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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3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資料，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已於 95 年 9 月 22 日 

完成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資料。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資料製作十三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 

備查。 

敬  陳 

校長                                             

職 

蔡志超   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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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5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5年 9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16點 30分 

二、地  點：本校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蔡志超老師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蔡長書教務長、羅文瑞學務長、彭少貞主任 

              黃千惠老師、張毓幸主任、蔡宗宏主任、陳拓榮主任 

侯啟娉主任、許瑋麟主任、李志偉主任、翁仁楨主任 

蔡武霖主任、謝麗華主任、李長泰主任、牛江山老師                                         

迪魯．法納奧老師、程長志老師、李順民老師、蔡娟秀老師 

張志銘老師、葉善宏老師、楊天賜老師、謝易達老師 

蔡志超老師、楊淑娟老師、梁巧燕老師、宋惠娟老師 

田一成老師、楊  嬿老師、張美娟老師、李姿瑩老師 

劉威忠老師、吳淑貞老師、游崑慈老師、粟崇中老師 

吳善全老師、李玲玲老師、黃正立先生、黃秀美小姐 

張玉瓊小姐、張智銘先生、王怡文小姐、魏  鑫小姐 

歐陽君泓小姐、林煜軒同學、張絜柔同學、黃仕涵同學 

吳祖賢同學、莊雅琪同學代、張銘娟同學、張惠君同學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執行長紹明  

 

 

 

 

 

 

 

 

 



 4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本校 97 學年度擬增設「健康照護暨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照案通過。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照案通過。 

(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組織規程」第五、九、十、十一、十三、廿一、條。 

照案通過。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職員工員額編制」。照案通過。 

(五)慈濟技術學院 95 學年度學生學雜費調整案。照案通過。 

(六)「慈濟技術學院 95 學年度預算書草案」。照案通過。 

(七)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研究計劃補助暨校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獎補助辦 

法」第七條，修正通過。 

(八)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輻射防護委員會組織規程」。照案通過。 

(九)訂定「慈濟技術學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攻讀雙聯學位辦法」。修正通過。 

(十)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校務評鑑實施辦法」。照案通過。 

(十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照案通過。 

(十二)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教學評量辦法」。修正通過。 

(十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學術評量辦法」第六條、第七條。照案通過。 

(十四)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辦法」。照案通過。 

(十五) 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照案通過。 

(十六) 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辦法」。照案通過。 

(十七) 訂定「慈濟技術學院進修推廣部設置辦法」。照案通過。 

(十八) 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安全衛生室設置辦法」。照案通過。 

(十九) 訂定「慈濟技術學院人文室設置辦法」。照案通過。 

 

七、主席報告： 

    （一）本學年本校的規章辦法將進行修編，刻正在印製紙本並上傳至網路。下 

次紙本的修編可能是五年後才會再印製了，此段時間規章辦法倘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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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公布在網路上。 

     （二）學生活動中心組織改為學生會，並請學務處進行宣導。 

     （三）今年本校資訊工程系首度招生，並請許瑋麟先生擔任系主任，並兼電算中

心主任。 

     （四）今年招生率註冊為 93％，比去年提昇，希望同仁繼續努力。 

     （五）物理治療系與醫務管理系今年招生仍有高職護理類的學生，然此類招生明

年恐不足，請兩系先行評估明年的招生類別。 

     （六）今年本校已建置英語情境教學中心，電算中心正在建置其無線網路。 

     （七）今年各系已建置專業教室與設備。教務處正規劃區域教學中心計劃與大專

院校重要人才計劃。 

     （八）今年校慶將自辦，請學務處儘早規劃。 

     （九）教育部評鑑小組將於 9 月 29 日對本校進行問卷，對象含教職員工生。10

月 2 日至 10 月 14 日學校將舉辦自評。10 月 25 日為董事會評鑑。96 年 1

月 4 日至 5 日為行政類與專業類評鑑。最後，請人文室與通識教育中心彙

整人文教育成果與未來發展相關資料。另請彙整近年來本校提昇外語能力

的努力成果與未來發展的相關資料，以提供各系評鑑的參考。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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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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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中心（如附件九） 

