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40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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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6 月 4 日畢業典禮，請大家支持，讓慈大畢業典禮成為典範。
貳、 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請各學院指派一位教師擔任

執行單位

各學院 foreign student

foreign student advisor，代 advisor：
表院辦公室協助僑外生與系

醫學院－討論中，由醫科所推

所、國際中心及校內各單位溝

派一位老師

通，各院教師名單請回報國際

生科院－溫秉祥老師

事務中心。

人社院－漢明遠老師

各學院
國務中心

教傳院－何芮瑤老師
二、 本校醫學院與泰國清邁大學護

簽約日期由醫學院楊仁宏院

理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長與護理系章淑娟主任協調

國務中心

討論中
三、 與越南太原大學學術交流與合
作備忘錄
四、 修正「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
置辦法」

簽約日期尚在協調中

國務中心

105.5.3 教育部臺教高(四)字
第 1050050066 號函覆:本辦法
須依說明意見再行修正後報
部，修正條文將提本次行政會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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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五、 建議於指考結束後，學生填寫

由於因學群營舉辦時間為

志願前，至各區舉辦說明會，

7/8~10，與分區舉辦說明會日

有助於學生及家長瞭解慈大及

期會相當接近，且兩項活動性

各系特色，吸引優質學生，請

質相近，因此針對建議舉辦說

教務處研析其可行性，列入規

明會一事，今年會嘗試在北中

畫。

南東舉辦四場，未來傾向會結

教務處

合在一起以節省人力、行政資
源。
六、 「慈濟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辦法」修正案

105.5.11 第 84 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

教資中心

參、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英語教學中心：學生畢業英文門檻、英文會考結果、英文選修課程【附
件 1】
二、語言教學中心
1. TOCFL 華語文能力測驗 5 月正式考試已於 5 月 7 日圓滿，共有 27
人次來自花蓮及宜蘭的外籍人士報考，較 1 月預試增加逾兩倍。感
恩電算中心及總務處的協助，華測會非常讚嘆本校團隊的專業及貼
心。
2. 5/30-7/4 將連續舉辦兩個華語遊學營，合作對象分別為美國 La
Lumiere 高中及印尼慈濟分會。今年招生率較去年少一半以上的學
生，主因受到 IS 歐洲恐怖事件及去年宿舍沒冷氣影響。今年夏季
炎熱，感恩學務處及總務處協助，讓人社院的華語營宿舍冷氣能優
先開始試用，語教中心將全力配合相關行政事宜。
三、總務處:
人社院宿舍及教室冷氣全部完工，本週已經可以使用。校本部教
室冷氣也開始運作，曾發生因調課未核准，以致教室沒電的情況，請
主管協助向系上教師宣導，調課務必知會教務處，落實「教室依課表
給電」措施。以往教室未設置電能管理系統，經常發生無人使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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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未關閉電扇、電燈及投影機，不僅浪費電能，也增加投影機燈泡
等設備故障耗損。
有學生反映未上課教室無電扇、電燈可用，事實上，教務處事前
已預估此情況，為兼顧節能及學生需求，未上課教室中，仍開放各系
大一教室之電扇與電燈電源，校本部 15 間及人社院 6 間，開放率佔 3
成 3。
校本部宿舍冷氣工程上週動工，預計 8 月底前全部完工，6 月底
前可完成 300 間宿舍冷氣安裝，提供救國團與花蓮縣政府合辦兩岸精
英領袖學生活動，約 800 位學生暑假期間借住本校學生宿舍的需求。
學生反映施工期間工人素質問題，在寢室施工及善後，有不妥之
處，總務處已請廠商改進。
四、學務處：
本週一(16 日)已向人社院學生說明有關冷氣的相關事項，明天則
向校本部同學說明。人社院冷氣由本週五開始試營運，已向學生說明
試算原則，以 1 小時 2 度電 10 元計算，冷氣開放時間下午 5 時至隔天
早上 7 時，每間寢室一天約 100 元電費，提醒同學因自動儲值機尚未
到位，目前採人工儲值方式，週五前至少儲值 300 元，以免週末假期
無法使用冷氣。
有學生因為施工造成寢室髒亂，拒絕配合施工，也有同學不想挪
個人物品拒絕暑假淨空，去年學生抗議沒有冷氣，今年有冷氣，卻又
產生其它的意見和問題，敬請各位師長及主管接收到此類反映時，協
助說明和溝通。
五、後中醫系：
1.國考時間約 7 月底至 8 月初，鼓勵學生留在學校準備考試，班上形
成團隊互相勉勵，也方便老師輔導學生，有關學生暑假住宿如何保
留床位及冷氣等問題，將於會後請相關主管協助，在暑假期間，提
供學生良好的讀書及住宿環境。
2.建議建立畢業門檻預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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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許木柱副校長：
1.函請校外機構配合實習參訪之函文，如為一個月安排數次活動，並
要求對方機構每次指派 20 位老人或兒童配合課程需要等情形，請主
管協助督導此類函文，應事先協商或以電話聯繫徵求對方同意後再
發函，以示尊重，並於函稿系統上註明已獲得對方同意。
2.105 學年個人申請分發人數達 86.38%，排名私立醫學大學第二名，
感謝教務處及招生委員會合心協力。請系所主管配合教務處及國務
中心招生措施，讓外校，尤其是目標學校更加瞭解各系特色，有助
於提升招生的質與量。
七、兒家系:
4 月 18 日系務會議學生委員提出二項建議：
1.只有一門課在人社院上課的學生，未申請人社院停車場磁扣，必須
按對講機請警衛開柵欄，警衛動作較慢且態度讓學生感受不舒服，
學生建議可否改用學生證感應。
2.學生機車違停記點，僅影響住宿生權益，無法懲罰非住宿學生。
◎總務長：加強改進。但如能提供具體時間，較能掌握對象輔導改善。
事實上，總務處每月召開警勤會議也都有要求警勤人員要注意應對
禮貎。另預計下學期完成兩校區停車感應進出管理系統整合。
◎學務長：學務處極為重視校園安全，但無法 24 小時巡邏，自本週起
校安人員下午 17：30～19：30 在大愛樓前取締違規騎車同學，未來
也可能會公布系級姓名，雖然記點無法全面公平，仍有勸阻效果，
學生如因貪圖一時之便，釀成車禍致使他人受傷，必需承擔法律責
任。除了學務處的宣導、取締及記點外，也請各位師長協助督導同
學，遵守校園內行車規定，避免危險行為。
八、生命科學系：
1.生科系 4 月初至天津大學及天津醫科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參訪，該校
提出互派交換學生，教育部承認天津大學及南開大學學歷，未承認
天津醫科大學學歷，學校未與該校簽訂交流合約，是否由國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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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聯繫進行交換學生程序。
2.上學期鄭靜明老師曾邀請二位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至校演講，該院
士表示接受慈大交換學生至法國國家科學院。
◎校長：以上二項交換學生訊息，請國務中心協助處理。
九、環安中心：
請主管代為轉達授課老師或實驗室負責老師，若邀請校外人士或
高中生進入實驗室學習，上課前請先簡單介紹實驗室基本安全設施，
以及操作時應注意的安全衛生步驟，以避免實驗過程中發生意外。勞
動部在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特別重視事前宣導，短暫實驗教學僅需在
實驗課前進行安全衛生宣導，但若長期進入實驗室學習者必須至少有
六小時的教育訓練，未來如不幸發生實驗災害，將成為究責的重點。
十、電算中心：
本月將進行教務、學務系統盤點，未來陸續進行總務、會計、人
事等其它單位系統盤點。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表揚資深與績優職員工實施要點」名稱及條文，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 104 年 12 月 15 日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經 105.4.19 主管會報討論共識提出修訂。
三、擬修正績優員工選拔，改為服務優良員工，並更改選拔方式。
「慈濟大學表揚資深與績優職員工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表揚資深與服務優良 慈濟大學表揚資深與績優職員工 原要點修訂
為辦法。
員工實施辦法
實施要點
第一條 為選拔本校資深與服務 一、目的：為選拔本校資深與績 修訂績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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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員工，予以公開表揚，以激 優職員工，予以公開表揚，以激 員工，改為
勵士氣，鼓舞工作情緒，發揮團 勵士氣，鼓舞工作情緒，發揮團 服務優良員
隊精神，促進本校行政革新進

