myhrvold）,麥新.

比列（Maxime 

Bilet）著 

大家出版 

9789864634613 西式點心 廖利凱等編著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787585 在家親手做鑄鐵鍋料理 
史蒂梵.拉彀思

著、李雪玲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5787417 在家親手做法式醬料 
湯瑪斯.費勒著、蘇

瑩文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5787837 
小巧華麗的法式開胃菜：賞心悅目+

簡單美味  

宮澤奈奈著、許郁

文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5787547 風味沙拉 166╳創意醬汁 109 
柴田書店著、葉韋

利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5787721 巴黎 No.1 烹飪教室的甜點教科書 
廚神坊著、李淑寧

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4081813 
蔬食主義：名店主廚的 100 道蔬食

盛宴 
La Vie 編輯部著 麥浩斯出版社 

9789869217194 
四季創意義式前菜 108：日本 3 大義

式料理名廚親授 

原田慎次、堀江純

一郎、斉藤智史

著、葉韋利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5786519 
輕蔬食：500 道四季皆宜的健康輕盈

料理 

Mercedes Blasco

著、黃彥楨譯 
維他命文化出版社 

9789865787899 精選歐洲家常菜大全 
阿歇特美食著、李

淑寧譯 
遠足文化出版社 

9789866029783 LOHO 異國風蔬食好味道 金一鳴著 朱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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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40983 國際行銷 

Michael R. 

Czinkota, Ilkka A. 

Ronkainen 著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

洲私人公司台灣分公

司 

9789865937676 訂價策略 王鳳生,許竹筌著 滄海書局 

9789865632311 專案管理 
Jack Gido, James 

P. Clements 著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

洲私人公司台灣分公

司 

9789869079143 門市營運管理 
林正修,張彥輝編

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937744 企業管理學 林永順著 滄海書局 

9789869092005 產業分析:競合與策略 林錦煌編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9079150 展覽行銷管理:理論與實務 洪肇志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647094 會展管理:實務研討 洪肇志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937904 企業經營與診斷 胡伯潛著 滄海書局 

9789865840211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以多國籍企業的

觀點探討人力資源的管理 

Peter J. Dowling, 

Marion Festing, 

Allen D. Engle 著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

洲私人公司台灣分公

司 

9789865840945 行銷管理 
Louis E. Boone, 

David L. Kurtz 著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

洲私人公司台灣分公

司 

9789865647223 企業研究方法 
Uma Sekaran, 

Roger Bougie 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647087 創新管理 
陳瑜芬,劉家樺編

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937508 知識管理:智慧營運的磐石 陳瑞陽編著 滄海書局 

9789869079181 工作態度與倫理 黃坤祥編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5647346 勞資關係:觀念與法令的實務探討 黃坤祥編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3630005 公司治理:全球觀點、台灣體驗 葉銀華著 滄海書局 

9789863630036 公司治理:個案與分析模式 葉銀華著 滄海書局 

9789865647063 通路管理 劉典嚴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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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647056 零售管理 劉典嚴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8985032 管理學 蔡敦浩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2802571 創新管理與新產品開發 Paul Trott 原著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5647315 電子商務:應用與科技發展 欒斌,陳苡任合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9079105 網路行銷:理論、實務與 CEO 證照 欒斌,陳苡任合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9092012 網路行銷:理論、實務與證照 欒斌,陳苡任合著 
滄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 

9789866199622 
第 1 本素西餐料理書:風尚.精緻.健

康.美味的 100 品 
李耀堂著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188 休閒產業的財務管理 
杜麗娟,許秉翔合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119 不動產經營管理 陳奉瑤,章倩儀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263 門市服務:乙級檢定創意 Q&A 羅應浮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970 行銷研究:實務與理論應用 邱志聖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041 創新管理:贏得全球競爭優勢 
陳勁,鄭剛,蘇友珊

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598 
門市服務.術科:丙級檢定實戰秘笈 

微創 POS 系統 

郭小喬,楊鳳美編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581 
門市服務.術科:丙級檢定實戰秘笈 

瑋博 POS 系統 

郭小喬,楊鳳美編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574 門市服務.學科:丙級檢定實戰秘笈 
郭小喬,楊鳳美編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383 國際行銷學 
于卓民,巫立宇,王

俊如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6740 廣告文案:創思原則與寫作實踐 邱順應編著 

邱順應發行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772 
理性的非理性:誰都逃不過的 10 大

心理陷阱 
鄭毓煌,蘇丹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0405484 創新標竿實務分析 徐聯恩,郭靜怡著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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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0335873 提升組織創新活力 徐聯恩,郭靜怡著 國立政治大學 

9789577299291 管理經濟學 
方博亮,林祖嘉合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30379 財務報表分析概論 謝劍平著 

謝劍平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4325054 財務報表分析 謝劍平著 

謝劍平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666 稅務會計 陳志愷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550 財務報表分析:評價應用 郭敏華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8980 現代商用英文 黃瑪莉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819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謝登隆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6382 現代商用英文會話 黃瑪莉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30263 衍生性金融商品 謝劍平著 

謝劍平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865628093 理財規劃人員證照一本通 來勝證照中心編著 
來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096 當代國際金融學概論 李榮謙編著 

李榮謙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833 當代金融市場 謝劍平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741 不動產投資管理 林左裕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734 
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機會與挑戰:對台

灣銀行業的策略建議與提醒 
沈中華等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38580 現代投資學:分析與管理 謝劍平著 

謝劍平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727 新時代の貨幣銀行學槪要 李榮謙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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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299529 公共財務管理:公共預算與財務行政 徐仁輝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482 現代不動產估價:理論與實務 賴碧瑩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10180 國際財務管理:跨國企業之價值創造 謝劍平著 

謝劍平發行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444 基金管理:資產管理的入門寶典 林傑宸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305483 財務管理:新觀念與本土化 謝劍平著 

謝劍平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222 國際金融小辭典 李榮謙,方耀合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270 貨幣銀行學 李榮謙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8065 選擇權:理論、實務與風險管理 陳威光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7907 金融創新:財務工程的實務奧祕 謝劍平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642 現代投資銀行 謝劍平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7730 中國金融制度與市場 朱浩民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6061 財產與責任保險 陳彩稚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195 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與分析方法 司徒達賢著 

司徒達賢出版 智勝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

經銷 

9789577299802 採購與供應管理 許振邦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475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應用 
廖勇凱,楊湘怡編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338 管理學:理論與應用 
廖勇凱,李正綱,谷

來豐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215 控制、風險與治理個案實戰 蘇淑美,陳錦烽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086 現代企業管理:理論與實務導向 
李正綱,陳基旭,張

盛華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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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7298911 國際企業管理:理論與實務 吳青松著 

吳青松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8386 企業策略管理 
陳龍潭,廖勇凱編

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4153381 傳播科技與文明 吳筱玫著 

吳筱玫發行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574106373 網路傳播概論 吳筱玫著 

吳筱玫發行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864570126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與設計:結合

MDA 與 UML 
吳仁和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089 資訊管理:企業創新與價值創造 吳仁和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4570249 資訊管理:e 化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 林東清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178 資訊安全與法律特訓教材 
陳振楠,林永修,王

瑞祥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147 電子商務及企業電子化特訓教材 李慶章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7525 資訊管理:理論與實務 謝清佳,吳琮璠著 

謝清佳,吳琮璠發行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總經銷 

9789577296597 軟體工程:從實務出發 鄭炳強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577295711 專案規劃:資訊概念篇 吳道文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57729507X 軟體專案管理 
林信惠,黃明祥,王

文良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7313090683 中國名菜製作技藝 朱水根主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9787560978246 營養與美容 
夏海林,周建軍主

編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9787563716371 烹飪原料學 閻紅編著 旅遊教育出版社 

9787563708895 西餐概論 
王天佑,王碧含主

編 
旅遊教育出版社 

9787563719488 宴席設計理論與實務 賀習耀主編 旅遊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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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3715466 中國烹飪概論 邵萬寬編著 旅遊教育出版社 

9787308063333 中國飲食文化 謝定源編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9787547604182 中國人的飲食世界 王學泰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9787227055457 當代回族飲食文化 李德寬著 寧夏人民出版社 

9787564107659 烹飪工藝學 陳蘇華主編 東南大學出版社 

9787538474121 大眾菜 飲食生活編委會編 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 

9787538448641 川味家常菜 張奔騰主編 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 

9789865937638 顧客關係管理:整合觀點與創新思維 陳德富著 滄海書局 

9789864570171 消費者行為 蕭富峰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963 行銷管理 蕭富峰著 

蕭富峰出版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

銷 

9789577299871 行銷管理概論 蕭富峰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7938 廣告學 
蕭富峰,張佩娟,卓

峰志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61573052 行銷管理 

Rajiv Lal, John A. 

Quelch, V. Kasturi 

Rangan 著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9789577299611 網路行銷特訓教材 趙滿鈴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239 經濟學 楊雲明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57729412X 經濟學 吳森田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673 稅務法規 陳志愷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468 國際金融 蕭欽篤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9826 組織行為學 廖勇凱編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7709 系統動力學:理論與應用 屠益民,張良政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24 

9789577299307 醫療資訊管理 吳仁和等著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577298010 公共議題經濟學 徐仁輝、何宗武 智勝文化 

9789577299604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與實務應用 邱志聖 智勝文化 

9789577297952 行銷個案分析 于卓民審訂 智勝文化 

9789577299567 個體經濟學：生活與個案 謝登隆 智勝文化 

9789577297822 創意領導-技巧驅動變革 陳明惠 智勝文化 

9789577297419 創意管理 陳明惠 智勝文化 

9787538461633 舌尖上的家常菜 夏金龍 主編 吉林科學技術 

9789865937546 
管理學 : 以服務為導向的新觀念

（第二版） （THC） 

蔡敦浩/李慶芳/陳

可傑著 
滄海 

9789577299758 行銷企劃:虛實整合新思維 蕭富峰 智勝文化 

9789577299703 網路行銷-e 網打盡無限商機 林芬慧 智勝文化 

9789578330665 企業內部控制一本通 來勝證照考試中心 來勝出版 

9789577297778 企業評價-個案實證分析 吳啟銘 智勝文化 

9789577297549 國際人力資源 廖勇凱編 智勝文化 

9789577297273 服務科學入門 10 講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

管理學院 
智勝文化 

9861570047 國際企業管理個案 于卓民審訌 
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7297464 知識管理 林東清 智勝文化 

9787541669569 美食巍山 黃豔芬 編著 雲南科技出版社 

9787542120243 品味素食 張志博 著 甘肅民族出版社 

9787539031941 愛吃粗糧 
胡建軍 邳豔春 編

著 
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9787308078641 多維視角下的英國茶文化研究 馬曉俐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9787542119339 清真飲食問答 馬國鋒 編著 甘肅民族出版社 

9787564108465 食品文化概論 徐興海 主編 東南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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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31033493 井陘飲食文化 蒲月英 主編 河北美術出版社 

9789577298416 行銷管理概論（2011） 蕭富峰 智勝文化 

9789577298164 不動產經營管理（2011） 陳奉瑤、章倩儀 智勝文化 

9789863754374 一城二味 良卷文化作 有意思 

9789865612016 一秒就吸睛的東京頂級百貨甜點 
日經設計著 ; 高

宜汝譯 
大是文化 

9789869181921 一食入魂之職場療癒系美食 彭思舟著 秀威經典出版  

9789863700579 
一餐不到 500kcal!84 道玻璃罐瘦身

輕食 

北?佳奈作 ; 潘舒

婧譯 
楓書坊文化出版  

9789864080564 三明治研究室 
永田唯作 ; 許郁

文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6199493 上館子必點中菜 陳楓洲食譜作者 邦聯文化 

9789572199893 
丙級中餐烹調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

攻略 
冠勁工作室編著 全華圖書 

9789862658628 丙級西餐烹調 王志榮等編著 考用 

9789869186612 中餐烹調乙級必勝精選 潘宏基著 三藝 

9789863640592 五星級西餐的第一堂課 
王為平著 ; 楊志

雄攝影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3640622 亞洲人氣料理 旅遊衛視作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6199646 人氣創業素小吃 林美慧作 邦聯文化 

9789865678593 人氣常備菜 
Orange Page 著 ; 

賴惠鈴譯 
出色文化出版  

9789863317937 蛋糕裝飾技法全書 
Parlour Laurel 監

修 ; 許倩珮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4300822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 陳靚編著 新文京開發 

9789863312642 日本人氣名店傳授烏龍麵大全 
旭屋出版編著 ; 

何姵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313410 傳承美味欣葉台菜 
新葉國際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著.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430353 嘉妲的鄉味經典義大利麵 

嘉妲.狄羅倫提斯

（Giada De 

Laurentiis）著 ; 

李芬芳譯 

臺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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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13052 人氣名店傳授醬汁大全 
旭屋出版編著 ; 

何姵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640011 巴黎日常料理 
殿真理子著 ; 程

馨頤譯 
橘子出版 

9789866062889 Annie 的私房美味 黃婉瑩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711 大廚做的 Pasta 真美味 傅季馨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902 健康氣炸鍋的美味廚房 
陳秉文著 ; 楊志

雄攝影 
橘子出版 

9789866062971 獨角仙的麵包創意 獨角仙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964 吐司與三明治的美味關係 
于美芮著 ; 周禎

和攝影 
橘子出版 

9789866062728 一顆蘋果做麵包 
橫森 子著 ; 

陳柏瑤譯 
橘子出版 

9789866062865 100 道美味肉料理 程安琪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858 鮮美魚料理 100 道 程安琪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667 在家燉煮一鍋美味 程安琪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759 在家燒一手好菜 程安琪著 橘子出版 

9789865802738 天婦羅 
近藤文夫著 ; 陳

孟平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51111 來煮一鍋湯 劉金英著 電腦人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5802639 炭火燒烤 
奧田透著 ; 周雨

柟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3421245 傑米.奧利佛省錢上菜 

傑米.奧利佛

（Jamie Oliver）

著 ; 松露玫瑰譯 

三采 

9789865898205 玩美創意蛋糕裝飾 
何國熙著 ; 周禎

和攝影 
膳書房出版發行 

9789863313427 塔與派 
柴田書店編著 ; 

蕭雲菁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5760052 吃自己做的點心 梁瓊白, 魏琴著 雅事出版發行 

9789868952775 終極版糕點教科書 
柳?久美子著 ; 胡

家齊譯 
大境 

9789868958586 新手烤點心,不失敗 黃金比例 
荻山和也著 ; 羅

怡蘋譯 
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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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8958555 1 個人吃 無敵蓋飯 
貴島隆太著 ; 蔡

麗蓉譯 
貝果采實 

9789865744465 胃口大開涼拌菜 

李志鴻, 李哲松

著 ; Jerry's 

Studio, 陳清標攝

影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5740177 幸福便當人生 

阿部直美著 ; 阿

部了攝影 ; 遊韻

馨譯 

悅知 

9789865751302 天天都是甜點日! 李素卿責任編輯 
Julia 著 ; Adam 攝

影 
電腦人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8510722 蔬果切雕. 洪文發著 宥宸 

9789868839205 蔬食料理 王鈺婷, 姚子濬著 宥宸 

9789865787318 看圖就能學會的省時料理 178 
?內千波著 ; 許郁

文譯 
遠足 

9789865724092 
Q 軟喔!自己輕鬆「養」玄米酵母 作

好吃 款麵包 

小西香奈著 ; 陳

研雯譯 
良品出版 

9789865724054 大人小孩都愛的米蛋糕 杜麗娟著 良品出版 

9789869019439 吃當季 
孫晟熙著 ; 陳郁

昕譯 
自由之丘出版 

9789869055703 菜市場裡的大廚 喬艾爾（Joel）著 一起來出版 

9789868959194 自己釀 
徐茂揮, 古麗麗

著 ; 吳金石攝影 
幸福出版 

9789868980921 我的世界甜點全書 

麵包花園（Bread 

Garden）著 ; 林

芳?譯 

奇光出版 

9789862725405 瓶漬魔法 
小寺宮著 ; 黃薇

嬪譯 
商周出版 

9789576866937 糕點教科書 87 選 
食之創作室編 ; 

賴純如譯 
漢欣 

9789866080807 在家請客 王其勝主編 俊嘉出版 

9789865898021 巧婦不難為 梁瓊白著 膳書房出版發行 

9789865802813 
早安,晨之美!讓人快樂的 100 道繽紛

早餐 

陳凱蓉（miss kitB）

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5865573 夢幻翻糖蛋糕 
我願意工作室

（Silovoglio）著 ; 
積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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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譯 

9789866247989 這一餐一鍋搞定 邱寶鈅著 養沛出版 

9789865810498 自然甜的沁涼時光 
朴炫信著 ; 楊雅

純譯 
八方出版發行 

9789865740221 有碗家傳菜 黎慧珠文.攝影 精誠資訊 

9789865770310 麵包 究極 
井上好文著 ; 林

佑純譯 
大是 

9789865959760 用麵包機自己做!不發胖蔬果香麵包 
濱內千波著 ; 沙

子芳譯 
三悅 

9789865918460 沙拉 

瑪麗亞格拉西亞.

威拉撰文 ; 林潔

盈譯 

大石國際出版 

9789865918453 馬鈴薯 

瑪麗亞格拉西亞.

威拉撰文 ; 鍾慧

元譯 

大石國際出版 

9789866210242 從酵母思考麵包的製作 
志賀勝榮著 ; 胡

家齊譯 
出版菊 

9789868923089 正港家傳台灣味 
林銘緻著 ; 郭璞

真, 曾弈睿攝影 
桂氏出版 

9789866062698 第一次學做手工麵包!超安心 韋太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704 第一次學做 Chesscake!Yummy 邱勇靈著 橘子出版 

9789865944575 超人氣可愛杯子蛋糕 
本橋雅人著 ; 黃

真芳譯 
睿其書房 

9789866199509 專挑好食材 
林姿佑, 許若薇

著 ; 林宗億攝影 
聯邦 

9789865786199 從新手變達人的必備料理教科書 金恩珠著 維他命出版 

9789865786175 廚神的私房料理食記 
玄真禧著 ; 崔冬

梅譯 
維他命出版 

9789865893804 辛香泰美味 關順發著 旗林出版 

9789865813215 歡樂節慶點心 
王景茹, 陳鴻源

著 ; 周禎和攝影 
二魚出版 

9789868969148 111 道小家庭幸福料理 
蔣偉文, 溫國智

著 ; 周禎和攝影 
日日幸福 

9789868994478 看圖下廚 
凱蒂.雪莉（Katie 

Shelly）圖文 ; 艾
水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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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譯 

9789866029639 西點麵包烘焙教室 陳鴻霆, 吳美珠著 朱雀出版 

9789577106292 輕軟 Q 潤戚風蛋糕&蛋糕捲 
石橋香著 ; 羅怡

蘋譯 
笛藤出版圖書出版 

9789866062827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

專業委員會主編 
橘子萬里機構出版 

9789866062780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

專業委員會主編 
橘子萬里機構出版 

9789571359359 曬過太陽的美味 
村井林檎著 ; 何

姵儀譯 
時報 

9789571359151 東京私廚到我家 
石川進之介著 ; 

陳美瑛譯 
時報 

9789861302508 最愛 365 秒殺沙拉 
鄭大悅著 ; CLLC

譯 
臺灣廣廈出版 

9789869020244 五星主廚的雞料理教科書 
豬股善人等著 ; 

劉小鳳譯 
不求人出版 

9789869015233 人少好做飯 
李君毅文字編輯 ; 

蕭維剛攝影 
庫立馬媒體出版 

9789866034831 麵條料理筆記 
申美正著 ; 金炫

辰譯 
廣智出版 

9789862018842 我的私房簡單菜 月亮晶晶著 博悅 

9789865834388 美味養生鍋,吃出自癒力 

岩崎啟子料理 ; 

藥日本堂漢方監

修 ; 珂辰譯 

繪虹出版 

9789866034794 豆腐料理筆記 
張樓利著 ; 金炫

辰譯 
廣智出版 

9789866005237 不節食也能瘦的排毒水果餐 
庄司泉著 ; 楊家

昌譯 
大樹林出版 

9789862018736 讓小孩愛上吃飯不挑食的美味餐點 子瑜媽媽著 博碩 

9789865828875 烘焙學 盧訓等著 華格那 

9789866034787 雞尾酒小百科 
廉善瑛撰文 ; 金

炫辰譯 
廣智出版 

9789865802769 好吃. 方嘉鈴等採訪編輯 麥浩斯出版 

9789863121855 烘焙食品丙級技能檢定 趙利華著 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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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865580 以科學解讀咖啡的祕密 
石?智廣著 ; 林謹

瓊, 黃薇嬪譯 
積木出版 

9789868982949 我的第一本法式磅蛋糕 

瑪汀.琮巴

（Martine 

Lizambard）著 ; 

謝孟渝譯 

新文創出版 

9789865744564 平底鍋做煎餅 鄭元魁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5744557 自己做手工餅乾超簡單 吳金燕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5744533 超好吃義大利麵 陳建州, 王志海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5680015 好吃 
蕭歆儀, 馮忠恬採

訪編輯 
麥浩斯出版 

9789866156151 喫牛 蔡毓?著 葉子出版 

9789865834524 13 億人都在喝 對症豆漿大全 張曄著 繪虹出版 

9789861302522 看圖就能下廚,基本 料理 
檢見崎聰美著 ; 

胡汶廷譯 
臺灣廣廈出版 

9789865944674 我愛百變輕沙拉 
?田阿希子著 ; 黃

真芳譯 
睿其書房 

9789865944537 Pancake Cafe!天天鬆餅日! 
越智千惠子著 ; 

許書華譯 
睿其書房 

9789869015240 電鍋原來這麼強 吳秉承著 庫立馬出版發行 

9789866062803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

專業委員會主編 
橘子萬里機構出版 

9789866281754 台北回味 韓良露著 有鹿出版 

9789861793177 
學一次就會,義大利料理這樣做就對

了! 

