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四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
地
主

間：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三月廿四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點：第三國際會議廳
席：張校長保隆

紀錄：賴淑英

出席人員：
張保隆、楊龍士、李秉乾、林良泰、林昆明、林哲彥、廖盛焜、吳志超、石天威、
王履梅、游慧光、林榮趁、辛紹志、江向才、黃焜煌、彭德昭、張景星、黃錦煌、
何艷宏、林泰生、謝海平、黃思倫、林秋裕、蕭堯仁、董澍琦、葉 忠、劉顯光、
鄭國彬、李桂秋、蔡千姿、鄭保村、簡士超、張倉耀、林豐智、何主亮、周哲仲、
李麗秋、余美玲、尤正祺、施仁斌、廖時三、蕭敏學、邱景升、李英弘、李樹莊、
陳廣祥、蘇人煇、李漢鏗、葉昭憲、雷祖強、陳朝輝、洪本善、吳明雲、梁煌儀、
陳修和、劉常山、楊霩晨、羅致卿、朱智義、李維平、王逸琦、朱侯憲、黃柏文、
李英豪、曾勵新、馮秋霞、陳錦毅、李英德、李賜福、趙 銘、陳青文、黃志銘、
謝新銘、陳坤煌、賴啟智、陳孝武、劉堂傑、楊文祿、孫伯斗、辛正和、陳貴端、
羅慶龍、謝耀智、于躍門、吳榮彬、方文碩、劉宗欣、顏上詠、羅仙法、江淑女、
洪介偉、宋玉真、翁于晴、黃振鴻、李書安、林 菲、黃溪春、曾斌祺、陳盛通、
潘立芸、羅芳怡、張鑫隆、唐俊華、蕭碧莉、萬琍琍、王允闐、郭瑞益、張宜正、
楊裕仁、賓湘衡、賴謙旗、呂長禮、簡淑碧、廖亮美、王淑娟、吳佩真、林秋松、
代
傅琡珺、張簡誌誠、陳光中、黃柏勛、蕭玉楷、王致壬 、姜良鴻、呂明芳、
郭廷雅、陳均瑋、潘永鴻、吳郁鶯、林正婷
列席人員：
趙魯平、吳昌謀、葉俊良、廖為忠、黎淑婷、楊賀雯、楊宗璟、賴美蓉、杜方中、
紀美智、利菊秀、葉德輝、江怡蒨、黃瓊如、佘溪水、吳廣文、簡正一、洪三山、
林志敏、許芳榮、麥科立、王志宇、胡鳳生
請假人員：
李維斌、楊明憲、汪在莒、連惠邦、郭永傑、陳介英、陳義成、伍慶勳、洪明傳、
梁正中、蔡健益、張美燕、林廷機、陳振金、戴秀雄、蘇惠珍、陳長城、單天佑、
陳奕儒、許哲綺、黃詩雯、張名哲、郭紹偉、吳冠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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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一、通過修訂「逢甲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業於 99 年 2 月 3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二、通過修訂「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
．業於 99 年 1 月 18 日奉 校長核定。
．招生組於 1 月 20 日除了更新 Notes 法規章程外，另通知各院、系儘
速新增或修訂「院、系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並遴選 99 學年度院、
系招生委員。
三、通過新訂「逢甲大學綠色能源發展中心組織規程」。
．業於 99 年 3 月 26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四、通過修訂「逢甲大學組織規程」。
．業於 99 年 3 月 6 日經 17-6 次董事會常會討論通過。
五、通過修訂「逢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業於 99 年 1 月 27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六、通過新訂「逢甲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
．業於 99 年 1 月 18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七、通過修訂「逢甲大學教師升等實施辦法」。
．業於 99 年 1 月 22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
一、本校目前正在研擬校務中程發展計畫，有關水湳新校地之發展規劃或
未來三年預算的編列，歡迎各位代表提供寶貴意見予研發處參考。
二、關於陸生招收問題，本校目前應積極進行相關前置作業，若立法院審
查通過承認大陸高等學歷時，本校即可進行學生選送工作。另為減輕
陸生至台就讀之經濟壓力，本校希望與企業合作，透過獎學金與工作
機會之提供，共創三贏之局面。
參、書面報告暨補充說明
‧學務處廖盛焜學務長報告：
課外活動組配合學校運動會，與各院系、單位及社團共同推出逢甲「2010
校園綠能季」活動，將於 3 月 30 日中午，在忠勤樓前廣場舉辦開幕典
禮，邀請各位師長參與。
‧國際處游慧光國際長報告：
(一)請各位與會代表推薦各系所之優良學生，參加選送國際交換生的甄
選活動，讓學生在生涯規劃中能到國外參加短期研習或到大陸選修
雙學位。
(二)大陸短期遊學團活動，目前有東南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文化研習營
