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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301
全7頁
一、學校組織及職掌
（一）法令依據：
本校於民國 86 年 3 月 15 日奉教育部台（86）高三字第八六０二九三九二號函
准予設立；復於 92 年 12 月 29 日奉教育部台(92)高（三）字第０九二０一九二八
二五 A 號函核定自 93 學年度起升格為玄奘大學。
（二）本校組織架構：
本校已奉教育部核定自 93 學年度起升格為「玄奘大學」
，配合升格大學，組織
架構係依據本校新修訂之組織規程，分設教學及行政單位，並設各種委員會，協助
推動各項校務工作，本校組織單位如組織架構圖(附後)。
1.教學單位
依據本校新修訂之組織規程，教學單位依學術領域可區分為文理、社會科
學、傳播、設計、管理五大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茲分別說明如下：
（1） 文理學院：宗教學系（含碩士班）、中國語文學系（含碩、博士班）、應用
外語學系（含碩士班）、歷史學系、生命禮儀學位學程。
（2） 社會科學院：社會福利學系（含碩士班）、應用心理學系（含碩士班）、
成人教育與人力發展學系（含碩士班）、法律學系（含碩士班）。
（3） 傳播學院：大眾傳播學系（含碩士班）
、圖書資訊學系、新聞學系、影劇藝
術學系。
（4） 設計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含碩士班）
、數位媒體設計學系、藝術與創
意設計學系、時尚設計學系。
（5） 管理學院：公共事務管理學系（含碩士班）、財務金融學系（含碩士班）、
國際企業學系（含碩士班）、資訊管理學系（含碩士班）、旅館管理學系、
觀光與行銷學位學程。
（6） 通識教育中心。
2.本校行政單位計有：
（1） 教務處：辦理教務、教學發展、教學資源管理、招生及委辦試務事宜。分
設註冊課務組及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2） 學生事務處：掌理全校學生事務。分設課外活動指導、生活輔導、體育、
衛生保健四組及心理諮商中心。
（3） 總務處：辦理總務事宜。分設事務、營繕維護、保管、出納四組。
（4） 終身教育處：辦理推廣教育及校外教育服務合作事宜。分設推廣教育中心
及企劃行政組。
（5） 招生服務處：辦理國內外招生宣導及入學試務事宜。
（6） 研發室：辦理全校性計畫之企劃、研究計畫管理及統籌全校綜合性評鑑事
宜。
（7） 就業輔導暨校友服務室：辦理本校學生實習、就業輔導、生涯規劃及校友
聯繫與服務事宜。
（8） 秘書室：辦理秘書事務、公共關係、出版及文書管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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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事室：辦理人事事務、福利服務及人力發展事宜。
（10）會計室：辦理歲計、會計、統計事務、預算執行查核及財務規劃事宜。
（11）圖書服務中心：蒐集教學研究資料、圖書及圖書館設施維護與發展，提供
圖書或電子資料服務事宜。
（12）資訊服務中心：辦理資訊系統建置、資訊及網路設施維護與發展，提供資
訊服務事宜。
（13）高齡研究與服務中心：辦理高齡學習課程，企劃並執行高齡產學合作及相
關議題之研究。
3.委員會：
本校為推動各項校務工作，設下列各種委員會：
（1） 校務發展暨管考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行政主管代表及教師代表組成，
並得邀請校外學者專家、代表出席諮詢。校長為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為執
行秘書。執掌校務發展計畫訂定、管考校務執行及資源使用效益、學校章
則辦法之研議等事宜。
（2） 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法令選舉及遴聘適當職級教師組織之，負責教師聘任、
聘期、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資遣原因認定、學術研究及其他事項
之審議。各院、系（所、學程）得分設教師評審委員會，惟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得逕行有關事項之審議，並為校內決審單位。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之組成、評審之項目、標準及程序等運作方式另訂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3）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本校教師因學校對其個人之措施認為有違
法或不當，致其權益受損所提起之申訴。其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依教
育部訂頒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相關法令辦理，其組織
及評議準則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4） 課程及教學品質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教育長、院長、人事
主任、系（所、學程、中心）主管代表、產業代表與畢業校友代表組織之；
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教育長為副主任委員。討論有關全校課程審議
及教學品質發展事宜。各學院得分設院級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經本委
員會通過後施行。
（5） 圖書資訊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教育長、總務長、圖書服務
中心中心主任、資訊服務中心中心主任、院長、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教師
代表一至五人及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任委員，圖書服務中
心中心主任與資訊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為副主任委員。研議圖書及資訊發展
等有關重要事項。
（6） 經費預算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行政主管、院長、教師代表一至三人
組織之，校長為主任委員。審議本校預算事宜。
（7） 經費稽核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推選本校未兼任行政職務之專任教師若干人
為委員。會議主席由委員互選之。本校總務、會計及學生代表不得入選，
必要時得列席說明。依部頒「公私立大學校院經費稽核委員會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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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本校經費收支情形並公佈之。
（8） 終身教育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教育長、院長、人事主任、會計主
任、教師三至五人及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任委員，教育長
為執行秘書。研議有關推廣教育重要事項，並得聘請校內外人員組成諮詢
委員會提供諮詢。
（9） 招生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招生處長、教育長、院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研發室主任、會計主任、教師代表若干人及其他相關單
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任委員，議決本校各項招生事宜。
（10）學生獎懲委員會：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教育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
聘請教師五至七人、選舉產生學生代表三至五人為委員，學生事務長為主
任委員，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事項。
（11）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長遴聘本校專任教師若干人、
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一至三人，法律、教育、心理學者若干人為委員，其
中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審議學生意見申訴事
宜，其辦法另定之，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12）學術發展委員會：由校長遴聘本校專任教師若干人組織之，校長為主任委
員，研發室主任為執行秘書。負責審議本校有關學術發展與交流、產學合
作相關事宜。
（13）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委員若干人、執行秘書一人，均
由校長自具有社會、心理、教育、法律、醫療、行政等背景或具性別平等
觀念之教職員生中遴選之。負責建立本校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實現性
別平等觀念等相關事項。

