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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92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6日(星期五)下午 3:3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亭心 

四、出席人員：何玉菁主秘、牛江山學務長、魏子昆總務長、林祝君研發長、

謝麗華主任、張智銘主任、李長泰主任、謝易達館長、 

李家琦主任(楊天賜組長代)、朱芳瑩國際長、蔡宗宏院長、

楊翼風主任、宋惠娟所長、張紀萍主任、張國平所長、 

藍毓莉主任、林珍如主任、湯麗君主任、王怡文組長、 

葉秀品組長、蔡芳玲組長、戴國峯組長、吳晋暉組長、 

王承斌組長、蔡群瑞主任、孫明堂組長、李佩穎組長、 

高夏子主任、李洛涵組長、陳玉娟組長、莊銘忠組長、 

潘筱雯組長、賴蓎諼組長、謝宜伶組長、彭進興組長、 

陳玫君組長、林淑芬主任、楊  嬿組長、黎依文組長、 

邱雪媜組長、江玉君組長、林信漳組長、陳駿閎組長、 

呂家誠組長、楊天賜組長、王寶琳組長、陳秋娟組長、 

蔡欣晏組長、翁銘聰組長、陳立仁組長、楊珍慧組長、 

胡凱揚組長、鄧琇介主任、吳美惠組長、林珠茹組長 

五、列席人員： 

六、請假人員：陳清漂教務長、謝依蓓主任、牛河山主任、吳曼阡副主任、

郭又銘組長、楊之瑜組長、張玉瓊組長 

 

 

 



 

 

 

 

 

 

 

 

 

 

 

 

 

 

 

 

 

 

 

 

 

 

 

 

 

 

 

 

 

 



 

 

 

 

 

 

 

 

 

 

 

 

 

 

 

 

 

 

 

 

 

 

 

 

 

 

 

 

 

 



 

 

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新訂「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志業整合與實踐中心設置辦法」。

108.7.18公告。 

(二)修正「慈濟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曆」。108.7.19公告。 

(三)新訂「有限責任花蓮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販

售產品管理要點」。108.7.23公告。 

(四)修正「慈濟志業體所屬中學學生就讀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獎勵

辦法」。108.7.23公告。 

(五)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宿舍管理辦法」。108.7.18公

告。 

(六)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財產物品管理辦法」。108.7.22公

告。 

(七)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108.7.18公告。 

(八)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108.7.18公

告。 

(九)新訂「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辦法」。撤案。 

(十)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學助理實施作業要點」。108.7.18

公告。 

(十一)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及獎勵辦法」。

108.7.18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感恩精舍師父特別於合心共識營與同仁結緣靜思人文出版「慈濟的故事」

套書一、二冊，上人時時叮嚀大家一定要了解慈濟史、慈濟事，才知道如

何教育學生。 

(二)提醒各位主管參與會議及各項活動請準時出席，以身作則。 



 

 

(三)新學年感恩同仁的用心付出，今年招生人數比去年提昇，日夜間部的新生

總人數第一次突破 900人，招生人數逐年增加，是大家努力的成果。請各

位同仁不管是在教學及學生輔導上要更用心、積極，讓學生學有所長。 

(四)慈濟四大志業是學校豐沛的資源，請同仁多接觸、多了解、多參與慈濟各

項活動，對於業務推動將有很大助力，近期學校也積極與慈濟四大志業做

人才培育的鏈結。感恩董事會對教育志業的全力支持，在招生環境不佳的

情況下，新生人數還可以逆勢成長，新學年的開始，請大家持續努力不要

鬆懈。 

(五)藉此會議頒發 108學年度主管聘書，行政工作繁鎖、辛苦，感恩各位主管

的付出及承擔。 

 

九、各處室院所系科重點業務及工作報告： 

(一)全人教育中心體育學科胡凱揚組長： 

人事室「約聘教師聘任辦法」第十條條文約聘教師不具各項會議委員或代

表之選舉與被選舉權，與現行運作方式不符，請示這部分是否有調整的可

能性。 

羅文瑞校長： 

請人事室再行研議。 

(二)人事室張智銘主任： 

1.9月 27日至 9月 29日「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本校目前報名

人數 32位(含工作人員)，人數比以往少，此次課程內容豐富精彩，誠

摯邀請各主管及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2.兩項活動訊息 9月 17日 12:00慈誠懿德温馨分享會及 15:30全校教職

員工合心共識營，請大家至校務資訊系統活動報名。 

(三)秘書室何玉菁主任秘書： 

1.9月 17日教職員工合心共識營，全校教職員工除留守一人及當日除已核

准公差假外，全體教職員工（含專案計畫助理）請務必出席參加。 



 

 

