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技術學院 95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地點：3樓第二會議室  

時間：96年 7月 1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7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資料，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已於 96 年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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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料製作十四份分發至各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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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6年 7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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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魯法納奧代、吳聰能總務

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老師代、張毓幸主任、藍毓莉老師代 

陳拓榮主任、侯啟娉主任、許瑋麟主任、翁仁楨主任 

蔡裕美主任、蔡武霖主任、謝麗華主任、李長泰主任 

李志偉主任、迪魯．法納奧、程君顒老師、李順民老師 

藍毓莉老師、楊天賜老師、張玉瓊組長代、蔡志超老師 

葉素汝老師、侯宇明老師、戴國峯老師、楊淑娟老師 

宋惠娟老師、田一成老師、楊  嬿老師、李姿瑩老師 

劉威忠老師、粟崇中老師、李玲玲老師、張志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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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君泓小姐、曾文屏小姐、黃仕涵同學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執行長紹明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照案通過。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校際選課辦法」。照案通過。 

(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照案通過。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照案通過。 

(五)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體育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通過。 

(六)研究大樓研究室及系辦等空間增設空調之規劃。請總務處再就各系所提出

的需求進行規劃，其後再送營建處評估。 

(七)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留職停薪辦法」。暫不予決議。 

(八)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敘薪辦法」。照案通過。 

(九)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暫不予決議。 

(十)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研究計劃補暨助校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獎助辦 

法」辦法名稱。暫不予決議。 

    (十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產學合作辦法」。暫不予決議。 

 

七、主席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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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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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工程學系（如附件十七） 

 

九：提案討論： 

 

秘書室提案 

提案一： 

案  由：9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劃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執行情形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9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劃執行情形 

96.07.09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一 校舍建築 

．改善頂樓隔熱設施(總) 

94學年度編列於專案補助款

計畫案未通過，又因改善經費

金額龐大，且效益不顯著，故

未施作。 

 

．新建機車停車棚(總) 

校區機車棚工程於 96年 5月

下旬發包，正進行簽約及安排

施工工期，工程費815,588元。 

 

．校園綠化.美化.人文藝術化(總) 

1.平日進行校園割草、整理、

病蟲害防治等維護綠化。 

2.花卉區進行季節花更換及

植種。 

3.除補植校區內樹木外，另整

理三舍後方空地進行樹苗

植栽，共計500餘株。 

4.進行建國路兩側圍牆綠籬

補植及修剪。 

5.與人文室合作，佈置教學區

一樓牆柱上的人文海報。 

6.於重大活動及部份校園角

落以盆栽造景佈置。 

7.研究大樓1樓空間（牆面及

天花板）及4樓階梯教室前

公共區域木作裝修美化。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一 校舍建築 

．加強宿舍區生活機能(總) 

1.宿舍區空間調整，三舍地下

室設置桌球及撞球室，大喜

廣場設置歡唱室及學生社

團辦公室。 

2.拓寬宿舍區機車道。 

3.設置宿舍區行人專用道及

天橋路標。 

4.增設行人專用道路燈。 

5.宿舍交誼室添置討論用桌

椅。 

6.宿舍樓梯改設無障礙不銹

鋼扶手。 

7.一、二舍浴室加裝鑰匙掛

鉤，曬衣間增設雨衣掛鉤。 

 

．校園建築物與設備之維護與改善(總) 

1.更新及調整一、二會議室、

國議廳、階梯教室之影音設

備。 

2.協助進行籃球場地板髒污

清洗。 

3.進行教學區洗石外牆清洗。 

4.設備依編入之年度預算執

行，並定期維護及配合校園

規劃執行增設及改善。 

5.定期實施消防及建築物公

共安全年度檢查。 

6.實施地震後之建築物檢視

及損壞修護。 

 

二 系別設置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日間部四技物理治療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日間部四技放射技術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日間部四技會計資訊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設置且持續招生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在職專班) 設置且持續招生  

．進修部二技幼兒保育系 設置，停止招生 96學年度停辦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二 系別設置 

．日間部五專護理科 持續招生  

．申請增調系科班(教) 

1.完成 97學年度申設放射醫

學科學研究所及健康照護

暨機構管理研究所。 

2.95學年度二技護理系增一

班。 

放射醫學

科學研究

所獲教育

部審查通

過設置 

三 

學生成長 

(班級數) 

(教) 

．日間部二年制護理系 3 95學年度增一班 

．日間部二技物理治療系 0 96學年度申設 

．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 1 96學年度停辦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4  

．日間部四技物理治療系 4  

．日間部四技放射技術系 6 94學年度增一班 

．日間部四技會計資訊系 4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1 
95學年度增設 

96學年度增一班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3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在職專班)  3  

．進修部二技幼兒保育系 1 96學年度停辦 

．進修部二技醫務管理系(在職專班) 0 95學年度停辦 

．日間部五專護理科 20  

．健康管理研究所 0  

．長期照護研究所 0  

．社區照護研究所 0  

．醫務管理研究所 0  

．物理治療研究所 0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0  

四 師生規模

(人) 

．日間部生師比20：1 14:1  

．進修部生師比35：1 達成  

．全校生師比25：1 16:1  

．合格講師以上佔全校教師99﹪ 99%  

．專業科目教師佔所有教師67﹪ 67%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55﹪ 39%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五 織與編組制 

．健全組織人力(各單位) 

教:維持原有組織人力及單位
層級。 

學:960620生輔組增聘約聘組
員一名。 

總:補聘水電專長工友 1名。 
秘:秘書 1人未補聘，96 年 3

月 19日新聘文宣公關組 1
人。 

人文:慈誠懿德組及教育文化
組兩組組長尚未填補。 

通:新增學藝活動組組員一
名。 

人:配合各單位需求人力配置
及預定於期末會議提請修
訂本校組織規程。 

進:本年度組織人力與上學年
度相同。 

研:學術服務組暨國際學產組
之主管與辦事員各一名，
符合需求，運作正常。 

護:依編制需求聘徐少慧專任
講師，並依教學需求聘 5
位約聘實習講師。 

物:依人事制定編制人力。預
計增聘 1 位具有復健工程
或科技輔具之博士學位師
資 1 位。 

幼:95學年度施淑娟老師進修
完成返校就職 960801）。 
95學年度師資：1位副教
授（張毓幸）2位助理教授
（鄭雅莉/施淑娟）1位辦
事員。 

放:持續評估健全師資結構。 
醫:95學年度完成藍毓莉教師

與何清治老師升等助理教
授，提昇本系專任教師之
師資陣容。 

會資:積極延攬助理教授以上
之專業師資。 

 

．修訂組織員額編制(人) 951218教育部來文核定本校
新修訂之員額編制表。 

 

．辦理與慈大兩校整併事宜(秘) 

1.幼保系96學年停辦，與慈大

幼兒家系合併。 

2.慈大97學年申設物理治療

學系，審查緩議未獲通過。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六 規章、辦法 ．制(修)訂各處室系中心規章辦法(各單位) 

教:完成制修訂教務處各規章

辦法。 

訂定部份:無 

修定部份: 

1.95.09.22第68次行政會議

本校學報稿件審查辦法。 

2.95.09.22第68次行政會議

本校學報出版辦法。 

3.95.10.31第69次行政會議

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及

抵免後修課處理辦法。 

4.95.10.31第69次行政會議

本校學報簡則。 

5.95.11.24第70次行政會議

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6.95.11.24第70次行政會議  

本校學生考試規則。 

7.95.12.29第71次行政會議   

本校電腦教室管理及借用

辦法。 

8.96.4.13第74次行政會議本

校專兼任教師鐘點費計算

及核發辦法。 

9.96.4.13第74次行政會議本

校電腦設備安全暨資訊機

密維護規則。 

10.96.5.18第75次行政會議

本校圖書館管理作業準

則。 

11.96.5.18第75次行政會議

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

法。 

12.96.6.8第76次行政會議本

校專科部應屆畢業生推薦

甄選入學技術學院二年制

推薦委員會組織規程。 

13.96.6.8第76次行政會議本

校學生重(補)修辦法。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六 規章、辦法 ．制(修)訂各處室系中心規章辦法(各單位) 

學: 

1.951031大喜生活圈場地借

用辦法。 

2.951031學生自治團體設置

及輔導辦法。 

3.951031導師制實施辦法。 

4.951031教師輔導學生辦法。 

總: 

依現行法令及實際運作情形

適時制(修)訂規章辦法： 

1.96.01.24第72次行政會議

第10次修訂「慈濟技術學院

請購程序及採購辦法」。 

2.96.01.24第72次行政會議

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動物實

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 

3.96.01.24第 72次行政會議

第 1次修訂「慈濟技術學院

校園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 

秘:本學年無(修)訂秘書室相

關規章辦法。 

通: 

修訂: 

1.慈濟技術學院英語能檢定

獎助金設置辦法。 

2.慈濟技術學院英語多媒體

教室管理及借用辦法。 

制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英文

諮詢辦法。 

人: 

1.960306 校務會議修訂教職

員工敘薪辦法；960321私校

退撫會核備通過。 

2.960518行政會議修訂教職

員工獎懲作業要點。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六 規章、辦法 

．制(修)訂各處室系中心規章辦法(各單位) 

進:優良導師辦法，俟教育部

評鑑結果正式來文後，再

依委員建議修訂。 

研:配合學校學年度發展，適

時適切修改研發中心學術

服務暨國際交流相關辦

法。 

護:預訂96年7月31日前完成。 

物:95年已修訂辦法，不需修

定。 

幼:本學年度未修訂各項規章

辦法。 

放:本年度無規章辦法修訂。 

醫:95/6/26制定實習課程重

補修辦法與請假規則。 

會資:「醫院會計與管理學程

選讀辦法」擬定中，其

餘已檢討，暫不需修定。 

資工:制(修)訂資訊工程系輔

系辦法、軟體工程選讀

辦法、課程規劃小組組

織章程、系科本位課程

發展小組組織規程、推

薦甄選小組組織規程、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系學會組織章程。 

 

．訂定年度工作計劃(各單位) 

教:教務處各單位已訂定95學

年度工作計劃並執行完

成。 

學:期初校務會議訂定，期末

校務會議統計執行情形。 

生輔組: 

每學年訂定工作計劃如下： 

1.學生生活輔導實施計畫。 

2.春暉專案實施計畫。 

3.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六 規章、辦法 

．訂定年度工作計劃(各單位) 

總:已完成，工作計畫及執行

情形如95學年度第一學期

及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總務處工作報告。 

秘:已訂定96學年度工作計劃 

人文:均順利完成。 

通: 

1.台灣四百年經典雜誌社影

展延至九十六學年舉辦。 

2.改辦台灣四百年-先民足跡

讀書會(講座)。 

人:已訂定執行中。 

進:本年度工作計劃已於各學

期期初校務會議提出，並

依計劃執行。 

研:依規定，確切訂定年度工

作計畫，並於每學期期末

校務會議檢討。 

電:訂定96年度電算中心工作

計劃。 

物:已完成，逐年訂定。 

幼: 

1.95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計

畫已完成。 

2.95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計

畫持續進行中。 

放:完成訂定年度工作計劃。 

醫:於95學期初制定完畢工作

計劃。 

會資:已訂定執行中。 

資工:訂定95.96學年度工作

計劃。 

 

．修訂學校概況、學校簡介(教) 

教:95學年度學校概況、學校

簡介、學生手冊等，已於

95年9月修訂完成並出版。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六 規章、辦法 

．修訂學生手冊（學） 

學:分別於學生事務委員會、

行政及校務會議完成相關

規章辦法之修訂。 

生輔組: 

1.95年11月28日修訂「學生住

宿管理辦法」。 

2.96年1月24日修訂「膳食委

員會組織章程」。 

3.96年1月24日修訂「學生獎

懲辦法」。 

4.96年1月24日修訂「學生操

行成績考核辦法」。 

5.96年3月2日修訂「辦理校外

教學活動租用交通工具作

葉規定」。 

6.96年6月8日修訂「學生服務

熱心獎給獎辦法」。 

 

．學生實習手冊編訂與修訂(各系) 

護:96.4.10完成。 

物:96.6.1完成。 

幼:配合實習課程規劃修訂 

1.進幼二三甲外埠實習手冊

於950801完成。 

2.幼四四甲外埠集中實習手

冊，於950901。 

3.進幼二三甲園所長經驗實

習手冊，預計960301完成，

取消此手冊，以原所長經驗

講座心得取代。 

4.幼四四甲外埠參觀見習實

習手冊於960401完成。 

放:每年編修學生實習手冊，

實習手冊包括學生、小組

長及醫院實習老師之實習

手冊三種。 

醫:95/12/20修訂醫管系學生

實習手冊。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六 規章、辦法 

．制(修)訂各項工作規範(各單位) 教:配合教學及教務行政規章
辦法修訂完成招生、開

課、選修等相關工作規範。 
學:96年3月2日慈濟技術學院

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
預防推動小組組織規程。 

通:增訂學藝活動組員工作說
明書。 

研:研發中心各項工作均依相
關辦法執行。 

物:逐年修訂。 
放:修訂各項工作規範。 

醫: 
1.95/6/26制定實習課程重補

修辦法與請假規則 
2.95/12/20修訂醫管系學生

實習手冊。 

 

．修訂工作職掌及分層負責表(人) 
為配合組織人員調整需再修

訂。 

 

七 學術研究 

．定期出版學報(教) 

95學年度第10期學報已完成

徵稿及外審作業，預計96年7
月底出版。 

 

．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補助(研) 本校95學年度計: 
1.申請11件。 

2.通過4件。(楊淑娟、侯啟
娉、黃千惠、栗崇中) 

 

．申請中央級(衛生署、國健局等機構)
研究計劃補助(研) 

研:本校 95學年度未申請衛生
署、國建局等機構研究計

畫案計 2案。 
護: 

1.彭少貞-榮耀傳統人文
化、、永續健康族-花蓮縣

豐濱鄉豐演村-原民會
（96/3/21-96/11/30）。 

2.羅文瑞-獎勵國內學人短期
來院訪問研究「以間質隔離

/紅外光譜法研究大氣化學
之重要分子」-中研院

（96/7/1-96/9/30）。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辦理校內研究計畫補助(研) 

95學年度校內研究計畫補助

案，分別於: 

1.95.11.16召開(計 16案) 

2.96.06.26召開(預計 20案) 

 

．舉辦校內資深教師暨學術成果論文發

表會(研) 

96.01.23舉辦校內資深教師

暨學術成果論文發表會。 

 

．辦理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各系) 

護: 

1.95.11.3舉辦輔助治療研習

會。 

2.95.12.8舉辦培力為精神－

婦女生命經驗為主體之周

產期健康照護研習。 

3.96.5.8舉辦肥胖兒童的飲

食與健康研習會。 
物: 

95學年度上學期 

1.95.10.2專題演講：用左眼

看見PT的未來。 

2.95.10.27-10.29台、澳肌肉

骨骼物理治療之實證教育

─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系

列(三)。 

3.95.11.26專題演講：Ball 

Therapy 於骨科及小兒病

人的應用。 

4.95.12.10-12.13台、澳肌肉

骨骼物理治療之實證教育

─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系

列(四)。 

5.95.12.24專題演講：從中醫

基礎理論談物理治療和中

醫的臨床。 
95學年度下學期 

1.96.4.14專題演講：脊椎輔

具和上肢義肢。 

2.96.5.5動脈硬化危險因子

面面觀－繼續再教育課程。 

3.96.5.5-5.6專題演講：PNF。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辦理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各系) 

幼:辦理學術專題發表會一
場，於960526辦理完成。 

放:95學年度放射技術系主辦
國內學術專題演講5場，協

辦3場專題演講。 
醫:95學年度醫務管理系舉辦

2場專題演講及1場學術研
討會。 

會資:95.10.04辦理「當代會
計趨勢研討會」。 

資工:95學年度資訊工程系主
辦1場學術研討會(軟體

工程技術研習會)。 

 

．成立研發中心資料庫(研) 

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相關之研

發中心資料庫，雖已建立完
成，惟，自95學年度起，改由

「校務基本資料庫」取代之。 

 

．充實研究資訊與設施(研) 

各系暨中心之研究資訊與設

施，已分別於本校「專責小組」
與「校園規劃」會議中議決，

陸續增補。 

 

．教師個人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
業學術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研發中心學術服務組，確

實彙整95學年度本校各系
暨中心國內外學術研討

會，共計 361人次。 
護:95學年度計國內計有 303

人次參與國內研討會。 
物:34人次。 

95學年度上學期: 
1.2006年美國運動醫學學會

「運動治療師」(Exercise 
Specialist)專業認證研習

會(黃千惠、楊志鴻
95.8.10-8.13)。 

2.第一階段「建立物理治療臨
床實習標準化規範研討會

－心肺物理治療小組」(黃
千惠95.8.19)。 

3.技專校院系科本位課程發展
研習會(黃千惠95.8.23)。 

4.生物統計研習營(吳育儒
95.9.5)。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教師個人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