二、重要校務計劃：
（一）教學計畫：
1.註冊相關：落實學生學習預警及補救教學機制，針對學習狀況低落及學期成績達
二一標準者，並透過學系、任課教師、導師及教學 TA 或教務處與學務處等行政
單位，落實相關補救教學或輔導工作，並檢視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充分與合理
性、完成預警系統之建置。
2.課務相關：
（1）建立完善課程改革與檢討機制，並辦理課程檢討、改革或設計相
關工作坊或講習活動、持續推動各學系開設跨院系學分學程、落實各級(系、院、
校級)課程及教學品質委員會與下設工作小組之運作，進行系所課程檢討，並落
實產官學界之外部意見引入之工作，持續推動系所核心課程結合學生就業能力之
設計，發展學生學習地圖(C-map)。（2）推動並落實教學品質管理，持續辦理教
師教學反應評量施測、分析、回饋與輔導諮詢工作、定期辦理提升教學品質相關
研討活動、落實課堂巡察工作。另並核撥各學系研究生論文指導及口試費用，以
順利推動論文審查、教學品管工作。
3.教學發展相關：
（1）強化教師教學知能之提升：辦理教師（含新進教師）座談會、
研討會、講座及觀摩活動、提供教師諮詢及學生輔導相關支援或資源。
（2）發展
教師教學核心能力之提升：鼓勵教師開發創新教學教材、編撰教科書、主持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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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參與教師社群及各項教師能力研討會、講座、觀摩、座談會等活動，以提升
教師教學設計、教學執行、教學評鑑、教學輔導及教學發展能力。
（3）落實學生
學習成效評量與改善：定期檢討校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系所中心之課程規
劃與設計，並管控教師是否依據開設課程所要培養核心能力，設計學習評量方
法，以評估學生之學習進展；是否依據學校建立之機制，推動評估學生畢業具備
既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力之進展，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
（4）落實相關利害關
係人之回饋意見機制:透過問卷調查或座談方式，針對學生、家長、教師、校外
人士等意見進行蒐集、回饋、改進評估，以利學校(系所)持續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4.進修相關：
（1）落實「全能櫃檯」之全方位服務功能：整合本校進修學制相關業
務內容，透過單一服務窗口，簡化服務流程，並以強化服務品質為首要重點工作。
（2）整合學生註冊、繳費、選課及補退費等相關資訊，並致力資訊系統化，以
期降低行政人力成本、提升全能櫃檯之服務效能。
（3）檢討並改善進修相關業務
之標準作業流程，以及跨部會業務協商與運作模式。
（二）學生事務計畫：
1.課外活動組：學生自治團體之輔導與運作、落實社團傳承與訓練機制、辦理社團
經營研習活動、校際交流活動、輔導學生社團辦理校際性活動及全校性活動、健
全校園社團制度、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教育優先區寒暑假中小學營隊、鼓勵校
園社團進行社會服務工作、舉辦志願服務與服務學習成果展、建制志工資訊網路
平台、推動國際志工服務、新生盃、社團博覽會、迎新活動、藝文展演活動；推
動導師輔導業務、提供學生有效的輔導。
2.生活輔導組：辦理學生訓輔研習、班級幹部訓練、新生入學輔導、交通安全宣導、
民主法治、校外活動安全及春暉宣導活動；加強人權、生活及品德教育，提升學
生重視並尊重生活與生命之價值；持續辦理校園交通安全服務隊訓練，協助維護
校園學生交通安全；推動勤毅實作教育計畫，加強勤毅教育幹部訓練；協助僑生
申辦各項證件，注重僑生生活輔導；推廣愛校服務；提供學生經濟協助金申請；
落實校安中心人員値勤實施規定，維護校園安寧、處理緊急突發事件；加強宿舍
管理員室工讀生緊急應變能力與平日服務品質；辦理各項學生宿舍座談，以開拓
師生間交流管道；舉辦各項活動，以提升宿舍生活品質；每學期定期舉辦防震、
防災及消防安全演練，落實防災安全教育。另外提供校外租屋安全及法律等資訊
服務，適時幫助同學解決校外租賃問題及租屋糾紛處理，定期舉辦租屋說明會及
房東座談會，並持續尋求符合資格之屋舍，辦理校外包租事宜，以解決同學居住
的問題，協助同學找到完善的住宿環境。
3.心理諮商中心：增聘輔導老師提供全校教職員個別晤談、團體輔導、心理測驗等
服務，提供師生心理衛生之相關書籍及器材借用；辦理大一身心生活適應測驗及
