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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年 08 月 25 日（週二）上午 10 時 

地  點：雲起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朝祥                                                 記錄：鄭嘉琦 

出 席 者：行政主管  劉副校長三錡（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藍副校長順德（兼招生

事務處處長）、王副招生長宏升（兼招生事務組組長）、林教務長文瑛、

羅副教務長中峰、饒總務長達欽（兼主任秘書）、郭研發長冠廷、謝國

際長大寧（兼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林圖資長裕權、通識教育委員會王

執行長震武、林人事主任淑娟、會計室主任釋妙暘法師、佛大會館許

經理漢宏 

教學主管  人文學院戚院長國雄（兼哲學系系主任）、歷史學系范主任純武、外國

語文學系游主任鎮維、宗教學研究所陳所長旺城、社會科學暨管理學

院林院長信華、社會學系鄭主任祖邦、應用經濟學系陳主任谷劦、公

共事務學系陳主任尚懋（張中勇代）、管理學系蔡主任明達、文化資產

與創意學系潘襎主任（兼藝術學研究所所長）、資訊學系詹主任丕宗、

傳播學系陳才主任、樂活產業學院楊院長玲玲、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

學系許主任興家（韓傳孝代）、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何主任振盛、佛教

學院萬院長金川、佛教學系陳主任一標（兼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級主管  註冊與課務組邱美蓉組長、學生學習發展中心賴宗福主任、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簡文志主任、諮商輔導組游勝翔組長、體育與衛生組吳良民

組長、招生活動組余忠勳代理組長、校務計畫組林晏如組長（兼產學

合作與交流組組長）、推廣教育中心張和然主任、國際合作與交流組陳

拓余組長、諮詢服務組王愛琪組長（兼館藏管理組組長）、校務資訊組

張世杰組長、網路暨學習科技組陳應南組長、行政管理組陳志賢組長、

公共關係組徐明珠組長、會計室陳美華組長、通識教育中心陳衍宏主

任（鄭毓瑩代）、語文教育中心王梅春主任 

列 席 者：（未出席） 

請假人員：柳學務長金財、張副國際長瑋儀、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蕭主任麗華、心理學系林

主任烘煜、創意與科技學院翁院長玲玲、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張主任志昇、生活

輔導組莊祿舜組長、課外活動組鄭宏文組長、兩岸合作與交流組詹雅文組長（兼

華語教學中心主任）、圍棋發展中心徐偉庭主任、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汪雅婷主任、

事務組莊展俊組長、營繕組張錫東組長（兼環安組組長）、學生會溫翌伶會長、學

生議會范家瑋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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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執行情形、列管案件、業務報告、專題報告、提案討論 

一一一一、、、、今天召開行政會議主要原因是這學年開始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有很大的轉變今天召開行政會議主要原因是這學年開始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有很大的轉變今天召開行政會議主要原因是這學年開始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有很大的轉變今天召開行政會議主要原因是這學年開始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有很大的轉變，，，，學校面學校面學校面學校面

對這樣的轉變對這樣的轉變對這樣的轉變對這樣的轉變，，，，必須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發展必須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發展必須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發展必須進入另外一個階段的發展，，，，所以這段時間所以這段時間所以這段時間所以這段時間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組織做了變動組織做了變動組織做了變動組織做了變動，，，，組組組組

織變動後人員也有新的安排織變動後人員也有新的安排織變動後人員也有新的安排織變動後人員也有新的安排。。。。    

二二二二、、、、為邁入新的階段為邁入新的階段為邁入新的階段為邁入新的階段，，，，上學年度已完成幾項重大規劃上學年度已完成幾項重大規劃上學年度已完成幾項重大規劃上學年度已完成幾項重大規劃。。。。中長程計畫中長程計畫中長程計畫中長程計畫已獲已獲已獲已獲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可繼續可繼續可繼續可繼續

推動推動推動推動，，，，CPCCPCCPCCPC 對對對對本本本本校未來發展的願景有不錯的期待校未來發展的願景有不錯的期待校未來發展的願景有不錯的期待校未來發展的願景有不錯的期待，，，，整個學校未來發展整個學校未來發展整個學校未來發展整個學校未來發展的初步規畫的初步規畫的初步規畫的初步規畫已經已經已經已經

確定確定確定確定，，，，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轉型為書院型轉型為書院型轉型為書院型轉型為書院型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的共識已達成的共識已達成的共識已達成的共識已達成，，，，再來就要再來就要再來就要再來就要盤點盤點盤點盤點各工各工各工各工作作作作項目並開始執行項目並開始執行項目並開始執行項目並開始執行。。。。    

三三三三、、、、學校必須要完成對學生的承諾學校必須要完成對學生的承諾學校必須要完成對學生的承諾學校必須要完成對學生的承諾，，，，尤其是事務性的工作尤其是事務性的工作尤其是事務性的工作尤其是事務性的工作，，，，比如說餐廳能更好比如說餐廳能更好比如說餐廳能更好比如說餐廳能更好、、、、林美寮的林美寮的林美寮的林美寮的

