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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30 日（週三）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朝祥                                                 記錄：鄭嘉琦 

出席人員：當然代表－劉三錡副校長、藍順德副校長（兼招生事務處處長、林衍伶代）、林文

瑛教務長（賴宗福代）、柳金財學務長、蔡明達總務長、郭冠廷研發長、

張瑋儀國際長（陳拓余代）、林裕權圖資長、饒達欽召集人、許文傑主

任秘書、林淑娟人事室主任、釋妙暘會計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陳谷

劦執行長、人文學院蕭麗華院長、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林大森院長、

創意與科技學院翁玲玲院長、樂活產業學院許興家院長、佛教學院萬

金川院長 

教師代表－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黃憲作副教授、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林明昌副教

授、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許聖和專案教師、外國語文學系吳素真副教

授、宗教學研究所釋永東教授（張美櫻代）、社會學系施怡廷助理教授、

心理學系林烘煜副教授、心理學系吳佳瑾助理教授、應用經濟學系賴

宗福副教授、應用經濟學系周國偉副教授、公共事務學系張世杰副教

授、管理學系孫遜教授、管理學系呂龍潭副教授、管理學系林衍伶助

理教授、傳播學系陳才教授、傳播學系王其敏副教授、產品與媒體設

計學系葉茉俐副教授、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廖志傑副教授、資訊應用

學系詹丕宗教授、訊應用學系莊啟宏副教授、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

系江淑華副教授、佛教學系鄭維儀副教授、佛教學系林純瑜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委員會徐偉庭助理教授 

職員代表－研究發展處黃淑惠專員、創意與科技院吳衍德辦事員、社會科學暨管

理學院丁念慈組員 

學生代表－心理學系溫杰泰、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謝承瀚、應用經濟學系許鐘泰、

傳播學系鄭臣祐、資訊應用學系傅立衡 

列 席 者：董事會釋覺元法師、校長室徐明珠秘書、秘書室詹素娟組長 

各系所主管－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張寶三主任、宗教學研究所陳旺城所長、應用

經濟學系李杰憲主任、社會學系鄭祖邦主任、管理學系陳志賢主任、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蔡明志主任、佛教學系郭朝順主任、通識教育中

心陳衍宏主任、語文教育中心張懿仁主任 

請假人員：歷史學系韓獻博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施維禮副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羅中峰副教授、應用經濟學系曾銘深副教授、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何振盛副教授、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李利國助理教授、應用經濟學系江天海、外國語文學系游鎮

維主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張志昇主任、歷史學系范純武主任 

 

壹、頒獎儀式： 

一、三商美邦人壽「微型平安保險」授贈儀式。 

三商美邦人壽為協助弱勢及鼓勵清寒學生專心求學，提供微型團體傷害保險，如

不幸發生意外除基本學生團體保險外，能減輕家庭之經濟負擔，以安定學生不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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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二、107 年全國社團評鑑獲獎社團獻獎 

本校學生社團甲上志工服務隊、應用經濟學系系學會，於 107 年 3 月 30、4 月 1

日，代表學校前往中興大學參與 107 年全國社團評鑑競賽，分別榮獲服務性組特優獎、

自治綜合組優等獎，特藉由本次會議將社團榮耀獻與校方。 

 

貳、主席報告： 

一、首先感謝三商美邦人壽給本校這麼多贊助，本校共有 300 位以上的同學獲得，佔本校

學生人數百分之十左右，比例相當高。三商美邦人壽基於慈悲心、愛的心，幫助本校

弱勢學生，如同本校雖是私立大學卻收取國立大學的學費一樣，希望給予求學及成長

過程期間需支持的學生協助，種一個善根，也期待接受善根的學生，將來成長、進入

社會後，能感恩不要忘本回饋社會，非常高興，非常感謝。 

二、社團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方式，尤其是 EQ 的學習及與不同

系所同學相處合作，可學到如何領導別人和被別人領導，這在同學學習的過程裏是非

常重要的，今天獲獎的兩個社團參與競賽得到很好的成積，獎金雖然不多但是給他們

鼓勵。 

三、本校創新的教學方式，就是在一年 36 週的課程裡，有一週為學習活動週，在這周同學

不會上正式課程，而是由各系自己安排在課堂上學不到內容，如到校外其他地點進行

校外學習，這樣的學習方式對學生來說，是在完整的課程學習中再添加其他課程外的

學習，可讓學生自主地學到更多，社團也是這樣的概念，也就是說學生進到學校後，

甚至是從家裏出發到學校，再從學校回到家裏的整個過程，都可說是教育的一部分。 

四、今天兩個頒獎活動表面上看起來性質好像差別很大，一個是我們接受協助、一個是我

們得獎，但從教育觀點來看意義都非常深遠。特別利用這個機會代表學校、學生及教

職員們，向三商美邦人壽特別表示感謝，也向各位老師表示感謝，非常謝謝。 

 

參、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提

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2 條第一項第三款「通」修改為「經」，及新

增第二句「，並獲指導教授認可者」；第三項「前

項」修改為「第一項」，及新增「之規定，」。 

3.附帶決議—本辦法施行後請辦理 2-3 梯次說明

會，於會中針對論文比對報告做說明，並告知

依比對報告結果不同會如何處理，指導教授都

應參加。 

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07 年

1 月 9 日以佛光教字第

1070000231 號函報教育部。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則」，提請討論。 

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07 年

1 月 9 日以佛光教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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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1070000231 號函報教育部。 

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各學院暨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2 條第一項第二句，兩處「3」修改為「三」。 

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07 年

1 月 16 日公告施行。 

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名譽教授敦聘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辦法名稱及第一條、第四條更改為「無修正」。 

3.第 2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句，將「一任以上」

刪除之。 

4.第 3 條第一項、第 5 條第一項第一句及第 6 條第

一句，將「、副教授」刪除之。 

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07 年

1 月 8 日公告施行。 

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簽請校長核定後，於 107 年

1 月 16 日公告施行。 

◎結論：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執行情況洽悉。 

 

肆、業務單位報告： 

一、副校長室（無） 

二、秘書室（無） 

三、教務處（略） 

四、學生事務處（無） 

五、總務處（無） 

六、招生事務處（無） 

七、研究發展處（無）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略） 

九、圖書暨資訊處（略） 

十、校務研究辦公室（無） 

十一、人事室（無） 

十二、會計室（無） 

十三、佛教研究中心（無） 

十四、通識教育委員會（略） 

十五、人文學院（無） 

十六、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無） 

十七、創意與科技學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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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佛教學院（無） 

十九、樂活產業學院（無） 

二十、南向辦公室（無） 

廿一、系統大學辦公室（無）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資訊應用學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招生將由學籍分組改招生分組案。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3 月 7 日第六次資訊應用學系系務會議，與 3 月 28

日第三次創意與科技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再經同年 4 月 24 日第八次行政會議

及 5 月 15 日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二、將於 108 學年度學士班由學籍分組改為招生分組，組名為資訊系統與管理組、

網路與多媒體組、動畫與數位內容組、數位遊戲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案由：公共事務學系取消學籍分組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4 月 17 日公共事務學系第七次系務會議，與 4 月

18 日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第五次院務會議通過，再經同年 4 月 24 日第八次行

政會議及 5 月 15 日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通過。 

二、公共事務學系取消學籍分組調整為招生分組，組名為國際與兩岸事務組及政策

與行政管理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案由：本校社會學系 108 學年度申請系名更名為「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案，提請討論。

（詳附件二）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6 年 12 月 6 日社會學系第 4 次系務會議，與 12 月 17

日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第 3 次院務會議，並經 107 年 1 月 16 日第 4 次行政會

議及 5 月 15 日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通過。 

二、擬於今年 5 月提報教育部，檢附更名計畫書，請詳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樂活產業學院 

案由：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8 學年度更名案，提請討論。（詳附件三）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3 月 6 日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第六次系務會議，

與 3 月 28 日樂活產業學院第三次院務會議，並經同年 5 月 15 日第二次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以及 5 月 22 日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更名為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修訂本校「會計制度」，提請討論。（詳附件四）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3 月 27 日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其會計科目

與各類相關會計報告格式，教育部業已多次來函通知修訂，考量此一致規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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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已漸趨穩定，又本校會計制度為財務事項運作之重要依據，爰請修訂本校會

計制度。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著作抄襲處理準則」，提請討論。（詳附件五） 

說明：一、人事室暫不成立業務會議，本案簽請校長同意後，於 107 年 3 月 15 日公告，

並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4 月 24 日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依據 106 年 8 月 10 日教育部教師資格授權自審訪視建議，及現況修正部份條

文。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一條第二句刪除「特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理原則」、「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六） 

說明：一、人事室暫不成立業務會議，本案簽請校長同意後，於 107 年 3 月 29 日公告，

並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4 月 24 日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配合本校授課鐘點及鐘點費核計辦法修正部份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行政人員遴用及升遷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七） 

說明：一、人事室暫不成立業務會議，本案簽請校長同意後，於 107 年 4 月 3 日公告，並

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4 月 24 日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本次修法重點在配合中程校務發展，重著人員職能及專業性考量，於人員遴用

部份係配合求才作業、職務專業性及薪資審查小組之核薪而修訂，人員升遷則

修訂為推薦制，及部份文字及程序之修訂。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13 條的第一、五項維持第 13 條，修正後第二項第一句刪除「本校」；第三項

修改為第 14 條，其內容未做調整；第二、四項修正為第 15 條，並修改條文內容。 

3.修正後第 15 條第一項第二句「由各單位主管就符合資格者中推薦」及第三句「，

被推薦者」刪除之；新增第二項「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擬升遷人員須詳實填寫

申請表。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服務期間於業務執掌之具體或特殊貢獻、積極參

與單位以外或本校事務之具體貢獻。」全文；第三項第一句新增「擬」及將「推

薦名單及」修改為「人員各項」，與新增第二、三句「轉請所屬單位主管填具考

核與建議表。單位主管就擬升遷人員作出考評與建議後應密送人事室統籌辦理。；

第四項第一句「統一辦理」修改為「擬升遷人員需參加人事室舉辦之」，並將第

三、四句「甄選小組進行討論並排定成績順序，經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刪除。 

4.原條文第 14 條修改為第 17 條，與原第 16 條修改為 18 條。 

5.原條文第 15 條修改為第 16 條，並新增第一項「甄選小組依擬升遷人員之各項資

料進行審議並排定優先順序，經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全文。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法」，提請討論。（詳附件八） 

說明：一、人事室暫不成立業務會議，本案簽請校長同意後，於 107 年 4 月 3 日公告，與

4 月 24 日第八次行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行政人員績效等第與分數制之作法，本校實施多年，分數制實施上或有些許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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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度或便利性，唯實務上或獎勵面較難對分數差距一二分同仁之績效或工作效

益，做出比較。為使績效評核更為明確，取消分數制僅列績效等第。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12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五句「慰問」修改為「工作」。 

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準則」，提請討論。（詳附件九） 

說明：一、研究發展處尚無業務會議，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6 年 12 月 26 日第四次研究

發展處處務會議通過後，於 12 月 29 日公告，並經 107 年 1 月 16 日第四次行

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本準則涉及教師權益，決策層級須提至校務會議審議，檢附制訂案總說明、草

案條文說明表、辦法草案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招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提請討論。（附件十 ） 

說明：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5 月 9 日第九次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與 5 月 22 日

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說明詳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制訂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討論。（附件十一） 

說明：一、本案業經 106 學年度 107 年 4 月 10 日第七次主管會報通過，於 5 月 3 日公告

後，再經 5 月 22 日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於公告後依建議再次修正，將本校「校務會議教職員代表選舉暨遞補辦法」相

關法條併入，以期法規內容完備。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3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句新增「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107 學年度預算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本校 107 學年度編列總收入為 829,323,598 元，編列總支出為 861,074,474 元，

預算赤字為 31,750,876 元。 

二、其他說明詳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執行情形、業務報告、討論事項 

臨提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提請討論。（詳附件十二） 

說明：一、人事室暫不成立業務會議，本案簽請校長同意後，於 107 年 5 月 3 日公告後，

送 106 學年度 107 年 5 月 22 日第九次行政會議通過，符合法制作業規範。 

二、為配合中程校務計畫及推動本校成為具傳統書院精神的現代學府，調整及修正

部份組織規程內容，並於公告後依據相關單位建議再次修正。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第 9 條第一項第一句「大學部」修改為「學士班」。 

3.第 20 條第一項第一句刪除「兼任」及新增「之專案教師或」，並將「擔」修改為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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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25 條第一項第二句新增「依」。 

5.第 35 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一句刪除「委員」。 

 

柒、散會：16:00 

 

  



8 

 

附件二 

 

 

 

 

 

 

 

 

108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 

一般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案名：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回提案三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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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三 

107學年度 佛光大學 申請增設、調整（更名、分組）一般項目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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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學校 佛光大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全英語授課 

曾申請之學年度：□106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4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

過 

授予學位名稱 

學士班：社會學學士 

碩士班社會學組：社會學碩士 

碩士班社會工作組：社會工作碩士 

所屬學類 3103 社會學類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立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105 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社會學 91 212   212 

研究所 社會學 90  43  43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次序 大學名稱 系所名稱 組別 學位 

1 
國立台灣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國立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2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3 國立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4 國立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5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6 國立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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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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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立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無分組 碩士 

8 
國立臺北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國立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9 國立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0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1 國立屏東大學 社會發展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無分組 碩士 

13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4 
輔仁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5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無分組 碩士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6 元智大學 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7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8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無分組 碩士 

19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一般組 碩士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亞際研究英文碩士
班（外國學生專班） 碩士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20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1 
高雄醫學大學 性別研究所 無分組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2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3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4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5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組 碩士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教育社會學組 碩士 

26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7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無分組 碩士 

28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無分組 碩士 

29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無分組 碩士 

30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社會學組 碩士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組 碩士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考試入學 

招生名額來源

及擬招生名額 

由本校原核定名額自行調整。招生名額如下： 

學士班：50人 

碩士班社會學組：12人 

碩士班社會工作組：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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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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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社會學系/系主任 姓名 鄭祖邦 

電話 03-9871000 #23418 傳真 03-9876617 

Email tbcheng@mail.fgu.edu.tw 

回提案三 

http://www.fgu.edu.tw/
http://academic.fgu.edu.tw/6intro/news.php?class=6106&class2=160
http://academic.fgu.edu.tw/6intro/news.php?class=6106&class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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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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學系或研究所申請設立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學系或研究

所申請設立碩士班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填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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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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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回提案三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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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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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 

21 58 56 16 151 2 153 
1
0
6 

26.5 51 201.5 19.61091811 18.44665012 3.41721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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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 2 10 4 6 22 0 0 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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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5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5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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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

在學生數 
0 2917 344 24 3285 0 0 146 146 3431 3910.6 3677 514 

延畢生人數 0 39 1 0 40 0 0 1 1 41 41 40 2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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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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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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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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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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專任師資 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員，助理教授者 2員；兼任師資 0員。 

序

號 

專 
兼
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相關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

任 
教授 林信華 

德國畢勒費德

（Bielefeld） 

大學 

社會科學博士 

社會學理論與社

會科學方法論 

歐洲整合研究 

社會政策研究 

全球社會專題 

文化理論與政策 

台灣現代社會發展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2 
專

任 
教授 林大森 

東海大學 

社會學博士 

 

（實踐家專 

社會工作科） 

教育社會學 

社會階層與社會流

動 

社會研究法與統

計 

社會計量方法 

社會統計（一）（二） 

社會心理學 

統計學 

社會階層化 

統計軟體應用 

應用社會心理學 

社會計量方法 

社會福利專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3 
專

任 

副教

授 
林明禛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博

士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

作 

社會工作概論 

社會個案工作 

社會團體工作 

社會福利行政 

方案設計與評估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工作實習 

社會學專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4 
專

任 

副教

授 
鄭祖邦 

政治大學 

社會學博士 

公民社會 

社會企業 

社會學理論 

公民社會 

古典社會學理論 

社會企業 

專業英文 

消費社會學 

地方社會變遷：實地調查 

古典社會學理論專題 

社會學專題 

經濟社會學專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18 

 

5 
專

任 

副教

授 
林錚 

法國社會科學

高 等 研 究 院

（EHESS） 

社會學博士 

知識社會學 

宗教社會學 

文化社會學 

文化社會學 

當代社會學理論 

地方社會變遷 

日常生活結構分析 

社會原理 

社會學 

當代社會學理論專題 

社會學基本問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6 
專

任 

副教

授 
張國慶 

東海大學 

社會學博士 

經濟社會學 

金融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 

質性研究 

社會學（一）（二） 

經濟社會學 

金融與社會 

社會問題 

全球化與區域研究 

社會學名著選讀 

質性研究專題 

消費社會學專題 

研究過程與研究設計專

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7 
專

任 

副教

授 
陳憶芬 

政治大學 

教育學博士 

教育社會學 

多元文化教育 

原住民教育 

師資培育 

社會研究方法（一）（二） 

教育社會學 

社區組織與發展 

社會學 

專業倫理 

社會學研究方法 

教育社會學專題 

社區總體營造專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8 
專

任 

助理 

教授 
施怡廷 

英國紐卡索

（Newcastle） 

大學 

社會學博士 

 

（東海大學 

社工碩士） 

社會工作間接服

務 

醫務社會工作 

身心障礙研究 

社會工作概論 

社會個案工作 

社會福利概論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工作管理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醫務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實習 

身心障礙專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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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

任 

助理 

教授 
高淑芬 

美國密西根州

立大學 

社會學博士 

科技與社會 

環境社會學 

社區發展 

性別社會學 

質性研究 

社會學 

地方社會變遷 

地方社會變遷：實地調查 

環境社會學 

科技與社會 

宜蘭地方發展－實地觀

察 

專業英文 

環境社會學專題 

情緒社會學專題 

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專

題 

社會學

系（所）

主聘 

回提案三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  無  。 

序

號 

專 
兼
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註 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本系規劃兼任師資名冊如下：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經歷 專長 

教授 葉永文 

台灣大學 

國發所（三民所）

博士 

現職：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曾任：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

作學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嶺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

理教授 

社會學 

政治社會學 

醫療社會學 

副教

授 
莊致嘉 

東海大學 

社會學博士 

現職：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曾任：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 

      日本仙台東北大學社會分層與

不平等研究中心 COE研究員 

社會階層與流

動 

勞動市場與人力運

用 

統計與社會研究方

法 

東亞勞動比較研

究 

助理

教授 
林倩如 

美國賓漢頓大學 

社會學博士 

現職：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曾任：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勞動社會學 

社會變遷 

全球化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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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教授 
曾秀雲 

政治大學 

社會學博士 

現職：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曾任：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兼任講師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

學系兼任講師 

社會統計 

研究方法 

家庭社會學 

助理

教授 
王綉蘭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博士 

曾任：宜蘭縣政府社會處長 

      內政部社會福利研習中心副主

任 

      暨大兼任講師 

社會政策與立

法 

社會工作概論 

社工實習 

助理

教授 
張茂榕 

台北大學 

公共事務系博士 

現職：台北大學公共事務系助理教授 

曾任：蘭智基金會執行長 

      輔大社工系兼任講師 

身心障礙社會

工作 

助理

教授 
黃淑鈴 

文化大學 

國家發展與大陸

研究所 博士 

現職：財團法人宜蘭縣私立蘭馨婦幼中

心執行長 

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平等講師 

萬能科技大學推廣部 講師 

性別平等教育 

社會工作實務 

婦女及兒少社

會工作 

回提案三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1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1員；兼任師資 5

員。 

專兼任 職稱 學 位 
擬聘師資專

長 

學

術

條

件 

擬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

洽人選 

專任 

助理

教授

以上 

社會工作

博士 

臨床社會工

作 
 

社會政策分析 

多元文化社會工作 

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 

配合學校招募方

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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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回提案三 

壹、申請理由 

一、體現本校立校精神 

本系成立於民國 90 年，先設立碩士班，翌年成立學士班，為東臺灣最早成

立的社會學系所，亦為宜蘭地區唯一的社會學系。本系發展十餘年來，本著義

正道慈的校訓、傳統書院精神的理念，以及對蘭陽地方社會發展的關懷，使得

本系在研究取向、課程規劃與地方服務上皆極具特色。近年來有鑑於社會發展

需求以及結合全校「課程學程化」的制度設計，本系從 101 學年度開始開始著

手先在學士班發展出「地方社會發展學程」以及「社會工作學程」兩個專業選

修學程，前者以社學專業科目為主，後者則以社會工作專業科目為核心。在現

今 9 位專任教師的共同努力下，無論是教學與研究均已達一定程度的成果。 

二、擴大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的培育來源 

由於社會變遷與經濟波動產生社會排除人口愈來愈多元，再者，台灣社會

福利意識形態不斷抬頭，乃至相關社福機構民營化的潮流，使得社會工作學漸

漸成為顯學，社會工作者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與專業化的需求。由於工作環

境的壓力不斷衝擊著整體社工人力市場供需的穩定性，社工人力普遍缺乏，有

從事意願者尚未完成足夠專業訓練，現有的臨床人才卻又面臨高流動率現象，

政府部門、福利機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專業人力不足的困境。本系正是基於上

述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希望在多年相關努力的基礎上，來擴大社工專業人才

的培育。 

三、回應宜蘭縣的特殊需求 

宜蘭縣地處偏僻的東北部，北部人才不願屈就資源欠缺的半農業縣份，專

業人員幾乎悉數仰賴回鄉的學子補實懸缺，其餘大概僅能在地培育；然而 45 萬

餘人口的宜蘭，擁有號稱四所大學、二家專校，標榜宜居城市，目前仍缺乏相

關專業系所設立，來訓練社工專才，僅有本系配合以社工專業師資在推廣部中，

勉強開設社工學分班，以及 101 學年度開始在大學部設置社會工作學程。對照

鄰近同屬邊陲縣市花蓮縣，即同時有東華大學、慈濟大學開設社會工作學系大

學部及研究所，提供花東地區有志於從事社會工作者學習進修機會。就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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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才培育而言，宜蘭縣顯然大有改善的空間。做為全縣唯一的社會學系，除

社會學領域外，本系已有多年開設專業社工課程經驗，並具備社工學術背景的

專業師資，目前希望以更名的方式來培育更多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相關的人才，

這也是本系對當前社會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需求的具體回應。 

回提案三 

 

貳、本系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系以地方社會研究與社會工作為主要發展方向，以此來為本系學士班和

碩士班分別擬定相關教育目標與對應的核心能力。 

 

【學士班】 

 

■ 教育目標： 

1.培養能應用社會學觀點與方法分析社會現象之人才。 

2.培養對蘭陽地方社會充滿熱情與使命感之人才。 

3.培養擁有助人的專業技巧之人才。 

 

■ 核心能力： 

1.能力一：具備認識社會學理論傳承之能力 

2.能力二：具備觀察與研究社會現象之能力 

3.能力三：具備關注蘭陽社會之能力 

4.能力四：具備尊重多元文化之能力 

5.能力五：具備社會工作直接服務之能力 

6.能力六：具備社會工作間接服務之能力 

 

 

【碩士班】 

 

■ 教育目標：  

1.培養能應用社會學觀點與方法分析社會現象之高階人才 

2.培養能應用社會工作技術方法助人之社工高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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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能力： 

1.具備專業社會學理論運用之能力 

2.具備多元省思與學術分析蘭陽社會之能力 

3.具備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技術方法之能力 

4.具備社會工作間接服務方法之能力。 

回提案三 

 

二、本系的師資條件 

本系自創系以來，即本於人文理念的價值關懷，來進行相關的學術研究與

課程安排，並致力於對地方社會的認識與實踐。基於此，本系目前擁有堅強的

相關師資陣容。在目前的 9 位專任教師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助理教授 2

人，均擁有博士學位。其中兩位專任教師皆擁有社會工作領域博士學位與社工

師證照，並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此一師資陣容，將可充分提供提供同學社會

學與社會工作相關領域充分的專業訓練，並為他們的專業發展奠下深厚的學理

基礎。 

三、課程規劃 

【學士班】 

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共計128學分，其中規劃了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院基礎課程（21 學分）、系核心課程（30 學分），以及兩個專業選修學程，分

別是「地方社會發展學程」（21 學分）和社工學程（21 學分）。每一個學程都

與本系規劃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有密切的關係。此外，根據社工師法相關規

定，從事社會工作者須具備報考社會工作師資格，應修滿 15 門核心課程每門採

計 3 學分計 45 學分並加上兩次實習 400 小時以上。本系課程設計皆符合相關規

定，通過相關系核心課程結合社工學程，每位同學畢業前都會符合相關資格要

求，達成社工師所必需的專業訓練。 

【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分為社會學組和社會工作組，畢業學分數皆為 36 學分，在社會

學組規劃了專業必修課程（9 學分）、專業必選課程（3 學分）以及專業選修課



24 

 

程（18 學分）。社會工作組除專業必修課程（9 學分）、專業必選課程（3 學分）

以及專業選修課程（15 學分）之外，尚需修習進階社會工作實習（3 學分），

以增強相關實務訓練。此外，本碩士班學生必須具備報考社工師資格，尚未取

得報考資格者，可於修習碩士班期間，自行在大學部下修或其他推廣班修課取

得。 

四、本系社會工作見習與實習資源 

專業社會工作者養成過程，學生需要有具備理論與實作能力，以便瞭解臨

床工作的各項特質方法，提升職場的實作能力。與一般實習不同在於，實習課

程是由學生選擇實習機構，由機構資深社工帶領學習；實作卻是由學校老師帶

領學生前往職場的「產學合作」概念方式。授課老師依照課程設計，幫助學生

「置身其中」的經驗，有助於學生對臨床操作能力提升以外，學校老師帶領也

可增進理論反省思考，累積本校與產業界的合作連結機會，提高業界組織經營

績效。本系也將與縣內相關福利機構建立產學長期合作備忘錄。 

回提案三 

參、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與當前社會發展之趨勢： 

 

在蘭陽地區籌設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乃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因為

這裡的民風純樸、人文薈萃，在本系成長的過程中，有許許多多地方團體與社

會精英共同投入與參與。在這樣的基礎上，一方面，本系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內

容兼顧著對地方社會的認識，另一方面，本系的學生也會融入地方上的活動；

其中有鄉土的關懷、有真情的流露、有知識的咀嚼，更有經驗的傳承。因此，

如何在人文理念的價值關懷下，從事社會學研究，進而使其研究成果引發對自

身生命價值的反思，遂成為本系的發展重心。然而，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與改

變，各種新的社會問題不斷浮現，無論是少子化、老年化、社區發展與各種社

會底層的弱勢照顧，讓我們除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對相關社會議題與現象進行

批判性與反省性的思考之外，更希望通過社會工作的課程來培養同學具體服務

社會的知識和能力。因此，從 101 學年度起，為配合全校「課程學程化」的政

策，本系進一步提出「地方社會發展學程」以及「社會工作學程」兩個專業選修

學程，都是基於培育人才與回饋社會的基本精神。本系希望在次前既有的基礎上，

以更名的方式更有效地整合學校資源，發揮更大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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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三 

肆、本系碩士班社會工作組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本項務請詳細

說明，俾利審核）：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

情形） 

（1） 隨著台灣社會福利意識的抬頭，國內對社工專業人員需才孔急，

國內大學除早期東海、台大、東吳、輔大、台北持續發展以外，

中期陸續成立社工系的大學，計有暨大、靜宜、慈濟、屏東科大、

師大、實踐、高醫、亞洲、朝陽科大、嘉南藥理科大、長榮、中

山醫大、大仁技術學院，及普通大學的國防部政戰等；相關科系

另有中正（社福）、文化（社福）、玄奘（社福）；政大則僅碩士

班設社會工作研究所；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則開設以培訓原住

民為主和多元文化特色的社會工作學位學程，2010年成立民族發

展暨社會工作研究所。每年上述科系大學畢業生人數，但仍遠遠

不符當前社會所需。 

（2） 規劃招生名額：本系學士班預計每年招收學生 50 人。每位學生

需要修課四年。碩士班社會學組招收 12 人，社會工作組招收 8

人。就專業師資而言，本系目前已有社會學專業師資 8名，以及

兩位社工專業教師，他們皆具有專技高考社工師資格，且具有公

務人員社會行政類科高考及格，曾任高階簡任公務員以及考試院

相關考試出題或改題委員。以這樣的專業師資陣容，衡諸相關先

行他校的經驗，將足夠給予學生符合水準以上的專業訓練。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

主管之中央機關） 

（1） 畢業生職業項目：本系學士班和碩士班畢業生如修畢相關社會工

作課程，除可報考專技高考社工師證照，一般均可擔任社會工作

員資格。 

（2）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根據現行規定，社工師之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3） 畢業生就業進路：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公佈的老人及身心障礙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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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會福利機構定，院民每 50 人，應有社工 1 人以上，其餘福

利服務機構更是以社工為主要僱用對象。依照過去推估花蓮台東

的社工職缺每一具備資格者大約有 1.8-2.5個工作機會，宜蘭地

區會在 1.5-2個。置身大蘭陽地區的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

學系，相信可以以優越的教育資源面回應宜蘭社會的真正需求，

且又讓本系成為地區社會工作管理幹部的孕育搖籃，協助宜蘭地

區社會工作機構專業支援與發展。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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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三 

伍、本系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本校的設校宗旨與設立社會工作學組目標相符 

本校於民國 89 年基於「人文精神」與「書院精神」創校，隔年即著手籌設

社會學系。這樣一個系所的籌設，可以說正是「人文精神」的直接體現，因為

只有透過對人類社會現象的關懷與研究，才能指向正確的「人文化成」之路，

只有經由對社會生活世界的探索，才能走向恰如其份的「人文關懷」。在此一

立校精神的主導下，本系在創系之初，即致力於「全球化與地方社會」、「公

民社會與教育改革」以及「多元社會與新興文化」三條軸線來做為本系的發展

特色。從 101 學年度起，為配合全校「課程學程化」的政策，本系在大學部的

課程規劃上進一步提出「地方社會發展學程」以及「社會工作學程」兩個專業

選修學程，基本上，就是以上述三條軸線來整合出「地方社會發展學程」，再

加上社會工作專業，另發展出「社會工作學程」，希望能更進一步培養同學服

務社會的具體專業能力。如今希望繼續延伸這樣的發展特色，在碩士班增設社

會工作學組，希望進一步為在地社會培養高階的社會工作人才，而能進一步服

務社會。 

二、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本校對社會學系相關發展一向極為支持，在 102 至 103 學年度，本校動用

「自辦教學卓越計畫」等經費，計撥付本系 1，243，455 元（含基本型及競爭

型計畫經費），支援本系做為提升教學品質之用。而在 104 至 105 學年度，本

校所獲得的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中本系共獲得 2，443，333 元經費的挹注。 

針對本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組的設立，校長已同意給予大力支持。此一支

持包括下列幾個方面的資源挹注： 

（一）師資的充實：  

（1）敦聘高水準的兼任師資，以滿足設組初期的開課需求； 

（2）聘用資深的業界人士，擔任「業師」，以強化學生的實務訓練； 

（3）設組兩年後，視需要增聘專任師資。 

   （二）校內見習與實習場所之配置：目前正規劃於適當地點設置個案會談室，

以及團體工作教室，以供老師授課帶領學生使用，供作學生見習與實

作之用。配備小型錄影器材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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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置社區資源教室，提供學生掌握瞭解縣內各社區發展相關資訊，以

及國內社區營造與發展相關議題資料，認養社區結合社區需求有計畫

合作。 

   （四）社會工作相關專業期刊與書籍之持續充實。 

回提案三 

 
陸、本系課程規劃 （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

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

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

將列入優先考量。） 

一、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方面在必修課程方面（一般核心）：除了碩士論文寫作，尚應具

備社會工作理論基礎、基本社會政策分析能力，方案設計與評估能力、質化量

化等研究能力共計 25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其次專業選修課程（專業核

心）：研究生依據專長興趣，至少選修 4 門（12 學分），包括身心障礙社會工

作專題、長期照顧社會工作專題、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專題、部落照顧與原住

民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督導、醫務社會工作專題、社會服務住宿機構經營與管

理、多元文化社會工作、貧窮與社會救助專題等。其餘（一般選修課目）（1 門

3 學分）：社會福利理論、社區組織與發展專題、團體工作與團體動力、性別與

社會工作專題、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專題等由專兼任師資來共同開設。畢業

學分共計 40 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分）。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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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三 

二、本系詳細課程規劃內容 

（一）學士班 

類別 課號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年級 
備      註 

年級 學期 

院 

基 

礎 

學 

程 

SS107 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 必修 3 

三年級下學

期前修畢 

 

SS108 專業英文 Professional English 必修 3 

SS109 政治學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領域 
選修 3  

六

門

至

少

選

四

門 

SS110 經濟學 Economics 
領域 
選修 3  

SS111 社會學 Sociology 
領域 
選修 3 

社會學系 
必修 

SS112 管理學 Management 
領域 
選修 3  

SS113 心理學 Psychology 
領域 
選修 3  

SS114 統計學 Statistics 
領域 
選修 3  

SS115 宜蘭社會發展 I-Lan Society Development 選修 3 

必修、必選與

選修共需修

課七門 

SS116 民法概要 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s 選修 3 

SS117 經濟學二 Economics（II） 選修 3 

SS118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選修 3 

SS119 商業軟體應用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Package 

選修 3 

系  

核  

心  

學 

程 

SY102 社會統計（一） Social Statistics（Ⅰ） 必修 3 一 上 全學年課程 

SY103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必修 3 一 上  

SY111 社會學（二） Sociology （Ιl） 必修 3 一 下 全學年課程 

SY112 社會統計（二） Social Statistics（Ιl） 必修 3 一 下 全學年課程 

SY220 社會福利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elfare 必修 3 二 上  

SY231 社會研究方法（一） Social Research Methods（Ι） 必修 3 二 上 全學年課程 

SY233 社會研究方法（二） Social Research Methods（Ιl） 必修 3 二 下 全學年課程 

SY301 古典社會學理論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必修 3 三 上  

SY313 社區組織與發展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必修 3 三 上  

SY303 當代社會學理論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必修 3 三 下  

系 

專 

業 

選 

修 

學 

地 

方 

社 

會 

發 

展 

SY205 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必修 3 一 下  

SY232 地方社會變遷 Change of local society 必修 3 一 下  

SY206 文化社會學 Cultural Sociology  必修 3 二 上  

SY238 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選修 3 二 上  

SY212 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選修 3 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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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號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年級 
備      註 