業學術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5.第二階段「建立物理治療臨

床實習標準化規範研討會

－心肺物理治療小組」(黃

千惠、吳育儒95.9.23)。 

6.95年度建立區域性長期照

顧人力培訓及輔導機制計

畫(北、南區)－長期照顧專

業人力培訓：通識課程(吳

育儒95.10.21)。 

7.教育部技職院校物理治療專

業教育改進計畫座談會(黃

千惠、吳育儒95.10.27)。 

8.物理治療長期照顧基礎課程

(吳育儒95.10.28-10.29)。 

9.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

本位課程評鑑會議(黃千

惠95.11.10)。 

10.「建立物理治療臨床實習

標準化規範計畫」第三階

段綜合研討會(黃千惠

95.11.18)。 

11.專題演講：如何撰寫專題

研究計畫(王靜怡

95.11.21)。 

12.專題演講：如何撰寫專題

研究計畫(吳育儒

95.11.24)。 

13.「物理治療問題導向學習」

教師工作坊(王靜怡

95.11.25)。 

14.物理治療長期照顧進階課

程(吳育儒

95.12.2-12.3)。 

15.花東地區「認識與保護智

慧財產權」研習會(吳育儒

95.12.6)。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教師個人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

業學術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95學年度下學期: 

1.97學年度技專校院申設研

究所(生醫類)審查會議(黃

千惠96.3.16)。 

2.96年度社區復健治療服務

案(HA96020201)及居家復

健指導服務案

(HA96020202)勞務採購案

評選會議(楊志鴻

96.3.19)。 

3.研商98學年度四技二專統

一入學測驗衛生與護理類

專業科目考科調整會議(吳

育儒96.3.20)。 

4.98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

學測驗衛生與護理類專業

科目考科調整公聽會(吳育

儒96.4.10)。 

5.許士軍談研究方法的思維

(王靜怡96.5.2)。 

6.動脈硬化危險因子面面觀

－繼續再教育課程(施教諭

96.5.5)。 

7.肥胖兒童的飲食與健康體

適能研習會(吳育儒

96.5.8)。 

8.如何成功投稿學術期刊研

習營-生物科技領域篇(王

靜怡、施教諭

96.5.25-5.26)。 

9.2007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of 

Sports Medicine(楊志鴻

96.5.30-6.2)。 

10.第十五屆世界物理治療聯

盟大會(WCPT 2007)(王靜

怡、楊志鴻 96.6.2-6.6)。 
11.參與專業學術組織-中華

民國物理治療學會：楊志

鴻、李志偉、黃千惠、王

靜怡。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教師個人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

業學術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幼:9人次。 

張毓幸老師: 

1.高危險新生兒及家庭的預

防性照護措施，國際嬰幼兒

按摩訓練中心（國防醫學

院），950816。 

2.2006全國幼教輔導學術研

討會，教育部（新竹教育大

學），951119。 

3.95學年度慈濟大學新移民

與弱勢學童家庭教育學術

研討會，(慈濟大學)，

960317。 

4.2007年台灣幼教師成長系

列講座，(中國幼教策進

會)，960415。 

5.2007年教與學研討會，(慈

濟大學)，960609。 

鄭雅莉老師: 

1.高危險新生兒及家庭的預

防性照護措施，國際嬰幼兒

按摩訓練中心（國防醫學

院），950816。 

2.2007年教與學研討會，慈濟

大學，960609。 

施淑娟老師: 

1.音樂可以這樣玩，奧福音樂

研習，960429。 

2.2007年教與學研討會，(慈

濟大學)，960609。 

放:10人次。 

國內預計有10人次參與國內 

研討會。 

醫:3人次。 

1.2006台灣商管與資訊研討

會(台北大學)(蔡宗宏

95.11.1)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教師個人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

業學術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2.2006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

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

(清華大學)(蔡宗宏

95.12.7-95.12.9) 

3.2007全球華人地理學家大

會(師範大學)(陳翰霖

96.4.28-96.4.29) 

會:2人次。 

「2007國際商管學術與實務

研討」-謝美緞960506） 

「2007理論建構與研究方法」

研討會-謝美緞（960601）。 

 

．教師個人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

際交流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95學年度共計有27人次。 

護:95學年度計有10人次以本

校名稱參加國外研討會並

發表論文。 

1.吳淑貞老師950821-950824

至江西參加首屆海峽兩岸

護理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2.張淑敏、朱芳瑩老師、陳妙

星老師 960509-0601至日

本參加 2007年 ICN年會發

表論文。 

3.羅淑芬老師960501-0504至

英國參與 The 17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Wound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發表論文。 

4.王淑芳老師960222-23至菲

律賓參加 The 10th EAFONS

發表論文。 

5.宋惠娟老師951129-1202至

泰國曼谷參加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發表論文。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教師個人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

際交流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6.吳淑貞、李玲玲、宋惠娟老
師 951013至台北參加

Th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y 

Aging 2006發表論文。 
物:9人次。 

1.2006年美國運動醫學學會
「運動治療師」(Exercise 

Specialist)專業認證研習
會 ( 黃 千 惠 、 楊 志 鴻

95.8.10-8.13)。 

2.2007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Society of 
Sports Medicine(楊志鴻

96.5.30-6.2)。 

3.第十五屆世界物理治療聯

盟大會(WCPT 2007)(王靜
怡、楊志鴻 96.6.2-6.6)。 

4.第 84回日本生理學會大會
(日本大阪)(楊淑娟

96.3.19-96.3.23) 
5.2007世界生物力學會年暨

學術會議(台北)(楊志鴻、
范蕙芝 96.7.1-96.7.5) 

6.7th IBRO World Congress 
of Neuroscience( 

Melbourne Australia)(楊
淑娟 96.7.12-96.7.17) 

放:4人次 

95學年度計有 4人次參加國

外研討會學術交流。 
1.中華醫學會影像技術分會

第14次全國學術大會。(大
陸貴州市)(陳拓榮

95.9.11-95.9.15) 
2.第三回日、韓、臺放射技術

師合同學術大會暨第二十
二回日本全國放射線技師

總合學術大會。(日本鳥取
縣)(蔡長書

95.10.5-95.10.9) 

3.高治浩、高潘福(韓國)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教師個人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

際交流活動（人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醫：2人次。 

95學年度醫管系預計有2人 

次參加國外研討會學術交流。 

1.第七屆海峽兩岸地形學術研

討會。(大陸南京)(陳翰霖

95.8.21-95.8.27) 

2.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IPCV'07)(美

國拉斯維加斯)(陳志聖

96.6.25-96.6.29) 

會資:2人次。 

執行卓越計畫赴美國伊利諾

大學進行國際交流研習。 

(侯啟娉、馮軒綾

6.4.8-96.4.16) 

 

．系所舉辦/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

業學術活動（場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95學年度共計 25場 

(護)共計3場，(物)共計8場，

(幼)共計1場，(放)共計8場，

(醫)共計3場，(會)共計1場，

(資工)共計1場。【參考資料

為/學術研究/辦理國內外學

術研討會(各系)】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七 學術研究 
．申請教育部「計畫型獎助專案」 

(研,各系) 

教:申請通過95年度教育部補
助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

改進計畫，總計畫名稱：
「提升東部醫護技職教育

品質發展重要特色領域人
才培育改進計畫」，補助

總金額計新台幣900萬元。 
研:95學年度本校申請教育部

「計畫型獎助專案」計7案
(重點特色、國際交流、提

昇學生外語能力、軟體工
程學程推廣計畫)通過3案

(放射系、護理系-國際交
流)(資工系-軟體工程學

程推廣計畫)。 

護: 

1.申請通過教育部國際合作
與交流「發展跨領域實證科

學中心-種籽教師取得國際
證照計畫」。 

物: 
1.申請教育部重點特色獎助

專案「96年度腦科學教學與
研究中心建置計畫」。 

放: 
1.本系申請通過「細胞及分子

輻射生物實驗室之設置(教
育部第三年計畫)」。 

2.申請通過教育部國際合作
與交流「提昇東部地區輻射

防護安全教學與研究計
畫」。 

醫:申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
流「台、澳醫務與健康服

務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與
師生交流計畫」。 

資工:申請軟體工程學程推廣
計劃。 

通識:申請提昇學生外語能力
專案計畫。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八 學術交流 

．系所舉辦/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

際交流活動（場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95學年度本校舉辦/參與

國際交流暨國際研討會計

11場次。 

護: 

1.950815帛琉、斐濟

Marciana/Ngiraillemesang

/Salote Luvuiviria 

Salabuco 四位學者來台研

習 

2.950922美國德州大學

Dr.Penticuff蒞校演講。 

3.951011與澳洲 QUT大學

Dr.Helen Edwards及

Dr.Mary Courtney蒞校演

講。 

4.全球婦嬰健康協會創始

人－Barbara Harper。 

醫:有 1件國外學術交流與合

作案:台日國際交流。 

會資:執行卓越計畫赴美國伊

利諾大學進行國際交流

研習。 

幼保:與人文室合辦馬來西亞

人文國際交流活動。 

物:  

1.台、澳肌肉骨骼物理治療之

實證教育-國際合作與學術

交流三：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neurogenic 

disorders- a manual 

therapeutic 

perspective(楊志鴻、王靜

怡、施教諭、黃千惠

95.10.29)。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八 學術交流 

．系所舉辦/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

際交流活動（場次）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2.台、澳肌肉骨骼物理治療之

實證教育-國際合作與學術

交流四：Motor control and 

cortic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abdominal muscles 

in people with low back 

pain(楊志鴻、施教諭

95.12.10)。 

3.台、澳肌肉骨骼物理治療之

實證教育-國際合作與學術

交流四：Motor control and 

cortic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abdominal muscles 

in people with low back 

pain(楊志鴻、吳育儒、黃

千惠 95.12.12)。 

4.台、澳肌肉骨骼物理治療之

實證教育-國際合作與學術

交流四：

Electromyography –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in 

research(楊志鴻、吳育

儒、95.12.13)。 

 

．申請教育部「國際交流暨合作」案(研,

各系) 

研:95 學年度本校國內外學術

交流與合作案計案 2 案。

(放射系、護理系) 

護:申請通過發展跨領域實證

科學中心—種籽教師取得

國際證照計畫。 

幼:配合幼保系與慈大兒家系

整併作業，未提出申請。 

放:申請通過教育部國際交流

暨合作案「提昇東部地區

輻射防護安全教學與研究

計畫」。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八 學術交流 
．申請教育部「國際交流暨合作」案(研,

各系) 

醫:95學年度醫管系申請教育

部計畫 1案:「台、澳醫務

與健康服務管理國際學術

研討會與師生交流計畫」。 

會資:國際交流暨合作案已於

9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中

執行。 

 

九 產學合作 

．落實「產學合作」及「跨領域整合型」

計畫之申請暨獎勵(研) 

1.95學年度本校「產學合作

案」計13案。 

2.跨領域整合型計申請案計 1

案。(陳翰霖老師) 

 

．與政府部會（衛生署、國科會等相關

單位）爭取產學合作機會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95學年度本校與政府部會

之產學合作案計 8案。 

護: 

1.花蓮縣衛生局-「中風社區

健康管理計畫成效評估」

(秦毛漁、蔡娟秀、李欣慈) 

2.臺灣花蓮監獄-「台灣花蓮

監獄 95年度居家看護短期

技能訓練班計畫」(李姿瑩) 

3.原住民族委員會委會-「找

回自我、促進健康-節制飲

酒計畫」（彭少貞）。 

4.中研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

來院訪問研究「以間質隔離

/紅外光譜法研究大氣化學

之重要分子」-（羅文瑞）。 

物:國科會計畫 2 案(黃千惠、

楊淑娟)。 

放射:國科會計畫 1 案(栗崇

中)。 

會資:國科會計畫 1 案(侯啟

娉)。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九 產學合作 

．與企業部門（國營、民營）爭取產學

合作機會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95學年度本校與企業部門

之產學合作案計 5案。 

護理: 

1.「提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大林分院護理臨床

教學與研究能力計畫」-柯

貞如。 

2.「提昇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護理臨床教學與研

究能力計畫」-湯麗君。 

3.「仁家老人養護所老人照護

輔導提升計畫」-吳淑貞。  

會資: 

1.「95年度查核工作底稿編製

系列研習班」-侯啟娉。 

醫管:  

1.「花蓮地政事務所全面品質

經營計畫」-藍毓莉。 

 

．與其他單位（大專校院、財團法人、

學會、國外機構等單位）爭取產學合

作機會 

(研,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95學年度本校與其他單位

之產學合作案計 5案。 

護理： 

1.「花蓮市碧雲莊社區志工基

本照護能力培訓計畫」-林

珠茹、蔡欣晏。 

2.「96 年度暹羅現代股份有限

公司員工健康講座計畫」-

吳淑貞。 

3.「開設中醫護理訓練遠距教

學自學課程」-彭台珠。 

會資: 

1.「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入園門

票售票系統維護計畫」產學

合作計畫-吳善全。 

醫管:「推展醫療知識管理與

知識管理系統成效之研

究」-蔡宗宏。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九 產學合作 
．辦理實習場所建教合作 

(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學:原住民公費生，計劃名稱
為「慈濟原住民公費生訓

練計畫」。 
人文:一般公費生，計劃名稱

為「慈濟公費生訓練計
畫」。 

護:95學年度與佛教慈濟綜合
醫院、大林慈濟綜合醫

院、台北慈濟綜合醫院、
門諾、國花、花蓮縣衛生

局、花蓮市衛生所、吉安
鄉衛生所、壽豐鄉衛生

所、新城鄉衛生所、秀林
鄉衛生所、嘉義縣衛生

局、嘉基等 13家實習場所
建教合作。 

物:95 學年度與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忠孝院區、台北市立

聯合醫院和平院區、台北
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
區、長庚紀念醫院台北分

院、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行政

院衛生署台北醫院、長庚
紀念醫院桃園分院、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台中榮民總醫院、童綜合
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佛
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

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高雄榮民總

醫院、長庚紀念醫院高雄
分院、羅東博愛醫院、羅

東聖母醫院、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教門諾會醫院、台大醫
院雲林分院等 24家醫院實

施物理治療臨床實習建教
合作。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九 產學合作 

．辦理實習場所建教合作 

(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放:95學年度與花蓮慈濟醫

院、北榮、台大、新店慈

濟、新光、中國、中榮、

成大、高榮、義大與奇美

十一家實習醫院建教合

作。 

醫:95學年度與慈濟醫院花蓮

總院、台北馬偕紀念醫

院、彰化基督教醫院、臺

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署

立基隆醫院、亞東紀念醫

院、桃園國軍總醫院、桃

園壢新醫院、台中澄清綜

合醫院、台中童綜合醫

院、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新樓醫院、高雄小港醫

院、門諾醫院、台東馬偕

醫院、署立屏東醫院、署

立宜蘭醫院、慈濟醫院台

北分院、投竹山秀傳醫院

共 19家實習醫院建教合

作。 

會資:辦理納稅服務隊之建教

合作。 

人文:辦理與慈濟基金會「慈

濟志業公費生訓練計

畫」。 

 

十 推廣教育 

．與校外學習型組織建立夥伴關係(進) 
95年 8月 3日與花蓮市碧雲莊

社區發展協會簽訂教育夥伴

關係。 

 

．辦理各項學分及非學分班推廣教育(進) 

1.第一學期非學分班：婦女養

生保健 A班、電腦硬體維修

DIY、腊筆話人生、瑜伽養生

與健美班(暑假班)、瑜伽養生

與健美班、足部健康按摩保健

班、拈花草-(初、高級班)、

探索生命的藝術-發現內在的

和平(初、進級)、社區志工培

訓班、木工進階技訓班、居家

看護短期技能訓練班。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推廣教育 

．辦理各項學分及非學分班推廣教育(進) 

2.第二學期非學分班：婦女養

生保健班、腊筆話人生、音

樂療法、CPR 急救訓練、瑜

伽養生與健美班、足部健康

按摩保健班、拈花惹草-

中、高級班、探索生命的藝

術-發現內在的和平(初、進

級)。 

 

．定期舉辦全民網路英檢(通識) 

1.2007/04/21全民網路英檢

初試。 

2.2007/06/03全民網路英檢

複試。 

 

．電腦推廣教育課程(電算) 

95上完成下列教育訓練： 

1.數位學習在教學或研究上

的應用(95.08.28，7人)。 

2.清華大學委託辦理校園多

媒體研習營(95.09.16，人

數 50人次)。 

3.數位課程設計實務教育訓

練(日期：95.12.20、

95.12.27、96.01.10，共 25

人次)。 

4.學生電腦軟體應用乙級(30

人)、丙級(44人)技能檢定

輔導。 

95下完成下列教育訓練： 

1.數位課程製作教育訓練

(96.03.14~96.06.27，預估

105人次) 

2.學生電腦軟體應用乙級(20

人)、網頁設計丙級(46人)

技能檢定考照輔導。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推廣教育 ．配合各科系推廣社區課程及培訓班(進) 

1.與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合

辦： 

(1)社區志工培訓班。 

(2)春的饗宴-社區植樹綠

美化暨花藝展活動。 

2.與台灣花蓮監獄合辦： 

(1)居家看護短期技訓班。 

(2)木工進階技訓班。 

3.與鬱金香花園合辦「DIY花

卉趣味創意組合盆栽設計

比賽」。 

4.與中華紙漿合辦「CPR急救

訓練」課程。 

 

十 

一 

推動多元入 

學取才 

．辦理各項多元入學聯合招生(教) 