生涯興趣測驗；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及心理衛生等三級預防工作；
辦理新生/畢業生生涯態度調查；辦理生涯輔導講座；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服務，
及服務空間的改善以利身心障礙生使用；負責學生申訴及性侵害或性騷擾申訴業
務；推動校園輔導志工培訓及支援社區服務。
4.體育組：體育課程之規劃、辦理體適能檢測活動、體育運動講座、教學研討（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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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校運動代表隊訓練及比賽、辦理校慶及系際盃體育活動、辦理校際競賽聯誼、
暑期營隊及服務工作、運動績優生招生與輔導、辦理教職員工體育活動、體驗教
育指導員培訓、體育運動場地與器材裝備規劃。
5.衛生保健組：衛生教育及健康促進活動、新生健康檢查之辦理、學生疾病缺點追
蹤與矯治管理、輔導急救社團推廣社區急救教育、學校餐廳衛生之檢查及輔導、
意外傷害及疾病之緊急處理、教職員及學生健康問題諮詢輔導、辦理學生團體保
險、外籍學生及僑生全民健康保險、Ｂ型肝炎及各種傳染病防治及個別與團體輔
導、辦理急救訓練教育。
（三）總務計畫：
1.強化校園整體空間規劃：建立整體空間配置與設施管理資料，配合院系教學空間
需求，檢討分配或建置一般教室、專業教室、研討室及研究室等空間，設置保管
人負責控管，提供優質學習場所。提升場館使用效能，有效控管本校各類場館，
充分發揮功能，避免浮濫使用情形，並積極參予校際場館流通，達成校園資源共
享目的。
2.推動校園節能減碳：校區全面檢討使用省電省水器材設備，落實水電費負成長，
以符合教育部每年零成長或節能 1%之政策目標。推行校園垃圾減量、資源回收
再利用、辦公室做環保及節省能源等任務。推動節能減碳相關之環保教育集會宣
導、辦理廢電池暨資源回收等教育宣導。
3.推動綠色採購：年度增編文具紙張、電腦耗材、清潔用品及水電器材等綠色產品
預算，期能提高本校綠色採購比率。確依政府採購法-「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
產品辦法」辦理，對發包或委辦單位於合約中加入優先採用環保產品之規定。利
用各項集會、校區公播系統及宣傳品，鼓勵綠色消費及採用環保產品之政策宣導。
4.加強安全及無障礙設施：配合校園安全措施及性平教育，整合強化公共區域之消
防警報、監視器及緊急求救鈕等裝置，並定期維護設備確保妥善率及功效。精進
本校警報設備，加強應變處理能力；強化校園保全作為，加強校安維護教育訓練。
確依政府相關建築法規，建置完善之無障礙環境，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5.加強環境衛生及美化：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提昇環境清潔效率落實清淨家園計
畫，定期檢查並辦理競賽。督促生活廣場各攤商確遵環境、食品衛生及健康食品
相關規定，以維教職員生健康。加強週邊環境綠化植栽，強化校區綠美化工作，
持續營造優質之學習環境。
（四）研究發展計畫：
1.校務發展方面：規劃辦理 102 年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各項籌備工作，受評系所完成
初步自評及提升方案，建立檢核改善機制；推動本校 99-101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
畫；辦理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作業及經費訪視事宜；編製年度
校務績效報告；蒐集校務資訊等。
2.學術發展方面：獎勵教師論著發表；補助教師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理學術
研討活動；出版學報；拓展學術交流合作；輔導協助教師申請研究計畫及投稿期
刊論文；鼓勵學生申請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獎勵學生專題研究及論文撰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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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預算說明：