年級 學期 

程 學 

程 
SY203 社會階層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 選修 3 二 下  

SY412 日常生活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 of everyday life 選修 3 二 下  

SY324 暴力與現代社會 Violence and Modern Society 選修 3 三 上  

SY340 資訊社會學 Sociology of Information 選修 3 三 上  

SY413 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選修 3 三 上  

SY328 消費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選修 3 三 下  

SY409 環境社會學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選修 3 三 下  

SY330 金融與社會 Finance and Society 選修 3 三 下  

SY422 社會企業實習 Social Enterprise Practice 選修 3 三 下  

SY414 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選修 3 四 上  

SY260 宜蘭社會發展－實地觀察 
I-Lan Society Development： Field 

Observation 
選修 3 四 下  

SY407 文化政策與實務 Cultural Policy and Practice 選修 3 四 下  

社 

會 

工 

作 

學 

程 

SY218 社會工作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必 3 二 上  

SY219 社會個案工作 Social Casework 必 3 二 上  

SY221 社會團體工作 Social group work 必 3 二 下  

SY230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選 3 二 下  

SY227 社會福利行政 Social Welfare Administration 選 3 二 下  

SY321 方案設計與評估 Program Design and Evaluation 選 3 三 上  

SY416 醫務社會工作 Medical Social Work  選 3 三 下  

SY329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legislation 

選 3 四 上  

SY423 社會工作實習（一） Social Work Practice （Ι） 選 4 四 上  

SY315 社會工作管理 Social Work Management 選 3 四 下  

SY421 社會工作實習（二） Social Work Practice （ΙI） 選 2 四 下  

回提案三 

（二）碩士班 

【社會學組】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必
/
選
修 

修
課
年
級 

修
課
學
期 

備註 

必修 
（一般核心） 

社會學研究方法 3 必 一 上  

社會學專題 3 必 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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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社會學理論專題 3 必 一 下  

專業選修 
（專業核心） 

當代社會學理論專題 3 選 一
/
二 

上 
/ 
下 

 

質性研究專題 3 選  

社會計量方法 3 選  

一般選修 

研究過程與研究設計專題 3 選 

一
/
二 

上 
/ 
下 

 

全球社會專題 3 選  

社會學基本問題 3 選  

文化社會學專題 3 選  

文化理論與政策 3 選  

教育社會學專題 3 選  

社區總體營造專題 3 選  

情緒社會學專題 3 選  

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專題  3 選  

發展社會學專題 3 選  

組織與制度專題 3 選  

經濟社會學專題 3 選  

消費社會學專題 3 選  

金融社會學專題 3 選  

公民社會專題 3 選  

比較社會學專題 3 選  

應用社會心理學 3 選  

社會學名著選讀 3 選  

政治社會學專題 3 選  

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專題 3 選  

運動社會學專題 3 選  

環境社會學專題 3 選  

課程社會學專題 3 選  

次級資料分析專題 3 選  

科技與社會專題 3 選  

族群關係專題 3 選  

勞力市場專題 3 選  

教育與勞力市場專題 3 選  

回提案三 

【社會工作學組】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必

/
選

修
課
年

修
課
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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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級 期 

必修 

（一般核心） 

社會學研究方法 3 必 一 上  

社會學專題 3 必 一 上  

社會工作理論專題 3 必 一 下  

專業選修 

（專業核心） 

社會政策分析專題 3 選 
一

/

二 

上 

/ 

下 

 

質性研究專題 3 選  

社會計量方法 3 選  

一般選修 

方案設計與成效評估專題 3 選 

一

/

二 

上 

/ 

下 

 

長期照顧社會工作專題 3 選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專題 3 選  

部落照顧與原住民社會工作 3 選  

醫務社會工作專題 3 選  

兒童及少年社會工作專題 3 選  

社會工作督導專題 3 選  

貧窮與社會救助專題 3 選  

多元文化與社會工作專題 3 選  

社會服務住宿安置機構經營與管理專題 3 選  

社會福利理論 3 選  

社區組織與發展專題 3 選  

團體工作與團體動力專題 3 選  

性別與社會工作專題 3 選  

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專題 3 選  

進階社會工作實習 3 選  

回提案三 



33 

 

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林信華 

李後進 全球化下的宜蘭珍珠社區在地營造 

李志鏞 宜蘭縣蘇澳鎮觀光發展之研究 

林夏萍 宜蘭縣南方澳社區文化產業發展之研究 

黃政富 宜蘭縣五結鄉觀光發展之研究 

張燕雪 失智症患者在機構中照顧系統與家屬關係之研究 

李政儀 台灣樂齡學習之研究－以宜蘭縣五結鄉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6名 

林大森 

游文玲 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與統戰立場之分析 

邱玉玲 台灣民眾對東南亞籍配偶之意向分析 

李惠玲 台灣民眾的死刑意向變遷：1998年與 2006年之比較 

蔡明峯 台灣民眾對食品安全衛生之風險感知、社會信任與個人避險行為之關係 

李淑惠 台灣到底需不需要死刑？2006年與 2014年民眾益像之變遷 

陳金山 阿美族傳統文化之發展－以馬太鞍部落豐年祭為例 

賴志鴻 婚姻品質與中年危機之關係－以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為例 

許美慧 台灣民眾內外控制信念與階層信仰、社會公平之關聯 

呂怡秀 台灣民眾的健康責任與醫療意識 

林蓓均 大學生選擇通識課程之原因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0名 

鄭祖邦 

蘇 旻 利益與權力－韋伯的支配社會學 

葉凌峰 微型創業的社會研究－以虛擬創業為例 

龔道中 教科書對「國家認同」型塑的社會學分析：以宜蘭縣高中生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3名 

林 錚 

楊弘仲 宜蘭縣冬山鄉樂齡學習之研究 

胡國欣 哀傷與社會互動：以醫療專業人員的情緒社會化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張國慶 

簡龍裕 宜蘭農舍興建發展與農地利用之探討 

林鈺倢 宜蘭縣國中代理教師的組織場域與制度分析 

陳珈慧 高職夜校生學習歷程的資本與場域分析：以國立羅東高商進修部為例 

陳俊谷 宜蘭縣國小體育教師專業與制度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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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璇 宜蘭地區兒少安置機構組織的發展與在地鑲嵌 

黃銘祥 派遣制度與合法剝削－以宜蘭地區公立就服機構勞動派遣員工為例 

林佩樺 從「汽車」的符號象徵性論述現代消費形式－以歐系豪華汽車品牌為例 

小計  指導研究生 7名 

陳憶芬 

吳蓓怡 非學校型態團體實驗教育運作之個案研究 

潘曉晴 
宜蘭縣國中三年級學生社會資本、學習動機對生涯自我概念之研究：抽離

式技藝班與普通班學生之比較 

林映青 宜蘭縣國中三年級學生文化資本、師生關係及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 

林昭汶 宜蘭縣國小高年級學童社會資本、網路使用行為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 

吳佳玲 
宜蘭縣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文化資本、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對學業成就之

影響 

簡均璇 創造性舞蹈課程增進幼兒專注力、社會情緒與溝通能力分析 

劉雅瑜 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自我導向學習傾向與工作倦怠關係之研究 

葉淑琴 
宜蘭縣國民小學平地與原鄉高年級泰雅族學生族語學習環境、族群認同與

族語能力之關係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名 

高淑芬 

陳佳宏 宜蘭縣新農夫現象之研究 

林佩芬 
國小校園營養師對於基因改造作物之風險知覺及其使用於營養午餐之態

度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名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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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系碩士班社會工作學組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13，807 冊，外文圖書 8，282 冊，預

計 106 學年度擬增購  中西文  類圖書   380  冊；中文期刊  8  種，

外文期刊  9  種，預計 106 學年度擬增購  中西文  類期刊  1-2  

種。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要設備名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有或擬購年度 擬 購 經 費 

   

回提案三 
 
 

玖、本系相關空間之規劃 

    本系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一、 本系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62.5平方公尺，座落德香樓第二樓層。 

二、 單位教師面積 170.8平方公尺。 

三、 學生使用空間部分，目前本系配有一間專供碩士生使用之研究小間，面積

27.5平方公尺；教室及相關活動空間則是由全校系所共同使用。 

回提案三 
 
 

拾、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  

宜蘭縣目前具備社工師證照者近 200 名，社工相關從業人員約在 800 人以上，

其中已經完成碩士培訓約 150人，社工碩士班發展顯然有諾大空間。尚

未有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大專院校，目前本校心理系亦已朝向臨床諮商心

理發展，未來本系所將陸續與其結合，發展為縣內人群服務心理暨社會

光譜專業服務訓練培育搖籃。本系所向以強調結合在地為發展方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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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經與縣內蘭陽仁愛之家、縣政府築親庭家庭服務中心等多家公私部

門發展合作備忘錄；未來將繼續擴大「產學實作」的合作方式，不僅實

習課程，正式課程亦分別與公私第三部門等各社會服務單位，建立常態

產官學合作機制，以做中學培養最傑出的臨床實務工作人才；此外本系

所將藉由與各公私第三部門合作經驗，有計畫發掘有志於社會服務機構

管理的高階人才，從社會工作研究所長期培育社會服務機構經營人才。 

回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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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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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案名：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更名「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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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佛光大學 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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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提案四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類別 
□增設  

■調整（更名、分組） 
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申請案名2
（請依

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英文名稱：Department of Health & Creative Vegetarian Science  

曾申請之學年度：□106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

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商業管理學士學位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系所名稱 

設立 

學年

度 

現有學生數（106 學年度）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

計 

學系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2 186 0 0 186 

國內設有本學

系學士班相關

系所學位學程

學校 

無 

招生管道 甄試入學、考試入學 

擬招生名額 技優：2 名、學士班：45 名 

招生名額來源 由本校既有之日間部招生名額調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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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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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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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資料 

 

服務單位及職稱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系主任

系/系主任 

姓名 許興家 

電話 03-9871000 Ext.22100 傳真 03-9881866 

Email sjshu@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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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學系或研究所申請設立碩士班者，請填寫「表 1 學系或研究

所申請設立碩士班自我檢核表」，並依各該規定檢視填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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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提案四 

 

http://www.fgu.edu.tw/
http://academic.fgu.edu.tw/6intro/news.php?class=6106&class2=160
http://academic.fgu.edu.tw/6intro/news.php?class=6106&class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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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回提案四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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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0 月 15 日資料為計算基準 

表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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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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四 

表 2：106 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1.計算 106 學年度學生數，請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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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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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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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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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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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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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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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4 員，助理教授者 5 員。 

回提案四 

序號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重要相關

實務經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1 許興家 
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
研究所碩士/凱撒大
飯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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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羅智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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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美食會館餐飲
資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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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汪雅婷 教授 

紐約州立大學音樂
系博士 
舊金山音樂學院音
樂系 碩士 
國立台灣大學藥學
系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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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江淑華 副教授 

大葉大學生物產業
科技學系博士 
大葉大學食品工程
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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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韓傳孝 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
系博士 
台北醫學大學生藥
學研究所碩士中國
醫藥藥學系中國藥
學組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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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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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重要相關

實務經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6 陳拓余 助理教授 

Texas A&M 
University TESOL 
博士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TESOL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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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吳仕文 
助理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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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施建瑋 
助理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
員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中餐廚藝科專科/和
緣餐飲廚藝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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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盧俊吉 助理教授 

國立台灣大學生農
學院生物產業傳播
暨發展研究所 博士 
國立台灣大學農業
推廣所 碩士 
國立台灣大學 

 農業推廣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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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提案四 
主要支援之學系（研究所）為 2 名  。 

序
號 

專 
兼
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1 
專
任 

教授 汪雅婷 

紐約州立大學音
樂系博士 
舊金山音樂學院
音樂系碩士 
國立台灣大學藥學
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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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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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台灣大學農業
推廣所碩士 
國立台灣大學農業
推廣學系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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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file:///C:/Users/winnie/老師資料/新聘教師申請/應聘教師資料表-新聘甄審委員會/20140612-新聘老師-張煜焜.吳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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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1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員；兼任師資 員。 

專兼任 職稱 
學 

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課

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回提案四 

  



47 

 

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回提案四 

壹、申請理由 

一、素食與蔬食的認知 

    台灣餐飲業對蔬食料理已愈來愈重視，坊間僅提供蔬食料理的知名餐廳，

如：和緣餐飲的「寬心園精緻蔬食」和「EasyHouse美式蔬食」；王品集團的「舒

果新米蘭蔬食」；高價位的「鈺善閣-素養生懷石」等。早期在台灣對素食的聯想

總是和宗教信仰有關，陳和保里乃玲（2014）的研究中指出消費者對於素食與

蔬食在「宗教道德」的認知上是有顯著差異的，消費者認為素食料理是比較容

易連結到宗教道德。但近年來它已經跳脫了這框架，它融入了健康、環保、養

生等觀念，也漸漸的將「素食」一詞擴展到「蔬食」，其所涵蓋層面較廣，也讓

更多人受惠，不會因為看到標示「素食」的餐館總覺得是提供給特定素食族群

的餐廰，難以吸引他們前往消費。然而不管是素食還是蔬食在英文都是vegetarian 

這單字，但在中文上卻有不同的文字及意涵呈現。此外，陳和保里乃玲（2014）

的素食與蔬食認知量表調查結果顯示，在「有益健康」、「追隨潮流」認知構面

上均有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消費者對於素食與蔬食在「有益健康」、「追隨潮流」

的認知上是有顯著差異的，消費者認為蔬食比素食更有益健康、吃蔬食料理是

較能追隨潮流的表現。 

二、體現本校對環境永續的重視：  

今日全球暖化問題已為各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回應 2007 年聯合

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主席 Rajendra Pacauri 的建議：「不再吃肉，騎腳踏車，節

儉消費，這是個人所能幫功遏止全球暖化的方式」，各國政府開始對民眾提出以

蔬食取代肉食消費的建議，我國行政院環保署 2009 年亦推廣「每天至少一餐不

吃肉」的活動，希望能達成每人每天減碳 1 公斤的目標，顯示支持蔬食即可對

抗暖化、拯救地球。此外，生產 1 磅的肉需投入 16 磅的穀物餵養，造成資源浪

費，蔬食是解救飢餓人口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可幫助供養全世界。 

三、蔬食產品的健康價值受關注： 

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指出，蔬食比其他動物性食物帶來更多的健康利益，

此與蔬食富含複合性碳水化合物、纖維素、植物蛋白、鎂、葉酸、維生素 C、維

生素 E、類胡蘿蔔素和許多植物化合物有關。研究顯示蔬食者所攝取之飽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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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膽固醇和動物性蛋白質較低，大多有更佳的健康狀態，新陳代謝症候群風

險指數均較非蔬食者低。為合乎消費者對健康的期望及符合蔬食具健康效益的

產品定位，市面上產品以調理食品之營養成份及健康上的效益最受重視，例如：

素漢堡與熱狗雖然具有低熱量、低脂肪、低膽固醇、高纖、及高蛋白質含量的

優勢，但仍有高鈉及過敏源等問題。因此，未來相關蔬食產品的開發需特別重

視其對健康的影響。 

四、 深化與擴大蔬食產業專業人力的培育： 

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2011 年食品消費年鑑調查，台灣已有近一千萬人

偏好蔬食、三百萬人為素食者，已足夠支撐蔬食產業之發展。近年來隨著樂活、

輕食、慢食主義的風行，以及各界號召低碳蔬食及每週一日的無肉日，不少消

費者轉型成為健康型、宗教型或環保型之彈性素食者，蔬食餐飲市場快速成長；

且台灣蔬果種類多、品質優良、飲食風貌多元豐富，若能善用上述優勢，蔬食

將成為台灣食品科技新亮點。 

自 2008 年三聚氰胺攙偽事件起，引發國人對食品安全的重視。隨後接踵而

至之食安事件層出不窮，食安議題之重視及餐飲服務之崛起，促使衛福部於食

品安全政策白皮書中，明訂未來食品安全管理藍圖，以「協力共構農場至餐桌

之食品安全鏈」為使命，並以「完善食安管理機制，建構信任消費環境」為願

景，足見食安與餐飲產業之密不可分之關聯度。因此，強化蔬食產業專業人才

具備食安專業亦為本系人才培育重點。 

回提案四 

 

 

貳、本系學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一、本系定位與教育目標 

蔬食產業主要可分為一級產業的蔬食農業、二級產業的蔬素食加工與製造

業以及三級產業的蔬食餐飲服務業。本系目前僅有大學部單一學制，每年招收

45 名高職餐旅類科學生，生師比約 13.5，現階段教育目標聚焦於培育與三級產

業相關的蔬食餐飲服務業人才。本系師生互動密切，致力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具

之蔬食產業人才，定位為一精緻、實務教學型學系。未來並將規劃分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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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招收三類組高中生，並開辦碩士班，轉型為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並重之

學系。屆時本系發展目標將擴大至培育與二級產業相關的蔬食加工與製造業人

才以及三級產業的蔬食餐飲服務業人才。 

    秉持本校生命、生活與生涯教育目標及樂活產業學院培育樂活產業實務專

業人才與創業人才之教育目標，本系訂定培養健康蔬食創新研發專業術人才及

培養餐飲服務技術與經營管理人才為教育目標。 

 

■ 教育目標： 

1.培養健康蔬食創新研發專業人才。 

2.培養餐飲服務技術與經營管理人才。 

回提案四 

■ 核心能力： 

1.健康蔬食規劃能力 

2.創意蔬食設計能力 

3.蔬食廚藝專業能力 

4.餐飲服務專業能力 

5.餐飲經營管理能力 

6.際溝通與協調能力 

二、本系的師資條件 

本系自創系至今，即本於系的教育目標，致力於「培養健康與創意蔬食研

發人才與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人才」。因此，本系擁有堅強的基礎學理師資陣容。

在目前的 9 位專任教師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1 人、助理教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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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系所需之餐飲健康促

進、餐飲服務管理及蔬食食品研發三面方領域之專長，並能滿足本系開設專業

課程授課需求。 

三、課程規劃 

    配合本系教育目標需求，本系課程設計開出多樣化之選修課程。為充分配

合課程教學需要，本系聘請具備健康蔬食規劃、創意蔬食設計、蔬食廚藝研發、

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人際溝通協調等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師資。除蔬食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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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外，亦開設「草本療癒」、「綠色餐飲」等健康促進課程，並提供學生

選修在國內外蔬食餐廳及飯店餐飲部門實習800或1，600小時之專業實習課程，

強調培育學生健康養生與創意料理規劃與製作能力，以滿足現代人對健康美食

與創意料理之需求，並達到學生「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的目標。 

四、見習與實習資源 

本系目前設有大學部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學生共計 186 人；專業課程規劃

「健康與創意蔬食廚藝」與「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二專業學程，以滿足學生

餐飲業職涯發展需求。大四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各 800 小時專業實習選修課程

培養學生產業實作能力，並與就業進行無縫接軌。本系建置具備中西廚藝與烘

焙設備之多功能廚藝教室及實習餐廳，以發展本系實務教學特色。系務運作上

以系務會議為核心，配合系教評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實習委員會，及「教學

改進座談會」、「全系導師生會議」、「教師評鑑制度」、「教學評量制度」，構成一

個完整且靈活的運作體系。 

    為有效整合地方資源，並配合學系發展特色，提升教學成果，本系鼓勵教

師參與產業界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學合作研究成果，使學界與業界相互合作

交流，期能擴大產業界人脈資源，以利學生就業。 

回提案四 

參、本系學士班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蔬食產業研究是食品科學的重要領域之一，隨著現代人對健康飲食與環境

永續的要求，近年尤其受到重視，目前國內首推台灣素食營養學會（Taiwan 

Vegetarian Nutrition Society， TWVNS）為先驅。美國營養學會（2016）的研究

報告指出目前大約 3.3%的美國人茹素，其中 46%的素食者吃純素。有 6%的素

食者為 18-34 歲的年輕人，65 歲以上的只佔 2%。許多有公信力的團體近年來都

鼓勵民眾由葷轉素，其中包括：美國癌症研究中心（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與美國農業部（USDA）所推出的飲食指南。 

WHO 提出之促進食品安全指導原則中，強調食品安全應由政府、業者以及

消費者三大力量共同支撐成穩固結構，其基礎則在於國家對食品安全之承諾。

由 2016-2020 之食品安全政策白皮書揭示之「協力共構農場至餐桌之食品安全鏈」

使命、「完善食安管理機制，建構信任消費環境」願景，協力共構我國農場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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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之整個食品安全防護網，共創國人「食」在安心的優質環境為當前食品安全

重要之飲食重點（衛福部，2016）。蔬食產業亦為食安議題中，重要之一環。 

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在《臺灣食品消費調查統計年鑑》的分類，其將

素食分為特定時間素食（如早齋、初一、初十五等）、全素、肉邊素、蛋素四種

類型，若扣除特定時間素食的類型，其餘茹素人口比例於 2000 年至 2006 年間，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鄭克蘋，2008）。茹素地點也早已從家中延伸至其他場所，

舉凡如便利商店、路邊攤、自助餐店、一般餐廳到頂級素食餐廳，皆為茹素者

提供更多選擇；而素食食品也由自己料理，轉變為購買商品，或是享受顧客至

上的料理服務（曾明淑等，2010）。 

然而，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臺灣有近二分之一的消費者

對素食食品持正面的態度（陳淑芳，2009），但和實際的素食消費人數相比，仍

有明顯落差。換言之，市場上的蔬食產品仍有許多待開發的空間以及待發掘的

商機，其端賴蔬食相關產業的經營策略而定。經由生物、醫學、宗教、等歷史

背景，在在顯示蔬食於人類飲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現代人類也朝著

推行蔬食、輕食、舒食飲食生活型態而努力。透過食品公會發展研究所於 2010

年的調查顯示，台灣的素食人口占總人口數的 10%，此茹素人口包含全素者、

奶蛋素者及特地時間茹素者，其中全素者佔有 2%而特定時間茹素者也占據相當

高的比例（謝侑蓉，2012）。 

「素食、環保、救地球」將成為綠色環保的未來重要產業。梁等（2010）

研究顯示，西元 2020 年的人類有過半以素食為主要飲食的可能發展趨勢。面對

此趨勢，現階段的素食產業仍有很大的落差，此落差的彌補仍需仰賴素食產業

的創新活動，尤其是商業模式，以促進該產業的成長。 

素食產業的定義為以參與素食的原物料生產、加工製造與銷售服務等商業

活動所聚集的一個產業。如果從產業的供應鍊角度來看，其上游涵蓋農業蔬果

及素食原物料的生產、中游涵蓋素食產品之加工製造，下游包括素食產品的銷

售服務。從擴大產業規模的角度而言，其關鍵在於銷售服務的普及與方便。擴

大產業規模的基本活動就是素食產業的創新活動，包括素食產業科技的研究開

發、加工製造等生產活動的創新改善，以及素食商業模式的創新設計（梁，

2008）。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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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系碩學士班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本項務請詳細說明，俾利

審核）：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 

      系所招生情形） 

（1） 由於本系為國內首創以培育蔬食產業專業與管理人才為目標之

學系，尚無相同科系可作比較。 

（2） 規劃招生名額：本系目前每年招收學生 45 名（外加技優入學學

生 2 名）。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 

      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畢業後保障就業：佛光山體系下的滴水坊餐廳遍布國內及全球五

大洲，學生畢業保障就業。 

（2） 畢業出路：本系學生畢業除繼續至國內外餐旅、觀光與管理相關

研究所深造外，可投入連鎖與獨立經營之中、西餐廳、素食、蔬

食與舒食餐廳、觀光旅館從事餐飲服務、廚藝與經營管理等工

作。 

回提案四 

伍、本系學士班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本校的設校宗旨與設立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目標相符 

    佛光大學（Fo Guang University，F.G.U.），公元 1993 年籌設； 2000 年奉准

以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名義招收研究生， 2002 年正式招收學生，2006 年改名為

佛光大學，是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發起「百萬人興學」活動所創辦的大學。

目前佛光大學擁有人文學院、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創意與科技學院、樂活產

業學院及佛教學院等五個學院，共 16 個系所，其中，文學系及佛教學系設有博

士班。佛光大學校址位於中華民國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山上，學術研究上分別

設有 15 項跨領域研究中心。佛光大學校訓為星雲大師所提示的「義、正、道、

慈」。「義」就是透過內在的認知轉化成有用的知識，具有自主思考與獨立判斷

的能力；「正」是指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doing right things）和怎麼做才是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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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doing things right）；「道」即是追求真理，吸取知識；「慈」就是懷有感

恩和喜捨的心，關懷社會，服務社會。 

    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2011 年食品消費年鑑調查，台灣已有近一千萬人

偏好蔬食、三百萬人為素食者，已足夠支撐蔬食產業之發展。近年來隨著樂活、

輕食、慢食、舒食主義的風行，以及各界號召低碳蔬食及每週一日的無肉日，

不少消費者轉型成為健康型、宗教型或環保型之彈性蔬食者，蔬食餐飲市場快

速成長；且台灣蔬果種類多、品質優良、餐飲風貌多元豐富，若能善用上述優

勢，蔬食將成為台灣餐飲新亮點。鑒於未來蔬食需求將快速成長，本校於 2013

年成立全國唯一以培育素食產業專業人才為目標的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本系設立宗旨在推動健康飲食習慣，培育蔬食產業人才，以滿足未來蔬食產業

發展人才需求，同時透過研發、製作與推廣健康與創意蔬食，吸引大眾盡量食

用蔬食，減少對肉類的攝取，達到健康促進、人道關懷與環境永續的目的。 

秉持本校生命、生活與生涯教育目標及樂活產業學院培育樂活產業實務專

業人才與創業人才之教育目標，本系訂定培養健康與創意蔬食廚藝技術人才及

培養餐飲服務技術與經營管理人才為教育目標，其關聯如表 5 所示。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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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校院系教育目標關聯表 

校院系教育目標關聯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教育目標 

培養健康與創意蔬

食廚藝技術人才 

培養餐飲服務技術

與經營管理人才 

校
教
育
目
標 

落實生命關懷，待人以誠，敬業樂群，

增進群己關係。 
  

提升生活素質，力求品德陶冶，追求和

善的生活實踐。 
  

追求生涯發展，強調專業能力培養，重

視志業的永續發展。 
  

樂
活
學
院
教
育
目
標 

培育具樂活理念與身心靈和諧發展及全

人照顧的服務人才。 
  

培育具備實務產業技能與執行力人才。   

培育綠色產業創業人才。   

培育樂活產業職場就業技能與執行力專

業人才。 
  

註：高度相關、中度相關 

回提案四 

二、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本校對本系一向極為支持，由歷年師資、經費、硬體措施之建置等，

得以了解學校挹注本系之情形。 

(一)   師資聘任員額持續增加 

   本系專任教師現有專任師資 9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4 員，助理 

   教授以上比例達 100%，創系以來，每年均增聘教師，強化師資陣 

   容。 

（1）增聘專任師資 1 名。 

（2）敦聘高水準的兼任師資，以滿足初期的開課需求。 

（3）聘用資深的業界人士，擔任「業師」，以強化學生的實務訓練。 

 

 

 

 

 

表 6：102-106 學年師資結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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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教師總數 
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比 

成長人數 

106 3 1 5  9 100% 1 

105 3 1 4  8 100% 0 

104 3 2 3 - 8 100% 4 

103 2 - 2 - 4 100% 2 

102 1 - 1 - 2 100% - 

回提案四 

(二) 經費預算持續增加 

    本系每學年之經費預算如下：（應可包括資本門、教卓、獎補助、

產學合作、政府計畫等經費） 

 

表 7：102-105 學年經費預算表 

學年 校內經費 計畫經費 總計 

106 418，000 1，965，000 2，383，000 

105 435，000 1，950，458 2，680，358 

104 1，302，800 2，511，269 3，814，069 

103 11，768，100 869，464 12，637，564 

102 10，398，868 0 10，398，868 

 

此外，為鼓勵教師及學生專業發展，設有下列各項鼓勵及支持機制： 

 

表 8： 師生研究支持系統 

支持系統類別 系統說明 系統功能 支持對象 

校（院）級研究

支持系統 

國際期刊投稿補助辦法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校內專題研究研究計畫補助辦法學

術活動補助辦法 

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產學合

作暨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學者邀

訪計畫作業準則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佛光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補助期刊投稿 

獎勵研究成果 

補助執行研究計畫 

辦理學術活動 

補助出席國際研討會 

補助教師教學 

提升研究能力 

推動教師休假研究 

老師 

補助大學部學生參與專題計畫研究

辦法 

104 教學卓越計畫 

 

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提升學生研究能力及擴

大國際視野 

補助獎勵學生考取餐飲

證照 

學生 

系級研究支持系 本系研究發展經費 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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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系統類別 系統說明 系統功能 支持對象 

統 補助辦理學術演講 

本系研究發展經費 

 

補助本系學生考取證照獎勵辦法 

 

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 

補助辦理學術演講 

補助獎勵學生考取專業

證照 

學生 

校（院）級服務支持系統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教師出席國

際會議補助辦法產學合作暨推廣教

育收支管理辦法 

佛光大學教師借調辦法 

 

支持參與產學合作 

 

支持參與產學合作 

 

支持參與推廣教育 

 

支持參與社會服務 

老師 

教卓計畫 

 

佛光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佛光大學社團經費補助辦法 

支持學生參與服務學習 

支持學生參加社團 

 

支持學生參加社團 

學生 

系級  

本系工讀經費 
支持參與系內服務 學生 

回提案四 

(一) 校內實習場所配置 

    在蔬食研發的養成過程中，學生需要有參與見習的機會，以便瞭

解工作的各項特質與實作方法，熟悉職場的工作環境，適應職場的工

作時程、節奏與規律。這種「置身其中」的經驗，還有助於學生對未

來各種工作機會的評估，達到適才適所的就業理想。 

    就學習成本與學習效率而言，這種見習自以「就近」為佳。就近

的見習不但有助於教師對學生學習狀況的掌握，也能培養學生對本地

工作環境的喜愛，促進學生與本地職場團隊的感情，從而，有助於將

人才留在本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宜蘭地區能提供的見習與實習機會，

對本系蔬食創意研發的教育，宜蘭地區能提供的見習機會，對本系蔬

食研發的教育能有所助益。  

 

(二) 專業期刊與書籍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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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455冊，外文圖書46冊，105

學年度擬增購專業類圖書135冊；中文期11種，外文期刊 9 種，105

學年度擬增購專業類期刊  3  種。在期刊部分，截至104學年度統計

資料，與本系相關專業期刊中文有11種、外文有9種，其質與量均配合

課程及學生需要。在資料庫部分，逐年增加專業圖書與質量，共有餐

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資料庫、Academic Search Premier等，

詳細清單請見附件四。 
回提案四 

 

 

陸、本系學士班之課程規劃 

1.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2.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或結合推動

課程分流計畫，請敘明具體策略或作法，本部審查時將列入優先考量。） 

一、課程規劃  

(一) 課程培養學生從創意、創新至創業之實務能力 

本系為培養學生三創精神與能力，以期學生畢業後投入蔬食產業創造產業

價值並發揮最大影響力，除專任教師外，並聘請本校心理學系專任教師及二位

兼任教師分別負責創意思考概論、餐飲空間美學及創意蔬果雕刻與盤飾課程。

此外，本系學生尚可選修本校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開設之創意相關課程。本系

創新、創意、創業相關之課程 8 門包括： 

 系核心學程：創意思考概論（必） 

 系專業選修學程：餐飲創業與規劃（必）、餐廳設計與規劃（必）、健康蔬

食創意廚藝（必）、餐飲空間美學（選）、創意蔬果雕刻與盤飾（選）、創業

蔬食小吃（選）、健康創意巧克力工藝（選） 

回提案四 

 

 

本系三創課程架構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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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三創課程架構 

 理論課程 實務課程 

創意課程 
創意思考概論 

餐飲空間美學 
 

創新課程  

健康蔬食創意廚藝 

創意蔬果雕刻與盤飾 

健康創意巧克力工藝 

創業課程 
餐飲創業與規劃 

餐廳設計與規劃 
創業蔬食小吃 

回提案四 

(二) 健康促進與蔬食廚藝創新研發課程整合 

本系導入餐飲健康促進及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課程 16 門，與蔬食廚藝創新

研發課程結合，餐飲健康促進及食品安全衛生相關課程包括： 

 院基礎學程 

健康促進管理（必）、營養與保健概論（必）、草本療癒（必）、基礎人體

生理學（選）、蔬食餐飲概論（選）、認識疾病（選）、食品安全與管理（選）

及生物科技與健康養生產業（選）。 

 系核心學程 

中藥與民俗藥膳（必）、餐飲安全與衛生（必）。 

 系選修專業學程 

食物學原理與製備（必）、營養與膳食設計（必）、中藥食材應用技術（選）、

養生藥膳烹調製作（選）、HACCP 基礎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選）、團體膳食設

