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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13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已於 97 年 1 月 23 日 

完成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紀錄製作十四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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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6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7年 1月 23日(星期三)上午 11點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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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聰能總務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主任、林佳緯老師代、蔡宗宏主任 

              陳拓榮主任、侯啟娉老師、李志偉主任、翁仁楨主任 

蔡裕美主任、蔡武霖主任、謝麗華主任、陳韻如同仁代 

牛江山老師、迪魯．法納奧、張志銘老師、程君顒老師 

程長志老師、蔡娟秀老師、葉善宏老師、宋惠娟老師 

戴國峯老師、李玲玲老師、陳翰霖老師、楊天賜老師 

葉素汝老師、楊淑娟老師、藍毓莉老師、蔡志超老師 

吳淑貞老師、游崑慈老師、栗崇中老師、吳善全老師 

田一成老師、楊翼風老師、張玉瓊同仁、任淑琦同仁 

歐陽君泓同仁、陳韻如同仁、黃正立同仁、陳玉娟同仁 

林宜萩同學代、徐煥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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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照案通過。 

(二)廢除「慈濟技術學院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照案通過。 

(三)廢除「慈濟技術學校內各項運動比賽辦法」。照案通過。 

(四)廢除「慈濟技術學院體育正課上課辦法」。照案通過。 

(五)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照案通過。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照案通過。 

(七)訂定「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 98 學年度 TNAC 專業評鑑」三年計劃。照案通過。 

 

七、主席報告：本校不提出申請 98 學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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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理系（如附件十三） 

放射技術系（如附件十四） 



  

會計資訊系（如附件十五） 

資訊工程系（如附件十六）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第八條、第廿七條、四十二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依教育部 96 年 12 月 31 日台訓（三）字第 0960173397 號函，為依法落實 

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建請修訂學籍規則，本校配合修正學則相關條文 

。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新生因重病、懷孕、生產、

哺育幼兒或特殊事故不能按

時入學，得檢具有關證明文

件於註冊截止前，報請本校

核准者，得保留入學資格一

年，毋須繳交任何費用，但

應於次學年註冊開始前，攜

帶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來校

申請入學。 

第八條 

新生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

按時入學，得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於註冊截止前，報請本

校核准者，得保留入學資格

一年，毋須繳交任何費用，

但應於次學年註冊開始前，

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來

校申請入學。 

1. 入學資格: 新生

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

證明者，得於註冊開

始前，向學校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入學資

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

孕、生產或哺育幼兒

之需要申請。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2.修業期限: 學生因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

修足規定學分者，得延長修

業年限，至多得延長二學

年。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

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

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

四年。學生因懷孕、生產或

哺育幼兒之需要，得延長修

業期限，至多四年。 

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

修足規定學分者，得延長修

業年限，至多得延長二學

年。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

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

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

四年。 

懷孕、生產或哺育幼

兒之需要，得延長修

業期限。 

第四十二條 

學生因請假（公假除外）致

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該科

目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

試，且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

計。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

育幼兒之需要，致缺課時數

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

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

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

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四十二條 

學生因請假（公假除外）致

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該科

目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

試，且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

計。 

3.缺課及成績考核：

（1）學生因懷孕或哺

育幼育之照顧，而核准

之事（病）假、產假，

其缺席不扣分；(已於

本校請假規則第四條

明訂。) 

(2) 致缺課時數逾全

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

一者，該科目成績得

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

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

施彈性處理，補考成

績並按實際成績計

算。 

第四十五條 

學生申請休學，得由學校核

第四十五條 

學生申請休學，得由學校核

4. 學生因懷孕、生產

或為哺育幼兒申請休



  

准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

年，休學累計以二年為原

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原因

等無法及時復學者，得專案

申請，再予延長一學年。學

生因懷孕而休學者，比照男

學生休學服兵役之規定，休

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以

落實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

權。 

准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

年，休學累計以二年為原

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原因

等無法及時復學者，得專案

申請，再予延長一學年。學

生因懷孕而休學者，比照男

學生休學服兵役之規定，休

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以

落實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

權。 

學者，其申請休學期間

不計入休學年限。(第

四十五條已明訂，故無

修正) 

 