計畫，請工學院、商學院及金融學院推薦同學，北京科大綠能夏令
營，請建設學院及工學院推薦同學。另外，兩岸經常舉辦的遊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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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包括人大彩虹計畫，吉大東北國風情冬令營、復旦大學的江南行、
哈爾濱大學的小衛星學習營，武漢、蘭州等其他學校的短期遊學計
畫，請各位師長推薦並鼓勵學生暑期至大陸參與文化及專業的學術
交流活動。
‧體育處張景星體育長報告：
3 月 27 日全校運動會，請各位師長踴躍參與。
‧公關室林良泰主任報告：
本校將於 4 月 17 日及 18 日舉行「大學甄選入學第二階段」考生宣傳服
務。公關室特於此二日為學生及家長服務，並安排專車接駁、校園導覽
及舒壓體驗，也請各位師長費心安排相關行程。
‧學生會黃柏勛會長報告：
學生會已於 3 月 3 日完成校內社團評鑑，評審老師針對學生會於本校校
級會議參與情形多有讚許，在此感謝各單位對於學生會參與校級會議的
支持。學生會預訂於 3 月 27 日至 28 日前往玄奘大學參加本年度全國全
校性自治組織訪視暨觀摩展，學生會定盡全力為學校及學生會會員爭取
最高榮譽。
肆、討論事項
一、98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評選委員會校務會議選任委員選舉案。
說明：
(一)依據「逢甲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第三條第二款，校務會
議推選教師代表四人。
(二)本次共推選教師代表 9 位，得票數：張梅英老師 71 票、楊東麟老
師 68 票、羅仙法老師 56 票、張慧貞老師 52 票、胡士文老師 41
票、楊文祿老師 41 票、朱侯憲老師 36 票、李桂秋老師 36 票、文
庭澍老師 32 票。
決議：
(一)本次校務會議選出：張梅英、楊東麟、羅仙法、張慧貞等 4 位教
師代表為選任委員。
(二)如遇委員出缺，則依得票數及提名先後順序，由胡士文老師、楊
文祿老師、朱侯憲老師、李桂秋老師依次遞補之。
二、修訂「逢甲大學學則」部分條文。
說明：
(一)依行政會議校長指示，並參酌本期（98-101 年）教學卓越計畫之
「深化成果導向雙迴圈課程規劃執行方案」辦理。
(二)經 99 年 2 月 3 日第 990203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報教育部核備。
三、成立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理中心/新訂「逢甲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管理中心組織規程」。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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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勞安法規定及 98 年 5 月 20 日教育部訪視委員意見，成立逢
甲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理中心為一級單位。
(二)經 98 年 12 月 14 日總務處處務會議及 99 年 2 月 3 日第 990203 次
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報董事會核備。
四、成立通識教育中心為一級教學中心/新訂「逢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組織
規程」。
說明：
(一)因應通識教育地位益形重要，擬提升中心為一級教學中心以應需
要。
(二)經 99 年 3 月 10 日第 990310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第三條修改為：本中心因業務需要，得設通識教育中心會議、教師
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各教學領域課程委員會及其他系級之相
關委員會；各相關會議之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修正後通過，報董事會核備。
五、修訂「逢甲大學組織規程」。
說明：
(一)配合本校 99 學年度系所增設調整、新成立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
理中心及教育部來函修訂本校組織規程。
(二)經 99 年 2 月 3 日第 990203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提董事會審議同意後報教育部核定。
六、新訂「逢甲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規程」。
說明：
(一)為審議學生重大獎懲事項，維護校規並確保學生合法權益，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第五款，訂定本組織規程。