通識教育中心（如附件十） 

護理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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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技術系（如附件十五） 

會計資訊系（如附件十六） 

資訊工程系（如附件十七）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遴選慈濟技術學院 95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提請討論。 

說  明：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九十五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錄 

畢業生資格審查委 

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王迺榘 楊天賜 黃木泉 

迪魯.法納奧 翁仁楨 熊乃歡 游崑慈    

學分抵免審查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楊天賜 翁仁楨 蔡裕美 

轉系審查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楊天賜 翁仁楨 游崑慈 

應屆畢業生推薦入學 

二技推薦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楊天賜 翁仁楨 陳嬌芳 

莊瑞菱 陳美伶 莊豔妃 林珠茹 張紀萍   

課程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蔡裕美 翁仁楨 游崑慈 張紀萍 

王靜怡 鄭雅莉 藍毓莉 吳善全 耿念慈 張志銘  

出版品編審委員會 蔡長書 謝易真 彭台珠 羅文瑞 陳翰霖 彭少貞 黃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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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謝麗華 翁仁楨 

李志偉 蔡裕美      

校園電腦及網路管理委

員會 

蔡長書 許瑋麟 羅文瑞 陳翰霖 李長泰 王迺榘 沈淑惠 

呂西文 林信漳 蔡宗宏 林煜軒    

招生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彭台珠 羅文瑞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楊天賜 翁仁楨 李長泰 

計算機委員會 
蔡長書 許瑋麟 羅文瑞 陳翰霖 蔡裕美 李志偉 蔡宗宏 

黃千惠 李長泰      

圖書館委員會 
蔡長書 謝易達 羅文瑞 謝麗華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蔡裕美 翁仁楨 張玉瓊 

學生事務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王迺榘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翁仁楨 卓麗貞 

曾瓊禎 黃仕涵 張絜柔     

學生獎助學金審查 

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牛江山 翁仁楨 熊乃歡 紀麗梅 吳善全 

學生工讀獎助金審查 

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李長泰 蔡武霖 

翁仁楨 王迺榘 沈淑惠 陳淑玲 鄧琇玠   

優秀學生遴選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蔡長書 謝麗華 牛江山 陳嬌芳 沈淑惠 

校刊編審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牛江山 謝麗華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謝易真 田一成 栗崇中 

林善芸 戴嘉豐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謝麗華 莊艷妃 

楊淑娟 陳志聖 葉善宏 鄭雅莉 馮軒綾 張志銘 楊  嬿 

陳乙辰 林姿妤 黃仕涵 楊莉芸 吳祖賢 楊惠茹 蕭  凡 

膳食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王迺榘 陳翰霖 葉敏妃 楊  嬿 沈淑惠 

黃正立 李長泰      

學校衛生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葉敏妃 陳翰霖 黃正立 翁仁楨 王迺榘 

姜瓔玲 李穗玉 沈淑惠 迪魯.法納奧    

體育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迪魯.法納奧 蔡長書 陳翰霖 李長泰 彭少貞 

張毓幸 黃千惠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翁仁楨 

蔡裕美 王迺榘 李春蓓 葉素汝 黃木泉 謝易達 林威秀 

學生輔導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陳嬌芳 彭台珠 謝麗華 蔡長書 陳翰霖 

王迺榘 彭少貞 蔡宗宏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侯啟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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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瑋麟 翁仁楨 蔡裕美 許彙敏 莊艷妃 陳志聖 葉善宏 

鄭雅莉 馮軒綾      

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彭台珠 蔡長書 謝麗華 陳翰霖 王迺榘 

彭少貞 蔡宗宏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李志偉 翁仁楨 許彙敏 蔡裕美 陳嬌芳 莊艷妃 陳志聖 

