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宜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單位開會時間彙總表 

秘書處彙總 111.5.16. 

日  期 星期 會  議  名  稱 時間 地     點 主 席 

111/08/23 二 學生助學服務管理委員會(1) 10: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學務長 

111/08/31 三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12:10 主顧樓 803 林思伶 

111/08/31 三 主管會報(1)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09/07 三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議(1) 15:10 主顧樓 803 秘書長 

111/09/14 三 學術審查會議（1） 10:10 主顧樓 803 學術副 

111/09/14 三 
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議及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議(1)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林思伶 

111/09/14 三 行政會議(1)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09/20 二 勞資會議（1） 12:10 主顧樓 803 行政副 

111/09/21 三 教務會議(1) 13:3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教務長 

111/09/22 四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1) 12:10 文興樓 B1F 試務中心 林思伶 

111/09/28 三 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會議 12:10 主顧樓 803 行政副 

111/09/28 三 主管會報(2)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09/29 四 共同暨通識課程委員會(1)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教務長 

111/09/29 四 校教評會議(1) 15:10 主顧樓 803 學術副 

111/10/05 三 愛德教育推動委員會議 10:30 主顧樓 708 林思伶 

111/10/05 三 學生事務會議(1) 14: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學務長 

111/10/11 二 膳食委員會議(1)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室 學務長 

111/10/12 三 行政會議(2)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10/19 三 總務會議 12: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總務長 

111/10/20 四 特殊教育推行會議 15: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林思伶 

111/10/26 三 主管會報(3)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10/27 四 校課程委員會 15: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教務長 

111/11/01 二 環境資源小組會議 12: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總務長 

111/11/02 三 圖書館委員會 12:10 圖書館 10 樓會議室 圖書館 

111/11/03 四 研究發展會議 15:10 主顧樓 803 研發長 

111/11/09 三 校級自我評鑑推動小組會議 10:10 主顧樓 705 學術副 

111/11/09 三 推廣教育課程審查會議 12:10 主顧樓 706 林思伶 

111/11/09 三 行政會議(3) 13:30 圖書館 10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11/10 四 校園安全委員會 15: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林思伶 

111/11/16 三 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議 10:10 主顧樓 803 行政副 

111/11/16 三 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 12:10 主顧樓 705 林思伶 

111/11/16 三 品質管理暨內部控制聯席會 13:30 主顧樓 703 林思伶 

111/11/17 四 校園整體規劃暨建築委員會議 15: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林思伶 

111/11/23 三 學術審查會議（2） 10:10 主顧樓 803 學術副 

111/11/23 三 全球事務委員會 12:10 圖書館 10 樓會議室 林思伶 

111/11/23 三 主管會報(4)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11/24 四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2) 12:10 文興樓 B1F 試務中心 林思伶 

111/11/29 二 智慧財產權保護委員會議 12:10 主顧樓 705 行政副 

111/11/30 三 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 13:30 主顧樓 703 行政副 

111/12/06 二 健康促進委員會議 12: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學務長 

111/12/07 三 預算總額分配會議 10:10 主顧樓 706 林思伶 

111/12/07 三 校外實習委員會議 11:10 主顧樓 705 學術副 

111/12/07 三 
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議及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議(2)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林思伶 

111/12/07 三 行政會議(4) 13: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1/12/08 四 能源管理委員會議 12: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林思伶 

111/12/08 四 師生座談會 15:10 靜安樓 101 
學生自治

會長 

111/12/13 二 空間規劃管理委員會 12: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行政副 

111/12/14 三 通識教育諮詢會議 11:10 主顧 705 林思伶 

111/12/14 三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議(2) 12:10 主顧樓 803 秘書長 

111/12/14 三 教務會議(2) 13:3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教務長 

111/12/15 四 共同暨通識課程委員會(1)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教務長 

111/12/15 四 校教評會議(2) 15:10 主顧樓 803 學術副 

111/12/16 五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10:10 主顧樓 708 林思伶 

111/12/20 二 學生助學服務管理委員會(2) 10:10 文興樓三樓會議室 學務長 

111/12/20 二 勞資會議(2) 12:10 主顧樓 803 行政副 

111/12/21 三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12:10 主顧樓 705 林思伶 

111/12/21 三 募款委員會議 14:10 主顧樓 803 林思伶 

111/12/27 二 膳食委員會議(2)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室 學務長 

112/01/05 四 11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3) 12:10 文興樓 B1F 試務中心 林思伶 

112/01/06 五 學生事務會議(2) 12:10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學務長 

112/01/09 一 校務會議 09:30 圖書館 10 樓蓋夏廳 林思伶 

112/01/13 四 退休茶會 15:10 主顧樓 115 林思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