1.四技各系申請入學招生會

議(96.4.24)。 

2.二技推薦會議(96.5.22)。 

3.五專護理甄選招生會議

(96.6.20)。 

4.二技護理系推薦甄選招生

會議(96.6.22)。 

5.四技各系推薦甄選招生會

議(96.7.5)。 

已順利完成 95學年度各項多

元入學聯合招生，總報到註冊

率 93 %。 

 

．辦理考招分離及各項多元入學說明會

及宣導(教) 

1.辦理考招分離(95.11.29)。 

2.辦理多元入學說明會

(95.12.16)。 

 

．參加全國技職教育博覽會(教) 
完成(教育部停辦技職教育博

覽會並改為網路博覽會) 

 

．辦理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學生專班獨立

招生(教) 

96.5.5辦理招生考試，並己完

成登記分發 

 

．辦理二技在職(專)班獨立招生(進) 

1.95學年度招收兩班： 

(1)進修部二年制護理系在

職專班一班 50名。 

(2)二技進修部護理系一班

50名。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持續落實慈悲喜捨生活教育(學) 

學:透過生活品德教育強化慈

悲喜捨之素養。 

生輔組： 

1.利用朝會加強生活品德教 

育宣導。 

2.定期實施服裝儀容檢查， 

要求學生言行符合端正莊 

重之標準。 

3.定期舉辦「防制黑道勢力介

入校園」專題講座，嚴防幫

派勢力介入校園，維護純淨

學習環境。 

4.95年 12 月 20日舉辦「友愛

校園攝影比賽」，倡導慈悲

喜捨精神。 

 

．推動學生社團自我發展及社區關懷

(學) 

課指組： 

帶動中小學:22件。 

社區服務:43件。 

 

．推動社區照護認證課程(各系) 
放:95學年度上學期辦理復興

國小原住民課業輔導。 

 

．落實學生自治，培養學生民主素養(學) 

學: 

1.95年 10 月 11日及 96 年 4

月 18日辦理「民主法治教

育專題講座」，使學生建立

正確認知，培養民主素養。 

2.95年 10月 26日辦理校外參

觀活動，帶領學生參觀花蓮

地檢署。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強化學生慈濟人文及品德教育 

(各系)(通識) 

生輔組： 
1.95年 12 月 20日舉辦「促進

品德教育四格漫畫比賽」，
藉由競賽活動，激發學生自

覺自律精神。 
2.96年 5 月 27日辦理「促進

品德教育種子研習營」，由
各班風紀與服務股長參

加，學習團體領導技巧，有
效推動班級品德教育。 

通:九十五學年第二學期正式
推動情境禮儀教學，共計

19門課，（含六門四技必修
慈濟人文，以及四技通識

選修情境英文語用、影像
與醫療文化史、書法與硬

筆字藝術、西洋文化近代
史、鍵盤樂、真善美花道、

茶學世界；五專通識選修
金庸小說的情感世界、莊

子的寓言故事、鍵盤樂、
茶道入門、真善美花道-靜

思花語、台灣民俗文化）
利用情境教室境教，規定

服儀評量或自評。 
人文: 

發展特色研究 
95學年度辦理親善大使培訓

課程三階段，共計 60位人次
參加。 

第一階段  96.4.14-15 
第二階段  96.5.19-20 

第三階段  96.7.7~11 
並於96.7.15-96.7.28聯合幼

兒保育系帶領 17位同學前往
馬來西亞進行海外建教合

作、教育志工暨人文國際交
流，同行師長：5名。 

護:配合通識中心開設慈濟人
文課程與辦理生命教育活

動。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強化學生慈濟人文及品德教育 

(各系)(通識) 

物:結合人文室辦理相關人文

關懷活動，如醫院志工、

親善大使等。並於低年級

課程中融入醫療志工項

目，鼓勵學生實際參與，

培養人文關懷精神。 

幼: 

1.960714-960728學生參與馬

來西亞教育工活動，發揮慈

濟精神。 

2.本系兒童社區工作課程辦

理一系列與學齡兒童互動

課程，融入社區服務，培

養學生樂於參與服務的精

神。 

放:系學會辦理鯉魚潭淨灘活

動。 

醫:配合通識中心及人文室辦

理慈濟人文系列活動。 

會資:融入課程及生活教育中。 

資工:960330舉辦精舍參訪及

舉辦資訊志工訓練，參

與志工人數 27人，志工

教育訓練 10次共 63人

次參加，合計志工服務

時數 202小時。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持續落實尊重生命特色(各系)(通識) 

通: 

1.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關

懷生命研習營共計學生學

員 279名，工作人員 165名

（含學生 85位、校內職員

10位、校外職員 70位）。 

2.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關

懷生命研習營共計學生學

員 260名，工作人員 187名

（含學生 91位、校內教職

員 10位、校外職員 86位）。 

3.九十五學年第二學期無語  

良師感恩追思會共計五專

部一年級學生 194名，大

學部學生 45名，學生工作

人員 16人。 

護:配合通識中心開設慈濟人

文課程與辦理生命教育活

動。 

物:融入低年級物理治療概論

等課程，推動醫療服務志

工，感受醫療環境中生命

尊重的課程。 

幼:鼓勵同學選修生命教育課

程。 

放:95學年度持續辦理復興國

小原住民小朋友課業輔

導。 

醫:配合通識中心及人文室辦

理相關系列活動。 

會資:融入課程及生活教育

中。 

資工:推動資訊志工培訓計劃

及服務。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與特色 
．設置各系專業特色研習班,課程(各系) 

護: 

1.設置中醫護理學程。 

2.設置「傷口護理」非同步遠

距課程。 

物:健康促進學程除配合本系

必修之課程，另開設長期

照護、體重管理、動作發

展學、疼痛物理治療等課

程。 

幼:本系配合推廣教育及專業

特色，開設丙級保母技術

訓練課程，本係於95學年

度開設早期療育與幼兒融

合教育，各2學分，培養學

生專業專長。 

放: 

1.對校外，放射技術系開設

「輻射安全防護繼續教育

課程」，95年度計有中華紙

漿公司共10名輻射從業人

員參加；並提供7場次的醫

事放射師繼續教育課程(宜

蘭縣公會5場，花蓮縣公會2

場)。 

2.對校內，本系於通識選修課

程中，針對四技各系班級開

設有「輻射與人生」課程，

介紹認識我們周遭環境的

輻射、應用與安全。 

醫:對校外，醫管系至吉安鄉

公所開設「全面品質經營

計劃課程」， 至花蓮地政

事務所開設「全面品質經

營計劃課程」。 

會資:配合本系課程辦理。 

資工:95學年度資訊工程系開

設「軟體工程學程」。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發展特色研究(秘,人文,各系) 

護: 

1.卓麗貞-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偵測乳癌組織內雄性激素

受體（950101-951230）。 

2.楊天賜 可見光光觸媒薄膜

與粉末的製備與性質探討 

（950101-951230）。 

3.戴國峰 藉由腺病毒載體運

送 IL4基因來延長異種間

皮膚移植的存活時間

（950101-951230）。 

4.張玉婷 泰雅族隔代教養祖

母的養育經驗

（950101-951230）。 

5.黃久華 嘉義縣 B肝帶原者

的 B肝知識與追蹤檢查之

相關因素探討

（950101-951230）。 

6.秦毛漁 社區老人生理、憂

鬱、認知與跌倒相關性探討

（950101-951230）。 

7.李欣慈 以社區為基礎的護

理衛教措施對輕度中風患

者的成效

（950101-951230）。 

8.羅淑芬 癌症病患面臨腫瘤

傷口之生活經驗

（950101-951230）。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發展特色研究(秘,人文,各系) 

9.吳美惠 社區志工對老年憂

鬱症的知識與態度及相關

因素探討

（941001-95831）。 

10.許彙敏-唐傳奇中女俠形

象研究

（950801-960731）。 

11.羅文瑞- OCSO同分異構

物:OCSO在氬間質中的紅

外吸收光譜

（950801-960731）。 

12.湯麗君-問題導向學習法

之內在動機促進因素實證

研究（950101-951231）。 

13.陳淑玲-台灣東部,北部地

區女性婦癌及乳癌患者使

用輔助另類療法之研究調

查（950801-960731）。 

14.梁巧燕-「理一分殊」在儒

家哲學的意義

（950801-960731）。 

15.牛江山-人參皂苷(Rh2)取

代皮質類固醇

(Dexamethasone)以誘發

脂肪細胞(3T3-L1)。 

16.林珠茹-老人社區參與和

生命意義的相關因素探討

（950801-960731）。 

17.宋惠娟-護理之家照護人

員對失智老人施行音樂措

施的認知及臨床運用之探

討（950801-960731）。 

18.吳淑貞-台灣護理人員對

輔助與另類療法的態度與

運用（950801-960731）。 

19.陳妙星-兒童癌症家庭處

理模式

（950801-960731）。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發展特色研究(秘,人文,各系) 

物:特色研究有骨科物理治療

(楊志鴻、王靜怡、范惠

芝)、心肺物理治療(李志

偉、黃千惠)、神經物理治

療(吳育儒)及兒童物理治

療(施教諭)，四個主軸。 

幼:配合系與教師專長研究特

色強調特殊教育以及偏遠

地區托育機構課程。 

研究案1:學前融合教育成

效之研究，鄭雅莉老師。 

研究案2:幼兒園所教師的

發展合宜教學信念與實

踐，施淑娟老師。 

放:95學年度以細胞與分子輻

射生物相關研究為主要特

色。 

醫:對校外，醫管系至吉安鄉

公所開設「全面品質經營

計劃課程」， 至花蓮地政

事務所開設「全面品質經

營計劃課程」。 

會資:鼓勵教師個人特色研

究。 

 

．舉辦人文講座及藝文活動(通識) 

1.96.05.18「生命的信願行讀

書會（一）」教師14名。 

2.96.06.01「生命的信願行讀

書會（一）」教師15名。 

3.96.02.01「生命的信願行」

高雄音樂會共計250人。 

4.96.03.17「生命的信願行」

台北音樂會共計100人。 

5.96.04.01「生命的信願行」

花蓮音樂會共計260人。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繼續辦理原住民免費就讀制度(學) 完成，配合辦理。  

．繼續辦理公費就讀制度(人文) 

95學年度共有 14位畢業公費

生進行延履約申請。95學年度

公費生合計 28名。 

 

．繼續「慈懿家庭」特色(人文) 

每學期舉辦四次慈誠懿德活

動:慈誠爸爸懿德媽媽並於寒

暑假到懿德孩子家庭進行家

訪，和學生家長進行互動。 

 

．建置各處室特色網頁(各處室) 

教:己建置教務處特色網頁。 

學:已建置。 

總:持續維護更新環保特色網

站。 

秘:已建置完成。 

人文:人文心慈濟情。 

通:配合無障礙網頁平台，已進

行網頁重整。 

人:每月更新中。 

進:不定期更新本部網頁資

料。 

研:定期上傳審視研發中心所

舉辦各項活動之活動照片

內容。 

護:96年7月31日前陸續完成。 

物:「物理治療面面觀」特色

網頁。 

幼:幼保系特色網頁為阿保劇

場已建置完成。 

醫:「醫務管理專題」特色網

頁96年7月31日前更新完

成。 

會資:已建置，持續更新維護。 

 

．收集校史文物，充實校史室(秘) 持續收集整理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三 

提昇學生素

質能力 

．提昇學生英文能力及檢定合格率(通) 

1.2006/12/20全校大學部通

識能力競賽聽力與閱讀能

力達 CEFA2級 59人(407人

應試)。五專部英文聽力達

CEFA2級 383人(641人應

試)。。 

2.2006/10/23通過 CEFA2級

複試 6人。 

3.2007/04/21 NETPAW(全民網

路英檢) 

通過 CEFA2級複試 12人(29

人應試)。 

通過 CEFB1級複試 2人(14

人應試)。 

CEFB2級複試通過 1人(1人

應試)。 

4.2007/06/03 NETPAW(全民網

路英檢) 

CEFA2複試通過 3人(12人

應試)。 

CEFB1複試通過 1人(2人應

試)。 

CEFB2複試通過 1人(1人應

試)。 

2006/10/2

3為發証日

期。依據本

校「慈濟技

術學院英

語能力檢

定獎助金

設置辦法」

申請人數

提報。 

．研(修)訂外語學程及全英語授課科目

(通) 

尚未有外語學程或系科開設

全英語授課科目。 

 

．提昇學生國語文寫作及閱讀能力(通) 

國文老師評選並指導全校每

月一書心得寫作競賽(一學年

六次)、青蓮文學獎徵文(含小

說、散文、新詩三組，一學年

一次)及原住民徵文比賽(徵

稿對象為全校同學，一學年一

次)，核發優勝者獎金並將優

良作品刊登於刊物上，有助提

升國語文寫作及閱讀能力。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三 

提昇學生素

質能力 

．開設證照相關輔導課程(各系) 

護:開設原住民考照輔導班。 

物:開設物理治療專題概論配

合證照輔導課程。 

幼:配合學生需求，開放丙級

保母技術士技能訓練場

地，於960415-960428辦理

完成。 

放:95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開

設有放射技術專題討論、

放射治療專題討論、臨床

放射診斷技術、核子醫學

專題討論、基礎醫學專題

討論五門選修課(共10學

分)之證照相關輔導課

程。另於第十四週起至考

前仍有一系列(約80小時)

之輔導課程。 

醫:95學年度開設證照輔導課

程為電腦軟體應用乙丙

級、網頁設計丙級檢定輔

導。 

會資:由專業專任教師於專業

課程中輔導證照考。 

 

．結合遠距教學計劃提昇學生資訊素質

能力(電)

結合遠距教學平台建置私房

教師系列數位學習教材網際

網路版(13套)， 內容包括文

書處理、影像製作、網頁設

計、程式設計及3D動畫製作等

全方位數位學習教材，提昇學

生資訊素質能力。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辦理自治幹部研習(學) 

學: 

1.每學期舉辦「班級、宿舍及

社團自治幹部研習」，使自

治幹部了解工作職務，提升

領導統御能力，充分發揮自

治功能。 

  （1）95上：95.09.19 

  （2）95下：96.03.06 

2.每學期召開自治幹部座談 

會，增進學校與學生溝通 

，建立共識，促進向心。 

（1）95上：96.01.10 

（2）95下：96.06.27 

 

．輔導工讀學生(學) 

學: 

1.定期辦理工讀生講習，使工

讀生認知權利與義務，建立

基本安全知識與應變能力。 

（1）95上：95.9.27，校內

工讀生 164人）。 

（2）95寒假：96.1.23。 

（3）95下：96.3.21，校內

工讀生 164人，校外

工讀生 45人） 

  （4）95暑假：96.7.9 

2.95年 12月 21日舉辦工讀生

座談會，有效協助解決工讀

生問題，計 193人參加。 

3.編印「工讀生寶典」，轉發

校內外工讀生參考運用。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學) 

學: 

1.每學年訂定「交通安全教育

實施計劃」，並據以執行，

積極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2.95年 10 月 4日舉辦「交通

安全專題講座」，實施交通

規則講解與案例宣導，參加

學生 277人。 

3.95年 10月 10至 20日辦理 

「社區宣導及服務工作」，

擴大宣教層面及效果。 

4.95年 12月 11至 20日辦理

安全帽彩繪比賽，藉由活動

提醒學生騎乘機車戴安全

帽的重要。 

5.95年 12 月 27日協調花蓮

監理站到校舉辦「機車駕駛

執照考試」服務，提醒學生

養成守法之良好習慣。 

6.96年 4 月 4日舉辦「交通

安全專題講座」，實施交通

規則講解與案例宣導，參加

學生 277人。 

7.95年 12 月 12日及 96 年 6

月 12日召開「交通安全委

員會」，定期檢討教育成

效。 

8.利用朝會時機加強宣教。 

 

．實施整潔、秩序競賽(學) 

1.每日執行宿舍內務及環境

檢查，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2.每週實施班級與宿舍整潔

秩序競賽評比，每週三朝會

公怖成績及頒獎，激勵學生

培養團隊精神與整齊清潔

之生活習慣。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推動環保、衛保教育(學) 

1.美化資源回收箱比賽
95.09.20-27、96.03.07-16 

2.化腐朽為神奇-環保創意比賽

96.04.12 

3.環保股長幹部訓練
95.09.19、96.03.06 

4.服務股長幹部訓練
-95.09.18、96.03.05 

5.傳染病防治衛教單張設計比

賽 96.04.09 

6.急救訓練活動 95.04.01、
95.12.02 

7.捐血活動 
95.03.15、95.05.24，

95.10.04、95.12.06 
8.教職員保健研習 

96.05.03 
9.衛生教育有獎徵答活動

95.10.04 

 

．健康檢查、追蹤及缺點矯治(學) 

1.健康檢查：95.09.18-19 

完成新生健康檢查。 
2.追蹤：針對患有特殊疾病之

新生進行相關衛生教育。各
項主題如下： 

B型肝炎：95.11.08 
肺結核：95.11.13 

癲癇：95.11.24 
脊柱側彎：95.11.24 

梅毒：95.11.28 
關節炎：95.12.19 

氣喘：96.03.21 
疥瘡：96.03.23 

甲狀腺機能亢進：96.04.11 

地中海貧血：96.04.18 

蠺豆症：96.05.09 
3.缺點矯治： 

B型肝炎疫苗注射 
第一劑：95.11.22 

抗體抽血：95.12.26 
第二劑：96.01.17 

第三劑：96.06.20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餐飲衛生管理(學) 

