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活產業學院
樂活產業學院
102 學年度第 5 次院課程委員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3 月 20 日（
（星期四）上午 9 時 00 分

地

點：海淨樓 M110 會議室

主

席：楊玲玲院長

出席人員：何委員振盛、許委員興家
許委員興家、李委員利國、陳旺城委員、陳健志
陳健志委員、蔡孟利委員、
楊瑞明老師、學生代長未樂系學生
學生代長未樂系學生陳俊賢、王羿茵。
記

錄：鄭秋蘭

壹、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項次
一
二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通過，樂活產業學院 101、102 級修讀本院及社會科學暨 已提送 102-2 校課程委員

管理學院院基礎課程修課事宜
管理學院院基礎課程修課事宜。

會審議
各系已提出課程
各系已提出課程，並將資

各系提出 103 學年度之課程及建議院基礎課程

料寄出讓委員審查
料寄出讓委員審查。

貳、 主席報告
參、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提案一
案由 : 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案，請討論。
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案

說明 : (一) 係經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 教學學習活動計畫申請表（附件一
教學學習活動計畫申請表
P3-P14）。
決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案由 : 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案，請討論。
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
說明 : (一) 係經 102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 教學學習活動計畫申請表（附件二
教學學習活動計畫申請表
P15）。
決議 :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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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案由 : 申請調整院課程委員會與會人員組成。
說明 :
(一)係經 102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依據「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本會以院長、各
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所）務會議推派教師代表各一名、本院
學生代表二名…」
(三)102 學年度院籌備會議推派各系教師代表時，本系教師只有系主任及院長，尚
未有教師代表，且當時本系甫成立恰無學生，故無法推派教師及學生代表。如
今已新聘專任教師，學生也已入學，建議院方調整院課程委員會成員，加入本
系教師及學生代表。
(四)本系推派韓傳孝老師作為院課程委員，王品蓉同學為學生代表，以利於院課程
委員會發表系上意見。
決議 : 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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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光大學「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申請表
申

請 人

服 務 單 位

何振盛

填 表 日 期

103年3月12日

職 稱

系主任

參加人數

150人

樂活產業學院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所）
活 動 地 點

佛光大學

活動計畫名稱

「未來與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學術研討會

計 畫 目 標

1.
2.
3.
4.

全球化、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發展
全球化趨勢與經濟政策
綠色與文化旅遊的探討
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

計畫執行日期

自

103年 4月 1日至 103年 4月 3日

學

制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計畫內容

計劃書、議程如附件

實施方式

本系辦理4月1~3日三天研討會

效益評估

提供未來與宗教的對話平台。

□碩專班

增加國內、國際跨學科、整合性研究的學術合作機會。
會議成果可供我政府制定未來國家政策之參考。

經費來源與額度

系研發經費、管理費等
詳細內容資訊請見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網頁:

備

考

http://future.fgu.edu.tw/app/news.php?Sn=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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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申請表
申

請 人

林香君

服 務 單 位

佛光大學 生命學研究中心

活 動 地 點

佛光大學德香樓B104室

活動計畫名稱

兒童巴赫花精研習會

計 畫 目 標
計畫執行日期
學

制

填 表 日 期

103年3月12日

職 稱

副教授

參加人數

100人

介紹德國新巴赫花精與中國經絡學的對應，認識兒童花精的應用 並藉研習會發展進一步研
究。
2014年4月3日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碩專班

計畫內容

時程

預定活動規劃

8:20-8:45

報到

8:45-9:00

開場致詞

9:00-10:20 巴赫花精療法的基礎
10:20-10:30 休息.茶敘
10:30-12:00 巴赫花精兒童典型
12:00-13:30 休息.午餐
13:30-15:00 巴赫花精於協助兒童的實際運用
15:00-15:15 休息 茶敘
15:15-17:00 新巴赫花精療法的展望
17:00
頒發專業研習證書/結束
實施方式

辦理 4 月 3 日研習會

效益評估

德國新巴赫花精療法，與中國傳統醫學的!2 經絡完全對應，相輔相成，是人類健康醫
學歷史上的重大的發現與貢獻。特別因為它是使用本草的身心靈健康促進方法，近十年
在歐洲十幾個國家民間廣傳使用。其中關於兒童花精部份，可以用在很多小孩的困境，
在短期間消除負面傷害留下的記憶協助釋放負面情緒，值得取作日常健康促進之用，並
進行理論與實務的研究。

經費來源

生命學研究中心經費

與額度
備

考

詳細內容及報名資訊請見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中心網頁:
http://soma.fguweb.fg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40226&Rc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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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
學術研討會

