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一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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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間：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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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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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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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翔新、陳哲三、陳啟鏘、劉文豐、何滿龍、鄭明仁、洪本善、楊宗璟、賴美蓉、林慶昌、
林保宏、林朝福、李漢鏗、曾 亮、謝政穎、梁煌儀、陳修和、劉常山、楊霩晨、楊榮顯、
蕭肇殷、伍慶勳、李維平、陳正芳、張新福、楊瑞彬、曾勵新、李英豪、梁正中、張立德、
陳士堃、陳錦毅、盧聖華、陳敬恒、趙 銘、謝信芳、林秀峰、沈昭元、謝新銘、吳穎強、
張寧群、楊炳章、林宗志、林漢年、辛正和、蕭子誼、賴炎卿、黃聰輝、郭廸賢、王迺聖、
吳榮彬、李文傳、顏上詠、江淑女、康裕民、張智元、蘇惠珍、羅榮鑫、吳建瑋、張振昌、
李書安、孫道中、蘇文彬、袁世一、蕭敏學、郭祐誠、張鑫隆、陳盛通、簡正儀、李希奇、
郭瑞益、張宜正、楊裕仁、曾宗壽、賓湘衡、呂長禮、簡淑碧、廖亮美、蕭尚文、傅琡珺、
吳佩真、鍾麗萍、劉春蕊、廖得凱、鍾宜蓁、梁耀仁、徐碧佳、蘇弘文、蔡淼宇、陳雨軒、
許哲綺、姜少禾、高松原
列席人員：
葉 忠、許健興、黃錦煌、趙魯平、廖為忠、李英弘、黎淑婷、李桂秋、王光華、紀美智、
利菊秀、蔡千姿、何主亮、施仁斌、黃榮興、廖時三、林志敏、彭芳美、余美玲、賴志峰、
麥科立
請假人員：
楊明憲、馬彥彬、許芳榮、溫傑華、李瑞陽、陳義成、王 謙、楊蜀珍、郭修暐、李元恕、
滿肇怡、林問一、羅仙法、龐寶宏、魏秀娟、楊宜芬、王釋逸、單天佑、曹文琦、吳孟潔、
曾子庭、江明家、林怡臻、于舒凡、姜良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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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一、討論事項
(一)通過修訂「逢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已於 98 年 4 月 3 日以逢秘字第 0980009790 號函報教育部核備。
(二)通過「逢甲大學新進教師續聘評審辦法」條文修訂案。
‧已於 98 年 4 月 9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三)通過「97 年度電子商務碩士在職專班」98 學年度招生案。
‧98 學年度已招生 30 名，並於 5 月 16 日放榜。
(四)通過「逢甲大學校際選課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
‧已於 4 月 9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並於 98 年 4 月 20 日發文教育部備查，
4 月 29 日教育部來文通知已核備。
(五)通過修訂「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已於 98 年 4 月 23 日奉 校長核定公布實施，自 98 年 8 月 1 日起，辦理 99 學
年度各項招生考試開始生效。
(六)通過 99 學年度調整系所學位學程案。
‧計有中文系、航太系碩士在職專班辦理停招，98 年 4 月 19 日董事會常會決
議通過，訂於 98 年 6 月 30 日前提報教育部審核。
二、臨時動議
(一)產學合作項目僅登錄學校簽約部分，至於擔任跨校計畫之協同主持人該如何認
定。
研發處說明：
‧校內教師擔任跨校計畫之協同主持人，請自行登錄於教師整體成就系統：研
究/其他相關研究中。於教師評鑑時，再提出相關佐證資料。
(二)課程講授意見調查滿意度分析，通常研究所學生給分高於大學部學生，大學部
高低年級、或必選修課程同學給分亦有所差異，此種不同層級給分標準對於整
體老師得分比例將會有不同程度的影響，是否應調查得分平均值，考量分層級
訂定標準。
研發處說明：
‧有關授課意見調查之檢討及分析，將併入教學資源中心 e35 計畫執行。
(三)學校這學期特別重視弱勢助學，但在校務系統「助學金管理系統」登錄並不明
顯，其中「助學金名額申請」一旦學生投遞履歷或學生資料已建檔就不可再修
