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 99 學年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 15 時 30 分
地點：第二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賴滄海委員、李錫堅委員、曾國藩委員、林清達委員、林聖傑委員、
范揚晧委員、范德鑫委員、陳立光委員、李哲夫委員、劉佑星委員、
許木柱委員、章淑娟委員、劉怡均委員、洪素貞委員、徐信義委員、
張景媛委員
列席人員：黃馨誼主任、賴威任主任、林安梧所長、葉綠舒主任
請假人員：林家和委員、李鼎銘委員、黃華德委員、許明木委員、曾漢榮委員、
郭育宏委員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主席致詞 (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1. 修正 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

100.3.16 公告實施,並更新總務處網頁法規

2. 修正 名譽校長聘任辦法

100.3.23 第 59 次校務會議通過,擬提 100.6
董事會議審議

二、 100 學年度校務發展強化重點之追蹤報告(
學年度校務發展強化重點之追蹤報告(附件 1)
報告人:曾國藩副校長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一、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申請 101 學年度更名為
學年度更名為「
更名為「宗教與人
宗教與人文研究所」
文研究所」與 102
學年度申請
學年度申請增設博士班
申請增設博士班。
增設博士班。
~99

學年第 3 次校發會議~

頁1

說明：
一、 此案於 98 學年度已獲院校各級會議及董事會同意向教育部提出「更改
所名為宗教與人文研究所並增設博士班」之申請，教育部審議結果「緩議」
。
二、 依據「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及調整辦法」第七條：增設案未獲教育部
核定者，次年需備妥教育部審查意見回覆表，並依教育部當年度提供之標
準格式撰寫新計畫書，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校
務會議審查後，送請董事會決議，方能再次提出。
本次申請案之申請書應將上次未通過教育部審查的意見書一併回覆。
三、 經 100.03.16 宗教所所務會議及 100.03.24 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討論
決議同意更名為；「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及博士班增設案。
「101 學年度更名計畫書」（含意見回覆）詳附件 2、「102 學年度增設博
班計畫書」（含意見回覆）詳附件 2A、說明簡報詳附件 2B。
決議：本案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
提案二
提案二、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
學年度申請增設「
申請增設「早期療育碩士班
早期療育碩士班」
碩士班」計
畫書。
畫書。
說明：
一、 業經 100.2.21 兒家系第七次系務會議、100.3.7 早療研究所諮詢委員會
及 100.3.21 教傳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早期療育碩士班」計畫書如附件 3，說明簡報如附件 3A。
決議：請補充以下資料，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1、 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早期療育碩士班、台中教育大學早期療育研究
所、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之報考人數等招生情形。
2、 本校位處花蓮，請評估學生來源。
3、 再檢核是否符合增設碩士班師資標準。
提案三
提案三、慈濟大學擬附設幼稚園案。
慈濟大學擬附設幼稚園案。
說明：
一、 100.3.14 兒家系第八次系務會議通過：兒家系附設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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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0.03.21 教傳院第三次院務會議通過：慈濟大學附設幼稚園。
三、 因慈濟中學與慈濟小學合併，慈濟中學依規定不可附設幼稚園，經討論
後，擬將幼稚園組織架構附屬慈濟大學。
決議：本案通過，依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
提案四
提案四、本校五年內之未來發展。
本校五年內之未來發展。
說明：
一、 審慎評估整併：與技術學院之整併、院系所之整併，作審慎之評估。
二、 增設調整系所：
1、教育傳播學院擬增設「環境教育研究所」
2、兒家系擬增設「早期療育碩士班」
3、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擬更名為「宗教與人文研究所」並增設博士班
三、 發展學校特色：積極發展學校之特色，特別是系所與基金會和志業體之
合作，形成慈濟特色。
四、 主動積極招生：招生的積極努力，特別是陸生之招募及學生交換，系所
老師主動參與招生。
五、 落實國際交流：國際化的落實，從系所開始努力，培養學生英語能力。
委員建議：
一、 與大陸大學建立交換學生。
二、 與國外大學建立雙聯學制，學生畢業時可同時獲得兩校學位。
決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五、校務發展政策事項討論。
校務發展政策事項討論。
說明：因應少子化與成為卓越教學型大學的規劃與特色。
可能思考方向：
一、 落實「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暨評鑑」之制度。
二、 建立客觀有效的教學評鑑制度。
三、 提高師生海外志工與國際交流比例。
四、 啟動第二週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軸心的系所評鑑準備作業。
~99

學年第 3 次校發會議~

頁3

五、 確立生命科學院與教育傳播學院中長期發展策略。
六、 落實評鑑及品質保證，建立系所合理進退場機制。
七、 強化慈濟人文及品德教育特色。
八、 優化師資質量：優秀師資延聘及留任。
九、 建立具競爭力的教師專業成長及獎勵淘汰機制（強化師資結構）。
十、 社會推廣教育發展策略及招生。
十一、 增加外籍生及大陸學生入學。
決議：
1、 通過。
2、 各項落實方案，提至主管會報邀請相關單位及教師與會，充分溝通，審
慎考量，以研擬配套措施。
提案六
提案六、擬訂定 慈濟大學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慈濟大學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說明：本校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4)，請校發委員提供
意見修正後，再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正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

慈濟大學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管理校務發展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特設「慈濟大
學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慈濟大學
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校務發展基金年度預算之審議。
二、 校務發展基金之投資等開源措施之審議。
三、 校務發展基金之節流措施之審議。
四、 募款活動之規劃、執行。
五、 其它有關校務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

校務發展基金年度預算應先提董事會核定。
校務發展基金之動支，應先擬訂計畫，經董事長核准後執行。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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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遴聘本會委員擔任。
第五條

本會置委員（含主任委員）七至十一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聘任
本校教職員或校外人士擔任，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本會委員不得同時兼任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本會行政業務由會計室負責。

第六條

本會得視實際之需要置顧問若干人，由主任委員遴聘相關之專家、
學者擔任之，任期二年，得連聘之。

第七條

本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

第八條

本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
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九條

本會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 捐贈收入
二、 募款收入
三、 校務發展基金孳息
四、 其它收入

第十條

本會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 教學及研究支出。
二、 學生獎助金支出。
三、 增建、擴充、改良建物及設備支出。
四、 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第十一條

校務發展基金之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董事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7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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