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4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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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學院及系所(中心)主管、共教處及所屬中
心主任、醫學系碩博士班主任 (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生代表楊喬安、吳政育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本校與慈科大共同申請教育部「大學在地實踐聯盟」計畫，因申請學
校太多，教育部改變政策，改為小型的補助計畫，在此，對參與該計劃的
教師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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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協議書於 106/3/1 送印完
Fullerton 合作協議書

畢，寄送一份回

國際處

Fullerton，完成簽約。
二.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與泰國法政大學
傳播學院合作協議書

將以郵寄方式簽約

國際處

三. 本校醫學院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護 106/1/17 醫學院楊院長與
理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護理系彭主任前往泰國完

國際處

成簽約
四. 慈濟大學與桂林醫學院(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學術交流與合作
協定

已完成報部，將於 106/3/27
來慈大簽約

參、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人事室: 本校教師升等制度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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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

(一)本校已參照教育部 105 年 05 月 25 日最新修正之「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並配合本校 105 學年推動教師多元升等試
辦計畫，修訂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106.01.04 完成第一階
段修法)
(二)第二階段修法，將針對教育部訪視意見，以及落實多元升等制度
的詳細規劃，初步擬定調查表如【附件 1】，請參考。
(三)敬請各系所，學院於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凝聚共識，並提供寶貴
意見，做為後續規劃修訂相關法規之方向。
(四)意見調查表敬請於 4 月 15 日前提供人事室(曾薰玉組長 1522)，
以利彙整規劃。感恩!
(五)提供其它學校相關辦法供參考。【附件 1-1】
二、體育教學中心：106/3/25 第 23 屆十公里路跑 【附件 2】
三、學務處：
(一)每年暑假學生宿舍住宿量極為龐大，今年暑假已有學群營、醫學
營登記，此外尚有準備國考的畢業生、實驗室研究助理、暑休學
生。暑假期間，將閉館進行宿舍消毒清潔及修繕，因此，各單位
暑假舉辦活動需借用學生宿舍，請及早申請並電話聯絡生輔組確
認尚有床位的時段。
(二)期初導師會議討論有關導師人數，如果各系老師人數有限，無法
支援足夠的導師人數，可請共教處、通識中心老師擔任導師。
(三)目前慈懿會爸媽與學生比例為 1：4，全校有 900 多位慈誠懿德爸
媽，慈懿會負擔頗重，因此，與北區慈懿會協調，自 106 學年起
修正為 1：5。
(四)今天是國際消費者權益日，近二週發生數起學生被詐騙事件，請
師長及同學相互提醒。
(五)慈濟基金會提供大愛揚帆啟航助學金
自 106 學年度起，慈濟基金會補助慈濟教育志業所屬大專校院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五級弱勢新生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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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收入戶：政府補助全額。
2. 中低收入戶：政府補助 60%、慈濟補助 40%。
3. 五級弱勢：慈濟補足政府補助之差額。
※補助對象不含醫學系、 護理系、後中醫系學生。
※學校首頁聯結網址 http://www.tcu.edu.tw/?page_id=9063
◎護理系主任：建議將各項有關學生的優惠政策及獎助學金辦
法，彙整為單張，發給各系。
◎校長：請學務處及人文處協助印製為單張，發給各系所，並公
布於學校網頁，以利招生宣傳。
◎後中醫系主任：後中醫畢業生 44 名，四所慈濟醫院共提供 12
個名額，與醫學系、護理系學生可獲得慈濟公費及慈院職缺的
情況不同，建議此項助學金補助不宜排除後中醫系學生。
▓校長：後中醫系學生無法申請慈濟公費，有關後中醫系主任之
建議，請於下次與基金會開會時，提請基金會再予考量。
(六)英國牛津大學皇后學院合唱團 4/1 在慈大大愛樓演藝廳演出，
將招募同仁及學生擔任志工，同仁可申請補休，學生由學務處敘
獎。學校有 100 張票，請至校務系統報名。
四、人文處：
(一)「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所屬教育志業體學生就學獎助辦法」
適用範圍：慈大醫學系及護理系、慈科大護理科
成績規定：正研擬將智育成績 75 以上修正為 70 分以上
(二)「慈濟大學清寒助學金實施辦法」提供學雜費及生活金補助，以
補教育部補助之不足。
成績規定：智育成績 70 分以上，操行成 80 分以上。
(三) 105 學年應屆畢業生服務奉獻獎，申請至 3 月 24 日止，歡迎曾參
與校內外非營利事業團體，或擔任學生會、學生議會、宿舍協進
會、系學會、社團幹部之學生提出申請。