計（選）。 

(三) 化學生國際接軌力課程與措施 

透過餐飲專業英文課程、美國西來大學 2+2 課程、海外姐妹校交換、國際

志工、招收國際學生、參加國際競賽等措施提升學生國際化接軌能力。本系培

養學生國際接軌能力措施包括參加 2+2 課程學生至西來大學上課，僅需比照國

內私立大學收費標準繳交學雜費，不足部分由本校補助。本系為培育學生國際

視野與國際化能力，開設「國際禮儀與文化」、「餐飲英文一」及「餐飲英文二」

課程。 

本校提供學生赴海外姐妹校交換機會，給予機票補助以減輕學生經濟負

擔，已陸續有到韓國金剛大學交換一位，大陸揚州大學交換三位；另有從大陸

揚州和浙江大學到本系交換生。105 學年將有一位學生交換至韓國首爾中央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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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大學一年，目前有二位學生於 106 學年交換至美國西來大學。積極招收外籍

生與海外生，有多位馬來西亞與香港外籍生進入本系就讀，包括 105 學年將有

一班廣東創新學院專班研修學生入學。規劃安排四年級學生至澳洲滴水坊、美

國夏威夷滴水坊、加拿大多倫多滴水坊及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進行海外實

習，目前已有六位學生於 106 學年至澳洲、菲律賓、馬來西亞滴水坊實習一學

期。 

鼓勵學生參與國際志工活動與海外參訪活動，由學校部分補助，其立意為

使學生參與國際志工活動，能了解國外當地民情風俗；也利用機會，以在校所

學專業服務於社會。除此之外本系師生參與國際競賽，皆獲多項優質獎項，學

生可藉機觀摩國外選手技藝與創意，有助提升學生國際化程度。 

    本校目前已與 104 所國外大學簽訂姊妹校（美國 5 所、巴拉圭 1 所、澳洲 1

所、菲律賓 1 所、馬來西亞 2 所、韓國 9 所、大陸 85 所）。本系將更積極與其

他學校交流，如 105 年暑假本系教師前往菲律賓光明大學進行素食廚藝示範教

學與洽談教師與學生交流等事項。鼓勵學生更積極參加國際交流活動，本系 105

年暑假有學生分別前往馬來西亞、大陸四川大學和哈爾濱等地進行交流參訪及

國際志工服務，藉由上述活動，增進學生國際視野。 

回提案四 

 

二、本系學士班詳細課程規劃內容 

本系為達成系教育目標與養成學生所需之核心能力，課程安排包括院必

修、院必選、院選修、系核心及系專業選修各類課程，學生需修完 128 學分，

包括校通識、院基礎、系核心及系專業選修等五個學程。本系課程設計採用理

論與實務課程分流概念，如表 10。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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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本系四大課群課程分流 
 四大課群 
 飲食健康促進 創意創新創業 健康蔬食廚藝 餐飲服務管理 

院
基
礎
學
程 

健康促進管理 
基礎人體生理學 
營養與保健概論 
草本療癒 
蔬食餐飲概論 
食品安全管理 

  
管理學 
服務行銷與管理 
人際關係與溝通 

系
核
心 

學
程 

綠色餐飲概論 
HACCP 基礎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 
中藥與民俗藥膳 

創意思考概論 中式蔬食廚藝初階 

餐飲管理 
餐飲採購管理 
國際禮儀與文化 
餐飲服務技術 
餐飲英語（一） 

健
康
與
創
意 

蔬
食
廚
藝
學
程 

營養與膳食設計 

健康蔬食創意廚藝 
創意蔬果雕刻與盤
飾 
創業蔬食小吃 
健康創意巧克力工
藝 

食物學原理與製備 
中藥食材應用技術 
中式蔬食廚藝進階 
異國蔬食廚藝 
點心製作 
米麵食製作 
養生藥膳烹調製作 
專業實習（一） 
專業實習（二） 
實習專題製作（一） 
實習專題製作（二） 

餐飲英語（二） 
餐飲資訊應用 
餐飲專題講座 
實務專題製作（一） 
實務專題製作（二） 
專業實習（一） 
專業實習（二） 
實習專題製作（一） 
實習專題製作（二） 

餐
飲
服
務
與 

經
營
管
理
學
程 

HACCP 進階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 
團體膳食設計 

餐飲創業與規劃 
餐廳設計與規劃 
餐飲空間美學 

專業實習（一） 
專業實習（二） 
實習專題製作（一） 
實習專題製作（二）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餐飲會計與內部控
制 
飲務與吧檯管理 
宴會與會議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 
職場情緒管理 
餐飲專題講座 
實務專題製作（一） 
實務專題製作（二） 
專業實習（一） 
專業實習（二） 
實習專題製作（一） 
實習專題製作（二） 

註：理論課程    實務課程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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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並安排「實務專題製作（一）」、「實務專題製作（二）」、「校外實習一」、

「實習專題製作一」、「校外實習二」及「實習專題製作二」作為大四總結性評

量課程。選擇升學之學生須選修「實務專題製作（一）」或「實務專題製作（二）」，

選擇就業之學生則須選修「校外實習一」和「實習專題製作一」或「校外實習

二」及「實習專題製作二」。 

本系課程設計與課程學分數請參考表 11 所示。 
回提案四 

表 11 104 學年度入學課程與學分數設計 

 
校通識教育

學程 

院基礎 

學程 

系核心 

學程 

系專業選修學程 

 健康與創意蔬食廚

藝學程 

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

學程 

必修 14 6 24 15 15 

選修 18 15 0 12 12 

合計 32 21 24 27 27 

1. 課程規劃具適宜之彈性與自由度 
本校課程採學程化設計，本系學生畢業前須完成校通識課程 32 學分、院

基礎學程 21 學分、系核心學程 24 學分及兩個專業選修學程各 27 學分，共計
128 學分。在專業選修學程方面，學生至少須選擇修習一個本系專業選修學程，
另一個專業學程，學生可選擇本系其他專業學程，或外系（院）之專業學程。
在最低修業總學分 128 學分中，選修課程佔 44.5%；在系課程最低修業 78 學分
中，選修課程佔 30.8%，課程設計提供學生充分彈性自主與跨領域學習機會。
學生可依「佛光大學學程實施辦法」的學程選擇，依學習興趣自由選課。本系
學生可選擇本系的「 健康與創意蔬食廚藝學程」或「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
程」作為專業學程，另選擇其他 14 學系中至少 35 個學程中的其中一個學程，
滿足學生跨領域學習第二專長。 

 
2. 本系有清楚合理之課程規劃機制 

本系目前依據「佛光大學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成立素食學系課程委員會，並邀請校外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參與課程之規劃與
設計。每學期召開一次以上之課程委員會議檢討系課程，若有增刪異動則提案
至系務會議討論後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本系定期檢討修正課程規劃，課
程委員會針對師生對於課程之意見，並配合每學期實施的授課意見調查問卷修
正本系課程規劃與授課教師。學生可填寫課程意見調查表，提出課程修正意見。
對於期末授課意見調查不佳的教師，本校訂有相關輔導辦法，系主任會主動約
談，輔導其改善教學品質。學生可直接透過班會、導師晤談、系員大會、電子
郵件及 Line 等方式將意見反應給導師或系主任，將意見送交系辦彙整，提請課
程委員會討論。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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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現有副教授以上教師最近三年指導研究生論文情形： 

教師姓名 研究生姓名 論文題目 

羅智耀 

林育正 導入數位學習模式於提升西餐廚藝培訓之研究 

陳志清 青少年休閒活動發展與策略模式研究 

黃巧柔 以修正式德菲法及層級分析法探討台灣地區茹素風氣形成之

影響因素 
涂世達 應用修正式德菲法與層級分析法探討苗栗縣素食餐廳經營之

影響因素 
黃家洋 雲端餐飲服務之年菜配送訂位研究 

林岳賢 禮儀規劃資訊系統建置與開發研究 

吳瑞華 以 AHP 及 TAM 建構苗栗縣三義鄉雲端觀光旅遊 APP 之研究 

邱春光 青少年選擇休閒活動關鍵因素之研究 

湯慧雯 教師海外自助旅行參與之研究 

李達盛 以修正式德菲法及層級分析法應用於薑麻園休閒農業區品牌

建立之研究 
李姿蓉 國中生參與休閒活動類型選擇之探討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1 名 

汪雅婷 
莊佳綺 中高齡以上者音樂教育歷程之觀察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1 名 

盧俊吉 

高誌廷 新創企業創業歷程之研究 

陳欣姿 影響宜蘭喜互惠超市顧客滿意度之研究 

吳玉娟 資料包絡分析法在醫療服務應用研究生產力之分析

（1983-2015 年） 
張敬永 民宿經營管理之探討—以宜蘭縣冬山鄉為例 

王立衍 影響臺灣地區居民生活滿意度因素之研究 

林麗 宜蘭地區企業員工教育訓練評估之研究 

黃炎 牛樟生技公司知識管理之研究 

詹允武 影響自行創業者休閒活動參與之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8 名 

韓傳孝 

戴愷萱 檸檬香茅精油舒緩疼痛效果之初探 

蔡若蓁 巴哈救援花精對成年女性睡眠障礙改善效果之相關研究 

小計       指導研究生 2 名 

回提案四 

 



63 

 

捌、柒、本系碩士班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  455  冊，外文圖書  46  冊，  105  

學年度擬增購  專業  類圖書    135   冊；中文期刊  11  種，外文

期刊  9  種，105 學年度擬增購  專業  類期刊  3  種。（本校總藏書

量依據 103 學年度資料記錄，中文圖書 240，827 冊，外文圖書有 55，

959 冊，與本系相關專業圖書中西文合計約有 501 冊。） 

回提案四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 所 需 設 備 名 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購經費 

微量電子天平 已有  

超音波震盪機 已有  

研磨機 已有  

物性測定儀 已有  

CmoreCloud 雲端平台 已有  

八門發酵櫃 已有  

靜電機 已有  

多媒體影音系統 已有  

急速冷凍櫃 已有  

攪拌機/置台 已有  

桌上型攪拌機（升降式） 已有  

四門立式凍藏冰箱 已有  

二層二盤電烤箱/下置架 已有  

四門立式冷凍冰箱（12 片層架） 已有  

四門立式冷藏冰箱（12 片層架） 已有  

靜電機 已有  

食物調理機 已有  

電能熱水鍋爐 已有  

真空包裝機 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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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振盪培養箱    106   學年度增購  

色差儀    106   學年度增購  

pH meter    106   學年度增購  

物性測定儀    106   學年度增購  

統計軟體 SPSS 一套 
預計  107   學年度
增購 

 

分光光度計 
預計  107   學年度
增購 

 

回提案四 

 

 

玖、本系學士班之空間規劃 

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該系所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1182.2333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8.0424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147.779 平方公尺。 

三、座落  海淨樓  大樓，第  1  樓層。 

 

 

拾、其他具設立優勢條件之說明 

回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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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佛光大學會計制度修正案 

總說明 

1.配合教育部臺教會（二）字第1030100839號函（103.7.15），修正本校部分會計報表格式。 

2.配合教育部臺教會（二）字第1040065267號函（104.5.18），修訂本校會計項目及部份文

字。 

3.配合教育部臺教會（二）字第1060114372號函（106.9.1），修訂本校會計項目，並依教育

部規定自107學年度起適用。 

4.配合教育部臺教會（二）字第1070007725號函（107.1.29），修訂本校相關表格格式，並

依教育部規定自107學年度起適用。 

5.依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附則規定，屬於教育部

函知變更者，不視為會計制度之修訂，惟本校會計制度並未明文規範，故為配合此附則以

及目前其他私校之作法，此次於本校會計制度第七章附則，新增文字：會計制度內的各類

會計報告、會計簿籍之各種格式及會計項目，如為配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修訂，或配合教育部函知變更辦理，不視為本制度之修訂。 

6.會計制度修訂對照資料，修訂前版本詳會計室網站、修訂後版本詳會議附件。 

7.依照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會計制度需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通過。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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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會 計 制 度 
 

 

 

 

 

 

 

 

 

 

 

 

 

 

                             民國 100.3月校務會議修訂.100.5月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1.4月校務會議修訂.101.7月董事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7.3月修訂草案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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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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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訂定之依據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私立學

校建立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二、三條規定，並考量本校會計事務之性質、業務實際情形

及未來發展，暨參照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頒布「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學校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訂定本校會計制度（以下簡稱本制度），學校法人之會計制度，應經其董事

會會議通過後實施；其所設立私立學校之會計制度，應經本校校務會議及董事會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二、適用範圍及特性 

（一）本制度對本校處理會計事務為一致之規定，凡本校一切會計事務之處理，均應依

本制度之規定辦理，本制度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及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

規定辦理之。 

（二）本制度之內容與「私立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度

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無砥觸之處。 

（三）本制度之特性如下： 

1.符合現行會計思潮 

有關財務報表之編製、揭露及會計處理，原則上與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

定相同，若有不同時，則於本制度中明確規範以符合學校之發展特性。 

2.注重預算功能 

除訂定預算表格式以為學校編製預算之依據外，對本校於執行預算有重大差異

時，亦規定一定程序修正預算，並依法向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案。 

3.會計項目分類統一 

為使本校財務報表之內容與形式與他校劃一，並允當表達財務狀況及營運結果，

供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及其他報表使用者得利用財務報表作比較、分析以

制定決策，會計項目之分類依據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頒訂之「學校財團法

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編定。 

4.適應電腦化作業之需要 

本制度設計及會計項目編號，係採用電腦作業為設計原則以便於彙總、比較與

分析，以達到會計作業資訊化之目的。本校為電腦化管理會計事務，已完成與

資金流相關之各種管理子系統。 

三、本制度共分七章，分別規範總則、會計報告、會計項目、會計簿籍、會計

憑證、會計事務處理原則、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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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制度簿記組織系統圖（如附錄一）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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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計報告 

第一節  會計報告之分類 

一、會計報告依報告之對象，分為對內報告及對外報告： 

（一）對內報告視管理及統計分析需要，定期及不定期編製。 

（二）對外報告依有關機關需要之會計事項編製。 

1.平衡表 

2.收支餘絀表 

3.現金流量表 

4.其他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要求編制的對外財務報表 

前項各款報表必要之附註，應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三）會計報告依編報之時程，分為日報、月報、決算表及預算表。 

二、本校的學校法人僅設一所私立學校，其支出僅有董事會，且其會計制度併入本校會計

制度辦理，故僅提供以本校為報導主體之財務報表，並充分揭露董事會支出訊息。 

三、各類會計報告之編報期限、編送單位及份數（如附錄二） 

回提案五 

第二節  各類會計報告之格式及說明 

各類會計報告紙張規格為：長 297公厘，寬 210 公厘。各類報表之格式內容及說明列示

如下： 

一、日報表 

1.收入日結明細表（如附錄三） 

2.支出日結明細表（如附錄三） 

3.現金及銀行存款日結表（如附錄三） 

二、月報表 

1.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如附錄四） 

2.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如附錄四） 

3.銀行存款調節表（如附錄四） 

4.長期營運資產增減表（如附錄四） 

5.借款變動表（如附錄四） 

6.人事費明細表（如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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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衡表（如附錄四） 

8.收支餘絀表（如附錄四） 

三、決算表 

1.平衡表（如附錄五） 

2.收支餘絀表（如附錄五） 

3.現金流量表（如附錄五） 

4.現金收支概況表（如附錄五） 

5.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如附錄五） 

6.借款變動表（如附錄五） 

7.收入明細表（如附錄五） 

8.成本與費用明細表（如附錄五） 

9.各項目明細表（如附錄五） 

10.最近 3年財務分析表（如附錄五） 

11.決算書封面（如附錄五） 

12.決算書封底（如附錄五） 

四、預算表 

1.預算說明書（如附錄六） 

2.收支餘絀預計表（如附錄六） 

3.預計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如附錄六） 

4.預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資產明細表（如附錄六） 

5.預計借款變動表（如附錄六） 

6.收入預算明細表（如附錄六） 

7.成本與費用預算明細表（如附錄六） 

8.預計購建土地及重大工程明細表（如附錄六） 

9.最近 5年現金概況表（如附錄六） 

10.預算書封面（如附錄六） 

11.預算書封底（如附錄六）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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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會計項目之分類及定義 

第一節  會計項目分類及編號原則 

一、會計項目之分類，依其涵蓋之範圍，分為大類、中類、小類、子目及明細。 

二、為適應電腦作業，會計項目編號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位數少，以節省機器儲存資料之空間。 

（二）具擴充性，以應學校發展之需要。 

（三）編號基礎簡明、易記。 

（四）便於資料之自由重組，以利列印各種不同目的之報表。 

三、會計項目編號方法如下： 

（一）第一碼代表大類：包括資產、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收入、支出。 

（二）第二碼代表中類：如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三）第三碼代表小類：如現金、銀行存款、短期投資。 

（四）第四碼代表子目：如零用及周轉金、庫存現金等。 

（五）第五碼以後代表明細：前四碼依照主管機關規定，第五碼以後由本校視需要增訂。 

四、學校設定會計項目，其大、中、小類會計項目之名稱及編號應依本制度之規定；其子

目及明細會計項目，除本制度已規定者，可由學校視需要擇用外，各校得自行擴充或

簡併，並加以編號。 

回提案五 

第二節  資產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編號 項目 定義 

1000 資產  

1100 
流動資產 凡現金及其他將於一年內轉換為現金或耗用之資產皆屬

之。 

1110 現金 凡零用金及週轉金、庫存現金等屬之。 

1111 零用金及週轉金 凡撥供零星支出或週轉用途之定額現金屬之。 

1112 庫存現金 凡庫存國幣及通用外國貨幣屬之。 

1120 銀行存款 凡支票存款、活期存款、綜合存款、定期存款等屬之。 

1121 
銀行存款 凡存於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之活期存款或可隨時解約

且不損及本金之定期存款屬之；其不包括已指定用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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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契約上之限制者。 

1130 

流動金融資產 指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金融工具投資及其他金

融資產等屬之。 

113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流

動 

凡具下列條件之一，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將變現

之金融資產屬之：（1）交易目的金融資產。（2）除依避

險會計指定為被避險項目外，原始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餘

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13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

調整－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

提列之評價調整屬之。 

113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流動 

凡非衍生金融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預期於平衡表日

十二個月內將變現之金融資產屬之：（1）被指定為備供出

售者。（2）非屬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持

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

場之金融工具投資等之金融資產者。 

113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

價調整－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之

數屬之。 

1136 
累計減損－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

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38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流動 

凡於一年內到期，具有固定或可決定之收取金額及固定到

期日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屬之。 

1139 
累計減損－持有至到

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凡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

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3B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資產，預

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屬之。 

113C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流動 

凡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

屬之。 

113E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流動 

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動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

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預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將變現

者屬之。 

113F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凡以成本衡量之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

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3H 

無活絡市場之金融工

具投資－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

金融工具投資，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且預期於平衡表日後

十二個月內將變現者屬之：（1）未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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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衡量者。（2）未指定為備供出售者。 

113I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

場之金融工具投資－

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金融工具投資，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

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13W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流動金融資產（含一年內到期不可隨時解

約或解約會損及本金之定期存款）屬之。 

113X 

其他金融資產評價調

整－流動 

凡其他流動金融資產提列評價調整，或其投資價值有充分

證據顯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

數屬之。 

1140 
應收款項 凡應收票據、應收利息、應收帳款、應收投資基金收益及

應收董事補足投資基金損失等屬之。 

1141 
應收票據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收到可按票載日期收取一

定款項之票據屬之。 

114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凡提列應收票據之備抵呆帳屬之。 

1143 應收利息 凡本期應收而尚未收到之利息收入屬之。 

1144 應收帳款 凡因業務營運或提供勞務等而發生應收未收之帳款屬之。 

1145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凡提列應收帳款之備抵呆帳屬之。 

1146 
應收投資基金收益 凡投資所產生之應收現金股利及其他相關之投資收入屬

之。 

1147 
應收董事補足投資基

金損失 

凡依規定應收董事對於學校投資基金虧損所負連帶責任應

補足之金額屬之。 

1148 其他應收款 凡不屬於以上之應收款項屬之。 

1149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

款 

凡提列其他應收款之備抵呆帳屬之。 

1150 存貨 凡材料、在製品、製成品及農產品等屬之。 

1151 
材料 凡購入將於製造過程或提供勞務過程中消耗之原料或物料

屬之。 

1152 在製品 凡現存在製造中之各種產品成本屬之。 

1153 製成品 凡現存已製造完成供銷售之各種產品成本屬之。 

1155 農產品 凡現存各項農林漁牧等農產品成本屬之。 

1160 生物資產-流動 凡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產性經濟動植物屬之。 

1161 
消耗性經濟植物－流

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於一年內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經濟植物屬之。 

1163 
消耗性經濟動物－流

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於一年內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經濟動物屬之。 

1165 
生產性經濟植物－流

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於一年內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經濟植物屬之。 

1167 生產性經濟動物－流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於一年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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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經濟動物屬之。 

1170 預付款項 凡用品盤存、預付各種費用等屬之。 

1171 
用品盤存 凡現存備供日常辦公、教學研究、訓輔等用之文具及其他

物品屬之。 

1173 預付費用 凡預付各項費用屬之。 

1178 其他預付款 凡不屬於以上之預付款項屬之。 

1200 
投資、長期應收款及

基金 

凡為獲取財務或業務上之利益所作之投資或產生之長期應

收款，及因特定用途而累積或提撥之基金屬之。 

1210 採權益法之投資 凡投資事業或買入其他企業股票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屬之。 

1211 採權益法之投資成本 凡投資事業或買入其他企業股票具有重大影響力者屬之。 

1212 
採權益法之投資權益

調整 

凡採權益法評價者，其評價後餘額與帳列成本之差額屬之。 

1213 
累計減損－採權益法

之投資 

凡提列採權益法之投資之累計減損屬之 

1220 

非流動金融資產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以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金融工具投資及其他金

融資產等屬之。 

1221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非

流動 

凡持有供交易或除依避險會計指定為被避險項目外，原始

認列時被指定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

預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 

1222 

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

調整－非流動 

凡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

提列之評價調整屬之。 

122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非流動 

凡非衍生金融資產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非預期於平衡

表日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1）被指定為備供出售者。

（2）非屬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持有至到

期日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無活絡市場之金

融工具投資等之金融資產者。 

12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

價調整－非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之

數屬之。 

1226 
累計減損－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非流動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

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228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非流動 

凡到期日在一年以上，具有固定或可決定之收取金額及固

定到期日，且有積極意圖及能力持有至到期日之非衍生金

融資產屬之。 

1229 
累計減損－持有至到

期日金融資產－非流

凡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示確已

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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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122B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非流動 

凡依避險會計指定且為有效避險工具之衍生金融資產，非

預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變現者屬之。 

122C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非流動 

凡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而提列之評價調整

屬之。 

122E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非流動 

凡持有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或與此種權益工具連動且須以交付該等權益

工具交割之衍生工具，非預期於平衡表日十二個月內變現

者屬之。 

122F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產－非流

動 

凡以成本衡量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

顯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

之。 

122H 

無活絡市場之金融工

具投資－非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收取金額之

金融工具投資，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屬之：（1）未指定

為透過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者。（2）未指定為備供出售者。 

122I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

場之金融工具投資－

非流動 

凡無活絡市場之金融工具投資，其投資價值有充分證據顯

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之數屬之。 

122W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

動 

凡不屬於以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

期不可隨時解約或解約會損及本金之定期存款）屬之。 

122X 

其他金融資產評價調

整－非流動 

凡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提列評價調整，及其投資價值有充

分證據顯示確已減損且回復之希望甚小時，投資價值減損

之數屬之。 

1230 長期應收款項 凡長期應收票據及各項長期應收款等屬之。 

1231 長期應收票據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各種應收票據屬之。 

1232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

票據 

凡預估長期應收票據無法收取之數屬之。 

1233 長期應收款 凡收現期限在一年以上之各種應收款項屬之。 

1234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

款 

凡預估長期應收款項無法收取之數屬之。 

1240 附屬機構投資 凡附屬機構之投資，如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屬之。 

1241 
附屬機構投資 凡經學校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專案撥充為

增進教學、實習、研究、推廣相關之附屬機構屬之。 

1250 

特種基金 凡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

基金、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

投資基金）屬之。本項目貸方對應項目為「指定用途權益

基金」。 

1251 設校基金 凡依法令規定成立之設校基金，應專戶存儲，未經學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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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同意，不得動用者屬之。 

1252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學校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經費，作為學生就學獎補助之用

者屬之。 

1253 
擴建校舍基金 凡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作為學校未來擴建校舍用途者屬

之。 

1254 受贈獎助學基金 凡接受外界捐贈作為學生獎助學金之特定用途者屬之。 

1255 
退休及離職基金 凡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金或自

提退離儲金等皆屬之。 

1259 其他特種基金 凡不屬於以上之指定用途基金屬之。 

1260 
投資基金 凡學校依規定，限制以賸餘資金作為投資目的之需，尚留

存在專戶者屬之。 

1261 
投資基金專戶存款 凡報經董事會同意在額度內所提撥之投資基金，尚留存在

專戶者屬之。 

1300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或供管理目的而持有，且預期持有期間

超過一年之有形資產屬之。 

1310 土地 凡用地成本皆屬之。 

1311 土地 凡學校持有所有權之用地成本皆屬之。 

1317 
累計減損－土地 凡提列土地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11 土地」之抵

銷項目）。 

1320 土地改良物 凡停車場、運動場、圍牆、道路之舖設等之不動產屬之。 

1321 
土地改良物 凡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並附著於土地，且具有一定耐

用年限之房屋及建築以外之不動產屬之。 

1327 
累計減損－土地改良

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21 土地

改良物」之抵銷項目）。 

1329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

物 

凡提列土地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321 土地

改良物」之抵銷項目）。 

1330 房屋及建築 凡房屋建築及其附屬設備等屬之。 

1331 房屋及建築 凡購建自有房屋建築及其附屬之設備成本屬之。 

1337 
累計減損－房屋及建

築 

凡提列房屋及建築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31 房屋

及建築」之抵銷項目）。 

1339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

築 

凡提列房屋及建築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331 房屋

及建築」之抵銷項目）。 

1340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各項機械儀器及設備等屬之。 

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 凡購置自有機械儀器與設備及其零配件成本屬之。 

1347 
累計減損－機械儀器

及設備 

凡提列機械儀器及設備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之抵銷項目）。 

1349 
累計折舊－機械儀器

及設備 

凡提列機械儀器及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341

機械儀器及設備」之抵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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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圖書及博物 凡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 

1351 圖書及博物 凡供典藏用之圖書、非書資料及博物等皆屬之。 

1360 
其他設備 凡所有交通、事務、防護及不屬於上列各固定資產項目之

設備皆屬之。 

1361 其他設備 凡購置自有其他設備成本屬之。 

1367 
累計減損－其他設備 凡提列其他設備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61 其他設

備」之抵銷項目）。 

1369 
累計折舊－其他設備 凡提列其他設備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361 其他設

備」之抵銷項目）。 

1370 
購建中營運資產 凡預付土地款、預付工程款、預付設備款、未完工程及待

過戶房地產等屬之。 

1371 預付土地款 凡預付購置土地價款屬之。 

1372 預付工程款 凡預付工程價款屬之。 

1373 
未完工程 凡正在建造、裝置或改良尚未完竣之各項工程，及專供指

定用途之專案工程機件成本屬之。 

1374 預付設備款 凡預付購置各種設備款屬之。 

1377 
待過戶房地產 凡已取得房地產之所有權，正辦理過戶之法定程序，所支

付一切購置成本屬之。 

1380 租賃資產 凡承租之資產而其性質屬融資租賃者皆屬之。 

1381 
租賃資產 凡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之融資租賃條件之租賃物屬

之。 

1387 
累計減損－租賃資產 凡提列租賃資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81 租賃資

產」之抵銷項目）。 

1389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凡提列租賃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381 租賃資

產」之抵銷項目）。 

1390 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 凡在租賃標的物上所為資本性改良之成本屬之。 

1397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

改良物 

凡提列租賃權益改良物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之抵銷項目）。 

1399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

改良物 

凡提列租賃權益改良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391

租賃權益改良物」之抵銷項目）。 

1400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

租賃之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屬之。 

1410 投資性不動產 凡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411 

投資性不動產 凡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或兩者兼具，而由所有者或融資

租賃之承租人所持有之不動產，及依法令辦理資產之重估

價屬之。 

1417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凡提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411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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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 資性不動產」之抵銷項目）。 

1419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

動產 

凡提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411 投

資性不動產」之抵銷項目）。 

1420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

產 

凡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421 
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

產 

凡建造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422 
購置中之投資性不動

產 

凡購置中之投資性不動產屬之。 

1500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超過一年變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

產性經濟動植物屬之。 

1510 生物資產－非流動 凡消耗性經濟動植物及生產性經濟動植物屬之。 

1511 
消耗性經濟植物－非

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超過一年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經濟植物產屬之。 

1512 
累計折舊－消耗性經

濟植物－非流動 

凡提列消耗性經濟植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1

消耗性經濟植物－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514 
消耗性經濟動物－非

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超過一年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消耗性經濟動物產屬之。 

1515 
累計折舊－消耗性經

濟動物－非流動 

凡提列消耗性經濟動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4

消耗性經濟動物－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517 
生產性經濟植物－非

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植物，預期超過一年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經濟植物屬之。 

1518 
累計折舊－生產性經

濟植物－非流動 

凡提列生產性經濟植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7

生產性經濟植物－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51A 
生產性經濟動物－非

流動 

凡與農業活動有關且具有生命之動物，預期超過一年變

現、出售或耗用等之生產性經濟動物屬之。 

151B 
累計折舊－生產性經

濟動物－非流動 

凡提列生產性經濟動物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51A

生產性經濟動物－非流動」之抵銷項目）。 

1600 
無形資產 凡長期供校務使用且具有未來經濟效益及無實體存在之各

種排他專用權皆屬之。 

1610 專利權 凡供業務用之專利權屬之。 

1611 
專利權 凡價購或自行研發，而向國內外政府機關申請獲准登錄並

供業務用專利權屬之。 

1617 
累計減損-專利權 凡提列專利權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11 專利權」

之抵銷項目）。 

1619 
累計攤銷-專利權 凡提列專利權之累計攤銷屬之（本項目係「1611 專利權」

之抵銷項目）。 

1620 電腦軟體 凡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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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電腦軟體 凡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行發展開發，

供自用之電腦軟體屬之。 

1627 
累計減損-電腦軟體 凡提列電腦軟體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21 電腦軟

體」之抵銷項目）。 

1629 
累計攤銷-電腦軟體 凡提列電腦軟體之累計攤銷屬之（本項目係「1621 電腦軟

體」之抵銷項目）。 

1630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1631 租賃權益 凡依約取得租賃標的物所發生之各項成本屬之。 

1637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 凡提列租賃權益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31 租賃權

益」之抵銷項目）。 

1639 
累計攤銷-租賃權益 凡提列租賃權益之累計攤銷屬之（本項目係「1631 租賃權

益」之抵銷項目）。 

167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凡自行發展供生產及業務用之無形資產屬之。 

1671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凡自行發展供生產及業務用之無形資產，於發展階段之所

發生得資本化之支出屬之。 

1690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1691 其他無形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無形資產屬之。 

1697 
累計減損-其他無形

資產 

凡提列其他無形資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691 其

他無形資產」之抵銷項目）。 

1699 
累計攤銷-其他無形

資產 

凡提列其他無形資產之累計攤銷屬之（本項目係「1691 其

他無形資產」之抵銷項目）。 

1700 其他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資產屬之。 

1710 遞延資產 凡遞延費用等屬之。 

1711 
遞延費用 凡預付費用其效益超過一年以上不屬於前列各項資產者皆

屬之。 

1720 存出保證金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金屬之。 

1721 存出保證金 凡存出作保證用之現金屬之。 

1730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非現金項目屬之。 

1731 存出保證品 凡存出供保證用之非現金項目屬之。 

1740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1741 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之資產屬之。 

1749 
累計折舊－代管資產 凡提列代管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741 代管資

產」之抵銷項目）。 

1750 閒置資產 凡待處理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1751 閒置資產 凡待處理或備用之各項閒置資產屬之。 

1757 
累計減損-閒置資產 凡提列閒置資產之累計減損屬之（本項目係「1751 閒置資

產」之抵銷項目）。 

1759 累計折舊-閒置資產 凡提列閒置資產之累計折舊屬之（本項目係「1751 閒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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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抵銷項目）。 

1760 學校流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 

1761 

學校流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

本項目為平衡表資產及負債類共用項目，編製以學校法人

及所設各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時，其借貸

方餘額應予沖銷。 

1790 什項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什項資產屬之。 

1791 什項資產 凡不屬於以上之什項資產屬之。 

1W00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 

1W10 

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 凡保管有價證券、保管品及保證品等屬之。本項目項下各

四級項目，均屬備忘項目，其相對項目為「2W10 信託代理

與保證負債（備忘項目）」項下各四級項目須同時使用，

均不列入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

表達。 

1W11 保管有價證券 凡受託保管之有價證券屬之。 

1W12 保管品 凡受託保管之物品屬之。 

1W13 
保證品 凡收到外界存入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狀等

屬之。 

回提案五 

第三節  負債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編號 項目 定義 

2100 流動負債 凡將於一年內清償之負債屬之。 

2110 短期債務 凡短期銀行借款及應付到期長期負債等屬之。 

2111 短期銀行借款 凡向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在一年內者屬之。 

2112 應付到期長期負債 凡在一年內到期之長期負債屬之。 

2120 應付款項 凡應付票據、應付利息及應付費用等屬之。 

2121 應付票據 凡付款期限在一年以內之票據屬之。 

2122 應付利息 凡本期應付而尚未支付之利息屬之。 

2123 應付費用 凡已發生而尚未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2124 應付設備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設備款屬之。 