(二)經 99 年 3 月 10 日第 990310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
七、100 學年度調整碩士在職專班案。
說明：
(一)材料與製造工程碩士在職專班「機械工程組」辦理停招。
註：本校已於 98 年 11 月 27 日向教育部申請增設 100 學年度機械
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碩士在職專班(逢教字第
0980057595 號函)，99 年 5 月若獲教育部核准設立，則材料與
製造工程碩士在職專班「機械工程組」辦理停招；若未獲核准
設立，則繼續招生。
(二)材料與製造工程碩士在職專班「材料科學組」辦理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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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 99 年 2 月 24 日第 990224 次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提董事會審議同意後報教育部核定。
伍、臨時動議
一、校務會議書面報告都以傳統方式進行，建議日後可考量以專題方式報
告。(教師代表朱侯憲教授)
主席裁示：
‧歷年來的校務會議，除了形式上的報告外，亦曾邀請過特定單位
進行專題報告，爾後當於適當時機，請相關單位針對重點校務發展
計畫進行簡報。
二、對於校約聘與計畫聘之助理，往往因認真於工作而疏於交友，導致生
活圈的窄化，因此建議學校能投注相對的關心，適時舉辦一些聯誼
活動，以拓展其生活面向，如此必能更增加其向心力，對於工作的
推展也將有所助益。(職員代表呂長禮)
主席裁示
‧請人事室費心規劃，多為約聘人員及相關同仁舉辦聯誼活動。
三、學校是否禁止職員集會結社？校約聘及計畫聘人員每年一聘，學校是
否已公布約聘人員轉任正職之辦法?若約聘人員業務量與正職人員
相同卻有不同待遇，請學校多予考量同工不同酬之現象。(教師代表
張鑫隆助理教授)
主席裁示：
‧學校從未曾限制同仁集會結社，關於約聘人員轉正職相關辦法，
人事室已研擬亦曾舉辦公聽會，尚待董事會核定；另有關約聘人員
之相關權益問題，請人事室多予費心。
四、學校運動會賽程與學生上課時間衝突，影響學生上課權益。(教師代
表李書安助理教授)
張景星體育長說明：
‧今年運動會會前賽個人項目安排在星期二，可能影響到學生上
課，但為了避免影響大多數學生上課，團體賽程安排在星期六運動
會當天舉行，如果運動會賽程影響到學生課業，明年將予以修正。
主席裁示：
‧請體育處多收集資訊，作為明年規劃運動會賽程之參考，儘量不
要影響同學的課業。
五、學生無法查詢歷年成績及課程，目前同學們想要查詢自己的成績和已
修過的課程，須利用多個查詢管道，建議在 iLearn 新設一個功能，同
學們只要一撥入 iLearn 即可出現視窗，即時看到學生宣導的事項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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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動訊息，並可查詢成績及修習科目。(學生代表姜良鴻學生議長)
林昆明教務長說明：
‧教務處將會考量讓同學較方便查詢成績及課程，技術面將請資訊
處協助。
王履梅副資訊長說明：
‧同學至個人化網頁(MY FCU)即可查詢歷年成績及工讀金領用等
全部個人資料，學校首頁係用於當成績公布時可即時連結資料，方
便同學查閱。
李秉乾副校長說明：
‧本校將 Black Board 第七版升級到目前的第八版(改名 iLearn)，
iLearn 與學生的 Portfolio 系統，都有學生個別帳戶，目前此兩個系
統是學校與學生溝通連繫最好的管道，學校會將學生相關資料放在
iLearn 系統，爾後學校資訊亦將直接通知給學生個人，所以，同學
查成績可由網頁進入，但要查個人資料請由個人的 Portfolio 帳戶進
入。
六、學生會在本學期將推動兩項計畫。(學生會代表黃柏勛會長)
說明：
(一)交通安全座談會計畫，第一階段先行於各系所召開交通安全座談
會，蒐集同學們對於交通安全相關問題之意見，第二階段將與運
輸科技與管理學系合作，針對校區周邊交通狀況做研究調查。日
前已請教主秘，將朝汽機車停車之特性、供給、需求來統計分析，
並提出相關數據，第三階段將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座談會，彙整
同學主觀意見及調查之客觀分析數據，提出實際建議做法，做為
學校未來政策走向及校區規畫之參考，敬請師長提供寶貴意見，
讓計畫更精實。
(二)校內補習班廣告橫行問題，學生會將發起全民皆兵方式做全面性
抵制活動，清除校內所有補習班廣告，以期讓同學們有個乾淨的
學習環境。
林良泰主秘說明：
‧個人非常贊同黃會長之計畫案，也肯定其作法。
陸、散會(時間：下午 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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