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8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0 月 28 日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11 月系所與通識中心評鑑，攸關學校與系所的未來。10 月 30 日邀請慈
懿會與師生一同打掃，詳細情形，請主秘說明。
貳、 報告事項：
秘書室：五年前系所評鑑，慈懿會特別撥冗協助教室及受評單位之清理，今
年系所評鑑，慈懿會也應邀前來，感恩慈懿會護持慈大的善念，呼
籲系所師長及教職同仁，10 月 30 日(週五)14:00~15:00，一起來
推動美善校園的活動。學務處及總務處準備打掃工具，媒體中心及
人文真善美志工，共有三組攝影團隊，於人社院及校本部實地拍
攝，感恩大家在評鑑前齊心協力，共創良好佳績。
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附件 1】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案由：慈大附中校區增建多功能活動中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校區體育館場地原規劃為中小學、大學、科大共同
使用，資源共享；但目前實際操作產生極大困難。慈大人社院及慈濟科大
學生人數約 3500 人，教學活動與學生社團活動使用時間長。中小幼學生
人數 1773 人，課程教學、學習成果發表、社團活動、儀典、人文活動、
演講集會、親職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及體育競賽等需求亦多，小喜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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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間不敷多元教學使用。
二、慈大附中辦學績優，班級數年年增加，至 106 學年度預計將達到 65 班學
生超過 2000 人，且學校座落中央山脈山麓，經年多雨，中小學教學空間
愈顯侷促，影響教學品質甚巨。
三、中小學教室距離人社院體育館較遠，來往費時，影響課程實施與活動辦
理；學生年紀小又必須穿越車流大且車速快之介仁街，師親生皆擔憂安全
問題。為完成教學任務及維護師生安全，亟需增建多功能活動中心。
四、活動中心基本需求：第一層為為球場、舞台、器材室、樓梯、電梯及衛生
間等，第二層為 1200 座位〈中學生 1300 人及教師 130 人〉之階梯式集會
場、舞台、準備室、器材室、樓梯、電梯及衛生間等，地下室為社團教室、
餐廳、器材室、樓梯、電梯及衛生間等。
五、建議設置地點：慈大附中校區內〈1〉天文館後方生態池區。〈2〉汙水處
理場旁停車場。
六、本提案經 104 年 6 月 30 日慈大附中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
過。
七、建請慈濟基金會營建處協助規畫。
決議：提送董事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報告人：賴志嘉主任、吳天元老師

案由：106 學年增設六年制藥學系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增設藥學系學士班申請案
◎申請 99 學年增設四年制藥學系，教育部審核結果：緩議。
◎申請 104 學年增設六年制藥學系，教育部審核結果：緩議。
◎申請 105 學年增設六年制藥學系，教育部審核結果：緩議。。
二、基於學校暨醫學院整體發展之考量，乃再次提出申請 106 學年度增設六年
制藥學系，經 104.9.21 醫學院院務會議、104.10.16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討論通過。
三、說明簡報【附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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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董事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慈濟大學暨附屬中學 103 學年度決算書，提請審議。
說明：決算及財產變更登記說明簡報。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董事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慈濟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第六條條文修正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擬修正「慈濟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第六條文字內容，以符
合教育部來函建議。
二、教育部來函建議：第六條有關事先報經輔導單位許可，學生自治組織得對
外募款、義賣或接受捐贈乙節，依衛福部來函說明：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勸募團體如下：1、公立學校。2、行政法人。3、
公益性社團法人。4、財團法人。」
，故須有法人登記的團體或公立學校方
可提出勸募案之申請，學校「學生自治團體」因非屬本條例第 5 條所稱勸
募團體，自不得對外發起勸募；至於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接受其
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等行為，則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惠請修
正相關條文，以符法規規範。
「慈濟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六條
刪除學生
學生自治團體得向會員收取會 學生自治團體得向會員收取會費，經 會得對外
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 輔導單位同意並得對外募款或接受捐 募款或接
會費。
助；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受捐款等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由其自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由其自行保 文字。
行保管、分配，但應周詳規劃，管、分配，但應周詳規劃，妥善運用，
妥善運用，定期向成員公布， 定期向成員公布，並接受輔導單位之
並接受輔導單位之監督查核。 監督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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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團體受輔導單位補助 學生自治團體受輔導單位補助經費之
經費之運用及核銷，應符合本 運用及核銷，應符合本校會計規定及
校會計規定及相關法令。
相關法令。
決議：照案通過，由學務處報請教育部核定。(修正後辦法-法規 1)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部份條文及附表二「慈濟大學職員薪級
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現有編制人員因應職務調整可能影響敘薪情形，故增訂相關適用準則。
二、參考其他大專院校相關規定(中原、世新、中臺、義守)，擬修訂如對照表。
「慈濟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四條