2125 應付工程款 凡應付未付之各項工程款屬之。 

2126 應付土地增值稅 凡應付未付處分土地之增值稅屬之。 

2127 應付土地款 凡應付未付之土地款屬之。 

2129 其他應付款 凡不屬於上列各項之其他應付款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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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預收款項 凡預為收納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2131 預收款 凡預收各種未實現之收入屬之。 

2132 暫收款 凡因用途或金額尚未確定而暫收之款項屬之。 

2140 代收款項 凡為其他公私機構或私人代收（扣）代付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141 

代收款項 凡為其他公私機構或私人代收（扣）代付之各種款項皆屬之，

包括代扣稅捐、代辦費及行政代轉外界給予特定學生之獎助學

金等皆屬之。 

2150 其他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皆屬之。 

2151 其他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還款期限在一年以內者皆屬之。 

2200 長期負債 凡償還期限逾一年之債務屬之。 

2210 長期銀行借款 凡向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211 長期銀行借款 凡向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220 
長期應付款項 凡長期應付票據、應付長期工程款、應付租賃款、其他長期負

債及各種應付款皆屬之。 

2221 長期應付票據 凡逾一年以到期之應付票據屬之。 

2222 應付長期工程款 凡應償還工程款之期限逾一年者屬之。 

2223 
應付租賃款 凡融資租賃契約應付各期租金及優惠承購價格或保證殘值之現

值屬之。 

2229 其他長期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長期負債屬之。 

2250 其他長期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251 其他長期借款 凡向非金融機構借入之款項，其償還期限逾一年者皆屬之。 

2300 其他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負債皆屬之。 

2310 存入保證金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311 存入保證金 凡收到客戶、廠商存入供保證用之款項屬之。 

2320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金或自

提退離儲金等皆屬之。 

2321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凡應付教職員工或約聘僱人員依規定所提之公提退離儲金或自

提退離儲金等皆屬之。 

2330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數屬之。 

2331 
應付代管資產 凡代管其他機構業務代管資產應付之數屬之（本項目應與「1740

代管資產」項目同時使用）。 

2340 學校流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 

2341 

學校流用 凡依規定學校法人所設私立學校間相互流用之款項屬之。（本

項目為平衡表資產及負債類共用項目，編製以學校法人及所設

各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之合併財務報表時，其借貸方餘額應予

沖銷。） 

2370 負債準備 凡提存之各項準備等屬之。 

2371 土地增值稅準備 凡土地重估之土地增值稅負擔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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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本

之負債準備 

凡為辦理除役、復原及修復事宜，提存之負債準備屬之。 

2390 什項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2399 其他什項負債 凡不屬於以上之其他負債屬之。 

2W00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之。 

2W10 

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 凡應付保管有價證券、應付保管品及應付保證品等屬之。本項

目項下各四級項目，均屬備忘項目，其相對項目為「1W10信託

代理與保證資產（備忘項目）」項下各四級項目須同時使用，

均不列入平衡表之資產與負債項下，另以附註或附表方式表達。 

2W11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凡應付受託保管有價證券屬之。 

2W12 應付保管品 凡應付受託保管物品屬之。 

2W13 
應付保證品 凡應付收到廠商存入作為保證用之有價證券、票據、信用狀等

屬之。 

回提案五 

第四節  權益基金及餘絀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編號 項目 定義 

3000 權益基金及餘絀   

3100 
權益基金 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與外界之各項捐助及學校營運賸餘轉入

數皆屬之，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3110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設校基金、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退休基金、擴建校舍基金、

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及其他指定用途基金等（不含投資基金）。

本項目借方對應項目為「特種基金」。 

3111 設校基金之權益基金 凡設校基金轉列之權益基金屬之。 

3112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之權益基金 

凡提列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撥充權益基金屬之。 

3113 
擴建校舍基金之權益

基金 

凡擴建校舍基金轉列之權益基金屬之。 

3114 
受贈獎助學基金之權

益基金 

凡接受外界捐贈獎助學基金撥充權益基金屬之。 

3118 
其他特種基金之權益

基金 

凡其他特種基金撥充權益基金屬之。 

3119 
指定用途金融商品未

實現餘絀之權益基金 

凡指定用途基金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衡量產生未實

現持有餘絀轉列權益基金屬之。 

3120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於年度決算後依規定調整轉列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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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賸餘款權益基金 凡依據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核算之賸餘款屬

之。 

3122 
其他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屬之，於每學

年度決算時由累積餘絀轉入。 

3200 餘絀 凡累積賸絀屬之。 

3210 
累積餘絀 凡學校截至本期止累積之賸餘或累積之短絀，與會計政策變動

及前期錯誤更正累積影響數等屬之。 

3211 累積賸餘 凡截至上期未經指撥之累積賸餘屬之。 

3212 累積短絀 凡截至上期止未經彌補之累積短絀屬之。 

3213 本期餘絀 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絀者屬之。 

3217 
會計政策變動及前期

錯誤更正累積影響數 

凡會計政策變動追溯適用及前期錯誤更正追溯重編之影響數屬

之。 

3300 權益其他項目 凡累積其他綜合餘絀等權益之調整項目皆屬之。 

3310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

部分之避險工具餘絀、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

額、未實現重估增值等屬之。 

331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

實現餘絀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衡量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

之。 

3312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

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

具餘絀 

凡金融資產現金流量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

之。 

3313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凡在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按歷史匯率、現時匯率或當期加權

平均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暨具有長期投資性質外幣墊

款不擬於可預見將來結清之兌換差額，及為規避國外淨投資風

險所訂遠期外匯買賣合約之匯率變動影響數屬之。 

331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依法令辦理資產重估所產生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屬之。 

回提案五 

第五節  收入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編號 項目 定義 

4000 收入   

4100 
收入 凡本期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等各種收

益或利得。 

4110 學雜費收入 凡學費、雜費及各類實習實驗費等屬之。 

4111 學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學費、學分費等屬之 

4112 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雜費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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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實習實驗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之各類實習實驗費等屬之。 

4120 推廣教育收入 凡各類推廣教育收入屬之。 

4121 推廣教育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30 產學合作收入 凡各類產學合作收入屬之。 

4131 
產學合作收入 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

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40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收取之費用屬之。 

4141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凡學校於一般教學及推廣教學活動外，所從事之教學活動向學

員收取之費用屬之。 

4150 補助及受贈收入 凡補助收入及受贈收入等屬之。 

4151 補助收入 凡接受政府機關等補助款，得由學校運用者屬之。 

4152 
受贈收入 凡接受國外政府機構、國內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贈，得由學校

運用者屬之。 

4160 附屬機構收益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之。 

4161 附屬機構收益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賸餘屬之。 

4170 財務收入 凡利息收入、投資收益及基金收益等。 

4171 
利息收入 凡非以投融資為主要業務，其儲存於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

之存款及因財務操作所獲取之利息屬之。 

4172 

投資收益 凡非以投融資為主要業務，其投資金融資產及採權益法之投資

等衡量所認列之收益、處分之收益、減損迴轉收益，及由金融

資產所獲配之股息紅利等，應列入本期餘絀者屬之。 

4173 基金收益 凡特種基金所獲取之利息或收益屬之。 

4174 投資基金收益 凡投資基金所獲取之收益屬之。 

4180 銷貨收入 凡各種銷貨收入屬之。 

4181 製成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製成品之收入屬之。 

4182 
製成品銷貨退回及折

讓 

凡銷售製成品遭退貨，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項目

係「4181製成品銷貨收入」之抵銷項目） 

4184 農產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之收入屬之。 

4185 
農產品銷貨退回及折

讓 

凡銷售農林漁牧等農產品遭退回，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

之。（本項目係「4184農產品銷貨收入」之抵銷項目） 

4190 其他收入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目之收入皆屬之。 

4191 
財產交易賸餘 凡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生物資產及無形資產

出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所發生之賸餘屬之。 

4192 試務費收入 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收取之報名費或其他試務費收入等屬之。 

4193 住宿費收入 凡提供宿舍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96 
投資性不動產收入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不動產為主要業務，其出租投資性不動

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97 當期原始認列農產品凡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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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賸餘 減出售成本所產生之賸餘屬之。 

4199 雜項收入 凡非屬以上之其他收入屬之。 

回提案五 

第六節  支出類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及定義 

一、本校支出按功能別及性質別歸類。功能別分類包括董事會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教學

研究及訓輔支出、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及其他教學活動支出等。性質別分類

包括人事費、業務費、維護及報廢、退休撫卹費、交通費、折舊及攤銷等。 

二、本校各項支出如具有共同性，事實上難以直接歸屬於單一支出項目時，採分攤方式分

別歸屬相關項目。 

三、支出類功能別各會計項目名稱、編號、定義暨附屬之性質別支出項目名稱、編號及定

義如下： 

編號 項目 定義 

5000 成本與費用   

5100 
成本與費用 凡本期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等各種費

用或短絀。 

5110 董事會支出 凡董事會所發生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11 
人事費 凡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董事會職員之薪資，包括薪金、

俸給、工資、加班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獎金等屬之。 

5112 

業務費 凡董事會為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

刷、郵電、水電、運費、差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物品及

各項雜支等屬之。 

5113 
維護費 凡董事會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性之維

修、養護、房屋修繕、校園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等屬之。 

5114 退休撫卹費 凡董事會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 

5115 出席及交通費 凡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酌支之出席及交通費屬之。 

5116 
折舊及攤銷 凡董事會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產之

攤銷費用等屬之。 

5120 行政管理支出 凡學校行政管理部門用於行政管理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21 
人事費 凡職技員工之薪資，包括薪金、俸給、主管加給、工資、加班費、

津貼、學校負擔之保險費及獎金等屬之。 

5122 

業務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為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

張、印刷、郵電、水電、運費、差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

物品、公關、慶典福利、研究訓練、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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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維護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括經常

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之保險

等屬之。 

5124 退休撫卹費 凡行政管理部門職員之退休及撫卹支出屬之。 

5125 
折舊及攤銷 凡行政管理部門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

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513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凡學校用於教學、研究及訓輔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31 
人事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薪資、鐘點費、津貼、學校負擔之保

險費、獎金等屬之。 

5132 

業務費 凡處理教學、研究及訓輔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文具、紙張、印

刷、郵電、水電、運費、差旅費、租金、保險費、燃料、物品、

公關、慶典福利、研究訓練、進修補助及各項雜支等屬之。 

5133 

維護費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建築物與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包

括經常性之維修、養護、房屋之修繕、校園之美化、房屋及設備

之保險等屬之。 

5134 退休撫卹費 凡教學、研究及訓輔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35 
折舊及攤銷 凡供教學、研究及訓輔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

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5140 
獎助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經濟弱勢及家境清寒等學生之獎助學金

支出皆屬之。 

5141 
獎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成績優良學生之獎勵性支出皆屬之，如各系所成績優

異獎學金。 

5142 

助學金支出 凡學校給予經濟弱勢、家境清寒學生之助學性支出皆屬之，如大

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金、緊急紓困

金等。 

5150 推廣教育支出 凡學校依規定設有推廣教育班所支付之各項費用皆屬之。 

5151 
人事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薪資、加班費、津貼、鐘點費、學校負

擔之保險費、獎金等屬之。 

5152 
業務費 凡推廣教育班處理一般事務所需之各項費用，包括水電、文具、

紙張、印刷等屬之。 

5153 維護費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建築物及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5154 退休撫卹費 凡推廣教育班教職員工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55 
折舊及攤銷 凡推廣教育班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及無形資

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5160 
產學合作支出 凡學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

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所支付一切必要費用等屬之。 

5161 
人事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之人員薪資、加班

費、獎金等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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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業務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所需一般事務費用

皆屬之。 

5163 維護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提供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5164 
退休撫卹費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執行相關計畫及作業之人員，其退休撫

卹支出屬之。 

5165 
折舊及攤銷 凡學校為外界提供服務，所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

用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等屬之。 

5170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支付之各項費用屬之。 

5171 人事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之人員薪資、加班費、獎金等屬之。 

5172 業務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需一般事務費用皆屬之。 

5173 維護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各項設備之維護費用屬之。 

5174 退休撫卹費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人員之退休撫卹支出屬之。 

5175 
折舊及攤銷 凡從事其他教學活動所使用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其折舊費用

及無形資產之攤銷費用屬之。 

5180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之。 

5181 附屬機構損失 凡認列學校附屬實習工廠、醫院、農場等機構之短絀屬之。 

5190 財務費用 凡投資與融資之利息費用及投資損失皆屬之。 

5191 利息費用 凡非以投資為主要業務，其借款之利息屬之。 

5192 

投資損失 凡非以投資為主要業務，其投資金融資產及採權益法之投資等衡

量所認列之損失、處分之損失及減損損失等，應列入本期餘絀者

屬之。 

5193 投資基金損失 凡投資基金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194 特種基金損失 凡特種基金所發生之損失屬之。 

51A0 銷貨成本 凡銷售貨物之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A1 
製成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製成品之直接與間接生產費用及製成品評價損失與盤絀

等屬之。 

51A3 
農產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之直接與間接生產費用及農產品評價

損失與盤絀等屬之。 

51X0 其他支出 凡不屬於以上各項之支出皆屬之。 

51X1 試務費支出 凡辦理各類招生考試所發生之支出屬之。 

51X2 
財產交易短絀 凡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投資性不動產、生物資產及無形資產出

售、報廢、交換或被徵收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51X3 超額年金給付 凡學校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給付教職員之超額年金支出屬之。 

51X4  折舊及攤銷 凡學校之投資性不動產及生物資產等折舊費用屬之。 

51X5 
投資性不動產費用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不動產為主要業務，為獲得出租投資性不

動產收入所發生之費用或短絀等屬之。 

51X6 
當期原始認列農產品

之短絀 

凡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林漁牧等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

出售成本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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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X9 雜項支出 凡非屬以上之其他費用屬之。 

6100 本期餘絀 凡學校本期賸餘或短絀者屬之。 

71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凡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屬之。 

711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凡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

部分之避險餘絀、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未

實現重估增值及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等屬之。 

711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

實現餘絀 

凡備供金融資產未實現之評價餘絀屬之。短絀時以負值表示。 

7112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

效避險部分之避險餘

絀 

凡金融資產現金流量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

之。短絀時以負值表示。 

7113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凡在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按歷史匯率、現時匯率或當期加權平

均匯率換算所產生之兌換差額，暨具有長期投資性質外幣墊款不

擬於可預見將來結清之兌換差額，及為規避國外淨投資風險所訂

遠期外匯買賣合約之匯率變動影響數屬之。 

7114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土地以外之資產依法令辦理重估增值之數，或土地依規定調整

而發生之增值扣除估計應付土地增值稅後之差額屬之。 

7115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

綜合餘絀份額 

凡投資者按其所享有股權淨值之份額，以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

餘絀屬之。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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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計簿籍 

第一節  會計簿籍之種類 

一、會計簿籍，分為帳簿及備查簿。 

1.帳簿：謂簿籍之記錄為供給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者。區分為序時帳簿及分

類帳簿。 

2.備查簿：謂簿籍之記錄，不為編造會計報告事實所必需，而僅為便利會計事項

之考查或會計事務之處理者。 

二、序時帳簿係帳簿之登錄，按會計事項發生時間之先後順序予以記載，僅使用分錄簿。 

三、分類帳簿係指帳簿之登錄，按會計事項歸屬之會計項目分別記載，分為總分類帳及各

項目明細分類帳。 

回提案五 

第二節  各類會計簿籍之格式及說明 

一、序時帳簿之格式內容及說明列示如下：長 210公厘，寬 297公厘。 

1.現金出納登記簿（如附錄七） 

2.分錄簿（如附錄七） 

二、分類帳簿之格式內容及說明列示如下： 

1.總分類帳（如附錄八） 

2.銀行存款明細帳（如附錄八） 

3.各項目明細分類帳（如附錄八） 

4.收入明細分類帳（如附錄八） 

5.成本與費用明細分類帳（如附錄八） 

6.立沖帳明細分類帳（如附錄八）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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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會計憑證 

第一節  會計憑證之種類 

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 

一、原始憑證：謂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分外來憑證、對外憑證

及內部憑證。 

二、記帳憑證：謂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分收入傳票、支

出傳票、現金轉帳傳票及分錄轉帳傳票。 

回提案五 

第二節  會計憑證之格式及說明 

一、記帳憑證之格式內容及說明列示如下：長 148公厘，寬 210公厘。 

1.收入傳票（如附錄九） 

2.支出傳票（如附錄九） 

3.現金轉帳傳票（如附錄九） 

4.轉帳傳票（如附錄九） 

二、本校支付款項，對於因故無法取得領款之收據或證明者，依下列格式填明，經一定程

序核准後，作為原始憑證。 

1.支出證明單（如附錄十）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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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計事務處理原則 

第一節  基本原則 

一、本校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本原則規定辦理，本原則未規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辦理。 

二、會計年度，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度實施辦法」有關學年度之

規定。 

三、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基礎」。 

四、會計事務之處理，本前後一致之原則辦理。其有變更之必要者，應循修訂會計制度之

規定程序辦理。 

五、會計帳籍及表報，以本國貨幣記載。 

六、預算依規定編製，提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學年度開始（七月三十一日）前報學校法

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上開預算於執行一段期間後，如經檢討與實際情況有重大差

異時，得予修正，仍經董事會通過後，於每學年度終了前四個月（三月三十一日）前

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惟以一次為限。 

七、財務報告，指財務報表及其必要之附註。 

八、財務報表包括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收支概況表及其附註或附表。 

九、本校與關係機構及關係人發生之交易事項，應於財務報表中詳實揭露。 

十、財務報表應採兩期對照方式編製，其中平衡表並應列示增（減）金額；收支餘絀表應

列示本年度預算數、本年度決算數及預算比較。 

十一、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現金收支概況表，應由董事長、校長、主辦會

計及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已於裝訂成冊之預決算表封底簽名或蓋章者，得免逐

頁簽名或蓋章。 

十二、每學年度終了後，財務報表應委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會計師事務所查

核簽證，並根據查核後之財務報表連同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書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彙整提報董事會通過，於每年十一月底以前函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十三、各種原始憑證、記帳憑證、會計簿籍、會計報告等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如有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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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損毀時，應即報告校長及董事會，並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處。 

十四、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之日起

至少保存五年，如有特殊原因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同意，得縮短之。 

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報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至少保存

十年。會計憑證、簿籍及會計報告屆滿保存年限，應經董事會之同意後，始得銷毀。 

十五、為配合教學實習設立之實驗工廠、醫院、農場或商店等附屬作業組織，應依作業組

織之特性另行擬定會計制度，於報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六、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補助及受贈收入與其他各項收入，及

採購財務之驗收等涉及權責事項，均應開立收據或證明文件。 

前項收據或證明文件應事先連續編號，按序使用，由專人列冊控制及保管，以健全內

部控制制度、確保資產安全及會計記錄正確。 

十七、有關會計事務運作之內部控制作業及內部稽核程序，已依照本校內控、內稽之相關

規定辦理，定期修訂且公告於本校網站上，故不再本制度重複規範之。 

回提案五 

第二節  資產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一、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按性質分項列報，其到期日在一年以後者，應加註明；已指定用

途，或支用受有約束者，如擴建校舍基金及設校基金，不得列入現金及銀行存款之內。 

二、短期投資應採成本法評價，其成本計算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原則，若市價低於成本時，

應於附註中揭露。 

三、應收票據 

1.應依其面值評價，其業經貼現或轉讓者，應予扣除並加以註明。 

2.應收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應於附註中適當表達。 

3.提供擔保之票據，應於附註中說明。 

4.應收票據業已確定無法收回者，應予轉銷。 

5.決算時應評估應收票據無法收現之金額，於附註中說明。 

四、其他應收款項 

1.已確定無法收回時應予轉銷。 

2.決算時應評估其他應收款項無法收現之金額，於附註中說明。 

五、材料及用品應採成本法評價，其成本計算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原則。若經評估已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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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價值之材料及用品，應將成本轉列損失。 

六、長期股權投資應採成本法評價，其成本計算方法以加權平均法為原則。若市價低於成

本時，應附註揭露；若無市價，而經評估有鉅額減損者，應附註揭露。 

七、作業基金 

1.對作業組織之盈餘或虧損，應認列作業收益或作業損失。作業基金應於附註中

註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並列示作業組織之性質。 

2.學校與作業組織，毋須編製合併報表。 

八、特種基金提存之依據，應予列明。 

九、固定資產 

1.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入帳，如購價、運費、保險、

關稅、安裝等使固定資產達於可用狀態及地點所支付的所有款項，惟上開資產

之成本不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利息。土地得

按申報地價調整之，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估計之土地增值稅準備後，

列為權益項下之未實現土地重估增值。 

2.固定資產依耐用年限提列折舊。 

3.受贈固定資產以現時公平市價入帳。 

4.固定資產經核准而有提供保證、抵押或設定典權等情形者，應予註明。閒置固

定資產，其成本應於附註中揭露，若其淨變現價值低於成本時，應一併揭露。 

5.已無使用價值之固定資產，經核准報廢者，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直線法提

列折舊者，應將固定資產成本與累計折舊項目沖銷，如有殘值，應轉列「財產

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轉列為「折舊及攤銷」項目。適用

不予提列折舊項目者，應將成本轉列為「財產交易短絀」項目。 

6.固定資產出售，若出售價值高於帳面價值者，應將收益列入「財產交易賸餘」

項目；出售價值低於帳面價值者，應將短絀列入「財產交易短絀」項目。 

十、遞延費用之攤銷，除另有規定外，以不超過五年為原則。 

十一、資本支出與費用支出之區分，本校凡購置教學儀器及事務機器設備，其單項價值超

逾新台幣一萬元者且耐用年限兩年以上，均列入固定資產。凡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下者

以當期費用列帳。惟為強化其管理，其非二年內可折耗之上項採購，應列入非消耗品

管列。 

回提案五 

第三節  負債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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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銀行借款應註明借款對象、借款用途、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償還方式、學校

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金額，如有提供擔保品者，應列

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二、應付款項 

1.應付票據應依面值評價。 

2.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3.應付款項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4.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三、預收款項應按主要類別分列，其有特別約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四、向非金融機構或個人借入款項，應分別列明，並應註明借款機構、借款期間、利率、

保證情形及預定償還方式。 

五、長期銀行借款應註明借款機構、借款用途、期間、利率、保證情形、償還方式、學校

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金額與其他約定重要之限制條款，

如有提供擔保品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六、長期應付款項 

1.長期應付票據依面值評價。 

2.應付銀行、關係機構及關係人之票據或其他款項，應作適當之表達。 

3.長期應付款如有計息，應作適當之表達。 

4.已提供擔保品之應付票據或其他應付款項，應列明擔保品名稱及帳面價值。 

回提案五 

第四節  權益基金及餘絀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一、權益基金及餘絀應分別列明。 

二、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三、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指限定用途之權益基金，其應與特種基金相對應。 

四、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包括賸餘款權益基金及其他權益基金項目，其規定如下： 

（一）賸餘款權益基金： 

1.依私立學校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保留於學校基金運用之賸餘款屬之。 

2.決算時依私立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累積賸餘款，其為正數

者，應依私立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規定由累積餘絀轉入列帳；其為負數

者，不予列帳。前揭賸餘款權益基金變動情形，應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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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投資及流用金額，以賸餘款權益基金之二分之ㄧ額度為限。 

（二）其他權益基金：指賸餘款權益基金以外之其他未指定權益基金，其計算公式為土

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 

回提案五 

第五節  收入及支出類項目會計處理原則 

一、除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之附屬作業組織，得依其他有關規定處理外，所有

以學校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均應列入各相關收入項目，且以收入總額入帳，不得以收

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二、人事費、退休撫卹費、業務費、維護及報廢及交通費等支出應依其用途，直接歸屬於

各功能別支出項目，其無法直接歸屬者，得以合理之分攤方式分攤。 

第六節  現金流量表編製方法 

一、現金流量表為表達學校在特定期間現金來源與用途之報表，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編製

基礎。 

二、現金流量表之內容應按學校營運活動、學校投資活動及學校理財活動劃分，並應分別

表達此三種活動之淨現金流量及其合計數。 

1.學校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 

學校營運活動泛指學校投資及理財活動以外之交易及其他事項。 

學校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係指列入收支餘絀表之交易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

現金流入與流出。 

2.學校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指取得與處分長、短期投資、特種基金、固定資產及遞延費用等所產生之現金

流入與流出。 

3.學校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指學校舉借與償還具融資性質之長、短期借款等所產生之現金流入與流出。 

三、學校營運活動之現金流量，應以間接法表達。所稱間接法係指從收支餘絀表中之「本

期餘絀」調整當期不影響現金之收支項目及與營運收支有關之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項

目之變動金額等，以求算當期由營業產生之淨現金流入或流出，並應補充揭露利息支

出之付現金額。 

四、學校投資及融資活動對學校之財務狀況影響重大而不直接影響現金流量者，應於現金

流量表中作補充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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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提案五 

第七節  現金收支概況表編製方法 

一、現金收支概況表，其格式劃分為經常門現金收入（即現金流量表上之營運活動現金流

入）、經常門現金支出（即現金流量表上之營運活動現金流出）、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二、現金收支概況表與現金流量表勾稽原則如下： 

（一）現金收支概況表中「經常門現金餘絀」，應與現金流量表上「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

（出）」金額相等。 

（二）現金收支概況表中「出售資產現金收入」，應與現金流量表中「出售固定資產收現

數」、「出售無形資產收現數」及「出售其他資產收現數」之合計數相等。 

（三）現金收支概況表中「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與「購置不動產

現金支出」合計數，應與現金流量表中「購置固定資產付現數」、「購置無形資產

付現數」及「購置其他資產付現數」之合計數相等。 

 

第八節  決算財務報表公告作業原則 

一、本作業原則依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學校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現金收支概況表、收支餘絀

表、收入明細表、支出明細表、現金流量表、平衡表，依據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

規定報表格式，於學校網站公告，上述報表之決算金額，若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

關修訂者，學校應於收到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修訂函後一個月內修正。 

三、本作業原則所列之各項財務報表之會計項目應與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頒之「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相符。 

四、學校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會計師查核報告、決算報告於學校圖書館公開

陳閱，上開報表之決算金額，若經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修訂者應於學校法人或學

校主管機關審核報告公告後一個月內修正。 

五、會計師查核報告、決算報告，於圖書館公開陳閱時間應連續陳閱達三年。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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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本制度之各類會計報告、會計簿籍之各種格式及會計項目，如為配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

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修訂，或依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函釋辦理，不視為本制

度之修訂。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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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簿記組織系統圖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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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各類會計報告之編報期限及份數規定 

區 

分 
編號 名    稱 編報期限 

編    送    單    位 
遞送 

方式 留存 董事會 
編送主管

機關份數 

日
報 

 收入日結明細表 次日 ˇ    

 支出日結明細表 次日 ˇ    

 
現金及銀行存款

日結表 
次日 ˇ    

月 

報 
101 

總分類帳各項目

彙總表 

7 月份月報：九

月五日以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1 
遞送單 

或備文 

  102 
現金及銀行存款

月報表 

7 月份月報：九

月五日以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主管機關

通知時編

送。 

遞送單 

或備文 

  103 銀行存款調節表 

7 月份月報：九

月五日以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主管機關

通知時編

送。 

遞送單 

或備文 

  104 
長期營運資產增

減表 

7 月份月報：九

月五日以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主管機關

通知時編

送。 

遞送單 

或備文 

  105 借款變動表 

7 月份月報：九

月五日以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1份，若有

新增借款

（含舉新

債 還 舊

債）時應

編送之。 

遞送單 

或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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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人事費明細表 

7 月份月報：九

月五日以前 

其餘各月月

報：次月十五

日以前 

ˇ ˇ 1 
遞送單 

或備文 

決算

表 
201 平衡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2 收支餘絀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3 現金流量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4 
現金收支概況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5B 

長期營運資產變

動表（採直線法提

列折舊者適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6 借款變動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7 收入明細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8 
成本與費用明細

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09 各項目明細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210 
最近 3年財務分析

表 

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預算

表 
301 預算說明書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2 收支餘絀預計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3B 

預計長期營運資

產變動表（採直線

法提列折舊者適

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4 

預計增置重要長

期營運資產明細

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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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預計借款變動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6 收入預算明細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7 
成本與費用預算

明細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8 

預計購建土地及

重大工程明細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309 
最近 5年現金概況

表 

七月三十一

日以前 
ˇ ˇ 3 備 文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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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日報表 

佛光大學 

收入日結明細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共 頁 第 頁 

收入編號 庫存現金/銀行存款 摘要 金 額 

    

    

    

    

 

佛光大學 

支出日結明細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共 頁 第 頁 

支出編號 傳票號碼 庫存現金/銀行帳號 金 額 摘要 

     

     

     

     

庫存現金合計：        銀行存款合計：           應付票據合計： 

 

 

佛光大學 

現金及銀行存款日結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 頁 第 頁 

摘要 上日結存 本日共收 本日共付 本日結存 備註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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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月報表 

佛光大學 

總分類帳各項目彙總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 頁 第 頁 

編號：101                                                     單位：新台幣元             

借          方 
項 目 

貸          方 

截至本月底止累計數 本月數 本月數 截至本月底止累計數 

    資                    產     

    現金                     

    銀行存款                     

    流動金融資產                     

    應收款項                   

    存貨     

    生物資產－流動     

    預付款項                       

    採權益法之投資     

    非流動金融資產     

    長期應收款項     

    附屬機構投資     

    特種基金     

    投資基金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購建中營運資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減：累計減損總額     

    減：累計折舊總額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減：累計減損總額     

    減：累計折舊總額     

    消耗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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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生產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生產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減：累計折舊總額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減：累計減損總額     

    減：累計攤銷總額     

    遞延資產     

    存出保證金                   

    存出保證品     

    代管資產     

    閒置資產     

    學校流用     

    什項資產     

    小計     

    負                     債     

    短期債務     

    應付款項     

    預收款項     

    代收款項     

    其他借款     

    長期銀行借款     

    長期應付款項     

    其他長期借款     

    存入保證金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應付代管資產     

    學校流用     

    負債準備     

    什項負債     

    小計     

    權益基金及餘絀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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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小計     

    收                    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小計     

    成   本   與   費   用     

    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小計     

    本 期 其 他 綜 合 餘 絀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

避險餘絀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

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份額     

    小計     

    合                    計     

附註： 

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項目，本月餘額為***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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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項目，本月餘額為***元 。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根據總分類帳各項目本月份借貸方金額及其餘額編製之。 

2.本表會計項目依分類及編號順序排列。 

3.如有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及負債者，應附註揭露。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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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2 

佛光大學 

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上月結存 本月共收 本月共付 本月結存 

現金     

銀行存款     

（1）銀行戶     

（2）銀行戶     

總計     

 

製表      主辦出納      單位主管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為表示每月收付終了後，現金及銀行存款之結存。 

2.本表由出納編製。 

3.本表本月結存之總計欄金額，應與總分類帳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同月止結存餘之和

相等。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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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3 

佛光大學 

銀行調節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帳號：ｘｘ銀行ｘｘ號     

發票日 支票號碼 摘要 金  額 摘  要 金  額 

銀行對帳單餘額   ｘｘｘ 帳載餘額 ｘｘｘ 

加：在途存款 

     

 

  ｘｘｘ   

減：未兌現支票 

    ｘｘｘ 

 

ｘｘｘ 

 

ｘｘｘ 

 

ｘｘｘ 

  

        

  調整後餘額 ｘｘｘ 調整後餘額 ｘｘｘ 

      

 

製表      主辦出納      單位主管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為銀行存款與帳面存款數額不符原因之解釋表。 

2.凡帳面存款額與銀行對帳單數額不同時編製之。 

3.未兌現支票之調節，應列明支票號碼。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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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4 

佛光大學 

長期營運資產增減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財   產  本 月 增 加 本 月 減 少 
備 

註 
分 類 

編 號 

名 

稱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製表        主辦總務         複核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為表示一定期間內財產增減情形之動態報告，每月終了時由經管財產人員根據財產增

加單及財產減損單編製之。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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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5 

佛光大學 

借款變動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借款對

象 

借款 

用途 

借款 

期間 

期初 

金額 

本期舉借

金額 

本期償 

還金額 

期末 

金額 

利 

率 

保證情形及 

償還方式 

備 

註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係表達向銀行、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本期增減變動之報告。 

2.「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欄應按各該借款提供擔保財產之項目或保證人姓名暨各期還本付

息等詳予填明。 

3.借入款應於備註加註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貸借之金額。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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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05 

佛光大學 

人事費明細表 

中華民國 年 8月 1日至 月 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 

本月份 上月底止

累計應付

數於本月

付現數 

截至本月底止累計數 

備註 

付現數 應付數 小計 付現數 應付數 小計 

董事會支出         

  人事費         

行政管理支出         

  人事費         

教學研究及訓輔

支出 
        

  人事費         

推廣教育支出         

  人事費         

產學合作支出         

  人事費         

其他教學活動支

出 
        

  人事費         

合 計         

補充說明： 

前一學年度 7月底止之人事費應付數餘額：$ 

前開應付數餘額於本學年度付現數：$ 

前開應付數餘額無須於本學年度支付之調整數：$ 

截至本月底止人事費應付數餘額：$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請就支出類會計項目內容並依本表「項目名稱」欄類別，填寫各功能別項目項下「人

事費」列支之付現數及應付數。 

2.本表僅就本學年度之各項支出人事費填寫；至前一學年度 7月底止之人事費應付數餘

額及於本學年度付現數，則請於表格下方之「補充說明」列填寫相關金額。 

3.前開應付數餘額無須於本學年度支付之調整如有數額，應說明調整原因。 

  



114 

 

佛光大學 

平衡表（月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 頁 第 頁 

資               產 金     額 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 金     額 

流動資產  負債  

  合計  流動負債  

固定資產      合計  

  合計  長期負債  

      合計  

其他資產  權益基金及餘絀  

  合計  合計  

資產總計  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總計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為表示本校當月所有資產、負債、基金及餘絀狀況之靜態報告。 