決  議：修正通過並函報教育部。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七。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學籍規則」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教育部 96 年 12 月 31 日台訓（三）字第 0960173397 號函，為依法落實 

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建請修訂學籍規則，本校配合修正學則相關條文。 

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暨說明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新生因重病、懷孕、生產、

哺育幼兒或特殊事故，不能

按時入學時，得依規定檢具

有關證明，於註冊截止前向

第七條 

新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

按時入學時，得依規定檢具

有關證明，於註冊截止前向

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其

1. 入學資格: 新生

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

證明者，得於註冊開

始前，向學校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入學資



  

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其

申請條件及年限另訂之。但

依兵役法規定服役者，應同

意其保留入學資格。新生因

懷孕或生產並持有證明者，

得於註冊開始前，向學校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

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生產

或哺育幼兒之需要申請，至

多一年。 

申請條件及年限另訂之。但

依兵役法規定服役者，應同

意其保留入學資格。 

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

孕、生產或哺育幼兒

之需要申請。 

第十六條 

各年制各科組學生，在規定

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科組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得申

請延長修業期限，以二年為

限。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副學

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

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

多四年。學生因懷孕、生產

或哺育幼兒之需要，得延長

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十六條 

各年制各科組學生，在規定

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科組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得申

請延長修業期限，以二年為

限。 

2.修業期限: 學生因

懷孕、生產或哺育幼

兒之需要，得延長修

業期限。 

 

*另依教育部 96 年 1

月 23 日台高（一）字

第 0960012593 號函本

校配合修正學則相關

規定。 

第二十九條 

學生因請假（公假除外）或

曠課致某一科目缺、曠課累

計達該學科每學期授課總時

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

第二十九條 

學生因請假（公假除外）或

曠課致某一科目缺、曠課累

計達該學科每學期授課總時

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

3.缺課及成績考核：

（1）學生因懷孕或哺

育幼育之照顧，而核准

之事（病）假、產假，

其缺席不扣分；(已於



  

科目學期考試，該科目學期

成績以零分計算。學生因懷

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

要，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

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

成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

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

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

績計算。 

科目學期考試，該科目學期

成績以零分計算。 

本校請假規則第四條

明訂。) 

(2) 致缺課時數逾全

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

一者，該科目成績得

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

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

施彈性處理，補考成

績並按實際成績計

算。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休學，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需檢

附休學申請書，申請休學一

學期、一學年、二學年，休

學二年期滿，因重病或其他

不得已原因，無法按時復學

者，得由學校酌予延長休學

之年限。學生於休學期間應

征服役，應檢同征集令影本

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並

於服役期滿檢同退伍令申請

復學。學生因懷孕而休學

者，比照男學生休學服兵役

之規定，休學期間不計入休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休學，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學生因故申請休學需檢

附休學申請書，申請休學一

學期、一學年、二學年，休

學二年期滿，因重病或其他

不得已原因，無法按時復學

者，得由學校酌予延長休學

之年限。學生於休學期間應

征服役，應檢同征集令影本

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並

於服役期滿檢同退伍令申請

復學。學生因懷孕而休學

者，比照男學生休學服兵役

之規定，休學期間不計入休

4. 學生因懷孕、生產

或為哺育幼兒申請休

學者，其申請休學期間

不計入休學年限。(第

二十四條已明訂，故無

修正) 



  

學年限，以落實維護懷孕學

生之受教權。 

學年限，以落實維護懷孕學

生之受教權。 

第四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一、註冊逾期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二、學期成績不及格者科目

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

分數三分之二以上者。（身心

障礙學生並不適用因學業成

績退學之規定。身心障礙學

生身分認定，依本校學籍規

則第五十條第二款第(四)點

認定標準。) 

三、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

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

數二分之一連績二次者。（身

心障礙學生並不適用因學業

成績退學之規定。）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 

第四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一、註冊逾期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二、學期成績不及格者科目

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

分數三分之二以上者。 

三、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

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

數二分之一連績二次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 

*另依教育部 96 年 1

月 23 日台高（一）字

第 0960012593 號函本

校配合修正學則相關

規定。 

第五十二條 

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

原住民籍學生、派外人員子

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

第五十二條 

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

原住民籍學生、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聽覺障

 



  