全7頁

100 學年度收入預算數計 618,246,938 元，較上學年度減少 119,943,527 元。
1.學雜費收入

427,532,000 元

2.推廣教育收入

27,680,000 元（終身教育處辦理各類學分及非學班）

3.建教合作收入

35,320,000 元（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委辦或合辦各種訓練及研
習、非學分班收入 10,320,000 元及國科會等
研究計畫收入 25,000,000 元）

4.補助及捐贈收入

78,624,938 元（教育部校務發展獎補助款、訓輔專款、獎助學
金及捐款收入等）

5.財務收入
6.其他收入

2,792,000 元（設校基金等利息收入）
46,298,000 元（生活廣場租金、住宿費、電腦及網路使用費、
招生考試收入及雜項等）

四、支出預算說明：
100 學年度經常門支出預算數 677,549,947 元（本學年度配合固定資產折舊方法改採直線
法提列折舊，上開數字含折舊及攤銷數 81,372,079 元及報廢損失數 3,000,000 元）
，總支
出較上學年度減少 83,041,526 元。
1.董事會支出

2,340,277 元 (含人事費 1,471,500 元及折舊及攤銷 328,777
元)

2.行政管理支出

196,627,146 元 (含人事費 82,916,278 元及報廢損失數
1,000,000 元、折舊及攤銷 13,902,627 元)

3.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384,461,854 元 (含人事費 258,513,289 元及報廢損失數
2,000,000 元、折舊及攤銷 58,887,705 元)

4.獎助學金支出

22,224,600 元 (學雜費提撥 17,000,000 元；教育部補助工讀
金、研究生助學金 5,224,600 元)

5.推廣教育支出

27,225,159 元 (含人事費 10,664,000 元及折舊及攤銷
818,559 元)

6.建教合作支出

35,605,923 元 (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委訓班等及折舊及攤銷
385,923 元)