學: 

1.定期召開伙食幹部會議，適

時檢討餐飲、設備、衛生等

問題，積極改善缺失，提供

營養衛生之餐飲與舒適的

用餐環境。 

2.定期召開「膳食委員會議

議」，審查相關部門合約

書，並綜整餐飲、衛生、設

備等問題，有效檢討改進。 

衛保組： 

1.每週進行餐廳及福利社環

境衛生檢查。 

2.每日留存三餐食物樣品備

查。 

 

．實施每週環保及資源回收競賽(學) 

1.每學期3-16週舉辦「班級資

源回收競賽」。 

2.每學期 2-17週舉辦「校園

整潔競賽」 

 

．開辦家醫科駐診(學) 

每學期 1-18週,每週 1至 5中

午 12:10-13:40由慈濟醫院

醫師至健康中心駐診。 

 

．個別、小團體諮商輔導(學) 

95上:95.9.18-96.1.20個別

諮商共 337人次，團體輔導共

49人次。 

95下:96.3.5-96.6.5個別諮

商共 392人次，團體輔導共 60

人次。 

 

．心理衛生宣導活動與資訊提供(學) 

95上: 

1.96.2月出版輔導手札「專屬

於我…my young」 

2.輔導專欄(每月一次) 

95下: 

1.輔導專欄(每月一次)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舉辦輔導知能研習(學) 

95上: 

1.95.11.15舉辦性騷擾性侵

害防治講座(導師輔導知能

研習) 

2.95.12.27舉辦焦點解決模

式應用講座(導師輔導知能

研習) 

3.95.10.12專兼任輔導老師

個案研討會 

4.95.11.14專兼任輔導老師

團體督導會 

5.95.11.25心理測驗應用工

作坊 

6.95.12.9高危險群學生的諮

商與輔導工作坊 

7.96.1.10專兼任輔導老師個

案研討會 

95下: 

1.96.3.7專兼任輔導老師個

案研討會 

2.96.5.1專兼任輔導老師團

體督導會 

3.96.5.2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講座(協辦) 

4.96.5.5心理測驗倫理工作

坊 

 

．心理疾病諮詢醫師服務(學) 

95上: 

1.95.9.26-96.1.16共 18人

次接受醫生服務。 

95下: 

1.96.3.12-96.6.12共 18人

次受醫生服務。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學) 

95上: 

1.95.10.18「北國性騷擾」電

影賞析。 

2.95.10.21分手的藝術兩性

工作坊。 

3.95.10.25「超完美嬌妻」電

影賞析。 

4.95.11.1家庭暴力防治講座 

5.95.11.15性騷擾性侵害防

治講座。 

6.95.12.6平等交往的兩性關

係講座。 

95下: 

1.96.5.26「你/妳想說什麼」

兩性溝通工作坊。 

2.96.5.2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講座(協辦)。 

 

．學生生涯發展規劃輔導(學) 

95上: 

1.95.11.22生涯規劃座談會。 

2.95.12.13「十月的天空」電

影賞析。 

3.95.09.30-95.12.08高年級

就業輔導活動。 

95下: 

1.96.3.31生涯規劃工作坊

A、B團。 

2.96.4.19「奔騰年代」電影

賞析。 

3.96.5.30生涯規劃講座。 

4.96.4.4-96.5.2高年級就業

輔導活動。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教) 

1.95上學期教師課業輔導開 

設科目計 15科 24班；報 

名人次 772人(數學、化 

學、基礎英文、實用英文 

、物理治療導論、肌動學 

、解剖學、解剖學實驗、 

病例管理與疾病分類、初 

級會計、中級會計、基本 

護理學及產科護理學實 

驗)。 

2.95上學期小老師課業輔導 

被輔導人次計 463人。 

3.95下學期教師課業輔導開 

設科目計 10科 15班；報 

名人次 460人(解剖學實 

驗、內外科護理實驗、微 

積分、切面解剖學、中級 

會計、放射治療專題討 

論、臨床放射診斷技術、 

放射醫學實務、離散數 

學)。 

4.95下學期小老師課業輔導 

被輔導人次計 626人。 

 

．辦理各項學藝競賽及評量(學,教) 

教: 

1.95 上學期通識能力競賽辦

理時間 95.12.20，科目:英

文;95 下學期通識能力競賽

辦理時間 96.05.23，科目:

社會學。 

2.95 上學期作業抽查辦理時

間 95.12.06，優良作業計

48名:95下學期作業抽查辦

理時間 96.05.23，優良作業

計 41名。 

學:補助各社團辦理。 

 

．定期出版校訊(教) 
95學年度出版 6期校訊 

(43期至 48期) 

 

．舉辦校友座談(學) 
物:辦理畢業校友座談會

(96.5.30)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查核學生缺曠課情形(學) 

1.上課點名工作責由副班代  

執行，點名狀況每日輸入  

電腦系統。 

2.每週統計曠缺情形，列印  

明細表轉發各班公告，並  

以電子郵件通知導師加強  

輔導。 

3.每兩週印製學生個人曠缺  

紀錄表寄送家長，通知家  

長協助提醒學生準時到校  

上課。 

 

．落實志工培訓及志工服務(學,人文) 

學: 

95上: 

1.輔導志工在職訓練，

95.12.4上台台風訓練，

95.12.7海報排版概念教

學，95.12.11電腦繪圖教

學，95.12.14網站架置。 

2.輔導志工儲備訓練 

95.10.17輔導志工倫理與

守則，95.10.24輔導倫理與

守則，95.10.31助人歷程與

技巧使用，95.11.21助人技

巧解說與演練(一)，

95.11.28助人技巧解說與

演練(二)，95.12.5助人實

務經驗分享。 

95下: 

1.輔導志工在職訓練，96.5.7

溝通技巧，96.5.10影片剪

集，96.5.17台風主持，

96.5.21簡易插畫。 

2.輔導志工儲備訓練，同理心

訓練團體A團，96.3.19、

96.3.26、96.4.2、96.4.9、

96.4.16，同理心團體B團，

96.3.20、96.3.27、

96.4.3、96.4.10、

96.4.17。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落實志工培訓及志工服務(學,人文) 

人文:  

每學期舉辦一次一日志工服

務培訓，並於每週辦理各項志

工服務活動。共計有慈濟醫院

志工、環保志工、東區老人之

家志工、新芽志工、人文活動

志工等。 

志工服務培訓日期： 

1.95年 10 月 1日 

2.95年 11 月 26日 

3.96年 3 月 17日 

學生志工服務人次：共計1388

人次。 

 

．協助學生家訪工作(學,人文) 

生輔組： 

1.每學期責由導師及輔導教

官協助賃居生訪視工作，有

效掌握校外租屋學生安

全、生活及讀書情況，95

上：賃居生計136人，訪視

124人，訪視率91.18％。 

2.96年1月3日、6月20日召開

「賃居生座談會」，深入瞭

解賃居生困難，協助解決。 

3.編印「租屋小幫手」，提供

實用租屋簽約資訊，供賃居

生參考運用。 

課指組： 

951013、960327獎學金審查 

人文:於每學期初協助清寒獎

學金申請同學之家訪，

本校慈誠懿德會除了於

寒暑假進行個別學生家

訪，和學生家長進行互

動，並特別針對清寒獎

學金同學作家訪，訂時

間協助學務處提供相關

資料備查。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辦理尋根或人文活動(學,人文) 

人文: 

慈懿活動組 

1.95年12月9日、16日、23日、

30日辦理新生班級靜思精

舍尋根活動。 

2.95年12月12日至13日於花

蓮靜思堂辦理慈誠懿德精

進研習。（共400人參加） 

3.96年1月9日辦理全校學生

歲末祝福活動，共計一百三

十位同學參加。 

4.96年1月20-22日辦理寒假

志工人文營，共計一百一十

八人參加，工作同仁100人/

學生118人。 

5.辦理志工服務培訓課程三

梯次。 

教育文化組：  

1.95年11月22日辦理慈濟歌 

大家唱初賽。 

2.95年11月23日辦理慈濟技

術學院17週年慶人文系列

活動-茶花道課程。 

3.96年3月3日辦理元宵畫 話

元宵活動。 

4.96年4月11日辦理妙手生華

手語初賽。 

辦理95學年度五月人文月系

列活動： 

1.96年5月7日辦理慈濟人文

月推介禮/竹筒認養活動、

經典照片展、義賣活動。 

2.96年5月9日辦理慈誠懿德

感恩餐會。 

3.96年5月9日辦理浴佛典禮。 

4.96年5月10日辦理竹筒回娘

家-參加志工早會。 

5.96年5月17日辦理教職同仁

-靜思茶道 克己復禮。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辦理尋根或人文活動(學,人文) 

6.96年 5月 18-20日配合辦理
2007年慈濟教育志業人文

之旅。 
7.96年 5 月 22日辦理人文講

座-克己復禮 有禮真好。 
8.96年 5 月 29日辦理慈濟四

十一週年慶展參訪活動。 
於寒假舉辦志工人文營活

動。 

 

．推展校際藝文交流活動(學) 

學: 

95學年度共13項。 

1.學生會-95/11/28-非常相

聲-精緻說唱。 
2.國樂社-95/12/11-弦彩-二

胡音樂會。 
3.合唱團-95/12/20-歲末感

恩音樂會。 
4.學生會-95/12/22-憾動校

園-紅色圓舞曲。 
5.國樂社-95/12/29-紫華神

韻音樂會 II。 
6.鋼琴社-96/1/2-情有獨鍾

音樂會。 
7.國樂社-96/1/30-慈濟心蓮

關懷感恩音樂會。 
8.國樂社-96/3/15-95學年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獨奏比
賽)。 

9.國樂社-96/3/15-95學年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獨奏比

賽)。 
10.慈濟人文社-96/3/27-社

區音樂會。 
11.慈濟人文社-96/3/27-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 
12.慈濟人文社-96/4/21-社

區音樂會。 
13.國樂社-96/5/8-優美慈濟 

倡暢唱。 

 

．辦理校慶、畢業典禮等活動(學) 
1.校慶951129。 

2.畢業典禮960623。 

 

．辦理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學) 951013、960327獎學金審查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舉辦多元文化講座(學) 

1.95 年 10 月 26 日晚上 6:00

至 8:00 於互愛樓 103 軍訓

教室辦理多元文化講座－

「愛在原心飛揚」，講師為

笛布斯．顗賚小姐（阿美

族），師生共計 112人參加。 

2.95年 11月 3日於晚上 6:00

至 8:00 於互愛樓 103 軍訓

教室舉辦理多元文化講座

－「部落的呼喚」，講師為

瓦歷斯．諾幹先生（泰雅

族），師生共計 142人參加。 

3.96 年 4 月 10 日辦理多元文

化講座（一），主講者為督

固撒耘先生（撒奇萊雅

族），講題為「撒奇萊雅」，

活動時間為晚上 6：00 至

8:00，地點為互愛樓 103軍

訓教室，師生共計 175人參

加。 

4.96年 5 月 24日辦理多元文

化講座（二）「你懂我的明

白嗎?－談原住民傳播處

境」，講師為東華大學林福

岳教授，師生共計 123名參

加。 

 

．舉辦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學) 

1.95年 11月 21日下午 15:30

至17:30辦理原住民學生生

涯規劃講座「開創自己人生

奇蹟」，講師為伊央．撒耘

先生（阿美族），師生共計

104人參加。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舉辦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學) 

2.96年 6 月 5日晚上 6：00
至 8:00與「中華民國新女

性聯合會」合辦「如何防治
家庭暴力」巡迴講座，地點

為互愛樓 103軍訓教室，主
講者為花蓮地方法院家事

法庭法官陳淑媛庭長，師生
共計 81人參加。 

 

．舉辦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學) 

1.95 年 9 月 20 日舉辦全校原
住民學生座談會，說明本學

期注意事項，並發放書籍費
申請單、志工紀錄表等，師

生共計 220人參加。 
2.95 年 10 月 3 日舉辦學院部

原住民學生輔導座談，主講
者為迪魯‧法納奧老師（阿

美族），師生共計 16 人參
加。 

3.95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3:30
至 5:30 於學生生涯諮詢中

心團體輔導室舉辦五專原
住民新生輔導座談，講師為

迪魯‧法納奧老師（阿美
族）及護理系彭少貞主任，

師生共計 63人參加。 
4.96年 3月8日舉辦原住民學

生座談會，說明本學期注意
事項，並發放書籍費申請

單、志工紀錄表等，師生共
計 203人參加。 

5.96年 5月9日辦理原住民專
科部畢業生座談會，講師為

陳翰霖老師、進修部護理二
技朝毓玲同學（太魯閣

族）及日間部二技戴喬雲
同學，活動時間為晚上 6：

00至 8:00，地點為國學教
室，師生共計 12人參加，

會後索取資料者 24人。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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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舉辦原住民傳統工藝(藤編、織布 

、皮雕等)研習營(學) 

96年 5 月 26日辦理原住民木
雕研習營，於馬太鞍文史工作

室舉辦，講師為蔡義昌先生
（阿美族），師生共計 37人參

加。 

 

．舉辦原住民族語研習(學) 

95年 10 月 16日至 12 月 4日

舉辦阿美族語研習營，講師為
吳秋蘭小姐（阿美族），研習

時數 18小時，提供學生學習
族語的機會，並培養其參與族

語證照考試的能力，學員共計
30人。 

 

．舉辦原住民文化體驗營(學) 

96年 6 月 9日辦理「原住民文
化體驗營－－撒奇萊雅」，參

訪瑞穗鄉馬立雲部落、掃叭石
柱及奇來亞酒莊文物館，講師

為李順民老師，師生共計 45
人參加。 

 

．舉辦原住民文化交流音樂會(學) 

95年 12 月 5日晚上 6:00至
9:00辦理「原住民文化交流音

樂會」，邀請慈濟大學、玉山
神學院、原味醞釀、水源國

小、文蘭社區青年及本校磐石
社、原服社於國議廳聯合演

出，師生近 300人參加。 

 

．舉辦原住民徵文活動(學) 

95年 11月 20日原住民徵文比

賽徵稿截止，共計學院部投稿
7件，五專部投稿 10件，12

月 4日至 8日經由 4名評審老
師審稿，得獎作品公布於川

堂。 

 

．舉辦原住民攝影比賽(學) 

「還我原色攝影比賽」活動於

5月 25日截止收件，共計 12
件品參賽，彙整後送交評審老

師，於 6月 14日評審完畢，
並於 6月 20日升旗典禮公開

頒獎。 

 

．添購原住民博物館文物(學) 

95年增購原住民住屋模型 9
座，原住民文物 27件，原住

民特藏區圖書及影音共 179
件，並加裝原住民博物館監視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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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承辦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

教育計畫」(學) 

1.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經常門

補助經費 794,945元。 

2.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常門

補助經費新台幣74萬元整。 

3.95年度資本門補助經費

1,275,000元。 

 

．協助原住民學生申請獎助學金(學) 

1.95學年第1學期行政院原住

民族籍就讀大專院校獎助

學金獎助獎學金17名、一般

工讀助學金11名、低收入戶

工讀助學金7名，獎助總金

額為680,000元。 

2.95學年第 2學期行政院原

住民族籍就讀大專院校獎

助學金獎助獎學金 17名、

一般工讀助學金 13名、低

收入戶工讀助學金 9名，獎

助總金額為 760,000元。 

 

．協助原住民學生參加全國舞蹈.詩歌比

賽(學) 

1.96年4月11日本校原住民師

生共計72人參加「95學年度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榮獲

團體甲組中國民俗舞決賽

優等獎。原住民同學藉由比

賽與各校原住民社團交

流，也感受到共同為原住民

文化努力的熱情。 

2.95年 12月 9至 10日磐石社

社員 30人至台北市參加第

21屆北區技職院校「詩歌觀

摩會」詩歌吟唱比賽，榮獲

特優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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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追蹤原住民畢業生就學就業狀況(學) 追蹤時間未到。  

．統計並分析原住民學生從事志工服務

情況(學) 

統計時間未到。  

．規劃校內原住民專屬網站(學) 
94學年已完成校內原住民專

屬網站，持續更新中。 

 

十 

六 
教學與設備 

．申請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總) 
95年 11 月 27日完成報部，慈

技總字第 0950300041號。 

 

．規劃新設系實驗室與教室(各系) 

護:實證護理研究中心。 

物:95 學年度增設呼吸循環物

理治療實驗室。配合總務

處 4 月調查現有使用空間

及未來 5 年擬增空間調查

表，本系提出增設腦功能

研究室及行為研究室。 

放:95學年度持續細胞與分子

輻射生物實驗室、醫學物

理實驗室、核子醫學實驗

室共三間實驗室之建置。 

醫:新設醫務管理教學模擬教

室。 

資工:規劃建置行動資訊系統

技術實驗室。 

 

．增添新設系之儀器設備(各系) 

護:心電圖機、肺功能分析

儀、人體教學模型、心跳

變異率分析模組、小兒病

床、氧氣帳、黃疸照光燈、

亞培靜脈輸液、多功能兒

童模型、壁式氧氣面板、

五管鏡檢查組、雙相位電

擊器、成人插管模型、外

科傷口護理訓練模型、視

野計、眼底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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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教學與設備 