改助學項目。建議將「是否由課外活動組分配助學學生」欄位放在明顯處。
資訊處說明：
‧已與課外活動組協調，並將「是否由課外活動組分配助學學生」字體放大、
顏色凸顯。
(四)目前教育部正研擬私校教職員可領月退俸制度，若此項制度經立法通過後，本
校之福儲基金將如何運作？
人事室說明：
‧預定於 98 年 6 月 26 日褔儲委員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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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前教師評鑑並未列入校務會議與院務會議代表，建議研發處將之納入評鑑項
目。
研發處說明：
‧已將校務會議與院務會議代表納入教師評鑑子項 C2 考量。
(六)為避免紙張的浪費，建請將「校務系統作業申請單」改以電子簽核，縱向以開
放全校多群組權限在先，橫向以作業名稱、適用對象、使用時機、模組名稱、
權責單位等順序排列。
資訊處說明：
‧已針對此議題做角色權限的規劃設計，並於 98 年 6 月 4 日上午邀請相關單位
師長討論校務系統角色授權規劃，經決議共訂定四組角色：行政業務、教學
業務、主管、教師，並確認各角色內的業務名稱、說明及使用作業，預定 1
個月內開發系統完成上線。
貳、主席報告
政府為提升就業機會，釋放甚多資源供各校提出計畫申請經費，本校申請件數及通過件
數均為最高，受到各界嘉許，尤以經濟部方案16「產學研發計畫」的申請案，本校獲工
業局核准4件，獲商業司核准3件，實屬難得。感謝大家此期間的辛勞與努力，使本校的
計畫申請得到很好的成果，在全國大學院校中表現傑出。
參、書面報告暨補充說明
一、國際處游慧光國際長報告
‧本校申請 98 年度教育部獎助大學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計畫-學海飛颺獲補
助 240 萬元、學海惜珠獲補助 48.4 萬元。
二、軍訓室林榮趁主任報告
(一)為因應新流感，校安中心今(6/10)早開會決議，在新流感期間，各單位辦理各項
活動，若需耳溫槍或口罩，可向校安中心申請。
(二)H1N1 新流感隔離層級分為:醫院隔離（確定病例）、居家隔離（疑似病例或病例
送檢中）、自主健康管理（曾與病例接觸），以上管制對象均由衛生單位認定及
通知。當衛生單位發布第四級疫情時，本校即以第一機車棚 2 樓做為僑生、大
陸生及離島學生等居家隔離安置地點；以校友會館做為自主健康管理安置地點。
三、公關室林良泰主任報告
‧美國晨星青年訪問團(Morning Start)6 月 12 日晚間在本校育樂館演出，歡迎各位
師長前往觀賞，該團成員並參與本校新鮮人國際視野體驗營活動暨重點高中參訪
計畫。
四、秘書室林良泰主秘報告
‧書面報告第 117 及 118 頁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的規定，初步擬定 98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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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的校務會議代表名額分配表，請參閱並請被推選之教師代表於星期三下午勿
排課，以利會議進行。
五、學生會廖得凱會長報告
(一)今(6/10)晚 19:00-21:00 哈佛大學（鱷魚合唱團）12 名學生蒞校表演，地點在啟
垣廳，請各位師長前往觀賞。
(二)6 月 13 日晚學生會於育樂館舉辦畢業晚會，請各位師長蒞臨觀賞。
陸、討論事項
一、修訂「逢甲大學學則」
說明：
(一)依教育部 98 年 2 月 6 日台高（二）字第 0980017661 號函辦理。
(二)增訂第十五條第四款學生因懷孕或哺育 3 歲以下幼兒期間得申請延長修業年
限，至分娩或幼兒滿 3 足歲。
(三)增訂第三十九條第四款第二項育嬰休學期間以哺育 3 歲以下幼兒為限。
(四) 經 98 年 03 月 27 日教務會議及 98 年 04 月 08 日行政會議通過修訂。
決議：
‧照案通過，報教育部備查。
二、修訂「逢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說明：
(一)本學年度學生獎懲委員會審理學生重大獎懲案件時，發現期中、期末考同學
作弊情形有增加現象，原辦法規定凡考試作弊均記大過之懲處，本次配合教
務處學生考試施行細則修訂，亦考量部分學生作弊可能係無心之過，所以做
部分的修訂。
(二)依 97 學年第 2 次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辦理。
(三)業經 980407 法規會議及 980408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綜合意見
(一)第七條第六款在試場附近逗留或高聲喧嘩，經勸止不聽者就要記申誡是否太
嚴重。
(二)第十三條第五款提到學生獎懲委員會已有學生代表，但學生代表僅 1 員，因
學生獎懲委員會係審理學生案件，牽涉到學生權益，建議增加學生代表員額