隊精神，促進本校行政革新進

工。

步，特訂定慈濟大學表揚資深與 步，特訂定本要點。
服務優良員工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資格：

1. 對象修

二、對象：

一、資深：在本校服務屆滿十年、(一)資深：在本校服務屆滿十
廿年、卅年以上，表現良好

年、廿年、卅年以上，績效

者。

良好者。

正為資
格。

二、服務優良：在本校服務滿二 (二)績優：在本校服務滿二年以
年以上(含非編制內長期約

上(含非編制內長期約聘人

2.修訂績

聘人員)，且最近二年內未有

員)，且最近二年內未有曠

優，改為服

曠職、受懲誡處分、留職停

職、 受懲誡處分、留職停薪 務優良。

薪或全時帶職帶薪進修之一

或全時帶職帶薪進修之一

者，並達到下列條件之一：

者，並達到下列條件之一：

(一)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

1、 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

均為甲等以上。

核均為甲等以上。

(二)最近二年內有受嘉獎以上
之紀錄。

2、 最近二年內有受嘉獎以
上之紀錄。

第三條 年資計算：以到職日起 三、年資計算：以到職日起至當 改為條次。
至當年七月底止。

年七月底止。

第四條 服務優良員工選拔標

四、績優人員選拔標準：推薦參 修訂績優人
加績優人員選拔，以具有下列事 員，改為服

準：推薦參加服務優良員工選

拔，以具有下列事蹟之一，經審 蹟之一，經審核通過者為限：

務優良員

(一)執行學校政策、計畫，具有 工。

核通過者為限：
一、執行學校政策、計畫，具有
優異成效者。

優異成效者。
(二)對本職工作或主管業務，革

二、對本職工作或主管業務，革
新創造、卓著成效，並有具
體事蹟，經查屬實者。

新創造、卓著成效，並有具
體事蹟，經查屬實者。
(三)熱心服務、不辭勞怨、主動

三、熱心服務、不辭勞怨、主動

解決實際重大問題，有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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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實際重大問題，有具體
事蹟，經查屬實者。