．增添新設系之儀器設備(各系) 

物: 

95 學年度上學期 

1.超音波掃描儀 1組。 

2.動作關節角度分析系統 1

組。 

3.肌電圖分析儀 1組。 

4.連續血氧測試儀 1組。 

5.呼吸肌耐力分析儀 1組。 

6.一氧化碳吐出測試器 2組。 

95學年度下學期 

1.基礎代謝分析儀 2組。 

2.肌電圖分析儀 1組。 

3.動作關節角度分析系統 1

組。 

4.動態平衡分析儀 1組。 

幼:93 學年度停止招生，不提

出規劃設置。 

醫:增添知識管理系統、醫療

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

統、spss統計套裝軟體。 

資工:新設及添購資訊工程系

電腦專業教室(1 間)及

軟體工程實驗室(1 間)

相關設備。 

 

．充實各系實驗室設備(各系) 

物:每學年均持續編列預算購

置儀器設備。 

幼:93 學年度停止招生，不提

出規劃設置。 

放:95 學年百萬元以上儀器有

細胞分子流量儀乙台，經

費編列於本校向教育部申

請之「細胞與分子輻射生

物實驗室之設置」發展學

校重點特色專案。 

醫:增添知識管理系統、醫療

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

統、spss統計套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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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教學與設備 

．充實各系實驗室設備(各系) 

會資: 

1.汰換會計資訊教室部份手

提電腦。 

2.ACL專業軟體之升級。 

 

．擴充研究大樓教學研究設備(各系) 

放:本系細胞與分子輻射生物

實驗室設置於研究大樓四

樓，95年度放射技術系以

「細胞與分子輻射生物實

驗室之設置」計畫申請教

育部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

點特色專案第二年計畫，

獲得教育部獎助435萬元

整。 

資工:添購系辦公室圖書及辦

公設備。 

 

．設置教學研討用討論室(教) 

已完成設置多功能E化教學討

論室，2間設在圖書館，1間設

在護理系。 

 

．設置影像教學實驗室(放) 精進樓109，100%完成設置。  

．設置放射生命醫學實驗室(放) 

名稱改為細胞與分子輻射生

物實驗室，設置於研究大樓四

樓，預計完成90%。 

 

．設置醫學物理實驗室(放) 感恩樓304，80%完成設置。  

．設置核子醫學實驗室(放) 精進樓108，80%完成設置。  

．提昇與增購會計專業教學軟硬體(會資) 1.汰換會計資訊教室部份手

提式電腦。 

2.ACL專業軟體之升級。 

 

．建置英語語文中心(通識) 於95.11.01正式啟用英語情

境教學中心。 

 

．精緻化人文區及靜思茶軒設施(人文) 

感恩總務處營繕組協助將茶

軒外天花板設置完成，和茶軒

行程一體感。茶軒內還設有投

影、音響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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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教學與設備 ．校外教學參觀活動(各系) 

護:日二技精神科實習之需，

至玉里醫院參訪。 

物: 

1.96.3.17舉辦醫院參訪－羅

東博愛醫院及聖母醫院復

健科。 

2.96.6.25參訪門諾基金會之

物理治療介入長期照護現

況與成效。 

3.96.7.6參訪振興復建醫學

中心物理治療部門之水中

運動治療課程。 

幼:配合課程規劃 

1.幼四四甲台北地區托育機

構參觀於960326-960330辦

理完成。 

2.進幼二三甲台北地區托育

機構參觀於950817-19，

951116-18辦理完成。 

放:上學期由四位本系教師分

四組帶領二年級甲、乙班

學生，至花蓮慈濟醫學中

心之影像醫學部、核子醫

學科、正子造影中心、放

射腫瘤科舉辦校外教學參

觀活動(95.12.15)。 

醫:醫管系95學年度由任課老

師帶領同學參觀慈濟醫

院、門諾醫院、花蓮縣衛

生局、門諾基金會、羅東

博愛醫院、羅東聖母醫

院、玉里榮民醫院、東區

健保局、署立花蓮醫院、

疾病管制局、北國泰聯合

診所。 

會資:辦理四年級參訪台灣菸

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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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教學與設備 

．增（修）編教學規範(各系) 

護:96年 3 月 31日完成。 
物:配合教務處作業於電腦開

課課程中增(修)編各科教
學進度表。 

幼:配合學校開設課程進行完
成。 

放:每學期修訂教學規範。 
醫:每學期期初專任教師均完

成上網填寫教學規範。 
會資:配合辦理。 

資工:增編95學年度資訊工程
系教學規範。 

 

．增（修）編各科目中英文課程說明(各

系) 

護:96年 3 月 31日完成。 
物:配合教務處作業於電腦開

課課程中增(修)編各科中
英文課程說明。 

幼:配合學校開設課程進行完
成。 

放:每學期修訂中英文說明。 
醫:每學期專任教師均完成上

網填寫中英文課程說明。 
會資:配合辦理。 

資工:增編95學年度資訊工程
系各科目中英文課程說

明。 

 

．添置電腦輔助教學軟硬體(各系) 

護:購置質性分析軟體。 

物:95學年度無電腦輔助教學
軟硬體之採購。 

幼:配合專題研究課程，及教
師研究計畫，於研發中心

合作使用SPSS 統計軟體
一套。 

放:95學年度放射技術系無電
腦輔助教學軟硬體之採

購。 
醫:增添知識管理系統、醫療

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
統、spss統計套裝軟體。 

會資:95學年度增購ACL專業
軟體之升級。 

資工:添購電腦及投影機等教
學設備。 

 

．添置教室投影機及手提電腦(教) 已編製 96學年度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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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教學與設備 

．無線網路建置，寬頻專線拓增(電) 

1.已於96學年度編列全校無

線網路建置預算。 

2.對外頻寬專線已擴增至

300Mbps。 

3.提昇至12路ADSL備援網路。 

 

．添置及維護無線區域網路設備(電) 

添置區域網路安全管控稽核

系統及擴充電子郵件伺服器

硬碟儲存空間及汰換主機硬

碟。 

 

．添置及維護多媒體製作設備及軟體(電) 
添置Macromedia Studio 8及

3D Max等多媒體製作軟體。 
 

．添置及維護校園高速網路設備(電) 

行政大樓網路更新工程，建置

宿舍 NAT 伺服器及汰換智

慧樓網路交換器。 

 

．輔導各系提昇專業電腦教室之軟硬體

設施(電) 

輔導資工系建置電腦教室及

軟體工程實驗室，提供各系電

腦相關設備採購資訊。 

 

．建置與更新知識管理系統與訊息平台 

(電) 

協助建置護理系及醫務管理

系知識管理系統。 
 

．清點移轉行為觀察室財產設備(幼保) 

財產移轉放置地點為知足

401，目前辦財產公告與移

轉，預計於9607移轉完成。 

 

．清點移轉教具製作室財產設備(幼保) 

財產移轉放置地點為包容

405，目前辦理財產公告與移

轉，預計9607移轉完成。 

 

．清點移轉音樂教室財產設備(幼保) 
目前已持續辦理移轉，預計於

95年7月完成。 
 

十

七 
圖書館資源 

．設置圖書館無線網路之學習環境(圖) 
全館無限網路己於 95年 9月

建置完成。 

 

．加強 2 間多功能Ｅ化教學討論室運用

(圖) 

護理系於 95上每週上課 4天 

使用次數為 83次；95下每週 

上課 3天使用次為 44次， 

95學年度共使用 127次。 

 

．充實館藏設備(圖) 

(1)總館藏量每年七千件成長。 

(2)西文圖書及多媒體教材每年至少 

2750件成長量 

95學年新增館藏 8469件； 

西文 2043 件、多媒體視聽

1008 件，故西文及多媒教材

95學年共 3051件成長。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七 圖書館資源 

．館藏特色(圖) 

(1)慈濟文庫特藏 

(2)原住民資料特藏 

(3)依各系發展特色為特藏 

1.95學年度慈濟特藏新增356

件,總館藏 4794件。 

2.原住民特藏新增 495 件,總

館藏 3000件。 

3.每月主題報導 96 年 1-3 月

介紹原住民各族相關資訊

及館藏做閱讀延伸。 

4.於 95 上學期彙整各系系科

發展特色，並於 95 下圖委

會修訂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提供學術研究服務與支援(圖) 

1.於圖書館網頁建置教師服

務專區。 

2.於圖書館網頁建置各系專

業資源網。 

3.配合各系於班週會時間到

各班上圖書館資源利用課

程。95學年共 5班。 

 

．圖書、視聽及期刊之增購與推廣(圖) 

1.於 95/4/18日實施「鼓勵閱

讀集點辦法」鼓勵師生多閱

讀，提升借閱率。 

2.加強宣導及實施與慈大、慈

中「圖書代借還服務」，及

「花東地區圖書互惠借書

協議」。 

3.提供新書優先編目，上架服

務及專區陳列，增加圖書借

閱之便捷性。 

4.95學年新增館藏為 8469。 

 

．加強外文期刊使用頻率及管道(圖) 

1.每月新到期刊目次掃描上

網。 

2.於現期期刊區標明期刊所

屬系科。 

3.教師可於每日 17:00後外借

西文期刊至隔日 09:00前歸

還。 

 

．推展「館際合作」服務項目(圖) 

1.館際合作件數 491件。 

2.館際合作教學每學期初各 1 

次。 

3.期中於每月單週星期二定 

期 10:00-11:00開課。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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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七 圖書館資源 

．加強與慈大圖書館資源共享服務(圖) 

1.每學期新生導覽宣導此項 
服務。 

2.發 DM 到各班宣導與慈濟大
學及中學代借代還服務。   

3.於學期期初及期末教務處
會議請各系主管轉達與慈

濟大學及中學代借代還服
務。 

 

．配合「花蓮地區大專院校圖書館館際
合作」服務(圖) 

1.95年 10 月 10日開始與花 
蓮地區五所大學校院圖

書館簽訂「東部地區大學
校院圖書館互惠借書協

議」 
2.96年 10月月主題報導專題

介紹。 

 

．持續落實「尊重智慧財產權」宣導(圖) 

1.95年 9月彙整各單位「貫徹

保護智慧財權」各單位執行
成果報告書。 

2.95年 12 月 6日辦理「花東
地區認識與保護智慧財產

權」研習會;共 4場次 244
人參加。 

3.於圖書館網頁連結智財產
局各相關網站。 

4.於 95年 12月每月主題報導
專題介紹智慧財產相關宣

導及館藏延伸閱讀。 

 

十

八 

重大經費預
算(萬元) 

(會計室編
列) 

．改善頂樓隔熱設施 300 
 

．增設教師研究室及實驗室、專案教室 800 
 

．加強宿舍區生活機能 200 
 

．景觀工程 150 
 

．新建機車停車棚 150 
 

．購置事務及教學儀器設備 

(增購中西文圖書期刊、教學儀器設
備、行政事務設備) 

7000 

 

．原住民職業教育經費 290  

．人事薪資保險費 19500  

．一般行政事務費 3600 
 

．校園及宿舍清潔費 500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十
八 

重大經費預
算(萬元) 
(會計室編
列) 

．餐廳伙食費 950 
 

．修繕維護費 650 
 

．教師在職進修及研究費 900 
 

．圖書館本金及貸款利息 490 
 

．學生各項教學及課業活動費 2350 
 

．原住民及公費生獎助學金 2600 
 

．學校績優、清寒及陳林金鶯、陳沼濤
等獎助學金 

850 
 

．學校工讀助學金經費 460 
 

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健康資料統計(學) 學生健康資料已電腦化並建
檔。 

 

．社團資料電腦化(學) 完成。  

．推行學生全人護照電腦化及網路化(學) 於 900704訂定實施辦法，並
電腦化及網路化。 

 

．增（修）訂學籍管理系統(教) 修訂畢業生資格審查系統。  

．增（修）訂課程、成績管理及其他教
務行政相關系統(教) 

95下學期通識中心及物治系
修訂部份學習反應評量題目
及電腦系統。 

 

．學籍及成績資料光碟處理及儲存(教) 
例行性備檔(含教務處及電算
中心) 

 

．實施學生教學反應評量電腦化及教學
評鑑運用(教) 

1.學生學習反應評量電腦化 
於 95.12.31完成。 

2.95 學年度第 1 學期評量於
96.01.08-96.01.19 完成學
生上網填答.96.03.30 公告
各系。 

3.95學年度第 2學期評量於
96.06.25-96.07.06學生上
網填答。 

 

．自動化成績申請系統(教) 己完成建置自動化成績申請  

．學生上網選課(教) 

1.95學年度第1學期 
預選時間:95.09.04-09.08 
新生選課:95.09.14 
加退選:95.09.20-09.25 

2.95學年度第2學期 
  預選時間:96.02.12-02.16 
  加退選:96.03.0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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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提升總務系統資訊化(總) 
依實際執行需求，持續建置各
資訊系統及擴充各項系統功

能。申請電子郵遞服務。 

 

．人事業務電腦化管理作業(人) 與電算中心討論執行中。  

．增（修）訂出退勤管理作業(人) 與電算中心討論執行中。  

．各項業務流程標準化作業(人) 與電算中心討論執行中。  

．學校規章辦法上網查詢(秘) 已建置完成。  

．公文列管追蹤案電腦化(秘) 已建置完成。  

．各處室簡介網頁、專題特色網站(各處

室) 

教:特色網頁96.06.13完成更

新。 
總:持續維護更新總務處網頁

與環保特色網站。 
秘:已建置完成。 

人文:人文心慈濟情。 
通:配合無障礙網頁平台，已進

行網頁重整。 
人:不定期更新。 

進:不定期更新本部網頁資
料。 

研:均依學校規定，定時增
(修)改研發相關資料。 

圖:網頁及專題特色網站最近
更新日為96/6/20。 

電:持續更新維護電算中心網
頁。 

護:96年7月31日前陸續完成。 
物:已建置，持續更新維護中。 

幼:幼保系網頁及專業特色網
頁皆已建置完成並持續更

新中。 
放:95年度每月均更新本系網

頁，輻射安全防護網為本
系特色網站。 

醫:95學年度(96/5/21)完成
醫管系網站之修改。 

會資:已建置，持續更新維護
中。 

資工:建置及持續更新維護資
訊工程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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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推動線上自學機制(通) 
英語情境教學中心英語線上
自學時數93小時，75人次。 

96.04.11-9
6.06.21 

．校內研究計畫申請作業流程電腦化(研) 

電算中心應允將於96.08.01
起，規劃研發中心之校內研究
計畫申請作業流程電腦化作
業。 

 

．校內研究計畫成果獎勵作業流程電腦
化(研) 

電算中心應允將於96.08.01
起，規劃研發中心之校內研究
計畫申請作業流程電腦化作
業。 

 

．會計管理系統電腦化(會)   

．學生學雜費系統(會)  
 

．WWW製作與強化(電) 
持續更新本校首頁並加強各
單位教職員網頁製作訓練。 

 

．行政系統電腦更換(電) 
依計畫逐年更換老舊行政系
統電腦。 

 

．寬頻網路建置(電) 
提昇對外頻寬專線已擴增至
300Mbps及12路ADSL備援網
路。 

 

．資料庫-各項校務行政資料整合(電) 已整合各項校務行政系統於
單一入口網站。 

 

．無線區域網路架設(電) 
架設醫務管理系研討室無線
區域網路。 

 

．現行系統手冊修訂(電) 
配合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新增
功能及異動修正現行系統相
關手冊。 

 

．單一入口網站組建(電) 已完成單一入口網站組建。  

．個人化訊息平台建置(電) 
持續建置並整合個人相關訊
息。 

 

．現行系統修改及維護(電) 
95學年度至今已完成73件修
改及維護案。 

 

．新系統之開發(運用web架構)(電) 
開發電子餐卷、流用、規章辦
法管理、薪資等新系統。 

 

．校務電腦化系統發展及整合計畫(電) 
持續調查及整合各單位業務
系統電腦化至單一入口資訊
系統。 

 

．網路系統工程發展及整合計畫(電) 

行政大樓網路整合更新及通
識英語多媒體中心網路整合
建置及大喜廣場全校社團網
路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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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辦理電腦課程訓練： 
作業系統．資料庫．程式語言．WWW製作．

辦公室軟體．媒體製作．各系統開發．
網路(電) 

開辦數位課程設計實務及課
程製作、資訊志工軟體應用及

電腦維修及無障礙網站建置
等教育訓練課程。 

 

二
十 

福利措施 

．辦理員工子女就讀各教育志業體優待作
業(人) 960323完成。 

 

  ．辦理教職員工團體保險作業(人) 每月依人員異動執行。  

制．．制服管理作業(人) 

950928辦理冬季制服量身 
951101換穿冬季制服 

960315辦理夏季制服量身
960416換穿夏季制服 

 

員．．同仁健康檢查(人) 960109-0112辦理完成。  

制．．學生及教職員工早、午、晚餐補助(會)   

員．．往來銀行至校辦理存提服務(會)   

廿
一 

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辦．辦理在職教育研習(各處室) 

教:96.07.05辦理教職同仁在
職教育研習會-「創造思考

訓練」。 
學:960502東區大專院校導師

工作研習。 
總:96.03.14辦理電子公文製

作研習。 
人:960501與電算中心合辦

「個人電腦資訊安全」講
習。 

研:定期舉辦「資深教師論文
發表會」暨「生物統計研

習營」。 
圖: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暑期研習班,日期為
95/7/24-95/8/16,共4位