件之運動績優學生，修習科

目，除軍訓、體育外，其學

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連續兩學期達三分之二者，

應令退學。其餘各項學籍處

理，均照本學則之規定。 

礙、語言障礙、多重障礙學

生及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派

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

部規定條件之運動績優學

生，修習科目，除軍訓、體

育外，其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三

分之二者，應令退學。其餘

各項學籍處理，均照本學則

之規定。 

 

 

*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第五十條第二款第(四)點 

二、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內者不在此限。 

(四)身心障礙學生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認定，依「完

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及「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處

理原則」規定，身心障礙學生為具下列情形之一:(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2)各直轄

市、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者。) 

 

慈濟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學籍規則 

第十五章 附 則 

第五十二條  

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原住民籍學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多重障礙學生及嚴重情緒障礙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

條件之運動績優學生，修習科目，除軍訓、體育外，其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連續兩學期達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其餘各項學籍處理，均照本學則之規定。 



  

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 

第 五十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內者不在此限。 

（一）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三分之二（含）壹次者。 

（二）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一（含）累計貳次者。 

（三）僑生、外國學生、蒙藏生、原住民籍學生及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學期學業

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累計貳次者。 

(四) 身心障礙學生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認定，

依「完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及「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

收身心障礙學生處理原則」規定，身心障礙學生為具下列情形之一:(1)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者。(2)各直轄市、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

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者。) 

 

決  議：修正通過並函報教育部。新辦法詳如附件十八 。 

 

 研發中心提案 

提案三： 

案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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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辦法」第七條、第十七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第七條之二：(1)依據本校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研發委員會相關決議辦

理。     

                     (2)為使本校教師能夠積極有效參與校外學術研討會， 

落實鼓勵教師從事研究成果發表政策。 



  

      二、第十七條：為使本校教師多管道申請校外研究計畫案，以利提升本校研究成

果。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七條之(二) 

教師申請相關會議論文發表補助注意事項

如下: 

(一)除校外補助外，本校補助金額每年累計

不得超過新台幣六萬元。 

(二)年度校內經費使用逾新台幣四萬元

者，需發表論文於次年度「教師論文發

表會」。 

(三)限第一或通訊作者，一篇以一人為限。 

(四)參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發表教師，應於

銷假上班後一週內(不含例假日)檢陳

「參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論文發表核銷

彙總表」、各項核銷單據、連同「與會心

得報告」(表單內容摘要敘述、結論或感

想及建議等三項內容文字須至少為伍佰

字以上)及會議有關資料送交單位主

管，經層呈審核，呈請校長核定後核銷。

審核結果將作為爾後參加國內外研習及

學術性會議申請審核之依據。其演講內

容、論文、與會心得報告及相關內容得

刊登於本校學報、校刊或慈濟基金會所

屬有關刊物上或另安排時間報告。 

 

 

 

 

 

 

 

 

 

第七條之(二) 

申請相關會議論文發表補助，如下表：                   

地區別 獎助金額 備註 

台灣地區 $5,000 含離島地區 

大陸、香港及其

他亞洲國家 

$20,000  

日本、紐、澳 $35,000  

歐、美 $60,000  

註一•除校外補助外，本校補助金額每年累計不

得超過新台幣六萬元。 

註二•申請「台灣地區」以外之校內經費補助者，

需提出「申請外界」補助證明，並以該補

助為優先序。 

註三•年度校內經費使用逾新台幣四萬元者，需

發表論文於次年度「教師論文發表會」。 

註四•限第一或通訊作者，一篇以一人為限。 

註五•海報式論文依表列獎助金額 70%計。 

註六•參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發表教師，應於銷

假上班後一週內(不含例假日)檢陳「參加

國內外學術性會議論文發表核銷彙總

表」、各項核銷單據、連同「與會心得報告」

(表單內容摘要敘述、結論或感想及建議等

三項內容文字須至少為伍佰字以上)及會

議有關資料送交單位主管，經層呈審核，

呈請校長核定後核銷。審核結果將作為爾

後參加國內外研習及學術性會議申請審核

之依據。其演講內容、論文、與會心得報

告及相關內容得刊登於本校學報、校刊或



  

 

 

 