2.本表根據總分類帳各項目餘額編製之。 

3.本表會計項目依分類及編號次序分別排列。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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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收支餘絀表（月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預 算 數 實 際 數 
比       較 

備  註 
差異 執行% 

各項收入      

 ｘｘｘ      

合計      

各項支出      

 ｘｘｘ      

  合計      

      

純餘（絀）      

 

製表                      主辦會計                   校長或董事長 

 

 

說明： 

1.本表為表示當月經常門收支及餘絀之報告。 

2.本表根據總分類帳收入及支出各項目編製之。 

3.收入超過支出之數為純餘數，支出超過收入之數為純絀數，均填入最後一行之純餘（絀）。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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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決算表 

回提案五 

編號：201 

佛光大學 

平   衡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本）年 7月 31

日 

決算數（1） 

（上）年 7月 31

日 

決算數（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 

（4）=（3）/（2）*100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                         

  銀行存款                         

  流動金融資產                       

  應收款項                         

  存貨         

   生物資產－流動         

  預付款項           

投資、長期應收款及基金         

   採權益法之投資         

   非流動金融資產         

   長期應收款項         

   附屬機構投資         

   特種基金         

   投資基金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購建中營運資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累計減損總額         

 累計折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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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累計減損總額         

累計折舊總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生物資產－非流動         

  消耗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消耗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生產性經濟植物－非流動         

  生產性經濟動物－非流動         

累計折舊總額         

生物資產－非流動淨額         

無形資產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減損總額         

累計攤銷總額         

無形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                           

  遞延資產         

  存出保證金         

  存出保證品         

  代管資產         

  閒置資產         

  學校流用         

  什項資產         

合     計           

負債                                                       

 流動負債                                                       

   短期債務         

   應付款項         

   預收款項         

   代收款項         

   其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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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負債         

   長期銀行借款         

   長期應付款項         

   其他長期借款         

 其他負債                     

   存入保證金           

   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應付代管資產         

   學校流用         

   負債準備         

   什項負債         

權益基金及餘絀         

 權益基金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餘絀           

   累積餘絀           

 權益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合     計                                             

附註：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項目：本年度決算數為***元，上年度決算數為***元。 

2.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項目：本年度決算數為***元，上年度決算數為***元。 

 

 

說明： 

1.本表為表示本校本學年度及上學年度期末所有資產、負債、權益基金及餘絀狀況之靜態報

告。 

2.本表根據總分類帳各項目餘額編製之。 

3.本表會計項目應填列至第 3級項目，並依項目分類及編號次序分別排列。 

4.如有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及負債者，應附註揭露。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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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2 

佛光大學 

收 支 餘 絀 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上）學年

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學年度 

 決算數  

（1） 

（本）學年度 

 預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2）

-（1） 

％ 

（4）=（3）

/（1） 

*100 

  

各項收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各項成本與費用 

  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本期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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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本表為表示（本）學年度及（上）學年度經常門收支及餘絀之報告。 

2本表根據總分類帳收入及支出各項目編製之。 

3.收入超過支出之數為賸餘數，支出超過收入之數為短絀數，均填入最後一行之「本期餘絀」。 

4.如有本期其他綜合餘絀請以下列附表說明。 

 

 

 

 

附表： 

（上）學年

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學年

度 

 決算數     

（1） 

（本）學年

度 

 預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2）-

（1） 

％ 

（4）=（3）/

（1） 

*1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餘絀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 

  兌換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 

  份額 

 

      

  本期綜合餘絀總額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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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3 

佛光大學 

現 金 流 量 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本）學年度 

決算數 

（上）學年度 

決算數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本期餘絀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餘絀 

  調整項目 

    加：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成本與費用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流動資產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流動負債調整項目淨增（減）數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收取利息 

    收取股利 

    支付利息 

營運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減少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收現數 

  減少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收現數 

  減少投資性不動產收現數 

  減少生物資產－非流動收現數 

  減少無形資產收現數 

  減少其他資產收現數 

  減少附屬機構投資收現數 

  減少特種基金收現數 

  減少投資基金收現數 

  收回存出保證金收現數 

  減少或處分其他投資活動收現數 

      減：增加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付現數 

          增加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付現數 

          增加投資性不動產付現數 

        增加生物資產－非流動付現數 

          增加無形資產付現數 

         增加其他資產付現數 

          增撥附屬機構投資付現數 

          增撥特種基金付現數 

          增撥投資基金付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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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長期應付款項付現數 

          承租土地權利金付現數 

          支付存出保證金付現數 

          其他投資活動付現數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舉借長短期銀行借款收現數 

  舉借長短期其他借款收現數 

  增加代收款項收現數 

  增加應付退休及離職金收現數 

  減少長期應收款項收現數（籌資部分） 

  收取存入保證金收現數 

  其他籌資活動收現數 

  賸餘款基金流入數 

      減：償還長短期銀行借款付現數 

          償還長短期其他借款付現數 

          減少代收款項付現數 

          增加長期應收款項付現數（籌資部分） 

          退回存入保證金付現數 

          減少應付退休及離職金付現數 

          其他籌資活動付現數 

          賸餘款基金流出數 

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銀行存款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 

     

 

說明： 

1.表為表示本學年度及上學年度現金之來源與用途之報表。 

2.資活動係指學校法人或所設私立學校從事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出售流動金融資產及投資、

購置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或處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等。 

3.籌資活動係指學校法人或所設私立學校舉借長、短期借款、償還長、短期借款或增加權益

基金…等。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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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4 

佛光大學 

現金收支概況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本）學年

度 

決算數 

（1） 

（上）學

年度 

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

（2） 

％ 

（4）=（3）/（2）

*100 

經常門現金收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股利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支出 

    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減：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成本與費

用 

    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調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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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現金餘絀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

支出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應付租賃款減少數 

    預付設備款 

    租賃權益改良物 

    生物資產－非流動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遞延資產 

    什項資產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土地權利金 

    預付土地款 

    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 

    待過戶房地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租賃權益 

    遞延資產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本期現金餘絀 

 

說明： 

1.收入類項目現金調整數，如處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利益、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受贈收

入、附屬機構收益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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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與費用類項目現金調整數，如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折舊、無形資產攤銷、附屬機構損

失、處分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損失等項目。 

3.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 = 經常門現金餘絀 +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 - 購置動產、無形資

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4.購置不動產、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請以現金基礎計算。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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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5B（採直線法提列折舊者適用） 

佛光大學 

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 

上學

年度

底止 

結存

金額 

本學年度增加金額及預、決算數之差

異比較 

本學年度減少金額及預、決算數

之差異比較 

本

學

年

度 

重

分

類

金

額 

本學年

度底止 

結存金

額 

備

註 
決算數 預算數 差異金額 差異% 決算數 預算數 差異金額 差異% 

不動產、房屋及設

備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購建中營運資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累計減損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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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權益改良物                         

不動產、房屋及設

備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

不動產累計減損 
                        

  投資性不動產                         

累計折舊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

產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減損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攤銷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其他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淨額                         

合計                         

說明： 

1.本表為表達本學年度財產增減、重分類及其結存情形。 

2.本表土地增減及建築物處分部分，應請分別備註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3.決算數與預算數差異百分比超過 50%以上者，應在備註欄中註明原因。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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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6 

佛光大學 

 借款變動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借款 

對象 

借款 

用途 

借款 

期間 

期初 

金額 

本學年度

舉借金額 

本學年度

償還金額 

期末 

金額 

利 

率 

保證情形及 

償還方式 

備 

註 

          

          

          

          

 

說明： 

1.本表係表示向銀行、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之本學年度增減變動報告。 

2.「保證情形及償還方式」欄應按各該借款提供擔保財產之項目或保證人姓名及各期還本付

息等詳予填明。 

3.借款應於備註敘明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借入之金額。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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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7 

佛光大學 

收入明細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決算數 預算數 
比       較 

備  註 
差異 執行% 

ｘｘ收入      

 ｘｘｘ      

ｘｘ收入      

 ｘｘｘ      

合     計      

 

說明： 

1.表為表示本學年度收入各項目之明細報告。 

2.收入項目依預算所列 4級項目之次序排列，先列總分類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3.算數與預算數第 3級會計項目差異超過 20％，請於備註欄說明原因。 

4.學雜費收入項目，請於備註欄說明本學年度實際註冊學生數。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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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8 

佛光大學 

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決算數 預算數 
比       較 

備  註 
差異 % 

      

      

      

      

合     計      

 

說明： 

1.表為表示本學年度成本與費用各項目之明細報告。  

2.本與費用項目依預算所列 4級項目之次序排列，先列總分類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3.算數與預算數第 3級會計項目差異超過 20％，請於備註欄說明原因。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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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9 

佛光大學 

（項目）明細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合                        計   

 

說明： 

1.本表為資產、負債各項目之明細報告。 

2.本表各該項目之總數與總分類帳該項目之餘額應相同。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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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10 

佛光大學 

最近 3年財務分析表 

                              學年度至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計算公式 
計算數據及比率 

（N）學年度 （N-1）學年度 （N-2）學年度 

學雜費收入

占總收入比

率（%） 

學雜費收入/總收入             

*100% 
   

學雜費收入

變動率（%） 

（本學年度學雜費收入－

上學年度學雜費收入）/

上學年度學雜費收入

*100%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100% 
   

速動比率（%） 
（流動資產－存貨－預付

款項）/流動負債*100% 
   

現金流量比

率（%） 

營運活動現金流量/流動

負債*100% 
   

累積餘絀比

率（%） 

（累積餘絀＋未指定用途

權益基金）/總資產*100% 
   

資產效益率

（%） 

本期餘絀/（期初總資產+

期末總資產）÷2*100% 
   

負債比率（%） 

（負債總額－應付代管資

產）/（資產總額－代管資

產淨額） 

*100% 

   

負債變動率

（%） 

（總負債期末餘額－總負

債期初餘額）/總負債期初

餘額*100% 

   

舉債指數 

 （貨幣性負債－貨幣性

資產）/扣減不動產支出前

現金餘絀 

   

短期可用資

金 

（現金＋銀行存款）＋（流

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

－（流動負債－預收款項

＋存入保證金＋應付退休

及離職金）±學校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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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財務比

率（%） 
    

 

說明： 

1.表資料期間為 3學年度，N學年度係指編製決算書之年度。 

2.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兩位數。 

3.舉債指數應等於會計師查核後財務報表揭露數（不含附屬機構），其中貨幣性負債減貨幣性

資產若為負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金短絀時，舉債指

數則為負值。 

4.短期可用資金：指學校短期內可自由運用之資金，係現金（含銀行存款）加上短期可變現

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之合計數。 

5.學校得視需求自行增列其他財務比率。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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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書封面 

 

 

 

 

 

（佛光大學） 

 

○學年度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決    算    書 

 

 

 

 
說明： 

決算書紙張之規格為：長 297 公厘，寬 210公厘，表格內容以直式橫書並於左側裝訂。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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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書封底 

 

 

 

 

 

 

 

 

          製    表：○○○ 
 

 

          主辦會計：○○○ 
 

 

          校    長：○○○             

 

 

          董 事 長：○○○             
 

 

 

 
註：以學校法人或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校長免簽章。 

回提案五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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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預算表 

編號：301 

佛光大學 

 預算說明書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壹、學校組織及職掌：                                                  

貳、重要校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涉及收支餘絀預計表之各項收入、各項成本與費用之主要項目均應表達，

並依預計之目標分項表達，如銷售目標、教學目標等。） 

二、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完成期限超過 1學年度者，應列明計畫內容、投資總額、

執行期間等。） 

三、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  

四、其他重要計畫：（除以上計畫外，涉及其他重要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計畫，

均於本項表達。） 

参、本學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入預算說明 

（一）本學年度學雜費收入 x，xxx億 x，xxx萬 x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x，xxx 億 x，xxx

萬 x千元，增加（減少）x，xxx億 x，xxx萬 x千元，約 xx.xx％，主要係 xxxx 所致。 

二、成本與費用預算說明 

（一）本學年度董事會支出 x，xxx億 x，xxx萬 x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x，xxx 億 x，xxx

萬 x千元，增加（減少）x，xxx億 x，xxx萬 x千元，約 xx.xx％，主要係 xxxx 所致。 

三、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增置計畫預算說明 

（一）本學年度土地改良物增置 x，xxx億 x，xxx萬 x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x，xxx億 x，

xxx 萬 x千元，增加（減少）x，xxx億 x，xxx萬 x千元，約 xx.xx％，主要係 xxxx所致。 

肆、其他必要說明事項：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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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2 

回提案五 

佛光大學 

收支餘絀預計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前）學

年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學年

度預算數

（1） 

估計（上）

學年度決

算數（2） 

比較增減 

金額 

（3）=（1）-

（2） 

％ 

（4）=（3）/

（2）*100 

  

各項收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各項成本與費用 

  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本期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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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表為表達預計（本）學年度及估計（上）學年度收支及餘絀。            

2.如有本期其他綜合餘絀請以下列附表說明。 

 

 

附表： 

（前）學年

度 

決算數 

項     目 

（本）學年度 

預算數 

（1） 

估計（上）

學年度決算

數 

（2） 

比較增減 

金額 

（3）=（1）-

（2） 

％ 

（4）=（3）

/（2） 

*1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餘絀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餘絀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 

  兌換差額 
        

    未實現重估增值 

 

      

  

  採權益法認列之其他綜合餘絀 

  份額 

 

      

  本期綜合餘絀總額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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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3B（採直線法提列折舊者適用） 

 

佛光大學 

預計長期營運資產變動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名稱 

估計本學

年初 

結存金額 

預計本學

年度 

增加金額 

預計本學

年度 

減少金額 

預計本學

年度 

重分類金

額 

預計本學

年度底結

存金額 

說明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購建中營運資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累計減損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累計折舊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機械儀器及設備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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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累計減損           

  投資性不動產           

累計折舊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減損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其他無形資產           

累計攤銷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其他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淨額           

合計           

 

說明： 

1.本表為表示本學年度內，預計財產增減、重分類及其結存情形之報告。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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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4 

 

佛光大學 

預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資產預計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及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名

稱 
提出單位 數量 單   價 總   價 備   註 

      

      

      

 

說明： 

1.本表為本學年度預計增置重要長期營運資產（包括不動產、房屋及設備與投資性不動產及

無形資產）明細表。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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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5 

 

佛光大學 

預計借款變動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借款用途 
預計借款期

間 

估計期初金

額 

預計本學年

舉借金額 

預計本學年

度償還金額 

預計期末金

額 
備註 

       

       

 

說明： 

1.本表係表達預計本學年度向銀行、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之增減變動情形。 

2.預計借入款如已奉准應於備註欄加註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核准文號，及經核准尚未貸

借之金額。 

3.預計償還金額應於備註欄加註學校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之核准借款文號。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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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6 

佛光大學 

收入預算明細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前學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本學年度 

預算數 

估計上學年

度決算數 

本學年度預算與估計上

學年度決算比較 說 明 

編 號 名  稱 差 異 % 

        

        

        

 

說明： 

1.收入項目依會計制度所定收入之第 4級項目填列，先列總分類帳項目，次列明細項目。 

2.各項收入應說明估計之基礎及計算式。 

3.本學年度預算與估計上學年度決算之比較，差異重大部份應扼要說明原因。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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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7 

佛光大學 

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前學年度 

決算數 

科         目 本學年度 

預算數 

估計上學年

度決算數 

本學年度預算與估計上

學年度決算比較 說 明 

編 號 名  稱 差 異 % 

        

        

        

 

說明： 

1.成本與費用項目依會計制度所定支出之第 4級項目填列，先列總分類帳項目，次列明細項

目。 

2.各項成本與費用應說明估計之基礎及計算式。 

3.本學年度預算與估計上學年度決算之比較，重大差異部分應扼要說明原因。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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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8 

佛光大學 

預計購置土地及重大工程明細表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土地及工程名稱 

土地或工程 

總預算及資金來源 

全部計畫各學年度

預算 
本學年度預算 

說明 

總經費 
資金來源及金額 學年

度 
金額 

資金來

源 
金額 

自有資金 借款 

土地                 

                  

XX 教學大樓新建

工程 
                

                  

學生宿舍新建工

程 
                

                  

XX 行政大樓整修

工程 
                

                  

XX 研究大樓整修

工程 
                

                  

合 計                 

 

說明： 

1.預計重大工程之總預算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及增置土地，應填列本表。 

2.增置土地及各項工程應分別依各辦理學年度填列所需預算金額及其資金來源。 

3.增置土地及工程如屬同一計畫者，應分別列示其預算金額及資金來源。 

4.土地及各項工程之用途與規劃細目應在說明欄中敘明。 

5.本表填列金額原則為預算數，已過期間之預算數如有修正（如已過期間預算數配合實際發

生數調整者），請於本表下方備註說明。 

6.本表填列之全部計畫各學年度預算欄位，應依各項土地及工程計畫之各學年度已編列與未

來學年度預估編列金額分別表達，且預算合計數應等於各該土地及工程計畫之總預算數。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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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09 

回提案五 

佛光大學 

最近 5年現金概況表 

                                學年度至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N）

學年

度預

算數 

（N-1

）年度

預估

決算

數 

（N-2

）學年

度決

算數  

（N-3

）學年

度決

算數 

（N-4）

學年度

決算數 

備

註 

經常門現金收入（A）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益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減：不產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應收預收項目調整增（減）數             

    利息股利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支出（B）             

    董事會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金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減：不產生現金流出之成本與費

用             

    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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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調整數             

經常門現金餘（絀）數（C）=（A）-

（B）             

出售資產現金收入（D）             

購置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

支出（E）             

    機械儀器及設備             

    圖書及博物             

    其他設備             

    租賃資產             

    應付租賃款減少數             

    預付設備款             

    租賃權益改良物             

    生物資產－非流動             

    專利權             

    電腦軟體             

    租賃權益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             

    遞延資產             

    什項資產             

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F）=（C）

+（D）-（E）             

購置不動產現金支出（G）             

    土地             

    土地改良物             

    房屋及建築             

    土地權利金             

    預付土地款             

    預付工程款及未完工程             

    待過戶房地產             

    租賃資產             

    租賃權益改良物             

    租賃權益             

    遞延資產             

    投資性不動產             

    購建中之投資性不動產             

舉債現金收入（H）             

    短期借款現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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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借款現金收入             

償債現金支出（I）             

    償還短期借款支出             

    償還長期借款支出             

影響本期現金收支調整數（J）             

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數

（K）=F-G+H-I+J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L）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餘額（M）=K+L 

 

 

說明： 

1.本表資料期間為 5學年度，N學年度係指編製預算書之年度；其中前 4學年度數據為決算

數及預估決算數，本學年度為預算數。 

2.「本期現金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數」決算數須與當年度「現金流量表」之「本期現金

及銀行存款淨流入（出）數」相符。 

3.影響本期現金收支調整數（J），係指除不產生現金流入（出）之收入（成本與費用）、應收

預收應付預付項目調整增減數及利息股利調整數，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之

出售或購置，及長短期借款收支項目以外之其他投資及籌資活動項目合計。 

4.本學年度預算數與上學年度預估決算數比較，具重大差異部分請於備註欄說明，若已於預

算書表內敘明者，則請註明其頁次。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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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書封面 

 

 

 

（佛光大學） 

 

○學年度 

（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預    算    書 
 

 

 

 

 

 

 

 

 

 

 

 

 

 

說明：預算書紙張之規格為：長 297公厘，寬 210公厘，表格內容以直式橫書並於左側裝訂。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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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書封底 

 

 

 

 

 

 

 

          製    表：○○○ 
 

 

          主辦會計：○○○ 
 

 

          校    長：○○○             

 

 

          董 事 長：○○○             
 

 

 

 
註：以學校法人或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校長免簽章。 

 

回提案五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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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序時帳簿 

編號：A01 

佛光大學 

現金出納登記簿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銀行   帳號 

收支日期 收據編號 傳票編號 摘要 收付對象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說明： 

1.本簿根據現金收支及現金轉帳傳票登記，將記帳之月日，記帳憑證之字號與會計項目及摘

要，現金收付事項，分別記入各該欄內。 

2.本簿每日結帳一次，其餘額應與出納單位所編送現金及銀行存款結存相符。 

3.凡會計紀錄以電腦處理者，現金出納登記簿得以相關明細帳代替之。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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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02 

佛光大學 

分   錄   簿 

                               學年度                          全 頁 第  頁 

傳票日期 傳票編號 項目名稱 摘要 借方金額 貸方金額 

            

            

            

            

            

            

            

            

            

 

說明： 

1.本簿根據傳票記入。 

2.本簿按時結總，應將借貸方金額各結一總數，記入各欄最末一行內，並於同行「摘要」欄

內書「總計」二字，此項總計數字，借貸兩方應相符。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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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分類帳簿 

編號：A11 

 

佛光大學             

總分類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項目：╳╳                                                      全 頁 第  頁 

日期 傳票編號 摘要 借方餘額 貸方餘額 餘額 

            

            

            

            

            

            

            

            

            

 

說明： 

1.本總分類帳按會計項目設戶，凡分錄簿所記之帳目，均應過入本總分類帳之各相當帳戶內。 

2.本總分類帳各帳戶之排列，應與會計項目之編號次序相同。 

3.本總分類帳於年終結帳時，平衡表各項目之餘額，應轉入下年度總分類帳各相當帳戶內，

並將收入及成本與費用各項目之帳戶結平。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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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2 

佛光大學 

銀行存款明細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銀行   帳號 

日期 傳票編號 摘要 借方餘額 貸方餘額 餘額 

            

            

            

            

            

            

            

            

            

 

說明： 

1.每屆月終，應與銀行存款往來對帳單核對，如帳面數字與對帳單數字不符時，應編製銀行

調節表以資解釋。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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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5 

佛光大學 

XX明細分類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項目 XX                                                       全 頁 第  頁 

日期 傳票編號 摘要 借方餘額 貸方餘額 餘額 

            

            

            

            

            

            

            

            

            

 

說明： 

1.本明細分類帳均受各該總分類帳之統馭。 

2.本帳依據傳票之原始憑證登記之。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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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6 

佛光大學 

收入明細分類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項目                                                           全 頁  第 頁               

日期 傳票編號 摘要 借方餘額 貸方餘額 餘額 

            

            

            

            

            

            

            

            

            

 

說明： 

1.本帳係就收入各明細項目分別設戶登記。 

2.平時得不為應收未收之記錄，年終決算時應查明權責發生事項入帳。 

3.月終結總時，應就「本月合計」及「截至本月底止累計數」分別結總。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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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7 

佛光大學 

成本與費用明細分類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項目                                                          全 頁 第  頁 

日期 傳票編號 摘要 借方餘額 貸方餘額 餘額 

            

            

            

            

            

            

            

            

            

 

說明： 

1.本帳係就支出各明細項目分別設戶登記。 

2.平時得不為應付未付之記錄，年終決算時應查明權責發生事項入帳。 

3.月終結總時，應就「本月合計」及「截至本月底止累計數」分別結總。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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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立沖帳明細分類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全 頁 第  頁 

會計項

目 

傳票

編號 

傳票

日期 

沖帳傳票

編號 

沖帳傳票

日期 摘要 借方金額 貸方金額 

已借方金

額 

已貸方

金額 餘額 

                      

                      

                      

           

           

           

 

說明： 

1.本帳係就立沖帳分別設戶登記。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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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記帳憑證 

編號：B01   

佛光大學 

收入傳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傳票編號：            

借方金額 會計項目 摘要 貸方金額 單位名

稱 

專帳名

稱 

專帳代

號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覆核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 

1.本傳票適用與庫存現金有關之收入。 

2.依本校收入傳票作業流程處理。 

3.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 

4.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字樣，

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列同一號碼。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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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2   

佛光大學 

支出傳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傳票編號： 

借方金額 會計項目 摘要 貸方金額 單位名

稱 

專帳名

稱 

專帳代

號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覆核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 

1.本傳票適用與庫存現金有關之支出。 

2.依本校支出傳票作業流程處理。 

3.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 

4.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字樣，

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列同一號碼。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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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3   

 

佛光大學 

現金轉帳傳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傳票編號：              

借方金額 會計項目 摘要 貸方金額 單位代號

（單位名

稱） 

計畫代號

（計畫名

稱）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覆核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 

1.本傳票適用與部份現金收支之混合會計事項。 

2.依本校轉帳傳票作業流程處理。 

3.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 

4.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字樣，

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列同一號碼。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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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B04   

 

佛光大學 

轉帳傳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傳票編號：              

借方金額 會計項目 摘要 貸方金額 單位代號

（單位名

稱） 

計畫代號

（計畫名

稱） 

      

      

      

      

 合                           計    

 

製票    出納     登帳      覆核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說明： 

1.本傳票適用與與庫存現金無關之收支或轉帳事項。 

2.依本校轉帳傳票作業流程處理。 

3.原始憑證以附於傳票之後，隨同保管為原則，但亦得另行保管。 

4.如一頁傳票不敷使用，得加第二頁或第三頁，均於前一頁之最末一行加填「過次頁」字樣，

並於次頁之首行加填「承前頁」字樣，但仍應列同一號碼。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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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支出證明單 

佛光大學 

支 出 證 明 單 

                                                                年  月  日           

名   稱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用   途 

     

不能取得單據原因 合計新台幣（大寫）     元整 

 
經手人 証明人 主管 

   

 

說明： 

1.本單為支付款項，因某種原因，不能取得合法憑證，而由經手人填具本證明單，經有關人

員證明屬實，據以請款。 

回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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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佛光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準則 

 

107.04.24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本校為防範教師著作抄襲並公正處理相關案件，訂定本處理準則。 

第 2 條    本校有關教師著作抄襲檢舉案件，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受理與處理。 

第 3 條    教師資格審查案件受理期間，經檢舉查證屬實或發現送審教師有涉及不法情事，

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依據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9條規定辦理。 

經審查合格發給證書後，發現送審人有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9條情形之一者，報

請教育部註銷自該等級起之證書，並依該條文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

請；如有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並依各該有關法律辦理。 

第 4 條    校教評會對於具名並具體指陳抄襲對象及抄襲內容之檢舉，不論是否為教師升等

主要著作，經向檢舉人查證確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抄襲處理程序。 

涉嫌著作抄襲案，未經證實成立前，對於案件相關內容，應予保密。 

第 5 條    被檢舉抄襲之著作，如為升等著作，經向檢舉人查證確為其所檢舉後，依下列方

式處理： 

一、未報教育部審查者，暫停其升等審查程序，由本校就抄襲檢舉調查處理，俟處理

結果確定後，再視調查結果決定是否繼續辦理其升等審查。 

二、報教育部審查中者，將相關檢舉資料移送教育部併案處理。 

三、已獲教育部審查通過者，本校先行調查處理，再將處理程序、處理結果及處置建

議，函報教育部審議。 

第 6 條    校教評會應於受理書面檢舉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針對被檢舉

內容提出書面答辯。 

被檢舉人應於收到校教評會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提出書面答辯。校教評

會亦得視需要約談被檢舉人。 

第 7 條    涉嫌著作抄襲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處理程序宜先由被檢舉人針對

檢舉內容限期提出書面答辯，而後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請該專業領域公正學者至少

二人審查。 

檢舉案若屬升等案，除送原審查人再審理外，應加送相關學者一至二人（至少

一人應是校外）審查以為相互核對。審查人審理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處理之依

據。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第 8 條    校教評會送請相關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涉嫌抄襲事件前，應主動瞭解所擬送之

審查人與被檢舉人之關係，對於有師生、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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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迴避，但被檢舉人得提出不欲接受之審查人選一至二人。 

第 9 條    涉嫌抄襲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完竣，校教評會於處理階段必要時得允

被檢舉人於程序中再提出口頭答辯。 

第 10 條    涉嫌抄襲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後，校教評會於審查議時如仍有判斷

因難之情事，應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專業公正學者審查，俾作進一步判斷之依據。 

第 11 條    校教評會審議抄襲案經確認並依據規定作出懲處之決定後，應在十日之內以書

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內容包括處理之結果、懲處情形與理由，並記明申訴之期

限和受理單位。 

第 12條    本校對於抄襲案經證實並作出懲處後，應公告並副知教育部。 

抄襲案一經成立，不因抄襲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第 13條    檢舉抄襲案如經審查後判定不成立，除非檢舉人有新證據，再次提送校教評會再

進行調查與審理外，即逕行結案並逕復檢舉人。檢舉人若有不服，得經司法程序尋求

解決，該案除經司法判決，否則本校不再另行處理。 

第 14條    被檢舉人認檢舉人有濫行檢舉之嫌，經依法提出告訴，獲得有罪判決確定後，校

教評會得依其情節輕重，就解聘、停聘、不續聘、五年內不得申請升等或不予年資加

薪（或年功加俸）等予以懲處，並公布其姓名及事實；檢舉人非本校教職員工者，得

檢具判決書等相關資料將其濫行檢舉之事實函知其服務單位。 

第 15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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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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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條    本校為防範教師著作抄

襲並公正處理相關案件，訂定

本處理準則。 

第 1 條    本校為防範教師著作抄

襲並公正處理相關案件，特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

原則」訂定本處理要點。 

配合教育部新

修訂之辦法，

新增法源依

據。 

第 3 條    教師資格審查案件受理

期間，經檢舉查證屬實或發現

送審教師有涉及不法情事，應

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依據本

校教師升等辦法第 9 條規定

辦理。 

經審查合格發給證書

後，發現送審人有本校教師升

等辦法第 9條情形之一者，報

請教育部註銷自該等級起之

證書，並依該條文所定期間，

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

請；如有違反其他法律規定

者，並依各該有關法律辦理。 

第 3 條    教師資格審查案件受理

期間，經檢舉查證屬實或發現

送審教師有涉及下列情事之

一，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

依各款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

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

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

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

明：一年至三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

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

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

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

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

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七

年至十年。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者：一年至五年。 

經審查合格發給證書

後，發現送審人有第一項各款

情形之一者，報請教育部註銷

自該等級起之證書，並依第一

項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之申請；如有違反其他

法律規定者，並依各該有關法

律辦理。 

本校條文係處

理教師升等案

相關事宜，故

原條文所述之

罰則已明列在

本校教師升等

辦法第 9條

中，本條文不

再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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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校教評會對於具名並具

體指陳抄襲對象及抄襲內容

之檢舉，不論是否為教師升等

主要著作，經向檢舉人查證確

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抄襲

處理程序。 

涉嫌著作抄襲案，未經證

實成立前，對於案件相關內

容，應予保密。 

第 4 條    校教評會對於具名並具

體指陳抄襲對象及抄襲內容

之檢舉，不論是否為教師升等

主要著作，經向檢舉人查證確

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抄襲

處理程序。 

未具名之檢舉一概不予

處理。 

涉嫌著作抄襲案，未經證

實成立前，對於案件相關內

容，應予保密。 

依據專科以上

學校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原則

規定，學術倫

理案件如檢舉

人未具名惟具

體指陳對象、

違反內容且充

分舉證者仍應

辦理，故同步

修正。 

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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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 

 

107.04.24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本校為使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之處理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處理辦法。 

第 2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之每週授課時數均應達到基本授課時數。各教學單位如有授課

不足之教師，該單位應詳加瞭解原因，謀求改進。同一科目同一人若曾連續兩次開課

不成，應停開或由他人開課。 

第 3 條  本校各系（所）教師升等與教師評鑑之評鑑項目，應在教學績效部分列入「授課

時數」一項。 

第 4 條  各教學單位於每學期排課時，每位專任教師均應排足授課時數。若有授課鐘點數

不足，處理方式如下： 

一、以所授本校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學分班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規畫之專班鐘點時數

補足之，補缺之鐘點數不另支鐘點費。 

二、若無法補足本學期授課時數者，於下學期除基本授課鐘點數需排滿外，另再補上

學期不足時數，補缺之鐘點數不另支鐘點費。 

三、以指導本校博、碩士論文抵算，每指導一博、碩士論文抵一小時授課時數，但以

抵二小時，且以兩年為限。 

四、教師配合系所行政、專案計畫執行且有具體績效者，經所屬學系（所、中心）簽

請校長同意後得抵認，且以一次為限。 

五、除上述四項外，本校專任教師如有授課鐘點不足，得自行選擇繳回不足時數鐘點

費。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全學年總計仍授課不足時，各教學單位應予列入紀錄。有連續二學

期授課嚴重不足（少於基本授課時數之一半）紀錄者，系（所）教評會應提出處理方

案報請校教評會討論，呈請校長處理。連續二學年以上均授課不足且任一學期有教學

意見調查結果未達標準或教學績效不佳之情況時，得由教務處會同人事室提報校教評

會討論，必要時依據本校「教師教學不力處理辦法」辦理。 

第 6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離職、退休生效日前一學期累計仍不足基本時數時，應繳回不足

時數鐘點費。 

第 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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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 1 條  本校為使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不足之處理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處理辦法。 

第 1 條  本校為使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不足之處理有所依

循，特訂定本處理辦法。 

未修正。 

第 2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之

每週授課時數均應達到基

本授課時數。各教學單位如

有授課不足之教師，該單位

應詳加瞭解原因，謀求改

進。同一科目同一人若曾連

續兩次開課不成，應停開或

由他人開課。 

第 2 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之

每週授課時數均應達到基

本授課時數。各教學單位如

有授課不足之教師，該單位

應詳加瞭解原因，謀求改

進。 

原第 4條第一項第

四款移至本條文。 

第 3 條  本校各系（所）教師升

等與教師評鑑之評鑑項

目，應在教學績效部分列入

「授課時數」一項。 

第 3 條  本校各系（所）教師升

等與教師評鑑之評鑑項

目，應在教學績效部分列入

「授課時數」一項。 

未修正。 

第 4 條  各教學單位於每學期

排課時，每位專任教師均應

排足授課時數。若有授課鐘

點數不足，處理方式如下： 

一、以所授本校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學分班或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規畫

