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4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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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及所屬系所(碩博士班、中心)主管、
共教處及所屬中心主管(詳簽到單)
列席人員：學生代吳政育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報告
教育部為了解各大學財務狀況，依據各大學 104 學年會計師查核報告，
評選「私立大學財務穩健度排行前十名」及「私立大學獎助學金排行前十
名」，本校二項排名，均高居第三名，感恩董事會支持。
學校資訊系統歷史較久，需要汰換，已獲得基金會支持購入新的教務
系統，感謝許副校長、電算中心主任及各鈞長協助，歷經多次的評估，決
定採購文化大學開發的系統，預訂明年 7 月啟用。
教育部規劃於 106 年啟動「大學在地實踐聯盟」，強化大專校院與在
地及區域連結合作，帶動當地中小企業及社區的繁榮與創新。每個聯盟由
一所技專校院及一所大學擔任軸心學校，已邀請慈濟科技大學與本校合
作，由教育執行長指導，整合慈大、慈科大、慈濟基金會共同合作。已擬
訂四大主軸：長照、教育、文創、農業。本校總窗口-教務長，各主軸負
責人：長照-楊仁宏院長、教育-張英鵬院長、文創-周德禎院長、農業-江
允智主任，歡迎大家貢獻構想，與各主軸負責人聯繫。
規劃「國際學苑」，預計 106 學年外籍新生全部到人社院上客製化中
文課程，包含台灣文化、東部文化等，協助國際生快速的融入台灣生活，
本國生亦可選讀國際學苑課程，提升外語能力。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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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教傳院外籍學生反映事項：
1. 使用漢語拼音輸入法

執行單位

微軟 Windows 內建有「漢語拼 電算中心
音」輸入法，但輸入法種類眾
多，所以預設輸入法還是設定
最常用的「注音」輸入法，如
需切換到其他輸入法，可依照
以下連結說明做切換：
http://edu.cc.fju.edu.tw/m
ain_control/08/learn/doc/w
indows/hanyu_pinyin.htm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同學到電
算中心詢問。

2. 改善僑外專班國文課程

本系中文組立即調整 1052 學期

東語系

僑外專班國文課程之配置，將
於開學第一週對修課僑外生進
行華語程度鑒別，之後分為初
級、進階二班（初級：何昆益
老師授課；進階：呂麗粉老師
授課）
，以增進教學效能。另調
整授課內容，以生活化、實用
性之語言學習與文化認識為主
軸，期能符合學生需求。
本系初步規劃「外籍學生華
語課程」
，或可於根本解決外籍
生華語、國文學習問題，積極
輔助外籍生融入學習環境。
3. 希望學校協助彙整外籍生
留台工作或深造有關的國

國際處將彙整並公告於國務處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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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

家政策或規定
二、 與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合作

國際處

協議中

協議書
三、 慈濟大學與馬來西亞 AIMST 大 將於 12/21，由 AIMST 的 Deputy
學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Vice Chancellor 以及 Faculty
of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國際處

的院長來慈大簽約
四、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與泰國法
政大學傳播學院合作協議書
五、 慈濟大學 105 學年度辦學績效
指標
六、 訂定「慈濟大學實驗室生物安
全管理辦法」
七、 訂定「慈濟大學導師量化工作
計分施行細則」

國際處

協議中
105.12.16 公告周知

秘書室

105.12.12 公告周知

研發處

105.12.12 公告周知

學務處

八、 修正「慈濟大學校園安全維護
暨緊急應變委員會設置辦

學務處

法」
、
「慈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
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
「慈濟 105.12.12 公告周知
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設置辦