朴柱姬著 ; 林文

珠譯 
大田 

9789865934118 
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得分

秘笈 

宥宸餐旅群科研究

室著 
宥宸 

9789865894931 幸福,從熱呼呼的手感麵包開始發酵 國明著 和平國際出版 

9789865894948 不藏私!只靠小烤箱的烘焙食譜 李健偉著 和平國際出版發行 

9789571056296 
冠軍咖啡師探訪產地.烘焙.風味的人

文風土之旅 

安宰赫, 柳燕珠

著 ; 陳曉菁譯 
尖端出版 

9789865724085 愛上麵包機 
桑原奈津子著 ; 

陳妍雯譯 
良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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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24115 
從養水果酵母開始,一次學會究極版

老麵 X 法式甜點麵包 30 款 

太田幸子著 ; 林

佳瑩譯 
良品館出版 

9789865853341 美味的記憶 溫蒂著 原水出版 

9789865680060 客家人的惜物廚房 邱寶郎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3259763 
1 圖 1 步驟!巴黎主廚帶你簡單做輕

食 

Keda Black 著 ; 

Alice Chadwick 插

畫 ; 謝蕙心譯 

臺灣角川 

9789863259756 
1 圖 1 步驟!巴黎主廚帶你簡單做甜

點 

Keda Black 著 ; 

Alice Chadwick 插

畫 ; 謝蕙心譯 

臺灣角川 

9789865898229 我的手工麵包房 
陳國勝, 陳明裡, 

李明倫著 
膳書房出版 

9789863421641 矽谷美味人妻一桌子幸福 謝凱婷著.攝影 三采 

9789869065641 美魔女的逆齡瘦身沙拉 沙拉女王編著 博悅出版 

9789868980976 Lucky Peach 飲食生活誌. 

應德剛（Chris 

Ying）, 彼得.米漢

（Peter Meehan）, 

大衛張（David 

Chang）等著 ; 潘

昱均譯 

奇光出版 

9789869055758 我的小小法國廚房 

邱瑞秋（Rachel 

Khoo）著 ; 胡學

玲譯 

一起來出版 

9789869055772 自己做醬 
主婦之友社著 ; 

黃碧君譯 
一起來出版 

9789862418918 泰明軒名店的蔬食美味 
茂出木浩司著 ; 

呂美女譯 
天下雜誌出版 

9789866029684 絕對好吃!的 100 道奶蛋素料理 
江豔鳳著 ; 林宗

億攝影 
朱雀出版 

9789865740061 印度主廚教的本格派咖哩 
奈爾善己著 ; 游

韻馨譯 
悅知 

9789865680084 旅途中的侍酒師 
何信緯著 ; 王正

毅攝影 
麥浩斯出版 

9789621454669 聞西下廚 任宗衡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出

版 

9789869073271 好食,無國界 左壯著 四塊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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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634437 酒途的告白 黃麗如著 大辣出版 

9789863430476 超簡單 平底鍋料理 
扶桑社編輯部著 ; 

林文娟譯 
臺視 

9789865893859 55 種來自地中海的美味麵包 許正忠, 張文勇著 旗林出版 

9789863640110 西班牙大廚到你家 

丹尼爾.雷格尼亞

（Daniel 

Negreira）著 ; 李

瓊絲譯 

橘子出版 

9789863640103 在家做下飯菜 程安琪著 橘子出版 

9789863640097 果醬女王. 于美芮著 橘子出版 

9789866062773 中菜精品烹飪大系 
中國烹飪協會名廚

專業委員會主編 
橘子萬里機構出版 

9789863430490 嘉妲的招牌家常料理 

嘉妲.狄羅倫提斯

（Giada De 

Laurentiis）著 ; 

藍毓仁譯 

臺視 

9789863430506 天然手作麵包 王安琪著 臺視 

9789863430445 彩色蔬食新主義,玩美身材 40 年 杜愛蒂著 臺視 

9789863640141 
15 分鐘!教你做出主廚級義式主食料

理 

黃佳祥著 ; 楊志

雄攝影 
橘子出版 

9789863640127 清蒸.水煮 程安琪著 橘子出版 

9789865865658 世上最美的廚房工具 

高木教雄著 ; 石

井宏明攝影 ; 李

貞慧譯 

積木出版 

9789869032582 一把鹽 左壯著 四塊玉出版 

9789865813321 細味臺中 劉書甫, 蘇俐穎著 二魚出版 

9789866524660 麵包機烘焙趣 史惟萱, 何佳陵著 藝風堂 

9789865953799 英姬好料理 
裴英姬著 ; FUN

生活編輯小組攝影 
瑞蘭出版 

9789573330882 大廚在我家. 
王瑞瑤著 ; 曾秀

保示範 
皇冠 

9789865810658 健康酵素鮮果飲品 
李知垠著 ; 牟仁

慧譯 
八方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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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640073 西班牙大廚教你做分子料理 

丹尼爾.雷格尼亞

（Daniel 

Negreira）著 ; 范

格斯（Miguel 

Angel Vargas）攝

影 ; 夏荷立, 張

小眉譯 

橘子出版 

9789865723514 一個人開伙也很棒 

岩?啟子著 ; 松本

潤攝影 ; 游韻馨

譯 

野人出版 

9789621454805 最愛香港菜. 
陳紀臨, 方曉嵐編

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出版 

9789863430582 創意菜對決,料理大 PK 溫國智, 陳偉剛著 臺視 

9789869086936 再次愛上麵包機 

賽西兒.德科

（Cecile Decaux）

著 ; 陳宏美譯 

不求人出版 

9789573274698 100 道馬克杯蛋糕輕鬆上桌 

萊斯莉.畢德貝克

（Leslie 

Bilderback）著 ; 

李佳霖等譯 

遠流 

9789865760137 超人氣牛肉麵館 梁瓊白著 雅事出版 

9789865749613 真的簡單!第一次就烤出漂亮馬卡龍 
熊谷裕子著 ; 侯

詠馨譯 
瑞昇 

9789865749699 蔬食點心這樣做! 
?口正樹著 ; 龔亭

芬譯 
瑞昇 

9789865722203 地瓜上菜 
金外順著 ; 林建

豪譯 
馬可孛羅出版 

9789865722197 番茄也能這樣做 

番茄食堂（Tomato 

Garden）著 ; 連

雪雅譯 

馬可孛羅出版 

9789865749637 人氣夜吧異國酒餚料理 
永瀨正人編著 ; 

沙子芳譯 
瑞昇 

9789863640196 烤出美味好料理 高杰著 橘子出版 

9789863750178 饗食.小步旅 良卷文化著 拓客 

9789621455406 傳統地道潮汕小吃 秦敬香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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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621454652 香港茶點 蔡潔儀編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出版 

9789621455116 尋材賞味自然美食 
楊康泓編著 ; 幸

浩生攝影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出版 

9789863770374 法式廚藝 

多米尼克.科比

（Dominique 

Corby）著 ;鄒玟羚

譯 

楓書坊文化 

9789863710110 法式甜點 3 步驟 

弗羅虹斯.艾戴勒

曼（Florence 

Edelmann）作.攝

影 ; 高育甯譯 

和平國際文化出版  

9789881317803 幸福感提升!給孩子的午後小點心 Allie 著 研出版  

9789888276301 時令嚐鮮 
DayDayCook 日日

煮作 
青馬文化 

9780199416769 花點的春天 孟暉[著] 牛津大學 

9789888043798 自煮韓劇滋味 
德國寶 Happy 

Kitchen 著 
嘉出版 

9789864300532 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歐美琳等編著 新文京開發 

9789865744458 阿嬤家常菜 

李鴻章, 劉政良, 

張志賢著 ; 周禎

和, Jerry's Studio

攝影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2368893 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 
陳忠良, 陳翠芬, 

傑克編著 
新文京開發 

9789865740146 我的幸福烘焙廚房 
朴英卿等著 ; 張

鑫莉譯 
精誠資訊 

9789869055710 4F 料理生活家經典課程 

4F Cooking Home

著 ; 廖家威, 

Cheng Chen 攝

影 ; 林明月責任

編輯 

一起來出版 

9789868979987 調味料 便利冊 
羅幼真著 ; 廖家

威攝影 
方舟出版 

9789577845276 西餐烹調技能檢定 華立編委會編著 華立 

9789865744519 創意吐司 100 變 
瀨尾幸子著 ; 李

詩涵譯 
人類智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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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621454904 湯療 党毅, 陳虎彪編著 
萬里機構得利書局出

版 

9789626788172 親子 Play Kitchen 陳彥琳, 陳嘉惠著 經濟日報 

9789863753131 經典咖啡拉花 50 款 
北京藝德前程學校

作 
拓客 

9789864080342 陶板屋 家族物語 La Vie 編輯部作 麥浩斯出版  

9789864550395 
乙級中餐烹調術科必勝寶典含學科

試題 
凱瑜工作室編著 台科大圖書 

9789865802578 餐桌上的魚百科 
郭宗坤著 ; 王正

毅攝影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87288 疊煮料理 73 
梅崎和子著 ; 周

若珍譯 
遠足 

9789865775582 咖哩教科書 
水野仁輔著 ; 張

暐譯 
楓書坊出版 

9789869020206 圖解烘焙的原理 
金永模著 ; 金麗

娜譯 
不求人出版 

9789865740504 微奢華.葡萄酒私廚料理 禹珍英著 悅知 

9789865787424 日式小菜教科書 

川上文代著 ; 林

芸蔓, 卓惠娟, 許

郁文譯 

遠足 

9789865824341 酒友,飯友 
安倍夜郎著 ; 丁

世佳譯 
新經典圖文出版  

9789865744625 雞肉料理好滋味 黃乃芸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3730439 烤箱料理真好吃 楊佩珊, 高毓茹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3730255 電鍋燉補養生湯 
李婉萍, 康鑑文化

編輯部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3640455 200 道美味湯品輕鬆做 

莎拉.陸薏絲（Sara 

Lewis）著 ; 諾然

譯 

橘子文化 

9789866029783 Loho 異國風蔬食好味道 
金一鳴作 ; 廖家

威攝影 
朱雀文化 

9789888276233 小家庭幸福食桌 
包點菲師奶（Faybi 

Lee's Kitchen）作 
青馬文化 

9789866179907 永續的一餐 

塔瑪.艾德勒

（Tamar Adler）

作 ; 徐嘉妍譯 

大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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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199592 牛肉麵館 
柚子（張政智）, 柯

憲文, 王金柱作 
邦聯文化 

9789866232404 台灣小吃. 黃景龍, 李家成作 庫克書屋 

9789571361895 設計師的餐盤風景 包周著 時報文化 

9789865865894 擺盤設計 

卡拉.霍布戴（Cara 

Hobday）, 喬.丹布

利（Jo Denbury）

作 ; 喬喻譯 

積木文化出版  

9789865722470 料理好「科學」 
杉田浩一著 ; 連

雪雅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9789869126434 
自己做!網友最愛,秒殺團購名點&伴

手禮 Top100 

馮嘉慧（Maggie）

著 ; 周禎和攝影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9789861364278 東京新食感!人氣主廚的不用捏飯糰 
Sansai Books 編

著 ; 張佳雯譯 
如何 

9789863317487 愛香料 
L'?pice et ?pice 監

修 ; 許倩珮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1793252 我想開始學做菜 
鄭景志, 孫維辰

著 ; 李修瑩譯 
大田 

9789866199516 好吃又好做的異國料理 
林美慧著 ; 徐博

宇, 李顓佑攝影 
邦聯 

9789865865399 世界料理解構聖經 

Keda Black 等著 ; 

Clive Bozzard-Hill

等攝影 ; 林雅芬

譯 

積木出版 

9789866033933 雞尾酒極致對決 
渡?一也監修 ; 邱

婉婷譯 
楓葉社出版 

9789571359885 臺灣好果實 柯亞著 時報 

9789866281686 香料罐兒 陳念萱著 有鹿出版 

9789865749644 玩味咖啡 
門?裕二著 ; 張華

英譯 
瑞昇 

9789865751401 咖啡好時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 著 ; 許

郁文譯 

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5787837 小巧華麗的法式開胃菜 
宮澤奈奈作 ; 許

郁文譯 
遠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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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87721 巴黎 No.1 烹飪教室的甜點教科書 

廚神坊（Les Chefs 

de l'atelier des 

Chefs）著 ; 李淑

寧譯 

遠足文化 

9789865786519 輕蔬食 
Mercedes Blasco

編著 ; 黃彥禎譯 
維他命文化 

9789865787899 精選歐洲家常菜大全 

阿歇特美食

（Hachette 

Pratique）編著 ; 

李淑寧譯 

遠足文化 

9789865944841 
世界拉花冠軍的頂尖 Espresso 咖啡

技法 

澤田洋史著 ; 沙

子芳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2727126 
日本大眾食堂讓人無法忘懷的招牌

料理 

瀨尾幸子料理 ; 

遠藤哲夫文字 ; 

邱香凝譯 

商周出版  

9789865728304 布魯媽媽的幸福食堂 
布魯媽媽（Lina）

著 
布克文化出版  

9789869108621 李英愛的晚餐 
李英愛, 洪珠榮

著 ; 葛增娜譯 
Trendy 文化出版  

9789865744601 世界級大師青木定治 
青木定治著 ; 瞿

中蓮譯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3730163 排骨料理真有味 郭泰王, 張華通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3640455 200 道美味湯品輕鬆做 

莎拉.陸薏絲（Sara 

Lewis）著 ; 諾然

譯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3640431 200 道健康咖哩輕鬆做 

蘇尼爾.維查耶納

伽爾（Sunil 

Vijayakar）著 ; 陳

愛麗譯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3730569 做菜小竅門 康鑑文化編輯部著 人類智庫出版  

9789865865825 手感蛋糕解構全書 

艾比.法賽特（Abi 

Fawcette）著 ; 蒂

兒朵.露妮

（Deirdre 

Rooney）攝影 ; 

韓書妍譯 

積木文化出版  

9789863640448 200 道義大利麵料理輕鬆做 
瑪莉雅.芮奇

（Marina Ricci）
橘子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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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謝映如譯 

9789865751647 就是愛吃 Chocolate! 
若山曜子著 ; 陳

聖怡譯 
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5680886 餅乾研究室 林文中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24252 自家烘焙 5 星級法國麵包 
牛尾則明著 ; 丁

廣貞譯 
良品文化出版  

9789865760182 過年過節在家吃 梁瓊白著 雅事文化出版發行  

9789863640479 200 道鍋煮美食輕鬆做 

喬安娜.費羅

（Joanna 

Farrow）著 ; 關仰

山譯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5760243 100%無奶蛋素西點 陳明裡著 雅事文化出版  

9789861779584 30 分鐘,輕鬆做無油煙烤箱料理 Amanda 著 晨星 

9789863640516 352 道四季甜湯 佘自強作 橘子文化 

9789869140201 36 道讚不絕口創意團圓菜 雷議宗著 旺代企業出版  

9789865787813 45 款居家必備乾貨活用食譜  
三浦理代監修 ; 

賴庭筠譯 
遠足文化 

9789863731313 500 種醬料大全 王景茹等著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9171601 99 道正宗港味的粥粉麵飯 陳紀臨, 方曉嵐作 食為天文創出版  

9789865944872 Bravo!餐廳級燉飯 
橋本學作 ; 黃真

芳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3022299 Sweet memory 旅行 X 烘焙 馬卡瑞比作 雅書堂文化出版  

9789869105279 一個人的粗茶淡飯 米果作 啟動文化出版  

9789863790914 一次學會總鋪師 道中式好料理 蝶兒作 佳魁文化 

9789869094696 三十年珍藏 
栗原晴美作 ; 林

仁惠譯 
愛米粒出版  

9789869094757 三明治大全 柴田書店編 大境文化 

9789862387559 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分類解析 羅明庚著 台科大圖書 

9789863089056 丙級中餐烹調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羅明庚編著 台科大圖書 

9789572197462 丙級烘焙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 朱碧貞編著 全華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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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2387641 丙級烘焙食品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顏耀焜, 顏文章編

著 
台科大圖書 

9789863086482 丙級西餐烹調學術科通關寶典 侯冠琪編著 台科大圖書 

9789862387597 丙級飲料調製學科題庫精要解析 JiNa 工作室編著 台科大圖書 

9789863710066 中式料理三步驟 

裘蒂.凡賽蘿（Jody 

Vassallo）作 ; 德

特.魯尼（Deirdre 

Rooney）攝影 ; 

高育甯譯 

和平國際文化出版  

9789866479571 中式米食決勝精典（丙） 林宥君, 蔡佳樺著 上優文化 

9789863640523 中式麵食點心 江獻珠著 橘子文化 

9789571176420 中餐創意料理 
廖昱翔, 曹舜為編

著 
五南 

9789865749989 人氣酒吧賣創意!特調飲品&調酒 
永瀨正人編著 ; 

張華英譯 
瑞昇文化 

9789864010110 低卡零掙扎宵夜麵 
夜麵俱樂部編 ; 

闕韻哲譯 
瑞昇文化 

9789865680992 侯布雄星級料理大全 

蘇菲.杜德曼

（Sophie 

Dudemaine）著 ; 

林惠敏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3316527 保存版!萬用醬汁事典 
川上文代作 ; 李

芝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422853 傑米.奧利佛的療癒食物 

傑米.奧利佛

（Jamie Oliver）

作 ; 松露玫瑰譯 

三采文化 

9789863751113 咖啡樣 

麥特.羅賓森（Matt 

Robinson）作 ; 巫

芷紜, 洪郁馨譯 

拓客 

9789571361888 咖啡癮史 

史都華.李.艾倫

（Stewart Lee 

Allen）著 ; 簡瑞宏

譯 

時報文化 

9789863316589 咖啡究極講座之手沖咖啡大全 
醜小鴨咖啡師訓練

中心著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9086981 圖解烘焙的原理 
金永模作 ; 金麗

娜譯 
不求人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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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657116 土居老舖傳承百年 昆布家常味  

土居純一, 土居京

子, 土居成吉作 ; 

桑田德, 黃郁婷譯 

原點出版  

9789865751555 在家吃飯吧 
伊能勢敦子作 ; 

許懷文譯 
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4080045 好吃. [好吃編輯部著] 麥浩斯出版  

9789868959750 好想為你做便當 neinei 著 開企 

9789863830139 媽媽給的幸福湯譜 黃楚權著 旗林文化 

9789571361840 孤獨的人都要吃飽 張佳瑋著 時報文化 

9789869004367 家味人生 

莫莉.懷森伯格

（Molly 

Wizenberg）著 ; 

曾志傑譯 

九印文化出版  

9789863752745 寄情廚房 妖妖作 拓客 

9789869112956 
小廚娘變大廚的 67 道創意料理養成

術 

朴仁暻著 ; 邱淑

怡譯 
采實 

9867114736 工藝蛋糕與裝飾技術 
林廷隆, 中華餐旅

協會作 
生活家出版事業出版  

9789865722425 巴黎最老甜點舖 

朱利安.麥瑟朗

（Julien 

Merceron）作 ; 蔣

國英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9789865617042 常備漬物料理帖 
DODO 編輯部作 ; 

草滾滾譯 
精誠資訊 

9789861364131 平底鍋點心魔人的 56 道原創甜點 
boku 作 ; 張佳雯

譯 
如何 

9789863640486 廚房聖經 

亞瑟.勒.凱斯納

（Arthur Le 

Caisne）作 ; 林雅

芬譯 

橘子文化 

9789864010035 德國家庭幸福烘焙筆記 
門倉多仁亞作 ; 

沙子芳譯 
瑞昇文化 

9789865865863 德式廚房管理術  
門倉多仁亞著 ; 

沙子芳譯 
積木文化出版  

9789866210334 志賀勝榮的麵包 
志賀勝榮作 ; 胡

家齊譯 
出版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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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422983 愛料理 網友熱搜 TOP100 電鍋菜 愛料理團隊作 三采文化 

9789863423157 愛麗絲吃遍仙境 

路易斯.卡洛

（Lewis Carroll）

原著 ; 茉莉.羅森

達爾（Julie Van 

Rosendaal）, 皮

耶.拉米艾爾

（Pierre A. 