葉善宏 鄭雅莉      

交通安全委員會 
校  長 羅文瑞 沈淑惠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翁仁楨 

李長泰 王迺榘 蔡武霖 陳嬌芳   

校園安全維護會報委員

會 

校  長 羅文瑞 沈淑惠 彭台珠 蔡長書 陳翰霖 翁仁楨 

李長泰 王迺榘 蔡武霖 陳嬌芳    

大專預官考選委員會 

校  長 王迺榘 羅文瑞 蔡長書 陳翰霖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蔡宗宏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李長泰 林學良 

沈淑惠       

原住民學生輔導委員會 

校  長 許彙敏 羅文瑞 蔡長書 陳翰霖 謝麗華 彭少貞 

黃千惠 陳拓榮 張毓幸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翁仁楨 

王迺榘 蔡裕美 迪魯.法納奧 陳嬌芳 李春蓓 李  烈 田淑敏 

陳雨馨 胡忠強      

教育部補助款專責小組

委員會 

陳翰霖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李長泰 蔡武霖 彭少貞 

黃千惠 陳拓榮 張毓幸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李志偉 

翁仁楨 蔡裕美 謝易達 陳玉娟 張榮欽 魏  鑫 莊豔妃 

楊  嬿 何清治 楊志鴻 鄭雅莉 馮軒綾 劉威忠 張志銘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委員

會 

校  長 陳翰霖 彭少貞 陳拓榮 黃千惠 蔡裕美 葉敏妃 

黃正立 張榮欽 吳美燕 姜瓔玲 耿念慈 楊天賜 卓麗貞 

張惠君 劉威忠 楊淑娟     

環境保護小組委員會 

校  長 陳翰霖 羅文瑞 蔡長書 彭少貞 陳拓榮 黃千惠 

蔡裕美 葉敏妃 黃正立 張榮欽 吳美燕 姜瓔玲 耿念慈 

楊天賜 張惠君 胡君慧 劉威忠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

會 
校  長 陳翰霖 羅文瑞 翁仁楨 楊天賜 卓麗貞 吳美燕 

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校  長 吳美燕 廖碧虹 翁仁楨 陳敏修 卓麗貞 耿念慈 

劉威忠       

採購委員會 校  長 陳翰霖 蔡長書 李長泰 陳詩林 何清治 李文禮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校  長 陳拓榮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翁仁楨 

彭少貞 吳美燕 葉善宏 洪茂欽 李文禮 劉威忠 高志浩 

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校  長 劉秀惠 謝易達 鄭賢忠 曾文屏 謝宜伶 林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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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燕 楊筱佩 任淑琦 紀麗梅 李姿瑩 蔡志超 賴春伎 

謝美緞       

經費稽核委員會 
王靜怡 葉善宏 施淑娟 吳善全 張美娟 藍毓莉 程長志 

游崑慈 戴國峯      

推廣教育委員會 

校  長 翁仁楨 彭台珠 蔡長書 李志偉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侯啟娉 許瑋麟 蔡裕美 李長泰 蔡宗宏 

曾漢榮 顏惠美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  長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翁仁楨 李志偉 田一成 

彭少貞 王靜怡 施淑娟 劉威忠 郭德貞 吳善全 許瑋麟 

李姿瑩 王淑芳 謝易達 蔡娟秀 程長志 程君顒 楊翼風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武霖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張玉瓊 

陳韻如 歐陽君泓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蔡武霖 彭少貞 

陳拓榮 楊志鴻 蔡宗宏 張毓幸 侯啟娉 蔡裕美 翁仁楨 

謝易達 陳嬌芳 王淑芳 沈淑惠 王怡文 鄧麗華 江美華 

研究發展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李志偉 吳淑貞 

彭少貞 陳拓榮 黃千惠 蔡宗宏 張毓幸 侯啟娉 許瑋麟 

謝易達 翁仁楨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  長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陳翰霖 謝麗華 翁仁楨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蔡武霖 李長泰 謝易達 李志偉 蔡裕美 葉善宏 王靜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李順民 田培英 楊淑娟 蔡志超 陳志聖 戴國峯 莊艷妃 