2～3 員。
補充說明：
(一)有關第七條第六款之條文，因考試之巡堂人員均會勸止同學在試場高聲喧
嘩，經勸止不聽者，才有機會引用本條文，依教務處實際經驗，近年來未
曾引用此款進行懲處。
(二)依照「逢甲大學組織規程」規定，在學生事務會議之下，設學生獎懲委員
會，學生事務會議有學生代表，因此，請學生會提學生事務會議討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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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增加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代表的名額。
(三)本辦法條文配合教務處考試規則條文的修訂，主要是因應近來許多老師及
同學均利用各種管道表達學生考試作弊甚為嚴重而感到憂心，教務處修改
考試規則(如取消研究生監考與考試座位改於考前在現場公告)及本辦法條
文的修訂都希望能改善此現象。
(四)獎懲委員會在審理學生作弊案件過程中，發現考試違規甚多係因監考同仁
與任課老師對於考試參閱何種書籍或文件在認知上有差距，讓學生產生誤
解，在此呼籲任課老師要盡監考義務，監考同仁於考前宣讀考試重要規
則，讓同學瞭解，以避免無心作弊的同學犯規，及對於有心作弊的同學產
生警告遏止效用。
決議：
‧ 有關學生獎懲委員會增加學生代表之員額，請提適當會議討論。
‧ 教務處已修訂考試規則及改善考場環境，請各系所老師與同仁一起努力，確
實負起監考責任，並請向學生宣導學生獎懲辦法之考試作弊罰則，以遏止學
生作弊行為。
‧照案通過。
三、新訂「逢甲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說明：
(一)為保障專任職員、工友及約聘人員之權益，促進校園和諧，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案業經 980408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綜合意見：
(一) 第五條受理事項包括工作條件或所為之措施，建議增加中止契約及解僱事
項。
(二) 第十條不受理事項之第三款「非屬職工權益而應由法院審理之事項者」之條
文有待商議，因為勞資糾紛案件之處理儘可能循校內之申訴管道，以行政救
濟較宜，對職工較為有利，若無法解決時才提法院審理，但由法院審理之事
項者，亦應納入申訴條件，才不致於將受理範圍縮小，故建議將本款條文予
以刪除。
(三) 第二條委員代表 13 名中並無明文規定職工代表的保障名額。
(四) 建議刪除第十四條之「會議不公開舉行」文字。
補充說明：
(一) 目前本校約聘僱職員均依據計畫之執行期間，為一年一聘合約，計畫執行終
了若不續聘，在一個月前即行告知，職工解僱都是依據私校退休撫卹辦法處
理且須報部，有一定之要件，因此尚無中止契約或解僱問題。
(二) 第二條委員代表除老師 3 人及法律專家 1 人外，其餘均由職工擔任。
(三) 人事案件之審理制度以不公開較宜。
決議：
‧第二條於「其中應包含教師代表三人及法律專家一人」之後增加文字，「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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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由職工代表擔任之。」…
‧第五條照原條文先行通過，若有窒礙難行之處，再行研擬修改條文。
‧第十條第三款予以刪除。
‧修正後通過
四、99 學年度調整系所學位學程案
說明：
(一)99 學年度擬將工學院纖維與複合材料學系及紡織工程研究所「系所整併」為
纖維與複合材料學系。
‧依據教育部「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附表四第二項規
定：學校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列計專任師資時，不得重複列計。
‧若維持目前系所分開之現狀，將無法落實教育部對於系、所師資比之要
求，對於系與所都不利，所以將系所合一，維持纖維與複合材料學系之名
稱，包括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
‧業經 980603 次行政會議通過。
(二)99 學年度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98 年 5 月 20 日教育部核復本校 99 學年度同意設立金融碩士在職專班，
未來將分「風險管理與保險組」及「財務金融組」兩組招生。
‧獲教育部核准設立金融碩士在職專班，已含有「風險管理與保險組」，所
以原「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須停招。
‧業經 98 年 6 月 9 日線上行政會議通過。
決議：
‧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