未來與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企劃書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計劃主持人：
計劃主持人：段昌國
協同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總策畫）
總策畫）：何振盛、
何振盛、姚玉霜
會議時間：
會議時間：103 年 4 月 1~3 日
會議地點：
會議地點：佛光大學雲起樓國際會議廳、
佛光大學雲起樓國際會議廳、雲起樓 101 階梯教室、
階梯教室、
雲起樓 102 教室

頁 5 / 15

未來與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以來，金融風暴、自然災難、產業消長、能源價格暴漲、核能災變等等，
層出不窮的劇變，令人應接不暇，因而未來學無疑的已是新興知識領域中日益重要的一環。
而學者亨廷頓在 1996 年出版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強調：面臨文明大轉
型加速變化，許多國家、民族及個人都出現認同危機，面對未來無所適從，因而更需要前
瞻思考，並立基於解決自身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定位問題，以尋求新世紀人類更美好
願景實現，這也就表明了在未來震憾(Futures Shock)方興未艾之際，尋求宗教的重新認同，
將有助於人類積極面對「不確定性」的前景，並強化世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建立全球社
會的新文明結構。

過去在未來研究的方向上，美國主要的發展重點是策略規劃，強調如何「
「行動」
行動」才有
未來；而歐洲則是以哲學的思考為主，亦即強調如何「
思考」
「思考
」才有未來。在未來研究的主
體上，一九六 O 年代末期由對一個國家的研究，擴展至對整體人類社會的關懷。這種導向
開展了未來研究全球化的新頁。這時期最具震撼且影響最深的莫過於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
部( the Club of Rome )所出版的「成長的極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該著作指出人類與
環境間互動的密切性，並提出地球發展的極限性的警告。這段時期是未來學發展最巔峰的
時期，許多的研究機構與單位因應而生。一九七 O 年代兩次的能源危機提供未來學者反思
的空間。於是從「全球性的未來預測」轉變到「可抉擇的未來」(alternative futures)，此即
為一九八 O 年代後未來研究的新導向。從未來學科際整合的角度而言，未來學者思考的命
題應該是廣泛地預測事物的可能多樣性。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宗教則是伴隨著人類歷史發展，始終發揮撫慰人心、安定社會、協助社會
救濟方面的功能，未來此類功能必將越趨彰顯。
綜觀新世紀的文化走向，現代新興宗教如
。綜觀
雨後春筍般不斷出現，而傳統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印度教也都在教義
更新、組織再造上卓具新猶，並推動國際互動、全球化發展。國際學界在宗教相關研究上，
近二十年來，「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的研究已從以經典、義理、教團、儀式、修
行體驗等神聖面向為核心的探索，轉向重視宗教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世俗
層面之互動關係，形成宗教研究與文化研究、區域研究相結合的跨領域、跨學科特質。此
乃因自 1970 年代開始，全球各地掀起了宗教復興的浪潮，使得宗教從出世轉向入世，成
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localization）兩種互為辯證之發展趨勢的主
要動力之一，獲得國際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廣泛重視，歐美與東亞各國的學術重鎮或者強
化對原有宗教研究相關系所、中心與學程的人事與經費之補助，或者增設相關的教學與研
究單位。其中著名例子之一，即為美國加州整合學院（CIIS：Integrating Mind, Body, Spirit
in Higher Education）將意識轉化研究、宗教、哲學、文化人類類、整體療癒、健康養生、
諮商、社區心理健康與藝術治療等作跨學科領域與跨東西方文化的整合，相當具有特色與
吸引力，台灣也有數位學者從該校取得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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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瞬息萬變，人類未來生活與生存的不確定性，未來學與宗教學
的跨學科研究就更具重要性。因此主辦單位特別以「未來與宗教文化」為主題，舉辦國際
研討會，希望藉由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視角，邀請各國學者專家共同思考，在面對諸多人類
社會複雜發展與自然環境大變異的雙重壓力，現代人如何「鑑來知今」並提升自我宗教文
化涵養。對於未來學與宗教學的研究與發展和推廣，本次跨學科、整合性的研討會，可說
是另一種新的嘗試，主辦單位擬定的各項子題均與台灣未來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它們包括
「全球化、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發展」、「全球化趨勢與經濟政策」、「社會、文化與觀
光產業」、「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總計可以進行三天十五場的小組研討，相信大會
的結論可作為現代人思考面臨生命發展與存在困境時的安身立命之道，並提供我政府擬定
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要參考。

二、主題
未來與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三、研討會議題
1. 全球化、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發展
2. 全球化趨勢與經濟政策
3. 綠色與文化旅遊的探討
4. 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

四、圓桌論壇議題
圓桌論壇議題
宗教的未來觀 V.S 未來的宗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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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執掌
計劃主持人：段昌國
協同主持人（總策畫）：何振盛、姚玉霜
執行秘書：陳俐潔
專案助理（聯絡人）：張維芳
各組執掌：
1. 會議組：張倫榕、呂奇傑、張桂音
2. 論文組：林雯琪、揚晨碞
3. 動員組：系學學會會長、林靜慧、李東霖
4.
5.
6.
7.