2.這學期除了例行的慈誠懿德温馨分享會，我們還會辦理兩場人文講座，

時間為 11月 12日及 12月 31日，星期二的第七、八節，請各單位主管

務必注意學校行事曆，已排定重大人文及校級活動時間，請勿辦理其他

活動。 

(四)研發處林祝君研發長： 

10月 19日「第三屆全國慈悲科技創新競賽」決賽及 11月 30日「TEDxTCUST

集思講堂」活動，敬邀校長、主秘及各主管參加。 

(五)各處室院系所科工作報告：詳如期初校務會議 

 

十、提案討論： 

秘書室提案 

提案一： 

案  由：各單位部分法規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各單位依組織規程修正部分法規條文之單位名稱及會議成員職稱之法規辦

法，主要修正內文說明： 

(一)單位名稱/主管職稱異動：長期照護科/主任、華語文中心/主任、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國際事務長、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教育組/組長、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交流組/組長。 

(二)刪除教務處出版組。 

二、辦法修正一覽表如附件。 

 



 

 

行政會議「組織單位名稱及會議成員」修正一覽表 

單位：  秘書  室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設

置要點 

二、為統籌規劃各項自我評鑑事宜，本校成立「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人

文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

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護理

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

中心主任。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校務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 

二、為執行各項校務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校務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 

2.成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師發

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

心主任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

推廣部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專業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 

二、為執行各項專業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專業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 

2.成員：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

育中心主任、護理系主任、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所長/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主任、長期照護研

究所所長、長期照護科主任、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主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主任、資訊科技與管理

系主任。 

4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內部

控制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人文室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

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為當然委

員。本會置執行秘書1人，由主任秘書兼任之，相關行政

業務由秘書室兼辦。 

 

單位：  教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教務

會議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29人。以教務長、研發

長、各學院院長、各所系(科)主任、人文室主任、全人教

育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教育中心

各學科組長、華語文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之，委員任

期一年，得續聘之。 

 

單位：學生事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

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21至25人。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

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

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系(科)主任、軍訓室

主任、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主任、導師代表及學生代

表為委員組成之，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人數之

五分之一，委員任期一年，得續聘之。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交通

安全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 二 條 

本會設置委員廿五至卅一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遴聘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人文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研發長、國

際事務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暨兩岸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暨各所系(科)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教職

員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人



 

 

數之十分之一，任期一學年，連聘得連任之。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校園

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置要點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組成：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三至二十九人，當然委員由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

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

系(科)主任、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主任、事務組

組長、營繕組組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組長、生

活輔導組組長及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 

 

單位：總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總務

會議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23至29人。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人文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各

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未兼任行政職教師與

未擔任主管職之行政人員及學生代表數人組成之，委員任

期一年，得續聘之。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校園

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19至23人，由校長、當然委員、校內委員

及校外委員組成。當然委員為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

電算中心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

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2主任營繕組長、事務組長、保管組

長；校內外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遴聘相關領域學者、專

家代表擔任；本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單位

之人員列席。 

 



 

 

單位：  電算中心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資訊

安全暨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會設置

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並由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

算機中心主任、人文室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國際事務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院

院長及、所系科主任、主任及法律專長教師一名

為當然委員，並得另由校長指定委員一至三人。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輔佐召集人

綜理本小組相關事務。 

 

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國際

化發展委員會設置

辦法 

第三條 

本會設置委員二十一至二十五十四至十九人，校長、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人事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圖

書館館長、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

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系（科）主任、人文室主任、華

語文中心主任教務處招生組組長、學務處學生諮商暨生

涯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為選任委員，由校長

自校內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教師中遴選之。 

第四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執行秘書一名由國際暨兩岸

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兼任之。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選送

清寒績優學生境外

短期研修辦法 

第六條  選送流程：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

敘述之相關文件，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教育

資源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本辦

法第五條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

委員會議。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暨兩



 

 

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護

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

心主任、會計室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學生代表一

名，共十五名，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國際暨兩岸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擔任會議執行秘書。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會，核定補助金額、名

單及人數。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選送

優秀學生境外短期

研修辦法 

第 六 條  選送流程：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敘

述之相關文件，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

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本辦法第五

條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委員會議

(不含政府專案)。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暨兩岸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護理學院院

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會計

室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學生代表一名，共十五名，校長

擔任會議主席，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

務長擔任會議執行秘書。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

會，核定補助金額、名單及人數。 

4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清寒

僑生助學金審查作

業須知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二週內，檢具下列文件，

向、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

申請。 

第 四 條 

審查作業： 

一、審查小組：由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

長(召集人)、學生事務長、人文室主任、會計室主

任、綜合業務組教育組組長、僑生導師及業務承辦人

等人組成。 

5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二、本校境外學生應遵守本國及本校規章，其輔導相關事



 

 

慈濟科技大學境外

學生(含外籍生、僑

生、港澳生、大陸學

生及短期研修生)輔

導機制作業要點 

 