熱水能供應的更好熱水能供應的更好熱水能供應的更好熱水能供應的更好等等等等，，，，很多事情都必須有輕重很多事情都必須有輕重很多事情都必須有輕重很多事情都必須有輕重，，，，所以藉由召開行政會議讓大家聚一起所以藉由召開行政會議讓大家聚一起所以藉由召開行政會議讓大家聚一起所以藉由召開行政會議讓大家聚一起，，，，

共商未來發展的方向共商未來發展的方向共商未來發展的方向共商未來發展的方向。。。。    

四四四四、、、、本校的組織於本校的組織於本校的組織於本校的組織於 104104104104 學年度做了大幅調整學年度做了大幅調整學年度做了大幅調整學年度做了大幅調整，，，，人員也有了新的配置人員也有了新的配置人員也有了新的配置人員也有了新的配置：：：：    

1.1.1.1.請劉副校長繼續在行政請劉副校長繼續在行政請劉副校長繼續在行政請劉副校長繼續在行政、、、、學術上做規劃與督學術上做規劃與督學術上做規劃與督學術上做規劃與督導的工作導的工作導的工作導的工作。。。。    

2.2.2.2.原本的藍教務長順德接任招生處處長原本的藍教務長順德接任招生處處長原本的藍教務長順德接任招生處處長原本的藍教務長順德接任招生處處長，，，，同時擔任副校長同時擔任副校長同時擔任副校長同時擔任副校長。。。。    

（（（（1111））））本學年度的招生是非常重要的關卡本學年度的招生是非常重要的關卡本學年度的招生是非常重要的關卡本學年度的招生是非常重要的關卡，，，，因此特別成立了招生處因此特別成立了招生處因此特別成立了招生處因此特別成立了招生處，，，，希望本校希望本校希望本校希望本校未來在未來在未來在未來在

招生上能夠更卓越招生上能夠更卓越招生上能夠更卓越招生上能夠更卓越。。。。    

（（（（2222））））未來的招生狀況一定會比過去還好未來的招生狀況一定會比過去還好未來的招生狀況一定會比過去還好未來的招生狀況一定會比過去還好，，，，今年的繁星計畫跟指考滿招今年的繁星計畫跟指考滿招今年的繁星計畫跟指考滿招今年的繁星計畫跟指考滿招，，，，申請入學分申請入學分申請入學分申請入學分

發率達發率達發率達發率達 97.497.497.497.4％％％％是綜合型大學是綜合型大學是綜合型大學是綜合型大學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再來將會再來將會再來將會再來將會面臨更多挑戰面臨更多挑戰面臨更多挑戰面臨更多挑戰。。。。    

（（（（3333））））招生處除了請藍副校長負責之外招生處除了請藍副校長負責之外招生處除了請藍副校長負責之外招生處除了請藍副校長負責之外，，，，還有王副處長及余代理組長等人還有王副處長及余代理組長等人還有王副處長及余代理組長等人還有王副處長及余代理組長等人的協助的協助的協助的協助，，，，招招招招

生處人員已完成配置生處人員已完成配置生處人員已完成配置生處人員已完成配置，，，，再結合系再結合系再結合系再結合系、、、、所力量所力量所力量所力量，，，，因為招生的工作是全系因為招生的工作是全系因為招生的工作是全系因為招生的工作是全系、、、、所都要一所都要一所都要一所都要一

起幫忙的起幫忙的起幫忙的起幫忙的，，，，請各院請各院請各院請各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如此本校就能繼續往前衝如此本校就能繼續往前衝如此本校就能繼續往前衝如此本校就能繼續往前衝。。。。    

3.3.3.3.本學年度本校已本學年度本校已本學年度本校已本學年度本校已聘請數位優秀教師到本校服務聘請數位優秀教師到本校服務聘請數位優秀教師到本校服務聘請數位優秀教師到本校服務，，，，如創科院的葉老師如創科院的葉老師如創科院的葉老師如創科院的葉老師、、、、詹主任詹主任詹主任詹主任、、、、饒主饒主饒主饒主

秘等秘等秘等秘等，，，，饒主秘還兼任總務長饒主秘還兼任總務長饒主秘還兼任總務長饒主秘還兼任總務長，，，，上任上任上任上任這段期間對學校事務越來越清楚這段期間對學校事務越來越清楚這段期間對學校事務越來越清楚這段期間對學校事務越來越清楚，，，，對學校績效的對學校績效的對學校績效的對學校績效的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將將將將會有非常大的幫助會有非常大的幫助會有非常大的幫助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4.4.4.4.國際處國際處國際處國際處謝國際長及張副處長謝國際長及張副處長謝國際長及張副處長謝國際長及張副處長已跟大陸已跟大陸已跟大陸已跟大陸９０９０９０９０個學校簽約個學校簽約個學校簽約個學校簽約，，，，這部份做的非常好這部份做的非常好這部份做的非常好這部份做的非常好，，，，未來除未來除未來除未來除