秘書室
國際處
教務處

法」
、
「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
核計要點」
參、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許木柱副校長：學校將於明年底接受校務評鑑，研發處已召開 3 次會議，
積極準備前置作業並確立分工，未來將陸續請各系所提供資料，屆時請
配合儘速彙整資料。
二、圖書館：2017 年起可能停訂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暨配套措施
【附件 1】。
三、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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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1/16 感恩餐會，敬邀教職同仁參加。
2. 12/27 研發處舉辦校務評鑑說明會。本次校務評鑑，教學單位以院為窗
口，請院助理彙整該院各系所資料。
3. 慈濟基金會提供新芽獎助學金，對象為低/中低收入戶及弱勢學生，自
106 學年新生，學雜費全免（扣除政府補助的部份）
。
四、學務處
1. 下週分別於校本部及人社院舉行期末導師會議，請教學單位主管提醒導
師參加。
2. 寒假留宿申請已開始，1/13 中午 12：00 截止。未申請者，自 1/16 起
不得留宿。
3. 近來發生多件學生車禍受傷事件，大部份為學生違規引起，理賠相當可
觀，元旦連假將屆，請各位主管協助提醒。
◎校長：請學務處整理相關資料，交學生會協助加強宣導交通安全。
4. 導入學務系統的使用權限問題，敬請電算中心協助。
五、總務處：市公所正評估可能停止清運學校垃圾，若改為委外處理，經費將
高出 2~3 倍。實驗室垃圾為事業廢棄物，若混入一般生活垃圾，將受罰，
請各系所實驗室，做好垃圾分類。
六、社教中心：學校購入的文化大學系統，不含社教系統。目前全年有 3~4
萬名學員，業務龐雜，本中心極需資訊系統，尤其報名系統更為迫切。
◎許副校長：下一階段，預訂明年 4~5 月與文化大學談社教中心和華語
中心營運系統。
七、華語中心
1. 陳俊甫老師獲頒 2016 台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殊榮，將於本
次台華會年會頒獎表揚，今天中心將有 7 位老師及同仁前往中壢與會。
2. 感謝東語系舉辦外籍生演講比賽，中心華語生獲得前三名肯定。
3. 本季華語生人數再創新高，共有 62 位來自 20 國的學員，收入破百萬。
4. 中心獲頒教育部物華語教育機構優化補助近 35 萬，但是由於教育部發
文時間太晚，感謝總務處及會計室的大力協助，讓此案可以非常急迫的
時程中進行，我們也從中學習到許多寶貴的行政經驗，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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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算中心：教學務資訊系統升級報告【附件 2】。
九、學士後中醫系：101 學年入學的第一屆中醫系學生，將於明年 6 月畢業，
學生已開始應徵工作，請各位主管協助推薦和肯定。各慈濟醫院同意至少
收 3 名中醫系學生，目前教學醫院提供訓練名額與畢業生人數，不足 40%，
約有 4 成學生找不到醫院訓練，衛福部開會討論，初步傾向在第 2 年放寬
至診所，可大為減少醫院的壓力。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案由：本校醫學院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護理學院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提請
討論。
說明：朱拉隆功大學與慈濟大學為建立與發展兩校學術交流之友好合作關係，
本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締結事宜。【MOU-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廢止「慈濟大學天然災害防救實施辦法」
、
「慈濟大學防颱措施執行要點」
、
「慈濟大學水災應變執行要點」
、
「慈濟大學地震災害應變執行要點」
、
「慈
濟大學教學行政區火災應變執行要點」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原訂有「天然災害防救實施辦法」
、「防颱措施執行要點」
、「水災應
變執行要點」
、
「地震災害應變執行要點」
、
「教學行政區火災應變執行要
點」等，作為因應天然或緊急災害時之預防應變準則，因久未修訂及多
為作業執行事項，且依法規層級分類，前述規定較適合以標準作業流程
訂定，故建議重整廢除上述辦法及要點，統一以「慈濟大學校園安全維
護暨緊急應變處理計畫」
【附件 4】為災害應變執行依據。
二、另訂定「火災」、
「風災、水災」等二項標準作業流程，作為災害應變執
行依據。
【附件 5、附件 6】
決議：通過廢止「慈濟大學天然災害防救實施辦法」
、
「慈濟大學防颱措施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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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
「慈濟大學水災應變執行要點」
、
「慈濟大學地震災害應變執行要
點」、
「慈濟大學教學行政區火災應變執行要點」。【法規 1~5】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採購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為使各單位之出版品採購及美編設計符合需求，以提升採購效率，修正
「採購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款，使用單位自辦採購作業新增「印刷品
及美編設計費用」項目。
「慈濟大學採購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有關採購事務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有關採購事
之作業與權責如下：
務之作業與權責如下：
一、使用單位自行辦理採購作業： 一、使用單位自行辦理採購作業：自辦採購
(一)教學研究實驗室用試藥耗
(一)教學研究實驗室用試藥 項目新增
材、印刷品及美編設計費
用，不分校內、外預算來源
皆為二萬元（含）以下。
(二)校內預算除標準辦公配備、
文具外為五千元（含）以下。
(三)校外預算除實驗室用試藥耗

耗材不分校內、外預算來源 「印刷品
皆為二萬元（含）以下。 及美編設
(二)校內預算除標準辦公配 計費
備、文具外為五千元（含）用」。
以下。
(三)校外預算除實驗室用試

材外，不分品項為五千元

藥耗材外，不分品項為五千

（含）以下。

元（含）以下。

(四)簽訂年度合約之圖書視聽資
料。

(四)簽訂年度合約之圖書視
聽資料。

(五)印表機耗材合約品項不分校

(五)印表機耗材合約品項不

內、外預算來源皆為一萬元

分校內、外預算來源皆為一

（含）以下。

萬元（含）以下。

決議：照案通過。 【法規 6】
伍、 散會：1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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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2017 年起停訂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暨配套措施

附件 2

電算中心：教學務資訊系統升級報告

附件 3

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護理學院合作備忘錄

附件 4

慈濟大學校園安全維護暨緊急應變處理計畫

附件 5

火災防治救災標準作業流程

附件 6

風災、水災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天然災害防救實施辦法(廢止)

法規 2

慈濟大學防颱措施執行要點(廢止)

法規 3

慈濟大學水災應變執行要點(廢止)

法規 4

慈濟大學地震災害應變執行要點(廢止)

法規 5

慈濟大學教學行政區火災應變執行要點(廢止)

法規 6

慈濟大學採購管理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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