務，由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簡

稱國資中心國際處)、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教務

處，和所屬科系(所)共同負責，依下列要點辦理輔導

業務。 

三、短期研修生(非學位學生)來校研修期間，導師應隨時

掌握其學習狀況，如有特殊狀況，通知國資中心國際

處聯繫原就讀姊妹校。 

四、生活輔導 

(二)國資中心國際處：提供入出境和簽證相關資訊、

協助短期研修生申請入學、代辦入臺許可證、境

外新生接機到校、辦理和更新居留證、工作證、

投保傷病醫療保險、全民健康保險納退保、寒暑

假宿舍申請、學生動態資料維護、培訓國際學伴，

相關業務宣導和緊急國際聯絡。 

6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境外

學生緊急事件處理

作業流程 

聯繫值班教官、導師、系主任，視情況通報國資中心國際

處聯繫家長 

聯繫值班教官、導師、系主任、衛保組、學諮中心，國資

中心國際處聯繫家長 

通知 119、衛保組、值班教官、導師、系主任，國資中心

國際處聯繫家長 

國資中心國際處和相關系所 

決  議：1.修正通過。辦法修正一覽表如附件一。 

2.辦法的單位名稱請使用全名。 

3.新辦法上傳至校務資訊系統/秘書室/規章辦法，請各單位自行查閱確認。 

 

教務處提案 

提案二： 

案  由：廢止教務處出版組相關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  明：配合學校組織架構變更，故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出版品

編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報出版辦法」、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報徵稿簡則」、「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濟科技大學學報稿件審查辦法」、「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教師出

版補助暨獎勵辦法」、「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參與校外學術

競賽獎勵暨補助辦法」 

決  議：緩議。辦法先隨業務調整做移轉，請歸屬單位依現況修(訂)辦法後再提廢

止。 

 

學生事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108 學年度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7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70051082 號函辦理，實施期

程自 107 年 3 月 20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二、計畫內容詳如附件一。 



 

 

慈濟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 

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 
 

實施策略 
實施方法 

學校 108 學年度各單位工作計畫 

1.強化組

織運作

功能。 

1-1 各級學校跨處室成立推

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

建立分工合作模式，檢視

年度實施計畫與追蹤成

果。  

學務處(學諮中心) 

1. 依據 107 年 4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70051082 號函辦理。學諮中心彙整本校 108 學年

度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於 192 次行政會議

提案討論。 

2. 學諮中心於 108 學年度期末彙整各單位之計畫成

果。 

 

2.強化資

訊倫

理、安

全健康

上網及

網路使

用不當

行為預

防之學

習課

程，讓

學生正

向運用

網路。 

2-1 大專校院落實將資訊倫

理、安全健康上網及網路

使用不當行為預防教育

納入通識教育課程或融

入、開設相關必選修課

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全人四技部 資訊科技應用 王承斌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全人五專部 資訊科技 陳志聖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科管四技部一年級 計算機概論 許瑋麟 

課程單元：主要讓學生具備及學習計算機基本概念、資

訊倫理與法規。 

上課時數：2 小時。 

護理四技部三年級 精神科護理學 林美玲、楊均典 

課程單元：物質相關及成癮障礙症之護理。 

上課時數：2 小時。 

行管四技部一年級 計算機概論 林俊銘 

課程單元：鑲嵌使用網路交易之業者如何確保網路資訊

安全，以及宣導個資管理常識。 

上課時數：3 小時。 

醫放四技部二年級 電腦概論 吳晋暉 

課程單元：簡介。 

上課時數：2 小時。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設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全人四技部 資訊科技應用 王承斌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全人五專部 生活科技 陳志聖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全人四技部春季班 資訊應用軟體 王承斌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科管四技部二年級 科技人文 謝依蓓 

課程單元：應用資訊科技進行人文關懷，善用資訊科技

作為關心他人及其他族群的利器。 

上課時數：2 小時。 

護理日二技一年級 精神衛生護理學 楊均典、張櫻慈 

課程單元：物質濫用之照護、青少年疾患臨床精神科

案。 

上課時數：6 小時。 

護理進修部二技部

一年級 

精神衛生護理學 張櫻慈、楊均

典、林美玲 

課程單元：物質濫用及青少年疾患病理考量。 

上課時數：4 小時。 

行管四技部一年級 資料處理 林俊銘 

課程單元：鑲嵌使用網路交易之業者如何確保網路資訊

安全，以及宣導個資管理常識。 

上課時數：2 小時。 

醫放四技部二年級 醫學影像儲傳系統 李文禮 

課程單元：醫學影像儲傳系統原理。 

上課時數：2 小時。 
 

2-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落實

資訊倫理、安全健康上網

及網路使用不當行為預

防教育課程與教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全人五專部 資訊科技 陳志聖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設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全人五專部 生活科技 陳志聖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護理五專部四年級 精神科護理學 吳美惠、李姿

瑩、林美玲 

課程單元：物質相關及成癮障礙症之護理。 

上課時數：3 小時。 
 



 

 