了學生了學生了學生了學生、、、、老師的交換老師的交換老師的交換老師的交換、、、、交流外交流外交流外交流外，，，，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能能能能有更多大陸學生有更多大陸學生有更多大陸學生有更多大陸學生以以以以專班的方式來本校研修專班的方式來本校研修專班的方式來本校研修專班的方式來本校研修。。。。    

5.5.5.5.研發處現在一分為二研發處現在一分為二研發處現在一分為二研發處現在一分為二，，，，主要希望學校的研發能量可以完整的發揮出來主要希望學校的研發能量可以完整的發揮出來主要希望學校的研發能量可以完整的發揮出來主要希望學校的研發能量可以完整的發揮出來，，，，所以感謝郭所以感謝郭所以感謝郭所以感謝郭

研發長在沒有太多資源的情況下研發長在沒有太多資源的情況下研發長在沒有太多資源的情況下研發長在沒有太多資源的情況下執行各項工作執行各項工作執行各項工作執行各項工作，，，，未來研發處未來研發處未來研發處未來研發處會會會會主動主動主動主動依依依依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性質與相性質與相性質與相性質與相

關關關關系所配合系所配合系所配合系所配合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期待研發處未來成果期待研發處未來成果期待研發處未來成果期待研發處未來成果豐碩豐碩豐碩豐碩。。。。    

6.6.6.6.教務處原來有教務處原來有教務處原來有教務處原來有註冊暨課務組及招生事務組註冊暨課務組及招生事務組註冊暨課務組及招生事務組註冊暨課務組及招生事務組，，，，現在將招生業務獨立出去後所剩業務較現在將招生業務獨立出去後所剩業務較現在將招生業務獨立出去後所剩業務較現在將招生業務獨立出去後所剩業務較

單純單純單純單純，，，，都與教師都與教師都與教師都與教師、、、、學生相關學生相關學生相關學生相關，，，，故與原本的教資中心合併故與原本的教資中心合併故與原本的教資中心合併故與原本的教資中心合併，，，，以利教師與學生相關業務以利教師與學生相關業務以利教師與學生相關業務以利教師與學生相關業務

之規畫之規畫之規畫之規畫。。。。    

（（（（1111））））希望未來能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希望未來能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希望未來能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希望未來能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做人的部份要給學生更好的學習機會做人的部份要給學生更好的學習機會做人的部份要給學生更好的學習機會做人的部份要給學生更好的學習機會，，，，品品品品

德教育是學習德教育是學習德教育是學習德教育是學習重點重點重點重點，，，，要讓要讓要讓要讓學生學到更多學生學到更多學生學到更多學生學到更多。。。。另外是本校另外是本校另外是本校另外是本校雖然招生不錯但是流失很雖然招生不錯但是流失很雖然招生不錯但是流失很雖然招生不錯但是流失很

大大大大，，，，降低學生的流失率降低學生的流失率降低學生的流失率降低學生的流失率是我們要努力的是我們要努力的是我們要努力的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很多單位要相互配合很多單位要相互配合很多單位要相互配合很多單位要相互配合以以以以減少學生減少學生減少學生減少學生

流失流失流失流失。。。。    

（（（（2222））））各系所找大企業合作讓學生有實習機會各系所找大企業合作讓學生有實習機會各系所找大企業合作讓學生有實習機會各系所找大企業合作讓學生有實習機會，，，，但申請實習的學生比例卻很低但申請實習的學生比例卻很低但申請實習的學生比例卻很低但申請實習的學生比例卻很低，，，，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要把實習列入畢業門檻要把實習列入畢業門檻要把實習列入畢業門檻要把實習列入畢業門檻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參參參參考考考考，，，，也請大家多幫忙也請大家多幫忙也請大家多幫忙也請大家多幫忙。。。。    

7.7.7.7.本校以品德教育為重點本校以品德教育為重點本校以品德教育為重點本校以品德教育為重點，，，，但教育部的品德教育計畫與活動卻都未參與但教育部的品德教育計畫與活動卻都未參與但教育部的品德教育計畫與活動卻都未參與但教育部的品德教育計畫與活動卻都未參與，，，，這部分請學這部分請學這部分請學這部分請學

務處多提出申請務處多提出申請務處多提出申請務處多提出申請。。。。以及以及以及以及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讓學生多參與活動的規畫多參與活動的規畫多參與活動的規畫多參與活動的規畫，，，，甚至讓學生甚至讓學生甚至讓學生甚至讓學生自主規劃自主規劃自主規劃自主規劃自己的活動自己的活動自己的活動自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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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畢業典禮等如畢業典禮等如畢業典禮等如畢業典禮等，，，，不需全部由不需全部由不需全部由不需全部由學校學校學校學校主辦主辦主辦主辦，，，，另一重點是另一重點是另一重點是另一重點是學生安全問題學生安全問題學生安全問題學生安全問題，，，，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交通安全、、、、

