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1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李錫堅副校長

記錄：劉琇雅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 頒獎：頒發 100 學年度功能型中心評鑑績優單位
獲獎單位：模擬醫學中心、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貳、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1.

修正 優良導師獎勵辦法

2.

修正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
置辦法;
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101.10.1 公布實施

學務處

101.10.1 公布實施

環安中心

廢止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畢業典禮改期~修正 101 學年行事曆

101.10.1 公告

學務處
教務處

二、各單位報告
(一)體育教學中心：101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附件 1】
人事主任補充：11 月 23 日全校運動會為週五上班日，請各位主管邀
請系上老師學生踴躍參加。
(二)秘書室：101 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附件 1-1】
(三)環安中心：
1、 環安中心 8-10 月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常見缺失將於近日公告，
請實驗室負責人加強管理，以符合法令規定，防止災害發生。未
來均將於行政會議報告稽核缺失及追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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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1.10.25 花蓮縣環保局至本校實驗室進行毒化物管理稽核，發現
有 2 位老師實驗室未確實記錄毒化物運作量，及妥善保存運作紀
錄備查，環保局將擇期再行複查。敬請使用毒化物之實驗室確實
管理，避免受罰。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5 條規定者，可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以後如有教師實驗室因此
而受罰，罰鍰由教師個人繳納，並依有關校規處分。
(四)人事室：說明一級主管職務說明書～以人事主任為範例【附件 1-2】，
敬請各單位於 11 月 7 日前提供人事室存查。
(五)語言教學中心：11 月 25 日至 12 月 8 日與新馬五個分會合辦華語人文
營，近期積極接洽明年日本姐妹校及美國北加州五所慈濟人文學校合
辦之華語遊學營，希望有助於學校招收國際學生。
(六)醫學系：自 102 學年起醫學系改為六年制，除了學則應修正部份條文
外，敬請各單位協助檢視修正有關規章。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部份條文及附表二職員薪級表，提請討
論。
說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敘薪辦法審查業務目前委由私校退撫會辦理。
二、修訂職員薪級表【附表二】
，增列專員、心理師之薪級。
決議：
一、 通過職員薪級表增列「專員」薪級，修正如【附表二】。
二、 修正通過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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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薪級分三十六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薪級分 增列附表二職
級(含年功薪共三十九個薪額)，校 三十六級(含年功薪共三十 員薪級表內容長及教師職務等級表如附表(一)， 九個薪額)，校長及教師職 增列專員、心理
務等級表如附表(一)，職員 師之薪級。

職員薪級表如附表(二)。

薪級表如附表(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專科以上學校
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 通過呈校長同意，報請教育 敘薪辦法審查
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 部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

業務委由私校

會核備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同。

退撫會辦理。

註：有關職員薪級表增列「心理師」及「護理師」薪級，擬提下次會議再修正，說明如下
1.原提案「心理師」薪級與「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職員薪級表」規定不符，應再修正。
2.增列「護理師」薪級，應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11 條職員職稱。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人文處
案由：修正 101 學年第 2 學期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
一、學務處：擬配合 101.09.26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春節假期，調整學
生宿舍關閉及開放入住日期。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9 月 26 日公布 102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
表，其中農曆除夕及春節假期自 2 月 9-17 日，共計放假 9 天。
(二)原訂 101 學年第二學期行事曆中，學生宿舍於春節期間配合關閉，日
期自 2 月 8-14 日，2 月 15 日中午開放住宿生入住，2 月 18 日開學。擬配
合行政院公告之春節假期，將宿舍關閉日期修改為 2 月 8-15 日，開放入
住日為 2 月 16 日中午，皆往後順延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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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處：行事曆增列慈懿會的返校日期
101 學年下學期慈懿會返校行事曆
日期

參與年級

102 年 02 月 22 日

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

102 年 03 月 23 日

大一慈懿會返校日(十公里路跑)

102 年 03 月 29 日

大二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

102 年 04 月 26 日

大一至大七暨研究所返校日

102 年 05 月 24 日

非畢業班慈懿會返校日

102 年 06 月 01 日

畢業班慈懿會(含大七及研究所) 返校日

三、人事室：配合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 102 年行事曆，修訂本校行事曆之春節
假期(2 月 9 日~2 月 17 日)與補班日期 2 月 23 日。(依據週休二日實施辦法
及假期調整原則)
決議：通過修正本學年第 2 學期行事曆如【附件 3】。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慈濟大學 101 學年度辦學績效指標審核。
說明：由相關單位依 101 學年重點工作項目修正彙整。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4】。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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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覽表
附件 1

校慶運動會簡報

附件 1-1

101學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附件 1-2

職務說明書~主管

附件 2

職員薪級表

附件 3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行事曆

附件 4

慈濟大學辦學績效指標
法規一覽表

法規 1

慈濟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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