2-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鼓勵

教師設計資訊倫理、安全

健康上網及網路使用不

當行為預防教案，並鼓勵

教師參加相關教案徵選， 

讓學生學習正向運用網

路。 

全人教育中心 

1.本校四技部與五專部通識教育課程：「資訊科技應

用」、「計算機概論」與「生活科技」…等，皆使用教

師自編教材與教案。 

2.本校已設有補助教師編纂教材及製作教具辦法，亦鼓

勵教師參加相關教案徵選。 

2-4 各級學校鼓勵教師運用

相關教材或資料。 

全人教育中心 

1.本校鼓勵教師教學時運用相關教材或資料，亦鼓勵教

師自編教材與教案進行教學。已設有補助教師編纂教

材及製作教具辦法，並鼓勵老師開設專業社群，分享

教學經驗。 

 

行管系 

1.本系授課教師開設資訊、網路與媒體行銷等相關應用

課程時，教師皆須於課程中融入教材重點觀念，向課

堂學生宣導資訊倫理、安全健康上網，以及避免不當

網路使用行為。 

 

2-5 各級學校結合教育部法

治教育相關資源，宣導正

確合法使用網路法律常

識；加強網路遊戲分級相

關規定宣導，避免學童接

觸不適合其年齡層次之

遊戲。 

學務處(生輔組) 

1.辦理 1 場「人權法治專題講座」，地點：智耕樓演藝廳，

對象：四技部二年級。(108/10/02)  

 

電算中心 

1.辦理學生資訊安全講習，融入相關議題。 

2.維護安全健康上網宣導網頁。 

 

3.辦理教

師資訊

倫理、

安全健

康上網

及 網

路使用

不當行

為預防

增能研

習。 

3-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落實將

「資訊倫理、安全健康上

網及網路使用不當行為預

防」相關議題納入在職教

職員工年度培訓課程。 

人事室 

1.配合電算中心資訊安全講習，由電算中心主辦，人事

室協助辦理活動。 

 

電算中心 

1.辦理全校教職員資訊安全講習，融入「資訊倫理、安

全健康上網及網路使用不當行為預防」相關議題。 



 

 

4.倡導安

全健康

的網路

環境，

避免學

生瀏覽

不適宜

網路資

訊。 

4-1 各級學校考量校園網路資

源及管理需求，並經與教

職員生及家長依校務程

式充分討論後，研議訂定

宿舍網路使用管理公約

與相關配套措施。 

學務處(生輔組) 

1.配合電算中心對宿舍網路規範要求。 

 

電算中心 

1.依據內外部議題討論後，適時修訂「校園網路使用管

理規範」及「學生宿舍網路管理辦法」。 

5.鼓勵與

補助學

校辦理

親子活

動，走

向大自

然及從

事多元

育樂活

動。 

5-1 各級學校辦理校內或班

際體育活動及運動競

賽，主動規劃課間、課前

及課後運動，並依學生需

求成立多元運動社團， 

提供學生運動參與機

會，使學生體驗運動樂

趣，並能自發性主動參與

體育相關活動及競賽。  

全人教育中心(體育學科) 

1.每學期辦理多場課後各類球類競賽、水上運動會、田

徑賽、超級活力校園系列活動等，增加學生參與運動

競賽的興趣，並辦理體育知能相關研習課程，透過知

識傳遞讓學生更能重視健康；此外，亦辦理大家一起

動起來的體適能促進活動，提升學校運動風氣，藉此

增加學生參與運動機會。 

 

學務處(課指組) 

1. 鼓勵學生體驗運動樂趣，本校運動性社團有：籃球

社、尚心館空手道社、熱舞社、漆彈社、排球社、游

泳社等。 

 

5-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落實

課綱有關健康教育課程

教學，融入安全健康上網

應注意事項。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全人五專部 資訊科技 陳志聖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設班級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全人五專部 生活科技 陳志聖 

課程單元：資訊安全之防護與相關案例探討。 

上課時數：2 小時。  

護理五專部四年級 精神科護理學 吳美惠、李姿

瑩、林美玲 

課程單元：物質相關及成癮障礙症之護理。 

上課時數：3 小時。 
 

5-3 各級學校加強辦理戶外

活動、志工服務、服務學

習、童軍營隊活動及自我

探索營隊並鼓勵學生參

人文室 

1. 辦理志工服務暨人文國際交流。 

2. 辦理人文營。 

3. 志工服務教育訓練。(108/09/04-108/09/06) 



 

 

與。  4. 醫院志工服務，預計 8 場次。(108/09/18-109/12/28) 

5. 環保志工服務，預計 26 場。(108/09/18-109/12/28) 

6. 親善大使培訓，預計 4 場次。(108/09/18-109/12/28) 

 

學務處(課指組) 

1. 鼓勵各社團辦理戶外活動。 

2. 為鼓勵學生從事志工服務，本校訂有「推動學生志願

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每學期頒發「績優志工獎」。 

3. 開設「勞作教育」，一年級必修，課程內容包含「勞

作教育實作課程」、「校內實做」和「反思心得單。」 

4. 每學期辦理「勞作教育實作課程」。 

 