校園安全校園安全校園安全校園安全等全部都要注意等全部都要注意等全部都要注意等全部都要注意。。。。    

8.8.8.8.因學校組織異動請圖資處協助各單位儘速更新網頁因學校組織異動請圖資處協助各單位儘速更新網頁因學校組織異動請圖資處協助各單位儘速更新網頁因學校組織異動請圖資處協助各單位儘速更新網頁，，，，校內各項系統建置進度校內各項系統建置進度校內各項系統建置進度校內各項系統建置進度、、、、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設備維護設備維護設備維護設備維護，，，，與與與與如何讓學生到如何讓學生到如何讓學生到如何讓學生到圖書館使用圖書館使用圖書館使用圖書館使用各項多媒體學習各項多媒體學習各項多媒體學習各項多媒體學習等等等等，，，，希望新的學年度開始前希望新的學年度開始前希望新的學年度開始前希望新的學年度開始前

都能做好準備及提高效能都能做好準備及提高效能都能做好準備及提高效能都能做好準備及提高效能。。。。    

9999....新的人事佈局已就緒新的人事佈局已就緒新的人事佈局已就緒新的人事佈局已就緒，，，，CPCCPCCPCCPC 的的的的校務經營策略規劃案已完成校務經營策略規劃案已完成校務經營策略規劃案已完成校務經營策略規劃案已完成，，，，後續還有很多事項人事後續還有很多事項人事後續還有很多事項人事後續還有很多事項人事

室要逐推推動室要逐推推動室要逐推推動室要逐推推動。。。。在在在在人員職務人員職務人員職務人員職務盤點盤點盤點盤點及單位及單位及單位及單位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職掌規畫職掌規畫職掌規畫職掌規畫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請饒主秘多給予協助請饒主秘多給予協助請饒主秘多給予協助請饒主秘多給予協助。。。。    

10.10.10.10.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會計會計會計會計室妙暘法師室妙暘法師室妙暘法師室妙暘法師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管理學校經費的使用管理學校經費的使用管理學校經費的使用管理學校經費的使用，，，，明快有節奏的調明快有節奏的調明快有節奏的調明快有節奏的調

度度度度，，，，相當辛勞相當辛勞相當辛勞相當辛勞，，，，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11.11.11.11.通識通識通識通識教育教育教育教育不只是教學不只是教學不只是教學不只是教學，，，，學生氣質的改善是通識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學生氣質的改善是通識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學生氣質的改善是通識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學生氣質的改善是通識教育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段期間這段期間這段期間這段期間

做了很大的改革做了很大的改革做了很大的改革做了很大的改革，，，，希望未來可以做更多努力希望未來可以做更多努力希望未來可以做更多努力希望未來可以做更多努力。。。。    

12.12.12.12.幾件事請總務處儘快辦理幾件事請總務處儘快辦理幾件事請總務處儘快辦理幾件事請總務處儘快辦理：：：：    

（（（（1111））））本校已於上學年度進行校園可建面積盤點本校已於上學年度進行校園可建面積盤點本校已於上學年度進行校園可建面積盤點本校已於上學年度進行校園可建面積盤點，，，，在學生人數增加現有空間不足的狀在學生人數增加現有空間不足的狀在學生人數增加現有空間不足的狀在學生人數增加現有空間不足的狀

況下應儘快增建況下應儘快增建況下應儘快增建況下應儘快增建，，，，第一優先增建處為大草原及林美寮旁空地第一優先增建處為大草原及林美寮旁空地第一優先增建處為大草原及林美寮旁空地第一優先增建處為大草原及林美寮旁空地，，，，之後再處理籃球之後再處理籃球之後再處理籃球之後再處理籃球

場及女籃隊宿舍場及女籃隊宿舍場及女籃隊宿舍場及女籃隊宿舍。。。。    

（（（（2222））））蘇迪勒蘇迪勒蘇迪勒蘇迪勒颱風颱風颱風颱風已經離開台灣十天已經離開台灣十天已經離開台灣十天已經離開台灣十天，，，，校園部分災損已恢復校園部分災損已恢復校園部分災損已恢復校園部分災損已恢復，，，，部份仍部份仍部份仍部份仍在努力維修中在努力維修中在努力維修中在努力維修中，，，，

如如如如何何何何讓校園讓校園讓校園讓校園恢復恢復恢復恢復或者比從前更漂亮是我們目前要努力的或者比從前更漂亮是我們目前要努力的或者比從前更漂亮是我們目前要努力的或者比從前更漂亮是我們目前要努力的事項事項事項事項。。。。除除除除部份部份部份部份園藝樹木園藝樹木園藝樹木園藝樹木

外外外外，，，，其餘損壞都需在學生回校前修復完成其餘損壞都需在學生回校前修復完成其餘損壞都需在學生回校前修復完成其餘損壞都需在學生回校前修復完成。。。。    

五五五五、、、、今年學院沒有改變今年學院沒有改變今年學院沒有改變今年學院沒有改變，，，，系所則是宗教所獨立出來系所則是宗教所獨立出來系所則是宗教所獨立出來系所則是宗教所獨立出來，，，，系所的努力目系所的努力目系所的努力目系所的努力目標請各位系主任及所長標請各位系主任及所長標請各位系主任及所長標請各位系主任及所長

