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3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三)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生會權益部部長陳盈瑞同學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參加第 132 次行政會議，也是學校首次邀請學生列席的行政
會議，歡迎學生會權益部部長陳盈瑞同學參與本次行政會議。上週學生會
代表向秘書室表達為關心校務，擬參加行政會議，目前全國約 160 所大專
院校，開放學生代表出席的有 14 所，主秘於昨天(4/21)主管會報提出討論，
歡迎同學關心與學生相關的校務。
下週二(4/28)本校承辦教育部「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東區說明
會」
，歡迎報名參加。因少子女化衝擊，教育部預估 102 至 112 學年，學生
人數將由 27 萬降至 18 萬，教師人數由 5 萬降至 3 萬 9 千人，減少將近 1
萬 1 千名教師，教育部加速推動大學轉型及整併，包括 8~12 所國立大學整
併為 4～6 校，20～40 所私立大學轉型或退場。為此，教育部提出四大策略
協助大學多元發展：高階人才躍升、退場學校輔導、學校典範重塑、大學
合作與合併。
非常感謝董事會的支持，包括為解決博士班招生危機，開設海外英語
學程，以招收優秀的海外學生，此外，更提供大學部學生直升碩士班學雜
費全免、慈中學生錄取本校之獎勵措施。學校應自立自強，系所努力棈進
教學，研究及服務更上一層樓，以回應董事會對學校的期待。
有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也希望大家深思，共體時艱，例如老師人數日
益增加，兼任教師鐘點不減反增，請各系所同理心站在學校立場來考量，
務實辦學減輕學校負擔。一般私立大學學生學雜費約佔學校總經費七成，
國立大學約二至四成，本校二成八，是國立大學的水準，為了學校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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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回應董事會的善意，期勉大家能省則省，當精進則精進之。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通過法規修正案：
慈濟大學採購管理辦法

104.3.26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公布實施

慈濟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實施準則

並更新法

慈濟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作業要點
二. 訂定 慈濟大學獎勵慈濟志業體所屬高中學生
就讀辦法

總務處
師培中心
研發處
人事室

規資料庫
教務處

參、 各單位報告
一、 學務處林聖傑學務長：
依據研發處轉知 103 學年系所/中心自評委員意見，其中有八個系所
自評委員，提出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回饋意見太少之意見。
學務處自二年前一再提醒各系所，滿意度調查對系所評鑑至關重
要，此次評鑑範圍為 101~103 學年，目前尚有補救機會。103 學年資料
自今年 3 月起啟動調查，學務處職就組預計下週三(4/29)召開會議，邀
請各系所助理與會，主要討論長期以來雇主滿意度低迷，以往作法是徴
詢受訪校友同意後再訪問雇主，此種作法被拒絕的機率較高。未來擬更
改為由系上師長及助理向校友雇主進行電話詢問，以示尊重，並提高雇
主受訪率。希望今年十月底前，務必將 103 年調查資料準備妥善，若此
次調查數據能提升，可彰顯慈大經由 PDCA 的努力，將回饋意見落實在課
程規劃委員會的成效，相信雖然 101～102 二年的調查結果不甚理想，也
可透過改善獲得評鑑委員的肯定。在此懇請各系所主管務必請系所老師
及助理齊心合力，利用 6 月至 8 月的暑假期間進行調查，另外，學務處
將提主管會報討論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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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處林曉君主任：
5 月 10 日於靜思堂道侶廣場舉行佛誕節、慈濟日及母親節三節合一
的浴佛典禮，在此邀請師長及同仁報名參加。今年回歸自然，減少綵排，
前一天有簡單的預演，當天活動時間為早上 6：00 至 8：00，人文處準
備早餐，請大家廣為邀約。
三、 電算中心陳鴻慶主任：
學校網路自 4 月 21 日上午對外連線不穩定，電算中心隨即進行檢
查，發現校內網路正常，今天至東華大學檢測，東華大學建議向教育部
學術網路反應。學校另有備援網路線－無線網路，提供 wi-fi 使用，頻
寬不大，建議可使用學校網路上 google 及 hinet，其它聯結則改用 wi-fi。
網路品質與成本相關，目前學校每年支出網路費用約 200 萬元，中
華電信網路頻寬較學術網路穩定，但是價差約為 200 倍，中華電信 1M
每月付 3 萬元，學術網路 500M 每月 8 萬元。未來電算中心將思量改善備
援機制更為順暢，也會盡最大的努力，向學校網路上游溝通，期能及早
解決問題，請大家包容。如有個別需求，請與電算中心聯絡，將特別處
理。
四、 醫學系謝坤叡副主任：
醫學系今年第一階段國考通過率 88%，遠高於平均 20%，國考前十名
中，有八名為本校醫學系學生。
五、 學士後中醫學系林宜信主任：
上海中醫藥大學參訪本校後回信表示互動愉快收穫良多，第二團將
於 5 月由其副校長帶領再度來訪，主要參訪項目為無語良師、三軌輔導、
教務及學務。
中草藥園占地約有五分地，近期內將進行第二次驗收，目前已初具
規模，所召募志工也開始運作，將結合後中醫系學生授袍典禮，於 5 月
16 日（週六）下午舉行中草藥園揭幕儀式，歡迎鈞長共襄盛舉。
5 月 17 日舉行後中醫系學生首次授袍典禮，明天(4/23)與楊院長及
學生代表至精舍邀請上人為學生祝福。與陳定邦主任聯絡，將授袍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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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為慈大禮記。
六、 物理治療系林光華主任：
今年物治系國考全國有 200 多人參加，榜首及前十名有三名均是本
校物治系學生。本系今年有四名學生報考台大研究所，正取二名，備取
二名，學生表現優異。
七、 傳播學系陳定邦主任：
3 月份教育部來函詢問各校申請原住民專班的意願，感謝傳播系二
位老師擬訂「傳播系原住民專班」草案，並提送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討
論通過，將再提校級會議討論。在少子化時代，東部原住民人口仍維持
成長，此專班的成立，也符合慈濟照顧弱勢族群的精神，請各位主管給
予指導。
八、 學生會權益部部長陳盈瑞同學：
有鑑於本次行政會議討論 104 學年行事曆，與學生相關性高，且學
校在 103 學年行事暦，有一些疏漏之處（例如 3/27 為消防演練日及慈懿
日），希望討論行事曆時，學生可以表示關心及建議。
中山大學學生在 4 月 14 日向學校爭取學生出席行政會議，希望站在
慈大學生立場，也能踏出重要的一步。雖然重大議題，會在校務會議討
論，仍希望在行政過程，也有學生參與進行討論。本次為學生首度列席
行政會議，以觀摩關心的形式，往後期待可以提出對學校有幫助的建議
及看法。
●主席：未來行政會議討論議題如與學生相關時，邀請學生代表列席。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教職員工社團實施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提請審議。
說明：參照內控稽核委員意見，由人事室評估修訂。
決議：第五條第一款增加「擬申請獎勵之社團，應於」等文字，其餘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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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慈濟大學教職員工社團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三條 社團活動