全人教育中心 

1. 部分通識課程融入校外教學、服務學習等內容，以戶

外活動和實作的方式，使學生對教學主題產生更深刻

的體會。 

 

行管系 

1. 辦理戶外活動、志工服務、服務學習。 

 

6.提升家

長資訊

倫理、

安全健

康上網

及網路

使用不

當行為

預防知

能， 並

教導孩

子正確

使用網

路。 

6-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

與家長團體互動相關活

動時，將學生資訊倫理、

安全健康上網及網路使

用不當行為預防等議題

納入宣導。  

學務處 

1. 於新生家長座談時，將學生資訊倫理、安全健康上網

及網路使用不當行為預防等議題納入宣導。 

6-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親

職教育 (如：親師座談 

會、班親會、家長成長營)

辦理教導孩子情緒管

理、辨識誘惑情境、克制

慾望技巧及親子衝突之

溝通訓練。  

行管系 

1. 於系期初師生座談會鼓勵班導師向學諮中心申請學

生情緒管理相關輔導課程，協助學生建立正確調節心

理困境之方法。 

 

6-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定期

發給家長聯繫函宣導資

訊倫理與安全健康上網

相關法律知識，預防學生

誤陷網路危機。 

學務處(生輔組) 

1. 有關「網路沉迷防制」要求事項，配合寒暑假家長聯

繫函宣導資訊倫理與安全健康上網相關法律知識，預

防學生誤陷網路危機，協請家屬共同配合要求。 

7.結合相

關資源

7-1 各級學校於主管會議 

(如：教務、學務與輔導

學務處（生輔組、學諮中心） 

1. 每學年於行政會議積極宣導資訊倫理、安全健康上網



 

 

加強資

訊倫

理、安

全健康

上網及

網路使

用不當

行為預

防教

育。 

工作會議)積極宣導資訊

倫理、安全健康上網及網

路使用不當行為預防議

題，並請各單位積極辦理

推廣教育。 

及網路使用不當行為預防議題，並請各單位積極辦理

推廣教育。 

 

電算中心 

1. 辦理教職員生資訊安全講習時加強宣導相關議題。 

 

7-2 各級學校從學生發展與

輔導角度思考，發展安全

健康上網行為之自主管

理，並於教務、學生事

務、學生輔導、課外活動

及服務學習活動中體驗

與養成。 

各系於系師生座談會進行宣導。請導師利用班會宣導和

鼓勵學生參加學校辦理的推廣教育活動，促進學生培養

正確使用網路的習慣。 

 

護理系 

1. 於系師生座談會進行宣導。 

 

科管系 

1. 導師於班會時間向學生宣導安全健康上網觀念。 

 

行管系 

1. 本系教師宣導並鼓勵學生參加學校辦理之網路使用

安全相關議題講座、週三班會課宣導講座，以及於班

會課與相關課程進行機會教育，協助學生於生活中養

成正確使用網路之觀念與行為。 

 

醫管系 

1. 於全系師生座談會中向學生宣導安全健康上網觀念。 

 

醫放系 

1. 於師生綜合座談會中加強宣導相關資訊。 

 

學務處(各組) 

1. 學諮中心辦理「上網防身術」主題輔導活動，促進學

生反思網路滿足個人哪些層面的需求及隨之可能衍

生的利弊得失，學習在使用便捷的網路時，同時具備

安全健康上網的自我保護意識。 

2. 衛保組利用海報櫥窗加強電腦症候群的衛教宣導。 

 

教務處 

1. 於教務會議宣導並協助學生發展安全健康上網行為

之自主管理。 

7-3 各級學校鼓勵教師及學

生參與資安素養自我評

電算中心 

1. 辦理「資安/個資/智財權有獎徵答」，鼓勵全校教職員



 

 

量活動，強化資訊倫理、

安全健康上網及網路使

用不當行為預防行為相

關內容宣導。 

生參與活動，強化資訊倫理、安全健康上網及網路使

用不當行為預防等相關議題宣導。 

 

學務處(生輔組) 

1. 辦理「每月一書心得寫作比賽」，其中與學生上網安

全相關主題包含：「防範網路成癮」、「資訊安全」、「健

康上網，注意網路交友安全」等。 

 

7-4 各級學校了解本校學生

網路使用情形，加強教育

與輔導工作重點。  

電算中心 

1. 使用 FortiAnlyzer 網路分析設備針對宿舍區每一季網

路使用情形進行報表輸出，並提供給相關單位進行加

強教育與輔導。 

 

學務處(生輔組) 

1. 在導師會議進行宣導，請導師協助了解學生網路使用

情形和適時提供安全健康上網之相關資訊。 

 

8.強化友

善輔導

體系與

關懷網

絡之資

源連結

及校外

生活輔

導。 

8-1 各級學校鼓勵輔導人員

及教師參與網路成癮之

辨識與輔導知能增能研

習。 

學務處(學諮中心) 