繼續推動繼續推動繼續推動繼續推動。。。。    

六六六六、、、、今天今天今天今天藉由藉由藉由藉由這個機會介紹新同仁這個機會介紹新同仁這個機會介紹新同仁這個機會介紹新同仁，，，，及及及及說明未來說明未來說明未來說明未來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方向方向方向方向，，，，並並並並對每個單位的發展作一對每個單位的發展作一對每個單位的發展作一對每個單位的發展作一

些期許些期許些期許些期許，，，，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每個每個每個每個單單單單位位位位都能達成各自的目標都能達成各自的目標都能達成各自的目標都能達成各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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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佛教學院 

案由：修訂本校「培育佛學菁英獎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3333 條第二句增加條第二句增加條第二句增加條第二句增加「「「「或學校指定之或學校指定之或學校指定之或學校指定之」。」。」。」。    

07 月 16 日呈報董事會，07 月

31 日董事會覆函同意後公告

施行。 

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同意並公告。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分抵免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3333 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出國出國出國出國」」」」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出境出境出境出境」。」。」。」。 

已簽請校長同意並公告。 

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同意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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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修訂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已於 08 月 13 日簽核完畢公告。 

六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圍棋代表隊學生獎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當年度當年度當年度當年度」」」」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當學年度當學年度當學年度當學年度」。」。」。」。    

3.3.3.3.第第第第 777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222 句句句句「「「「如中途學生退隊或因故被處以退隊如中途學生退隊或因故被處以退隊如中途學生退隊或因故被處以退隊如中途學生退隊或因故被處以退隊

者者者者」」」」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如中途退隊者如中途退隊者如中途退隊者如中途退隊者」。」。」。」。    

4.4.4.4.第第第第 9999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222 句句句句「「「「私立大學學雜費表準私立大學學雜費表準私立大學學雜費表準私立大學學雜費表準」」」」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大大大大

學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學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學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學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    

5.5.5.5.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增加條增加條增加條增加「「「「其義務規範另訂之其義務規範另訂之其義務規範另訂之其義務規範另訂之。」。。」。。」。。」。 

確認後登錄修訂網頁法規。 

七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輔導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3333 條第二句刪除條第二句刪除條第二句刪除條第二句刪除「「「「研究部研究部研究部研究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已公告施行。 

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教務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5555 條第一項第一句條第一項第一句條第一項第一句條第一項第一句「「「「促進促進促進促進」」」」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3.3.3.3.第第第第 7777 條最後一句刪除條最後一句刪除條最後一句刪除條最後一句刪除「「「「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4.4.4.4.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第二句條第二句條第二句條第二句「「「「，，，，設置因材施教資源中心設置因材施教資源中心設置因材施教資源中心設置因材施教資源中心、、、、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習資料處理中心學習資料處理中心學習資料處理中心學習資料處理中心、、、、與校友聯絡中心與校友聯絡中心與校友聯絡中心與校友聯絡中心。。。。」」」」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設設設設

置各類中心置各類中心置各類中心置各類中心，，，，其業務由本處相關單位兼辦之其業務由本處相關單位兼辦之其業務由本處相關單位兼辦之其業務由本處相關單位兼辦之。。。。」。」。」。」。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學生事務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一款條第一項第一款條第一項第一款條第一項第一款（（（（三三三三））））到到到到（（（（七七七七））））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兩字兩字兩字兩字，，，，及第三款及第三款及第三款及第三款「「「「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組組組組」。」。」。」。    

3.3.3.3.第第第第 4444 條第一句刪除條第一句刪除條第一句刪除條第一句刪除「「「「及中心及中心及中心及中心」」」」與與與與「「「「或主任或主任或主任或主任」。」。」。」。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總務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招生事務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一款條第一項第一款條第一項第一款條第一項第一款「「「「行政規劃組行政規劃組行政規劃組行政規劃組」」」」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招生招生招生招生

事務組事務組事務組事務組」，」，」，」，及第二項調整為第一項第二款第及第二項調整為第一項第二款第及第二項調整為第一項第二款第及第二項調整為第一項第二款第（（（（四四四四））））

目目目目。。。。    

3.3.3.3.第第第第 3333 條最後一句刪除條最後一句刪除條最後一句刪除條最後一句刪除「「「「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研究發展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或或或或」」」」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含含含含」，」，」，」，及第一項第三款第及第一項第三款第及第一項第三款第及第一項第三款第（（（（一一一一））））

目增加目增加目增加目增加「「「「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刪除刪除刪除刪除「「「「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原第原第原第原第（（（（二二二二））））

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並將原第並將原第並將原第並將原第（（（（四四四四））））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二二二二））））目目目目，，，，及及及及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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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將將將「「「「本校本校本校本校」」」」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和刪除和刪除和刪除和刪除「「「「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推動推動推動推動、、、、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六六六六））））目條整為第目條整為第目條整為第目條整為第（（（（五五五五））））目目目目，，，，及增加及增加及增加及增加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並將並將並將並將「「「「專案規劃專案規劃專案規劃專案規劃、、、、推動推動推動推動、、、、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八八八八））））目條整為第目條整為第目條整為第目條整為第（（（（六六六六））））目目目目，，，，及將及將及將及將