同仁參加。 

護: 

1.95.11.3舉辦輔助治療研習
會。 

2.95.12.8舉辦培力為精神－
婦女生命經驗為主體之周

產期健康照護研習。 
3.96.5.8舉辦肥胖兒童的飲

食與健康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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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一 

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辦理在職教育研習(各處室) 

護: 

4.舉辦護理人文講座 6場。 

5.舉辦人文與課程講座 5場。 

6.實證科學系列研習 5場。 
7.960705-06舉辦健康介入策

略研習會。 

物:96.5.5辦理動脈硬化危險

因子面面觀－繼續再教育

課程。 

放:辦理本校輻射工作人員之

在職教育3小時。(參加人

員：蔡長書、陳拓榮、葉

善宏、劉威忠、李文禮、

洪茂欽) 

 

．辦理新進教職員工教育訓練(人) 950801辦理完成。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教: 

1.95.11.29 考招分離東區研

討會。 

2.95.12.16 多元入學東區說

明會。 

3.96.05.10-11 技專校院教務

主管會議。 

4.95.09.16 清華大學委託辦

理校園多媒體研習營。 

5.95.12.20、95.12.27、

96.01.10數位課程設計實

務教育訓練。 

學: 

95上: 

95.12.19-20 95年度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在職

教育訓練。 

95.11.17-18 受家庭暴力/高

關懷學生校園處遇知能研習

暨個案研討會。 
95.10.13 點亮生命教育部95

年度生命教育論壇。95.12.14 

教學心理與輔導 學系所評鑑

畢業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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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一 

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95下： 

96.5.14 96年度北二區大專

校院學務長暨輔導主任聯合

會議。 

96.5.18 校園憂鬱與自我傷

害三級預防工作研討會。 

96.5.21 學生輔導法草案說

明暨諮詢座談。 

96.1.17 性騷擾/性侵害事件

防治研習。 

96.4.27-28 第 2屆東台灣論

壇：常與非-常之間：失能、

復原與心理轉化。 

96.3.2-3 同志輔導工作坊 

96.3.31 慈濟大學諮商中心

個案研討會。 

96.4.2 行政院青輔會大專校

院職涯發展資源中心第一次

聯繫會報。 

總: 

1.95.09.19採購組參加「綠色

採購推動方案說明會」。 

2.96.01.29至96.02.02安衛

組參加教育部舉辦「安全衛

生師資培育研習營」。 

3.96.03.23保管組參加「倉儲

管理研習班」。 

4.96.05.29至96.05.30事務

組參加「總務管理研習

班」。 

5.96.05.31至 96.06.01採購

組參加「機關學校採購人員

實務精要班」。 

進:教務組及推廣教育組組員

參與無障礙作業平台訓練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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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在職

教育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圖: 

1.參加EMASE.COM資料說明會 

  (95/10/18)。 

2.參加CONCERT96上東區教育

訓練(96/3/9)。 

3.OCLC資料庫檢索教育訓練

(96/3/16)。 

4.MUSE傳技系統教育訓練

(96/6/8)。 

電:持續派員參加業務相關訓

練課程（數位訓練規劃師

課程、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檢定解題技巧及教學方

案、2006動漫遊戲國際論

壇、資安防護技術研討會

等課程合計11天，共4人

次）。 

護: 

1.95.12.6「認識與保護智慧

財產權」研習會 5小時。 

2.96.1.30網頁式教材設計 2

小時。 

3.96.1.31動畫式教材

(flash)元件製作（一）2

小時。 

4.96.2.1動畫式教材(flash)

元件製作（二）2小時。 

5.96.3.14公文製作進階課程

及新增功能說明 2小時。 

6.96.5.3教職員保健研習 2

小時。 

7.96.6.5全校教職員環安衛

教育訓練影片欣賞2小時。 

人文:參與慈濟基金會舉辦之

各項活動及精進研習，

如慈誠委員精進研習、

「傳承靜思法脈、弘揚

慈濟宗門」營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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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在職
教育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研:確實配合出席校外研發相

關業務之訓練課程。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物: 
1.2006年美國運動醫學學會

「運動治療師」(Exercise 
Specialist)專業認證研習

會(黃千惠、楊志鴻
95.8.10-8.13)。 

2.技專校院系科本位課程發
展研習會(黃千惠95.8.23) 

3.95年度建立區域性長期照
顧人力培訓及輔導機制計

畫(北、南區)－長期照顧專
業人力培訓：通識課程(吳

育儒95.10.21)。 
4.物理治療長期照顧基礎課

程 ( 吳 育 儒
95.10.28-10.29)。 

5.物理治療長期照顧進階課
程(吳育儒95.12.2-12.3)。 

6.動脈硬化危險因子面面觀
－繼續再教育課程(施教諭

96.5.5)。 
幼: 

施淑娟老師 
1.數位課程製作教育訓練，慈

濟技術學院。 
2.奧福音樂研習：音樂可以這

樣玩，960429。 
放:為中華紙漿公司辦理6小

時輻射安全訓練課程。 
醫: 

1.96/3/30藍毓莉老師參加菸
害防制種籽教師工作坊。 

2.96/5/20藍毓莉老師參加全
國醫管系所教學交流討論

會。 
3.95/12/5郭德貞老師參加統

計方法研習營。 
4.95/11/17郭德貞老師參加

spss使用者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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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5.96/5/31郭德貞老師參加跨

族群慢性病國際研討會。 

6.95/8/28系科本位課程發展

研習會。 

會資:職員積極參與相關單位

辦理之訓練課程。 

 

．增聘助理教授以上或博士學位資格教

師(人) 

95學年度增聘副教授1名、助

理教授2名。 

 

．獎助教師升等與學位進修(人) 95學年度獎助教師進修共計9

人。 

 

．獎助教師參加國內外研習、學術發表

(人) 

95學年度獎助教師國內外研

習迄今共計151人次。 

 

．辦理人文教育研習(人文) 

95學年度辦理「靜思茶道」「克

己復禮 有禮真好」講座-寅師

父（96.5.7）、蕭菊貞

（96.5.22）、經典100參訪活

動（96.4.24）慈濟四十一週

年慶展-靜思堂參訪活動

(96.5.29)，共計118位教職同

仁參加。活動持續辦理中。 

 

．推動教職員工志工服務及社會關懷(人文) 

95年10月14日、15日舉辦教職

員同仁慈濟醫院志工服務體

驗。 

 

．辦理電腦輔助教學研習會(電) 

開辦數位課程設計實務教育

訓練。（95.12.20、95.12.27、

96.01.10共25人次） 

 

．辦理各項電腦軟硬體教育訓練(電) 

開辦電腦軟體應用及硬體維

修教育訓練

（96.03.14~96.06.27）。 

 

．辦理遠距教學教材製作研習會(電) 

開辦數位課程製作教育訓練

（96.03.14~96.06.27預估10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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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學) 

95上: 

1.95.11.15舉辦性騷擾性侵

害防治講座。 

2.95.12.27舉辦焦點解決模

式應用講座。 

95下: 

1.96.5.2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講座(協辦)。 

2.96.7.4舉辦憂鬱自殺防治

講座。 

 

．辦理教學觀摩及教材教法等研習(教) 

96.1.22於期末教務會議辦理

教學觀摩，計有 7位教師進行

報告。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各系) 

護: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

進計畫-李玲玲、宋惠娟老

師已完成第一階段上課。 

物:本系 7 位專任教師均領有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證

照。 

幼:配合教師專長與需求，協

助鼓勵教師提出申請。 

放:本系教師均已有專業之證

照，(1)醫事放射師執照：

洪茂欽、李文禮；(2)輻射

防護師：葉善宏、蔡教務

長、陳拓榮、高志浩、高

潘福；(3)輻射防護員：劉

威忠；(4)醫師執照：高潘

福。醫:無。 

 

．教師參與臨床教學(物) 

物:專任教師於94學年度起每

週至慈院二個半天，協助

臨床教學。 

 

．舉辦 「生物統計研習營」(研) 舉辦「生物統計研習營」已於

95.09.05邀請林寬佳教授授

課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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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 

．校務會議(秘) 

1.95學年度第1學期：

95.9.22、95.10.31、

95.11.24、5.12.29、

96.01.24。 

2.95學年度第2學期：

96.03.06、96.07.11。 

 

．行政會議(秘) 

1.第68次:95.09.22。 
2.第69次:95.10.31。 
3.第70次:95.11.24。 
4.第71次:95.12.29。 
5.第72次:96.01.24。 
6.第73次:96.03.02。 
7.第74次:96.04.13。 
8.第75次:96.05.18。 
9.第76次:96.06.08。 
10.第77次:96.07.11。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秘) 
1.第1學期:96.01.17。 
2.第2學期:96.07.04。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秘) 
1.第1學期:96.01.15。 
2.第2學期:96.07.02。 

 

．導師會議(學) 

950913、951017、951121、

951226、960303、960410、

960515、960626。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人) 

1.95學年度上學期召開會議4

次。 

2.95學年度下學期迄今召開

會議4次。 

 

．經費稽核委員會(遴選) 

1.上學期:96.01.16。 

2.下學期:96.03.21、

96.05.02、96.07.04。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人) 

1.95學年度上學期召開會議1

次。 

2.95學年度下學期迄今召開

會議1次。 

 

．各處室、系、部務會議(處室,系,部) 

教:每學期召開期初及期末教

務會議 

學:不定期召開 

總:每月召開總務處處務會議

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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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 ．各處室、系、部務會議(處室,系,部) 

人文:每兩個星期召開人文室

工作協調會議。 

通:確實召開通識教育科評會

與通識教育中心教學研究

會議。 

進:進修推廣部部務會議已於

95年9月13日、96年01月22

日，96年3月01日召開。 

研: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研究

發展委員會。 

圖:每月召開一次館務會議

(95/9/6、10/11、11/15、

12/13、96/3/7、4/11、

5/9、6/13) 

電:持續召開電算中心（週、

月）工作協調會 

護:每學期初、期末召開系務

會議乙次。 

物:定期召開相關會議。 

幼: 

系務會議

（950912/951017/951114/96

0117/960303/960404/960510

/960605） 

教學研究會議

（950912/951114/960303/96

0510） 

幼保系整併慈大兒家系相關

人事暨財產協調會,960504。 

放:每月舉辦放射技術系系務

會議乙次。 

醫:每月舉辦醫管系系務會議

乙次。 

會資:按時召開系務會議、教

學研究會議，並不定時

召開課程規劃小組會

謨，系教評會議等。 

資工:定期召開系務相關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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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 ．各委員會會議(各委員會) 

教: 
1.出版品編審委員會95年8月

21日、96.7.11日。 
2.學分抵免:95.9.26、

96.3.20。 
3.應屆畢業生資格審查委員

會:95.12.22、96.5.29。 
總: 

1.每學期召開一次校園規劃
委員會議。 

2.每學期召開2次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委員會議、校園環保

小組委員會議、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委員會議、動物實驗

管理小組委員會議。 
3.召開2次總務會議。 

4.召開5次教補款專責小組會
議。 

5.召開1次採購委員會議 
學校衛生委員會。 

(96.01.19、96.07.03) 
通:無。 

進:推廣教育委員會議已於95
年11月17日及96年6月13

日召開。 
研: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研究

發展委員會。 
圖:95學年度上下學期各召開

一次圖書館委員會
(95/11/10、96/5/1)。 

電:持續召開計算機委員會及
校園電腦網路管理委員

會。 
護:每學期初、期中、期末召

開護理系教學研究會。並
不定期召開課程、組長、

招生等會議。 
放:每學期舉辦乙次之輻射安

全防護委員會，95學年度
上下學期共召開二次之輻

射安全防護委員會。
(95.11.07、9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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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 

．各委員會會議(各委員會) 

醫:每月定期召開系務會議。

其他會議(如：招生甄選小

組會議、系教評委員會等)

均按時召開。 

資工:定期召開系務相關會

議。 

 

．課程規劃會議(教) 

95.12.01召開95上課程委員

會;96.05.22召開95下課程委

員會。 

 

．招生會議(教) 
五專護理科招生會議

95.12.19、96.5.9。 

 

廿 

三 

 

校園安全 

．增設校園保全系統(總) 

1.增設宿舍區14支攝影機，校

區2支攝影機。 

2.整合善解樓三套保全系統。 

 

．增設校園路燈(總) 
增設宿舍區、體育組旁、中川

堂及大喜廣場等路燈8盞。 

 

．落實校園管理責任區(總) 

1.加設研究大樓一樓西側門

禁系統，於夜間啟動。 

2.每日警勤夜間查察各單位

門禁及電燈吊扇關閉情

行，並記錄後上呈。 

3.於連續假期要求各單位及

其管理空間，於休假前落實

水、電、門窗之關閉。 

 

．防震、防火教育(總) 

總務處與學務處合辦新生宿

舍消防逃生演練與宿舍夜間

緊急疏散演練。 

 

．學生宿舍逃生訓練(總,學) 

生輔組： 

1.95年 11月 1日辦理宿舍消

防逃生演習，參加學生 571

人。 

2.96年 5月 23日舉辦宿舍夜

間緊急逃生演練，參加學生

1134人。 

總: 

1.95.11.01與學務處合辦新

生宿舍消防逃生演驗。 

2.96.05.23配合學務處舉辦

學生宿舍夜間緊急疏散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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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 

．教職員工消防演習(總) 

96.06.05舉辦全校教職員工

環安衛教育訓練環保議題影

片觀賞「不願面對的真相」。 

 

．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學) 

1.每學年訂定「交通安全教育

實施計劃」，並據以執行，

積極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2.95年 10 月 4日舉辦「交通

安全專題講座」，實施交通

規則講解與案例宣導，參加

學生 277人。 

3.95年 10月 10至 20日辦理

「社區宣導及服務工作」，

擴大宣教層面及效果。 

4.95年 12月 11至 20日辦理

安全帽彩繪比賽，藉由活動

提醒學生騎乘機車戴安全

帽的重要。 

5.95年 12 月 27日協調花蓮

監理站到校舉辦「機車駕駛

執照考試」服務，提醒學生

養成守法之良好習慣。 

6.96年 4 月 4日舉辦「交通

安全專題講座」，實施交通

規則講解與案例宣導，參加

學生 277人。 

7.95年 12 月 12日及 96 年 6

月 12日召開「交通安全委

員會」，定期檢討教育成

效。 

8.利用朝會時機加強宣教。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總) 

1.95.09.29辦理新進人員安

全衛生講習。 

2.95.09.27、96.03.21辦理工

讀生安全衛生講習。 

 

．研究室及實驗室安全教育(總) 96.05.04辦理化學災害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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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 

．印製「學生安全防護要領暨緊急事件

聯繫卡」、「女子防暴須知卡」、「隨身

卡」(學) 

安全防護卡及隨身卡 3940份

女子防暴 1580份。 

 

廿

四 
評值工作 ．教育部評鑑(各處室系中心) 

1.95年10月11日，辦理綜合校

務組自我評鑑。 

2.95年10月14日，辦理校內行

政主管評鑑。 

3.95年10月25日，辦理董事會

評鑑。 

4.96年1月4日-5日，辦理教育

部評鑑，評鑑結果: 

(1)行政類:一等。 

(2)護理系:一等。 

(3)物理治療系:一等。 

(4)幼兒保育系:二等。 

(5)放射技術系:一等。 

(6)醫務管理系:二等。 

(7)會計資訊系:二等。 

(8)資訊工程系:訪視。 

學: 

1.96.6.1訓輔訪視。 

總: 

1.95.11.15完成教育部95學

年校園環境管理績效評鑑。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備  註 

廿

四 
評值工作 

．辦理教學績優教師選拔(教) 

95學年度獲獎教師計 7人(陳 
淑玲老師、張玉婷老師、莊艷

妃老師、楊志鴻老師、楊珍慧
老師、卓麗貞老師、耿念慈老

師)。 

 

．表揚優良教職員工(人) 

951129於校慶時表揚94學年

度優良教職員工共6人(楊嬿
老師、田培英老師、陳淑玲老

師、莊美華老師、王怡文同
仁、賴春伎同仁)。 

 

．表揚資深教職員工(人) 
951129於校慶時表揚94學年
度資深教職員工共25人。 

 

．導師工作評值暨優良導師選拔(學) 

94學年:951024學生事務委
員會遴選。 

95學年:於 96 年 7月評值後，
於學生事務委員會遴選。 

 

．圖書館滿意度問卷調查(圖) 

調查日為95/12/4-95/12/30
日，有效問卷408份，調查結

果為92%滿意,8%為不滿意。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教) 

96.5.22課程委員會中進行部 

份系科評量題目修訂，本學期
(95下)第17-18週完成全校學

生學習反應評量。 

 

．學生健康追蹤工作評值(學) 

1.95學年度新生皆已全數完
成健康檢查。 

2.參與特殊疾病衛教人次： 
B型肝炎：600人 

肺結核：1人 
癲癇：2人 

脊柱側彎：1人 
梅毒：2人 

關節炎：3人 
氣喘：33人 

疥瘡：35人 

甲狀腺機能亢進：18人 

地中海貧血：2人 
蠺豆症：3人 

3.參加B型肝炎疫苗注射 
第一劑：246人 

抗體抽血：176人產生抗

體，佔72％ 

第二劑：54人 
第三劑：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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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值工作 