之專班鐘點時數補足

之，補缺之鐘點數不另

支鐘點費。 

二、若無法補足本學期授課

時數者，於下學期除基

本授課鐘點數需排滿

外，另再補上學期不足

時數，補缺之鐘點數不

另支鐘點費。 

三、以指導本校博、碩士論

文抵算，每指導一博、

碩士論文抵一小時授

第 4 條  各教學單位於每學期

排課時，每位專任教師均應

排足授課時數。若有授課鐘

點數不足，依照以下優先次

序處理： 

一、以所授推廣教育學分班

鐘點時數補足之，補缺

之鐘點數不另支鐘點

費。 

二、若無法補足本學期授課

時數者，於下學期除基

本授課鐘點數需排滿

外，另再補上學期不足

時數，補缺之鐘點數不

另支鐘點費。 

三、以指導本校博、碩士論

文抵算，每指導一博、

碩士論文抵一小時授

課時數，但以抵二小

1.原授課鐘點及

鐘點費核計辦

法第 5條移至本

條文。 

2.授課不足補救

措施新增配合

系務者經系所

簽請同意後認

列，或者由原授

課教師繳回不

足鐘點數費用。 

3.原條文移至第 2

條、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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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數，但以抵二小

時，且以兩年為限。 

四、教師配合系所行政、專

案計畫執行且有具體

績效者，經所屬學系

（所、中心）簽請校長

同意後得抵認，且以一

次為限。 

五、除上述四項外，本校專

任教師如有授課鐘點

不足，得自行選擇繳回

不足時數鐘點費。 

時，且以兩年為限。 

四、同一科目同一人若曾連

續兩次開課不成，應停

開或由他人開課。 

五、有連續二學期授課嚴重

不足（少於基本授課時

數之一半）紀錄者，系

（所）教評會應提出處

理方案報請校教評會

討論，呈請校長處理。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全學年

總計仍授課不足時，各教學

單位應予列入紀錄。有連續

二學期授課嚴重不足（少於

基本授課時數之一半）紀錄

者，系（所）教評會應提出

處理方案報請校教評會討

論，呈請校長處理。連續二

學年以上均授課不足且任

一學期有教學意見調查結

果未達標準或教學績效不

佳之情況時，得由教務處會

同人事室提報校教評會討

論，必要時依據本校「教師

教學不力處理辦法」辦理。 

第 6 條  全學年總計仍授課不

足之教師，各教學單位應予

列入紀錄。連續二學年以上

均授課不足者，得由教務處

會同人事室提報校教評會

研商改聘為兼任。 

1.原第 4條條文併

入本條文，並說

明處理程序。 

2.條文排序修正。 

第 6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離

職、退休生效日前一學期累

計仍不足基本時數時，應繳

回不足時數鐘點費。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

課時數，未達基本時數時，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及鐘

點費核計辦法」規定辦理。 

1.配合「教師授課

鐘點及鐘點費

核計辦法」修

正。 

2.條文排序修正。 

第 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未修正。 

回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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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佛光大學行政人員遴用及升遷辦法 

 

107.04.24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校為建立行政人員遴用及升遷標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行政人員不適用專案助理及兼任行政職教師。 

第 3 條    本辦法各條所列職稱，以組織規程所定為準。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晉用，須依學年度之員額編制表，甄試合格後由校長任用之。 

第二章  遴用 

第 5 條    本校辦理公開求才時，須由求才單位填具需求表，敘明遴補理由、學經歷需求

或特殊證明要求等條件併職缺職務說明書，簽請校長核准後，由人事室統一對外公

告及辦理選才甄選作業。 

本校行政人員求才、選才及評分作業悉依「佛光大學教職人才應徵系統」為準。 

前項選才甄選方式，另包括筆試、實地作業與面談等項目，得審酌職缺單位需

要，選定其中一種或多種方式辦理。 

面談甄選小組成員由主任秘書（或主任秘書指派之主管）、人事室主任及用人

單位主管組成，職缺如有高度專業考量（如資訊、營繕等），得另邀本校專業人員

協助甄選。 

第 6 條    經選才作業進用之新進人員職稱須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以依聘用資格所需學

歷起敘為原則。新進人員敘薪作業需經薪資審查小組初審，經簽核後核給之。 

行政人員兼任主管職之職位出缺欲對外求才時，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7 條    前條第二項所述主管資格，須符合教育部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 

第 8 條    本校新進人員應於人事通報發布後，始得到職。但有特殊需要，必須先行到職

者，應由求才單位事先敘明理由專案報經核准。 

第 9 條    本校新進人員試用期為 3個月，求才單位有特殊情況得再延長 3 個月，試用期

滿由單位主管考核合格後，簽請校長聘任之。 

新進人員到職第一年以約聘職員任用，年資滿一學年且當學年度績效評核為甲

等者，由人事室統一簽請校長核准後，改聘為專任職員。 

第三章  升遷 

第 10 條    本校現職人員服務成績優良，未具第 11 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依本辦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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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列為升遷名單。 

第 11條    下列人員不得參加升遷： 

一、近三學年曾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 

二、近三學年績效評核曾列丙等（含）以下，或連續兩年列為乙等者。 

三、薪級（含專業加給）未達擬升職位之最低薪級者。 

第 12條  本校各職位升遷係依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職員薪級標準表所示，區分如下： 

一、基礎職位之升遷：係指書記、管理員、辦事員、組員、技佐、技士等人員。 

二、中堅職位之升遷：係指專員、輔導員、編審、秘書等人員。於職位設置或出缺

時，由本校服務滿三年，並符合職缺之專業需求及服務成績優良之現任組員或

職等相當人員中遴薦升遷。 

第 13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需視學年度之各職稱員額、校務發展及業務所需，簽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之。 

辦理職位升遷作業，依中程計畫及組織發展，得每三年辦理一次。升遷生效日

期以校長核定日為準。但各職稱之員額已達上限時，則不予辦理。 

第 14 條    本校辦理職位升遷時，特設「行政人員升遷甄選小組」（以下簡稱甄選小組）

辦理有關事項，置委員 9 至 11 人，由校長就本校學術與行政主管中遴聘之。甄選

小組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 

第 15條    本校辦理升遷時，擬升遷人員須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任本校同一職務滿三年以上。配合校務輪調或單位整併者不在此限。 

二、對本職工作有具體成效或貢獻。 

三、積極參與單位以外或本校事務有具體成效或貢獻。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擬升遷人員須詳實填寫申請表。內容包括：基本資料、

服務期間於業務執掌之具體或特殊貢獻、積極參與單位以外或本校事務之具體貢

獻。 

人事室彙整擬升遷人員各項表件後，轉請所屬單位主管填具考核與建議表。單

位主管就擬升遷人員作出考評與建議後應密送人事室統籌辦理。 

擬升遷人員需參加人事室舉辦之技能、公文及企劃文案等能力考試，考試結果

供甄選小組參考。 

第 16條    甄選小組依擬升遷人員之各項資料進行審議並排定優先順序，經人事室簽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 

校長對於甄選小組之審核結果如有異議，得退回再議。 

第17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人員及甄選小組委員，於升遷案未核定前，應遵守保密規定，

如遇本身、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人員升遷案，應行迴避。 

第 18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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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行政人員遴用及升遷辦法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未修訂。 

第 1 條    本校為建立行政人員遴

用及升遷標準，特訂定本辦

法。 

第 1 條    本校為建立行政人員遴

用及升遷標準，特訂定本辦

法。 

未修訂。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行政人員不

適用專案助理及兼任行政職

教師。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行政人員不

適用專案助理及兼任行政職

教師。 

未修訂。 

第 3 條    本辦法各條所列職稱，以

組織規程所定為準。 

第 3 條    本辦法各條所列職稱，以

組織規程所定為準。 

未修訂。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晉用，須依

學年度之員額編制表，甄試合

格後由校長任用之。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晉用，須依

學年度之員額編制表，甄試合

格後由校長任用之。 

未修訂。 

第二章  遴用 第二章  遴用 未修訂。 

第 5 條    本校辦理公開求才時，須

由求才單位填具需求表，敘明

遴補理由、學經歷需求或特殊

證明要求等條件併職缺職務

說明書，簽請校長核准後，由

人事室統一對外公告及辦理

選才甄選作業。 

本校行政人員求才、選才

及評分作業悉依「佛光大學教

職人才應徵系統」為準。 

前項選才甄選方式，另包

括筆試、實地作業與面談等項

目，得審酌職缺單位需要，選

定其中一種或多種方式辦理。 

面談甄選小組成員由主

任秘書（或主任秘書指派之主

管）、人事室主任及用人單位

主管組成，職缺如有高度專業

考量（如資訊、營繕等），得

另邀本校專業人員協助甄選。 

第 5 條    本校辦理公開求才時，須

由求才單位填具需求表，敘明

遴補理由、學經歷需求或特殊

證明要求等條件併職缺職務

說明書，簽請校長核准後，由

人事室統一對外公告及辦理

選才甄選作業。 

本校行政人員求才、選才

及評分作業悉依「佛光大學教

職人才應徵系統」為準。 

前項選才甄選方式，另包

括筆試、實地作業與面談等項

目，得審酌職缺單位需要，選

定其中一種或多種方式辦理。 

明訂面談甄

選 小 組 成

員，業增加專

業技能甄選

之協助規定。 

第 6 條    經選才作業進用之新進 第 6 條    經選才作業進用之新進 105 年 8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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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職稱須在本職最高薪範

圍內，以依聘用資格所需學歷

起敘為原則。新進人員敘薪作

業需經薪資審查小組初審，經

簽核後核給之。 

行政人員兼任主管職之

職位出缺欲對外求才時，得依

前項規定辦理。 

人員職稱須在本職最高薪範

圍內，以依聘用資格所需學歷

起敘為原則。 

行政人員兼任主管職之

職位出缺欲對外求才時，得依

前項規定辦理，或依實務需求

辦理徵選作業。 

日新訂新進

人員敘薪需

經薪資審核

小組。 

第 7 條    前條第二項所述主管資

格，須符合教育部及本校組織

規程之規定。 

第 7 條    前條第二項所述主管資

格，須符合教育部及本校組織

規程之規定。 

未修定。 

第 8 條    本校新進人員應於人事

通報發布後，始得到職。但有

特殊需要，必須先行到職者，

應由求才單位事先敘明理由

專案報經核准。 

第 8 條    本校新進人員應於人事

命令發布後，始得到職。但有

特殊需要，必須先行到職者，

應由求才單位事先敘明理由

專案報經核准。 

文字修正。 

第 9 條    本校新進人員試用期為 3

個月，求才單位有特殊情況得

再延長 3個月，試用期滿由單

位主管考核合格後，簽請校長

聘任之。 

新進人員到職第一年以

約聘職員任用，年資滿一學年

且當學年度績效評核為甲等

者，由人事室統一簽請校長核

准後，改聘為專任職員。 

第 9 條    本校新進人員試用期為 3

個月，求才單位有特殊情況得

再延長 3個月，試用期滿由單

位主管考核合格後，簽請校長

聘任之。 

新進人員到職第一年以

約聘職進用，通過學年度績效

評核後，由人事室統一簽請校

長核准後進用。 

增訂約聘職

員通過績效

評核及格等

第為甲等始

得改聘為專

任職員。 

第三章  升遷 第三章  升遷 未修訂。 

第 10 條    本校現職人員服務成績

優良，未具第 11 條各款情事

之一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列

為升遷名單。 

第 10 條    本校現職人員服務成績

優良，未具第 11 條各款情事

之一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升

遷。 

文字修正。 

第 11條    下列人員不得參加升遷： 

一、近三學年曾受申誡以上之

處分者。 

二、近三學年績效評核曾列丙

等（含）以下，或連續兩

年列為乙等者。 

三、薪級（含專業加給）未達

擬升職位之最低薪級者。 

第 11條    左列人員不得參加升遷： 

一、任現職未滿一年者（依學

年計）。 

二、當學年度內曾受申誡以上

之處分者。 

三、當學年度考績列為丙等

（含）以下者。 

四、敘薪薪級未達擬升職位之

文字修正，原

第一款併入

第 13 條之符

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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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薪級者。 

第12條  本校各職位升遷係依教職

員工敘薪辦法職員薪級標準

表所示，區分如下： 

一、基礎職位之升遷：係指書

記、管理員、辦事員、組

員、技佐、技士等人員。 

二、中堅職位之升遷：係指專

員、輔導員、編審、秘書

等人員。於職位設置或出

缺時，由本校服務滿三

年，並符合職缺之專業需

求及服務成績優良之現

任組員或職等相當人員

中遴薦升遷。 

 

第12條  本校辦理升遷，依職位之

不同，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基礎職位之升遷：依據該

職稱之人數提撥一定比

例，提供各該職缺人員升

遷較高一級之職稱。 

二、中堅職位之升遷：於職位

設置或出缺時，由本校服

務滿三年，並符合職缺之

專業需求及服務成績優

良之現任組員或等級相

當人員中遴薦升遷。 

前項第一款所稱基礎職

位，指出缺時須由學校對外遴

補的職位。包括書記、管理

員、辦事員、組員；技佐、技

士等非主管職位。所稱提撥一

定比例，得由人事室審酌當年

需要，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之。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中堅

職位，指專員、輔導員、編審、

秘書等非主管職位。 

依職員薪級

內容區分基

礎及中堅職

位。 

第 13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需視

學年度之各職稱員額、校務發

展及業務所需，簽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之。 

辦理職位升遷作業，依中

程計畫及組織發展，得每三年

辦理一次。升遷生效日期以校

長核定日為準。但各職稱之員

額已達上限時，則不予辦理。 

第 13 條    依本辦法第 12 條辦理升

遷時，擬升遷人員須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 

一、任本校同一職稱滿三年以

上。 

二、對本職工作有具體特殊貢

獻。 

三、積極參與單位以外或本校

事務有具體貢獻。 

四、最近三年考績列甲等以

上。 

辦理職位升遷時，應由人

事室審酌當年度業務需要，簽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辦理之。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1.原第 13條

修改為第

13條至第

15條。 

2.重訂升遷

作 業 之 流

程。 

3.第一項為

升 遷 辦 理

之原則。 

4.第二項修

改 每 年 作

業 期 為 三

年一期。 

第 14條    本校辦理職位升遷時，特 新訂升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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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行政人員升遷甄選小組」

（以下簡稱甄選小組）辦理有

關事項，置委員 9 至 11 人，

由校長就本校學術與行政主

管中遴聘之。甄選小組由校長

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

人，人事室主任及主任秘書為

當然委員。 

擬升遷人員須詳實填寫「職技

人員升遷職務審核表」（如附

表之表件二部分）。包括：基

本資料、服務期間於業務執掌

之具體或特殊貢獻、積極參與

單位以外或本校事務之具體

貢獻。 

人事室彙整擬升遷人員

各項表件後，轉請所屬單位主

管填具考核與建議表（如附表

之表件三部分）。單位主管就

擬升遷人員作出考評與建議

後應密送人事室統籌辦理。 

辦理職位升遷時，得由人

事評議委員會推選委員五人

組成甄選小組辦理有關事

項。甄選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

員。 

甄選小組就第三項、第四

項擬升遷人員基本資料、服務

效能及主管建議與考評進行

討論並排定成績順序後，由人

事室再將結果提送至人事評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

長核定。 

人事評議委員會對甄選

小組排定之成績順序，非有具

體理由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決議，不得變更。 

職位升遷作業，以每年辦

理一次為原則，升遷生效日期

以校長核定之日生效。但各職

稱之員額已達上限時，得不予

辦理升遷。 

員 甄 審 小

組，取代原人

評會推選委

員甄選之作

業，原甄選小

組成員僅 5

人，修訂後為

9-11人。 

第 15條    本校辦理升遷時，擬升遷

人員須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任本校同一職務滿三年以

上。配合校務輪調或單位

整併者不在此限。 

二、對本職工作有具體成效或

貢獻。 

三、積極參與單位以外或本校

事務有具體成效或貢獻。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

擬升遷人員須詳實填寫申請

表。內容包括：基本資料、服

務期間於業務執掌之具體或

特殊貢獻、積極參與單位以外

或本校事務之具體貢獻。 

人事室彙整擬升遷人員

各項表件後，轉請所屬單位主

管填具考核與建議表。單位主

管就擬升遷人員作出考評與

建議後應密送人事室統籌辦

理。 

擬升遷人員需參加人事

室舉辦之技能、公文及企劃文

案等能力考試，考試結果供甄

選小組參考。 

增訂升遷應

具備技能或

能力之能力

考試及甄選

後之公告流

程。 

第 16 條    甄選小組依擬升遷人員

之各項資料進行審議並排定

優先順序，經人事室簽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 

第 15 條    職員升遷經職工人事評

議委員會審議後，由人事室依

升遷名額，簽請校長就得分較

高之人選中圈選升補之。校長

1.依第 15 條

修正，修改

為 受 保 密

規 定 者 為



177 

 

校長對於甄選小組之審

核結果如有異議，得退回再

議。 

對於人事評議委員會之審核

結果如有異議，得退回再議。 

甄 選 小 組

委員。 

2.變更條次。 

第 17 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人員

及甄選小組委員，於升遷案未

核定前，應遵守保密規定，如

遇本身、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人

員升遷案，應行迴避。 

第 14 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業務

人員及人事評議委員會委

員，於升遷案未核定前，應遵

守保密規定，如遇本身、配偶

及三等親以內人員升遷案，應

行迴避。 

1.依第 14 條

規 正 修 改

文字。 

2.變更條次。 

第 1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變更條次。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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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行政人員遴用及升遷辦法（草案） 

 

104.04.24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校為建立行政人員遴用及升遷標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行政人員不適用專案助理及兼任行政職教師。 

第 3 條    本辦法各條所列職稱，以組織規程所定為準。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晉用，須依學年度之員額編制表，甄試合格後由校長任用之。 

第二章  遴用 

第 5 條    本校辦理公開求才時，須由求才單位填具需求表，敘明遴補理由、學經歷需求

或特殊證明要求等條件併職缺職務說明書，簽請校長核准後，由人事室統一對外公

告及辦理選才甄選作業。 

本校行政人員求才、選才及評分作業悉依「佛光大學教職人才應徵系統」為準。 

前項選才甄選方式，另包括筆試、實地作業與面談等項目，得審酌職缺單位需

要，選定其中一種或多種方式辦理。 

面談甄選小組成員由主任秘書（或主任秘書指派之主管）、人事室主任及用人

單位主管組成，職缺如有高度專業考量（如資訊、營繕等），得另邀本校專業人員

協助甄選。 

第 6 條    經選才作業進用之新進人員職稱須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以依聘用資格所需學

歷起敘為原則。新進人員敘薪作業需經薪資審查小組初審，經簽核後核給之。 

行政人員兼任主管職之職位出缺欲對外求才時，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 7 條    前條第二項所述主管資格，須符合教育部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 

第 8 條    本校新進人員應於人事通報發布後，始得到職。但有特殊需要，必須先行到職

者，應由求才單位事先敘明理由專案報經核准。 

第 9 條    本校新進人員試用期為 3個月，求才單位有特殊情況得再延長 3 個月，試用期

滿由單位主管考核合格後，簽請校長聘任之。 

新進人員到職第一年以約聘職員任用，年資滿一學年且當學年度績效評核為甲

等者，由人事室統一簽請校長核准後，改聘為專任職員。 

第三章  升遷 

第 10 條    本校現職人員服務成績優良，未具第 11 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依本辦法之規

定列為升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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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條    下列人員不得參加升遷： 

一、近三學年曾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 

二、近三學年績效評核曾列丙等（含）以下，或連續兩年列為乙等者。 

三、薪級（含專業加給）未達擬升職位之最低薪級者。 

第 12條  本校各職位升遷係依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職員薪級標準表所示，區分如下： 

一、基礎職位之升遷：係指書記、管理員、辦事員、組員、技佐、技士等人員。 

二、中堅職位之升遷：係指專員、輔導員、編審、秘書等人員。於職位設置或出缺

時，由本校服務滿三年，並符合職缺之專業需求及服務成績優良之現任組員或

職等相當人員中遴薦升遷。 

第 13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需視學年度之各職稱員額、校務發展及業務所需，簽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之。 

本校辦理升遷時，由各單位主管就符合資格者中推薦擬升遷人員，被推薦者須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任本校同一職務滿三年以上。配合校務輪調或單位整併者不在此限。 

二、對本職工作有具體成效或貢獻。 

三、積極參與單位以外或本校事務有具體成效或貢獻。 

本校辦理職位升遷時，特設「行政人員升遷甄選小組」（以下簡稱甄選小組）

辦理有關事項，置委員 9 至 11 人，由校長就本校學術與行政主管中遴聘之。甄選

小組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人事室主任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 

人事室彙整升遷推薦名單及表件後，統一辦理技能、公文及企劃文案等能力考

試，考試結果供甄選小組參考。甄選小組進行討論並排定成績順序，經人事室簽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 

本校辦理職位升遷作業，依中程計畫及組織發展，得每三年辦理一次。升遷生

效日期以校長核定日為準。但各職稱之員額已達上限時，則不予辦理。 

第14條    本校辦理升遷作業人員及甄選小組委員，於升遷案未核定前，應遵守保密規定，

如遇本身、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人員升遷案，應行迴避。 

第 15條    校長對於甄選小組之審核結果如有異議，得退回再議。 

第 16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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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法 

 

107.04.24 106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特訂定本校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校編制內之專任及約聘人員（含校車駕駛員）於薪額晉級與工作獎金發放前，

均須參加績效評核。 

兼任行政職教師及各類定期契約專案助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 3 條    本校為辦理行政人員績效評核，得組成「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由校長指定

副校長一人擔任評核會議召集人，小組成員由本校行政及學術一級單位主管組成，每

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審議行政人員學年度內績效評核案，作為學年度薪額晉級及

工作獎金發放之依據。 

前項審議結果優等之行政人員，經行政程序後得公告之。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時間以「學年」為計算基準，即自前一年度 8月 1日至本

年 7月 31日止。 

除前項學年績效評核外，得依實際需要進行平時考核或專案考核。平時考核由單

位主管依職權處理，專案考核由人事室依專案性質另訂評核標準。 

第 5 條    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項目分為「職務績效評核」、「服務與顧客評核」及「校務

服務評核」等三項，績效評核表又依兼任管理職與否而區分，評核表格式如附件一。 

本校行政人員均須填寫「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表」，說明個人工作績效重

點與內容，供評核主管參考。 

第 6 條    辦理績效評核時，「服務與顧客評核」成員及作業時程等，由人事室依程序簽准

後公告實施。校務服務時數之認列亦於每學期開始前，由人事室公告下學期活動。 

前述「服務與顧客評核」成員係指與受評人業務往來單位主管之評核，分行政單

位與學術單位分別辦理，以不超過 15 人（含）為原則。行政單位校車駕駛員與書記

（宿舍輔導）得依業務往來所需另組「服務與顧客評核」成員。 

「服務與顧客評核」作業前，各單位需提供學年內行政人員年度特殊表現量化績

效指標或特殊事件資料，供評核委員參考。 

第 7 條    本校績效評核項目如下： 

一、職務績效評核：本項係指各行政人員與單位主管於學年開始時所訂定之績效量化

與質化目標之執行成效。 

（一）非管理職評核以個人目標之執行成效為評核重點。 

（二）管理職者以所管理組別（中心、處、室等）之同仁目標達成與績效質量為

評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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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與顧客評核：本項係指與行政人員有往來業務之外部顧客評核。本項由本法

第 6條第二項所述之外部顧客進行初評，由單位主管參考並複評。 

三、校務服務評核：本項係指行政人員基本技能、學年度內各項校際活動、教育訓練

及其他臨時任務等。列入校務服務活動如遇公差、產假及陪產假時應排除之。行

政人員因重大傷病無法參加者，經行政程序簽准後得排除之。 

（一）學年校務時數未達百分之八十（含）時不得列優等。 

（二）學年校務時數未達百分之七十時不得列甲等以上。 

（三）學年校務時數未達百分之六十時不得列乙等以上。 

第 8 條    績效評核結果分優、甲、乙、丙及丁五等。於評核學年度內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下列情事者，績效評核列為優等： 

（一）工作表現優異、效率高、品質良好，對組織有貢獻，且有具體內容或証明

者。 

（二）事、病假記錄合計在五日（含）以內。但因重病住院請病假者，得放寬至

十五日（含）。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上下班漏簽到退記錄在五次（含）以內者，且辦理「異常簽到或簽退說明

表」不得超過十日（含）。 

（五）未受任何刑事或行政處分者。 

二、符合下列情事者，績效評核列為甲等： 

（一）職責繁重、努力盡職，並能任勞任怨，圓滿達成任務者。 

（二）事、病假合計在十日（含）以內。但因重病住院請病假者，得放寬至二十

日（含）。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上下班漏簽到退記錄在五次（含）以內者，且辦理「異常簽到或簽退說明

表」不得超過十日（含）。 

（五）未受任何刑事處分者。 

（六）未受本校申誡二次（含）以上行政處分者。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績效評核列為乙等： 

（一）工作努力盡職，多數工作能如期達成任務者。 

（二）事、病假合計在十五日（含）以內。但因重病住院請病假者，得放寬至二

十八日（含）。 

（三）上下班漏簽到退記錄超過六次（含）以上者，或未於十日（含）內辦理「異

常簽到或簽退說明表」。 

（四）有本校申誡三次（含）以上或小過一次（含）之行政處分者。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績效評核列為丙等： 

（一）平時工作勉能符合要求，時有延誤或失誤者。 

（二）有曠職紀錄未超過三天（不含）者。 

（三）有刑事或小過二次（含）以上行政處分者。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績效評核列為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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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時工作無法符合要求，常有延誤或失誤者。 

（二）廢弛職務情節重大，致嚴重影響校務，有具體事實者。 

（三）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嚴重，經疏導無效，有具體事實者。 

（四）品德不良足以影響校譽或教育風氣，有具體事實者。 

（五）曠職三日以上者。 

前項第一至第三款所列事病假日數超出者，如有特殊情事或績效表現，得由該單

位主管提報「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審議。 

各單位考列優等人數應優先就學年度內達成校務目標之績效核給。全學年度考列

優等人數（不含董事會考核人員及一級主管）以不超過該次績效評核總人數之百分之

三十（含）為原則。 

行政人員學年度績效評核等第結果，經「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簽請校長核

准後公告，新學年薪資本俸（年功俸）晉級與工作獎金發放結果參見附件二。 

第 9 條    績效評核結果得再依下列各項進行人才培訓及人力優化之依據： 

一、連續三學年績效評核考列優等者，優先列入人才培訓及職等升等名單。 

二、連續三學年績效評核考列優等者，除校務發展所需外，職務輪調時得優先依其志

願調整。 

三、學年度考列丙等或丁等者，單位主管視其技能與專業不足處，得提出教育訓練計

畫，由人事室相關教育訓練預算支應。 

四、學年度考列丁等者，自下學年起調降其專業加給薪級二級，並由主管指定專人進

行專案輔導，輔導過程及改善狀況提報至本校人事評議委員會備查。連續二年丁

等或第一年丁等第二年未考列乙等（含）以上者，經「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決議免職之。 

第 10條    學年績效評核列丙等及丁等者，部門主管得提出該行政人員績效達成實蹟及工作

內容等佐證資料提請複審，經「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決議是否重審。 

一、「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若受理複審申請，服務與顧客評核項由原委員依原項

目重新進行評核。 

二、「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若不受理複審申請，則依原結果辦理。 

第 11條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結果，置於校園 E化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系統-績效評核通知書，

評核結果列為免職者，應敘明原因及執行日期。 

受評人不服結果，可於公告考核通知書之日起十四日內（含）向本校人事評議委

員會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逾期限者不予受理。 

第 12條    績效評核之受評年資規定： 

一、4 月 1 日後到職者（含），無需進行績效評核，且不發工作獎金。但得依其試用

考核表或平時考核作為依據，等第乙等以上者發放工作獎金 1個月（依當年按到

職月份比例計至 12月 31日）。。 

二、年資少於六個月者（不含），該學年績效評核不得列為優等。 

三、學年中留職停薪者，其年資比照前述二款規定辦理，有績效評核者工作獎金依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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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按到職月份比例計之。 

四、行政人員如於獎金發放前辦理留職停薪時，於復職後二個月內發放。 

五、退休人員有績效評核者，則核發工作獎金。 

六、破月到職者，15 日前（含）到職者採計當月年資，15日後到職者，不採當月年

資。 

七、教師 8月 1日轉任行政人員者，當年需發放教師年資 7個月年終獎金；2月 1日

轉任行政職員者，當年需發放教師年資 1個月年終獎金，行政人員工作獎金依績

效評核期間到職月份比例計之。 

八、行政人員 8月 1 日轉任教師者，當年需發放教師年資 5個月年終獎金及上學年行

政人員工作獎金；2月 1日轉任教師者，當年需發放教師年資 11個月年終獎金。 

第 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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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表（非管理職） 

名稱：   學年度績效評核（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 職 日 
 

 

獎懲記錄 

（ A ） 

大功   次 

 

小功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請假記錄 

（ B ） 

事  假 

  日 

病  假 

  日 

特休假 

  日 

留職停薪 

  日 

曠  職 

  日 

其  他 

  日 

出勤記錄 

（ C ） 

遲到/早退      次 

 

漏刷（打）卡     次 

 

 

考核須知 

1.本工作績效評核表係針對員工整年度之工作行為及表現作考核。 

2.考核成績為員工晉升及調遷之參考。 
3.請考評主管審慎考評之，考評前請參考「績效評核評分原則」，勿可鄉愿流於形式。 

職
務
內
容 

職務說明書內容及學年目標 學年度執行狀況（KPI） 

  

工
作
表
現
記
述 

 

 

 

自評者簽名： 

單
位
面
談
後
評
語 

 

 

 

 

 

單位主管簽名：             部門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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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務績效評核 

考核項目 自評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能否依限完成應辦業務及主管指派任務。 

   

2.能否經常檢討工作計畫執行情形，達成預定績效目標。 

3.能否提出改善工作績之具體方法或建議，並確實助於
目標達成。 

4.能否正確、完整、及時的達到工作內容及工作量之要
求。 

5.對於承辦業務能否提出具體改進措施，並運用新方法
或管理知識簡化流程。 

貳、服務與顧客評核 

考核項目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專業知識：嫻熟工作相關專業，表現出該職所需之專業與能力。 

  

2.工作態度：積極任事、勇於負責、態度謙和、廉潔自持、服從。 

3.人際關係：溝通協調能力，利用有效溝通將工作任務達成。 

4.團隊合成精神：與他人融洽共事，並樂於協助他人，表現高度團
隊精神。 

5.顧客服務：以顧客為中心，滿足內外部客戶需求。 

參、校務服務評核 

校務服務（學年內校務服務時數）  標準值【○○小時】 

校務服務評核項（F）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8）  不

列優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7）  不

列甲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6）  不

列乙等

人事室登錄 

學年績效評核等第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104 學年績效評核原始等第         

 

承辦人             人事主任 

□與原始資料相同 

□經會議討論評核後改列____等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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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表（管理職） 

名稱：   學年度績效評核（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 職 日 
 

 

獎懲記錄 

（ A ） 

大功   次 

 

小功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請假記錄 

（ B ） 

事  假 

  日 

病  假 

  日 

特休假 

  日 

留職停薪 

  日 

曠  職 

  日 

其  他 

  日 

出勤記錄 

（ C ） 

遲到/早退      次 

 

漏刷（打）卡     次 

 

 

考核須知 

1.本工作績效評核表係針對員工整年度之工作行為及表現作考核。 

2.考核成績為員工晉升及調遷之參考。 

3.請考評主管審慎考評之，考評前請參考「績效評核評分原則」，勿可鄉愿流於形式。 

職
務
內
容 

職務說明書內容及學年目標 學年度執行狀況（KPI） 

  

特
殊
工
作
表

現
記
述 

 

 

 

自評者簽名： 

單
位
面
談
後
評
語 

 

 

 

 

 

單位主管簽名：             部門主管簽名： 



187 

 

壹、職務績效評核 

考核項目 自評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能否依限完成主管指派任務並指導、分配任務。 

   

2.能否對所屬同仁提出改善工作績之具體方法或建議，並確實協助

其目標達成。 

3.能否對所屬同仁之職掌不定期檢核成效，對職務質量進行合理要

求與調整。 

4.能否對所屬同仁提出具體改進措施，並運用新方法或管理知識簡

化流程。  

貳、服務與顧客評核 

考核項目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專業知識：嫻熟工作相關專業，表現出該職所需之專業與能力。 

  

2.工作態度：積極任事、勇於負責、態度謙和、廉潔自持、服從。 

3.人際關係：溝通協調能力，利用有效溝通將工作任務達成。 

4.團隊合成精神：與他人融洽共事，並樂於協助他人，表現高度團隊精神。 

5.顧客服務：以顧客為中心，滿足內外部客戶需求。 

參、校務服務評核 

校務服務（學年內校務服務時數）  標準值【○○小時】 

校務服務評核項（F）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8）  不列優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7）  不列甲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6）  不列乙等

人事室登錄 

學年績效評核原始等第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104 學年績效評核原始等第         

 

承辦人             人事主任 

□與原始資料相同 

□經會議討論評核後改列____等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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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年績效評核結果 
 

等第 優 甲 乙 丙 丁 

人數限制 

不含董事會考核人員及

一級主管，以不超過該

次績效評核總人數之百

分之三十（含）為原則。 

    

