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其他

(1)其他足以重大影響財務之資訊

項目 說明

其他足以重大影

響財務之資訊

1. 歷年會計師查核報告查詢請連結至財務報表

2.關係人交易

3.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相關資訊請連結至  http://acc.hcu.edu.tw/acc/acc/zh-

tw/D6FC575789534490B4D353E849D3C3C0/?sh=

選取106學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之財務報表

                               

 (2)內部控制與稽核

依據法規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玄奘大學內部控制制度

玄奘大學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稽核人員代表性

及人數

內部控制制度於 99年 11月 26日經董事會通過，並於 101年 3月開

始實施，內部控制作業置管理代表，負責內部控制之管理及稽核作

業，稽核（單位）置稽核主管，負責內部稽核作業之執行，由主任

秘書兼任。稽核人員由未兼行政主管之教師擔任兼任稽核人員，由

校長遴選組成。

運作情形

稽核期間以年度為單位，稽核範圍如下：

1、人事、財務及營運事項之稽核。

2、基於風險評估，排定稽核項目之優先順序。

3、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http://acc.hcu.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1


學院 學系/組別 所屬學制 授予學位中文名稱 授予學位英文名稱 說明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二年制在職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教育學學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碩士班 教育學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文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生命禮儀學位學程 進修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學士班
原學籍分組「經營管理組」、
「觀光行銷組」、「財富管理
組」，自 105 學年起分組整併

進修學士班
原學籍分組「經營管理組」、
「觀光行銷組」，自 104 學年起分
組整併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資訊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學士班
原學籍分組「旅館管理組」、
「餐飲管理組」，自 105 學年起分
組整併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碩士班

頊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應用日語學系 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108 學年度新設

應用外語學系 碩士班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傳播學院 碩士班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105 學年度新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圖書資訊學系 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 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原學籍分組「數位內容製播
組」、「圖書資訊管理組」，自
105 學年起分組整併

影劇藝術學系 學士班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傳播學院原住民
學士專班

學士班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藝術設計學院 碩士班 藝術學碩士 Master of Fine Arts
105 學年度新設
原"設計學院" 108 學年度更名為"
藝術設計學院碩士班"

藝術設計學院 學士班 藝術設計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108 學年度新設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廣告設計組

學士班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數位媒體組

學士班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進修學士班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碩士班 藝術學碩士 Master of Fine Arts

藝術與創意設計學系 學士班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玄奘大學各學系授予學位明細表
教育部核備文號： 2015.01.27 臺教高(二)字第 1040012708 號

2015.09.22 臺教高(二)字第 1040123060 號
2016.05.27 臺教高(二)字第 1050071171 號

社會
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1. 自 105 學年度起系所更名
2. 原為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學碩士 Master of Social Work

應用心理學系
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Science

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成人教育與
人力發展學系

法律學系
法學學士 Bachelor of Laws

法學碩士 Master of Laws

宗教與文化學系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中國語文學系 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國際
餐旅
暨
管理
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餐旅管理學系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管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應用外語學系 107 年 6月(含)以後
畢業者授予"管理學學士"， 107 年
2月(含)以前畢業者授予"文學學
士"

應用外語學系
日語組

管理學學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19.07.04 臺教高(二)字第 1080087787 號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時尚設計學系 藝術學學士 Bachelor of Fine Arts

藝術
設計
學院

傳播
學院

大眾傳播學系
文學學士 Bachelor of Arts

應用外語學系
英語組

3. 玄奘大學各學系授予學位明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