現行條文
第三條 社團活動:

說明

一 ~ 四 (略)

一 ~ 四 (略)

五、 刪除

五、各社團應於年度開始，擬定 為使各社團
年度活動實施計畫（格式如 能自由發展
附件二），將前述各項活動 及符合實際
納入，敘明預定活動之項 執行面，建
目、時間、地點、參加人員 議將年度活
等，於簽奉核可後，按照計 動規劃等事
畫實施，每學年結束前可將 項刪除。
活動情形及成果，填具活動
紀錄及成果報告表提交人
事室，經評選績效優異者，
酌予獎勵。

五、各社團得視需要自行聘請校內 六、各社團得視需要自行聘請校
外專家學者為義務指導老師。

內外專家學者為義務指導
老師。

第五條 奬勵:

第五條 獎勵:

具體明訂年

一、擬申請獎勵之社團，應於每學 一、每學年度結束前一個月，由 度績優社團
年度結束前一個月，提供年度
各社團提交年度成果報告 評比項目，
活動實施計畫、活動紀錄、財

至人事室，再由人事室遴選 有所依循。

務管理及活動績效等文件至人

社團評審委員(3~5 人)進行

事室，再由人事室遴選社團評

評選。針對績優之社團進行

審委員(3~5 人)進行評選。針

獎助(優等:獎助 5000 元，

對績優之社團進行獎助(優等:

甲等:3000 元，乙等:1000

獎助 5000 元，甲等:3000 元，

元)。

乙等:1000 元)。

二 ~ 三(略)

二 ~ 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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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4 學年度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
一、第一學期開學日 104/9/14(一)，期中考 104/11/9-13，期末考 105/1/11-15。
二、第二學期開學日 105/2/22(一)，期中考 105/4/18-22，期末考 105/6/20-24。
三、全校運動會 104/11/25 當日是否停課一日全體師生參與體育競賽，請討論。
四、春節連假 105/2/6-11，2/12(五)是否彈性放假，於畢業典禮 105/6/4(六)
補上班一日，請討論。
五、教育部來函通知學校行事曆避開 105/1/16 總統大選日期，請各位主管轉
知系上老師，第一學期期末考儘量安排於 105/1/14 前，至遲於 1/15 中午
結束，以免影響學生投票。
決議：
一、104/11/25 全校運動會停課一日，全體師生參加運動會。
二、105/2/6-11 春節，2/12(五)彈性放假，於 105/6/4(六)畢業典禮補上班一
日。
三、通過 104 學年度行事曆如【附件 1】。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5 時 10 分

附件一覽表
附件 1

104 學年度行事曆
法規一覽表

法規 1

慈濟大學教職員工社團實施辦法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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