下一學年 

（八月

起） 

1.行政人員：本俸（年功

俸）晉 1 級、專業加給

晉 2級。 

2.校車駕駛或工友薪級晉

1級。 

1.行政人員：本俸（年功

俸）晉 1 級、專業加給

晉 1 級。 

2.校車駕駛或工友薪級晉

1級。 

行政人員本俸（年功俸）

晉 1 級、校車駕駛或工友

薪級晉 1級。 

行政人員專業加給降 1

級。 

1.行政人員專業加給降

2級。 

2.連續二年丁等或第一

年丁等第二年未考列

乙等（含）以上者免

職。 

下一學年 

（農曆春

節前） 

工作獎金：2.5個月或以

上 

工作獎金：2個月 工作獎金：1.5個月 工作獎金：0.5 個月-1

個月 

工作獎金：0-0.5個月 

1.學年內績效評核有具

體優良事蹟、對校務

有具體貢獻並經主管

推薦者，經「行政人

員績效評核會議」決

議，得再加發 0.5 個

月，該加發獎金金額

以不超過全學年該預

算總額為原則。 

2.已晉年功俸最高級者

加發 5，000元獎金。 

  學年內績效評核有重大

缺失情節較輕，經「行

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決議，得減少工作獎金

核給。 

學年內績效評核有重大

缺失情節較輕，經「行

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決議，得減少工作獎金

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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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當年度 1月 1日仍在職者，始發放工作獎金。工作獎金發放以當年度 12月 31日之月薪為計算基準。 

2.兼任主管職以績效評核期間實際兼職月數比例核發主管津貼之工作獎金。 

3.績效評核年度職務若有異動，以調職日至績效評核作業時間起算，未滿 4個月（含）者，由前單位主管評核，超過 4個月以上

以二位主管平均分數計之。 

4.兼任二個職位（單位）工作者，績效評核成績以該兼任工作量比例，由各主管分別評核後依比例計之。 

5.考列優者之管理與非管理職比例，由當學年度之「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訂之。 

6.績效評核等第乙等以上（含）者，年資應滿一學年本俸（年功俸）才得晉 1 級。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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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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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辦理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特

訂定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辦理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特

訂定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未修正。 

第 2 條    本校編制內之專任及約聘

人員（含校車駕駛員）於薪額

晉級與工作獎金發放前，均須

參加績效評核。 

兼任行政職教師及各類定

期契約專案助理不適用本法。 

第 2 條    本校編制內之專任及約聘

人員（含校車駕駛員）於薪額

晉級與工作獎金發放前，均須

參加績效評核。 

兼任行政職教師及各類定

期契約專案助理不適用本法。 

未修正。 

第 3 條    本校為辦理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得組成「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會議」，由校長指定副校長

一人擔任評核會議召集人，小

組成員由本校行政及學術一級

單位主管組成，每學年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審議行政人員學

年度內績效評核案，作為學年

度薪額晉級及工作獎金發放之

依據。 

前項審議結果優等之行政

人員，經行政程序後得公告之。 

第 3 條    本校為辦理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得組成「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會議」，由校長指定副校長

一人擔任評核會議召集人，小

組成員由本校行政及學術一級

單位主管組成，每學年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審議行政人員學

年度內績效評核案，作為學年

度薪額晉級及工作獎金發放之

依據。 

前項審議結果優等之行政

人員，經行政程序後得公告之。 

未修正。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時

間以「學年」為計算基準，即

自前一年度 8月 1日至本年 7

月 31日止。 

除前項學年績效評核外，

得依實際需要進行平時考核或

專案考核。平時考核由單位主

管依職權處理，專案考核由人

事室依專案性質另訂評核標

準。 

第 4 條    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時

間以「學年」為計算基準，即

自前一年度 8月 1日至本年 7

月 31日止。 

除前項學年績效評核外，

得依實際需要進行平時考核或

專案考核。平時考核由單位主

管依職權處理，專案考核由人

事室依專案性質另訂評核標

準。 

未修正。 

第 5 條    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項

目分為「職務績效評核」、「服

第 5 條    本校行政人員績效評核項

目分為「職務績效評核」、「服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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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顧客評核」及「校務服務

評核」等三項，績效評核表又

依兼任管理職與否而區分，評

核表格式如附件一。 

本校行政人員均須填寫

「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

表」，說明個人工作績效重點與

內容，供評核主管參考。 

務與顧客評核」及「校務服務

評核」等三項，績效評核表又

依兼任管理職與否而區分，評

核表格式如附件一。 

本校行政人員均須填寫

「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

表」，說明個人工作績效重點與

內容，供評核主管參考。 

第 6 條    辦理績效評核時，「服務與

顧客評核」成員及作業時程

等，由人事室依程序簽准後公

告實施。校務服務時數之認列

亦於每學期開始前，由人事室

公告下學期活動。 

前述「服務與顧客評核」

成員係指與受評人業務往來單

位主管之評核，分行政單位與

學術單位分別辦理，以不超過

15人（含）為原則。行政單位

校車駕駛員與書記（宿舍輔導）

得依業務往來所需另組「服務

與顧客評核」成員。 

「服務與顧客評核」作業

前，各單位需提供學年內行政

人員年度特殊表現量化績效指

標或特殊事件資料，供評核委

員參考。 

第 6 條    辦理績效評核時，「服務與

顧客評核」成員、校務服務時

數及作業時程等，於學年開始

時由人事室簽准後公告實施。 

前述「服務與顧客評核」

成員係指與受評人業務往來單

位主管之評核，分行政單位與

學術單位分別辦理，以不超過

15人（含）為原則。行政單位

校車駕駛員與書記（宿舍輔導）

得依業務往來所需另組「服務

與顧客評核」成員。 

「服務與顧客評核」作業

前，各單位需提供學年內行政

人員年度特殊表現量化績效指

標或特殊事件資料，供評核委

員參考。 

文字修正。 

第 7 條    本校績效評核項目如下： 

一、職務績效評核：本項係指

各行政人員與單位主管於

學年開始時所訂定之績效

量化與質化目標之執行成

效。 

（一）非管理職評核以個

人目標之執行成效

為評核重點。 

（二）管理職者以所管理

組別（中心、處、

室等）之同仁目標

第 7 條    本校績效評核項目如下： 

一、職務績效評核：本項係指

各行政人員與單位主管於

學年開始時所訂定之績效

量化與質化目標之執行成

效，本項佔整體百分之六

十五。 

（一）非管理職評核以個

人目標之執行成效

為評核重點。 

（二）管理職者以所管理

組別（中心、處、

1.刪除百

分比項

目。 

2.修改校

務服務

項目評

核標準。 

3.增訂校

務時數

門檻，其

比例係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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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與績效質量為

評核重點。 

二、服務與顧客評核：本項係

指與行政人員有往來業務

之外部顧客評核。本項由

本法第 6條第二項所述之

外部顧客進行初評，由單

位主管參考並複評。 

三、校務服務評核：本項係指

行政人員基本技能、學年

度內各項校際活動、教育

訓練及其他臨時任務等。

列入校務服務活動如遇公

差、產假及陪產假時應排

除之。行政人員因重大傷

病無法參加者，經行政程

序簽准後得排除之。 

（一）學年校務時數未達

百分之八十（含）

時不得列優等。 

（二）學年校務時數未達

百分之七十時不得

列甲等以上。 

（三）學年校務時數未達

百分之六十時不得

列乙等以上。 

室等）之同仁目標

達成與績效質量為

評核重點。 

二、服務與顧客評核：本項係

指與行政人員有往來業務

之外部顧客評核，佔整體

百分之二十五。本項由本

法第 6條第二項所述之外

部顧客進行初評，由單位

主管參考並複評。唯二項

原始分數差距達 5分以上

者（含），需提「行政人員

績效評核會議」討論。 

三、校務服務評核：本項係指

行政人員基本技能、學年

度內各項校際活動、教育

訓練及其他臨時任務等，

佔整體之百分之十。列入

校務服務活動如遇公差、

產假及陪產假時應排除

之。行政人員因重大傷病

無法參加者，經行政程序

簽准後得排除之。 

（一）學年校務時數未達

百分之五十（不含）

時本項以零分計

算。 

（二）學年校務時數超過

百分之五十時，依

比例換算成績。 

104-105

學年各

考列等

第人員

之校務

時數而

得。 

第 8 條    績效評核結果分優、甲、

乙、丙及丁五等。於評核學年

度內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下列情事者，績效評

核列為優等： 

（一）工作表現優異、效

率高、品質良好，

對組織有貢獻，且

有具體內容或証明

第 8 條    績效評核結果： 

一、績效評核分優、甲、乙、

丙及丁五等。 

二、個人獎懲及出勤記錄，列

為績效評核總分以外之加

減分項目。 

（一）獎懲：學年度內有

記大功（大過）者，

得增減績效總分五

與第 9條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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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事、病假記錄合計

在五日（含）以內。

但因重病住院請病

假者，得放寬至十

五日（含）。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

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上下班漏簽到退記

錄在五次（含）以

內者，且辦理「異

常簽到或簽退說明

表」不得超過十日

（含）。 

（五）未受任何刑事或行

政處分者。 

二、符合下列情事者，績效評

核列為甲等： 

（一）職責繁重、努力盡

職，並能任勞任

怨，圓滿達成任務

者。 

（二）事、病假合計在十

日（含）以內。但

因重病住院請病假

者，得放寬至二十

日（含）。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

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上下班漏簽到退記

錄在五次（含）以

內者，且辦理「異

常簽到或簽退說明

表」不得超過十日

（含）。 

（五）未受任何刑事處分

者。 

（六）未受本校申誡二次

（含）以上行政處

分。 

（二）出勤記錄：依「職

技人員辦公出勤管

理辦法」辦理。 

三、各單位考列優等人數應優

先就學年度內達成校務目

標之績效核給。各單位績

效評估由校長指定副校長

一人召集會議，校務研究

辦公室召集人、主任秘

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負

責組成初評小組、經校長

同意後，核予各單位得考

列優等比例。全學年度考

列優等人數（不含董事會

考核人員及一級主管）以

不超過該次績效評核總人

數之百分之三十（含）為

原則。 

行政人員學年度績效評核

等第結果，經「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會議」，簽請校長核准後公

告，新學年薪資本俸（年功俸）

晉級與工作獎金發放結果參見

附件二。 

 

第 9 條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等第應

再符合下列規定： 

一、符合下列各條件者，考績

得列為優等： 

（一）工作表現優異、效

率高、品質良好，

對組織有明顯貢獻

者。 

（二）事、病假合計在五

日（含）以內。但

因重病住院請病假

者，得放寬至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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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者。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績效

評核列為乙等： 

（一）工作努力盡職，多

數工作能如期達成

任務者。 

（二）事、病假合計在十

五日（含）以內。

但因重病住院請病

假者，得放寬至二

十八日（含）。 

（三）上下班漏簽到退記

錄超過六次（含）

以上者，或未於十

日（含）內辦理「異

常簽到或簽退說明

表」。 

（四）有本校申誡三次

（含）以上或小過

一次（含）之行政

處分者。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績效

評核列為丙等： 

（一）平時工作勉能符合

要求，時有延誤或

失誤者。 

（二）有曠職紀錄未超過

三天（不含）者。 

（三）有刑事或小過二次

（含）以上行政處

分者。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績效

評核列為丁等： 

（一）平時工作無法符合

要求，常有延誤或

失誤者。 

（二）廢弛職務情節重

大，致嚴重影響校

務，有具體事實者。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

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或行

政處分者。 

二、符合下列各條件者，考績

得列為甲等： 

（一）職責繁重、努力盡

職，並能任勞任

怨，圓滿達成任務

者。 

（二）事、病假合計未超

過十日（含）以內。

但因重病住院請病

假者，得放寬至二

十日。 

（三）無曠職及無故遲

到、早退之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或記

小過以上行政處分

者。 

三、符合下列各條件者，考績

列為乙等： 

（一）工作努力盡職，並

能如期達成任務

者。 

（二）事、病假合計未逾

十五日（含）以上

者。但因重病住院

請病假者，得放寬

至二十八日。 

（三）無曠職紀錄者。 

（四）未受任何刑事處分

或記申誡以上之行

政處分者。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考績

列為丙等： 

（一）平時工作勉能符合

要求者。 

（二）因病住院致病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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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挑撥離間或誣控濫

告，情節嚴重，經

疏導無效，有具體

事實者。 

（四）品德不良足以影響

校譽或教育風氣，

有具體事實者。 

（五）曠職三日以上者。 

前項第一至第三款所列事

病假日數超出者，如有特殊情

事或績效表現，得由該單位主

管提報「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

議」審議。 

各單位考列優等人數應優

先就學年度內達成校務目標之

績效核給。全學年度考列優等

人數（不含董事會考核人員及

一級主管）以不超過該次績效

評核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含）

為原則。 

行政人員學年度績效評核

等第結果，經「行政人員績效

評核會議」，簽請校長核准後公

告，新學年薪資本俸（年功俸）

晉級與工作獎金發放結果參見

附件二。 

過二十八日者。 

（三）累計曠職未達三日

者。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考績

列為丁等： 

（一）廢弛職務情節重

大，致嚴重影響校

務，有具體事實者。 

（二）挑撥離間或誣控濫

告，情節嚴重，經

疏導無效，有具體

事實者。 

（三）品德不良足以影響

校譽或教育風氣，

有具體事實者。 

（四）連續曠職三日或曠

職累計達七日以上

者。 

前項第一至第三款所列事

病假超出者，如有特殊情事或

績效表現，得由該單位主管提

報「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審議。 

第 9 條    績效評核結果得再依下列

各項進行人才培訓及人力優化

之依據： 

一、連續三學年績效評核考列

優等者，優先列入人才培

訓及職等升等名單。 

二、連續三學年績效評核考列

優等者，除校務發展所需

外，職務輪調時得優先依

其志願調整。 

三、學年度考列丙等或丁等

者，單位主管視其技能與

專業不足處，得提出教育

第 10 條    績效評核結果得再依下列

各項進行人才培訓及人力優化

之依據： 

一、連續三學年績效評核考列

優等者，優先列入人才培

訓及職等升等名單。 

二、連續三學年績效評核考列

優等者，除校務發展所需

外，職務輪調時得優先依

其志願調整。 

三、學年度考列丙等或丁等

者，單位主管視其技能與

專業不足處，得提出教育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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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計畫，由人事室相關

教育訓練預算支應。 

四、學年度考列丁等者，自下

學年起調降其專業加給薪

級二級，並由主管指定專

人進行專案輔導，輔導過

程及改善狀況提報至本校

人事評議委員會備查。連

續二年丁等或第一年丁等

第二年未考列乙等（含）

以上者，經「行政人員績

效評核會議」決議免職之。 

訓練計畫，由人事室相關

教育訓練預算支應。 

四、學年度考列丁等者，自下

學年起調降其專業加給薪

級二級，並由主管指定專

人進行專案輔導，輔導過

程及改善狀況提報至本校

人事評議委員會備查。連

續二年丁等或第一年丁等

第二年未考列乙等（含）

以上者，經「行政人員績

效評核會議」決議免職之。 

第 10 條    學年績效評核列丙等及丁

等者，部門主管得提出該行政

人員績效達成實蹟及工作內容

等佐證資料提請複審，經「行

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決議是

否重審。 

一、「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若受理複審申請，服務與

顧客評核項由原委員依原

項目重新進行評核。 

二、「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若不受理複審申請，則依

原結果辦理。 

第 11 條    學年績效評核列丙等及丁

等者，部門主管得提出該行政

人員績效達成實蹟及工作內容

等佐證資料提請複審，經「行

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決議是

否重審。 

一、「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若受理複審申請，服務與

顧客評核項由原委員依原

項目重新進行評核。 

二、「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若不受理複審申請，則依

原結果辦理。 

條次變更。 

第 11 條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結果，

置於校園 E化行政人員績效評

核系統-績效評核通知書，評核

結果列為免職者，應敘明原因

及執行日期。 

受評人不服結果，可於公

告考核通知書之日起十四日內

（含）向本校人事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逾

期限者不予受理。 

第 12 條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結果，

置於校園 E化行政人員績效評

核系統-績效評核通知書，評核

結果列為免職者，應敘明原因

及執行日期。 

受評人不服結果，可於公

告考核通知書之日起十四日內

（含）向本校人事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復，並以一次為限，逾

期限者不予受理。 

條次變更。 

第 12 條    績效評核之受評年資規

定： 

一、4月 1 日後到職者（含），

無需進行績效評核，且不

第 13 條    績效評核之受評年資規

定： 

一、年資少於三個月者（不

含），無需進行績效評核，

1.第一款

及第五

款合併。 

2.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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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工作獎金。但得依其試

用考核表或平時考核作為

依據，等第乙等以上者發

放工作獎金 1 個月（依當

年按到職月份比例計至 12

月 31日）。 

二、年資少於六個月者（不

含），該學年績效評核不得

列為優等。 

三、學年中留職停薪者，其年

資比照前述二款規定辦

理，有績效評核者工作獎

金依當學年按到職月份比

例計之。 

四、行政人員如於獎金發放前

辦理留職停薪時，於復職

後二個月內發放。 

五、退休人員有績效評核者，

則核發工作獎金。 

六、破月到職者，15 日前（含）

到職者採計當月年資，15

日後到職者，不採當月年

資。 

七、教師 8月 1日轉任行政人

員者，當年需發放教師年

資 7個月年終獎金；2月 1

日轉任行政職員者，當年

需發放教師年資 1個月年

終獎金，行政人員工作獎

金依績效評核期間到職月

份比例計之。 

八、行政人員 8月 1 日轉任教

師者，當年需發放教師年

資 5個月年終獎金及上學

年行政人員工作獎金；2

月 1日轉任教師者，當年

需發放教師年資 11個月

年終獎金。 

且不發工作獎金。 

二、年資少於六個月者（不

含），該學年績效評核不得

列為優等。 

三、學年中留職停薪者，其年

資比照前述二款規定辦

理。 

四、行政人員如於獎金發放前

辦理留職停薪時，於復職

後二個月內發放。 

五、未有前一學年度考績者（4

月 1日後到職者），得依其

試用考核表或平時考核作

為依據，等第乙等以上者

發放工作獎金 1.5個月

（依當學年按到職月份比

例計之）。 

 

明訂留

停薪者

工作獎

金計算

基準。 

3.第五款

新增退

休人員

工作獎

金計算

基準。 

4.第六款

新增破

月工作

獎金計

算基準。 

5.第七款

及第八

款明訂

轉任者

之工作

獎金計

算基準。 

 第 14條    為使本辦法優化人才及提 原條款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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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績效作業順遂，各作業將依

以下方式辦理： 

一、依原辦法規定，於 104 年

9月 15日核發 103學年考

績獎金。 

二、依原辦法規定，104 年核

發工作獎金時，仍核發 1.5

個月薪之工作獎金。 

三、依前款規定，如 103 學年

工作績效經評定為丙等或

丁等者，經「行政人員績

效評核會議」決議後，得

酌減工作獎金核給。 

四、103 學年至 105 學年，經

績效評核後無嚴重績效落

差或重大過失，考列甲等

之行政人員以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為原則。 

施行至 105

學年，刪除

之。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條次變更。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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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表（非管理職） 

名稱：   學年度績效評核（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 職 日 
 

 

獎懲記錄 

（ A ） 

大功   次 

 

小功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請假記錄 

（ B ） 

事  假 

  日 

病  假 

  日 

特休假 

  日 

留職停薪 

  日 

曠  職 

  日 

其  他 

  日 

出勤記錄 

（ C ） 

遲到/早退      次 

 

漏刷（打）卡     次 

 

 

考核須知 

1.本工作績效評核表係針對員工整年度之工作行為及表現作考核。 

2.考核成績為員工晉升及調遷之參考。 
3.請考評主管審慎考評之，考評前請參考「績效評核評分原則」，勿可鄉愿流於形式。 

職
務
內
容 

職務說明書內容及學年目標 學年度執行狀況（KPI） 

  

工
作
表
現
記
述 

 

 

 

自評者簽名： 

單
位
面
談
後
評
語 

 

 

 

 

 

單位主管簽名：             部門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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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務績效評核 

考核項目 自評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能否依限完成應辦業務及主管指派任務。 

   

2.能否經常檢討工作計畫執行情形，達成預定績效目標。 

3.能否提出改善工作績之具體方法或建議，並確實助於
目標達成。 

4.能否正確、完整、及時的達到工作內容及工作量之要
求。 

5.對於承辦業務能否提出具體改進措施，並運用新方法
或管理知識簡化流程。 

貳、服務與顧客評核 

考核項目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專業知識：嫻熟工作相關專業，表現出該職所需之專業與能力。 

  

2.工作態度：積極任事、勇於負責、態度謙和、廉潔自持、服從。 

3.人際關係：溝通協調能力，利用有效溝通將工作任務達成。 

4.團隊合成精神：與他人融洽共事，並樂於協助他人，表現高度團
隊精神。 

5.顧客服務：以顧客為中心，滿足內外部客戶需求。 

參、校務服務評核 

校務服務（學年內校務服務時數）  標準值【○○小時】 

校務服務評核項（F）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8）  不

列優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7）  不

列甲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6）  不

列乙等

人事室登錄 

學年績效評核等第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104 學年績效評核原始等第         

 

承辦人             人事主任 

□與原始資料相同 

□經會議討論評核後改列____等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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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評核表（管理職） 

名稱：   學年度績效評核（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 職 日 
 

 

獎懲記錄 

（ A ） 

大功   次 

 

小功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請假記錄 

（ B ） 

事  假 

  日 

病  假 

  日 

特休假 

  日 

留職停薪 

  日 

曠  職 

  日 

其  他 

  日 

出勤記錄 

（ C ） 

遲到/早退      次 

 

漏刷（打）卡     次 

 

 

考核須知 

1.本工作績效評核表係針對員工整年度之工作行為及表現作考核。 

2.考核成績為員工晉升及調遷之參考。 

3.請考評主管審慎考評之，考評前請參考「績效評核評分原則」，勿可鄉愿流於形式。 

職
務
內
容 

職務說明書內容及學年目標 學年度執行狀況（KPI） 

  

特
殊
工
作
表

現
記
述 

 

 

 

自評者簽名： 

單
位
面
談
後
評
語 

 

 

 

 

 

單位主管簽名：             部門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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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務績效評核 

考核項目 自評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能否依限完成主管指派任務並指導、分配任務。 

   

2.能否對所屬同仁提出改善工作績之具體方法或建議，並確實協助

其目標達成。 

3.能否對所屬同仁之職掌不定期檢核成效，對職務質量進行合理要

求與調整。 

4.能否對所屬同仁提出具體改進措施，並運用新方法或管理知識簡

化流程。  

貳、服務與顧客評核 

考核項目 初核成績 複核成績 

1.專業知識：嫻熟工作相關專業，表現出該職所需之專業與能力。 

  

2.工作態度：積極任事、勇於負責、態度謙和、廉潔自持、服從。 

3.人際關係：溝通協調能力，利用有效溝通將工作任務達成。 

4.團隊合成精神：與他人融洽共事，並樂於協助他人，表現高度團隊精神。 

5.顧客服務：以顧客為中心，滿足內外部客戶需求。 

參、校務服務評核 

校務服務（學年內校務服務時數）  標準值【○○小時】 

校務服務評核項（F）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8）  不列優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7）  不列甲等 

受評人總參與時數<（標準值*0.6）  不列乙等

人事室登錄 

學年績效評核原始等第 
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104 學年績效評核原始等第         

 
承辦人             人事主任 

□與原始資料相同 

□經會議討論評核後改列____等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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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年績效評核結果 
 

等第 優 甲 乙 丙 丁 

人數限制 

不含董事會考核人員及

一級主管，以不超過該

次績效評核總人數之百

分之三十（含）為原則。 

    

下一學年 

（八月

起） 

1.行政人員：本俸（年功

俸）晉 1 級、專業加給

晉 2級。 

2.校車駕駛或工友薪級晉

1級。 

1.行政人員：本俸（年功

俸）晉 1 級、專業加給

晉 1 級。 

2.校車駕駛或工友薪級晉

1級。 

行政人員本俸（年功俸）

晉 1 級、校車駕駛或工友

薪級晉 1級。 

行政人員專業加給降 1

級。 

1.行政人員專業加給降

2級。 

2.連續二年丁等或第一

年丁等第二年未考列

乙等（含）以上者免

職。 

下一學年 

（農曆春

節前） 

工作獎金：2.5個月或以

上 

工作獎金：2個月 工作獎金：1.5個月 工作獎金：0.5 個月-1

個月 

工作獎金：0-0.5個月 

1.學年內績效評核有具

體優良事蹟、對校務

有具體貢獻並經主管

推薦者，經「行政人

員績效評核會議」決

議，得再加發 0.5 個

月，該加發獎金金額

以不超過全學年該預

算總額為原則。 

2.已晉年功俸最高級者

加發 5，000元獎金。 

  學年內績效評核有重大

缺失情節較輕，經「行

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決議，得減少工作獎金

核給。 

學年內績效評核有重大

缺失情節較輕，經「行

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

決議，得減少工作獎金

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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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當年度 1月 1日仍在職者，始發放工作獎金。工作獎金發放以當年度 12月 31日之月薪為計算基準。 

2.兼任主管職以績效評核期間實際兼職月數比例核發主管津貼之工作獎金。 

3.績效評核年度職務若有異動，以調職日至績效評核作業時間起算，未滿 4個月（含）者，由前單位主管評核，超過 4個月以上

以二位主管平均分數計之。 

4.兼任二個職位（單位）工作者，績效評核成績以該兼任工作量比例，由各主管分別評核後依比例計之。 

5.考列優者之管理與非管理職比例，由當學年度之「行政人員績效評核會議」訂之。 

6.績效評核等第乙等以上（含）者，年資應滿一學年本俸（年功俸）才得晉 1 級。 

回提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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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佛光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準則 

 

106.12.26 106學年第 4次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通過 

107.01.16 106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與本校執掌有關之學術倫理案件，特訂定佛光

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 2 條    有關升等、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於其他相關教學與研究工作，疑有違反學

術倫理行為者，適用本準則處理。 

前項所稱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指校內教師或研究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假：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指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指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

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申請研究計畫或發表論文時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影響審查之判斷。 

六、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嚴重誤導審查之評斷。 

第 3 條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單位及職稱，向本校提出附具體證據

之檢舉書，本校會秘密處理檢舉案。 

本校接獲化名或匿名之檢舉或其他情形之舉發，非有具體對象及充分舉證者，不

予處理。 

第 4 條  本校學術倫理檢舉案件，由研究發展處統籌辦理，經初步認定可能違反學術倫理

者，交由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審議。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應於收件後三個月內審查完

成；必要時，得予延長。 

進行審議程序時，就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之真實姓名與單位或其他足資辨識其身份

之資料，應採取必要之保障措施，並對於檢舉案件在調查中以機密案處理之。 

第 5 條  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委員七至十一人組成（含校外公正人士

二名）。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研發長兼任之，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校內外學術成

就崇高且公正之專任教授、研究員及律師推薦，呈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 

第 6 條  檢舉案件經認定其與本會業務無關者，應轉請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第 7 條  本會為調查檢舉案件，應通知被檢舉人針對檢舉內容於三週內提出書面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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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理，應尊重專業領域之判斷，本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

調查結果，進行審議。如有認定困難之情事時，應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請公正學者

專家二至四人審查，並應於二個月內辦理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若屬升等、聘任

案件，依相關規定送原審查人審查，必要時得另加送相關學者專家一至三人審查，以

相互核對。審查人審理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處理之依據，審查人身份應予保密。 

第 9 條  處理送請校內外相關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前，應主動瞭解所擬送之審查人與被

檢舉人之關係，對於有師生、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者、與被檢舉人有

權力關係之直接主管，應予迴避，以免影響審查之公正性及被檢舉人之權益。 

第 10條  違反學術倫理經校內外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審查完竣，於處理階段必要時允被檢舉

人於程序中再提出口頭答辯。 

第 11條  本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就

檢舉案件為處分之決議。 

本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檢舉案件當事人或其所屬之單位主管列席說明。 

第 12條  本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調查結果或專業領域學者審查結果，進行審議，如認

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列各款之處分

或補償建議： 

一、書面申誡。 

二、停止受理升等申請、不予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及（或）各項研究獎補助申請

若干年。 

三、追回與本案相關之研究獎勵費用。 

四、追回與本案相關之全部或部份研究補助。 

五、補償相關當事人之損失。 

六、不得校外兼課、校內超鐘點、借調及休假若干年。 

七、不得兼任行政職務、擔任學術審查委員若干年。 

八、解聘、停聘、不續聘 

調查或處分之結果並得為日後審議被檢舉人案件之參考。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確定者，應於 3個月內，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

站完成修習本校選定之核心課程，並完成修習該網站提供之其他課程至少 6小時。另

本會得視情況函轉相關單位或委員會參處。 

第 13條  檢舉案件成立之處分，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被檢舉人及其所屬單位。 

第 14條  無確切證據足資認定被檢舉人違反學術倫理時，應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並得分別通知被檢舉人及其所屬單位。 

第 15條  違反學術倫理案如牽涉教師資格送審通過後經人檢舉著作抄襲者，本會處理完竣，

應將處理程序、結果及處置之建議轉知相關單位或委員會，並得建請本校函報教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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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條  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未違反學術倫理案者，檢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本會審

議，如有新證據，再進行調查與審理；否則依審議結論逕復檢舉人。檢舉人如有不服

結論，除提司法告訴，否則不再另作處理。對於檢舉人無謂的濫行檢舉，致影響校園

和諧之情事，學校得訂定相關評議與處理準則。 

第 17條  被檢舉人應被告知，若在審議過程遭受不平等或不公平之對待，或對審議結果不

服，得於收到審議結果之次日起三十天內，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18條  本準則未規範事項，準用教育部與科技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19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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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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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條  本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

調查結果或專業領域學者審查結

果，進行審議，如認定違反學術

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其情

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列各

款之處分或補償建議： 

一、書面申誡。 

二、停止受理升等申請、不予年

資加薪（或年功加俸）及（或）

各項研究獎補助申請若干

年。 

三、追回與本案相關之研究獎勵

費用。 

四、追回與本案相關之全部或部

份研究補助。 

五、補償相關當事人之損失。 

六、不得校外兼課、校內超鐘點、

借調及休假若干年。 

七、不得兼任行政職務、擔任學

術審查委員若干年。 

八、解聘、停聘、不續聘 

調查或處分之結果並得為日

後審議被檢舉人案件之參考。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確定者，

應於 3 個月內，至「臺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完成修習

本校選定之核心課程，並完成修

習該網站提供之其他課程至少 6

小時。另本會得視情況函轉相關

單位或委員會參處。 

第 12條  本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

調查結果或專業領域學者審查結

果，進行審議，如認定違反學術

倫理行為證據確切時，得按其情

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列各

款之處分或補償建議： 

一、書面申誡。 

二、停止受理升等申請、不予年

資加薪（或年功加俸）及（或）

各項研究獎補助申請若干

年。 

三、追回與本案相關之研究獎勵

費用。 

四、追回與本案相關之全部或部

份研究補助。 

五、補償相關當事人之損失。 

六、不得校外兼課、校內超鐘點、

借調及休假若干年。 

七、不得兼任行政職務、擔任學

術審查委員若干年。 

八、解聘、停聘、不續聘 

調查或處分之結果並得為日

後審議被檢舉人案件之參考。 

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確定者，

本會得視情況函轉相關單位或委

員會參處。 

依「教

育部專

科以上

學校學

術倫理

案件處

理 原

則」第

六點規

定 增

列。 

回提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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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 9 次招生委員會修正後通過。 

二、108 學年度本校招生名額總量： 

（一）學士班：合計 795 名（原 824 名），申請寄存 29 名。 

（二）碩士班：合計 245 名（原 297 名），申請寄存 52 名。 

（三）碩士在職專班：合計 90 名（原 115 名），申請寄存 25 名。 

（四）博士班：維持 10 名。 

三、調整學系： 

（一）裁撤： 

「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97 學年度起停招），經查已無在學學生，申請 108 學

年度起裁撤。 

（二）取消學籍分組： 

1.「資訊應用學系學士班」學籍分組為「資訊系統與管理組」、「網路與多媒體組」

及「學習與數位科技組」，申請自 108 學年度起取消學籍分組。 

2.「公共事務學系學士班」學籍分組為「國際與兩岸事務組」及「政策與行政管

理組」，申請自 108 學年度起取消學籍分組。 

（三）系所更名： 

1.社會學系申請更名為「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2.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申請更名為「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四、將視教育部 8 月核定 108 學年度系所調整情況，於辦理第二階段報部作業時細部調整各

學系及各招生管道之名額。 

五、若奉核定，將依程序陳報本校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並於 5 月 31 日前完成第一階段（招

生名額總量及增設調整案）報部程序，另將依教育部規定期程於 8 月中旬完成第二階段

（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配表）報部作業。 

回提案十一 

  



210 

 

附件十一 

佛光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制訂案 

總說明 

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訂，須同步制訂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以利校務推展，其內容如下： 

一、第 1條闡明立法之宗旨。 

二、第 2條說明本會議之成員。 

三、第 3條說明本會議教師代表產生方式。 

四、第 4條說明本會議職員代表產生方式。 

五、第 5條說明本會議之任務。 

六、第 6條說明本會議之主席。 

七、第 7條說明本會議之召開。 

八、第 8條說明本會議之開議及議決。 

九、第 9條說明本會議之小組設置。 

十、第 10條說明本會議之列席人員。 

十一、 第 11條說明本會議提案提出之方式。 

十二、 第 12條說明本會議未盡事宜之處理依據。 

十三、 第 13條說明法規之生效。 

回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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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制訂案 

草案條文說明表 

草案條文 說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綜理全校校務，特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訂定佛光大學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設置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闡明立法之宗旨。 

第 2 條    本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代表︰校長、副校長、教學及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二、教師代表：由各教學單位選舉產生，人數不得少於會議