Lamielle）圖文 ; 

竇永華譯 

三采文化 

9789865898304 我的義國風廚房 江美君, 簡敏育著 膳書房文化 

9789865865894 擺盤設計 

卡拉.霍布戴（Cara 

Hobday）, 喬.丹布

利（Jo Denbury）

作 ; 喬喻譯 

積木文化出版  

9789863664284 放著不管就美味! 
馬場香織作 ; 許

郁文譯 
臺灣角川 

9789865722470 料理好「科學」 
杉田浩一著 ; 連

雪雅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9789865680893 料理檯上的生活練習 
林家岑（Amanda）

作 
麥浩斯出版  

9789863611325 新食感. 辣媽（Shania）著 高寶國際出版  

9789863316558 
日本 20 大名店創意料理&飲品 197

道 

旭屋出版編著 ; 

洪禎韓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577106476 日本名店名人 
小澤諭著 ; 長安

靜美譯 
笛藤發行  

9789865724283 最詳細 烘焙筆記書. 
?田多佳子作 ; 丁

廣貞譯 
良品文化館出版  

9789869171618 李梅仙私房菜 李梅仙作 食為天文創出版  

9789863640530 果醬女王的薄餅&鬆餅 于美芮作 橘子文化 

9789865617035 樂活豆漿料理 180 道 

EU Life 享受生活

X 幸福料理等文. 

攝影 

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 

9789866029851 法國廚神的家常風甜品 

阿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作 ; 夏

綠譯 

朱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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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29790 法國廚神的自然風家庭料理 

阿朗.杜卡斯（Alain 

Ducasse）作 ; 許

妍飛譯 

朱雀文化 

9789863770602 法式廚藝 

安藤裕康, 古?勝, 

戶田純弘作 ; 曹

茹蘋翻譯 

楓書坊文化 

9789865724337 法式經典甜點,貴氣金磚蛋糕 
菅又亮輔著 ; 瞿

中蓮譯 
良品文化館出版  

9789863317197 
清新食感!少油少鹽多健康的印度料

理 76 道 

fMasako Mabani

著 ; 安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5882921 灣岸餐桌 鄭凱華作.攝影 凱特文化創意出版  

9789863752615 燉煮回憶 李妙生作 拓客 

9789869169608 營養師健康廚房 
劉純君, 侯淵瑜合

著 
永詮食品 

9789867114198 玩味 Cake 許燕斌作 生活家出版事業出版  

9789865944902 百年經典歐風餅乾 
池谷信乃作 ; 許

書華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5719418 百變廚房 
NHK 出版作 ; 鄭

婷芳譯 
大都會文化 

9789862135754 篠田課長的吃喝繪圖日記 

篠田直樹著 ; 涂

祐庭譯 ; Fanyu 中

文書寫 

大塊文化出版  

9789862101131 綁架人客的味蕾 李德全著 博誌文化出版  

9789863316138 經典義大利料理大全 
今井壽著 ; 李友

君譯 
臺灣東販出版  

9789863751816 美好食刻 吉子作 有意思 

9789865724306 
美式甜心 So sweet!手作可愛 紐約

風杯子蛋糕 

Kazumi Lisa Iseki

作 ; 鄭純綾譯 
良品文化館出版  

9789866444975 
自己做!安心吃!超市買不到 極品果

醬 
施佳伶著 蘋果屋發行  

9789869126434 
自己做!網友最愛,秒殺團購名點&伴

手禮 Top100 

馮嘉慧（Maggie）

著 ; 周禎和攝影 
日日幸福事業出版  

9789869105422 自己醃 徐茂揮, 古麗麗作 幸福文化出版  

9789866465260 舌尖上的記憶 楊怡祥編著 神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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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112963 花型蛋糕點心 BOOK 
柿澤安耶監修 ; 

蔡麗蓉譯 
采實 

9789865787912 萬用淋醬.沾醬黃金比例 345 
主婦與生活社編

集 ; 葉韋利譯 
遠足文化 

9789572243718 蔬食的饗宴 
安安貝拉, 樊榮輝

著 
松崗資產管理 

9789863640585 蛋糕教室 許正忠, 林倍加著 橘子文化 

9789863840510 行動下午茶!玻璃罐甜點 
若山曜子作 ; 黃

薇嬪譯 
野人文化出版  

9789869105286 行動小廚房. 
致!美好生活促進

會作 
啟動文化出版  

9789863840503 行動沙拉吧!玻璃罐食譜 
若山曜子作 ; 邱

香凝譯 
野人文化出版  

9789863640509 西班牙大廚教你做分子料理 

Daniel Negreira

著 ; 夏荷立, 張

小眉譯 

橘子文化 

9789862101032 親子饗宴 

中村美穗, NPO 法

人.川越育兒協會

監修 ; 劉秀群譯 

博誌文化出版  

9789869149716 調味料便利冊 羅幼真作 方舟文化出版  

9789864080069 讓你 WOW!的 Kokoma 糖霜餅乾 Kokoma 作 麥浩斯出版  

9789863315414 達人漁師親授魚料理 
上田勝彥作 ; 游

婷鈺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1364186 酷冰廚房手作冰棒 50 款 

娜迪亞&凱薩.羅丹

（Nadia & Cesar 

Roden）著 ; 蔡孟

儒譯 

如何 

9789863640295 酷炫多層夾心蛋糕 

瑟莉.歐洛弗森

（Ceri Olofson）

著 ; 朱耘譯 

橘子文化 

9789866527357 重口味川菜 
朱建忠作 ; 蔡明

雄攝影 
賽尚圖文出版  

9789864080007 阿嬤的聰明食譜 
高木 江作 ; 

謝薾鎂, 謝靜玫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9096751 阿昌師在地食材的創意日式料理 
阿昌師（陳宥騰）

作 
開始 

9789863061885 雞尾酒裡面有雞尾巴嗎? 歐爾.斯圖爾（Orr 城邦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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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uhl）著 ; 伊麗

莎白.桂博

（Elizabeth 

Graeber）畫 ; 吳

品儒譯 

9789865739294 靈性魔法廚房 

丹妮絲.琳（Denis 

Linn）, 麥朵.琳

（Meadow Linn）

作 ; 王芳屏譯 

生命潛能文化出版  

9789862101025 頭好壯壯就從吃開始 

辰巳出版株式?社

編 ; 鄒佳紋, 阿

米譯 

博誌文化出版  

9789865680848 餐芳譜 陳威伯, 施靜宜作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60236 魔法手工巧克力  王傳仁, 魏琴著 雅事文化出版  

9789863022329 點滴淬煉,一杯好咖啡 
堀?隆志作 ; 丁廣

貞譯 
雅書堂文化出版  

9789869094740 天然發酵麵食 101 道 周淑玲作 大境文化 

9789869094764 周老師的美食教室 周淑玲作 大境文化 

9789865944940 5 分鐘!免烤主餐麵包 
大庭英子作 ; 許

書華翻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3840602 Weck 玻璃罐料理 
許凱倫等著 ;王正

毅攝影 
野人文化出版  

9789863081128 
乙級中式麵食加工（酥油皮、糕漿皮

類）學術科必勝寶典 
蕭淯恩等編著 台科大圖書 

9789863840398 來吃鍋吧! 
牛尾理?著 ; 邱喜

麗譯 
野人文化出版  

9789861302850 做麵包不失敗 堂關鍵必修課 王勇程作 臺灣廣廈 

9789865722500 冰盒蛋糕 

珍.賽根朵芙（Jean 

Sagendorph）, 潔

西.席恩（Jessie 

Sheehan）著 ; 陳

思因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9789864080113 原味食悟 邱佩玲作 麥浩斯出版  

9789571059792 吃豆腐 
龍東姬作 ; 陳品

芳譯 
尖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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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175838 多彩玻璃罐沙拉 
渥美真由美作 ; 

黃真芳譯 
睿其書房 

9789865695217 奶奶的傳家五穀香 

森光桂子企劃 ; 

高橋玲子執筆 ; 

林冠汾譯 

大寫出版  

9789869181303 完美蛋料理全書 

邁可.魯曼

（Michael 

Ruhlman）著 ; 唐

娜.魯曼（Donna 

Turner Ruhlman）

攝影 ; 潘昱均譯 

奇光出版  

9789863752967 寄情廚房 妖妖作 拓客 

9789866252419 小巧杯子甜點 
西山朗子[作] ; 王

薇婷譯 
樂活文化 

9789863731320 廚房新手做菜竅門 康鑑編輯部作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 

9789863317487 愛香料 
L'?pice et ?pice 監

修 ; 許倩珮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5834562 手感烘焙教科書 君之作 繪虹企業 

9789861364278 東京新食感!人氣主廚的不用捏飯糰 
Sansai Books 編

著 ; 張佳雯譯 
如何 

9789865898328 極品風味手感麵包 陳共銘著 膳書房文化出版  

9789863206941 樂暢人生報告書 魚夫著.繪圖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9789864080472 歡迎光臨夢幻甜點店 

菲利普.康帝辛尼

（Philippe 

Conticini）監修 ; 

柴田書店編 ; 蘇

暐婷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9180474 水果煮義 
杜纚而作 ; 顧知

夏主編 
貓咪予花兒 

9789863424017 法國麵包教父的甜點配方 

艾瑞克.凱瑟（Eric 

Kayser）作 ; 柯志

儀譯 

三采文化 

9789865661373 烘豆大全 
田光壽作 ; 陳曉

菁譯 
四塊玉文創出版  

9789864010158 無奶油甜鹹餅乾 
中島志保作 ; 郭

欣惠譯 
瑞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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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059778 王牌調酒師的私藏特調 
金鳳荷作 ; 陳品

芳譯 
尖端出版  

9789866252426 玻璃杯甜點 
隈部美千代[作] ; 

王薇婷譯 
樂活文化 

9789863591085 生活在餐桌 

詹姆斯.索特

（James Salter）, 

凱伊.索特（Kay 

Salter）著 ; 呂玉

嬋譯 

木馬文化出版  

9789861302843 百變三明治料理全書 
DODO 出版編輯

部作 ; Joung 譯 
臺灣廣廈 

9789865824440 簡單.豐盛.美好 莊祖宜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出版  

9789573331582 美味的法式可麗餅 

安瑟.布列頓

（AnneC? Bretin）

著 ; 娜塔莉.卡內

（Nathalie 

Carnet）攝影 ; 陳

文怡譯 

皇冠 

9789869166324 美食家的醋料理 張瑀庭著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出

版  

9789866029882 美食家的餐桌 

便利生活慕客誌編

輯部編著 ; 邱香

凝翻譯 

朱雀文化出版  

9789865783327 育美媽媽 超人氣動物甜甜圈 
中尾育美作 ; 藍

嘉楹譯 
教育之友文化出版  

9789869114547 台灣小吃 許志滄著 米樂文化出版  

9789862727669 舌尖上的禪滋味 
吉村昇洋著 ; 沙

子芳譯 
商周出版  

9789865751777 英倫早午餐 張雲媛作.攝影 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3700340 荻山和也的麵包機神技 
荻山和也作 ; 吳

冠瑾譯 
楓葉社文化 

9789869180481 蔬食煮義 杜纚而作 貓咪予花兒 

9789863207382 裸食廚房 蔡惠民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9789869015288 詹姆士私房撇步出好菜 詹姆士著 庫立馬媒體科技 

9789865760267 跟客家媽媽學做粿 黃春慧著 雅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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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5787905 輕鬆學做油漬常備菜 
磯貝由惠作 ; 黃

薇嬪譯 
遠足文化 

9789863591108 魔法翻糖蛋糕! Coca 作 木馬文化出版  

9789864080076 鮮味的祕密 

歐雷.G.莫西森

（Ole G. 

Mouritsen）, 克拉

夫斯.史帝貝克

（Klavs Styrb?k）

著 ; 羅亞琪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9105484 雞蛋糕 黃裕傑著 幸福文化出版  

9789861794051 難忘歐洲家庭料理 
石井好子著 ; 張

秋明譯 
大田 

9789863317944 零失敗!打造完美起司蛋糕 
福田淳子著 ; 蕭

辰倢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1302867 零添加純天然!在家做蔬果醬 
DODO 出版編輯

部作 ; Joung 譯 
臺灣廣廈 

9789864430390 露營教室 X 野趣料理 
長野修平著 ; 林

冠汾譯 
晨星 

9789573331872 餐桌上的四季 韓良憶文.攝影 皇冠 

9789869144483 韓國味道散步手帖 
平松洋子著 ; 黃

友玫譯 
日出出版  

9789863754237 食菜堂 王大廚作 有意思 

9789863791706 餐桌上的季節菜 蜜思作 佳魁資訊 

9789862483008 餐桌上的巴黎 

安.馬蒂內蒂

（Anne 

Martinetti）作 ; 思

謐嘉譯 

日月文化出版  

9789865786434 餐桌上的幸福日記 馬馬作 維他命文化出版  

9789571364148 餐桌風格,自己創造吧! 余嘉方作 時報文化 

9789869189644 
餐餐都美味!日本老祖母的拿手家常

小菜 100 

重信初江作 ; 卓

惠娟譯 
遠足文化 

9789621457967 香港特色粥粉麵飯 陳粉玉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9789869171663 香港菜 陳紀臨, 方曉嵐著 食為天文創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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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9207287 魚烹 杜纚而作 山家清供出版  

9789869181341 麵包大變身 
藤田千秋著 ; 賴

郁婷譯 
奇光出版  

9789866210365 麵包新趨勢-裸麥麵包專書 
伊原靖友作 ; 胡

家齊翻譯 
出版菊文化 

9789869181334 荻山和也 X 麵包機百變魔法書 
荻山和也著 ; 陳

心慧譯 
奇光出版  

9789869171649 蔡辰男的美味人生 蔡辰男著 食為天文創出版  

9789572199602 蔬果切雕. 呂哲維著 全華圖書 

9789863640714 蔬果雕初級大全 楊順龍著 橘子文化 

9789863611721 蘇發福日記 蘇發福著 高寶國際出版  

9789865728564 里維的巴黎餐桌 里維著 布克文化出版  

9789864080533 西班牙廚神璜.洛卡的烹飪技藝大全 

璜.洛卡（Joan 

Roca）著 ; 陳怡

婷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9109680 西餐料理一把罩 周景堯作 三藝 

9789869186636 西餐烹調必勝精選  
[三藝]編輯小組編

著 
三藝出版  

9789864430222 解構分子料理 
石川伸一著 ; 何

姵儀譯 
晨星 

9789869186223 這些醋徹底改變了我 
陳冠良, 王麗娜

著 ; 陳子璇英譯 
樂友文化 

9789888295623 開懷歡聚節慶菜 馮筱儀作 Forms Kitchen 出版  

9789869175845 獨立咖啡館創業 MENU 
堀口俊英作 ; 沙

子芳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5683641 玻璃罐排毒水 
Sachi 作 ; 趙君苹

譯 
采實文化 

9789869205313 玻璃罐纖蔬鮮果排毒水 
佐佐木?海作 ; 彭

怡華翻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3640639 甜點女王的百變咕咕霍夫 
賴曉梅著 ; 楊志

雄攝影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5722562 用小鑄鐵鍋做甜點 
鈴木理惠子著 ; 

連雪雅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9789864590018 田口護的咖啡方程式 田口護, 旦部幸博 積木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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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黃薇嬪譯 

9789864080311 異國料理攻略 

珍妮.戴維絲

（Jenni Davis）

著 ; 方玥雯翻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8827660 皮耶.艾曼,可以教我做法式甜點嗎? 

皮耶.艾曼（Pierre 

Herm?）, 索蕾妲.

布哈維（Soledad 

Bravi）著 ; 徐麗

松譯 

水滴文化出版  

9789864080700 築地通的壽司全知識 
福地享子著 ; 周

雨相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9186117 ?屋本店重現古味的鹽麴料理 
淺利妙峰作 ; 黃

碧君譯 
大鴻藝術合作社出版  

9789863317999 紐約經典美食 
平野顯子著 ; 安

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5617219 經典三明治 100 
星谷菜菜作 ; 何

姵儀譯 
精誠資訊 悅知文化 

9789869186643 經典不敗的雞尾酒入門 盧志芬, 范之壎著 三藝 

9789863016397 繽紛時尚!新食感糖霜餅乾 
小林三佐子作 ; 

蔡麗蓉譯 
大邑文化 

9789863611745 罐沙拉小時光 

茱莉亞.梅拉貝拉

（Julia Mirabella）

著 ; 謝儀霏, 賴

孟怡譯 

高寶國際出版  

9789571363424 美味的饗宴 

薩瓦蘭（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著;

李妍譯 

時報文化 

9789570388459 義大利蔬食餐桌 

雷娜.特里朵（Lena 

Tritto）著 ; 楊秀

花譯 

天下生活出版  

9789863770886 義式濃縮咖啡聖經 
安宰赫, 申昌浩

著 ; 馮燕珠譯 
楓書坊文化出版  

9789869166331 職人的手感吐司 吳克己著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9789862728413 

職人親授,簡單烘焙!東京超人氣點心

工房「dans la nature」獨家食譜美

味公開 

千葉奈津?著 ; 林

軒帆譯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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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4500178 散步去吃西米露 呂政達著 九歌 

9789861335407 敬!我們的美味人生 

蘇陳端（貴婦奈

奈）, 滕有正（尤

金）著 

圓神 

9789869182270 料理哪有這麼難 

園田聖?作 ; 今井

久惠繪 ; 蘇聖翔

譯 

不求人文化出版  

9789869168625 旅行中的餐桌 馮淑華著 日初出版  

9789869158220 日嚐時光 蘇宇鈴著 希甦文化出版  

9789864080588 日本料理擺盤基礎事典 La Vie 編輯部作 麥浩斯出版  

9789571057903 早安果汁,晚安沙拉 
文仁英著 ; 陳品

芳譯 
尖端出版  

9789863318187 時令蔬菜高湯活用術 
?口正樹著 ; 安珀

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580959 時尚精品.拉糖盤飾 顏毓賢著 白象文化 

9789620437403 暢遊異國 放心吃喝 于逸堯著 三聯書店 

9789866151842 書房裡的義大利麵哲學家 
土屋敦著 ; 衛宮

紘譯 
智富 

9789863318149 
東方風味 x 西方小酒館料理的美味

雙重奏 

大林芳彰著 ; 蕭

辰倢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5898359 歐風頂級手作甜點 潘楚岷著 膳書房文化出版  

9789865751906 水果輕食主義 
南半球的小貓（吳

曉潔）作 
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5787950 油與醋的美味指南 

烏蘇拉.法瑞諾

（Ursula 

Ferrigno）著 ; 楊.