接待組：李東霖、林靜慧、關曉玫、李奇運、溫翌伶、李芷萱、徐安祺
聯繫組：張維芳、林雯琪
庶務組：李奇運、洪德勝、楊偉成
財務組：張維芳、陳俐潔

8.

司

儀：邊芳華

六、 工作進度
102 年 11 月 9 日

對外公開徵求論文、大綱並組織論文評選委員

102 年 12 月 21 日

論文大綱截止收件、論文大綱審查

102 年 12 月 30 日

確定論文集篇數、議程表

103 年 1 月 17 日

寄發研討會邀請函，並開始宣傳及接受報名

103 年 3 月 10 日

論文截稿

103 年 3 月 14 日

截止報名、安排食宿

103 年 4 月 1~3 日

舉辦研討會

103 年 5 月 31 日

完成經費核銷手續

七、 主辦單位
佛光大學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聯絡方式 陳俐潔 電話：03-9871000 傳真：03-9875535
張維芳 手機：0933-035908
電郵：ljchen@mail.fgu.edu.tw、982301@mail.fgu.edu.tw

八、 預計成果
甲、提供未來與宗教的對話平台。
乙、增加國內、國際跨學科、整合性研究的學術合作機會。
會議成果可供我政府制定未來國家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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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與宗教文化的全球化與在地化
議程表
2014 年 4 月 1 日(二)
12:30-13:00

大會報到（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開幕式

13:00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系主任
13:00-13:30 主持人：何振盛
貴

賓：楊朝祥校長
楊朝祥校長 佛光大學校長

專題演講
13:3013:30-15:30

主

題：The
The Potential of Buddhism for the Future of Humankind

演講人：Prof.
Prof. Richard Gombrich 牛津大學 佛教中心主席
翻

場次 1
發表地點
15:30-15:35

譯：釋慧峰
釋慧峰 佛光大學

佛光山副住持兼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雲起樓 102 階梯教室

報到

報到

A-1
B-1
觀光旅遊研究
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
主持人：段昌國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主持人：郭乃文
郭乃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教授
學系教授
題 目：中亞宗教變遷
題 目：節慶觀光的傳統與創新
發表人：傅仁坤 健行科技大學歐亞研究中 發表人：陳清淵
陳清淵 宜蘭社區大學講師
心主任
評論人：林如森
林如森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
教授
陳章華 健行科技大學歐亞研究
中心秘書兼研究員
題 目：金山老街遊客旅遊行為、旅遊動
評論人：王海燕 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
機、消費行為與旅遊滿意度關連性
心教授（中國大陸）
之研究
題 目：Third World Development Case of 發表人：林如森
林如森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
15:3515:35-17:05

Kimse Yokmu? Solidarity and Aid
Association as a Muslim
Initiative
發表人：邱柏宏
邱柏宏 Burhan Cikili
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
會副會長(土耳其）
初雅士 Osman Cubuk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教授
盧俊吉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助理
教授
林文基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碩士
研究生
李旭明 崇右技術學院休閒事業
經營系學士
評論人：阮聘茹
阮聘茹 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

兼任講師兼安那托利亞
學系副教授
福爾摩沙協會會長(土耳 題 目：旅遊新現象─女性主義與女性背
其）
包客
評論人：段昌國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發表人：黃于宸
黃于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
學系教授
教育學系碩士生
題

目：佛教倫理與成功學

評論人：游金潾
游金潾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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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郭冠廷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
教授
評論人：傅仁坤 健行科技大學歐亞研究中
心主任

17:05-17:15

與會學者合影留念

17:15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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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2014 年 4 月 2 日(三)
8:30-8:50

大會報到（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第二天會議開始

8:508:50-9:00 主持人：何振盛
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系主任
貴賓：楊玲玲
楊玲玲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院長
場次 2
發表地點
9:00-9:05