五、秘書室：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將於 4/27 至本校巡察，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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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 4/7 以前寄出，請各相關單位依據巡察重點提供書面資料，由
秘書室彙整。
▓召集人：前高雄師範大學校長蔡培村委員
▓巡察重點：(一)辦學特色、發展目標、所系結構、生師比、學校
設備及財務情況 (二)推動品德教育等學生基本素養之作法及成效
(三)推動產學合作之作法與成效 (四)因應國際化及少子化之具體
作為及成效 (五)未來工作重點 (六)面臨之問題與建議
▓實地巡察重點：模擬醫學中心、媒體中心、中草藥園、靜思堂。
六、社教中心：
(一)3/25 上午 10:00 春曉樂宴成果展，展出內容：國樂、國畫，敬邀
蒞臨欣賞。
(二)1062 期課程 3/20 開放報名，本校教職員生 3/31 前報名，享有 85
折優惠，歡迎報名。
七、華語中心：
(一)運用教育部優化計畫補助完成多語化簡介，包含日文、英文、韓
文、越文、印尼文、泰文等六種語文。敬請參考中心網頁
http://www.language.tcu.edu.tw/
106 年優化計畫，將於近日內完成並報部。
(二)三月～五月春季班，有 50 位學員，來自 15 個國家，收入約 160
多萬。
八、國際處：
(一)每年約有 10%學生出國交流，向國際處申請補助，十年前每年出
國交流學生約 30~40 位，十年後每年約 300 位，在有限的預算下，
僅提供部份補助。若學校提供落地接待，換取本校學生至交流學
校的落地接待，則不再補助機票。
(二)今年海外招生自 3 月起由越南開始，國際長及國際處同仁目前在
越南，越南分為北越及南越，南越請何昆益老師協助，3 月底馬
來西亞教育展，並與雪隆分會商量，7 月將有為期 2 週的入校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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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邀請老師參加，行政人員全程參與，老師則分梯次，每梯次
規劃數天的行程，各系若有特別感興趣的國家，請聯繫國際處。
(三)國際處負責 4/1 英國牛津大學皇后學院合唱團貴賓接待，歡迎老
師協助接待工作。合唱團指揮是世界知名的指揮家，請通識中心
江主任邀請學校駐校藝術家一同參加當天午宴。
九、人文社會學院：
(一)系所主管對國際招生業務仍感陌生，建議國際處開會說明國際招
生版圖、路線及作法，讓各系所更為明瞭國際招生的規劃，各系
可依據其需求，設計適合該系的國際招生計畫，也能更緊密的參
與國際招生工作。
▓校長：請國際處於 4/26 系所主管會報提出報告。
(二)人社院校區「山腳下咖啡館」3/16 中午 12:30 開幕茶會，咖啡館
結合創意藝文空間，由「學生咖啡創業團隊」經營，營業時間為
週一~五 15:30~21:00，特約服務時段－舉辦會議或活動，可聯絡
店長預約其它時段。
十、會計室：3/15-3/30 編列下學年預算，請於截止日前完成預算編列。
編列預算新規定：為鼓勵招生並留住在學生，將招生與預算結合，
若 105 學年學生人數比 104 學年增加 1 名學生，則該系業務費增加
5000 元；若 105 學年結束時，學生人數比開學時減少，則每少１名
學生業務費縮減 3000 元。
十一、學士後中醫系：
(一)目前藥園與中醫系預算綁在一起，中醫系預算與其它學系相同，
藥園承擔許多學校對外的功能，為兼顧其個別發展之需要，建議
分開編列預算，請預算委員會支持。
(二)醫師行業收入高，學校要招聘專任教學型醫師困難，其它學校各
有其留任辦法，下一輪評鑑即將到來，有關中醫系員額及薪資，
敬請支持。
(三)中醫系畢業生求職不易，如遇有其它機構詢問，請多加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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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共教處：
(一)4/15 嚴長壽演講「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需憑票入場，本校
200 張門票，已登記完畢，尚需門票者，請至天下文化網站報名
索票（https://goo.gl/FvBsUU）。
(二)4/29~4/30 與學生會合辦黑客松活動，二項主題：1.生醫組－智
慧醫療、綠色醫院，2.行銷組－商品行銷，敬請協助推動。
(三) 3/20 病態美學展覽，地點：大愛藝文中心，請協助宣傳，鼓勵
同學觀賞。
十三、學生代表楊喬安：代表學生會及醫學系系學會說明病態美學病理
切片巡迴展，此次邀請中國醫學大學病態美學團隊前來策展，已印
製邀請函，將由學生陸續發送邀請各學院院長及系主任，敬邀各位
師長共讓盛舉。3/20 開幕演講中午 11:00~12:30，開幕茶會 12:40–
13:10，展期：3/20-4/14，地點：大愛樓藝文中心。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新訂「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為使工作
場所人員具備應有之工作環境危害認知與防護觀念，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於 105.12.19 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法規 1】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師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第一條及第三條條文，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修正「慈濟大學師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第一條及第三條內容，以符合
實際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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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106 年 1 月 6 日學校衛生委員會議決議修訂。
「慈濟大學師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慈濟大學師生緊急傷病
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
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
病處理準則」訂定。