成員總數二分之一。 

三、職技人員代表（以下簡稱職員代表）：由全體職技人員

互選產生（行政與教學單位各至少一人），每單位之代

表至多二人。職員代表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數十分之

一。 

四、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產生，學生代表不得少

於會議成員總數十分之一。 

本條說明本會議之成

員。 

第 3 條    教師代表產生方式：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系（所）及通識教育委員會專任教師互

選產生一名，剩餘名額由秘書室依各學院專任教師人數

比例分配，每學院至少一名。各學院獲分配之代表名

額，由各該學院專任教師互選產生，每一學系（所）至

多以一人為限。 

二、各學院教師代表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不得少於教師

代表人數三分之二。未達上開額度時，由各學院自行調

整依序遞補。 

本條說明本會議教師

代表產生方式。 

第 4 條  職員代表產生方式： 

一、職員代表由職員互選產生。每一單位之代表至多二人。 

二、職員代表選舉之候選人及選舉人為本校專任之職技員工

（不包括各種約聘人員、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非全

職人員），並以當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職者為準。 

三、職員代表選舉選票每張最多圈選人數不得超過應選人數

二分之一，多圈者該選票無效。選舉結果分別依得票數

高低決定當選代表及候補代表排列順序。遇票數相同

時，則由抽籤決定之。 

四、職員代表選舉作業由人事室舉辦，並應於每學年第二學

期第 18週前完成。 

本說明本會議職員代

表產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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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本會議討論並議決以下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要規章。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

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關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應經校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本條說明本會議之任

務。 

第 6 條    本會議主席由校長擔任。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職務

代理人代理主席。 

本條說明會議之主席。 

第 7 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本條說明本會議之召

開。 

第 8 條    本會議召開，應有全體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本條說明會議之開議

及議決。 

第 9 條    本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本會議

交議事項。 

 

第 10條    本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列席人員經主席許

可後可提出相關業務報告或發言，但不得參與議案表決。 

本條說明會議之列席

人員。 

第 11條    校務會議提案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校長交議。 

二、各單位就有關業務提案。 

三、校務會議成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連署，並經行政會議審

議後提案。 

本條說明校務會議提

案提出之方式。 

第 12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本條說明本會議未盡

事宜之處理依據。 

第 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說明法規之生效。 

回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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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107.04.10 106學年度第 7次主管會報通過 

107.05.22 106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綜理全校校務，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訂定佛光大學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代表︰校長、副校長、教學及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二、教師代表：由各教學單位選舉產生，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數二分之一。 

三、職技人員代表（以下簡稱職員代表）：由全體職技人員互選產生（行政與教學單

位各至少一人），每單位之代表至多二人。職員代表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數十分

之一。 

四、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舉產生，學生代表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數十分之一。 

第 3 條    教師代表產生方式：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系（所）及通識教育委員會專任教師互選產生一名，剩餘名額由

秘書室依各學院專任教師人數比例分配，每學院至少一名。各學院獲分配之代表

名額，由各該學院專任教師互選產生，每一學系（所）至多以一人為限。 

二、各學院教師代表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未達

上開額度時，由各學院自行調整依序遞補。 

第 4 條  職員代表產生方式： 

一、職員代表由職員互選產生。每一單位之代表至多二人。 

二、職員代表選舉之候選人及選舉人為本校專任之職技員工（不包括各種約聘人員、

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非全職人員），並以當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職者為準。 

三、職員代表選舉選票每張最多圈選人數不得超過應選人數二分之一，多圈者該選票

無效。選舉結果分別依得票數高低決定當選代表及候補代表排列順序。遇票數相

同時，則由抽籤決定之。 

四、職員代表選舉作業由人事室舉辦，並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第 18週前完成。 

第 5 條    本會議討論並議決以下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要規章。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關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其他應經校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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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本會議主席由校長擔任。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主席。 

第 7 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

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 8 條    本會議召開，應有全體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得決議。 

第 9 條    本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本會議交議事項。 

第 10條    本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列席人員經主席許可後可提出相關業務報告

或發言，但不得參與議案表決。 

第 11條    校務會議提案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校長交議。 

二、各單位就有關業務提案。 

三、校務會議成員總數十分之一以上連署，並經行政會議審議後提案。 

第 12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 13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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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佛光大學組織規程 

 

107.05.22 106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30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係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以佛教慈悲喜捨

精神，號召百萬人興學所創設。 

本校秉持義正道慈之校訓，以推展學術研究、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

會及促進國家發展為設立宗旨，並以推動成為具傳統書院精神的現代學府，建立

書院型大學為辦學目標。 

第 2 條    本校依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私立學校法及財團法人私立佛光大學捐助章程

規定，訂定本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 3 條    本校依前條捐助章程所設之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及職員若干人，均納入本

校編制，由董事會遴選任用。 

第二章  校長、副校長 

第 4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對外代表本校。校長任期四年，起聘日以每年

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為原則，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辦法遴

薦二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一人，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期滿經董事會同意

者得連任。 

本校經評鑑為辦理完善，績效卓著，符合大學評鑑辦法第 9條規定時，校長

年齡得依該辦法第 10條暨私立學校法第 57條規定，於報經教育部同意後放寬至

屆滿七十五歲止。 

校長因故出缺或因特殊情況，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合

格校長人選報部核准前，依序應由副校長、教務長暫行兼代校務，並將代理校長

人選報教育部。 

第 5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期與校長相同。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教授資格或具專業能力者擔任之，並報董事會備查。 

第 6 條    校長為策劃、推動校務發展，得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俾

利提供重要校務發展意見。 

第 7 條    校長為推動校務政策及審議本校重要法規之制（修）訂方向，得定期邀集本

校一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舉行會報。 

第三章  教學及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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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本校教學單位設學院、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第 9 條    本校學院負責博、碩士班及學士班學生之專業教育及輔導，並推動相關領域

之學術研究。 

學院之下得設學系、獨立研究所、學位學程。 

第 10條    本校各學院、學系、獨立研究所、學位學程之設立或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

議，並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報請教育部核准。 

本校所設各學院、學系、獨立研究所、學位學程如附表一：佛光大學學院及

所屬單位一覽表。 

第 11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各置系

主任、所長、主任一人，綜理各該單位之事務。 

第 12條    本校設書院，負責本校師生之住宿、書院活動及住宿學生之生活教育及輔

導。 

第 13條    本校各書院各置山長一人，綜理院務。 

第 14條    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設通識教育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為主任委

員，並置執行長一人綜理委員會之事務。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15條    本校為推動特定領域之學術研究，得設各級各類研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第 16條    本規程第 11 條所訂各學院院長及第 14條所訂通識教育委員會執行長，應就

本校教授聘兼之。第 13條所訂山長及第 11條所訂系主任、所長、主任，應就本

校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但藝術類與技術類之系主任、所長、主任，得聘請副

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前項所述主管由校長聘任之，其任期均為三年，連任並均以一次為原則。各

級主管之遴聘，均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之。 

第四章  行政單位 

第 17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位，掌理相關事項，並分置其主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註冊、課務、教學資源運用、教師專業成長、

學生學習、系所評鑑、學生生涯輔導及其他有關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一人，掌理學生生活輔導、導師專業發展、學生課外

活動及體育競賽活動、心理諮商、衛生保健及其他有關學生事務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文書、採購、出納、營繕、保管、環保、勞安

及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四、招生事務處：置招生長一人，掌理全校招生、考試、規劃高中端策略活動及

其他有關招生事項。 

五、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究、產學合作、創新育成、推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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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校務發展計畫、校務評鑑及其他有關研究發展事項。 

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際長一人，掌理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與合作、華語

文教育、佛光山系統大學交流與合作及其他有關國際與兩岸事項。 

七、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長一人，掌理圖書及非書資料蒐集、典藏，電腦、網

路資訊系統規劃與設計，資訊安全及其他有關圖書或資訊事項。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掌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等有關事項。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掌理預算、會計及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十、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掌理議事、管考、行政協調、內部控制、公共關

係等有關事項，並襄助校長及副校長處理行政事務。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前項各單位符合教育部所訂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認

定基準時，得置副主管一人，以襄助各該單位業務，各單位得分組或設中心辦事，

其組織、職掌及辦事人員等，由各該單位擬訂組織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所設各級行政單位詳如附表二：佛光大學各行政單位一覽表。 

第 18條    為教學及學生創新創業實習需要，得依相關規定，設置各類校內實習機構，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19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其政策研擬、分析及追蹤，並兼理內部稽核，得設校

務研究辦公室，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聘兼之，得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專任教師或行政人員兼任 

第 20條    第 17條所列各級行政主管均由本校專任教師或職級相當之專案教師或行政

人員兼任。其中教務長一職，應由本校專任教授兼任。 

各行政單位之副主管及下設組（中心）之組長（主任），由主管提請校長聘

請專任教師或職級相當行政人員兼任之。 

各級行政單位主管均由校長聘任，任期三年，並得連任。本校學術主管暨行

政主管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五章  教學、研究及行政人員 

第 21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從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等工作。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實施。 

本校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辦法另訂之。 

第 22條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作，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

究員等，各職級研究員聘任得依教育部或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 23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本規程第 21條及 22條所述人員之聘任、聘期、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

規定義務之處理、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事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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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條    本校教師之聘期，分為初聘及續騁，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其初聘及第一次

續聘聘期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為二年。 

本校教師聘任、服務、升等相關辦法另訂定之。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

發展需要，另訂本校教師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並納入聘約。 

第 25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歸屬各學院外，亦應依學校規劃之期程及方式歸屬書院，並

由書院另予聘任。其歸屬及聘任辦法另訂之。 

第 26條    本校為推動運動團隊，積極參與運動賽事，得聘專任運動教練，其聘任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7條    本校依大學法第 21條規定，建立教師評鑑制度，其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 28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有關教師對解聘、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

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29條    本規程所稱行政人員，係指於本校各教學、研究或行政單位，從事學術或校

務行政工作之人員。其任免、敘薪、考核、升遷、獎懲等相關辦法另訂之。 

第 30條    本校行政人員之職稱，除本規程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為專門委員、秘

書、編審、專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輔導員、技正、技士、組員、技佐、

護理師、護士、辦事員、書記等，均由校長任用之。 

本校員額編制表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報教育部核定。 

第 31條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有關行政人員對解任、停任、不續任及其

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 32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審議或議決下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關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八、依本規程規定應經校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前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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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各單位一、二級主管參加，其職權如下： 

一、審議依規定應提報教育部或本校董事會之事項。 

二、審議依規定應送校務會議審議之事項。 

三、議決有關本校行政運作之法規事項。 

四、議決有關本校各單位應送行政會議審議之規範事項。 

五、議決其他有關提案、校長提議或涉及本校各單位之協調事項。 

第 34條    本校為使校務發展順遂，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本校長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其他重大校務發展事項。 

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本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

境等相關事項 

三、預算委員會：審議本校各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除前項所列各委員會外，為推動校務亦得另設其他委員會。各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另訂之。 

第 35條    本校為強化協調機制，提升行政運作效率，設下列會議或委員會：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教務法規及其他重要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學務法規及其他重要學

生事務事項。 

三、總務會議：由總務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總務法規及其他重要總務事項。 

四、圖書暨資訊會議：由圖書暨資訊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圖書暨資訊法規，

及其他重要圖書暨資訊事項。 

五、國際暨兩岸事務會議：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國際暨兩

岸交流事務法規，及其他重要國際暨兩岸交流發展事項。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究發展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研究發展法規，及其他

重要研究發展事項。 

七、招生委員會：由招生事務處召集，審議或議決相關招生事務法規，及其他重

要招生事務發展事項。 

前項各類會議，應由各相關單位代表組成，必要時並應邀請學生代表共同參

與，各會議設置辦法分別另訂之。 

第 36條    本校各學院應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重要院務事項，其

設置辦法由各該學院另訂之。 

本校各學系（所）應設系務會議（所務會議），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討論重要系（所）務事項，其設置辦法由各該學系（所）另訂之。 

第 37條    本校為推動書院教育，得設書院教育推動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七章  學生自治組織及獎懲 

第 38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立學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體，其設立目的、組織、任務、

會務運作、會費收取方式及標準等章則，經學生自治團體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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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備查後實施。 

第 39條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懲標準及重大學生獎懲案件，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40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不服重大獎懲案件之決定，或因本校

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嚴重受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及評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第八章  附則 

第 41條    本規程於報教育部核定後，由本校發布實施。 

回臨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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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組織規程全部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未修正。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係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

雲大師，以佛教慈悲喜捨精

神，號召百萬人興學所創設。 

本校秉持義正道慈之校

訓，以推展學術研究、培育

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

及促進國家發展為設立宗

旨，並以推動成為具傳統書

院精神的現代學府，建立書

院型大學為辦學目標。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係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

雲大師，以佛教慈悲喜捨精

神，號召百萬人興學所創設。 

本校秉持義正道慈之校

訓，以推展學術研究、培育

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

及促進國家發展為設立宗

旨。 

增加書院型大

學為辦學目標。 

第 2 條    本校依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私立學校法及財團法

人私立佛光大學捐助章程規

定，訂定本組織規程（以下

簡稱本規程）。 

第 2 條    本校依大學法暨其施行

細則、私立學校法及財團法

人私立佛光大學捐助章程規

定，訂定本組織規程（以下

簡稱本規程）。 

未修正。 

第 3 條    本校依前條捐助章程所

設之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

及職員若干人，均納入本校

編制，由董事會遴選任用。 

第 3 條    本校依前條捐助章程所

設之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

及職員若干人，均納入本校

編制，由董事會遴選任用。 

未修正。 

第二章  校長、副校長 第二章  校長、副校長 未修正。 

第 4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

校務，對外代表本校。校長

任期四年，起聘日以每年八

月一日或二月一日為原則，

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

會，依校長遴選辦法遴薦二

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一

人，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

之。期滿經董事會同意者得

連任。 

本校經評鑑為辦理完

善，績效卓著，符合大學評

第 4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

校務，對外代表本校。校長

任期四年，起聘日以每年八

月一日或二月一日為原則，

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

會，依校長遴選辦法遴薦二

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一

人，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

之。期滿經董事會同意者得

連任。 

私立大學符合經評鑑為

辦理完善，績效卓著者，即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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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辦法第 9條規定時，校長

年齡得依該辦法第 10條暨私

立學校法第 57條規定，於報

經教育部同意後放寬至屆滿

七十五歲止。 

校長因故出缺或因特殊

情況，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

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合格

校長人選報部核准前，依序

應由副校長、教務長暫行兼

代校務，並將代理校長人選

報教育部。 

符合大學評鑑辦法第 9條規

定時，校長年齡得依該法第

10條暨私立學校法第 57條

規定，經教育部同意後放寬

至屆滿七十五歲止。 

校長因故出缺或因特殊

情況，致無法執行校長職務

時，在董事會依法遴聘合格

校長人選報部核准前，依序

應由副校長、教務長暫行兼

代校務，並將代理校長人選

報教育部。 

第 5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至二

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

期與校長相同。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教

授資格或具專業能力者擔任

之，並報董事會備查。 

第 5 條    本校置副校長一至二

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任

期與校長相同。 

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教

授資格或具專業能力者擔任

之，並報董事會備查。 

未修正。 

第 6 條    校長為策劃、推動校務

發展，得遴聘校內、外學者、

專家擔任諮詢委員，俾利提

供重要校務發展意見。 

第 6 條    校長為策劃、推動校務

發展，得遴聘校內、外學者、

專家擔任諮詢委員，俾利提

供重要諮詢意見。 

未修正。 

第 7 條    校長為推動校務政策及

審議本校重要法規之制（修）

訂方向，得定期邀集本校一

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舉行會

報。 

第 7 條    校長為推動校務政策及

審議本校重要法規之制（修）

訂方向，得定期邀集本校一

級學術及行政主管舉行會

報。 

未修正。 

第三章  教學及研究單位 第三章  研究及行政單位 修改為規範教

學及研究單位。 

第 8 條    本校教學單位設學院、

書院及通識教育委員會。 

第 8 條    本校學術單位設學院，

學院之下得設學系、研究

所、學位學程。 

明定教學單位

組織之類別。 

第 9 條    本校學院負責博、碩士

班及學士班學生之專業教育

及輔導，並推動相關領域之

學術研究。 

學院之下得設學系、獨

立研究所、學位學程。 

 1.新增。 

2.明訂學院職

掌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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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本校各學院、學系、獨

立研究所、學位學程之設立

或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

議，並陳請董事會同意後，

報請教育部核准。 

本校所設各學院、學

系、獨立研究所、學位學程

如附表一：佛光大學各學院

及所屬單位一覽表。 

第 9 條    本校各級學術單位之設

立或變更，應經校務會議審

議，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報

教育部核准。 

本校所設各級學術單位

詳如附表一：佛光大學各學

術單位一覽表。 

1.條次變動。 

2.文字修正。 

第 11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

究所、學位學程，各置系主

任、所長、主任一人，綜理

各該單位之事務。 

第 10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

究所、學位學程，各置系主

任、所長、主任一人，綜理

該各單位之事務。 

各級學術主管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任並均以一次為

原則。 

1.條次變動。 

2.第二項聘期

規定併入第

16條。 

第 12條    本校設書院，負責本校

師生之住宿、書院活動及住

宿學生之生活教育及輔導。 

 1.新增。 

2.明訂書院職

掌。 

第 13條    本校各書院各置山長一

人，綜理院務。 

 1.新增。 

2.明訂書院主

管及權責。 

第 14 條    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

設通識教育委員會，由校長

指定副校長一人為主任委

員，並置執行長一人綜理委

員會之事務。通識教育委員

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11 條    本校為推動通識教育，

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1.條次變動。 

2.明訂通識教

育委員會主

管及權責。 

第 15 條    本校為推動特定領域之

學術研究，得設各級各類研

究中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12 條    本校為推動特定領域之

研究，得設研究中心，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1.條次變動。 

2.文字修正。 

第 16條    本規程第 11條所訂各學

院院長及第 14條所訂通識教

育委員會執行長，應就本校

教授聘兼之。第 13條所訂山

長及第 11條所訂系主任、所

長、主任，應就本校副教授

以上教師聘兼之，但藝術類

第 15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

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

請教授兼任之。本校各學

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

各置系主任、所長、學位學

程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本校

1.第 15條條文

第一、二項併

入第 16條。 

2.明訂院長、山

長、執行長、

系主任、所

長、主任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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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類之系主任、所長、

主任，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

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前項所述主管由校長聘

任之，其任期均為三年，連

任並均以一次為原則。各級

主管之遴聘，均依本校學術

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

序聘之。 

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

訂程序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上述學術單位主管

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原

則。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

長一人兼任，執行長一人，

由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中遴

聘，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第 10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研

究所、學位學程，各置系主

任、所長、主任一人，綜理

該各單位之事務。 

各級學術主管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任並均以一次為

原則。 

兼職級。 

3.第二項所訂

之聘期規定

由原第 10條

第二項併入。 

4.遴聘程序辦

法另定之。 

第四章  行政單位  新增第四章。 

第 17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

位，掌理相關事項，並分置

其主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掌理註冊、課務、教學

資源運用、教師專業成

長、學生學習促進、系

所評鑑、學生生涯輔導

及其他有關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

一人，掌理學生生活輔

導、導師專業發展、學

生課外活動及體育競賽

活動、心理諮商、衛生

保健及其他有關學生事

務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掌理文書、採購、出納、

營繕、保管、環保、勞

第 13 條    本校設下列各行政單

位，掌理相關事項，並分置

其主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

人，掌理註冊、課務、

教學資源運用、系所評

鑑、職涯輔導及其他有

關教務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

一人，掌理學生生活輔

導、課外活動及體育競

賽活動指導、心理諮

商、衛生保健及其他有

關學生事務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掌理文書、採購、出納、

營繕、保管、環保、勞

1.條次變動，原

第 13條調整

為第 17條。 

2.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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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及其他有關總務事

項。 

四、招生事務處：置招生長

一人，掌理全校招生、

考試、規劃高中端策略

活動及其他有關招生事

項。 

五、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

一人，掌理學術研究、

產學合作、創新育成、

推廣教育、校務發展計

畫、校務評鑑及其他有

關研究發展事項。 

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

國際長一人，掌理國際

與兩岸學術交流與合

作、華語文教育、佛光

山系統大學交流與合作

及其他有關國際與兩岸

事項。 

七、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

長一人，掌理圖書及非

書資料蒐集、典藏，電

腦、網路資訊系統規劃

與設計，資訊安全及其

他有關圖書或資訊事

項。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

掌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

展等有關事項。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掌理預算、會計及

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十、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掌理議事、管考、

行政協調、內部控制、

公共關係等有關事項，

並襄助校長及副校長處

理行政事務。 

安及其他有關總務事

項。 

四、招生事務處：置招生長

一人，掌理全校招生、

考試及其他有關招生事

項。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

一人，掌理學術研究、

產學合作、推廣教育、

校務發展計畫、校務評

鑑及其他有關研究發展

事項。 

 

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

國際長一人，掌理國際

與兩岸學術交流、合

作，佛光山系統大學交

流、合作及其他有關國

際與兩岸事項。 

七、圖書暨資訊處：置圖資

長一人，掌理圖書及非

書資料蒐集、典藏，電

腦、網路資訊系統規劃

與設計，資訊安全及其

他有關圖書或資訊事

項。 

八、人事室：置主任一人，

掌理人力資源管理與發

展等有關事項。 

九、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

人，掌理預算、會計及

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十、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掌理議事、管考、

行政協調、內部控制、

公共關係等有關事項，

並襄助校長及副校長處

理行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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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前

項各單位符合教育部所訂達

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認定

基準時，得置副主管一人，

以襄理各該單位業務，各單

位得分組或設中心辦事，其

組織、職掌及辦事人員等，

由各該單位擬訂組織細則，

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所設各級行政單位

詳如附表二：佛光大學各行

政單位一覽表。 

前項各單位業務繁重

者，得設副主管一人，各單

位並得分組或設中心辦事，

其組織、職掌及辦事人員

等，由各該單位擬訂組織細

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校所設各級行政單位

詳如附表二：佛光大學各行

政單位一覽表。 

第 18條    為教學及學生創新創業

實習需要，得依相關規定，

設置各類校內實習機構，其

設置辦法另訂之。 

 增設實習機構

之規定。 

第 19 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

其政策研擬、分析及追蹤，

並兼理內部稽核，得設校務

研究辦公室，置召集人一人

由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聘兼

之，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專任教師或行政人員兼任。 

第 14 條    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政

策研擬、分析及追蹤、稽核

校務運作之落實情形，得設

校務研究辦公室，由校長依

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

法所訂程序聘請教授兼任擔

任召集人，並得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或職員兼任，及職員若干人。 

1.條次變更。 

2.文字修正，明

訂設置校務

研究辦公室。 

第 20條    第 17條所列各級行政主

管均由本校專任教師或職級

相當之專案教師或行政人員

兼任。其中教務長一職，應

由本校專任教授兼任。 

各行政單位之副主管及

下設組（中心）之組長（主

任），由主管提請校長聘請專

任教師或職級相當行政人員

兼任之。 

各級行政單位主管均由

校長聘任，任期三年，並得

連任。本校學術主管暨行政

主管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 15 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

人，由校長依本校學術及行

政主管遴選辦法所訂程序聘

請教授兼任之。本校各學

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中心

各置系主任、所長、學位學

程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本校

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所

訂程序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上述學術單位主管

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原

則。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主

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副校

1.第 15條條文

第一、二項已

併入第 16

條，本條次變

動為第 20

條。 

2.規範行政單

位主管之遴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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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人兼任，執行長一人，

由校長就本校專任教師中遴

聘，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本校行政單位中，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

招生長、國際長由校長依本

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選辦法

所訂程序聘請教授兼任之。

總務長、圖資長、主任秘書、

副教務長、副國際長，由校

長依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遴

選辦法所訂程序聘請副教授

以上人員或職級相當職員兼

任。上述行政單位主管任期

三年，得連任之。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人

事室置主任，由校長依有關

法令聘（派）任之。招生處

副招生長、各單位分組（中

心）組長（主任），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教官）

或職級相當職員兼任，任期

三年，得連任之。 

本校學術主管暨行政主

管之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五章  教學、研究及行政人員 第四章  教學及行政人員 章節變更。 

第 21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從事

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

工作。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

主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

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實施。 

本校得延聘專業技術人

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辦法另

訂之。 

第 16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

主持，講座設置辦法另定

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董事會同意後實施。 

 

第 18條    本校得依教育部或本校

相關辦法規定，延聘研究人

員從事研究計畫或延聘專業

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1.條次變更，併

原第 16條及

第 18條。 

2.增加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

教學之規定。 

第 22條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  增加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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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研究工作，研究人員分研

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等，各職級研究員聘任得

依教育部或本校相關辦法辦

理。 

之規定。 

第 23 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

評審本規程第 21條及 22條

所述人員之聘任、聘期、升

等、解聘、停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延長服

務、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規

定義務之處理、及其他有關

教師評審之事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第 19 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

會，分校、院及系（所）三

級，評審有關教師（含專業

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之聘

任、聘期、升等、解聘、停

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

定、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

第十四條規定義務之處理、

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事

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1.條次變更。 

2.明訂教評會

權責。 

第 24 條    本校教師之聘期，分為

初聘及續騁，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其初聘及第一次續

聘聘期為一年，以後每次續

聘為二年。 

本校教師聘任、服務、

升等相關辦法另訂定之。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

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

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

研究發展需要，另訂本校教

師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之規

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並納入聘約。 

第 17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

初聘及續騁，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其初聘及第一次續

聘聘期為一年，以後每次續

聘為二年。 

本校教師聘任、服務、

升等相關辦法另訂定之。 

本校除依教師法規定

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

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

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本校教

師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之規

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並納入聘約。 

文字修正。 

第 25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歸屬各

學院外，亦應依學校規劃之

期程及方式歸屬書院，並由

書院另予聘任。其歸屬及聘

任辦法另訂之。 

 新增書院教師

職稱。 

第 26 條    本校為推動運動團隊，

積極參與運動賽事，得聘專

第 21 條    本校為推動運動團隊，

積極參與運動賽事，得聘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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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運動教練，其聘任辦法另

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任運動教練，其聘任辦法另

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第 27條    本校依大學法第 21條規

定，建立教師評鑑制度，其

評鑑辦法另訂之。 

 新增，依大學法

第 21條，明訂

教師評鑑機制。 

第 28 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教師對解

聘、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

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第 22 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教師對解

聘、停聘、不續聘及其他決

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條次變更。 

第 29 條    本規程所稱行政人員，

係指於本校各教學、研究或

行政單位，從事學術或校務

行政工作之人員。其任免、

敘薪、考核、升遷、獎懲等

相關辦法另訂之。 

第 20 條    本規程所稱行政人員，

係指於本校各學術或行政單

位，從事學術或校務行政工

作之人員。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得

依相關法令規定，由本校專

任教師兼任或任用未具教師

資格之職員擔任。 

前項職員之職稱，除本

規程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

外，得為專門委員、秘書、

編審、專員、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輔導員、技正、

技士、組員、技佐、護理師、

護士、辦事員、書記。 

本校各級行政人員均由

校長任用之。本校員額編制

表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報教育

部核定。 

1.條次變更。 

2.原條文第 20

條第一項調

整為第 29

條。 

3.原條文第 20

條第二、三及

四項調整為

第 30條。 

第 30 條    本校行政人員之職稱，

除本規程或相關法令另有規

定外，得為專門委員、秘書、

編審、專員、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輔導員、技正、

技士、組員、技佐、護理師、

護士、辦事員、書記等，均

由校長任用之。 

本校員額編制表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報教育部核定。 

第 31 條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行政人員對

解任、停任、不續任及其他

決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第 23 條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有關職員對解

任、停任、不續任及其他決

定不服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設置及評議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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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議及委員會 第五章  會議及委員會 章節變更。 

第 32 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審議

或議決下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

要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學

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

立、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

關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

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八、依本規程規定應經校務

會議審議之事項。 

前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後實施。 

第 24 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審議

下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其他各種重

要章則。 

三、學院、系、研究所、學

位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

立、變更或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等相

關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專案小組

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八、依本規程規定應經校務

會議審議之事項。 

前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1.條次變更。 

2.文字修正。 

第 33 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各

單位一、二級主管參加，其

職權如下： 

一、審議依規定應提報教育

部或本校董事會之事

項。 

二、審議依規定應送校務會

議審議之事項。 

三、議決有關本校行政運作

之法規事項。 

四、議決有關本校各單位應

送行政會議審議之規範

事項。 

五、議決其他有關提案、校

長提議或涉及本校各單

位之協調事項。 

第 25 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由各

單位一、二級主管參加，審

議下列事項： 

一、依規定應提報教育部或

本校董事會之事項。 

二、依規定應送校務會議審

議之事項。 

三、有關本校行政運作之法

規事項。 

四、有關本校各單位應送行

政會議審議之規範事

項。 

五、其他有關提案、校長提

議或涉及本校各單位之

協調事項。 

1.條次變更。 

2.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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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本校為使校務發展順

遂，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本校長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及其他重大校務發展

事項。 

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審議本校落實性別平等

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

教育環境等相關事項 

三、預算委員會：審議本校

各年度工作計畫及預

算。 

除前項所列各委員會

外，為推動校務亦得另設其

他委員會。各委員會之設置

辦法另訂之。 

第 26 條    本校為使校務發展順

遂，設下列各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本校長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及其他重大校務發展

事項。 

二、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

本校重大學術發展及交

流事項。 

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審議本校落實性別平等

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

教育環境等相關事項。 

四、預算委員會：審議本校

各年度工作計畫及預

算。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

法分別另訂定之。 

1.條次變更。 

2.保留可增設

其他委員會之

條件。 

第 35 條    本校為強化協調機制，

提升行政運作效率，設下列

會議或委員會：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處召

集，審議或議決相關教

務法規及其他重要教務

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

事務處召集，審議或議

決相關學務法規及其他

重要學生事務事項。 

三、總務會議：由總務處召

集，審議或議決相關總

務法規及其他重要總務

事項。 

四、圖書暨資訊會議：由圖

書暨資訊處召集，審議

或議決相關圖書暨資訊

法規，及其他重要圖書

暨資訊事項。 

五、國際暨兩岸事務會議：

第 27 條    本校為協調校內各單

位，使行政運作順暢，設下

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由教務處召

集，教務長為主席，討

論及議決重要教務事

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

事務處召集，學務長為

主席，討論及議決重要

學生事務事項。 

三、總務會議：由總務處召

集，總務長為主席，討

論及議決重要總務事

項。 

四、圖書暨資訊會議：由圖

書暨資訊處召集，圖資

長為主席，討論及議決

重要圖書暨資訊事項。 

 

 

1.條次變更。 

2.各會議決議

事項及設置

辦法規範。 

3.新增國際暨

兩岸事務

處、研究發展

處、招生事務

處之單位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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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召

集，審議或議決相關國

際暨兩岸交流事務法

規，及其他重要國際暨

兩岸交流發展事項。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究

發展處召集，審議或議

決相關研究發展法規，

及其他重要研究發展事

項。 

七、招生委員會：由招生事

務處召集，審議或議決

相關招生事務法規，及

其他重要招生事務發展

事項。 

前項各類會議，應由各

相關單位代表組成，必要時

並應邀請學生代表共同參

與，各會議設置辦法分別另

訂之。 

 

 

 

 

 

 

 

 

前項各類會議，應由各

相關單位代表及學生代表共

同組成，其設置辦法分別另

訂之。 

除第一項所列會議外，

其餘各一級行政單位必要

時，亦得比照訂定設置辦

法，召集相關會議。 

各行政單位為凝聚單位

內同仁之共識，得以各該單

位主管為主席，召開相關業

務會議。 

第 36 條    本校各學院應設院務會

議，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討論重要院務事項，其

設置辦法由各該學院另訂

之。 

本校各學系（所）應設

系務會議（所務會議），由系

主任（所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討論重要系（所）務事

項，其設置辦法由各該學系

（所）另訂之。 

第 28 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應設下

列會議： 

一、院務會議：由各學院院

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

論重要院務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二次。各院

院務會議教師代表暨學

生代表之選舉產生辦法

由各該學院自行訂定。 

二、系（所）務會議：各學

系（所）設系（所）務

會議，由系主任（所長）

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

及議決重要系（所）務

事項。各系（所）務會

議教師代表暨學生代表

之選舉產生辦法由各該

系（所）自行訂定。 

1.條次變更。 

2.文字修正。 

第 37條    本校為推動書院教育，  新增條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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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設書院教育推動委員會，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教育推動委員

會法源。 

第七章  學生自治組織及獎懲 第六章  學生自治組織及獎懲 章節變更。 

第 38 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立學

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體，

其設立目的、組織、任務、

會務運作、會費收取方式及

標準等章則，經學生自治團

體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報本

校備查後實施。 

第 29 條    本校得輔導學生成立學

生會及其他學生自治團體，

其設立目的、組織、任務、

會務運作、會費收取方式及

標準等章則，經學生自治團

體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報本

校備查後實施。 

條次變更。 

第 39 條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懲標

準及重大學生獎懲案件，設

置學生獎懲委員會，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第 30 條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懲標

準及重大學生獎懲案件，設

置學生獎懲委員會，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條次變更。 

第 40 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學生不服重大獎

懲案件之決定，或因本校行

政措施致學生權益嚴重受損

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及評

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第 31 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受理學生不服重大獎

懲案件之決定，或因本校行

政措施致學生權益嚴重受損

之申訴。 

前項委員會之設置及評

議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條次變更。 

第八章  附則 第七章  附則 章節變更。 

第 41 條    本規程於報教育部核定

後，由本校發布實施。 

第 32 條    本規程於報教育部核定

後，由本校發布實施。 

條次變更。 

回臨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