鮑德溫（Jon 

Baldwin）攝影 ; 

陳亦苓譯 

遠足文化 

9789864010288 法.義.中.日異國沙拉料理教科書 
永瀨正人編著 ; 

沙子芳譯 
瑞昇文化 

9789863840954 泡泡歐芙免發酵麵包 BOOK 
若山曜子作 ; 黃

薇嬪譯 
野人文化出版  

9789863317517 深夜居酒屋絕品下酒菜 
笠原將弘作 ; 李

巧薇譯 
臺灣東販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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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621448828 潮流.復古醃漬食譜 何美寶編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9789863442578 濱田家日式麵包食譜集 
濱田豐作 ; 黃薇

嬪譯 
麥田出版  

9789864010431 無國界創新料理&飲品 
永瀨正人編著 ; 

郭欣惠譯 
瑞昇文化 

9789621457356 煮得好 Easy 小松本太太編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9789888043750 煮得慳. Maria Cordero 作 嘉出版 

9789573331629 大廚在我家. 曾秀保, 王瑞瑤著 皇冠 

9789869166379 完美料理.永續海鮮烹飪事典 王永賢著 帕斯頓數位多媒體 

9789863318095 
專業甜點師傅私房傳授!可愛繽紛法

式小蛋糕 

熊谷裕子著 ; 何

姵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4010363 巧克力裝飾藝術 
水野直己作 ; 龔

亭芬譯 
瑞昇文化 

9789621457844 巧製燒臘三弄 
群生飲食技術人員

協會編著 
萬里機構.飲食天地  

9789865722661 巴黎風味廚房 

蘿拉.卡爾德

（Laura Calder）

著 ; 何修瑜譯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9789866210358 帕尼尼熱三明治&開放式三明治 
淺本充作 ; 許孟

菡譯 
出版菊文化 

9789869208178 席捲日本!玻璃罐排毒食譜 
田?Shouko 著 ; 

陳亦苓譯 
遠足文化 

9789863770961 帶玻璃罐沙拉,去上班! 
新谷友里江作 ; 

張瑋譯 
楓書坊文化出版  

9789865751920 常備菜便當 
富田唯介作 ; 哲

彥譯 
創意市集出版  

9789863318354 從擺盤到上菜,125 道獨創開胃菜 
柳館功作 ; 李巧

薇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611943 戀戀家的玻璃罐中西式常備菜 戀戀家著 高寶國際出版  

9789869175852 我愛好菌優格 
Orange Page 作 ; 

李致瑩譯 
睿其書房出版  

9789866151880 拉麵之神賞味奧義 
石神秀幸著 ; 藍

嘉楹譯 
智富 

9789864590032 低筋麵粉萬用料理 
?野鏡子作 ; 琴兒

譯 
積木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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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6029936 來交換麵包吧 

莫琳.艾姆莉德

（Malin Elmlid）

著 ; 夏綠, 王翰

僑譯 

朱雀文化出版  

9789865787936 依烹調技法學做正統法國料理 
?調理師專門學校

著 ; 陳心慧譯 
遠足文化 

9789863840879 兩個人的小廚食光 
吳欣儒作 ; 王正

毅攝影 
野人文化出版  

9789865787707 初學必備!基礎糕餅教科書 
Ecole?東京著 ; 

周若珍譯 
遠足文化 

9789866252433 創意玻璃罐沙拉 
結城壽美江[著] ; 

沈亮慧譯 
樂活文化 

9789869201919 加顆蛋吧!!經典蛋料理 美味提案 

安德莉亞.史隆內

克（Andrea 

Slonecker）著 ; 

大衛.睿莫（David 

L. Reamer）攝影 ; 

林潔盈譯 

采實文化 

9789863318019 
午前悠閒時光!簡單、美味早午餐

170 道 

朝時間.jp 著 ; 何

姵儀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640691 印度料理初學者的第一本書 
奈爾善己作 ; 陳

柏瑤譯 
橘子文化出版  

9789863424635 只想窩在家的休日好食光 妞仔（黃宜貞）著 三采文化 

9789863562382 只要 3 步驟廚房新手變主廚! 牛尾理惠作 青文 

9789573276876 和風手作便當 吉井忍著 遠流 

9789869213004 和風甘味!笠原家 日式懷舊甜點 
笠原將弘作 ; 黃

玉寧翻譯 
繪虹企業出版  

9789863770916 咖啡聖經 

安妮特.穆德維爾

（Anette 

Moldvaer）作 ; 林

晏生譯 

楓書坊文化出版  

9789864010318 咖啡館開店菜單完全提供 300 
永瀨正人編著 ; 

高詹燦, 黃正由譯 
瑞昇文化 

9789888276370 品酒師的廚房 
Crystal Chan & 

David Wong 作 
青馬文化 

9789864080694 哇!原來製冰盒可以這樣用 包周等作 麥浩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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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318101 
嘗一口甜蜜滋味!紐約風起司蛋糕&

咖啡館茶點蛋糕 

平野顯子作 ; 蕭

辰倢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3318156 基礎和食 
柳原尚之著 ; 蕭

辰倢譯 
臺灣東販發行  

9789866232411 夜市熱賣異國小吃 
黃景龍, 黃慶軒食

譜作者 
庫克書屋 

9789864010417 
10 大名店主廚手工義大利麵完全傳

授 

永瀨正人編著 ; 

沙子芳譯 
瑞昇文化 

9789864010448 12 名廚法.義.中.日全餐設計構築 
永瀨正人編著 ; 

李明穎譯 
瑞昇文化 

9789869189613 365 個歡喜用餐的好理由 

史堤芬.賀諾

（Stephane 

Reynaud）作 ; 蘇

瑩文譯 

遠足文化 

9789869094788 3 星主廚雅尼克的家常晚餐 

雅尼克.亞蘭諾

（Yannick 

All?no）作 ; 林惠

敏譯 

大境文化 

9789571060958 Bonjour!起司蛋糕 

史帝夫.史裘費可

（Steve 

Schouflikir）作 ; 

井田晃子攝影 ; 

王晶盈譯 

尖端出版  

9789864080847 
Cafe&Meal MUJI 無印良品的旬味

食譜 

台灣無印良品作 ; 

許郁文譯 
麥浩斯出版  

9789865783419 Detox water 純天然維他命水 
庄司泉作 ; 謝承

翰翻譯 
教育之友文化 

9789865783396 it's MAI SMOOTHIE 
mai kitamura 作 ; 

劉淳翻譯 
教育之友文化出版  

9789869069199 Scott 新潮茶餐廳料理. 蘇俊豪, 李哲維著 桂氏文化出版  

9789869069168 Scott 私房菜餐廳料理. 蘇俊豪著 桂氏文化出版  

9789571059754 Sweet Time 四季幸福甜點 
金持惠著 ; 蔡秉

玲譯 
尖端出版  

9789869201926 Waffle!我的幸福鬆餅時光 
孔原柱著 ; 李聖

婷譯 
采實 

9789869205344 「鑄鐵鍋」免揉歐式麵包 
堀田誠作 ; 許書

華譯 
睿其書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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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2244609 一個人的美味餐桌 
白成真著 ; 陳品

芳譯 
松崗資產管理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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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佛光大學學生免修大一英文課程實施辦法廢止案 

總說明 

本校自 106學年度起，英文已非必修課程，同學可由外文能力課群中選擇一門（英文、

日文、韓文、泰文、越文五選一）課程選修，因此擬廢止本辦法。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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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免修大一英文課程實施辦法（廢止草案） 

 

107.12.11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語文教育中心會議通過廢止 

107.12.18 107學年度第 1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廢止 

 

第 1 條  為鼓勵本校已達英文畢業門檻之學生繼續提升英文能力，特依據「佛光大學學生

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辦法」與「佛光大學英文能力檢核標準實施要點」，訂立「佛光大

學學生免修大一英文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入學時或在校期間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免修大一英文共

同必修課程： 

一、參加各項英文檢核測驗，測驗成績與「歐洲共同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EF）對照，

非外國語文學系學生成績達B1 Threshold（進階級）標準者，外國語文學系學生

成績達B2 Vantage（高階級）標準者，得免修大一「英文閱讀一」、「英文聽力

一」、「英文閱讀二」、「英文聽力二」。 

二、修讀教育部承認之英語系國家高中（含）以上之課程，並檢附SAT或ACT成績（或

英語系國家同類型考試）達CEF B1標準者。 

三、特殊情況以專案申請，經語文教育中心審核通過者。 

第 3 條  申請免修大一英文共同必修課程者，應於入學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加退選截止日

前檢具成績單及證書正本，向本校語文教育中心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完成申請

手續者，由語文教育中心知會教務處辦理退選事宜。 

第 4 條  核准免修大一英文共同必修課程者，應於畢業前自行選修「涵養與強化課群」之

「進階英文」相關課程，以補足「基本能力課群」必修學分： 

一、免修「英文閱讀一」、「英文聽力一」、「英文閱讀二」、「英文聽力二」者，

需選修兩門「進階英文」之相關課程。 

二、免修「英文閱讀二」與「英文聽力二」者，需選修一門「進階英文」之相關課程。 

第 5 條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免修大一英文共同必修課程，且不受「佛光大學英文能力檢

核標準實施要點」與「佛光大學英文能力檢核標準實施要點」之約束。英語系國家之

確認，由語文教育中心為之。確認免修者，由語文教育中心知會教務處辦理抵免與退

選事宜。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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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佛光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為使遴選優良教師程序能強化實質審查，特修訂本辦法。修訂原則： 

一、修改優良教師推薦資格。 

二、修訂各推薦單位委員組成規範。 

三、新增及修改優良教師遴選程序。 

回臨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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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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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條  凡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

習足為表率，且符合下列條件

者，均得有被推薦之資格： 

一、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之

專任及專案教師。 

二、教師於遴選之前三年平均

授課時數應達本校規定各

級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以

上。 

三、前六學期所授科目教學意

見調查所有課程評點分數

應不低於 4.0分。 

四、經系所（含通識中心及語

文中心）推薦，且有具體

教學貢獻之教師。 

第 2 條  凡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

習足為表率，且符合下列條件

者，均得有被推薦之資格： 

一、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之

專任及專案教師。 

二、教師於遴選之前三年平均

授課時數應達本校規定各

級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以

上。 

三、前三個學年度所授科目教

學意見調查，其每學期所

有課程評點分數應不低於

4.0分。 

四、經系所（含通識中心及語

文中心）推薦，且有具體

教學貢獻之教師。 

考 量 公 告

系 所 辦 理

推 薦 候 選

人時，無法

提 供 下 學

期 教 學 意

見 調 查 成

績，修改為

前 6學期所

授 科 目 教

學 意 見 調

查成績。 

第 3 條  教學優良教師每年遴選一

次，每系（所）至多推薦二名，

各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推

薦名額以該院所屬教師人數之

百分之十為上限（四捨五入取

整數）。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

員會（以下簡稱校級遴選委員

會）再由院級優良教師推薦人

選中遴選出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至多九人，其中一至二名為教

學特優教師，其他為教學績優

教師。 

第 3 條  教學優良教師每年遴選一

次，各院（含通識教育委員會）

遴選名額以該院所屬教師人數

之百分之十為上限（四捨五入

取整數）。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

員會再由院級優良教師候選人

中遴選出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至

多九人，其中一至二名為教學

特優教師，其他為教學績優教

師。 

1. 新 增 各

系（所）

推 薦 名

額。 

2. 修 改 用

詞。 

第 6 條  各學系、院應成立教學優

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系、院遴選委員會），置委員至

少五人，委員會之組成應含資

深教師或曾獲教學優良教師

第 6 條  各學院應成立院級教學優

良教師初選委員會，院長為召

集人，置委員至少五人，其上

限由各學院自行決定，由各系

所資深教師或曾獲教學優良教

修 訂 各 學

系、院單位

委 員 組 成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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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上限由各學系、院自行

決定。 

遴選委員任期一年，由各

學系、院主管聘任之，各學系、

院主管為當然委員，並擔任遴

選委員會之召集人。 

師者（非遴選候選人）組成之，

並向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

員會推薦候選人。 

第 7 條  校級遴選委員會由校長聘

請教務長及各學院資深教師或

曾獲教學優良教師者共 7-9名

委員組成之，教務長為召集

人。遴選委員任期一年，由校

長任命之。 

第 7 條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

員會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及各學

院資深教師或曾獲教學優良教

師者（非遴選候選人）共 7-9

名委員組成之，教務長為召集

人。遴選委員之任期一年，由

校長任命之。 

修正文字

敘述。 

第 8 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

序如下： 

一、各學系、院於教務處公告

截止日前，依規定名額推

薦教學優良教師參與全校

性遴選。 

二、各學系、院除審查教師歷

程系統資料外，須蒐集候

選人教學優良事實至少一

項，如徵詢同儕教師或曾

被授課學生之意見、問卷

調查、電話訪談、當面晤

談或進行觀課等。 

三、系級完成遴選後，將遴選

結果及推薦表，送交院級

遴選委員會審議。 

四、院級遴選委員會開會時，

應請學系召集人列席說明

遴選程序及推薦理由。遴

選完成後，將遴選結果及

推薦表，送交校級遴選委

員會審議。 

五、校級遴選委員會會議應請

各學院召集人列席說明。 

六、各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

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

第 8 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

序如下： 

一、各學院依教務處公告時

程，公開接受該院所屬系

所推薦之候選人名單，每

系所至多二名。 

二、候選人應於院遴選程序前

將下列資料建置至教師歷

程系統，做為遴選評分參

考。 

（一）個人教學相關論述

（1000字左右）。 

（二）足以證明在教學上

具有傑出成果之各

項例證或教學資源

製作具體成果。 

三、院級教學優良教師初選委

員會委員須擇下列方式至

少一項，收集候選人教學

優良事實： 

（一）候選人上傳教師歷

程系統之資料。 

（二）觀課。 

（三）與候選人受教學生

或同儕教師訪談。 

四、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會

1. 各 學

系、院依

規 定

名，辦理

遴 選 作

業。 

2. 因 每 位

教 師 須

不 定 期

更 新 個

人 教 師

歷 程 系

統 資

料，故將

遴 選 前

建 置 教

學 歷 程

系 統 之

程 序 刪

除。 

3. 修 訂 各

學系、院

收 集 候

選 人 教

學 優 良

事 實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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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 

七、校級遴選委員會遴選程序

應於十一月底前完成，審

查結果報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 

議應請各院初選委員會召

集人（或其指定代理人）

列席說明候選人推薦理

由。 

五、各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

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 

六、校級優良教師遴選程序應

於十一月底前完成。 

方式。 

4. 新 增 學

系 列 席

說 明 候

選 人 推

薦 程 序

與理由。 

回臨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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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44 

佛光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草案） 

 

108.01.09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為提高本校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努力與貢獻，特訂定「佛光大

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凡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習足為表率，且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得有被推薦之資

格： 

一、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之專任及專案教師。 

二、教師於遴選之前三年平均授課時數應達本校規定各級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以上。 

三、前六學期所授科目教學意見調查所有課程評點分數應不低於 4.0分。 

四、經系所（含通識中心及語文中心）推薦，且有具體教學貢獻之教師。 

第 3 條  教學優良教師每年遴選一次，每系（所）至多推薦二名，各院（含通識教育委員

會）推薦名額以該院所屬教師人數之百分之十為上限（四捨五入取整數）。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級遴選委員會）再由院級優良教師推

薦人選中遴選出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至多九人，其中一至二名為教學特優教師，其他為

教學績優教師。 

第 4 條  獲頒特優教師者，獎金為五萬元；獲頒績優教師獎金為一萬元。 

特優或績優教師如獲彈性薪資，則不得重複領取優良教師獎金。 

第 5 條  取得教授資格後兩次獲頒「教學特優」獎者，視為終身教學傑出，嗣後不再推薦。 

為擴大獎勵範圍，獲遴選為教學特優教師於三年內不再參與遴選。 

第 6 條  各學系、院應成立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系、院遴選委員會），置

委員至少五人，委員會之組成應含資深教師或曾獲教學優良教師者，其上限由各學系、

院自行決定。 

遴選委員任期一年，由各學系、院主管聘任之，各學系、院主管為當然委員，並

擔任遴選委員會之召集人。 

第 7 條  校級遴選委員會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及各學院資深教師或曾獲教學優良教師者共

7-9名委員組成之，教務長為召集人。遴選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任命之。 

第 8 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程序如下： 

一、各學系、院於教務處公告截止日前，依規定名額推薦教學優良教師參與全校性遴

選。 

二、各學系、院除審查教師歷程系統資料外，須蒐集候選人教學優良事實至少一項，

如徵詢同儕教師或曾被授課學生之意見、問卷調查、電話訪談、當面晤談或進行

觀課等。 

三、系級完成遴選後，將遴選結果及推薦表，送交院級遴選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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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級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請學系召集人列席說明遴選程序及推薦理由。遴選完

成後，將遴選結果及推薦表，送交校級遴選委員會審議。 

五、校級遴選委員會會議應請各學院召集人列席說明。 

六、各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七、校級遴選委員會遴選程序應於十一月底前完成，審查結果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第 9 條  獲選為優良教師者應積極參與規劃及推動教學發展相關之觀摩與研討活動，包括

公開授課、於新進教師研習會發表教學經驗及心得並擔任領航教師等，以協助提升本

校教學品質。 

第 1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臨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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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修訂原則： 

一、教育部 107年 12月 3日訂定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要點」，

教育部為保障大學學生的勞動權益，自 108年 2月 1日起現行教學獎助生（一般所稱教

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的分流措施，未來一律歸類為「勞僱型」，均

享有勞健保等相關保障。 

二、本校人事室亦於 107年 11 月 21日召開 107學年度第一次「教學助理全面納保相關事宜」

會議決議，因應教育部發布教學獎助生自 108年 2月 1日起歸類為勞僱型，教學獎助生

以「月薪」為單位，行政助理仍以「時薪」為單位計算核發助學金。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5條。 

三、勞保規定，教學助理應在工作第一天辦理加保、工作最後一天辦理退保，另需備教學助

理之出缺勤資料，以利勞動檢查。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6條。 

回臨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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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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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名額及申

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獎學金分配原則：班級人數

20 人（含）以下者推薦一

名，班級人數 21 人（含）

以上者推薦二名，40人（含）

以上可再增列一名（新生第

一學期無在校成績不予推

薦），每學期頒發一次，由

各研究所審核推薦之。 

二、助學金申請條件：以校外未

有專兼職工作者優先，研究

生領取本助學金者，須實際

參與協助教學或行政工

作。助學金金額之計算：教

學獎助生以月薪為單位、行

政助理以時薪為單位計算

核發助學金。 

第 5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名額及申

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獎學金分配原則：班級人數

20 人（含）以下者推薦一

名，班級人數 21 人（含）

以上者推薦二名，40人（含）

以上可再增列一名（新生第

一學期無在校成績不予推

薦），每學期頒發一次，由

各研究所審核推薦之。 

二、助學金申請條件：以校外未

有專兼職工作者優先，研究

生領取本助學金者，須實際

參與協助教學或行政工

作。助學金金額之計算：教

學獎助生、行政助理以小時

為單位計算核發助學金。 

教育部發

布教學獎

助 生 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

歸 類 為

「 勞 僱

型」，以

「月薪」

為單位計

算核發助

學金。 

第 6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及審

議程序： 

一、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於每學

期開學前決議各系所名額

後，再由各研究所推薦、提

出申請書，經院長核定後，

送交教務處彙辦，每學期核

發一次。 

二、助學金： 

（一）行政助理：審查委員

會於每學期開學前

決 議 各 系 所 金 額

後，再由各系所依規

定填報研究生助學

金申請表後，送教務

處彙辦。 

第 6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及審

議程序： 

一、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於每學

期開學前決議各系所名額

後，再由各研究所推薦、提

出申請書，經院長核定後，

送交教務處彙辦，每學期核

發一次。 

二、助學金： 

（一）行政助理：審查委員

會於每學期開學前

決 議 各 系 所 金 額

後，再由各系所依規

定填報研究生助學

金申請表後，送教務

處彙辦。 

助學金核

定後，由

用人單位

繳交工作

證明文件

送教務處

彙辦，以

申報核發

助學金及

勞 動 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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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獎助生：由開課

