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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十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三）下午三點三十分 

二、地  點：本校三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校長當明                      紀 錄：鄭美慧 

四、出席人員：張秀巒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李志偉 邱淑君 蔡裕美 范揚皓 

李長泰 蔡娟秀 王靜怡 楊珍慧
代 
陳拓榮  邱紹群

代 
鍾月娥

代  
鄭琇旻

代
 

力來福 楊翼風  李春蓓 謝易真  呂西文
代 
謝易達  張玉瓊  翁銘聰 

卓麗貞  釋德慇 李湘屏  林學良 楊嬿  葉敏妃 許彙敏 陳國源 

彭少貞 朱芳瑩  江玉君  翁仁楨 黃正立 張榮欽  陳玉娟  鄭美慧 

五、請假人員：葉湘芬  曾婉婷 

六、列席人員：陳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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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１． 本校「慈濟技術學院電腦軟體合法使用管理辦法」修訂通過，依法施行。 

２． 本校「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損壞公物賠償規定」修訂通過，依法施行。 

３． 本校「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特殊教室借用管理辦法」修正後訂定通過，依法施行；靜坐教室更名為

靜思教室。 

 

八、主席報告 

１． 各單位於本校網站首頁張貼「重要公告」時，若為本校消息請加上「本校」，若為其他機關來文訊息則應

加上該機關名稱，以免讀者混淆。 

２． 本校因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率未達標準，九十四學年設立碩士班研究所申請案通過可能性不高，相關工作

暫緩。 

３． 九十三學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的申請方式改變，調整為計畫型獎助款佔７０％、績效型補助款佔３０％，

請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配合規定申請計畫型獎助案，由研發中心、教務處主辦，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協辦，

預訂在十二月廿五日前提出書面計畫，以便召開會議討論。 

４． 十二月八日教育部將至本校進行九十一年度獎補助款訪視，請總務處擬訂工作計畫，並安排各單位配合事

宜。 

５． 列管案件執行後請於該資訊系統中輸入完成日期，以免秘書室追蹤困難。 

６． 學生各項申請案，如學分抵免、獎學金審查等，請承辦單位初審後再交付會議審查，以提昇開會效率。 

７． 「教育志業體四校聯合歲末祝福」訂於九十三年一月九日（星期五）下午二點於靜思堂舉行，請人文室於

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參加人數統計後回報教育發展處。 

８． 教職同仁回覆學生問題請謹慎應對，以免因一時不察而造成雙方困擾，注意以下兩點：第一，詳細正確地

瞭解問題，查明法規後回答，若非本身業務，可請學生向業務單位洽詢；第二，引述法規時應分清教育部

法規或本校法規。 

９． 日前慈濟教育志業體主管至教育部洽詢本校與慈大整併事宜，幾點說明如下： 

（１）大學法正進行修法中，擬使大學附設專科部有其法源，預計半年完成；若兩校整併案申請時該法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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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教育部可能以該法之修正法條有此則而准予通過。 

（２）兩校以「合併」或「整併」形式進行較為妥當？教育部建議以舊私校法「捐贈」方式進行。 

（３）師資結構：據高教司規定，助理教授以上師資須達三分之二以上，若未達成此標準尚有三年緩衝期，

第四年未達成則減班。 

（４）由慈濟大學提出「整併計畫書」先呈報教育部後再進行捐贈。 

（５）本校準備工作：總務處負責學校財產清冊，會計室負責學校資產評估清查，人事室負責教職員名冊，

教務負責學生清冊，圖書館負負責學校圖書清冊。 

九、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四校聯合校慶請各單位配合。 

總務處（如附件三）：十二月八日「教育部九十一年度獎補助款訪視」預訂十二月二日召開籌備會議，十二月

四日陳列書面資料。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秘書室（如附件七）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八) 

 研究發展中心(如附件九) 

 通識教育中心（如附件十） 

  護理系（科）（如附件十一） 

 物理治療系（如附件十二） 

 幼兒保育系（如附件十三） 

 醫務管理系（如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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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技術系（如附件十五） 

 會計系（如附件十六） 

 實驗托兒所（如附件十七） 

 

十、聯合校慶工作分組報告 

十一、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增訂「慈濟技術學院校際選課辦法」第七條條文，提請討論。（如附件十八）  

說  明： 

  

原條文 新條文 

第三條：應繳學費，各科目依學分數及教育部訂定學分

費繳費。 

第四條：實習（驗）課程之學分數依時數計算，並需

另繳實習（驗）費。 

第五條：選修電腦課程需另繳電腦實習費，其他因課程

需要之各項材料費用，另依規定繳交。 

第六條：凡選修學分數超過十學分（含）者，需繳交全

額學雜費。 

第七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准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三條：應繳學費，各科目依學分數及教育部訂定學分

費繳費。 

第四條：實習（驗）課程之學分數依時數計算，並需

另繳實習（驗）費。 

第五條：選修電腦課程需另繳電腦實習費，其他因課程

需要之各項材料費用，另依規定繳交。 

第六條：凡選修學分數超過十學分（含）者，需繳交全

額學雜費。 

第七條：慈濟大學與本校學生依慈濟志業體資源共享原

則，凡至對方學校辦理校際選課之學生：在校

生不另外收取學分費，延修生則在學籍所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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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繳交上課學分費。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准實施，