「「「「有關事項有關事項有關事項有關事項」」」」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事項事項事項事項」；」；」；」；原第原第原第原第（（（（三三三三））））目調整目調整目調整目調整

為第為第為第為第（（（（四四四四））））目目目目，，，，並修改為並修改為並修改為並修改為「「「「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訓練品質評鑑有關事項署訓練品質評鑑有關事項署訓練品質評鑑有關事項署訓練品質評鑑有關事項。」；。」；。」；。」；原第原第原第原第（（（（五五五五）、（）、（）、（）、（七七七七））））

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三三三三））））目目目目，，，，並修改為並修改為並修改為並修改為「「「「辦理政府辦理政府辦理政府辦理政府單位委單位委單位委單位委

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有關事項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有關事項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有關事項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有關事項。」。。」。。」。。」。    

3.3.3.3.第第第第 3333 條第二句條第二句條第二句條第二句「「「「招生招生招生招生」」」」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研究發展」。」。」。」。    

4.4.4.4.第第第第 4444 條第一句增加條第一句增加條第一句增加條第一句增加「（「（「（「（含中心含中心含中心含中心）」，）」，）」，）」，第三句增加第三句增加第三句增加第三句增加「「「「((((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5.5.5.5.第第第第 7777 條修改為條修改為條修改為條修改為「「「「本處得因業務需求本處得因業務需求本處得因業務需求本處得因業務需求，，，，設置各類中心設置各類中心設置各類中心設置各類中心，，，，

其業務由相關人員兼辦其業務由相關人員兼辦其業務由相關人員兼辦其業務由相關人員兼辦。。。。」，」，」，」，原第原第原第原第 7777 條順修為第條順修為第條順修為第條順修為第 8888

條條條條。。。。 

十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或或或或」」」」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含含含含」；」；」；」；第一項第一款第第一項第一款第第一項第一款第第一項第一款第（（（（四四四四））））

目與第目與第目與第目與第（（（（九九九九））））目合併修改為目合併修改為目合併修改為目合併修改為「「「「外國學籍學生招生外國學籍學生招生外國學籍學生招生外國學籍學生招生、、、、

輔導有關事項輔導有關事項輔導有關事項輔導有關事項。」，。」，。」，。」，及原第及原第及原第及原第（（（（五五五五）、（）、（）、（）、（六六六六））））、（、（、（、（七七七七））））目目目目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並將原第並將原第並將原第並將原第（（（（八八八八））））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五五五五））））目目目目，，，，和將和將和將和將

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十十十十））））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目調整為第（（（（六六六六））））目目目目；；；；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育育育育」」」」修修修修

改為改為改為改為「「「「學學學學」。」。」。」。    

3.3.3.3.第第第第 3333 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條最後一句「「「「副國際副國際副國際副國際」」」」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副國際長副國際長副國際長副國際長」，」，」，」，

及最後一句刪除及最後一句刪除及最後一句刪除及最後一句刪除「「「「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4.4.4.4.第第第第 4444 條第一句與第三句增加條第一句與第三句增加條第一句與第三句增加條第一句與第三句增加「（「（「（「（含中心含中心含中心含中心）」。）」。）」。）」。    

5.5.5.5.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國際招生事務雖為國際處之職掌國際招生事務雖為國際處之職掌國際招生事務雖為國際處之職掌國際招生事務雖為國際處之職掌，，，，但佛但佛但佛但佛

教學院招生事務仍由佛教學院負責教學院招生事務仍由佛教學院負責教學院招生事務仍由佛教學院負責教學院招生事務仍由佛教學院負責。。。。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圖書暨資訊處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條第一項條第一項條第一項「（「（「（「（或中心或中心或中心或中心）」）」）」）」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3.3.3.3.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一一一））））目增加目增加目增加目增加「「「「資料流通資料流通資料流通資料流通」；」；」；」；

第一款第第一款第第一款第第一款第（（（（二二二二））））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圖書圖書圖書圖書」」」」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庫徵集及採庫徵集及採庫徵集及採庫徵集及採

訪訪訪訪、」；、」；、」；、」；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目目目目「「「「週週週週」」」」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資料流通資料流通資料流通資料流通」；」；」；」；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圖書及非書資料典藏及書庫管理圖書及非書資料典藏及書庫管理圖書及非書資料典藏及書庫管理圖書及非書資料典藏及書庫管理

有關事項有關事項有關事項有關事項」；」；」；」；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連續性出版品典連續性出版品典連續性出版品典連續性出版品典