現行條文

本校職員以學歷起敘 第四條 本校職員以學歷起

說明
職員採計職前年

為 原 則 ， 其 敘 薪 標 準 如 附 表 敘為原則，其敘薪標準如附表 資僅限原屬組織
(三)；於行政機關、公私立學 (三)；於行政機關、公私立學 編制身份者，故
校及本校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 校及本校與擬任職務等級相

酌修文字使更具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專任年資， 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 體明確。
得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受其 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受其本
本職最高薪之限制。

職最高薪之限制。

第八條 本校職員由高階職務
調降為低階職務，其薪級已超
過低階職務之最高年功薪時，
如屬本校業務需要之調動，准
予暫支原薪級。又於辦理退撫
最後在職薪額低於暫支薪額
時，其退撫給與差額由學校補
足。如屬業務不適任（含懲處）
或個人意願之調動，僅得在新
職務本職最高年功薪範圍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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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其薪級。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
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
工敘薪原則」
，並參照公立學校
敘薪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新增條文：
增訂有關主管機
關之法源依據。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
儲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公告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原為第八條，因
通過，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 增訂部份條文內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 容故調整條次。
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
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二 慈濟大學職員薪級表
諮商心理師

附表二 慈濟大學職員薪級表 擬依組織規程第
心理師
11 條修訂心理師
為”諮商心理師”

決議：
一、 第八條修正條文，請人事室參考比較其它學校作法，蒐集更完整的資
料，周延考量後再議。
二、 本修正案全案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學則」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經 104 年 5 月 2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審定後，送校
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
決議：
一、 第十六條修正條文緩議：教務處事後查核發現條文內容有誤，本條文暫
緩修正，查明後再議。
二、 第十八條修正後通過：「情節嚴重者應由所屬學系單位輔導了解原因，
經輔導後仍未改善，得勒令休學」修正為「不符合上述規定者，應予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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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五十條：調整標點符號。
四、 其餘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修正後辦法-法規 2)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第四條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本修正案業經 104 年 9 月 23 日第 135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條

第四條

教學評鑑程序：

教學評鑑程序：

說明

一、教學評鑑各項量化佐證資料 一、教學評鑑各項量化佐證資料
提供單位，應於學年度結束

提供單位，應於學年度結束後

後一個月內，提供相關資

一個月內，提供相關資料，由 1.依現行實

料，由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彙

際作業流

中心彙整。

整。

程修正教

二、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於 二、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於

學評鑑作

學年度結束前，公告當年度

第一學期第二週週五前，公告

業時程時

教學評鑑作業時程，並提供

教學評鑑作業時程，並提供個

間。

個別教師教學評鑑相關量化

別教師教學評鑑相關量化佐 2.102 學年

佐證資料，供教師進行自評。

證資料，供教師進行自評。

三、教師完成自評，評鑑資料依 三、教師完成自評，評鑑資料依

度起評鑑
結果通知

序送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

序送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共

書改以線

(共同教育處主任)初評後，

同教育處主任)初評後，由「教

上系統通

由「教學評鑑委員會」進行

學評鑑委員會」進行複評，評

知及查詢

複評，評鑑結果陳請校長核

鑑結果陳請校長核定後，應以

下載，不

定後，應通知各教師及其所

書面通知各教師及其所屬單

另行書面

屬單位主管。

位主管。

四、教師如不服「教學評鑑委員 四、教師如不服「教學評鑑委員
會」審議結果者，得於收到

會」審議結果者，得於收到通

通知後二週內(含國定及例

知後二週內(含國定及例假

假日)向「教學評鑑委員會」

日)向「教學評鑑委員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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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