．小團體諮商輔導問卷調查(學) 

95上: 

團體輔導問卷回收 50份，非

常滿意 23人，滿意 24人。 

95下: 

團體輔導問卷回收 55份，非

常滿意 30人，滿意 24人。 

 

．學生校園生活適應調查(學) 

定期舉辦樓長、伙委、幹部座

談與幹部雙向溝通瞭解學生

在校適應狀況。 

 

．落實教師年度成績考核與升等結合之

評核制度(人) 

教師升等辦法中已明訂升等

時需年度考績為甲等以上。 

 

．計劃性特定性列管追蹤(秘) 
1.第1學期:共計97案。 

2.第2學期:共計66案。 

 

．公文列管案追蹤(秘) 
共計295案。

(95.08.01-96.06.12) 

 

．落實ISO9001評值(秘) 

(1)內部品質稽核業務 

95學年度例行性經費稽核已

於96.04.23-96.05.04執行完

畢。 

 

．學術研究評值： 

教師學術研究評量(研) 

1.配合人事室於96.04.14所

舉辦之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說明會，研發中心將於96學

年度期初校務會議中，修改

本校教師研究評量辦法之

部分內容。 

2.本校教師學術研究評量辦

法，將於97學年度起正式實

施。 

 

 

決  議：公告於網上。 

 

提案二： 

案  由：9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劃，提請討論。 

說  明：校務發展計劃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9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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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備  註 

一 校舍建築 

．增建學生活動中心及體育館(學,總) 刪除 

．改善頂樓隔熱設施(總) 刪除 

．規劃大喜廣場遮雨篷(總) 總:新增 

．運動場PU跑道整修(總) 總:新增 

．新建機車停車棚(總)  

．校園綠化.美化.人文藝術化(總)  

．加強宿舍區生活機能(總)  

．校園建築物與設備之維護與改善(總)  

二 系別設置 

．日間部二技護理系  

．日間部二技物理治療系 教:刪除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日間部四技物理治療系  

．日間部四技放射技術系  

．日間部四技會計資訊系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在職專班)  

．日間部五專護理科  

．申請增調系科班(教)(各系) 
教:新增各

系 

三 

學生成長 

(班級數) 

 

．日間部二年制護理系 4班 

．日間部二技物理治療系 教:刪除 

．日間部四技醫務管理系 4班 

．日間部四技物理治療系 4班 

．日間部四技放射技術系 7班 

．日間部四技會計資訊系 4班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2班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 3班 

．進修部二技護理系(在職專班)  3班 

．日間部五專護理科 2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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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師生規模 

(人) 

．日間部生師比(人) 20：1 

．進修部生師比(人) 35：1 

．全校生師比(人) 25：1 

．合格講師以上佔全校教師(人) 100﹪ 

．專業科目教師佔所有教師(人) 67﹪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人) 45﹪ 

五 組織與編制 

．健全組織人力(各單位)  

．修訂組織員額編制(人)  

．辦理與慈大兩校整併事宜(秘)  

六 規章、辦法 

．制(修)訂各處室系中心規章辦法(各單位)  

．訂定年度工作計劃(各單位)  

．修訂學校概況、學校簡介(教)  

．修訂學生手冊(學)  

．學生實習手冊編訂與修訂(各系) 

會資:無實

習，不適

用。 

．制(修)訂各項工作規範(各單位)  

．修訂工作職掌及分層負責表(人)  

七 學術研究 

．定期出版學報(教) 
教:刪除定

期。 

．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補助(研) 研:刪除 

．申請衛生署、國健局等機構研究計劃補助(研) 研:刪除 

．辦理校內研究計補助(研)  

．舉辦校內論文發表會(研)  

．辦理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研,各系) 研:刪除 

．成立研究資料庫(研) 研:刪除 

．建立社區衛教資源中心(護)  

．成立整合型研究中心(研) 研:刪除 

．充實研究資訊與設施(研) 研:刪除 

．發展跨領域實證中心(護) 護: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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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術研究 

．規劃貴重儀器中心(研) 

．製作資源共享用貴重儀器名冊 

研:修訂 

．參與「北區校際聯盟合作」(研) 

．參與「臺灣科技大學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聯盟學校(研) 

研:由國際

交流移至此

列且修訂。 

．教師個人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業學術活動(人次) 

【檢附佐證資料】(研)(各系) 

研:新增 

．教師個人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際交流活動(人次) 

【檢附佐證資料】(研)(各系) 

研:新增 

．系所舉辦/參加地區性學術研討會及專業學術活動(場次) 

【檢附佐證資料】(研)(各系) 

研:新增 

．參與國內外研討會及專業學術組織 

  (研,各系) 

研:刪除 

．．教師參與國際交流及國際研討會 

(研,各系) 

．系所舉辦/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國際交流活動(場次) 

【檢附佐證資料】(研)(各系) 

研:由國際

交流移至此

列且修訂。 

．申請教育部「計畫型獎助專案」 

(研,各系) 

研:移至產

學合作 

八 
學術交流 

國際交流 

．辦理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研,各系) 研:刪除 

．教師參與國際交流及國際研討會 

(研,各系) 

研:移至學

術研究 

．參與「北區校際聯盟合作」(研) 研:移至學

術研究 

．申請教育部「國際交流暨合作」案(研,各系)  

九 產學合作 

．落實「產學合作」及「跨領域整合型」計畫之申請暨獎勵 (研)   

．申請教育部「計畫型獎助專案」(研)(各系) 

研:由學術

研究移至此

列。 

．與衛生署、國科會等相關單位爭取產學合作機會(研,各系) 

．與政府部會(衛生署、國科會等相關單位)爭取產學合作機會

(研)(各系) 

研:修訂 

．與企業部門(國營、民營)爭取產學合作機會(研)(各系) 

【檢附佐證資料】 

研: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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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備  註 

九 產學合作 ．與其他單位(大專校院、財團法人、學會、國外機構等單位)

爭取產學合作機會(研)(各系) 

【檢附佐證資料】 

研:新增 

．辦理實習醫院建教合作(各系) 

．辦理實習場所建教合作(各系)【檢附佐證資料】 

研:修訂 

十 推廣教育 

．與校外學習型組織建立夥伴關係(進) 

．加強與教育夥伴機構之合作關係(進) 

進:修訂 

．辦理各項學分及非學分班推廣教育(進)  

．定期舉辦全民網路英檢(通識)  

．電腦推廣教育課程(電)(資工) 
電:更改為

資工 

．舉辦中小學或社區電腦假日營(電)(資工) 
電:更改為

資工 

．配合各科系推廣社區課程及培訓班(進)  

十

一 

推動多元入 

學取才 

．辦理各項多元入學聯合招生(教)  

．辦理考招分離及各項多元入學說明會及宣導(教)  

．參加全國技職教育博覽會(教) 

．參加全國技職教育網路招生博覽會(教) 

教:修訂 

．辦理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學生專班獨立招生(教)  

．辦理二技在職(專)班獨立招生(進)  

．辦理九十七學年度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班獨立招生(教、放) 放:新增 

．參加東區技專校院與高職綜合高中策略聯盟(教)(各系) 教:新增 

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持續落實慈悲喜捨生活教育(學)  

．推動學生社團自我發展及社區關懷(學)  

．推動社區照護認證課程(學)(各系) 更改各系 

．落實學生自治，培養學生民主素養(學)  

．強化學生慈濟人文及品德教育(學)  

．持續落實尊重生命特色(學)  

．設置各系專業特色研習班,課程(各系)  

．發展特色研究(秘,人文,各系)  

．舉辦人文講座及藝文活動(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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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學生培育目

標及特色 

．繼續辦理原住民免費就讀制度(學)  

．繼續辦理公費就讀制度(人文)  

．繼續「慈懿家庭」特色(人文)  

．建置各處室特色網頁(各處室)  

．收集校史文物，充實校史室(秘)  

十

三 

提昇學生素

質能力 

．提昇學生英文能力及檢定合格率(通)  

．研(修)訂外語學程及全英語授課科目(通) 

．研(修)訂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分級分班上課實施要點 

通識:更改 

．提昇學生國語文寫作及閱讀能力(通)  

．開設證照相關輔導課程(各系)  

．辦理就業學程(護)(醫管) 新增 

．推動獎勵學生專題研究與競賽(教)(各系) 新增 

．推動遠距及線上輔助教學(教)(各系) 新增 

．推動跨領域多元學程(教)(各系) 新增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教)(各單位) 教:新增 

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辦理自治幹部研習(學)  

．輔導服務工讀學生(學) 學:更改 

．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學)  

．實施整潔、秩序競賽(學)  

．推動環保、衛保教育(學)  

．健康檢查、追蹤及缺點矯治(學)  

．餐飲衛生管理(學)  

．實施每週環保及資源回收競賽(學)  

．開辦家醫科駐診(學)  

．個別、小團體諮商輔導(學) 

．個別諮商服務(學) 

學:更改 

．心理衛生宣導活動與資訊提供(學) 

．心理健康資訊提供(學) 

學:更改 

．心理健康推廣活動(學) 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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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學生事務與

輔導 

．班級輔導活動(學) 學:增加 

．小團體輔導活動(學) 學:增加 

．心理疾病諮詢醫師服務(學)  

．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學)  

．學生生涯發展規劃輔導(學)  

．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教)  

．辦理各項學藝競賽及評量(學,教)  

．定期出版校訊(教) 
教:刪除定

期 

．舉辦校友座談(學)  

．查核學生缺曠課情形(學)  

．落實志工培訓及志工服務(學)(人文)(電算) 電:新增 

．協助學生家訪工作(學,人文)  

．辦理尋根或人文活動(學,人文)  

．推展校際藝文交流活動(學)  

．辦理校慶、畢業典禮等活動(學)  

．辦理校內外獎助學金申請(學)  

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舉辦多元文化講座(學)  

．舉辦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學)  

．舉辦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學)  

．舉辦原住民傳統工藝（藤編、織布、皮雕等）研習營(學)  

．舉辦原住民族語研習(學)  

．舉辦原住民文化體驗營(學)  

．舉辦原住民文化交流音樂會(學)  

．舉辦原住民徵文活動(學)  

．舉辦原住民攝影比賽(學)  

．添購原住民博物館文物(學)  

．承辦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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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原住民學生

事務 

．協助原住民學生申請獎助學金(學)  

．協助原住民學生參加全國舞蹈.詩歌比賽(學)  

．追蹤原住民畢業生就學就業狀況(學)  

．統計並分析原住民學生從事志工服務情況(學)  

．規劃校內原住民專屬網站(學)  

十 

六 
教學與設備 

．申請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獎補助(總)  

．規劃新設系實驗室與教室(各系)  

．充實各系實驗室設備(各系)  

．擴充研究大樓教學研究設備(各系)  

．更新遠距電腦教學系統(電)  電:刪除 

．增設急性護理實驗室(護) 護:刪除 

．設置放射生命醫學實驗室(放) 放:刪除 

．設置醫學物理實驗室(放) 放:刪除 

．設置核子醫學實驗室(放) 放:刪除 

．設置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辦公室(放) 放:新增 

．設置醫療資訊實驗室(醫) 醫:新增 

．設置行動資訊系統技術實驗室(資工) 資工:新增 

．設置會計資訊系統稽核中心(會資) 會資:已建

置完成，請

刪除。 

．提昇與增購會計專業教學軟硬體(會資)  

．校外教學參觀活動(各系)  

．增（修）編教學規範(各系)  

．增（修）編各科目中英文課程說明(各系)  

．添置電腦輔助教學軟硬體(各系)  

．添置教室投影機及手提電腦(教)(電) 
教:更改電

算。 

．無線網路建置，寬頻專線拓增(電)  

．添置及維護無線區域網路設備(電)  



  

項 

次 
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備  註 

十

六 
教學與設備 

．添置及維護多媒體製作設備及軟體(電)  

．添置及維護校園高速網路設備(電)  

．輔導各系提昇專業電腦教室之軟硬體設施(電)  

．建置與更新知識管理系統與訊息平台(電)  電:刪除 

．磁碟機陣列購置(電)  

．行政電腦主機更新(電)  

．更新遠距教學電腦設備及軟體 (電)  

十

七 
圖書館資源 

．本館資訊教學室電腦硬體規劃(圖) 圖:更改 

．加強外文圖書資源之利用與推廣(圖) 圖:更改 

．落實「花東地區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圖) 圖:更改 

．提供學術研究服務與支援(圖) 圖:更改 

．持續徵集本館館藏特色(圖) 圖:更改 

．原住民文物數位化典藏規劃(圖) 圖:更改 

十

八 

重大經費預

算(萬元) 

(會計室編列) 

．增建學生活動中心及體育館 刪除 

．運動場跑道整修  470 

．校區.宿舍區機車停車棚 100 

．研究大樓實驗室.研究室.辦公室空調 501 

．實驗室.人文室裝修 186 

．購置事務及教學儀器設備 

(增購中西文圖書期刊、教學儀器設備、行政事務設備) 
4613 

．人事薪資保險費 19487 

．一般行政事務費 4216 

．校園及宿舍清潔費 363 

．餐廳伙食費 793 

．修繕維護費 889 

．教師在職進修及研究費 2192 

．圖書館本金及貸款利息 514 

．學生各項教學及課業活動費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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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項目 執  行  要  項(執行單位) 備  註 

十

八 

重大經費預

算(萬元) 

(會計室編列) 

．原住民及公費生獎助學金 2823 

．學校績優、清寒及陳林金鶯、陳沼濤等獎助學金 1167 

．學校工讀助學金經費 456 

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健康資料統計(學) 

．學務處學生健康資料統計(學)(電) 

電:修訂 

．社團資料電腦化(學) 

．學務處學生社團資料電腦化(學)(電) 

電:修訂 

．推行學生全人護照電腦化及網路化(學) 

．學務處學生全人護照電腦化及網路化(學)(電) 

電:修訂 

．增（修）訂學籍管理系統(教)(電) 

．教務處增(修)訂學籍管理系械(教)(電) 

電:增加且

修訂 

．增（修）訂課程、成績管理及其他教務行政相關系統(教)(電) 

．教務處增(修)訂課程、成績管理及其他教務行政系統 

(教)(電) 

電:增加且

修訂 

．學籍及成績資料光碟處理及儲存(教) 

．教務處學籍及成績資料光碟處理及儲存(教)(電) 

電:修訂 

．實施學生教學反應評量電腦化及教學評鑑運用(教)(電) 

．教務處學生教學反應評量電腦化及教學評鑑運用(教)(電) 

電:增加且

修訂 

．自動化成績申請系統(教) 

．教務處學生自動化成績申請系統(教)(電) 

電:修訂 

．學生上網選課(教) 

．教務處學生上網選課(教)(電) 

電:修訂 

．提升總務系統資訊化(總)(電) 

．總務處系統資訊化提昇 

電:增加且

修訂 

．人事室業務電腦化管理作業(人)(電) 電:增加 

．增（修）人事室薪資管理作業(電) 

．人事室增（修）薪資管理作業系統(電) 

人:更改為

電算 

電:修訂 

．各項業務流程標準化作業(人) 

．人事室各項業務流程標準化作業(人) 

電:修訂 

．學校規章辦法上網查詢(秘) 
秘:刪除 

(95學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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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公文列管追蹤案電腦化(秘) 

．秘書室公文列管追蹤案電腦化(秘)(電) 

電:更改 

．會議資訊電腦化(秘) 秘:刪除 

．ISO9001文件電腦化 (秘) 
秘:刪除 

(94學年完成) 

．各處室簡介網頁、專題特色網站(各處室)  

．各科考試電腦閱卷(電算)  電:刪除 

．採購申請作業流程電腦化(總)  

．推動線上自學機制(通) 

．通識中心推動英語線上自學機制(通)(電) 

電:修訂  

．校內研究計畫申請作業流程電腦化(研) 

．研發中心校內研究計畫申請作業流程電腦化(研)(電) 

電:修訂 

．校內研究計畫成果獎勵作業流程電腦化(研) 

．研發中心校內研究計畫成果獎勵作業流程電腦化(研)(電) 

電:修訂 

．研發中心產學合作案件追蹤作業流程電腦化(研)(電) 電:增加 

．會計管理系統電腦化(會) 

．會計室會計管理系統電腦化(會)(電) 

電:修訂 

．學生學雜費系統(會) 

．會計室學生學雜費系統(會)(電) 

電:修訂 

．WWW製作與強化(電)  電:刪除 

．行政系統電腦更換(電)  電:刪除 

．寬頻網路建置(電) 電:刪除 

．資料庫--各項校務行政資料整合(電)  

．無線區域網路架設(電) 

．全校無線區域網路架設工程(電) 

電:修訂 

．現行系統手冊修訂(電) 

．電算中心校務資訊系統開發手冊修訂(電) 

電:修訂 

．單一入口網站組建(電)  電:刪除 

．個人化訊息平台建置(電) 電:刪除 

．現行系統修改及維護(電) 

．現有校務資訊系統修改及維護(電) 

電:修訂 

．新系統之開發(運用web架構)(電)  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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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行政電腦化

網路及系統 

．校務電腦化系統發展及整合計畫(總)(電)  

