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50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6 月 16 日(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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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楊喬安、吳政育

記錄：劉琇雅

壹、 感恩歡送退休教職同仁
許木柱副校長、人社院周德禎院長、社工系陳麗欣主任、人發系陳若璋教
授、醫學系實驗診斷學科余忠泰助理教授、慈濟中學李克難校長
貳、 主席致詞
畢業典禮圓滿順利，感謝大家配合。雖然學校面臨許多的危機，各系
所在院長帶領努力下，期待有更好的未來。
今年成立國際學院籌備處，請劉哲文老師擔任籌備處主任，明年正式
申請國際學院，提供學生更具有彈性的跨專業課程，兼容語文及專業。第
一步希望外國學生學好中文，第二步則規劃部份學系改入國際學院，以提
昇及活化學系體質。
參、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醫學院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醫學院
MOU 續約

醫學院協調簽約形式中

二、 修訂慈濟大學與日本尚絅大學．尚絅 尚絅大學簽約後寄至本
大學短期大學部學術交流與合作備
校
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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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國際處
國際處

三、 本校與 Windsor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已將更新版本的 MOU 寄
給對方，協調簽約形式
中

國際處

四、 本校與 St. Joseph’s College 學術交流
與合作備忘錄

St. Joseph’s College 副校
長一行人將於 6/26 來慈
大簽約

國際處

五、 本校與 Kingdom Education
Foundation 合作備忘錄

與 Kingdom Education
Foundation 協調內容中

國際處

六、 修正 106 學年度行事曆

106.06.05 發佈至學校
網站及公告

教務處

七、 修訂「慈濟大學業務分層負責明細
表」

106.06.08 於學校公告
系統公布實施

秘書室

八、 新訂「慈濟大學衍生新創事業管理辦
法」
、
「慈濟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 106.06.05 公告並更新
辦法要點」
法規資料庫

研發處
學務處

九、 修正「慈濟大學體育委員會設置辦
法」

體育中心

十、 廢止「慈濟大學教學單位課程與教學
品質持續改善實施要點」

教資中心

肆、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學務處：畢業生流向調查

(報告人：林聖傑主秘代說明)

畢業生流向調查回收率為教育部獎補助款評核項目之一，呼籲系所
主管慎重考量此問題，以避免未來因回收率未達標準致扣減獎補助款。
學務處整理 103-105 各系所調查回收率情形，請參考【附件 1】
。學務處
職就組已編列工讀費，可請系學會同學協助，透過系學會同學與學長姐
的聯繫進行調查，以及系所助理協助和導師的關心，共同來努力。
二、曾國藩副校長：因應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研發處於 6 月 20 日(星期二)中午舉辦校內說明會，邀請與「研究獎助
生」（原研究學習型）相關之教師與學生參加說明會。
~第 150 次行政會議~

2

三、人文社會學院：
「山腳下咖啡」3 月 16 日開館，截至 6 月 15 日，共收入
13 萬元，支出 8 萬元，同學表現良好，感恩師長支持，希望下學期繼續
給予支持。
四、華語中心：
(一)華語中心目前支援學校各系交換生華語課程方式為「中級程度以下
學生直接進入華語中心就讀一學期，下學期則回歸各系；中級以上
則直接進入各系就讀。」
。依據華語中心 106.06.06 召開之教學諮
詢委員會議中決議，自 106 學年度起，本校交換生華語課程將併入
國際學苑各級華語課中，回歸學分制度，請各系與姊妹校說明。
(二)華語研習夏季班於 2017.05.31 開課，一共有 39 位來自日本、印尼、
韓國、泰國、南非、加拿大、美國、愛爾蘭等 9 個國家的華語生，
包含 2 位南非獎助生、4 位華語獎學金學生、4 位印尼公費生(短期
班(II))。
(三)中心與美國總會及印尼分會合辦之 2017 美國印尼華裔青年華語人
文營將於 6/19-7/3 舉辦，共有 47 名學員和 5 名隊輔參與，總收入
為 94 萬元整。6/20 將前往僑委會拜會。6/21 開營典禮及 6/30 圓
緣結業邀請主管蒞臨增添光彩。
(四)6/13 華語中心整層樓冷氣突然故障，感謝人社院、人發系、圖書館、
人文處協助教室調度，讓未來一周的課程得以順利進行。感恩總務
處緊急處理，但目前還不穩定，擔心影響下周美印營及後中醫考
試，懇請總務處能全力修復，感恩。
伍、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教學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經 106 年 6 月 6 日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決議：第一點「特訂定慈濟大學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修正為「特
訂定慈濟大學教學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其餘條文照案通
過。【法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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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資料釋出與運用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為執行本校推動校務統計分析及相關學術研究，據以提升校務專業管理
效能，及未來校務研究工作能順利進行，擬訂「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資料
釋出與運用要點」。
決議：第四點第一款「校務研究成果經「校務發展委員會」核准後方得對外發
表」修正為「校務研究成果簽請校長核准後方得對外發表」
；其餘條文照
案通過。【法規 2】
提案三