第十七條  教師執行校外研究計畫案，每一

計畫案每學期得抵減 1 至 2 小

時，每學期至多以抵減 2 小時為

限。 

計畫名

稱 

計畫金額 抵減時數 

個人型

計畫案 

100 萬元以

下，30 萬元以

上 

1(主持人) 

100 萬元(含)

以上 

1.5(主持

人) 

整合型

計畫案 
不拘 

2(總計畫主

持人) 

1(子計畫主

持人) 

 

 

慈濟基金會所屬有關刊物上或另安排時間

報告。 

 

第十七條  教師執行校外研究計畫案，每一計畫

案每學期得抵減 1 至 2 小時，每學期

至多以抵減 2 小時為限。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抵減時數 

個人型中央級計

畫案 

(國衛院、國科

會、原民會、原能

會、衛生署、國健

局、農委會等) 

100 萬元以

下，30 萬元

以上 

1(主持人) 

100 萬元

(含)以上 

1.5(主持

人) 

整合型計畫案 不拘 

2(總計畫主

持人) 

1(子計畫主

持人) 

 

 

註：反黑：刪除文字。 

   ：修(增)訂條文。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九。 

 

提案四： 

案  由：訂(修）定「慈濟技術學院產學合作辦法」，第三條至第九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於 96 年 01 月 04 日以台參字第 0950193691C 號令訂定發布施行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二、擬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產學合作辦法」部分條文。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辦法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

實施辦法 
第三條   辦理原則與流程 

一、本校各單位或教師接受委託產學

合作計畫案，需填具產學合作計

畫案合約書及計畫書等相關表件

資料，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會簽研發中心、會計室、人事室

及教務處，辦理有關計畫預算審

核、合約簽訂及其他有關之行政

事務後；轉研發中心召開研究發

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呈請校

長核定簽約。 

二、每產學合作計畫案設置計畫主持

人一人，必要時得增列共同主持

人、協同主持人。  

三、依本校辦法所提之各項產學合作

計畫案均需以本校名義與產學合

作機構辦理簽約手續，一計畫以

一合約為原則，校長為本校立約

代表人，得列計畫主持人為協同

立約代表人。  

四、各計畫主持人依約完成產學合作

計畫案三個月內，需提供結案報

告書與電子資料檔各一份，交由

研究發展中心、執行單位存查，

並完成經費核銷事宜。 

第三條      辦理原則與流程 

(一)本校各單位或教師接受委託產學合

作計畫案，需填具產學合作計畫案

申請表、合約書及計畫書等相關表

件資料，得隨時向研究發展中心提

出申請，並會簽單位主管、會計室、

人事室，辦理有關計畫預算審核、

合約簽訂及其他有關之行政事務，

呈請校長核定後簽約。 

 

 

(二)每產學合作計畫案設置計畫主持人

一人，必要時得增列共同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三)依本校辦法所提之各項產學合作計

畫案均需以本校名義與產學合作機

構辦理簽約手續，一計畫以一合約

為原則，校長為本校立約代表人，

得列計畫主持人為協同立約代表

人。   

(四)各計畫主持人依約完成產學合作計

畫案三個月內，需提供結案報告書

與電子資料檔各一份，交由研究發

展中心、執行單位存查，並完成經

費核銷事宜。  

 

第四條 合約書 

一、產學合作案雙方應基於平等互惠

原則訂定合約，合約內容應符合

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及內容。 

(二)計畫經費及時程。 

(三)雙方權利義務。 

(四)不違背雙方利益之其他相關事

項。 

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合約書，分由

本校及產學合作機構各依所需正

副本份數收執。本校部分 

由計畫主持人存正本壹份，另由

研究發展中心、會計室、各執行

單位存副本一份。 

第四條 合約書 

一、產學合作案雙方應基於平等互惠原

則訂定合約，合約內容應符合下列

事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及內。 

(二)計畫經費及時程。 

(三)雙方權利義務。 

(四)不違背雙方利益之其他相關事項。 

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合約書，分由本

校及產學合作機構各依所需正副本

份數收執。本校部分由計畫主持人

存正本壹份，另由研究發展中心、

會計室、各執行單位存副本一份。  

 

第五條     

  

 

 

 

 

 

 

 

 

 

 