．網路系統工程發展及整合計畫(電)  

．永久保存公文檔轉製成光碟(總)(電)  

辦理電腦課程訓練：作業系統．資料庫．程式語言．WWW製作．

辦公室軟體．媒體製作．各系統開發．網路(電)  

電:刪除 

．電子餐表（電） 

．會計室餐券儲值扣款系統(會)(電) 

電:新增且

修訂 

．固定資產折舊系統（電） 

．總務處固定資產折舊系統(總)(電) 

電:新增且

修訂 

二

十 
福利措施 

．辦理員工子女就讀各教育志業體優待作業(人)  

  ．辦理教職員工團體保險作業(人)  

制．．制服管理作業(人) 

．制服補助作業(人) 

人:修訂 

員．．同仁健康檢查(人)  

制．．學生及教職員工早、午、晚餐補助(會)  

員．．往來銀行至校辦理存提服務(會)  

廿 

一 

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辦理在職教育研習(各處室)  

．辦理新進教職員工教育訓練(人)  

．參與相關業務之訓練課程(各處室)  

．增聘助理教授以上或博士學位資格教師(人)  

．獎助教師升等與學位進修(人)  

．獎助教師參加國內外研習、學術發表(人)  

．辦理人文教育研習(人文)  

．推動教職員工志工服務及社會關懷(人文)  

．辦理學術網路研習會(電)  電:刪除 

．辦理電腦輔助教學研習會(電)  電:刪除 

．辦理各項電腦軟硬體教育訓練(電)  

．辦理遠距教學教材製作研習會(電)  

．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學)  

．兼任輔導老師相關活動(學) 學: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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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一 

教職員工在

職教育 

．辦理教學觀摩及教材教法等研習(教)  

．進階專科護理師及另類療法師資培訓(護)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各系) 

．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各系) 

更改 

．教師參與臨床教學(物)  

．舉辦資深教師論文發表會(含統計相關諮詢) (研)  

．成立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習中心(護)  

廿 

二 
召開會議 

．校務會議(秘)  

．行政會議(秘)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秘)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秘)  

．導師會議(學)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人)  

．經費稽核委員會(遴選)  

．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人)  

．各處室、系、部務會議(處室,系,部)  

．各委員會會議(各委員會)  

．課程規劃會議(教)  

．招生會議(教)  

廿 

三 
校園安全 

．增設校園保全系統(總) 

．更新校園部份攝錄影系統(總) 

總:修訂 

．增設校園路燈(總)  

．落實校園管理責任區(總)  

．防震、防火教育(總)  

．學生宿舍逃生訓練(總,學)  

．教職員工消防演習(總)  

．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學)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總)  

．研究室及實驗室安全教育(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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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三 
校園安全 

．印製「學生安全防護要領暨緊急事件聯繫卡」、「女子防暴須

知卡」、「隨身卡」(學) 

 

廿 

四 
評值工作 

．董事會評鑑(各處室系中心)  

．辦理教學績優教師選拔(教)  

．辦理教師年度教學評量(教)(人) 教:新增 

．辦理課程評鑑(教)(各系) 教:新增 

．表揚優良教職員工(人)  

．表揚資深教職員工(人)  

．導師工作評值暨優良導師選拔(學)  

．圖書館滿意度問卷調查(圖)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教)  

．學生健康追蹤工作評值(學)  

．小團體諮商輔導問卷調查(學)  

．學生校園生活適應調查(學)  

．落實教師年度成績考核與升等結合之評核制度(人)  

．計劃性特定性列管追蹤(秘)  

．公文列管案追蹤(秘)  

．落實ISO9001評值(秘) 

(2)內部品質稽核業務 
 

．學術研究評值： 

教師學術研究評量(研) 

 

 

決  議：公告於網上。 

 

會計室提案 

提案三： 

案  由：慈濟技術學院 96 學年度預算書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收入 



  

1、學雜費收入-依據九十五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預估。 

2、基金會捐助收入-依據九十五學年預估收入支應資本.經常支出不足數估

算。 

3、教育部等補助收入-依據九十五學年實際補助預估。 

4、財務收入-基金、學雜費、補助款未用餘額之孳息。 

5、其他收入-餐券、實習服、影印、住宿、報名及退撫基金收入等。 

6、推廣教育收入-預計辦理教育學分、非學分班，計 20 班。 

二、支出 

1、資本支出 

      儀器及事務、電腦等設備依據各單位需求，由廠商提供估價預估統計 

      圖書及期刊、視聽由圖書館估計。 

2、經常性支出 

      人事費-由各單位提出人員需求，依九十五學年敘薪晉級預估業務費-由 

各單位視業務需要預估。 

決  議：照案通過。96 學年度預算書詳參附件十八。 

 

教務處提案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選課辦法」第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大學法修正及條文增列，進行修訂。 

二、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本校學則及相

關規章辦法訂定，如有未盡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大學法第二十

五條之一及大學法施行細

一、94 年 12 月 28 日大

學法修正後已刪除

第二十五條之一，原



  

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則第二十三條」及本校學則

訂定，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引用條文於修正後

之大學法已分置於

第二十八條及三十

二條。內容如說明

三，因與選課相關性

低，建議刪除。 

二、增加「相關規章辦法」

字詞。 

第 七 條 各系（科）學生

之必修課程，均以選讀本系

（科）本班所開課程為準。

重補修學生如因衝堂或其

他因素經系（科）主任認可

後，可修讀他班課程。 

 增列條文 

第 八 條  

加退選後，開班授課之最低

修課人數：專科部通識選修

與專業選修皆為十五人；大

學部通識選修課程十五人， 

專業選修課程十人，人數不

足之課程一律停開。原選修

停開課程之學生得於三天 

內至課務組加選其他選修

課程。 

  

一、增列條文 

二、大學部目前科系大    

都為一班，目前開課

人數為十五人門檻

較高 

     。 

 

第 九 條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

選課單為準，凡未選科目，

第 七 條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

選課單為準，凡未選科目，

 



  

雖有成績，不予承認，已選

科目無成績者，概以零分計

算。 

雖有成績，不予承認，已選

科目無成績者，概以零分計

算。 

第 十 條 

凡具連貫性之全學年科

目，必須依照科目內容先後

次序修習，不得任意顛倒。 

第 八 條 

凡具連貫性之全學年科

目，必須依照科目內容先後

次序修習，不得任意顛倒。 

 

第十一條  

學生選課學分限制： 

一、日間部 

（一）學院部二（四）年制

各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

二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

分。 

（二）專科部五年制前三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十學

分，不得多於三十二學分。

五年制後二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八學分。 

二、進修推廣部 

（一）學院部二年制（修業

二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

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

分。 

（二）學院部二年制（修業

三年）前二年每學期不得少

第 九 條 

學生選課學分限制： 

一、日間部 

（一）學院部二（四）年制

各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

二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

分。 

（二）專科部五年制前三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十學

分，不得多於三十二學分。

五年制後二學年，每學期不

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八學分。 

二、進修推廣部 

（一）學院部二年制（修業

二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

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

分。 

（二）學院部二年制（修業

三年）前二年每學期不得少

 

  



  

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

分；第三年每學期不得多於

十五學分。 

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

分；第三年每學期不得多於

十五學分。 

第十二條  

進修推廣部學生以在進修

（夜間）部上課為原則，但

為配合進修學生需要得在

日間部修習學分數，以不超

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三

分之一為原則。 

第 十 條 

進修推廣部學生以在進修

（夜間）部上課為原則，但

為配合進修學生需要得在

日間部修習學分數，以不超

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三

分之一為原則。 

 

第十三條 

學生重補修必修課程應從

開學第一週開始上課，不得

因為加退選期間而缺課，凡

無故缺席者概以曠課計算。 

第十一條 

學生重補修必修課程應從

開學第一週開始上課，不得

因為加退選期間而缺課，凡

無故缺席者概以曠課計算。 

 

第十四條 

各班導師應輔導班上同學

選課，導師不克解決之問

題，請與課務組或系（科）

連繫處理。 

第十二條 

各班導師應輔導班上同學

選課，導師不克解決之問

題，請與課務組或系（科）

連繫處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呈校長核定後，報請教育部

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若第一條刪除引用大學

法，則不需報教育部備

查。 

三、大學法修正前後對照表： 

92.2.6 大學法 94.12.28 大學法修正 

第二十五條之一  



  

大學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

行為規範，應訂定學則及獎懲規定，並

報教育部備查。 

大學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系(組)

所、休學、退學、成績考核、學分抵免、

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國之學籍處理、

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由各

大學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納入學則規範， 

並送教育部備查。 

已刪除。內文分列於第二十八條及三十

二條。 

 第二十八條 

大學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雙主修、 

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留入學資格、

轉學、轉系(組) 、轉學程、休學、退學、

開除學籍、成績考核、學分抵免與暑期

修課、國外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

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

有關事項，由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

備查。 

前項國外學歷之採認原則、認定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第三十二條 

大學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

行為規範，應訂定學則及獎懲規定，並

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九。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第十一、十九、五十二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依教育部 96 年 3 月 19 日台技（四）字第 0960037966 號函，本校配合修正

學籍規則。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新生入學考試如有舞弊或其所繳

入學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

事情，一經查明屬實，即開除學

籍，如在畢業離校後發現者，除

依法繳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

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得辦理校際相互選課，

選修他校課程者應經本校及他校

同意，且其修習學分數以不超過

當學期修習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

則。跨校選課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二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

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

訴者，在結果未確定前，在校生

得繼續在校肄業。 

 

 

第十一條  

新生入學考試如有舞弊或其所繳

入學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事

情，一經查明屬實，即撤銷學籍，

如在畢業離校後發現者，除依法繳

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

業資格。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得辦理校際相互選課，選

修他校課程者應經本校及他校同

意，且其修習學分數以不超過當學

期修習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跨

校選課辦法另訂之，並報部備查。 

第五十二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撤銷學籍學

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

者，在結果未確定前，在校生得繼

續在校肄業。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第十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依教育部 96 年 3 月 26 日台技（四）字第 0960040861 號函，本校配合修正 

要點條文。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校

長核定，再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一。 

 

學務處提案 

提案七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第七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95 學年度第 1 期操行成績審查會議中蔡娟秀導師建議，凡學生染患傳染 

         病，學校強制請假隔離休養者，應不予扣操行成績，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二、依學校健康管理辦法第二條（五）傳染病防治規定：凡學生染患傳染病， 

         必要時得強制請假隔離休養。 

     三、顧及學生權益，擬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第七條第 

         二款（二）條文內容。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七條第二款（二）e 

請病假達一小時減 0.05 分。 

（依「學生健康管理辦法」第二

條（五）傳染病防治規定：凡學

生染患傳染病，強制請假隔離休

養者，不予扣分。） 

第七條第二款（二）e 

請病假達一小時減 0.05 分。 

 

依實際需求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二。 

 

提案八： 

案  由：建議大喜廣場開放空間設置「大型電動收納式雨棚」，提請討論。 

說  明：96 年 6 月 12 日經學生自治會召開之系會長協調會決議事項如下： 

因學校活動空間不足，而開放式空間又因學校地域關係，時常因下雨造成

活動延期或取消。因此學生常建議學校建置體育館或活動中心。為配合學

校整體之發展，又為達成學生訴求，因此短期間建議將大喜廣場開放空間

設置「大型電動收納式雨棚」，以利學生活動。（以配合學校整體景觀為原

則）」。 

決  議：請總務處轉請營建處評估可行性。 

 

提案九： 

案  由：建議學生入學時統一購買符合學校規定之運動短褲，提請討論。 

說  明：96 年 6 月 12 日經學生自治會召開之系會長協調會決議事項如下：「為配合

冬夏季換季及提升學生運動的便利性，原本舊式的運動休閒長褲容易悶

著、不通風，易造成濕疹等相關疾病，因此建議學生入學時統一購買符合

學校規定之運動短褲。（配合學校規定為原則）」 

決  議：暫不予決議。 

 



  

人事室提案 

提案十：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校設下列系、科： 

一、二年制技術系 

護理系 

二、四年制技術系 

物理治療系 

醫務管理系 

放射技術系 

會計資訊系 

資訊工程系 

三、二年制學院進修

部 

護理系 

第五條 本校設下列系、科： 

一、二年制技術系 

護理系 

二、四年制技術系 

物理治療系 

幼兒保育系 

醫務管理系 

放射技術系 

會計資訊系 

資訊工程系 

三、二年制學院進修

部 

護理系 

幼兒保育系 

因本校幼兒保

育系 96 學年

度停辦，刪除

項目。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三。 

 

提案十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員額編制表案，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系（科）主任 聘兼 6 系（科）主任 聘兼 7 

幼兒保育系 96 學年度停

辦。 



  

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員額編制表 

職稱 任用別 員額 備註 

校長 聘任 1  

兼
任
人
員 

副校長 聘兼 （1） 教授兼 
主任秘書 聘兼 （1） 副教授兼 
教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兼 
 圖書館主任 聘兼 （1） 助理教授兼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聘兼 （1） 助理教授兼 
學生事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兼 
 生活輔導組組長 聘兼 （1） 教官兼 

 軍訓室主任 聘兼 （1） 教官兼 
總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兼 
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系（科）主任 聘兼 （6） 副教授兼 
人文室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聘兼 （1） 助理教授兼 

安全衛生室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進修推廣部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組長 聘兼 （15）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教務處出版組、課務組、

註冊組、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保健

組、體育運動組、原住民事務組、總務處文書組、

出納組、人文室慈懿活動組、教育文化組、進修

推廣部教務組、學務組、總務組、推廣教育組。 

教師 聘任 150  

助教 聘任 1  

軍訓教官 派任 5  

職
員 

秘書 派 任 1 董事會 
會計主任 派 任 1  
人事室主任 派 任 1  

組長 派 任 4 
總務處事務組、保管組、營繕組組長、會
計室會計組。 

學生生涯諮詢中心主任 派 任 1  
輔導員 派 任 3  
組員 派 任 34  
辦事員 派 任 22  
事務員 派 任 11  
書記 派 任 3  
護理師 派 任 1  
護士 派 任 1  
技士 派 任 1  
職員小計  84  

合計 
241 
(36) 

 
（ ）代表兼任員額。 

備註：一、本校現有學生人數約二千五百人。 

二、另編制技工八人、工友二人。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四。 



  

提案十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配合教育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 95 學度起自審教師資格的學位送審審查，

原委員會造成低階高審情形，應修正教評會委員為具有副教授以上資格

者，但本校目前副教授人數較少無法符合選任委員及未兼行政或董事之委

員不得低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與所有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之規定，故先修正為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條文修訂前後對照

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至二

十一人。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進

修推廣部主任、研究

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餘為選任委

員，由全校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為原則以公

開方式選舉產生，每

系及通識科至少應有

一人為原則，…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至二

十一人。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進

修推廣部主任、研究

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餘為選任委

員，由全校講師以上

教師以公開方式選舉

產生，每系及通識科

至少應有一人為原則

外，… 

修正教評會委

員為具有助理

教授以上資格

者。 

 

決  議：修訂通過。若無相關法規之明文規定，改為「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為原則」。 

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五。 

 

提案十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十二、十五條條文，提請討



  

論。 

說  明：依教育部 96 年 6 月 12 日台學審字第 0960090625 號函辦理，教育部授權 

專科以上學校自 95 學度起自審教師資格的學位送審審查，學校應對送審

人之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技術報告、作品與成就證明）建立嚴謹之外

審制度，學校僅採一級外審者，審查人數不宜少於 5 人，且通過門檻不得

低於 4 人。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著作審查由學校聘

請校內外相關學者

五人審查，著作審

查成績達七十分以

上為及格，審查結

果四人以上給予及

格且五位學者審查

之平均成績達六十

五分以上則為通

過，… 

第十二條 著作審查由學校聘

請校內外相關學者

三人審查，著作審

查成績達七十分以

上為及格，審查結

果二人以上給予及

格且三位學者審查

之平均成績達六十

五分以上則為通

過，… 

修正外審學者

人數及通過人

數。 

第十五條 第一項 

一、教師申請升等

應於每年四月一

日、十一月一日以

前檢具升等資料，

向所屬系科提出申

請，系科主管應提

出擬推荐相關學科

校外學者十人，由

主任委員聘定五人

以上送審。 

第十五條 第一項 

一、教師申請升等

應於每年四月一

日、十一月一日以

前檢具升等資料，

向所屬系科提出申

請，系科主管應提

出擬推荐相關學科

校外學者五人，由

主任委員聘定三人

以上送審。 

修正推薦外審

學者人數及外

審人數。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六。 



  

提案十四： 

案  由：95 學年度教師評鑑暫行實施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96 年 4 月 14 日教師評鑑各類評量填表說明會共識，校長總結教師建議，

對教學及輔導服務評量，採行評核表評分。 

二、教師評鑑辦法及教師教學評量辦法、教師輔導與服務評量辦法及教師學術

評量辦法，由教務處、學務處及研發中心等相關單位彙整教師修訂建議，

復提 96 學年度校務會議審議，未審定通過前學年度以評核表為評量計分登

錄。 

決  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李順民老師：何以申請暑期工讀之截止日為 7 月 3 日，而 6 月底即無餘額？ 

洪當明校長：請學務處研商此案。 

 

十一、副總執行長致詞：無  

 

十二、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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