教師提出教學獎助

生需求申請，經教務

處 彙 整 申 請 總 數

後，送交研究生獎助

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議之。 

審查委員會依

當學期預算情形決

議後，獲補助單位依

核定課程數配置補

助科目，再經由學生

應徵完成程序。 

以上助學金核定後，由用人

單位繳交考核表或學習紀錄單

送教務處彙辦，以申報核發助學

金。 

（二）教學獎助生：由開課

教師提出教學獎助

生需求申請，經教務

處 彙 整 申 請 總 數

後，送交研究生獎助

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議之。 

審查委員會依

當學期預算情形決

議後，獲補助單位依

核定課程數配置補

助科目，再經由學生

應徵完成程序。 

以上助學金核定後，由用人

單位列印單位別清單及相關附

件送教務處彙辦，以申報核發助

學金。 

回臨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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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51 

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草案） 

 

107.12.11 107學年度第 18次處內主管會議通過 

108.01.09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本校為獎助研究生參與教學及行政工作，訂定佛光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設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任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委員會執行長、會計室主任等組

成，並由教務處承辦相關業務負責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審查與分配事宜。 

第 3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金額與來源：依教育部年度補助及本校自籌款額度，由審查委

員會審議之。 

第 4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對象須為本校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學學生；獎學金部分以第

一、二學年為原則，不含延修生。 

第 5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名額及申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獎學金分配原則：班級人數 20 人（含）以下者推薦一名，班級人數 21 人（含）

以上者推薦二名，40人（含）以上可再增列一名（新生第一學期無在校成績不予

推薦），每學期頒發一次，由各研究所審核推薦之。 

二、助學金申請條件：以校外未有專兼職工作者優先，研究生領取本助學金者，須實

際參與協助教學或行政工作。助學金金額之計算：教學獎助生以月薪為單位、行

政助理以時薪為單位計算核發助學金。 

第 6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及審議程序： 

一、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於每學期開學前決議各系所名額後，再由各研究所推薦、提

出申請書，經院長核定後，送交教務處彙辦，每學期核發一次。 

二、助學金： 

（一）行政助理：審查委員會於每學期開學前決議各系所金額後，再由各系所依

規定填報研究生助學金申請表後，送教務處彙辦。 

（二）教學獎助生：由開課教師提出教學獎助生需求申請，經教務處彙整申請總

數後，送交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之。 

審查委員會依當學期預算情形決議後，獲補助單位依核定課程數配置

補助科目，再經由學生應徵完成程序。 

以上助學金核定後，由用人單位繳交考核表或學習紀錄單送教務處彙辦，以申報

核發助學金。 

第 7 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繼續領取本獎、助學金。 

一、經用人單位評定不予續發獎、助學金者。 

二、中途因故離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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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臨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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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修訂原則： 

一、教育部 107年 12月 3日訂定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要點」，

教育部為保障大學學生的勞動權益，自 108年 2月 1日起現行教學獎助生（一般所稱教

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的分流措施，未來一律歸類為「勞僱型」，均

享有勞健保等相關保障。 

二、本校人事室亦於 107年 11 月 21日召開 107學年度第一次「教學助理全面納保相關事宜」

會議決議，因應教育部發布教學獎助生自 108年 2月 1日起歸類為勞僱型，教學獎助生

以「月薪」為單位，行政助理仍以「時薪」為單位計算核發助學金。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7條。 

三、教學獎助生不再進行「學習型」，因此原稱「學習津貼」改為「助學金」，統一與教育部

補助之「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相同名稱。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2條。 

四、由於「課程教學獎助生」與「課輔教學獎助生」在助學金金額並無差別，故統一教學獎

助生的工作內容。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3條。 

五、檢視教學獎助生之學習紀錄單，以評估後續是否聘任。因此修正本辦法第 8條。 

回臨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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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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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增進教學品質，特訂定「佛

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增進教學品質，特訂定「佛

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無修正。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獎助生，

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教師進行

教學實習。欲擔任「教學獎助

生」者，須修習通識教育中心

開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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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助生」依實習時

數得領取助學金（以下簡稱助

學金）。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獎助生，

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教師進行

教學實習。欲擔任「教學獎助

生」者，須修習通識教育中心

開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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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助生」依實習時

數得領取學習津貼。 

教學獎助生不

再進行「學習

型」，因此原稱

「學習津貼」

改 為 「 助 學

金」，統一與教

育 部 補 助 之

「研究生獎助

學金」之相同

名稱。 

第 3 條    「教學獎助生」工作內容

為從事教材準備、分組討論、

實習、作業批改、技術操作、

經營班級與師生互動、課業諮

詢及輔導等活動。 

第 3 條    「教學獎助生」依學習性

質分為「課程教學獎助生」及

「課輔教學獎助生」，學習內

容說明如下： 

一、「課程教學獎助生」：提

供學習編寫課程大綱、教

學技能、經營班級與師生

互動等機會。 

二、「課輔教學獎助生」：除

前項「課程教學獎助生」

之學習項目外，尚提供學

生學習課業諮詢及輔導等

機會。 

由於「課程教

學獎助生」與

「課輔教學獎

助生」在助學

金金額並無差

別，故統一教

學獎助生的工

作內容。 

第 4 條    「教學獎助生」之經費來

源及運用說明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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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研究生擔

第 4 條    「教學獎助生」之經費來

源及運用說明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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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研究生擔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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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他經費」可由研

究生或大學部三年級或四

年級學生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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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與大學部教學獎助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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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其他經費」可由研

究生或大學部三年級或四

年級學生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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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與大學部教學獎助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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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獎助生」之申請及

補助原則說明如下： 

一、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課

程，每一課程以申請一名

為原則。申請教學獎助生

課程應由授課教師於教學

獎助生管理系統提出申請

（於學生初選時段同步提

出申請）。 

二、各學院系、通識教育課程

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補

助，以必修、大班教學及

學士班課程為優先。 

第 5 條    「教學獎助生」之申請及

補助原則說明如下： 

一、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課

程，每一課程以申請一名

為原則。申請教學獎助生

課程應由授課教師於教學

獎助生管理系統提出申請

（於學生初選時段同步提

出申請）。 

二、各學院系、通識教育課程

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補

助，以必修、大班教學及

學士班課程為優先。 

本條無修正。 

第 6 條    「教學獎助生」之資格規

定如下： 

一、經費來源若為「教育部研

究生獎助學金」，應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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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本校在學之博

士生、碩士生或大學部學

生擔任。 

第 6 條    「教學獎助生」之資格規

定如下： 

一、經費來源若為「教育部研

究生獎助學金」，應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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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本校在學之博

士生、碩士生或大學部學

生擔任。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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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生或碩士生擔

任者，依本條第一

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生擔任者，以

三年級或四年級學

生為限，且須符合

以下條件之一： 

1.前學業成績總平

均排名須為全班

前 30%。 

2.擬擔任該課之

「教學獎助生」

應修習通過該課

程或可抵認課

程，且期末成績

達 85分（含）以

上者。 

（三）有關陸生擔任教學

獎助生，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不得領

取中央政府經費款

項。 

三、「教學獎助生」以同時擔

任 2門（或 6學分）課程

為上限。 

四、碩士生（含碩專生）如有

專職者，不具擔任「教學

獎助生」資格。 

（一）博士生或碩士生擔

任者，依本條第一

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生擔任者，以

三年級或四年級學

生為限，且須符合

以下條件之一： 

1.前學業成績總平

均排名須為全班

前 30%。 

2.擬擔任該課之

「教學獎助生」

應修習通過該課

程或可抵認課

程，且期末成績

達 85分（含）以

上者。 

（三）有關陸生擔任教學

獎助生，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不得領

取中央政府經費款

項。 

三、「教學獎助生」以同時擔

任 2門（或 6學分）課程

為上限。 

四、碩士生（含碩專生）如有

專職者，不具擔任「教學

獎助生」資格。 

第 7 條    擔任教學獎助生者，由本

校發給教學獎助生助學金，並

依規定辦理勞（健）保加保與

簽定勞動契約。其經費發放標

準及發放方式如下： 

一、助學金發放標準： 

（一）博、碩士生每月

2,200 元至 4,600

元；學士生每月

1,900 元至 3,700

元為原則，以上金

第 7 條    「教學獎助生」學習津貼

補助，一學期補助 18週，分 4

期核發。 

因應教育部發

布教學獎助生

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歸類為

「勞僱型」，修

正助學金發放

標準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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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均含勞保，本校

有調整經費的權

利。 

（二）每小時平均薪資不

得低於行政院勞動

部公告基本工資。 

（三）本中心每學期辦理

期初說明會、培訓

工作坊等各項系列

活動，協助教學獎

助生確實瞭解該制

度之精神，強化輔

導與溝通技能。教

學獎助生須配合參

與各項活動，參與

活動時數不列入薪

資計算。 

二、助學金發放方式： 

（一）助學金按月發放。

核撥月數每學期至

多五個月，每學年

第一學期以每年 9

月至翌年 1 月為原

則；第二學期以每

年 2 月至 6 月為原

則。本校得視其需

求，在前述期間

內，調整核撥月數。 

（二）聘期未足月者，當

月之助學金依實際

工作日數比例發

放。 

第 8 條    「教學獎助生」須繳交資

料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應填報學

習記錄，並經授課教師簽

核，以評估後續是否聘任。 

二、「教學獎助生」每學期結

束後一週內繳交期末成果

第 8 條    「教學獎助生」請領學習

津貼所須繳交資料及其應注意

事項說明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應填報學

習記錄，並經授課教師簽

核，以進行津貼之核銷。 

二、課輔教學獎助生除繳交上

檢視教學獎助

生之學習紀錄

單，以評估後

續是否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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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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文件外，須附上課程輔

導簽到表。 

三、「教學獎助生」每學期結

束後一週內繳交期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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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獎助生」之培訓與

考核，依「佛光大學教學獎助

生考核及培訓實施要點」辦理。 

第 9 條    「教學獎助生」之培訓與

考核，依「佛光大學教學獎助

生考核及培訓實施要點」辦理。 

本條無修正。 

第 10 條    為精進「教學獎助生」之

學習成效，教務處須定期遴選

優秀教學獎助生若干名，其資

格為學期考核成績前 10%，且修

課學生滿意度問巻填卷率達

50%以上者。獲選者由教務處於

次一學期之研習會中公開表揚

並獎勵。 

第 10條    為精進「教學獎助生」之

學習成效，教務處須定期遴選

優秀教學獎助生若干名，其資

格為學期考核成績前 10%，且修

課學生滿意度問巻填卷率達

50%以上者。獲選者由教務處於

次一學期之研習會中公開表揚

並獎勵。 

本條無修正。 

第 11 條    擬放棄教學獎助生資格

者，應通知該科授課教師及教

務處辦理相關作業。授課教師

得因此更換教學獎助生。 

教師擬更換教學獎助生

者，應通知該生及教務處辦理

相關作業。學生如有申訴及救

濟事宜，依第 12 條辦理。 

第 11條    擬放棄教學獎助生資格

者，應通知該科授課教師及教

務處辦理相關作業。授課教師

得因此更換教學獎助生。 

教師擬更換教學獎助生

者，應通知該生及教務處辦理

相關作業。學生如有申訴及救

濟事宜，依第 13 條辦理。 

修改條次。 

 第 12 條    教學獎助生參與教學實習

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

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

業災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

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 

歸 類 為 勞 僱

型，已無補助

學習型團保，

刪除條文。 

第 12 條    教學獎助生如有申訴及救

濟事宜，應首先向教務處反

應。未獲解決時，由本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審理，以保障

其權益。 

第 13 條    教學獎助生如有申訴及救

濟事宜，應首先向教務處反

應。未獲解決時，由本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審理，以保障

其權益。 

修改條次。 

第 13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除參照

政府法令外，依本校相關規定

第 14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除參照

政府法令外，依本校相關規定

修改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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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辦理。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修改條次。 

回臨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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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052 

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法（草案） 

 

107.12.11 107學年度第 18次處內主管會議通過 

108.01.09 107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學品質，特訂定「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

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獎助生，係為透過課程實習向教師進行教學實習。欲擔任「教學

獎助生」者，須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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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助生」依實習時數得領取助學金

（以下簡稱助學金）。 

第 3 條    「教學獎助生」工作內容為從事教材準備、分組討論、實習、作業批改、技術操

作、經營班級與師生互動、課業諮詢及輔導等活動。 

第 4 條    「教學獎助生」之經費來源及運用說明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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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研究生擔任，「其他經費」可由研究生或大學部

三年級或四年級學生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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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獎助生申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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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獎助生」之申請及補助原則說明如下： 

一、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課程，每一課程以申請一名為原則。申請教學獎助生課程

應由授課教師於教學獎助生管理系統提出申請（於學生初選時段同步提出申

請）。 

二、各學院系、通識教育課程申請「教學獎助生」之補助，以必修、大班教學及學士

班課程為優先。 

第 6 條    「教學獎助生」之資格規定如下： 

一、經費來源若為「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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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本校在學之博士生、碩士生或大學部學生擔任。 

（一）博士生或碩士生擔任者，依本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二）大學生擔任者，以三年級或四年級學生為限，且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前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須為全班前 30%。 

2.擬擔任該課之「教學獎助生」應修習通過該課程或可抵認課程，且期末

成績達 85分（含）以上者。 

（三）有關陸生擔任教學獎助生，依教育部相關規定，不得領取中央政府經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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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三、「教學獎助生」以同時擔任 2門（或 6學分）課程為上限。 

四、碩士生（含碩專生）如有專職者，不具擔任「教學獎助生」資格。 

第 7 條    擔任教學獎助生者，由本校發給教學獎助生助學金，並依規定辦理勞（健）保加

保與簽定勞動契約。其經費發放標準及發放方式如下： 

一、助學金發放標準： 

（一）博、碩士生每月 2,200元至 4,600元；學士生每月 1,900元至 3,700元為

原則，以上金額均含勞保，本校有調整經費的權利。 

（二）每小時平均薪資不得低於行政院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 

（三）本中心每學期辦理期初說明會、培訓工作坊等各項系列活動，協助教學獎

助生確實瞭解該制度之精神，強化輔導與溝通技能。教學獎助生須配合參

與各項活動，參與活動時數不列入薪資計算。 

二、助學金發放方式： 

（一）助學金按月發放。核撥月數每學期至多五個月，每學年第一學期以每年 9

月至翌年 1月為原則；第二學期以每年 2月至 6月為原則。本校得視其需

求，在前述期間內，調整核撥月數。 

（二）聘期未足月者，當月之助學金依實際工作日數比例發放。 

第 8 條    「教學獎助生」須繳交資料及其應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教學獎助生」應填報學習記錄，並經授課教師簽核，以評估後續是否聘任。 

二、「教學獎助生」每學期結束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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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獎助生」之培訓與考核，依「佛光大學教學獎助生考核及培訓實施要點」

辦理。 

第 10條    為精進「教學獎助生」之學習成效，教務處須定期遴選優秀教學獎助生若干名，

其資格為學期考核成績前 10%，且修課學生滿意度問巻填卷率達 50%以上者。獲選者

由教務處於次一學期之研習會中公開表揚並獎勵。 

第 11條    擬放棄教學獎助生資格者，應通知該科授課教師及教務處辦理相關作業。授課教

師得因此更換教學獎助生。 

教師擬更換教學獎助生者，應通知該生及教務處辦理相關作業。學生如有申訴及

救濟事宜，依第 12 條辦理。 

第 12 條    教學獎助生如有申訴及救濟事宜，應首先向教務處反應。未獲解決時，由本校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理，以保障其權益。 

第 13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除參照政府法令外，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臨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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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佛光大學 108年法制作業規劃表 

彙整單位：秘書室 

一、擬制訂法規 

（一）總務處 

擬制訂法規之草案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要旨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108年 12月 

為有效防止本校各場所發生職業災害，促進

全體教職員生等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工作

者之安全與健康，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規定，制訂此辦法。 

綠色校園推動委員會設置

辦法 
108年 12月 

為落實綠色大學各項措施，勵行環保節能減

碳、保護地球環境，促進校園永續發展，建

立能適應氣候變遷之永續校園。 

（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擬制訂法規之草案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要旨 

國際處華語教學中心華語

教師聘任辦法 
108年 12月 

針對華語中心教師聘任、支薪、進修、續聘

等予以立法裨益後續有所依據。 

國際處華語教師課務辦法 108年 12月 
立法說明華語中心真對課程安排等建立體

制與規範。 

國際處學生輔導辦法 108年 12月 
針對學習落後學生提供相關輔導等配套措

施。 

回提案六 

二、擬修正法規 

（一）教務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研究生獎助學金審查 

辦法 
108年 1月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3 日來文「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要

點」，教育部為保障大學學生的勞動權益，

自 108年 2月 1日起現行教學獎助生（一般

所稱教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的

分流措施，未來一律歸類為勞僱型均享有勞

健保等相關保障。 

教學獎助生實施暨獎勵辦

法 
108年 1月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3 日來文「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要

點」，教育部為保障大學學生的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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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8年 2月 1日起現行教學獎助生（一般

所稱教學助理）不再進行學習型及勞僱型的

分流措施，未來一律歸類為勞僱型均享有勞

健保等相關保障。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

辦法 
108年 1月 

為求能以實質審查之程序遴選出優良教

師，特修訂本辦法。 

學則 108年 5月 依教育部意見修正。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

試辦法 
108年 5月 依教育部意見修正。 

學分抵免辦法 108年 5月 依教育部意見修正。 

學程實施辦法 108年 5月 
配合以學院為核心之實施，修正學程相關規

定。 

學習預警暨輔導辦法 108年 5月 

1.擬由班級導師輔導，增為學系暨班級導師

共同輔導。 

2.因本校較多延畢生為研究生，擬由延畢後

每年輔導，改為年限倒數第二年（即第五

年）進行輔導。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辦法 108年 5月 
因教育部今年更改弱勢學生的資格定義，及

配合弱勢生輔導機制系統修改內容。 

學生實習辦法 108年 5月 實習課程之鐘點數計算方式。 

（二）學生事務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書卷獎獎學金設置要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惜福結緣入學優惠實施要

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愛心「鹹菜會」濟助實施

要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急難濟助金實施要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設

置要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107 學年度

以前入學生適用）。 

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設

置要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108年 1月 配合學生會改選時間修訂委員任期。 

學生請假規定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助學工讀實施要點 108年 6月 涉及人、錢權益而改制為辦法。 

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108年 6月 調整部份條文，以符合目前執行狀態。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申

請課業輔導暨伴讀協助實

施要點 

108年 6月 
因要點涉及學生相關權益，擬修正要點中給

付標準。 

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 108年 6月 

參照 107 年 10 月 25 日特優導師甄選委員會

會議及 107年 12月 6日學生事務會議討論，

修改部分條文以改善未來推行之導師制度。 

導師制實施辦法 108年 6月 修改部分條文以符合目前推行之導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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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108年 6月 

本校學生獎懲會學生委員為學生會，擬配合

學生會改選時間（每年）調整委員任期時間

及確認教師代表派遣單位，以符合獎懲委員

會之代表性。 

（三）總務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財物管理辦法 108年 6月 
將法規第 2 條第二款「物品」定義金額提高

及為確實清查財物之要求增訂罰則。 

場地借用管理辦法 108年 6月 
為場地借用管理統一，將雲五館借用管理收

費標準納入。 

（四）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佛光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

2+2Program實施及助學金

辦法 

108年 12月 

由於學生個人修業規劃以及各開課單位課/

學程安排之不同使得不同學生間有著修業進

程的差異，此外受限目前排課之規定，如教

室容納人數，或是可開設之課程數量等許多

因素。故建議將法規名稱修正為「台美雙學

位實施及助學金辦法」。 

（五）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組織規章 108年 5月 配合 108學年度系所更名 

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組織規章修正 

行政業務加給獎勵金支給

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相關辦法修訂 

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新訂專案教師辦法修訂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新訂專案教師辦法修訂 

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新訂專案教師辦法修訂 

（六）人事室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組織規章 108年 5月 配合 108學年度系所更名。 

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組織規章修正。 

行政業務加給獎勵金支給

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相關辦法修訂。 

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新訂專案教師辦法修訂。 

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新訂專案教師辦法修訂。 

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 108年 6月 配合教育部新訂專案教師辦法修訂。 

（七）通識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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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108年 3月 新增藝術教育中心及其職掌。 

（八）秘書室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秘書室施行細則 108年 3月 職掌事項更動。 

