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第 15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6 月 22 日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 劉怡均副校長
出席人員：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學院(含籌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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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陳盈瑞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今天校長出差，由本人代理主席，目前出席人數已過半，會議開始。
感謝總務處在會議室安裝計時器，提醒大家針對議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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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與印尼 Diponegoro
University 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已完成簽約

國際處

二、 醫學科學研究所與上海交通大學醫
學院上海市免疫學研究所學術交流
與合作備忘錄

報部中

國際處

三、 修訂 107 學年「業務分層負責明細
表」

107/06/22 公告周知

秘書室

四、 修正 107 學年行事曆-畢業典禮日期
為 108/6/2

107/6/12 公告

教務處

五、 修正本校「教學評鑑辦法」

107/6/20 第 95 次校務會
教資中心
議討論通過

「研究
六、 修正「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特殊優秀專任教研人員延攬暨留用
獎勵辦法」、
「磨課師課程推動小組
設置要點」、
「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
法」、
「與國內外學術機構簽訂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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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教資中心
教務處
國際處
秘書室

合作協議書辦法」、
「受贈管理及使
用辦法」
七、 訂定「職涯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訂定「慈濟大學捐贈致謝辦法」

107/5/28 公告

學務處
秘書室

參、 報告事項：各單位報告
一、劉怡均副校長：107年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分配情形
二、圖書館：為精簡圖書館人力及節約能源，研擬人社院圖書館開館時段調整
草案，請參考說明簡報【附件1】及入館人次統計【附件2】。調整案於本
次會議先向各位主管報告，敬請提供建議，下學期正式提送圖書館委員會
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實施。請總務處協助另規劃自習空間，減少對學生的衝
擊。
◎主席指示：請圖書館將說明檔案寄給人社院院長，請院長協調師生意
見，或提供其它替代方案供圖書館參考。
三、教務處：新的教務系統各項功能已陸續上線，包含學生選課及老師課程大
綱等功能，新系統難免有些問題，使用上有任何問題，請向教務處反應，
電算中心和教務處同仁，在這段期間，非常辛苦，幫忙解決許多使用上的
問題，敬請各位主管及系所老師給予支持。
四、課務組：請協助向老師宣導應至教務系統建立課綱，目前無法由舊系統導
入課綱，今年要先建立課綱，明年即可由系統導入。
五、人事室：因應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大幅修正，並自107年8月1日起執行，
請各院、系、所及時修訂聘升辦法，提送7月臨時校教評會審議。
下週開始職員工考核作業，考核等第名稱「優等、甲等、乙等、丙等、丁
等」，已於107/6/20第95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為「卓越、良好、通過、不
通過、不適任」，請主管審慎考評，呈現員工表現。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職員工晉升及調任辦法，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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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107/6/12行政主管會議共識辦理。
二、參照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修訂內容，以及成考作業說明會之同仁反映意
見，建議修訂如對照表。
「慈濟大學職員工晉升及調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職員工之晉升應同時 第三條 本校職員工之晉升應同時
具備下列資格：
具備下列資格：
一、本校專任職員工。
一、本校專任職員工。
二、最近二年考績均「良好」以上。二、最近二年考績均甲等以上。 修正考核
三、最近二年未受申誡以上處分或 三、最近二年未受申誡以上處分或 等第名稱
曠職紀錄。
曠職紀錄。
四、最近三年參加人文活動時數與 四、最近三年參加人文活動時數與
在職訓練時數總和，達到以下
在職訓練時數總和，達到以下
要求：人文活動時數至 少 60
要求：人文活動時數至少 60
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至少 36
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至少 36
小時。(志工服務時數得折半
小時。(志工服務時數得折半
採計為人文活動時數)
採計為人文活動時數)
第四條 本校職員工之聘任、晉升 第四條 本校職員工之聘任、晉升 修正考核
年資等資格規定如下：
年資等資格規定如下：
等第名稱
(第一項、第二項略)
(第一項、第二項略)
(第三項)
(第三項)
前項如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 前項如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
均為「卓越」者，得提前一年辦理。均為優等者，得提前一年辦理。
第八條 職員工調任申請時間及辦 第八條 職員工調任申請時間及辦
理程序：
理程序：
(第一~三款略)
(第一~三款略)
第四款
第四款
原擔任組長級以上職務之行政同 前項原擔任組長、主任之同仁，可 訂定表現
仁(含專員、組長、秘書、主任… 調整為同級之非主管職，經一年之 不佳之主
等)，若年度考核成績連續兩年未 觀察改善期仍不適任者，單位主管 管汰換機
獲「良好」以上者，得由人事室提 應提具評估報告，由人事室提請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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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經層
經校長核定後予以調整擔任較低 呈校長核定後予以調整擔任較低
層級之職務。
層級之職務。
決議：修正第三條第二款及第八條第四款部份文字後通過本修正案。
【修正後辦
法-法規 1】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高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
動項目，為照顧本校經濟弱勢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經濟
弱勢學生得以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特訂定本辦法。
二、計畫核定經費為新臺幣1,198萬3,100元，其中教育部補助經費為608萬
3,100元，外部募款590萬元。
決議：修正第六條部份文字後通過本辦法。【法規2】
◎主席指示：1.請將辦法轉知慈誠懿德會協助宣傳招生。
2.請各學系主任利用本辦法招生。
3.請學生代表轉知學生會多加宣導本辦法。
4.請教務處協助將本辦法放置學校網頁顯著之處。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心理衛生暨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設置辦法」，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及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預防工作計畫」【附件3】。
二、校園安全維護暨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任務編組，請參考【附件3Ａ】。
決議：照案通過。【法規 3】

-第 158 次行政會議-

4

提案四

提案單位：實驗動物中心

案由：修訂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織章程」名稱及條文，提請討
論。
說明：農委會於 107/04/24 發布行政命令，修訂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五條所頒
佈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此修訂辦
法，在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的成員類別、委員資格、委員會任務
等皆有重大改變，故必須修訂本校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織章
程。【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4】
決議：修正第二條第二款、第四條第八款及第六條部份文字後通過本修正案。
【修正後辦法-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法規 4】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案由：國際學院與泰國姊妹校納里軒大學 Naresuan University 國際學院教師
交換備忘錄，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7/6/11 國際學院籌備處會議通過。
二、泰國納里軒大學自 2014 年 5 月 22 日與本校簽約為姊妹校後，兩校間也一
直有互訪及交流活動。【納里軒大學國際學院簡介-附件 5】
、【備忘錄-附
件 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案由：「慈濟大學姊妹校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補助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修改辦法符合現行所有海外專家學者或姊妹校來校交流現況。【修正條
文對照表-附件 7】
決議：修正辦法名稱(慈濟大學補助海外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辦法)及第一、
四、五、六條部份文字後通過本修正案。【修正後辦法-法規 5】
伍、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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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散會：16 時

附 件
附件 1

人社院圖書館開館時段調整簡報

附件 2

圖書館入館人次統計

附件 3

慈濟大學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預防工作計畫

附件 3A

校園安全維護暨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任務編組

附件 4

「慈濟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
表

附件 5
附件 6

泰國納里宣大學（Naresuan University）國際學院簡介
Agreement for Faculty Exchange betwee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Programmes,Tzu Chi University,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College, Naresuan University, Thailand (備忘錄)

附件 7

「慈濟大學姊妹校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表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職員工晉升及調任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 (新訂)

法規 3

慈濟大學心理衛生暨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推動小組設置辦法
(新訂)

法規 4

慈濟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補助海外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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