事蹟，經查屬實者。
(四)熱心學生輔導工作，具有具

四、熱心學生輔導工作，具有具
體成效者。

體成效者。
(五)其他有具體特殊事蹟，足為

五、其他有具體特殊事蹟，足為

全校同仁之楷模者。

全校同仁之楷模者。
第五條 選拔程序：

一、 選拔程序：

一、資深：應屆獎勵之資深同仁，(一)資深：應屆獎勵之資深同
由本校人事室統一查核，列

仁，由本校人事室統一查

冊送由各主管單位推薦並提

核，列冊送由各主管單位推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

薦並提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

後簽請校長核准頒授。

會審議後簽請校長核准頒

二、服務優良：由單位主管或本

1.績優，改

授。

校同仁五人以上推薦，並填 (二)績優：由單位主管或本校同 為服務優
具「服務優良事蹟」連同資
仁五人以上推薦，並填具「績 良。
料證明，於每年公告規定之

優人員事蹟」連同資料證

時間內送人事室彙辦。經人

明，於每年公告規定之時間

事室檢核後，辦理校內網路
票選，票選結果提供職員工

內送人事室彙辦；年度考核 2.修訂推薦
獲優等者，在取得當事人同 與選拔方

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並參

意後亦列入推薦名單。經由 式。

考票選排序推舉年度服務優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負責

良員工，簽陳校長核定。

評選，簽陳校長核定。

第六條 獎勵規定：

六、獎勵規定：

一、資深：頒授獎品或獎牌乙面。(一)資深：頒授獎品或獎牌乙面。1.績優，改
二、服務優良：頒授獎牌乙面， (二)績優：頒授獎牌乙面，及視 為服務優
每年服務優良人數，以不超

狀況酌發獎金或記功乙次獎 良。
2.修訂獎勵
勵。

過職員工總人數之百分之五

每年績優人數，以不超過職員 方式。

為原則。

工總人數之百分之五為原則。

並頒發獎金。

三、經選拔核定之資深與服務優 (三)經選拔核定之資深與績優同
良同仁，於本校每年校慶典

仁，於本校每年校慶典禮或

禮或全校性會議中公開表揚

全校性會議中公開表揚並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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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頒獎。其優良事蹟刊登於

獎。其優良事蹟刊登於學校

學校刊物或網頁，以資表彰。

刊物或網頁，以資表彰。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原要點修訂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為辦法。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修正時亦同。

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來文建議修正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
「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第一條
依教育部建
本校為辦理博士班、博士班學位 本校為辦理學士班、碩士班及博 議 明 列 本 校
學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士班等各類招生事宜，依據大學 所 辦 理 之 各
學士班、學士班轉學、外國學生、法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行細則 招生類別
陸生、僑生等各類管道招生，依 第十九條之規定，設置「慈濟大
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 ( 以 下 簡 稱 本
行細則第十九條之規定，設置「慈 會)。並訂定「慈濟大學招生委
濟大學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會)。並訂定「慈濟大學招生委員 法) 。
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八條
第八條
依教育部建
參與招生業務之工作人員應恪遵 參與招生業務之工作人員應恪 議修正
保 密 與 迴 避 有 之 規 範 ， 於 其 本 遵保密與迴避有關之規範，於其
人、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 本人、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
親應考時，應自動迴避擔任本會 姻親應考時，應自動迴避擔任本
委員及參與相關試務工作。
會委員或參與相關試務工作。
第九條
本條文刪除

第九條
本校已訂定
本校所舉行之各項招生考試，於 「慈濟大學
考試前或考試期間遇有重大事 因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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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時，得延期舉辦招生考試。該 延期招生考
延期考試相關決定，由招生委員 試注意要
會主任委員決定之，必要時主任 點」，經教
委員得邀請部分招生委員與試 育部同意本
務相關人員與會議定之。
條文刪除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1. 依教育部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建議修正
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2. 條次變更
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 105 學年度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因應慈懿會調整為 3/24 之影響、學生宿舍日間消防演練(人社院) 原訂
3/24 連動修正至 3/17，其它修訂項目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業務分層負責明細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各單位於工作權責劃分上依執行現況進行修正，為處理業務權責之依據。
二、共 13 單位提出修訂，各單位修訂概況一覽表，如【附件 3】。
三、慈濟大學業務分層負責明細表【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16 時

~第 140 次行政會議~

9

附 件
附件 1

英語教學中心報告

附件 2

105 學年度行事曆

附件 3

業務分層負責明細修正概況一覽表

附件 4

慈濟大學業務分層負責明細表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表揚資深與服務優良員工實施辦法（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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