 

 

 



  

三、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歸

屬學校。但學校得約定將全部或

一部份歸屬於合作機構或授權其

使用。 

四、合作機構須使用本校或本校所屬

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訂明其

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五、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購置儀器設備

等，應按本校採購作業程序辦

理，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

設備等，除合約另有規定外，應

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管理。 

六、產學合作相關人員應注意利益衝

突迴避及保密。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

權或成果歸屬學校。

但學校得約定將全部

或一部歸屬於合作機

構或授權其使用。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學校

或其所屬單位之名

稱、標章者，應訂明

其授權方式、使用方

法及範圍。  

六、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所

購置之圖書、期刊、

儀器、設備及賸餘經

費等財產管理運用。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及保密。  

第五條  

本校產學合作案不得對其授權之技術

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

相關產品責任。 

 第六條     

學校不得對其授權之技術

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

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

任。 

第六條 合約履行 

一、產學合作機構如未能履行雙方簽

訂之合約，本校得通知產學合作

機構，終止其合作計畫。 

二、各計畫主持人未依合約規定履行

計畫者，其責任概由計畫主持人

負責。 

第五條 合約履行 

一、產學合作機構如未能履行雙方簽訂

之合約，本校得通知產學合作機

構，終止其合作計畫。 

二、各計畫主持人未依合約規定履行計

畫者，其責任概由計畫主持人負

責。     

 

 第六條  收支規範 

一、行政管理費 

(一)國科會(大小產學)等政府機構補

助之計畫，一律依其規定辦理。 

(二)其他產學合作機構提供計畫經費總

額達 10萬元(含)以上者，應提撥該

計畫之總經費百分之五為行政管理

費，並依本校各辦法運用之。 

二、因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過程中產生

的各項收入與支出，均須依本校各

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經費補助 

一、研究發展中心每年得編列預算

補助各產學合作計畫案。產學合作

第七條  經費補助 

研究發展中心每年得編列預算補助各產

學合作計畫案。產學合作機構提供經費

 



  

機構提供經費不足者，經審核計畫

內容，補助經費原則如下： 

(一)廠商提供經費四萬元(含)以

上，十萬元(含) 以下，校內

配合款補助一萬元。 

(二)廠商提供經費十萬以上，二十

萬元(含) 以下，校內配合款

補助兩萬元。 

(三)廠商提供經費二十萬以上，四

十萬元(含) 以下，校內配合

款補助四萬元。 

(四)廠商提供經費四十萬以上，六

十萬元(含) 以下，校內配合

款補助六萬元。 

(五)廠商提供經費六十萬以上，一

百萬元(含) 以下，校內配合

款補助八萬元。 

(六)廠商提供經費一百萬元以

上，校內配合款補助十萬元。 

二、各產學合作計畫案，廠商經費

需入學校帳戶，請款須經學校

會計流程。 

不足者，經審核計畫內容，得酌予補助

至多三萬元，惟不得高於產學合作機構

提供之經費。 

第八條 公假 

一、為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各主持

人得依計畫需求(例如：簽約、報

告、授課、調查、實驗等)申請公

假，惟須比照「慈濟技術學院教

師研究計畫補助暨校外學術研討

會論文發表獎助辦法」第九條規

定辦理。 

二、產學合作案執行期間小於 6個月

者，其公假給予比照一學期辦

理；6個月（含）以上 12個月以

下者比照兩學期辦理。 

第八條  公假 

為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各主持人得依

計畫需求(例如：簽約、報告、授課、調

查、實驗等)申請公假。公假之使用以不

調課為原則。 

 

第九條 獎勵 

一、為獎勵本校教師從事產學合作

案，各產學合作案計畫主持人得

申請獎勵。 

二、如屬數人共同完成之產學合作計

畫案，僅由其中一人申請一份獎

勵。 

三、獎勵金額 

 第九條 

學校得將產學合作所得利

益之一定比例分配予創作

發明人、產學合作有功人

員或其所屬單位；其分配

比例及方式，由學校定

之。 



  