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校曆，提請討論。（如附件十九） 

  說  明： 

１． 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校曆業經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第三十六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是否需再修

正，提請審議。 

２． 自九十二學年度起，本校與慈大共同開設選修課程，學生互選及教師鐘點合併計算，開學日及期中、期

末考程亦相互配合，兩校一致。 

３．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核定九十三年紀念日及民俗節日除春節放假三日外，其餘均放假一日，放假之紀念日

為：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一月一日〉、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及國慶日〈十月十日〉；民俗節

日為春節〈農曆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國曆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民族掃墓節〈訂於清明日，陽曆

為四月四日〉，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國曆六月二十二日〉、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日、國曆九月二

十八日〉及農曆除夕〈農曆十二月之末日〉。九十三年放假之紀念日及民俗節日，除一月二十四日春節

〈農曆一月三日〉逢星期六，依規定在一月二十六日補假一天外，和平紀念日〈星期六〉、民族掃墓節

〈星期日〉，及國慶日〈星期日〉，因適逢例假日，均不予補假，於當日放假一日。 

４． 學生學年學

期假期辦法」取消春假且無「春假」之假期名稱，第八條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大專校院基於教學需要得

酌予調整寒、暑假之起訖日期，並應報部備查。另依大學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大學每一學分必須授課

十八小時。 

５． 考選部台高通字第０九二０一五二七二六號函說明九十三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暨普考第一試考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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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五月八日至九日〉，及普考第二試〈九十三年七月九日〉請盡量將期中考及相關考程錯開，普考

第二試前發給畢業證書，以免影響學生應試權益。 

 決 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第五條、第八條條文，提請討論。（如附件二

十） 

說  明： 

１． 各系對績優志工遴選標準修法條文的建議彙整如學務處附件。 

２． 服務範圍不考慮擴及志業體以外的組織乃因是表揚「本校」的績優志工。 

３． 擬修改之內容，前後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五條 凡從事本校各單位承辦之志願服務，由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辦理志工

認證；凡從事慈濟所屬志業體主辦之志

願服務，由慈濟人文組辦理志工認證。 

凡從事本校各單位承辦之志願服務，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組辦理志工認證；凡從事慈濟所屬志業體主辦之志願服務，

由人文室慈懿活動組辦理志工認證。 

第八條 獎勵： 

(一)遴選條件：不含申請本校各種公

費、獎（助）學金所規定之志工時數，

每學期服務達二十小時以上者。 

(二)凡符合前項條件，依其累積時數，

於每學期期初遴選出全校前三至五名。 

(三)於每學期頒發績優志工榮譽證

書，並公告之。 

獎勵： 

(一)遴選條件：參與至少三種以上不同性質之志工服務項目，

且不含申請本校各種公費、獎（助）學金所規定之志工時數，

每學期服務累積時數達四十小時以上者。 

(二)於每學期頒發績優志工榮譽證書，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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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辦法通過修訂，呈核後公告，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急難助學金發給辦法」第六條、第七條條文，提請討論。（如附件廿一） 

說  明：擬修改之內容，前後對照表如下：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清寒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第五條、第六條條文，提請討論。（如附件廿二） 

說  明：擬修改之內容，前後對照表如下 

 

  

決

  

議

：

  

 

決 議：照案通過。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六條第二項 （二）複審：經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定後發給之。 

（二）複審：經本校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

定後發給之。 

第七條 第七條：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校長遴聘委員

五至七人組成之。 

刪除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五條 審核： 

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初審後，將合格學生名

冊送請學生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複審，通過後

報請校長核准公佈。 

審核： 

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初審後，將合格學生名冊送請本校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准公佈。 

第六條 第六條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校長遴聘委員五

至七人組成之。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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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條文，提請討論。（如附

件廿三） 

說 明：擬修改之內容，前後對照表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提案 

提案七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大喜生活圈各場地借用辦法」，提請討論。（如附件廿四） 

說 明：大喜生活圈各空間設施均已設置完成，為使該空間借用有所依據，擬訂「大喜生活圈各場地借用辦法」，

提請討論！ 

辦 法：如總務處附件。 

決 議：修正通過。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第五條 審核： 

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初審後，將合格學生

名冊送請學生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複審，通

過後報請校長核淮公佈。 

審核： 

申請資料經學生事務處初審後，將合格學生名冊送請本校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准公佈。 

第六點 獎學金之發給：(每學期辦理一次) 

發給日期：第一學期於十一月發給，第二學

期於五月發給。 

 

獎學金之發給：每學期辦理一次 

 

第七條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校長遴聘委員五至七人組

成之。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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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提案 

提案八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辦理演講活動演講費支給辦法」，提請討論。（如附件廿五） 

說 明： 

１．依據慈濟基金會外聘對內、教育部補助院校經費標準及公立大專院校兼任鐘點支給作業要點修正後訂定

本辦法。 

   ２．辦法如會計室附件，敬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外籍人士工作費稅率請明文列出，外聘講員職級差別之鐘點費再查明教育部標準，申請表單

由會計室與人事室研議。 

 
十二、散會：下午五點五十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