（九）校務研究辦公室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108年 4月 
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辦理。 

（十）圖書暨資訊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圖書館紙本核心期刊建置

原則 
108年 6月 順應時代潮流與目前使用期刊之趨勢。 

圖書館紙本期刊經費分配

與採購要點 
108年 6月 順應時代潮流與目前使用期刊之趨勢。 

圖書館期刊陳列保存要點 
108年 6月 

順應時代潮流與目前館藏空間與期刊使用

之習慣。 

（十一）佛教學院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培育佛學菁英獎學金辦法 108年 5月 修改獎學金申請、核發模式及額度。 

（十二）會計室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演講暨車馬費支付辦法 108年 4月 
配合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修正，擬修正本法。 

（十三）招生事務處 

原法規名稱 草案預定提出月份 擬修正之原因及要點 

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

獨招生規定 
108年 4月 

配合教育部「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

點」修訂。 

回提案六 

三、擬廢止法規 

（一）教務處 

法規名稱 預定提出月份 擬廢止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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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聘專家學者短期來校講

學待遇支給辦法 
108年 3月 

本校目前已無各院系延聘專家學者短期來

校講學之情形，本辦法提案廢止。 

全英語授課獎勵辦法 108年 3月 

之前奬勵辦法執行時，僅有原以英文授課的

課程進行申請，然如此並不符合獎勵精神，

故將此類課程排除在外，之後即未有課程再

申請，故擬予以廢止。 

（二）學生事務處 

法規名稱 預定提出月份 擬廢止之原因 

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要點 108年 6月 
此要點內容已有教育部規定或專法，建議廢

止。 

預備軍士官初選委員會設

置辦法 
108年 6月 

因兵役法修改，已無義務役預備軍士官，不

需成立委員會，擬廢止。 

（三）圖書暨資訊處 

法規名稱 預定提出月份 擬廢止之原因 

圖書暨資訊處平板電腦管

理辦法 
108年 5月 已無平板電腦借用業務。 

回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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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學生事務處法規決議層級表 

回提案七 

序

號 
編號 法規名稱 

法規決議歷程 

說明 學務

會議 

行政

會議 

校務

會議 

教育

部 

1 A02-101 學生自治組織輔導辦法 ◎ ◎  ◎  

2 A02-201 學生生活輔導辦法  ◎ ◎    

3 A02-202 學生品德教育實施辦法 ◎ ◎    

4 A02-203 學生獎懲辦法 ◎ ◎  ◎  

5 A02-204 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 ◎    

6 A02-205 
助學工讀實施要點（行政規

章） 
◎ ◎   

 

7 A02-206 
書卷獎獎學金設置要點（行政

規章） 
◎ ◎   

 

8 A02-207 培育佛學菁英獎學金辦法 ◎ ◎    

9 A02-208 
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設置

要點（行政規章） 
◎ ◎   

 

10 A02-209 
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設置

要點（行政規章） 
◎ ◎   

 

11 A02-210 
急難濟助金實施要點（行政規

章） 
◎ ◎   

 

12 A02-211 
愛心「鹹菜會」濟助實施要點

（行政規章） 
◎ ◎   

 

13 A02-212 菸害防制實施辦法 ◎ ◎    

14 A02-213 學士班入學助學金實施辦法 ◎ ◎    

15 A02-214 
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要點（行政

規章） 
◎ ◎   

此要點內容已有

教育部規定或專

法，建議廢止。 

16 A02-215 
惜福結緣入學優惠實施要點

（行政規章） 
◎ ◎   

 

17 A02-216 學生宿舍管理辦法 ◎ ◎    

18 A02-217 學生請假規定（行政規章） ◎ ◎    

19 A02-218 
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要點

（行政規章） 
◎ ◎  ◎ 

更正名稱。 

20 A02-219 籃球隊學生助學金發給辦法 ◎ ◎   原編號 A02-301。 

21 A02-220 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 ◎ ◎    

22 A02-221 
締結教育夥伴策略聯盟實施

辦法 
◎ ◎   

 

23 A02-222 
免費住宿學生生活服務學習

實施辦法 
◎ ◎   

 

24 A02-223 
預備軍士官初選委員會設置

辦法 
    

因兵役法修改，已

無義務役預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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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不需成立委

員會，擬廢止。 

25 A02-224 
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要點（行政

規章） 
◎ ◎   

 

26 A02-301 體育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 ◎    

27 A02-302 運動休息室器材借用辦法 ◎ ◎    

28 A02-303 
運動代表隊管理要點（行政規

章） 
◎ ◎   

 

29 A02-304 
懷恩館一樓體育館借用收費

要點（行政規章） 
◎ ◎   

 

30 A02-305 
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防治要

點（行政規章） 
◎ ◎   

 

32 A02-401 學生事務處設置細則 ◎ ◎    

33 A02-402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

法 
◎ ◎   

 

34 A02-403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申請

課業輔導暨伴讀協助實施要

點（行政規章） 

◎ ◎   

 

35 A02-404 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 ◎ ◎    

36 A02-405 導師制實施辦法 ◎ ◎    

37 A02-406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辦

法 
◎ ◎ ◎  

1.106.12.21 學務會

議 通 過 ， 需 送

108.01.22 行 政

會議審議。 

2.更正名稱。 

38 A02-407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

法 
◎ ◎ ◎  

依 教 育 部 臺 訓

（ 三 ） 字 第

1010156729 號

函，無需報部。 

39 A02-408 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 ◎    

40 A02-409 學生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     

41 A02-410 
諮商輔導組個別諮商服務實

施規則 
◎ ◎   

 

42 A02-411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 ◎    

43 A02-412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 ◎ ◎    

44 A02-413 
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要點（行

政規章） 
◎ ◎   

 

45 A02-414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處理與

防治實施規定（行政規章） 
◎ ◎   

 

回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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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佛光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修正案 

總說明 

一、修正將第十一條逾期處理說明，合併於第九條完整說明。 

二、更改本案於圖書暨資訊會議決行。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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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2 條  櫃臺服務時間 

一、星期一至五：08：30～21：

00。 

二、星期六、日：09：00～18：

00。 

三、國定假日休館。 

四、寒暑假開館時間另訂之。 

五、遇有特殊情況，本館得於

事先公告後變更服務時

間。 

第 2 條  櫃臺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08：30～21：00 

星期六、日：09：00～18：00 

國定假日休館。 

寒暑假開館時間另訂之。 

遇有特殊情況，本館得於事先

公告後變更服務時間。 

修改格式。 

第 9 條    逾期處理 

一、凡外借一般資料逾期者，

每冊每逾期一日，即停止

借閱權一日，以此累計類

推；或改繳逾期金每日每

冊 5元，依累計逾期天數

折算，每冊最高逾期金額

以 500元計。 

二、其他特殊資料借閱逾期者

（除有另外規定者），除

暫停其借閱權外，並處以

逾時金每小時每冊（件）

10元，累計至逾期資料歸

還，或每冊（件）最高逾

期金額以 1,000 元計。 

三、凡逾期五日內歸還圖書

者，無須停止其借閱權或

罰款，詳細核計方式請參

考「佛光大學圖書館一般

資料借閱期限及逾期日數

核計規定」。 

四、長期逾期（逾期 30 天以上）

者，除上述罰則外，本館

另將通知單位系所處理；

第 9 條    逾期處理 

一、凡外借一般資料逾期者，

每冊每逾期一日，即停止

借閱權一日，以此累計類

推；或改繳逾期金每日每

冊 5元，依累計逾期天數

折算，每冊最高逾期金額

以 500元計。 

二、其他特殊資料借閱逾期者

（除有另外規定者），除

暫停其借閱權外，並處以

逾時金每小時每冊（件）

10元，累計至逾期資料歸

還，或每冊（件）最高逾

期金額以 1,000元計。 

三、凡逾期五日內歸還圖書

者，無須停止其借閱權或

罰款，詳細核計方式請參

考「佛光大學圖書館一般

資料借閱期限及逾期日數

核計規定」。 

四、長期逾期（逾期 30 天以

上）者，除上述罰則外，

本館另將通知單位系所處

將第 11 條

逾 期 處 理

說 明 合 併

於第 9條完

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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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重大者，於學期定期

檢討後，提報行政會議議

處。 

五、第一款有關一般圖書資料

逾期者，停止借閱權採累

計制之規定，讀者可自行

選擇停權或折算逾期金，

惟須擇一辦理，不得合併

使用。 

六、辦理離職、畢業等之離校

手續，若曾因逾期致停止

借閱權而期限未滿者，須

將剩餘之停權日數折算為

逾期金，方得完成手續。

（剩餘之停權日數以至櫃

臺核章日起算） 

理；情節重大者，於學期

定期檢討後，提報行政會

議議處。 

前述第一點有關一般圖書

資料逾期者，停止借閱權採累

計制之規定，讀者可自行選擇

停權或折算逾期金，惟須擇一

辦理，不得合併使用。 

第 11條  其他 

一、已借圖書如遇整理盤點、

改編、裝訂或其他必要之

原因時，經公布後得限期

歸還。如逾期未還者，其

罰則請參照第九條「逾期

處理」。 

二、教職員生於離職、畢業時，

皆應先歸還所借圖書資料

後，方能辦理離校手續，

其與本館相關之權利義務

亦同時消失。若有需要請

依程序辦理借書證。 

第 11條  其他 

一、已借圖書如遇整理盤點、

改編、裝訂或其他必要之

原因時，經公布後得限期

歸還。如逾期未還者，其

罰則請參照第九條「逾期

處理」。 

二、教職員生於離職、畢業時，

皆應先歸還所借圖書資料

後，方能辦理離校手續，

其與本館相關之權利義務

亦同時消失。若有需要請

依程序辦理借書證。 

前述第二點辦理離職、畢

業之離校手續，若曾因逾期致

停止借閱權而期限未滿者，須

將剩餘之停權日數折算為逾期

金，方得完成手續。 

最 後 一 段

說明刪除。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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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406 

佛光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草案） 
 

107.10.24 107學年度第 1次圖書暨資訊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方便讀者充分利用本館資源，特訂定「佛光

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2 條  櫃臺服務時間 

一、星期一至五：08：30～21：00。 

二、星期六、日：09：00～18：00。 

三、國定假日休館。 

四、寒暑假開館時間另訂之。 

五、遇有特殊情況，本館得於事先公告後變更服務時間。 

第 3 條  服務對象 

一、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得憑教職員證或學生證借閱資料。 

二、本校畢業校友、推廣教育學員、學分生、圖書館義工、社會大眾得憑證明文件申

請借書證（申請辦法另訂之）。 

第 4 條  借閱方式 

一、服務對象得憑教職員證或學生證或借書證，請至服務台辦理借閱手續。 

二、若證件遺失，應立即向本館報失，若未經報失而為第三者所使用，使用期間之損

失，由原持證者負責。 

第 5 條  借閱冊數及期限 

一、本校教師：60冊，借期 60天。 

本校職員：30冊，借期 60天。 

二、學生： 

（一）博士班學生：50冊，借期 60天。 

（二）碩士班學生：40冊，借期 30天。 

（三）大學部學生：30冊，借期 21天。 

三、畢業校友：5冊，借期 21天。 

四、若預借之圖書資料為協尋書，則不論身分，借期統一縮短為 14天。 

五、其他：3冊，借期 14天。 

如還書到期日如遇休館，則順延至開館日。 

第 6 條  續借與催書 

所借出之一般圖書資料未逾期及未被其他讀者預約時，教師可於到期前七天內辦

理續借二次，其餘皆為一次；續借之期限自辦理手續之當日算起。 

第 7 條  預約 

一、處理中及借閱中之資料（特殊資料除外）均可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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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預約後，俟本館發出“預約可借通知”後，七日內到館辦理借閱手續，逾期

未取資料者，得立即取消該書預約並視為「預約違規」。 

三、一學期「預約違規」達二次者，停預約權 30天。 

第 8 條  特殊資料之借閱 

一、珍藏圖書、線裝書、輿圖、參考書、報紙、期刊、參考用光碟、教師指定用書、

展示書等均限於館內閱覽，不得外借。 

二、教師指定用書需經指定教師同意後於每日閉館前一小時借出，並於翌日開館後四

小時內歸還。未依規定時間還書者，其罰則請參照第九條「逾期處理」。 

三、視聽資料之借閱請參照「佛光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規則暨管理辦法」。

且歸還時不得投入還書箱，其罰則依「佛光大學圖書館還書箱使用辦法」第三條

規定。 

第 9 條  逾期處理 

一、凡外借一般資料逾期者，每冊每逾期一日，即停止借閱權一日，以此累計類推；

或改繳逾期金每日每冊 5元，依累計逾期天數折算，每冊最高逾期金額以 500元

計。 

二、其他特殊資料借閱逾期者（除有另外規定者），除暫停其借閱權外，並處以逾時

金每小時每冊（件）10 元，累計至逾期資料歸還，或每冊（件）最高逾期金額

以 1,000元計。 

三、凡逾期五日內歸還圖書者，無須停止其借閱權或罰款，詳細核計方式請參考「佛

光大學圖書館一般資料借閱期限及逾期日數核計規定」。 

四、長期逾期（逾期 30 天以上）者，除上述罰則外，本館另將通知單位系所處理；

情節重大者，於學期定期檢討後，提報行政會議議處。 

五、第一款有關一般圖書資料逾期者，停止借閱權採累計制之規定，讀者可自行選擇

停權或折算逾期金，惟須擇一辦理，不得合併使用。 

六、辦理離職、畢業等之離校手續，若曾因逾期致停止借閱權而期限未滿者，須將剩

餘之停權日數折算為逾期金，方得完成手續。（剩餘之停權日數以至櫃臺核章日

起算） 

第 10條  資料損毀、遺失處理 

一、所有借閱資料如有遺失損毀之情事，館方處理以讀者自行購回原版本資料為原則

（無法買回原版本者經館方同意得以較新版本代替）；讀者應於申明報失之日期

三十日內購回。若超過三十日未購回者，則除依下列規定賠償外，另依上述第九

條規定處理： 

（一）圖書與非書資料依原書及資料定價之 3倍計算現金償付館方，大陸圖書及

資料為定價之 5 倍計算現金；期刊每期依採購年度之合約價 6 倍計算現

金。 

（二）無法查得資料之價格者則以頁數計價償付館方。國內資料每頁 5元，國外

資料每頁 10元。 

（三）無法查得頁數之資料，依下表標準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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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資料 壹仟元 

外文資料 參仟元 

非書資料 參仟元 

國內贈閱期刊 伍佰元（每期） 

國外贈閱期刊 伍仟元（每期） 

（四）遺失之資料為成套中之一冊（件），該資料若無法零購時，則以全套購價

償付，若可零購則以單本（件）訂價 3倍現金償付之。 

二、凡入館閱覽或借閱圖書，如有污損、塗抹、圈點、批註、撕破（毀）書刊或報紙

或其他類型資料，均按上述辦法辦理。 

第 11條  其他 

一、已借圖書如遇整理盤點、改編、裝訂或其他必要之原因時，經公布後得限期歸還。

如逾期未還者，其罰則請參照第九條「逾期處理」。 

二、教職員生於離職、畢業時，皆應先歸還所借圖書資料後，方能辦理離校手續，其

與本館相關之權利義務亦同時消失。若有需要請依程序辦理借書證。 

第 12條  圖書及各種資料之複製及使用，請遵守著作權法之規定，如有違法者，請自行負

責。 

第 13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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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佛光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此辦法修正案業經 106年 12月 21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及 107

年 03月 27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多項條文，說明如下： 

一、第 2條：增加文字「原則上」，以符合現行制度。 

二、第 3條：刪除部分文字「及學生輔導費」、「學生輔導費由學務處統籌，依當年度預算編

列使用於學生相關輔導措施」、「及學生輔導費」，以符合現行制度。 

三、第 6條：刪除第 6條第 1項第 6款「大一班導師應負責班級服務學習活動規劃」，以符合

現行制度。 

四、第 7條：刪除第 7條第 2項第 2款第 2目「指導學術家族選出代表，以協助學校各項事

務之推動與宣達」，以符合現行制度。 

五、第 8條：刪除部分文字「生事」，以符合現行制度。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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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導師制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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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

校）為強化導師制度，落實輔

導學生工作，提升教育品質，

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依據「教

育部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實

施辦法」之規定，訂定佛光大

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 1 條  本校為強化導師制度，落

實輔導學生工作，提升教育品

質，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依據

「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導師

制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佛

光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文字修改。 

第 2 條  導師之遴聘原則： 

一、凡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

師，均有應聘擔任導師之

義務。 

二、導師依職責分為班級導師

及學術導師，其遴選方式

由各系所依其特性決定。 

三、班級導師之編配原則上由

一年級開始並持續至四

年級；學術導師之編配由

三年級開始並持續至四

年級。 

第 2 條  導師之遴聘原則： 

一、凡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

師，均有應聘擔任導師之

義務。 

二、導師依職責分為班級導師

及學術導師，其遴選方式

由各系所依其特性決定。 

三、班級導師之編配由一年級

開始並持續至四年級；學

術導師之編配由三年級

開始並持續至四年級。 

增加文字「原

則上」以符合

現況。 

第 3 條  導師費與學生輔導費核

發原則： 

一、班級導師費：由原校內經

費支應導師費。導師費依

班級導師編配之學士班

學生人數計算，每人 400

元。 

二、學術導師費：由當年度相

關專案計畫經費支應導

師費。導師費依學術導師

編配之學士班三年級與

四年級學生人數計算，每

人 400元。 

三、主任導師費：主任導師每

第 3 條  導師費與學生輔導費核

發原則： 

一、班級導師費：由原校內經

費支應導師費及學生輔

導費。導師費依班級導師

編配之學士班學生人數

計算，每人 400元；學生

輔導費由學務處統籌，依

當年度預算編列使用於

學生相關輔導措施。 

二、學術導師費：由當年度相

關專案計畫經費支應導

師費及學生輔導費。導師

費依學術導師編配之學

刪除文字「學

生輔導費」，

現行無學生

輔導費，因此

刪除符合現

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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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核發 5000 元主任導師

費。 

四、導師費每學期核發一次，

依輔導學生人數為計算

標準，核發經費依當學期

報部人數為準。 

士班三年級與四年級學

生人數計算，每人 400

元；學生輔導費依當年度

預算平均分配至各系，由

導師向系上提出活動申

請。 

三、主任導師費：主任導師每

人核發 5000 元主任導師

費。 

四、導師費每學期核發一次，

依輔導學生人數為計算

標準，核發經費依當學期

報部人數為準。 

第 4 條  院導師之職責： 

一、綜理該院導師相關業務。 

二、協助主任導師處理學生輔

導事宜。 

第 4 條  院導師之職責： 

一、綜理該院導師相關業務。 

二、協助主任導師處理學生輔

導事宜。 

本條無修正。 

第 5 條  主任導師之職責： 

一、綜理該系導師相關業務。 

二、各系所主任導師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系所導師會

議，協商導師工作實施事

項。 

三、出席本校導師會議、導師

座談會、輔導知能研習等

導師業務相關活動。導師

會議如不克參加，應事先

告知承辦單位。 

四、協助導師於輔導學生遭遇

困難時之諮詢或轉介。 

第 5 條  主任導師之職責： 

一、綜理該系導師相關業務。 

二、各系所主任導師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系所導師會

議，協商導師工作實施事

項。 

三、出席本校導師會議、導師

座談會、輔導知能研習等

導師業務相關活動。導師

會議如不克參加，應事先

告知承辦單位。 

四、協助導師於輔導學生遭遇

困難時之諮詢或轉介。 

本條無修正。 

第 6 條  班級導師之職責： 

一、輔導行政 

（一）應出席系所導師會

議、全校導師會

議、導師座談會、

輔導知能研習會

等導師業務相關

活動。 

（二）導師應於校內安排

第 6 條  班級導師之職責： 

一、輔導行政 

（一）應出席系所導師會

議、全校導師會

議、導師座談會、

輔導知能研習會

等導師業務相關

活動。 

（二）導師應於校內安排

目前已無服

務 學 習 活

動，刪除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以符合現

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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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導師時間或其