一、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訂定後，本校同仁均已納入保障，但為本校服
務的外包清潔工，其工作條件是否也受到保障，建議於招標文件中敘明僱主應遵守
之規範(包括遵守勞工法規，給付基本工資及給予年終獎金等適當的獎勵)，若得標
僱主違反規定即可終止其契約。此外，近期發現本校新進人員中有定期非正職之博
士教師職缺，將來是否應聘本校正式教師須經此程序，其權利義務如何？(教師代
表張鑫隆助理教授)
李副校長說明：
‧為了解決失業率問題，政府各部會提出 16 個方案，方案 8 是「大專校院教學、
職涯輔導及專案管理人力增能方案」，優先提供聘任 95 至 97 學年度之碩、博士
班畢業生包括博士教師、教學（行政）助理、職涯輔導及專案管理、駐校藝術家
等，屬定型化一年契約，是短期救急特別預算。此外尚有方案 1-1「大專畢業生
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提供大學部 95、96、97 學年度畢業生，在此就業機會
較嚴峻的狀況下，可以到經教育部審查通過之企業短期實習一年的機會，教育部
提供月薪 2 萬 2 仟元外加勞健保，方案 1-1 本校有 470 位名額，校輔室正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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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請學生會多加宣導，希望畢業同學能善加運用政府提供的企業實習方案，
讓自己先順利踏出職涯第一步。
主席裁示：
‧關於在本校服務的外包廠商員工，其權益是否受到保障，工作條件是否符合法規
之規範，請人事室研議及討論，於簽訂契約時可考量將相關規定納入契約條文。
二、(一)建議將校務會議、院務會議代表納入校務行政系統之「委員或工作小組」，教
師評鑑時即可自動轉入教師評鑑系統，不用自己填寫。(二)請將創新教學與數位教
材製作項目納入教師整體服務系統，因為同仁認真參加學校創新教學，屬於本校教
學卓越研究之一，理應自動納入評鑑系統。(三)100 年學校即將正式進行教師評鑑，
有些同仁因國科會及學校計畫都無法申請，已被排除於教師評鑑之外，請學校考慮
開闢三好三贏的微型永續發展研究計畫，三好即好申請、好結案、好成果，三贏即
學校、老師、學生都贏。(教師代表郭廸賢教授)
人事室主任說明：
‧ 校務及院務會議代表是老師的基本責任，因不是委員會之委員，不宜納入整
體成就系統之服務項目。
研發長說明：
‧ 有關教學卓越的教學型研究已經納入教師評鑑的教學項目中，微型研究計畫
須視學校經費預算而定，現有之逢甲專案目的是協助老師提昇研究能量以持
續增加國科會計畫，教師評鑑是每位老師的責任，其目的並非保障所有老師
通過評鑑，而是提供老師最好的教學及研究發展環境。
主席裁示：
‧ 校務會議與院務會議代表自動轉入教師整體成就系統之意見，請納入下次教
師評鑑說明會中予以討論。
三、同意郭老師前項所提之校務會議及院務會議代表納入教師評鑑系統；另外，提議 98
學年度恢復 9 天春假假期。(航太系李永明主任)
主席裁示：
‧將於適當會議中再予討論。
四、本學期起取消 90 分鐘期中考考試時間，有些須計算的學科，60 分鐘考試時間不夠
使用，如果此項制度將正式取消請提早通知，或者請恢復該項安排。(環科系童翔
新主任)
教務長說明：
‧各系所若有此項需求，及早告知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教務處將配合辦理。
五、國際企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學生第四年須出國，選修通識課程比大學部少一年，請
教務處調整選課系統，提高本學程學生通識選修中選機率，以免學生因通識選修不
足而延畢。(國企學士學位學程吳廣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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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建議提高該學程學生之通識課程選修率，為了公平
起見，在此也建議該學程大三同學可比照一般大四同學優先選修通識課程，但不應
在大一、大二就給予優先選修之權利。(學生會廖德凱會長)
主席裁示：
‧請教務處研議。
六、學人宿舍之清潔人員反映，宿舍無設抽煙區，住宿之僑生經常聚集於噴水池抽菸，
且亂丟煙蒂，警衛屢勸無效，建議請依抽菸管制辦法予以輔導僑生遵守規範。(教
師代表李書安助理教授)
主席裁示：
‧請學務處協助輔導解決。
七、個人最近才瞭解本校已取消兼任教師之車馬費，建議爾後若有與系所相關之規定，
請於執行前先行知會系所主管。(風保系陳森松主任)
主席裁示：
‧因每年均有新的系所主管上任，若有與系所相關的資訊，請於每年定期通知，
讓各系所充分瞭解新規定。
捌、散會(時間：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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