1. 鼓勵輔導人員及教師參與網路成癮之辨識與輔導知

能增能研習。 

 

8-2 各級學校運用教育部所

訂定之網路成癮學生三

級輔導作業流程及輔導

資源，輔導學生遠離網路

成癮。 

學務處(學諮中心) 

1. 學諮中心辦理「上網防身術」主題輔導活動，促進學

生反思網路滿足個人哪些層面的需求及隨之可能衍

生的利弊得失，學習在使用便捷的網路時，同時具備

安全健康上網的自我保護意識。 

 

8-3 各級學校運用網路使用

習慣相關量表，及時篩檢

及發現網路沉迷高危險

群學生。 

學務處(生輔組) 

1. 針對導師、同學間反映個案時，及時介入輔導並適時

轉介。 

 

8-4 各級學校參與擔任「健康

上網，幸福學習」學校，

並參加成果分享觀摩會。 

學務處 

1. 鼓勵本校相關單位派員參加成果分享觀摩會、擔任

「健康上網，幸福學習」學校。 

 

8-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結合

員警機關資源，加強對學

校週邊網咖實施校外聯

巡輔導。  

學務處(生輔組、軍訓室) 

1. 本校定期與轄區太昌派所簽訂支援協定書，約定事項

包含查察校園周邊安全空間等支援事項。 



 

 

9.建立求

助管道

資訊，

提供諮

詢及診

療機構

資訊。 

9-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宣導

並運用網路使用問題處

理求助管道的資訊。 

學務處(生輔組、學諮中心) 

1. 學諮中心辦理「上網防身術」主題輔導活動，並建立

網頁，提供學生網路使用問題求助管道的資訊。 

 

電算中心 

1. 適時更新電子計算機中心網頁提供相關網路使用問

題 QA 及提供電算服務系統及 Line@管道供學生網路

問題求助。 

 

9-2 各級學校鼓勵輔導人員

及教師參加教育部辦理

網路成癮輔導知能工作

研討會。 

學務處(學諮中心) 

1. 鼓勵輔導人員及教師參加教育部辦理之網路成癮輔

導知能工作研討會。 

9-3 各級學校視個案需要，轉

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

機構實施輔導。 

學務處（學諮中心、衛保、生輔） 

1. 依個案需要，轉介專業諮商輔導、醫療單位和其他機

構實施輔導。 

 

決  議：照案通過。109學年度移至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審議。 

 

會計室提案 

提案四： 

案  由：修正「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辦理演講活動演講費支給辦法」第

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人(四)字第 1080059506號函，業已修正「公立大專校院

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校內鐘點費相關給付標準修正。 

二、修正條文之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費用支給標準 

演講費： 

教授：外聘 2000、內聘日間：955、

內聘夜間 995 

副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

第三條  費用支給標準 

演講費： 

教授：外聘 2000、內聘日間：925、

內聘夜間 965 

副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

依教

育部

公告

修正

校內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820、內聘夜間 850 

助理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

760、內聘夜間 800 

講師：外聘 1600、內聘日間：695、

內聘夜間 740 

其他：外聘 1600、內聘日間：570、

內聘夜間 615 

795、內聘夜間 825 

助理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

735、內聘夜間 775 

講師：外聘 1600、內聘日間：670、

內聘夜間 715 

其他：外聘 1600、內聘日間：550、

內聘夜間 615 

演講

鐘點

費金

額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護理系提案 

提案五：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營養教室場地、設備借用辦法」，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辦法管理單位規畫、完善本校規章辦法管理，擬變更本規定於系務

會議訂定。 

二、本系所屬場地與實驗室之管理與使用規則，適用於 108年 1月 11日護理

系系務會議訂立「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場地使用管理辦

法」、「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實驗室管理規則」。 

決  議：照案通過。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提案 

提案六： 

案  由：廢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委員會

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本系課程規劃與組織架構，已訂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醫



 

 

務暨健康管理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故廢止此辦法。 

二、經 108年 2月 15日醫管系 107-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三、經 108年 6月 20日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主席指(裁)示事項：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16:40 

 

 

 

 

 

 

 

 

 

 

 

 

 

 



 

 

行政會議「組織單位名稱及會議成員」修正一覽表 

單位：  秘書  室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設

置要點 

二、為統籌規劃各項自我評鑑事宜，本校成立「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人

文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

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護理

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

中心主任。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校務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 

二、為執行各項校務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校務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 

2.成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師發

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

心主任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

推廣部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專業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 

二、為執行各項專業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專業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 

2.成員：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

育中心主任、護理系主任、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所長/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主任、長期照護研

究所所長、長期照護科主任、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主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主任、資訊科技與管理

系主任。 

附件一 



 

 

4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內部

控制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人文室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

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為當然委

員。本會置執行秘書1人，由主任秘書兼任之，相關行政

業務由秘書室兼辦。 

 