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不服

不服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

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員提出申訴。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3)
提案八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
「慈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附屬法規修訂本辦法。
「慈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職業安全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勞工安 配合法令修正「勞工
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及本校組 全衛生法第十四條及本校組 安全衛生法第十四
織規程規定訂定。

織規程規定訂定。

條規定」修正為「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
。

第四條 本中心職掌如下：

第四條 本中心職掌如下：

配合法令酌予文字

九、實施作業環境監測，職業 九、實施作業環境測定，職 修正。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釐訂。 業災害防制計畫之釐訂。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4)
提案九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附屬法規修訂本辦法。
「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監督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監

1.配合法令修訂，「勞

本校各實驗（或試驗）室、 督本校各實驗（或試驗）

工安全衛生法第十

實習（或試驗）工場及工程 室、實習（或試驗）工場、

四條規定」修正為

施工等工作場所之安全衛

「職業安全衛生法

工作場所等之安全衛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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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

第二十三條規定」。

第二十三條規定設置「慈濟 四條規定設置「慈濟大學職 2.配合法令增訂「工程
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施工等工作場所」。

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配合職安全衛生法修

至十三人，校長、學生事務 九至十三人，校長、學生事 訂，擴大適用對象， 第
長、總務長、人事主任、教 務長、總務長、人事主任、 2 條規定所稱工作者，
務處代表、研發處代表等為 教務處代表、研發處代表等 除原有勞工，增加自營
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校 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
長遴聘本校教師(其中醫學 校長遴聘本校教師(其中醫 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院、生命科學院教師代表至 學院、生命科學院教師代表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少各一人)、職員工、學生(學 至少各一人)、職員工擔任 註：受工作場所負責人
生會代表二人)擔任或聘請 或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 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校外專業人士擔任。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

之人員：指 與事業單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人，由校長兼任，並置執行 位無僱傭關係，並於其
由校長兼任，並置執行秘書 秘書一人，由環境保護暨安 工作場所中從事勞
一人，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全衛生中心主任兼任。

動，或以學習技能、接

生中心主任兼任。

受 職業訓練為目的提
供勞動 之相關人員，
如派遣勞工、志工、技
術生、養成工、見習
生、建教合作班之學生
等與其他性質相類之
人員均屬之。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

配合法令酌予文字修

本校實驗室管理、職業安全 請本校實驗室管理、勞工安 正。
衛生、營繕工程及衛生保健 全衛生、營繕工程及衛生保
等相關業務人員列席報告說 健等相關業務人員列席報
明。

告說明。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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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案由：國際事務中心增能規劃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中心；

附議人：方仁輝、劉朝榮、謝坤叡、張景媛、林聖傑）
說明：為擴大國際招生及國際交流的能量，擬擴編國際事務中心為「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
，下設「國際教育組」
、
「國際交流組」及「綜合業務組」等三
組，各組設置組長一人，組員二至三人。【簡報-附件 4】
決議：
一、 通過國際事務中心增能規劃案。
二、 修正組名：
「國際教育組」修正為「教育組」;「國際交流組」修正為「交
流組」。
三、 因應國際事務中心擴增改名，應修正「慈濟大學國際事務中心設置辦法」
及「慈濟大學組織規程」相關條文，提下次校務會議討論。
陸、 散會：17 時

附件
附件 1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附件 2

106 學年增設藥學系簡報

附件 3

慈濟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4

國際事務中心增能規劃案簡報
法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法規 2

慈濟大學學則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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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