第一條 慈濟大學師生緊急傷病 依據教育部
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 現行法規名
依據「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 稱修正。
則」擬定。

第三條 緊急傷病事件發生時，
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衛保組）
人員到達現場後，立即進行檢傷
分類並完成初步護理處置，視情
況呼叫119救護車或連絡學校公
務車協助送醫，並通知相關人員
啟動後續機制，使傷患達到妥善
照護。

第三條 緊急傷病事件發生時， 依校內執行
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衛保組） 情況進行文
到達現場後，立即進行檢傷分類 字修正。
並完成初步護理處置，視情況呼 啟動後續機
叫119救護車或連絡學校公務車 制如:校安機
協助送醫，並聯絡相關人員完成 制、三軌輔導
後續妥善照護。
機制。

決議：第一條條文「擬定」修正為「訂定」
，其餘修正內容照案通過。【修正後
辦法-法規 2】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三條及附表
二，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照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校內實際執行情況修正。
二、 105/11/14 工讀暨助學審核委員會及 106/01/04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3】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本校醫學院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 MOU 續約，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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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醫學院於 2007 年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簽署 MOU 案，已過期效，
擬續簽立 MOU，接續姊妹校雙向學術交流。【MOU-附件 4】
二、 106/01/17~01/21 醫學院楊仁宏院長及護理系彭台珠主任前往朱拉隆功
大學與其護理學院簽署 MOU。楊院長與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院長 Dr.
Suttipong Wacharasindhu 會面，雙方表達續約之意願。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處

案由：體育教學中心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簽訂兩校共同上課契約內容，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本校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為姊妹校，並辦理多次短期移地教學課程，特
針對短期課程簽訂學生交流意向書。【附件 5】
二、 雙方秉互惠原則，免收住宿費、餐費，不另外支付教師上課費用。
◎會計室說明：依收費原則，有住宿即應收費，由住宿者繳費，或由主辦單位
編列之預算扣款。因此，提供免收住宿費、餐費之活動，主辦單位應編列住
宿費、餐費之預算。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6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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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慈濟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制度規劃意見表
附件 1-1 其它學校參考法規

附件 2

第 23 屆十公里路跑簡報

附件 3

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

附件 4

醫學院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 MOU

附件 5

體育教學中心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學生交流意向書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要點 (新訂)

法規 2

慈濟大學師生緊急傷病處理辦法(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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