他適當時間舉行

師生訪談，並列入

課程表公告實施。 

（三）按時於導師輔導系

統線上填寫師生

訪談紀錄，並陳各

系主任導師檢閱。 

（四）協助推動教務、學

務、總務部門之行

政規定事務，並轉

發及催繳各項表

冊等行政事務。 

（五）每學期視需要訪視

校外賃居同學，協

助了解賃居地點

之安全狀況。 

二、輔導項目 

（一）個別指導 

1.個案輔導關

懷：關心學生生

活適應，並適時

提供高關懷及

危機個案之協

助。 

2.生活教育輔導： 

（1）了解學生

行為，導

正不良習

性。 

（2）引導學生

遵守校

規，服從

紀律。 

（3）指導學生

校內外活

動，培養

正當休閒

活動之嗜

好。 

之導師時間或其

他適當時間舉行

師生訪談，並列入

課程表公告實施。 

（三）按時於導師輔導系

統線上填寫師生

訪談紀錄，並陳各

系主任導師檢閱。 

（四）協助推動教務、學

務、總務部門之行

政規定事務，並轉

發及催繳各項表

冊等行政事務。 

（五）每學期視需要訪視

校外賃居同學，協

助了解賃居地點

之安全狀況。 

（六）大一班導師應負責

班級服務學習活

動規劃。 

二、輔導項目 

（一）個別指導 

1.個案輔導關

懷：關心學生生

活適應，並適時

提供高關懷及

危機個案之協

助。 

2.生活教育輔導： 

（1）了解學生

行為，導

正不良習

性。 

（2）引導學生

遵守校

規，服從

紀律。 

（3）指導學生

校內外活

動，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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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學生

健康，了

解學生家

庭狀況，

協助解決

生活上之

困難。 

3.學習預警機制： 

（1）協助學生

學習診斷

與輔導，

提供有效

學習方法

及培養良

好學習態

度。 

（2）依據學生

學習預警

機制，輔

導被扣考

及 1/2學

分未及格

導生。 

4.對於課業、行

為、生活、心理

等方面適應不

良同學，隨時向

主任導師及學

務處反映，適時

填寫線上或紙

本轉介單，轉介

相關單位。 

（二）團體輔導 

1.出席班會及其

他班級活動，強

化導生互動及

團體輔導，並適

時轉知學校之

相關資訊給學

生。 

正當休閒

活動之嗜

好。 

（4）注意學生

健康，了

解學生家

庭狀況，

協助解決

生活上之

困難。 

3.學習預警機制： 

（1）協助學生

學習診斷

與輔導，

提供有效

學習方法

及培養良

好學習態

度。 

（2）依據學生

學習預警

機制，輔

導被扣考

及 1/2學

分未及格

導生。 

4.對於課業、行

為、生活、心理

等方面適應不

良同學，隨時向

主任導師及學

務處反映，適時

填寫線上或紙

本轉介單，轉介

相關單位。 

（二）團體輔導 

1.出席班會及其

他班級活動，強

化導生互動及

團體輔導，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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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導班級選出

班級幹部及代

表，以協助學校

各項事務之推

動與宣達。 

3.透過班會、班級

聯誼、社團活動

增進師生感

情，並從活動中

發現學生優

點，適時予獎勵

及輔導以幫助

學生適應團體

生活。遵守校

規，愛護校譽。 

4.輔導各班班費

之使用。 

三、其他： 

（一）督導學生遵守教室

使用規則，對教室

內設備妥善保管

維護。 

（二）勸告學生愛護公

物，維護校產，延

長使用壽命。 

（三）輔導班代表排定值

日生及清潔勤務

輪值表。 

（四）輔導學生環保觀

念，重視校區環境

整潔維護。 

時轉知學校之

相關資訊給學

生。 

2.指導班級選出

班級幹部及代

表，以協助學校

各項事務之推

動與宣達。 

3.透過班會、班級

聯誼、社團活動

增進師生感

情，並從活動中

發現學生優

點，適時予獎勵

及輔導以幫助

學生適應團體

生活。遵守校

規，愛護校譽。 

4.輔導各班班費

之使用。 

三、其他： 

（一）督導學生遵守教室

使用規則，對教室

內設備妥善保管

維護。 

（二）勸告學生愛護公

物，維護校產，延

長使用壽命。 

（三）輔導班代表排定值

日生及清潔勤務

輪值表。 

（四）輔導學生環保觀

念，重視校區環境

整潔維護。 

第 7 條  學術導師之職責： 

一、輔導行政 

（一）應出席系所導師會

議暨、全校導師會

議、導師座談會、

第 7 條  學術導師之職責： 

一、輔導行政 

（一）應出席系所導師會

議暨、全校導師會

議、導師座談會、

目前已無學

術 家 族 代

表，刪除第七

條第二項第

二 款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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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知能研習等

導師業務相關活

動。 

（二）應於校內安排之導

師時間或其他適

當時間進行師生

訪談，並列入課程

表公告實施。 

（三）按時於導師輔導系

統線上填寫師生

晤談紀錄，並陳各

系主任導師檢閱。 

（四）協助推動教務、學

務、總務部門之行

政規定事務，並轉

發及催繳各項表

冊等行政事務。 

（五）每學期應彙整學術

家族活動成果，並

於導師輔導系統

線上填寫學術家

族導生活動記錄。 

二、輔導項目 

（一）個別指導 

1. 生 涯 職 涯 輔

導：協助學生生

涯 與 專 業 發

展，輔導學生探

索及釐清職涯

興趣。 

2. 學 習 動 機 激

勵：了解學生學

習行為，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及

培養自主學習

態度。 

3. 學 習 興 趣 探

索：關心學生校

內 外 學 習 活

動，協助學生培

輔導知能研習等

導師業務相關活

動。 

（二）應於校內安排之導

師時間或其他適

當時間進行師生

訪談，並列入課程

表公告實施。 

（三）按時於導師輔導系

統線上填寫師生

晤談紀錄，並陳各

系主任導師檢閱。 

（四）協助推動教務、學

務、總務部門之行

政規定事務，並轉

發及催繳各項表

冊等行政事務。 

（五）每學期應彙整學術

家族活動成果，並

於導師輔導系統

線上填寫學術家

族導生活動記錄。 

二、輔導項目 

（一）個別指導 

1. 生 涯 職 涯 輔

導：協助學生生

涯 與 專 業 發

展，輔導學生探

索及釐清職涯

興趣。 

2. 學 習 動 機 激

勵：了解學生學

習行為，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及

培養自主學習

態度。 

3. 學 習 興 趣 探

索：關心學生校

內 外 學 習 活

動，協助學生培

點，以符合現

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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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正當學習興

趣，探索其適合

之學習領域。 

4.學習預警機制： 

（1）協助學生

學習診斷

與輔導，

提供有效

學習方法

及培養良

好學習態

度。 

（2）依據學生

學習預警

機制，輔

導被扣考

及 1/2 學

分未及格

導生。 

5.對於學習適應

不良、學習動機

欠缺及學習成

效 較 低 之 導

生，隨時向主任

導師、學務處及

教學相關單位

反映，適時填寫

線上或紙本轉

介單，轉介相關

單位。 

（二）團體輔導：指導學

生之學術及專業

發展相關活動。 

養正當學習興

趣，探索其適合

之學習領域。 

4.學習預警機制： 

（1）協助學生

學習診斷

與輔導，

提供有效

學習方法

及培養良

好學習態

度。 

（2）依據學生

學習預警

機制，輔

導被扣考

及 1/2 學

分未及格

導生。 

5.對於學習適應

不良、學習動機

欠缺及學習成

效 較 低 之 導

生，隨時向主任

導師、學務處及

教學相關單位

反映，適時填寫

線上或紙本轉

介單，轉介相關

單位。 

（二）團體輔導 

1.指導學生之學

術及專業發展

相關活動。 

2.指導學術家族

選出代表，以協

助學校各項事

務之推動與宣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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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每學期舉辦一次導師會

議及多次導師輔導知能研

習，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研商有關學生輔導事宜，由學

生事務處召集之。會議由校長

主持，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

班導師及有關單位主管與會。 

第 8 條    每學期舉辦一次導師會

議及多次導師輔導知能研

習，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研商有關學生輔導事宜，由學

生事務處召集之。會議由校長

主持，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

任、班導師及有關單位主管與

會。 

目前名稱統

一為「學務

長」因此修改

職稱。 

第 9 條    為落實導師功能，導師工

作表現將列為升等、聘任及獎

勵之重要參考，輔導工作表現

優良者，應依本校「特優導師

獎勵辦法」予以敘獎。 

第 9 條    為落實導師功能，導師工

作表現將列為升等、聘任及獎

勵之重要參考，輔導工作表現

優良者，應依本校「特優導師

獎勵辦法」予以敘獎。 

本條無修正。 

第 1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無修正。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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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草案） 

 

107.12.06 107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導師制度，落實輔導學生工作，提升教育品質，

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依據「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佛光

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導師之遴聘原則： 

一、凡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均有應聘擔任導師之義務。 

二、導師依職責分為班級導師及學術導師，其遴選方式由各系所依其特性決定。 

三、班級導師之編配原則上由一年級開始並持續至四年級；學術導師之編配由三年級

開始並持續至四年級。 

四、各系所主任為該系之主任導師，各院院長為該院之院導師。 

五、導師編配由各系所依其特性決定，班級導師編配於開學日前完成；學術導師編配

於開學後三周內完成。 

六、每學期開學前，各系所導師推薦名冊經該學院院導師簽核後，送學務處彙整，提

請校長敦聘。 

七、學期中如因故無法擔任導師，由該學院院導師遴薦代理導師，並於一週內陳報校

長核定。 

第 3 條  導師費與學生輔導費核發原則： 

一、班級導師費：由原校內經費支應導師費。導師費依班級導師編配之學士班學生人

數計算，每人 400 元。 

二、學術導師費：由當年度相關專案計畫經費支應導師費。導師費依學術導師編配之

學士班三年級與四年級學生人數計算，每人 400元。 

三、主任導師費：主任導師每人核發 5000元主任導師費。 

四、導師費每學期核發一次，依輔導學生人數為計算標準，核發經費依當學期報部人

數為準。 

第 4 條  院導師之職責： 

一、綜理該院導師相關業務。 

二、協助主任導師處理學生輔導事宜。 

第 5 條  主任導師之職責： 

一、綜理該系導師相關業務。 

二、各系所主任導師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系所導師會議，協商導師工作實施事項。 

三、出席本校導師會議、導師座談會、輔導知能研習等導師業務相關活動。導師會議

如不克參加，應事先告知承辦單位。 

四、協助導師於輔導學生遭遇困難時之諮詢或轉介。 

第 6 條  班級導師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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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行政 

（一）應出席系所導師會議、全校導師會議、導師座談會、輔導知能研習會等導

師業務相關活動。 

（二）導師應於校內安排之導師時間或其他適當時間舉行師生訪談，並列入課程

表公告實施。 

（三）按時於導師輔導系統線上填寫師生訪談紀錄，並陳各系主任導師檢閱。 

（四）協助推動教務、學務、總務部門之行政規定事務，並轉發及催繳各項表冊

等行政事務。 

（五）每學期視需要訪視校外賃居同學，協助了解賃居地點之安全狀況。 

二、輔導項目 

（一）個別指導 

1.個案輔導關懷：關心學生生活適應，並適時提供高關懷及危機個案之協

助。 

2.生活教育輔導： 

（1）了解學生行為，導正不良習性。 

（2）引導學生遵守校規，服從紀律。 

（3）指導學生校內外活動，培養正當休閒活動之嗜好。 

（4）注意學生健康，了解學生家庭狀況，協助解決生活上之困難。 

3.學習預警機制： 

（1）協助學生學習診斷與輔導，提供有效學習方法及培養良好學習態

度。 

（2）依據學生學習預警機制，輔導被扣考及 1/2學分未及格導生。 

4.對於課業、行為、生活、心理等方面適應不良同學，隨時向主任導師及

學務處反映，適時填寫線上或紙本轉介單，轉介相關單位。 

（二）團體輔導 

1.出席班會及其他班級活動，強化導生互動及團體輔導，並適時轉知學校

之相關資訊給學生。 

2.指導班級選出班級幹部及代表，以協助學校各項事務之推動與宣達。 

3.透過班會、班級聯誼、社團活動增進師生感情，並從活動中發現學生優

點，適時予獎勵及輔導以幫助學生適應團體生活。遵守校規，愛護校譽。 

4.輔導各班班費之使用。 

三、其他： 

（一）督導學生遵守教室使用規則，對教室內設備妥善保管維護。 

（二）勸告學生愛護公物，維護校產，延長使用壽命。 

（三）輔導班代表排定值日生及清潔勤務輪值表。 

（四）輔導學生環保觀念，重視校區環境整潔維護。 

第 7 條  學術導師之職責： 

一、輔導行政 

（一）應出席系所導師會議暨、全校導師會議、導師座談會、輔導知能研習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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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業務相關活動。 

（二）應於校內安排之導師時間或其他適當時間進行師生訪談，並列入課程表公

告實施。 

（三）按時於導師輔導系統線上填寫師生晤談紀錄，並陳各系主任導師檢閱。 

（四）協助推動教務、學務、總務部門之行政規定事務，並轉發及催繳各項表冊

等行政事務。 

（五）每學期應彙整學術家族活動成果，並於導師輔導系統線上填寫學術家族導

生活動記錄。 

二、輔導項目 

（一）個別指導 

1.生涯職涯輔導：協助學生生涯與專業發展，輔導學生探索及釐清職涯興

趣。 

2.學習動機激勵：了解學生學習行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培養自主學習

態度。 

3.學習興趣探索：關心學生校內外學習活動，協助學生培養正當學習興趣，

探索其適合之學習領域。 

4.學習預警機制： 

（1）協助學生學習診斷與輔導，提供有效學習方法及培養良好學習態

度。 

（2）依據學生學習預警機制，輔導被扣考及 1/2學分未及格導生。 

5.對於學習適應不良、學習動機欠缺及學習成效較低之導生，隨時向主任

導師、學務處及教學相關單位反映，適時填寫線上或紙本轉介單，轉介

相關單位。 

（二）團體輔導：指導學生之學術及專業發展相關活動。 

第 8 條    每學期舉辦一次導師會議及多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研

商有關學生輔導事宜，由學生事務處召集之。會議由校長主持，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班導師及有關單位主管與會。 

第 9 條    為落實導師功能，導師工作表現將列為升等、聘任及獎勵之重要參考，輔導工作

表現優良者，應依本校「特優導師獎勵辦法」予以敘獎。 

第 1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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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佛光大學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本校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自 104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經過三

年運作，發現部分學生因生涯規劃中途休學，就目前辦法而言，須繳回各學年之獎學金，然

依本辦法第 11條規定，領有本辦法獎學金之圍棋隊學生須義務協助學校圍棋推廣相關工作，

且實務上每學期經過相關程序考核方可續（新）領該獎學金，若領獎學金之學期已盡相關義

務，要求退還獎學金合理性較低，因此提出修訂。 

此次修法重點為第六條，將中途休學、退學（含轉學）者，須如數繳回已領取之各學年

獎學金，改為當學期。另已無領取已繳回之獎學金的問題，刪除復學者，可全數領取已繳回

之獎學金。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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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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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條    領有本辦法第 2條獎學

金者，每學期得續領此項獎

學金，學士班至多四學年，

受獎學生自畢業日起，不得

續領此項獎學金。中途休

學、退學（含轉學）者，自

休學、退學（含轉學）之學

期起，不得續領此項獎學

金，並如數繳回已領取之當

學期獎學金。 

第 6 條    領有本辦法第 2條獎學

金者，每學期得續領此項獎

學金，學士班至多四學年，

受獎學生自畢業日起，不得

續領此項獎學金。中途休

學、退學（含轉學）者，自

休學、退學（含轉學）之學

期起，不得續領此項獎學

金，並如數繳回已領取之各

學年獎學金。凡休學期滿復

學者，可全數領取已繳回之

獎學金。 

將繳回已領取之

各學年獎學金，

改為當學期。另

已無領取已繳回

之 獎 學 金 的 問

題，刪除凡休學

期滿復學者，可

全數領取已繳回

之獎學金。 

第 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施。 依法制作業辦法

修正。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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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本辦法未列入法規決議層級表 

佛光大學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草案） 

 

107.12.06 107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圍棋代表隊學生，鼓勵學生奮發向上，特訂定

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凡就讀本校之學生，經選為圍棋代表隊成員，入學前取得圍棋檢定考六段以上者，

每學期頒發獎學金新台幣伍萬元；在學期間取得六段者，自次學期起頒給獎學金；圍

棋代表隊員額依當學年度預算額度訂定。 

第 3 條    圍棋代表隊學生參加國際職業賽獲冠軍者，頒發獎勵金貳拾萬元；入選為台灣代

表隊者，頒發獎勵金壹拾萬元。 

第 4 條    圍棋代表隊學生參加國內職業賽獲冠軍者，頒發獎勵金伍萬元；獲得挑戰權或進

入決賽者頒發獎勵金參萬元；進入棋賽本賽者頒發獎勵金貳萬元。 

第 5 條    圍棋代表隊學生參加各大型業餘比賽，比賽成績優秀者另行酌予獎勵。 

第 6 條    領有本辦法第 2 條獎學金者，每學期得續領此項獎學金，學士班至多四學年，受

獎學生自畢業日起，不得續領此項獎學金。中途休學、退學（含轉學）者，自休學、

退學（含轉學）之學期起，不得續領此項獎學金，並如數繳回已領取之當學期獎學金。 

第 7 條    領有本辦法第 2 條獎學金者，如中途退隊者，則不予續頒本項獎學金。 

第 8 條    領有本辦法第 2 條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校內其他獎助學金，但清寒工讀助學金、

書卷獎及校外或政府單位核發之獎助學金除外。 

第 9 條    領有本辦法第 2 條獎學金者，每學期一律先行繳交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大學校院

學雜費收費基準數額，入學後再予頒發獎學金。 

第 10條    領有本辦法第 2條獎學金者，應於每學期開學後 15日內向體育衛生組提出申請，

依規定造冊簽請核發。 

第 11條    領有本辦法第 2 條獎學金者，須義務協助學校圍棋推廣相關工作。其義務規範另

定之。 

第 12條    領取本獎學金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者，將撤銷其獎學金資格，已領取

之獎學金應如數繳回，並依校規議處。 

第 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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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佛光大學籃球隊學生助學金發給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本處檢視本校各種獎助學金辦法後，發現就目前辦法而言，學生如有休學或退學狀況須

繳回各學年之獎學金，此退還各學年已領之獎學金要求合理性較低，因此提出修訂。 

本次修法重點在第 3條，修改說明如下： 

一、將繳回已領取之各學年獎學金，改為當學期。 

二、刪除凡休學期滿復學者，可全數領取已繳回之獎學金。 

三、刪除中途退隊之學生，不予續頒本助學金。 

回提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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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籃球隊學生助學金發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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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條    助學金發放期限，

以在學期間為限。中途

退隊、休學、退學（含

轉學）者，應如數繳回

已領取之當學期助學

金。 

第 3 條    助學金發放期限，

以在學期間為限。中途

休學、退學者，應繳回

已領取之助學金。休學

後復學者，本校將再給

予前次歸還之全部助學

金。 

中途退隊之學生，

不予續頒本助學金。 

1.將繳回已領取之各學年

獎學金，改為當學期。 

2.刪除凡休學期滿復學

者，可全數領取已繳回

之獎學金。 

3.刪除中途退隊之學生，

不予續頒本助學金。 

回提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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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301 

佛光大學籃球隊學生助學金發給辦法（草案） 

 

107.12.06 107學年度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籃球隊學生，鼓勵學生奮發向上，特訂定本校

籃球隊學生助學金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凡正式註冊就讀本校之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經遴選為公開組籃球代表隊成員，

並經教練依其表現逕送名單，每學期可領取相等於私校收費學雜費（含學分費）總額

之助學金。其名額，依當年度預算額度訂定。 

第 3 條    助學金發放期限，以在學期間為限。中途退隊、休學、退學（含轉學）者，應如

數繳回已領取之當學期助學金。 

第 4 條    凡領本助學金者，不得申請校內其他獎助學金（清寒工讀助學金、書卷獎及校外

或政府單位核發之獎助學金除外）。 

第 5 條    申領助學金者，應於每學期註冊日前之15日內，由教練依其表現逕送名單，經體

育與衛生組及校內簽核通過，依規定造冊核發或與學雜費（含學分費）互抵。 

第 6 條    領取助學金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者，將撤銷其領取資格，已領取之助