7.其他支出

9,064,988 元 (招生考試支出、其他必要支出及折舊及攤銷
7,048,4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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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固定資產增置計畫說明：

全7頁

100 學年度資本門支出預算數 180,778,250 元，較上學年度增加 131,446,768 元。
1.房屋及建築
2.機械儀器設備

144,050,000 元
18,624,690 元

3.圖書與博物

8,000,000 元

4.其他設備

8,518,560 元

5.電腦軟體

1,585,000 元

六、重大事項說明：
本學年度收入預算數 618,246,938 元，支出預算數 858,328,197 元(含新建宿舍支出
$143,580,000)，若扣除其中不影響現金流出之報廢損失數 3,000,000 元和折舊及攤銷數
81,372,079 元後，現金支出預算為 773,956,118 元，現金短絀 155,709,180 元，收支不
足之數額，擬用以前年度結餘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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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前學年度決算數

科目

本學年度預算數

上學年度估計
決算數

本學年度預算與上學年度
估計決算比較
差異

%

收入部分：
523,171,854

學雜費收入

427,532,000

481,483,598

(53,951,598)

-11.21%

29,527,170

推廣教育收入

27,680,000

30,197,081

(2,517,081)

-8.34%

29,539,267

建教合作收入

35,320,000

20,630,848

14,689,152

71.20%

補助及捐贈收入

78,624,938

101,879,359

(23,254,421)

-22.83%

182,406,508
1,443,000

財務收入

2,792,000

4,961,965

(2,169,965)

-43.73%

48,871,594

其他收入

46,298,000

49,835,032

(3,537,032)

-7.10%

618,246,938

688,987,883

(70,740,945)

-10.27%

2,340,277

1,913,857

426,420

22.28%

814,959,393

合計
支出部分：

2,178,332

董事會支出

166,161,560

行政管理支出

196,627,146

149,399,109

47,228,037

31.61%

429,995,681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384,461,854

330,975,024

53,486,830

16.16%

25,742,232

獎助學金支出

22,224,600

19,951,786

2,272,814

11.39%

15,688,922

推廣教育支出

27,225,159

12,431,073

14,794,086

119.01%

29,829,854

建教合作支出

35,605,923

20,114,201

15,491,722

77.02%

-

0.00%

279,888

財務支出

-

8,370,047

其他支出

9,064,988

8,127,123

937,865

11.54%

677,549,947

542,912,173

134,637,774

24.80%

(59,303,009)

146,075,710

(205,378,719)

-140.60%

678,246,516
136,712,877

合計
本年度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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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變動表
中華民國 100 學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303
科目名稱
固定資產

估計本學年初
結存金額

本學年度
本學年度
截至本學年度止
預計增加金額 預計減少金額 預計結存金額

2,798,491,069

179,193,250

17,000,000

2,960,684,319

土地

220,538,537

220,538,537

土地改良物

123,104,932

123,104,932

房屋及建築

1,700,402,997

144,050,000

機械儀器及設備

345,493,220

18,624,690

7,000,000

357,117,910

圖書及博物

201,250,103

8,000,000

3,000,000

206,250,103

其他設備

207,389,430

8,518,560

7,000,000

208,907,990

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累計折舊

1,844,452,997

311,850
779,206,071

311,850
74,363,859

14,000,000

839,569,930

土地改良物

48,378,008

8,497,769

56,875,777

房屋及建築

292,223,601

30,890,244

323,113,845

機械儀器及設備

269,691,177

27,219,246

7,000,000

289,910,423

其他設備

168,913,285

7,756,600

7,000,000

169,669,885

2,019,284,998

104,829,391

3,000,000

2,121,114,389

60,334,509

1,585,000

2,000,000

59,919,509

1,585,000

2,000,000

7,008,220

2,000,000

固定資產淨額
無形資產
電腦軟體
累計攤銷

60,334,509
43,034,858

59,919,509
48,043,078

電腦軟體

43,034,858

7,008,220

2,000,000

無形資產淨額

17,299,651 -

5,423,220

-

11,876,431

99,406,171

3,000,000

2,132,990,820

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合計

2,036,58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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