林美玲 羅淑芬 林珠茹 楊  嬿 張榮欽 范德鑫 洪龍秋 

陳清華       

校園規劃委員會 

校  長 陳翰霖 彭台珠 蔡長書 羅文瑞 李志偉 李長泰 

謝麗華 翁仁楨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蔡裕美 張榮欽 黃正立   

總務會議委員會 

彭台珠 陳翰霖 蔡志超 蔡長書 羅文瑞 李長泰 彭少貞 

黃千惠 張毓幸 陳拓榮 蔡宗宏 侯啟娉 許瑋麟 蔡裕美 

翁仁楨 李志偉 蔡武霖 謝麗華 王迺榘 謝易達 謝易真 

沈淑惠 李玲玲 王淑燕 呂家誠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二年一聘，95學年改選) 

＊校務發展委員會(二年一聘，95學年改選) 

決  議：照案通過。慈濟技術學院 95 學年度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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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提案 

提案二：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教育部 93 年 1 月 20 日台學審字第 0930006779 號令新修訂公佈之 

原則修訂。 

辦  法：「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 

 

一、為建構本校教師著作抄襲處理之機制，防範抄襲並公正處理相關案例，依據教育

部「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特訂定本校處理原則。  

二、對於具名並具體指陳抄襲對象及抄襲內容之檢舉，經向檢舉人查證確為其所檢舉

後，應即進入抄襲處理程序。未具名之檢舉一概不予處理。涉嫌著作抄襲案，未

經證實成立前，應以秘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曝光。  

三、本校教師著作抄襲案件檢舉受理單位，教師依著作升等部份為人事室，校內學報

著作等部份為教務處，研究獎勵著作部份為研究發展中心。受理單位受理後轉人

事室依處理程序辦理。 

四、涉嫌著作抄襲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處理程序先由被檢舉人針對檢

舉內容限期提出書面答辯，而後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請該專業領域公正學者至

少二人審查。  

五、人事室送請校外相關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前，應主動瞭解所擬送之審查人與被

檢舉人之關係，對於有師生、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者，應予迴避。  

六、涉嫌抄襲案經校外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審查完竣，於處理階段必要時得允被檢舉人

於程序中再提出口頭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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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涉嫌抄襲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審查後，人事室於審議時如仍有判斷困難之情事，

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專業學者審查，俾作進一步判斷之依據。  

八、人事室處理完結，應作成具體結論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並作出懲處之決定，

並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有關處理之結果、懲處情形與理由，並具明申

訴之限期和受理單位。 

九、教師所涉抄襲之著作，如為升等之相關著作者，一經檢舉，如尚未報部審查者，

依本處理原則四規定處理，如尚在教育部辦理教師升等審查中者，由本校函送教

育部併審查過程處理。 

十、教師資格送審通過後經人檢舉著作抄襲者，學校處理完竣應將處理程序、結果及

處置之建議函報教育部。  

十一、經完成處理程序報送教育部之抄襲案，有關教師之懲處若涉及解聘、停聘、不

續聘，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應報經教育部核准。  

十二、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抄襲未成立，檢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原檢舉案審結

之校教評會審議，如有新證據，再進行調查與審理；否則依審議結論逕復檢舉

人。檢舉人如有不服結論，除提司法告訴，否則不再另作處理。 

十三、本處理原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呈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如附件十九。 

 

學務處提案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CEP08--17A CEP08--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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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 

凡本校教職員擔任本校各項運動

代表隊之總教練者，得支領每週三

小時（以職級支領每月以四周計，

每學期發四個月），若為外聘教練

得特案簽報之（550 元／hr）。 
 

第十條 

凡本校教職員擔任本校各項運

動代表隊之總教練者，得支領

每週三小時（500 元／hr）之指

導費（每月以四周計，每學期

發四個月），若為外聘教練得特

案簽報之。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如附件二十。 

 

十、散會：下午 17時 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