單位：  教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教務

會議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 23至 3129人。以教務長、研發

長、各學院院長、各所系(科)主任、人文室主任、全人教

育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全人教育中心

各學科組長、華語文中心主任及教師代表組成之，委員任

期一年，得續聘之。 

 

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畢業

生資格審查委員會

設置辦法 

第 二 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教務長擔任之，委員

十一至十五人，由主任委員聘請之，學生事務長、進修推

廣部主任、各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系主任各所

系科主任、體育學科組長、課務組組長、註冊組組長為當

然委員。 

 

單位：學生事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

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21至25人。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

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

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系(科)主任、軍訓室

主任、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主任、導師代表及學生代



 

 

表為委員組成之，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人數之

五分之一，委員任期一年，得續聘之。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交通

安全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 二 條 

本會設置委員廿五至卅一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遴聘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人文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研發長、國

際事務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

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暨兩岸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暨各所系(科)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教職

員及學生代表組成之，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人

數之十分之一，任期一學年，連聘得連任之。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校園

災害防救委員會設

置要點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組成：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三至二十九人，當然委員由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

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

系(科)主任、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主任、事務組

組長、營繕組組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組長、生

活輔導組組長及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 

 

單位：總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總務

會議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共23至29人。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人文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各

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未兼任行政職教師與

未擔任主管職之行政人員及學生代表數人組成之，委員任

期一年，得續聘之。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校園

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19至23人，由校長、當然委員、校內委員

及校外委員組成。當然委員為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人文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

電算中心主任、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國際

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2主任營繕組長、事務組長、保管組

長；校內外委員由校長視實際需要遴聘相關領域學者、專

家代表擔任；本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單位

之人員列席。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防颱

小組設置辦法 

第 三 條 本小組成員由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

長、人事室主任、人文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

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長系(科)主任、事務組組長、

營繕組組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校安中心人員、值勤舍監

及值勤警衛等人員組成之。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擔

任總幹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4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環境

教育推動委員會設

置辦法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 11 人至 17 人 19 人，主任委

員由校長兼任，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人文室主任、各所長系(科)主任、全人

教育中心主任、學生會長及校外專家或學學者一位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本校專任教職員中聘任，任

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單位：   人文  室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選送

學生至海外進行人

文國際交流及國際

志工服務補助辦法 

二、甄選委員會議由人文室負責召開，甄選委員包含校長、

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人文室主任、國際暨

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

會計室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共九名，校長擔任會議

主席，人文室主任擔任會議執行秘書。 

 



 

 

單位：  電算中心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資訊

安全暨個人資料保

護推動委員會設置

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並由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電子計

算機中心主任、人文室主任、教師發展暨教學資

源中心主任、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國際事務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全人教育中心主任、各院

院長及、所系科主任、主任及法律專長教師一名

為當然委員，並得另由校長指定委員一至三人。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輔佐召集人

綜理本小組相關事務。 
 

單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序 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國際

化發展委員會設置

辦法 

第三條 

本會設置委員二十一至二十五十四至十九人，校長、主

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人事室主任、會

計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圖

書館館長、護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

人教育中心主任、各所、系（科）主任、人文室主任、華

語文中心主任教務處招生組組長、學務處學生諮商暨生

涯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為選任委員，由校長

自校內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教師中遴選之。 

第四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執行秘書一名由國際暨兩岸

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兼任之。 

2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選送

清寒績優學生境外

短期研修辦法 

第六條  選送流程：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

敘述之相關文件，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教育

資源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本辦

法第五條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



 

 

委員會議。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暨兩

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護

理學院院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

心主任、會計室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學生代表一

名，共十五名，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國際暨兩岸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擔任會議執行秘書。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會，核定補助金額、名

單及人數。 

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選送

優秀學生境外短期

研修辦法 

第 六 條  選送流程： 

二、各所系(科)或全人教育中心等教學單位提交第五條敘

述之相關文件，出國前六週，向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

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經審查本辦法第五

條相關證明文件是否正確無誤後，召開選送委員會議

(不含政府專案)。 

三、選送委員會之委員包含校長、主任秘書、國際暨兩岸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人文室主任、研發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護理學院院

長、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全人教育中心主任、會計

室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學生代表一名，共十五名，校長

擔任會議主席，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

務長擔任會議執行秘書。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選送委員

會，核定補助金額、名單及人數。 

4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清寒

僑生助學金審查作

業須知 

第 三 條 

申請作業： 

一、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二週內，檢具下列文件，

向、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

申請。 

第 四 條 

審查作業： 

一、審查小組：由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主任國際事務

長(召集人)、學生事務長、人文室主任、會計室主

任、綜合業務組教育組組長、僑生導師及業務承辦人



 

 

等人組成。 

5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境外

學生(含外籍生、僑

生、港澳生、大陸學

生及短期研修生)輔

導機制作業要點 

 