藏藏藏藏、、、、裝訂及管理有關事項裝訂及管理有關事項裝訂及管理有關事項裝訂及管理有關事項」；」；」；」；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目增加目增加目增加目增加「「「「及及及及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4.4.4.4.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二款掌理事項需全部修正條第一項第二款掌理事項需全部修正條第一項第二款掌理事項需全部修正條第一項第二款掌理事項需全部修正。。。。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人事室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2.2.2.2.第第第第 3333 條第一項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條第一項第一、、、、四句增加四句增加四句增加四句增加「「「「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3.3.3.3.第第第第 5555 條增加條增加條增加條增加「「「「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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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會計室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將第將第將第將第 2222 條掌理項目中的條掌理項目中的條掌理項目中的條掌理項目中的「「「「相關事宜相關事宜相關事宜相關事宜」」」」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3.3.3.3.第第第第 4444 條第一句增加條第一句增加條第一句增加條第一句增加「「「「一人一人一人一人」。」。」。」。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制訂本校「秘書室設置細則」，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修正後通過。。。。    

2.2.2.2.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四四四））））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紀錄與追紀錄與追紀錄與追紀錄與追

蹤蹤蹤蹤」；」；」；」；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六六六六））））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及將及將及將及將「「「「相關業務相關業務相關業務相關業務」」」」

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交辦事項交辦事項交辦事項交辦事項」，」，」，」，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七七七七））））目目目目；；；；原第原第原第原第

（（（（七七七七））））目修改為第目修改為第目修改為第目修改為第（（（（九九九九））））目目目目；；；；增加第增加第增加第增加第（（（（六六六六））））目目目目「「「「重重重重

要事項列管與要事項列管與要事項列管與要事項列管與追蹤追蹤追蹤追蹤。」，。」，。」，。」，與第與第與第與第（（（（八八八八））））目目目目「「「「本校董事本校董事本校董事本校董事

會聯繫事項會聯繫事項會聯繫事項會聯繫事項。」。。」。。」。。」。    

3.3.3.3.第第第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三三三））））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貴賓與校際貴賓與校際貴賓與校際貴賓與校際」」」」

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外賓外賓外賓外賓」，」，」，」，及刪除及刪除及刪除及刪除「「「「與與與與」；」；」；」；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採採採採

訪訪訪訪、、、、對外發言對外發言對外發言對外發言」」」」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聯繫與新聞發布聯繫與新聞發布聯繫與新聞發布聯繫與新聞發布」；」；」；」；原第原第原第原第

（（（（五五五五）、（）、（）、（）、（七七七七））））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目刪除；；；；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六六六六））））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校友校友校友校友

聯繫有關事項聯繫有關事項聯繫有關事項聯繫有關事項。」，。」，。」，。」，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五五五五））））目目目目；；；；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八八八八））））

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重要慶典籌辦有關事項重要慶典籌辦有關事項重要慶典籌辦有關事項重要慶典籌辦有關事項。」，。」，。」，。」，並修改為並修改為並修改為並修改為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目目目目；；；；原第原第原第原第（（（（九九九九））））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目修改為「「「「公關品管理有公關品管理有公關品管理有公關品管理有

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關事項。」，。」，。」，。」，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並修改為第（（（（七七七七））））目目目目；；；；原第原第原第原第（（（（十十十十））））目目目目

「「「「公關公關公關公關」」」」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公共關係公共關係公共關係公共關係」，」，」，」，並順修條次為第並順修條次為第並順修條次為第並順修條次為第（（（（八八八八））））

目目目目。。。。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十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2.2.2.2.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本次會議提案八至十八等案本次會議提案八至十八等案本次會議提案八至十八等案本次會議提案八至十八等案，，，，請各單位請各單位請各單位請各單位

依下列原則再確認依下列原則再確認依下列原則再確認依下列原則再確認，，，，並於修正後通過並於修正後通過並於修正後通過並於修正後通過。。。。    

（（（（1111））））本校一級單位名稱為室本校一級單位名稱為室本校一級單位名稱為室本校一級單位名稱為室、、、、中心及處中心及處中心及處中心及處，，，，一級單一級單一級單一級單

位之下各組織不再設室位之下各組織不再設室位之下各組織不再設室位之下各組織不再設室，，，，如何使用中心或組如何使用中心或組如何使用中心或組如何使用中心或組

的名稱的名稱的名稱的名稱，，，，應依據工作內容作定義應依據工作內容作定義應依據工作內容作定義應依據工作內容作定義，，，，請人事室請人事室請人事室請人事室

統一規範統一規範統一規範統一規範。。。。    

（（（（2222））））一級單位雖得設副主管一級單位雖得設副主管一級單位雖得設副主管一級單位雖得設副主管，，，，但是否真的需要設但是否真的需要設但是否真的需要設但是否真的需要設

置副主管置副主管置副主管置副主管，，，，需依單位規模需依單位規模需依單位規模需依單位規模、、、、績效績效績效績效、、、、預算等實預算等實預算等實預算等實

際狀況做評估際狀況做評估際狀況做評估際狀況做評估，，，，不應每個單位都設不應每個單位都設不應每個單位都設不應每個單位都設。。。。    

（（（（3333））））各一級單位可因各項計畫或業務需求設置臨各一級單位可因各項計畫或業務需求設置臨各一級單位可因各項計畫或業務需求設置臨各一級單位可因各項計畫或業務需求設置臨