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雲起樓 102 階梯教室

報到

報到
B-2
全球化、
全球化
、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發展

A-2
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

何振盛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副
主持人：釋永東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暨 主持人：何振盛
教授兼系主任
佛教學系副教授
題 目：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題 目：兩岸關係與未來展望
發表人：齊光裕
Government Preparing for a
齊光裕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Disaster
發表人：稻場圭信
稻場圭信 Keishin Inaba
日本大阪大學人間科學

教授
評論人：何振盛
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
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題 目：長江三角洲的區域治理：新區域
研究科副教授(日本)
主義、競合模式與政府主導
評論人：釋永東 佛光大學佛教學院院長暨
發表人：吳瑟致
佛教學系副教授
吳瑟致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博士
題 目：樂活旅遊與宗教景點的結合
劉性仁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大陸
發表人：江弘基 前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辦公 評論人：劉性仁
所助理教授
室主任、國立台灣大學健
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 題 目：兩岸關係與未來發展之探討：從
9:059:05-10:35
憲法層次論起
士
評論人：謝正一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發表人：戴敬文
戴敬文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大陸
所碩士研究生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目：台灣新北市三重區鎮安亭的初步調
劉性仁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大陸
所助理教授
查
發表人：卓克華
齊光裕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卓克華 佛光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評論人：齊光裕
評論人：張美櫻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教授
學系副教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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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3
發表地點
10:35-10:40

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雲起樓 102 階梯教室

報到

報到

A-3
B-3
趨勢研究
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
主持人：張家麟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 主持人：李謀監
李謀監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
管理學系教授
教授
題 目：藏傳佛教在地化與全球化
題 目：全民核作─臺灣公民運動新浪潮
發表人：王海燕 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 發表人：闕昌玉
闕昌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
心助理教授（中國大陸）
教育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釋慧峰 佛光山副住持兼佛光大學 評論人：楊以彬
楊以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佛教學系助理教授(紐西
研究所博士
蘭)
題 目：高齡者的健康行為與快樂感之研
題 目：論泉州回族伊斯蘭教文化傳承
究
發表人：陳旺城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發表人：黃秋蓮
黃秋蓮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
學系教授
評論人：張家麟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
管理學系教授

業學系助理教授
黃德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學系碩士生

題

目：Immigrants and Religions in 評論人：李孟芬
李孟芬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
Contemporary Japan
童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田島忠篤
題 目：台灣科技趨勢作家的想像力本質
田島忠篤 Tadaatsu Tajima
日本天使大學通識教育
探究
10:4010:40-12:10

學系教授(日本)
發表人：廖凱弘
廖凱弘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
評論人：段昌國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傳播暨發展學系博士生
學系教授
梁朝雲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
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
評論人：李利國
李利國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
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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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3:25

午餐（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場次 4
發表地點
13:25-13:30

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雲起樓 102 階梯教室

報到

報到

A-4
B-4
社會文化研究
全球化趨勢與經濟政策
主持人：邱俊榮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 主持人：王震武
王震武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
題

授
目：Optimal Trade Policies,
Corporate Control and FDI
Liberalization

理學院院長
題 目：紀念性公共藝術－越戰紀念碑反
思
發表人：王文宜
王文宜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

發表人：林晏如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賴守誠
賴守誠
評論人：蔡明芳
蔡明芳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題 目：Bundling under Vertical Product

教育學系碩士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言
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
授

題 目：以符號學分析文化教育機構之展
Differentiation
示手法－以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
發表人：鍾嘒陵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濟系
處為例
13:30專案教師
13:30-15:00
胡均立 國立交通大學經管所教 發表人：蕭文玲
蕭文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學系碩士生
授
林燕淑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 評論人：賴守誠
賴守誠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言
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
教授
評論人：涂光億 虎尾科大財金系助理教授
題 目：Form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題
and Customs Unions among

授
目：非營利組織社會行銷應用之研究
－以「汐止夢想社區嘉年華」為

Asymmetric Countries:Do They
例
Act as Building Blocks toward 發表人：白宗賢
白宗賢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碩士
Global Free Trade?
生
發表人：呂得成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所博士 評論人：楊以彬
楊以彬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班
評論人：吳芝文
吳芝文 龍華科大國企系副教授
15:00-15:30

研究所博士

茶敘時間（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圓桌論壇
主持人：段昌國
段昌國教授
段昌國教授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

15:3015:30-17:30

與談人：Richard Gombrich、釋永東、稻場圭信 Keishin Inaba、邱俊榮、李謀監、
張家麟、謝正一、姚玉霜

17:30-17:40

與會學者合影留念

17:4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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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3 日(四)
場次 5
發表地點
08:30-09:00

