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69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地

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

席：王本榮校長

記錄:黃于恬

出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許弘駿主任

壹、

主席致詞
 請各院長針對院內如何自我調整，因應外在環境衝擊，希望院長與院內老師交換意
見，做有效率改善。
 後天在北京人民大學舉辦慈善暨佛教論壇，本校將有 6 位老師與會參加。
 學校與史前博物館已簽訂合作備忘錄，期待將來有更多合作交流。
 11/9 將與東山中學簽訂策略聯盟，將來可以進入校園招生。
 人文處推動「送愛到辛巴威活動」，本校同學主動募集，點滴小故事令人感動。
 媒體製作與教學中心即將完工，期待往後可有公費獎學金名額，提供同學建教合作
機會，也幫忙學校其他系所跨專業，訓練第二專長。未來也將舉辦座談訓練老師參
與電視節目製作，提升本校知名度。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一.

執行情形

增設苗栗分部及學院、研究所案

執行單位

101.6.28 日慈大秘字第
1010001095 號函報教育部再次申
請苗栗分部籌設案。101.8.14 經
教育部複審會議審議建議，於

秘書室

101.10.4 再次修正逕送教育部提
送私校諮詢委員會議審議。
二.

新訂 慈濟大學教師限期升等辦法

101.6.8 公告於本校網頁，並更新
人事網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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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部份條文

101.5.31 公告於本校網頁，並更
新人事網頁資料

四.

推選本校第 101 學年職員工成績考核委

101.6.8 公告於本校網頁

員會委員
五.

六.

七.

八.

教育研究所「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教

101.10.2 臺高（一）字第

學碩士學位班」擬於 102 更名為「教育

1010173436 號函核定，「教育研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更名案緩議。

102 學年度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公衛組

101.10.2 臺高（一）字第

及原健組整併，並更名為公共衛生學系

1010173436 號函核定，同意自 102

碩士班

學年度起取消分組。

「慈濟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及調

101.6.11 公告於本校網頁，並更

整辦法」修正案

新教務處網頁資料

慈濟大學暨附屬中學 101 學年度預算

經 101.7.30 第 7 屆第 13 次董事
會議審議通過

九.

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

人事室

人事室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會計室

101.08.15 臺高（三）字第
1010153762 號函核定，101.8.20
更新秘書室網頁，101.9.18 公告

秘書室

於本校網頁。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慈濟大學 99-10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101 學年度行動方案)，提請審議。
說明：依全校行政單位行動方案與教學單位發展計畫，完成 99-101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101 學年度行動方案)草案提交審議。網址
http://assessment.tcu.edu.tw/detail.php?recordID=12(輸入校內 Outlook 信箱之帳號、密碼即可登
入系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學年決算書提請審議，提請討論。
說明：簡報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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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廢止｢慈濟大學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暨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慈濟大學學生學習成效
提升暨評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業經 101 年 6 月 22 日第 114 次行政會議決議廢止。
決議：提案單位撤案。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會計制度，提請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修正。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董事會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擬新訂「慈濟大學資訊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並廢止「慈濟大學電腦及網
路資源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說明：經 101.6.19 第 18 次主管會報討論。原組織規程於 91 年通過後即無再修改，許多條文
已不符實際應用，因修改條文及任務不同，擬新設辦法並廢止原規程。
決議：照案通過。

慈濟大學資訊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101 年 10 月 31 日 第 69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統合運用本校資訊及網路資源，充分發揮支援教學、研究及行政之功能，
特設置「資訊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慈濟大學資
訊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校長聘請副校長一人為主任委員，餘由下列人員組
成之。
一、各學院(含共同教育處)具資訊專業素養教師代表各一人，由各學院及共同教
育處推選送請校長聘任之。
二、學生代表二人，由學生會或學生自治組織推選送請校長聘任之。
三、總務長、研發長、會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
四、校內資訊專長教師二至三人及校外相關專長之專家一至二人，由校長聘任之。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兼任之，綜理本會業務。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議全校資訊化政策之發展。
二、研議校務行政系統之發展。
三、研議資訊教育之規劃及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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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議全校資訊軟硬體及網路資源之規劃。