學金應如數繳回，並依校規議處。 

第 7 條    領取助學金者，視校務之需要，每學期須義務協助本校相關工作，所需承擔義務

另行規範之。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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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此辦法修正案業經 106 年 12月 21日之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修正多項條文，說明如下： 

一、修改法規名稱：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加入「評議委員會」字樣。 

二、第 1條：法規依據更改為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 

三、第 3條：本會置委員改為「任期一年」，各學院推薦未兼行政主管職務之教師名單為各一

名，毋須由校務會議選舉產生，不限制每學院當選代表人數。 

四、第 4條：刪除選聘程序之完成期限。 

五、第 5條：本會召集人須為「不具行政主管身份」。 

六、第 6條：改由「召集人聘請一名委員」擔任執行秘書。 

七、第 7條：出席委員由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議。 

八、第 13條：依據不符合法規書寫方式，由「前（12）條」改為「第十二條」。 

九、第 15條：修改評議書產生方式，改為「本會經充分討論後，應先決議評議之結論，並推

派評議委員草擬評議書，再提出討論通過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回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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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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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辦法 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修改法規名稱。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保障在學學生學習、

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

和諧，特依據大學法第三十

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

訂定「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處理辦法」，並設置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 1 條    本校為保障在學學生學

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

校園和諧，特依據大學法第

三十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訂

定「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處理

辦法」，並設置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更改成本

校組織規程第

二十二條第二

項之規定。 

第 3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任期

一年，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七人，由校長

遴聘二名兼任行政主管

之教師，另由各學院推

薦未兼行政主管職務之

教師名單各一名，教師

代表中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二

分之一。 

二、學生代表五人，由學生

自治團體推舉產生。 

三、專業人士三人，由校長

聘請醫師、法律專業人

士、心理輔導師擔任。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第 3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任期

二年，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七人，由校長

遴聘二名兼任行政主管

之教師，另由各學院推

薦未兼行政主管職務之

教師名單，並於校務會

議中選舉產生，惟每學

院當選代表不得超過三

人。教師代表中未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

總額之二分之一。 

二、學生代表五人，由學生

自治團體推舉產生。 

三、專業人士三人，由校長

聘請醫師、法律專業人

士、心理輔導師擔任。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本會置委員改

為任期一年，各

學院推薦未兼

行政主管職務

之教師名單為

各一名，毋須由

校務會議選舉

產生，不限制每

學院當選代表

人數。 

第 4 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委員因故出缺時，其繼任人

第 4 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於任期第一年十月三十日前

毋須於任期第

一年完成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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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生依第三條之規定辦

理，任期至原任之任期屆滿

時為止。 

完成選聘程序。委員因故出

缺時，其繼任人之產生依第

三條之規定辦理，任期至原

任之任期屆滿時為止。 

程序。 

第 5 條    本會召集人由委員會互

推教師一人報請校長同意擔

任，召集人須為不具行政主

管身份，開會時並擔任主席。 

第 5 條    本會召集人由委員會互

推教師一人報請校長同意擔

任，開會時並擔任主席。 

本會召集人須

為不具行政主

管身份。 

第 6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召集人聘請一名委員擔

任，負責申訴案件文書之處

理及保密事宜。 

第 6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輔導

組人員擔任，負責申訴案件

文書之處理及保密事宜。 

由召集人聘請

一名委員擔任

執行秘書。 

第 7 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

之一（含）出席始得開議，

出席委員過半數始得決議。 

第 7 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含）出席始得開議，

出席委員過半數始得決議。 

出席委員人數

更改。 

第 13條    依第十二條申訴經學校

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不

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

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

在校生處理。 

第 13條    依前（12）條申訴經學

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

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

修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

照在校生處理。 

不符合法規書

寫方式。 

第 15條    本會經充分討論後，應

先決議評議之結論，並推派

評議委員草擬評議書，再提

出討論通過後送達申訴人及

原處分單位。 

第 15條    評議決定書應按本會設

置之組織與隸屬，經校長核

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

位。 

第 15條更改。 

回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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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辦法（草案） 

 

100.12.27 10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 100.12.09臺訓（一）字第 1000220254號函核定 

106.12.21 106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施行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在學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

諧，特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

「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處理辦法」，並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第 2 條    本會任務為評議有關學生個人權益或學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

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霸凌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訴，

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8條第 2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

處理。 

前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第 3 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任期一年，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教師代表七人，由校長遴聘二名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另由各學院推薦未兼行政

主管職務之教師名單各一名，教師代表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二

分之一。 

二、學生代表五人，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產生。 

三、專業人士三人，由校長聘請醫師、法律專業人士、心理輔導師擔任。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第 4 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委員因故出缺時，其繼任人之產生依第三條之規定辦理，

任期至原任之任期屆滿時為止。 

第 5 條    本會召集人由委員會互推教師一人報請校長同意擔任，召集人須為不具行政主管

身份，開會時並擔任主席。 

第 6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聘請一名委員擔任，負責申訴案件文書之處理及

保密事宜。 

第 7 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始得決議。 

第 8 條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申訴人於申訴案開始評議前，亦得聲

請委員迴避，前項申請由本會議決之。 

第 9 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學生於收到學校對於個人學習、生活、獎懲處分書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受到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後，如有不服，應於次日起十日內，以



212 

書面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不予受理；申訴人因不可

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申訴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

救，並應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向本會提出，匿名信件不予處理，申訴書之格式另

定之。 

本會接受申訴案件後，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

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說明，並邀請學者專家列席。 

本會收件後，除有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外，應於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書，

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

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不得延長。申訴人於本會作成評議書前，得 撤回申

訴案，本會亦得建議停止對申訴人原措施之執行。 

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人、原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 

本會對申訴案件作成結論後，應草擬申訴評議書，再提出討論通過，評議書由召

集人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決，應對外嚴守秘密。 

評議書送請校長核定，並送達申訴人及有關單位。 

申訴人、學生自治組織或團體若對評議書決議不服，而有新證據者，可再提申訴，

但同一案以一次為限。 

第 10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學生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民事

訴訟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

評議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第 11條    本會之表決、委員意見，應予保密。 

第 12條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

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

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13條    依第十二條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

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 14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

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對於退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書，應

依第 17條第 1項或第 18條規定，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第 15條    本會經充分討論後，應先決議評議之結論，並推派評議委員草擬評議書，再提出

討論通過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 16條    評議效力： 

本會作成評議書，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認為有與法

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本會。校長如

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本會再議（以一次為限）。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

即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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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學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二、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後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學費標準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

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 17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自申訴評議

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學校向本部提起

訴願。 

學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本部。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本部（直轄市立者，

為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者，本部應將該案件移由學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 18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

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 19條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

復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即時復學時，本校應輔導其復學；對已入營無法復學之役

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復學；復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

學。 

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復學者，應依本校規定完成撤銷

退學程序。 

第 2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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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佛光大學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此辦法修正案業經 106年 12月 21日 106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及 107年 03月

06 日 10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通過，修正多項條文，說明如下： 

一、第 2條：增加逗點。 

二、第 3條：修訂班級導師及學術導師評選標準。 

（一）修訂平選項目比率。 

（二）修訂班級導師及學術導師評選標準，以佛光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為準則。 

三、第 4條：修訂特優導師甄選流程。 

（一）修訂學生問卷發放收集之流程。 

（二）修訂特優導師甄選委員會複審時程。 

四、第 5條：修訂特優導師甄選委員組成名單。 

回提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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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特優導師獎勵甄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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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

校）為加強導師工作推展之績

效，提高教育功能，達成本校

之教育方針，特訂定特優導師

獎勵甄選辦法。 

第 1 條  本校為加強導師工作推

展之績效，提高教育功能，達

成本校之教育方針，特訂定特

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 

文字修改。 

第 2 條  本校特優導師候選人名

單由學生事務處彙整導師工

作執行成效後，提供給各院系

所。符合三項基本條件者，始

得列為特優導師甄選之候選

人： 

一、按時繳交學生操行成績，

學術導師免繳。 

二、出席指導學生之班會及學

術家族各項集會活動。 

三、出席校內導師會議、輔導

知能研習，或教育部主辦

有關導師輔導工作之研

討會議。 

第 2 條  本校特優導師候選人名

單由學生事務處彙整導師工

作執行成效後，提供給各院系

所。符合三項基本條件者，始

得列為特優導師甄選之候選

人： 

一、按時繳交學生操行成績學

術導師免繳。 

二、出席指導學生之班會及學

術家族各項集會活動。 

三、出席校內導師會議、輔導

知能研習，或教育部主辦

有關導師輔導工作之研

討會議。 

增加第 2 條第

一項之逗點。 

第 3 條  特優導師甄選之評選項

目分為學生問卷（佔 50％）、

主任導師評核（佔 25％）、及

學院評核（佔 25％），各院得

以總分高低評選特優班級或

學術導師代表。 

特優班級或學術導師評

選，以「佛光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職責項

目為基本要件，並依其特殊優

良表現審議辦理。 

第 3 條  特優導師甄選之評選項

目分為學生問卷（佔 35％）、

主任導師評核（佔 35％）、及

學院評核（佔 30％），各院得

以總分高低評選特優導師代

表。 

一、班級導師評選標準如下： 

（一）關懷學生並能掌握

其動態，防範意外

發生者或積極處

理意外事件者。 

（二）推動並指導本班學

生參加校內、校外

各項運動競賽爭

取團體榮譽，有具

1.修正第 3 條

學生問卷、

主任導師評

核、學院評

核比例，增

加「學術導

師代表」以

利 文 意 通

順。 

2.修正第 3 條

第一項、第

二項。讓「特

優導師甄選

辦法」和「導 

制 實 施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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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蹟者。 

（三）鼓勵學生參與校內

外 各 項 服 務 工

作，有具體成效

者。 

（四）督導學生不曠課、

不請假、不違反校

規，有具體成效

者。 

（五）推動並輔導學生參

與社團活動有具

體績效者。（擔任

社團指導老師，積

極參與學校或學

生社團活動。） 

（六）督導學生經自我認

知，促進學生自我

成長，並解決其適

應困難具有績效

者。 

（七）每學期應訪視校外

賃居同學，協助了

解賃居地點之安

全狀況。 

（八）有其他優良事蹟，

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學術導師評選標準如下： 

（一）協助學生生涯與專

業發展，輔導學生

探索及釐清職涯

興趣。 

（二）了解學生學習行

為，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及培養自主

學習態度。 

（三）關心學生校內外學

習活動，協助學生

培養正當學習興

趣，探索其適合之

學習領域。 

法」標準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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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學生學習診斷

與輔導，提供有效

學習方法及培養

良好學習態度。 

（五）依據學生學習預警

機制，輔導被扣考

及 1/2 學分未及

格導生。 

（六）對於學習適應不

良、學習動機欠缺

及學習成效較低

之導生，隨時向主

任導師、學務處及

教學相關單位反

映，適時填寫線上

或紙本轉介單，轉

介相關單位。 

（七）指導學生之學術及

專業發展相關活

動。 

（八）指導學術家族選出

代表，以協助學校

各項事務之推動

與宣達。 

第 4 條  學務處統籌問卷於第二

學期中隨機抽樣訪談各系學

生 10 名，邀請學生推薦 1-3

名特優導師。學務處整理學生

推薦名單，依據第 2 條之基本

條件篩選符合條件的導師，成

為候選人。 

學務處統整出候選人名

單後（含學生問卷之評核分數

與相關具體事蹟），將名單送

交各學院，由學院進行系主任

評核、學院評核，於次學年十

月中旬送學校特優導師甄選

委員會複審。 

第 4 條  各學系應於每學年開始

時提報前一學年特優導師候

選名單，並以學院為單位進行

初選，各學院初選名額以實際

學系、所數目為推薦名額。凡

符合第 2 及第 3 條款之規定

者，由學院院務會議組成推薦

委員會推薦該學院特優導師

並檢附具體事跡，於次學年九

月底前送學校特優導師甄選

委員會複審。 

修改第 4 條，

參照 107年 10

月 25 日會議

委 員 意 見 修

改。 

第 5 條  學校成立特優導師甄選 第 5 條  學校成立特優導師甄選 參照 107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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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以會議方式評審，其組

織及成員如下：本會議由學務

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則由學

務長遴選曾當選特優導師之

教師擔任，每院以 1 名為原

則，組成甄選委員會。 

委員會以會議方式評審，其組

織及成員如下： 

主任委員：校長。 

委員：副校長、教務長、學務

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各學院院長。 

月 25 日會議

委 員 意 見 修

改。 

第 6 條  特優導師奉核定後，學務

處將資料及名冊送各系、各學

院、人事室與教師評審委員會

併作考績及評審資料。 

第 6 條  特優導師奉核定後，學務

處將資料及名冊送各系、各學

院、人事室與教師評審委員會

併作考績及評審資料。 

本條無修正。 

第 7 條  特優導師得酌發獎勵金

及表揚狀，連續 3年獲獎者列

為「典範特優導師」。 

獎勵金金額依當年度預

算調整，由校長在公開集會表

揚之。 

第 7 條  特優導師得酌發獎勵金

及表揚狀，連續 3年獲獎者列

為「典範特優導師」。 

獎勵金金額依當年度預

算調整，由校長在公開集會表

揚之。 

本條無修正。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無修正。 

回提案十三 

  



219 

A02-404 

佛光大學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草案） 

 

107.12.06 107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導師工作推展之績效，提高教育功能，達成本

校之教育方針，特訂定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為加強導師工作推展之績效，提高教育

功能，達成本校之教育方針，特訂定特優導師獎勵甄選辦法。 

第 2 條  本校特優導師候選人名單由學生事務處彙整導師工作執行成效後，提供給各院系

所。符合三項基本條件者，始得列為特優導師甄選之候選人： 

一、按時繳交學生操行成績，學術導師免繳。 

二、出席指導學生之班會及學術家族各項集會活動。 

三、出席校內導師會議、輔導知能研習，或教育部主辦有關導師輔導工作之研討會議。 

第 3 條  特優導師甄選之評選項目分為學生問卷（佔 50％）、主任導師評核（佔 25％）、

及學院評核（佔 25％），各院得以總分高低評選特優班級或學術導師代表。 

特優班級或學術導師評選，以「佛光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職責

項目為基本要件，並依其特殊優良表現審議辦理。 

第 4 條  學務處統籌問卷於第二學期中隨機抽樣訪談各系學生 10 名，邀請學生推薦 1-3

名特優導師。學務處整理學生推薦名單，依據第2條之基本條件篩選符合條件的導師，

成為候選人。 

學務處統整出候選人名單後（含學生問卷之評核分數與相關具體事蹟），將名單

送交各學院，由學院進行系主任評核、學院評核，於次學年十月中旬送學校特優導師

甄選委員會複審。 

第 5 條  學校成立特優導師甄選委員會以會議方式評審，其組織及成員如下：本會議由學

務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則由學務長遴選曾當選特優導師之教師擔任，每院以 1名為

原則，組成甄選委員會。 

第 6 條  特優導師奉核定後，學務處將資料及名冊送各系、各學院、人事室與教師評審委

員會併作考績及評審資料。 

第 7 條  特優導師得酌發獎勵金及表揚狀，連續 3年獲獎者列為「典範特優導師」。 

獎勵金金額依當年度預算調整，由校長在公開集會表揚之。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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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佛光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為使佛光大學學生事務會議可更確實反應學生意見，並貼近學生需求，故修改此辦法，

全文共六條。 

回提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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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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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

校）為增進教育功能，提昇學

生事務服務品質，依大學法及

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佛光大

學學生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 1 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功能，提

昇學生事務服務品質，依大學

法及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佛

光大學學生事務會議（以下簡

稱本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文字修改。 

第 2 條    本會議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學生事務規章。 

二、審議本校學生事務重大工

作計畫。 

三、策劃本校導師制度之推行

事項。 

第 2 條    本會議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學生事務規章。 

二、審議本校學生事務重大工

作計畫。 

三、策劃本校導師制度之推行

事項。 

四、策劃本校學生團體活動事

項。 

未曾策劃相關

活動事項，擬

刪除第四項。 

第 3 條    本會議置委員代表若干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學務長、總務

長、教務長、各系所主

管、書院山長、各學院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國際事務長。 

二、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推舉

代表一人。  

三、學生代表：學生會 2 人、

學生議會 2人、宿治會代

表 2人，另由各學院推舉

代表一人。 

本會議代表均為無給

職，任期一學年，由校長聘請

之。 

本會議以學務長為主

席，並為召集人。 

第 3 條    本會議置委員代表若干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教務長、各系所

主管、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 

二、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推舉

代表一人。  

三、學生代表：學生會 2 人、

學生議會 2人、宿治會代

表 2人，另由各學院推舉

代表一人。 

本會議代表均為無給

職，任期一學年，由校長聘請

之。 

 

第 5 條    本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為

主席，並為召集人，另得設執

行秘書一人，負責安排會議相

1.增加當然委

員之組成。 

2.學生事務長

更改為學務

長。 

3.第五條調整

為第三條第

三項，並刪

除設立執行

秘書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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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務事宜。 

第 4 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

會議一次，得邀請其他與議題

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列席。 

第 4 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

會議一次，得邀請其他與議題

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列席。 

本條無修正。 

第 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原第六條調整

為第五條。 

回提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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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408 

佛光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草案） 

 

107.12.06 107學年度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功能，提昇學生事務服務品質，依大學法

及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佛光大學學生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議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學生事務規章。 

二、審議本校學生事務重大工作計畫。 

三、策劃本校導師制度之推行事項。 

第 3 條    本會議置委員代表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學務長、總務長、教務長、各系所主管、書院山長、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 

二、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推舉代表一人。 

三、學生代表：學生會2人、學生議會2人、宿治會代表2人，另由各學院推舉代表一

人。 

本會議代表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學年，由校長聘請之。 

本會議以學務長為主席，並為召集人。 

第 4 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得邀請其他與議題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列

席。 

第 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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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佛光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本校學生獎懲會學生委員為學生會派出，擬配合學生會改選時間（每年），調整委員任期

時間及確認教師代表派遣單位，以符合獎懲委員會之代表性。 

回提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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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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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使學生之獎懲達公平、公

正、適切之教育功能，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七款，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 1 條    本校為使學生之獎懲達公

平、公正、適切之教育功能，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七款，設置學生獎懲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文字修正。 

第 3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

學務長為會議召集人兼主任委

員，其他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行政單位主管二名，由校

長遴聘之。 

二、教師代表七名，由各學院

推薦專任教師代表各二

名，由校長遴聘之。 

三、學生代表七名，由學生會

推派代表。 

第 3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

學生事務長為會議召集人兼主

任委員，其他委員由下列人員

組成： 

一、行政單位主管二名，由校

長遴聘之。 

二、教師代表七名，由各系所

推薦專任教師代表一名，

再由被推薦者相互推選擔

任。 

三、學生代表七名，由各系所

推薦學生代表一名，再由

被推薦者相互推選擔任。 

1. 修 改 學

務 長 職

稱。 

2.教師、學

生 代 表

遴 選 辦

法。 

第 4 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由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於每年

底改選，得連任之。 

第 4 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由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學年，得

連任之。 

更 正 改 選

時間。 

第 5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之，負責

文書業務之處理。 

第 5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生活事務組組長擔任之，負責

文書業務之處理。 

修 正 執 行

秘書職稱。 

回提案十五 

  



226 

A02-204 

佛光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107.12.06 107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之獎懲達公平、公正、適切之教育功能，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2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學生獎懲標準。 

二、審議本校學生記大功或大過乙次以上之獎懲事件。 

三、審議本校其他有關學生重大獎懲事件。 

第 3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學務長為會議召集人兼主任委員，其他委員由下列人員

組成： 

一、行政單位主管二名，由校長遴聘之。 

二、教師代表七名，由各學院推薦專任教師代表各二名，由校長遴聘之。 

三、學生代表七名，由學生會推派代表。 

第 4 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於每年底改選，得連任之。 

第 5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之，負責文書業務之處理。 

第 6 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為通過，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不得委託代理。 

第 7 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其他與議題有關之單位主管及人員列席。 

第 8 條    本會得視業務之需要，隨時召開會議。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