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雲起樓 102 階梯教室

報到

報到

A-5
B-5
全球化、
傳統與新興宗教的發展
全球化
、兩岸關係與台灣未來發展
主持人：郭冠廷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 主持人：李豐楙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
教授
所講座教授
題 目：陸生來台就讀意願之影響因素分析 題 目：老子道德經註解的復古與新興詮
發表人：李銘義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
釋
政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鄭燦山
鄭燦山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教
胡以祥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
授
政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謝世維
謝世維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
評論人：郭冠廷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
所副教授
09:0009:00-10:30

題

教授
題 目：靈棊經及其未來預測內涵
目：初探影響台灣未來十年發展的主要 發表人：張美櫻
張美櫻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
因素
業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李利國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 評論人：鄭燦山
鄭燦山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教
學系助理教授
授
評論人：李銘義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 題 目：道教與密教研究的未來與發展
政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謝世維
謝世維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
所副教授
評論人：李豐楙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
所講座教授

10:3010:30-10:35

報到（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圓桌論壇

10:3510:35-11:40

主持人：段昌國教授
段昌國教授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
與談人：田島忠篤 Tadaatsu Tajima、王海燕、李豐楙、許鶴齡、李銘義、郭冠廷、
李利國

11:40-11:45

閉幕式報到（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閉幕式

11:45何振盛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系主任
11:45-12:00 主持人：何振盛
貴

賓：劉三錡教授
劉三錡教授 佛光大學副校長

12:00-12:10

與會學者合影留念

12:10

午餐（雲起樓 301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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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光大學「
佛光大學「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
學習活動週教學活動計畫」申請表
申

請 人

黃祺軒

填 表 日 期

103/03/11

服 務 單 位

樂活產業學院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職 稱

會長

活 動 地 點

海淨樓202

參加人數

全校性活動

活動計畫名稱

全民瘋素食

計 畫 目 標

1. 藉由<素食>主題與佛教系學生之間交流，增進廚藝技術；透過與外系聯合舉辦活動的經
驗，增加素食系知名度，並學習與其他單位的優點，瞭解己方不足之處。
2. 促進素食系全體師生交流與實做經驗，提高系上彼此凝聚力。

計畫執行日期
學

制

計畫內容

自

103 年

□博士班

4 月

1 日至

□碩士班

103 年

4

■大學部

月

3

日
□碩專班

本活動分為兩個階段，分別為「異素時尚PK賽」與「健康素食快樂動手做」
1. 異素時尚PK賽：由素食系與佛教學系兩個系學會，以素食料理比賽聯合舉辦友誼PK賽；
比賽組別分為國際組及本地組兩大組，菜色由同學自行研發；賽後由參賽人員準備參賽
料理的餐點供參加師生享用。
2. 健康素食快樂動手做：素食系系學會為本次活動健康素食推廣之餐會，藉由分組製作素
食餐點，並透過將料理製作過程，在系上分享彼此經驗，互相切磋廚藝技術，且有安排
團康活動促進系上間的感情，藉由交流本次活動的感想，檢討系學會甫成立的優缺點，
增進系上學生凝聚力，奠定系學會後續辦理相關活動的基礎。

實施方式

1. 異素時尚PK賽：比賽組別分為兩大組（國際組、本地組），並邀請學校主管及教職員擔
任評審，為參賽組別評分，賽後將參賽者製作的餐點分享給在場所有師生，並分享彼此
的心得與建議，促進全體師生彼此的感情。
2. 健康素食快樂動手做：以本系學會成員擔任料理人員分成四組，每組製作2道素食菜餚，
並與現場全體師生品嚐美食，分享彼此的心得與建議。

效益評估

1. 異素時尚PK賽：藉由此項友誼PK賽，發揮本系學生專長，將日常所學的餐飲技術學以致
用；並透過與佛教學系在素食料理廚藝的切磋過程中，發揮活動學習的內含，促進團隊
合作的精神，增進系上彼此的凝聚力，以及獲得與外系聯合舉辦活動的經驗，也達到為
系上宣傳的效益。
2. 健康素食快樂動手做：為達到「健康創意與樂活」之理念，藉由辦理『快樂動手做』，
結合素食系同學的料理技術，學習各種食材製作，結合素食系同學的料理技術，並設計
出健康創意料理，將所學之長發揮的淋漓盡致，互相品嘗分享，將樂活與健康的素食生
活發揚光大。

經費來源與額度

備

1.佛教系與素食系共同評分支出。金額：20,500。
2 依據學校促進學生讀書計畫申請補助。金額：30,000

考

頁 15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