第八條

五、研議其他有關電子計算機中心業務之改進事項。
本會之行政支援單位為電子計算機中心。
本會決議事項，陳報校長核定後執行。
本會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本會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本會得依本校相關規定支給校外委員相關費用。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提案六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慈濟大學醫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人事室 101 年 7 月 26 日公告學術主管名單修訂。經 101 年 9 月 24 日第 1 次院務會
議修正通過。
決議：提案單位撤案。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關懷同仁互助基金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1 年 9 月 24 日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將由關懷同仁互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總幹事列席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慈濟大學關懷同仁互助基金管理辦法
第五條
本會辦理下列相關互助事項，標準及相關說明如下：
一、團體意外保險(含意外醫療)補助：補助同仁團險保費部份金額。
二、生育補助：同仁本人或配偶生育，每一新生兒致贈禮金 10,000 元（夫妻均為本會會員者，
限一人申請；生育雙胞胎 20,000 元，依此類推）。加入一年後始得申請。
三、疾病慰問：同仁因傷、病住院治療，依下列標準致贈慰問金：
住院二天以上，每日新台幣 500 元(依此類推)，一年補助上限 5,000 元。
四、喪葬弔唁：
(一)同仁本人往生者，致送奠儀 30,000 元。
(二)會員之父母、配偶或子女往生者，致送奠儀10,000元。同一事件以家庭為單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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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一次為限。
五、急難救助：同仁因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經同仁或同仁所屬單位主管提出申請（得附相關
證明），經本會依情節審議通過後得予救助，但金額以新台幣 50,000 元為限，且同一事
件以家庭為單位，申請以一次為限。
六、結婚賀禮：同仁結婚者，致贈賀禮 2,000 元。
七、退休、資遣、離職補助：
(一)凡參加本會累計滿五年者給與 5,000 元補助金。以後每增加一年增加 1,000 元。
(二)凡參加本會累計滿十年者給與 20,000 元補助金，以後每增加一年增加 1,000 元。最
高給與 30,000 元為限。
(三)凡於 96 年已結算前「福利委員會」之年資者(指已申請退費者)，再次加入本會時，
參加年資將重新計算。若繳還已領回之費用者，年資延續，但需扣除中斷加入之年
資。
(四)申請退休、離職、資遣等補助者，如留校或回校服務，其申請之補助金，應予繳還，
俟其再度離校時，依其離校原因核發之。其金額不得少於前述繳還之金額。
八、身心健康活動補助：
(一)同仁參加本校社教中心舉辦課程者，每學年最高補助二次，一次300元。
(二)辦理大喜館學期使用證，每學期補助 360 元，每學年最高 720 元。
九、康樂活動：不定期舉辦各類康樂活動以娛身心，但所需經費須經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得動
支。
第六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一人，其中副校長、人文處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會計主任為當
然委員，副校長為主任委員，餘…(略)

提案八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教育部 101 年 7 月 26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39534I 號函建議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慈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
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七人，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副校長、…(略)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中心）或院（共同教育
處）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得由上一級教評會逕依規定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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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變更之。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目前現況修訂執行程序。

二、

本校法規會委員建議修正復審受理單位。

決議：
1.第九、十、十六條照案通過。
2.第十四條修正部份文字後通過。
3.通過後修正辦法如下。

慈濟大學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第九條 職員工自評後之評核程序說明如下：
（一） 主管評核：
1. 一般職員工：組長級主管初評，一級主管複評，直屬一級主管者，直接由一級主管初
評。
2. 組長級主管：一級主管初評。
3. 一級主管：校長直接初評。
（二）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審查。
（三）校長核定。
第十條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人文處主任、人事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人事公告徵求推薦名單，經
本校校務會議推選產生後報請校長遴聘之，其中至少四人為非主管之行政人員，每單位以二
位為限。委員之任期一任二年，連選得連任，會議召開時由副校長擔任主席。
前項所有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十四條 本校職員工年終成績考核經核定後，應由學校以書面通知受考核人，對成績考核
不服者，得依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提出申訴。
第十六條 職員工之評核作業各處、系（科）
、室應於每年七月中旬以前完成初評及複評作業，
經人事室彙整，送請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後，呈請校長核定。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專任教師、合聘教師附聘約，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教師限期升等辦法已於 101 年 6 月 1 日通過，並於 101 學年度正式施行。

二、

將教師限期升等相關規定列入教師聘約，提醒教師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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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專任教師、合聘教師附聘約如附件 3 。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資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101 年 9 月 26 日第 1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依據學者專家建議，教學評鑑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成效，其結
果應僅作為績效考評或獎勵之參考，不宜列為門檻。
三、部分單位教師人數相對較少，候選人數以單位教師人數之 30%為限，符合候選資格教師
僅 1~2 人，未能達到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之用意。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如下。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第八條
候選人須符合以下各款資格：
一、本校專任教師(含臨床教師)及專案教師。
二、在本校任教二年(含)以上，且最近一年授課時數(含抵減)達本校基本授課時數標準
之90%。
三、通過本校最近一次教師評鑑者，惟尚未接受教師評鑑者不在此限。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處理及防治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配合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101395 號函中，「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修正為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爰修正本校辦法名稱，增列「性霸凌」之文字。
2. 依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182769 號函意見修正。
3. 經 10/17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中心

案由：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就讀慈濟大學獎助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辦法草案如附件 5。
決議：本案不通過。請主秘再與教育志業發展處討論，是否由基金會先訂定獎助母法，再由
學校訂立細則後，提送適當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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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修改文件內容如附件 6 紅字段。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董事會議審議。

肆、

臨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6 時 30 分
附件一覽表

附
件

附件 1

100 學年決算報告

附件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會計制度修正

附件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教師服務聘約

附件 4

慈濟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及防治實施要點

附件 5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就讀慈濟大學獎助辦法(草案)

附件 6

慈濟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修正
法規一覽表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資訊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新訂

法規 2

慈濟大學關懷同仁互助基金管理辦法

修訂

法規 3

慈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訂

法規 4

慈濟大學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修訂

法規 5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修訂

法規 6

慈濟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及防治實施
要點

修訂

法規 7

慈濟大學電腦及網路資源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

廢止

~69 次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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