提案單位：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提請審議。
說明：辦法(草案)經 106 年 5 月 17 日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刪除第三條第二項「查詢上述法定之機械、設備及器具之安全資訊，請
連結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產品種類選項查
詢即可得知該產品是否具有安全標示或驗證合格標章。」
；其餘條文照案
通過。【法規 3】
提案四

提案單位：華語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績效管理及獎勵辦法」名稱及部份條文，
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語言教學中心」更名為「華語中心」
，
「華語教學組」更名為「教學
組」，修正辦法條文的單位及組別名稱。
二、106 年 1 月 19 日華語中心教學諮詢委員會通過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
表-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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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華語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華語教師鐘點費支給要點」名稱及部份條
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語言教學中心」更名為「華語中心」
，
「華語教學組」更名為「教學
組」，修正法規中的單位及組別名稱。
二、106 年 1 月 19 日華語中心教學諮詢委員會通過修正單位名稱。
三、106 年 6 月 6 日華語中心教學諮詢委員會通過新增丙級教師個別夜間、周
末及外課班鐘點費標準。
【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要點-法規 5】
提案六

提案單位：華語中心

案由：廢止「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兼任外語教師鐘點費支給要點」
，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語言教學中心」更名為「華語中心」
，所有業務已無包含外語教學，
故廢止本要點。
二、106 年 6 月 6 日華語中心教學諮詢委員會通過廢止本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廢止要點-法規 6】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學術交流與合作備
忘錄續約，提請討論。
說明：馬來西亞理科大學與慈大首度於 2004 年簽訂姊妹校 MOU，已過期效，擬
續簽立 MOU，接續姊妹校雙向學術交流。【MOU-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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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醫學院與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傳統醫學院(Faculty of Traditional
Thai Medicine,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提請討
論。
說明：
一、宋卡王子大學是泰國南方的第一所大學，根據 2017 年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調查，在泰國的大學中，該校排名第五。
二、該校傳統醫學院教授，因為看到醫學系生化學科陳灝平老師發表的英文論
文，欲送交換研究生學習相關實驗技術，主動提及欲簽訂 MOU。以便未來
可彼此交換學生與學者互訪。泰國南部屬熱帶地區，生物多樣性資源極為
豐富，在其傳統醫藥中，或可借鏡或尋找新一代藥物。
三、106 年 5 月 23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MOU-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物理治療系與姊妹校上海中醫藥大學康復醫學院物理治療系研
修學習專案備忘錄，提請討論。
說明：
一、馬上海中醫藥大學康復醫學院物治系擬派研修生至慈大物治系學習，促進
兩系間之交流。
二、106 年 6 月 9 日物理治療系系務會議及 106 年 6 月 12 日醫學院院務會議
討論通過。【MOU-附件 6】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6 時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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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

畢業生流向調查

附件 2

「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績效管理及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3

「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華語教師鐘點費支給要點」修正條文對
照表

附件 4

MOU BETWEE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AND TZU CHI
UNIVERSITY (MOU-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慈濟大學)

附件 5

MOU BETWEEN FACULTY OF TRADITIONAL THAI MEDICINE,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F MEDICINE, TZU CHI
UNIVERSITY (MOU-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傳統醫學院-慈濟大學醫
學院)

附件 6

上海中醫藥大學康復醫學院前往慈濟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系研
修學習專案備忘錄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教學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新訂)

法規 2

慈濟大學校務研究資料釋出與運用要點 (新訂)

法規 3

慈濟大學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新訂)

法規 4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績效管理及獎勵辦法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華語教師鐘點費支給要點 (修正)

法規 6

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兼任外語教師鐘點費支給要點 (廢止)

~第 150 次行政會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