(一) 計畫總金額五萬元(含)以上，

十萬元(不含)以下，每案獎助

五千元。 

(二) 計畫總金額十萬元(含)以上，

二十萬元(不含)以下，每案獎

助一萬元。 

(三) 計畫總金額二十萬元(含)以

上，四十萬元(不含)以下，每

案獎助兩萬元。 

(四) 計畫總金額四十萬元(含)以

上，六十萬元(不含)以下，每

案獎助三萬元。 

(五) 計畫總金額六十萬元(含)以

上，一百萬萬元(不含)以下，

每案獎助四萬元。 

(六) 計畫總金額一百萬(含)以上，

每案獎助五萬元。 

四、申請產學合作計畫案獎勵教師應

於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繳交三年

內之產學合作成果報告，並填具「教

師產學合作成果獎勵申請書」三年內

產學合作計畫案之「教師產學合作成

果獎勵申請書」，經系務會議審核同意

後提交研究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呈

請校長同意後，予以獎勵。 

五、凡獲本辦法獎勵之產學合作計畫

案，其成果報告應裝訂成冊乙式兩份

送交研發中心備查並陳列圖館專櫃。 

六、本辦法之獎勵費由教育部獎補助

款及其有關規定支應。 

第十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出資、委託辦

理或補助者，應符合該機關規定。 

 第九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出

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

應符合該機關相關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

後公佈，試行一年，一年後得再討論修

正之。 

 

註：反黑：刪除文字。 

   ：修(增)訂條文。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 



  

 人事室提案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第十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規定，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9 人，當然委員計 6 人 

皆為一級主管，職員代表僅 3 人，若能增加職員委員之人數，對職員較 

公平，亦較能充分傳達職員工之意見。 

   二、職員委員之人數擬增加為 5 至 7 人，佔委員數總數半數。條文修訂前後對

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置委員

十一至十三人，校長、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人事主任等為當然委

員，另遴選委員五至七人，

由全校職員工互選之，各處

室、系（科）至多 1 人，委

員之任期一任一年，連選得

連任。 

第十條 

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置委員

七至九人，校長、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人事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另

遴選委員一至三人，由校長

遴選聘任之，委員之任期一

任一年，連選得連任。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一。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第五條條文及評量表，提請討論。 

說  明：修正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表為滿分 100 分，並與年度考核評量項目相近。 

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2 條

第 3 項 

因全時進修、育嬰、生病、

借調（借調至校外）等經

奉核通過之留職停薪或留

職留薪案，而未在校服務

之期間不予計算及接受評

量。 

因進修、育嬰、生病、借

調（借調至校外）等經奉

核通過之留職停薪或帶職

帶薪案，而未在校服務之

期間不予計算及接受評

量。 

界定進修為全時

者。 

第 3 條

第 1 項 

本評量內容因服務性質不

同，分別評量為： 

（一）兼行政主管教師：

「一般服務」、「行政管

理」、「學生輔導」、「其他

服務」等方面為評量項

目。 

（二）兼導師職務教師：

「行政服務」、「輔導服

務」、「生活輔導」、「其他

服務」等方面為評量項

目。 

（三）一般教師：「行政服

務」、「學生輔導」、「其他

服務」等方面為評量項

本評量內容分為輔導、服

務等二大項目，並分為量

化與質化標準，同時評

量，評量表如附件。 

配合修正評量表

修正第一項。 



  

目。 

第 3 條

第 2 項 

以上各款所列評量項目合

計佔總分百分之九十，細

項及佔分請參考附表一、

二、三說明，另保留百分

之十，由系（科）自訂。 

無。 配合修正評量表

增列第二項。 

第 3 條

第 3 項 

系（科）自訂評審項目，

需經系（科）教師評審委

員會通過，報請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無。 配合修正評量表

增列第三項。 

第 5 條 本評量所列之評分項目依

附表規定辦理，且應提具

證明或說明具體事實。 

本評量所列之評分項目依

附表規定辦理，且應提具

證明或說明具體事實，成

績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一）40（即教師評鑑辦

法中輔導服務項目上限分

數）÷ 列名前 10﹪之教師

成績加總平均 ＝ A 

（二）輔導服務評量得分 

× A ＝ 輔導服務成績 

修正評量表為滿

分 100 分，刪除原

成績計算方式。 

 

決  議：不予決議。 

 



  

提案七：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第一條至第十二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  議：不予決議。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