二、本校境外學生應遵守本國及本校規章，其輔導相關事

務，由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簡

稱國資中心國際處)、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教務

處，和所屬科系(所)共同負責，依下列要點辦理輔導

業務。 

三、短期研修生(非學位學生)來校研修期間，導師應隨時

掌握其學習狀況，如有特殊狀況，通知國資中心國際

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聯繫原就讀姊妹校。 

四、生活輔導 

(二)國資中心國際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入出境

和簽證相關資訊、協助短期研修生申請入學、代

辦入臺許可證、境外新生接機到校、辦理和更新

居留證、工作證、投保傷病醫療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納退保、寒暑假宿舍申請、學生動態資料維

護、培訓國際學伴，相關業務宣導和緊急國際聯

絡。 

(三)學務處學生事務處：負責境外學生之生活輔導，

包含住宿規劃、生活輔導、協助緊急事件處理、

課外活動及社團運作、機車考照服務。學生諮商

暨生涯輔導中心提供心理諮商輔導和受理學生申

訴。衛保組提供醫療服務和健檢。 

6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境外

學生緊急事件處理

作業流程 

聯繫值班教官、導師、系主任，視情況通報國資中心國際

處聯繫家長 

聯繫值班教官、導師、系主任、衛保組、學諮中心，國資

中心國際處聯繫家長 

通知 119、衛保組、值班教官、導師、系主任，國資中心

國際處聯繫家長 

國資中心國際處和相關系所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費用支給標準 

演講費： 

教授：外聘 2000、內聘日間：955、內

聘夜間 995 

副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820、

內聘夜間 850 

助理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760、

內聘夜間 800 

講師：外聘 1600、內聘日間：695、內

聘夜間 740 

其他：外聘 1600、內聘日間：570、內

聘夜間 615635 

第三條  費用支給標準 

演講費： 

教授：外聘 2000、內聘日間：925、

內聘夜間 965 

副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795、

內聘夜間 825 

助理教授：外聘 1600、內聘日間：

735、內聘夜間 775 

講師：外聘 1600、內聘日間：670、

內聘夜間 715 

其他：外聘 1600、內聘日間：550、

內聘夜間 615 

依教育

部公告

修正校

內演講

鐘點費

金額 

紅色：為提案修正處、紫色：會議決議修改或增修處、藍色：現行條文修正處。 
 

修正後辦法全文：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辦理演講活動演講費支給辦法 

 
中華民國 92 年 11月 5 日 

第 40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6 日 

第 192次行政會議第 3 次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補助院校經費標準及公立大專院校兼任鐘點支給標準作業要

點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為本校各單位辦理各項研習或演講活動之演講費支出有所依循而訂定。 

第 三 條 費用支給標準： 

對象 演講費(每小時∕元) 

講義費 
講義費 膳食費 住宿費 交通費 其他 備註 

教授 

外聘 2,000 按實際

需要報

支 

每餐

200(外

聘) 

以下條件合符

者支給： 

1.專案自國外

1.國內交通

火車以自

強號飛機

1.依實際雜

項費用報

支，但需列

1.各項費用支出

須依單據報

支。 
內聘 日間 955 

內聘 夜間 995 

附件二 



 

 

副教授 

外聘 1,600 聘任。 

2.活動結束後

當日無交通

返回。 

3.活動需前一日

到達者。住宿

地點以本校招

待所或同心圓

宿舍為原則，

經簽核准外宿

者，每人每夜

以 1600元為

上限。 

以經濟艙

為標準。 

2.國外人員

依實際機

票費用為

準(經濟

艙)，並應

檢附機票

與購票證

明或旅行

社開立之

「代收轉

付收據」以

核算費用。 

明細。 

2.研習討論

會餐點報

支，不支膳

食。 

 

2.若有特殊情形

需超額給付，

請詳述原因，

並專案陳報。 

3.內聘包括本校

同仁及志業體

同仁。 

4.內聘於正常工

作時間講授且

屬於自身職責

講授不支。 

5.外部機關補助

及委辦活動，

另依其機關規

定核付。 

內聘 日間 820 

內聘 夜間 850 

助理 

教授 

外聘 1,600 

內聘 日間 760 

內聘 夜間 800 

講師 

外聘 1,600 

內聘 日間 695 

內聘 夜間 740 

其他 

外聘 1,600 

內聘 日間 570 

內聘 夜間 
635 

第 四 條 前項所支付之各費用，均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所得扣繳及通報。 

第 五 條  前項所稱支給之「對象」如未具備教師資格，得以其學歷為認定依據之

一；但邀請對象如未具前述資格，而確為國內外該領域之高知名度人士

者，得專案簽文比照表列或酌予提高演講費。 

第 六 條  申請程序 

一、例行性舉辦之研習會，如各科系室之專業講座，依預算計劃執行。 

二、全校性研習會，應先擬定研習計劃流程表及經費預算表，會相關單

位送校長簽准後執行。 

三、補助及專案性研習會，應依補助單位之要求檢送相關資料，並依核

准之計劃執行。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