時單位時單位時單位時單位，，，，但其業務需由單位內相關人員兼辦但其業務需由單位內相關人員兼辦但其業務需由單位內相關人員兼辦但其業務需由單位內相關人員兼辦。。。。    

（（（（4444））））部分單位職掌事項過細應整合部分單位職掌事項過細應整合部分單位職掌事項過細應整合部分單位職掌事項過細應整合，，，，職掌事項與職掌事項與職掌事項與職掌事項與

實際工作內容不符處也需修正實際工作內容不符處也需修正實際工作內容不符處也需修正實際工作內容不符處也需修正。。。。    

（（（（5555））））國際招生事務雖由國際處負責國際招生事務雖由國際處負責國際招生事務雖由國際處負責國際招生事務雖由國際處負責，，，，但招生處設但招生處設但招生處設但招生處設

置細則的第置細則的第置細則的第置細則的第 2222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一一一））））目所目所目所目所

指指指指「「「「全校招生全校招生全校招生全校招生」」」」包含國際招生包含國際招生包含國際招生包含國際招生，，，，以及畢業校以及畢業校以及畢業校以及畢業校

友相關事項分列在秘書室和教務處友相關事項分列在秘書室和教務處友相關事項分列在秘書室和教務處友相關事項分列在秘書室和教務處，，，，未來實未來實未來實未來實

際運作時如何分工際運作時如何分工際運作時如何分工際運作時如何分工，，，，以上單位應於會後討論以上單位應於會後討論以上單位應於會後討論以上單位應於會後討論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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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協調協調協調。。。。    

十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職技員工考核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1.1.1.1.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2.2.2.2.績效評核績效評核績效評核績效評核分數以整數為原則分數以整數為原則分數以整數為原則分數以整數為原則，，，，若有小數點則四捨五若有小數點則四捨五若有小數點則四捨五若有小數點則四捨五

入入入入。。。。 

已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施行。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執行情況洽悉執行情況洽悉執行情況洽悉執行情況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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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號 

與 

依據 

案由 

主/協 

辦 

單位 

辦理 

期限 
辦理情形 

列管 

情形 

102-4 

校務 

會議 

目前沒有教師休息室的學

院，請總務處與教務處協助

安排，讓每棟樓都能有一個

空間給遠道而來的老師休

息。 

總務

處 

104.12.31 1.目前雲起樓 A520 及雲水軒 N112 皆

有教師休息室空間。 

2.德香樓經社科院林信華院長同

意，主動將 B409-1 專案研究室提

供為教師休息室。 

3.海淨樓及雲慧樓經協調後，目前尚

無多餘空間可供教師休息室用

途，由各系及院自行提供教師休息

空間。 

建議 

持續 

列管 

103-2

行政 

會議 

先前已與佛陀紀念館完成

單一學院的簽約，請研發處

協助以換約的方式，擴大合

作範圍至全校。 

研究

發展

處 

104.07.31 已完成簽署。 建議 

解除 

列管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執行情況洽悉執行情況洽悉執行情況洽悉執行情況洽悉。。。。 

 

肆、業務單位報告 

一、劉副校長室（無）    

二、秘書室（略） 

◎◎◎◎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1.1.1.1.前學年度請各系找兩間企業進行學生實習合作前學年度請各系找兩間企業進行學生實習合作前學年度請各系找兩間企業進行學生實習合作前學年度請各系找兩間企業進行學生實習合作，，，，但一學年度已過去但一學年度已過去但一學年度已過去但一學年度已過去，，，，仍有仍有仍有仍有

系所尚未系所尚未系所尚未系所尚未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請主秘規畫管考方式請主秘規畫管考方式請主秘規畫管考方式請主秘規畫管考方式，，，，建議用系統進行建議用系統進行建議用系統進行建議用系統進行。。。。    

2.2.2.2.綠美化諮詢小組建議邀請未樂系李利國老師參加綠美化諮詢小組建議邀請未樂系李利國老師參加綠美化諮詢小組建議邀請未樂系李利國老師參加綠美化諮詢小組建議邀請未樂系李利國老師參加，，，，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將將將將校園內校園內校園內校園內種植種植種植種植

不需常更不需常更不需常更不需常更換的花卉植物比例提高換的花卉植物比例提高換的花卉植物比例提高換的花卉植物比例提高。。。。    

3.3.3.3.英文網頁製作進度請主秘繼續關心及輔導英文網頁製作進度請主秘繼續關心及輔導英文網頁製作進度請主秘繼續關心及輔導英文網頁製作進度請主秘繼續關心及輔導。。。。    

三、教務處（略） 

四、學生事務處（無） 



 8 

五、總務處（略） 

六、招生事務處 

七、研究發展處（略）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略） 

九、圖書暨資訊處（無） 

十、通識教育委員會（無） 

十一、人事室（無） 

十二、會計室（無） 

十三、人文學院（無） 

十四、社會科學暨管理學（無） 

十五、創意與科技學院（無） 

十六、樂活產業學院（無） 

十七、佛教學院（無） 

十八、佛大會館（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1 點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