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六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間：中華民國102年3月20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點：第三國際會議廳
席：張保隆校長

紀錄：賴淑英

出席人員：
代
張保隆、楊龍士、李秉乾、唐國豪、邱創乾、林哲彥、廖盛焜、杜方中 、竇其仁、王啟昌、
代

李維斌、王履梅、游慧光、侯舜仁、張梅英、江向才、林志敏、林秋松 、吳蕙米、劉啟帆、
代

林秋裕、黃錦煌、王 葳、何主亮、廖美玉、林成利 、陳昶憲、蕭堯仁、翟本瑞、戴國政、
鄭豐聰、林佳弘、李元恕、吳榮彬、簡士超、楊坤鋒、王漢民、吳瑞雲、李英豪、江康鈺、
王志宇、陳介英、洪三山、黃秀芬、許芳榮、陳廣祥、蘇人煇、李漢鏗、張嘉玲、高孟定、
李克聰、楊文燦、黃瓊珠、馬彥彬、楊霩晨、張文政、楊榮顯、劉明山、石天威、盧銘勳、
翁于晴、楊瑞彬、洪子倫、曾勵新、陳建隆、李書安、邱國峰、蔡健益、周哲仲、盧聖華、
黃秋煌、劉宗杰、林明言、陳德請、謝新銘、賴啟智、楊文祿、陳志瀅、楊豐瑞、張森河、
許鈺珮、黃瓊如、郭廸賢、賴崑榮、王迺聖、方文碩、陳至還、林問一、黃禮林、林賢治、
劉炳麟、林季芸、朱南玉、袁維勵、陳啟川、李企桓、林維崙、鄭孟育、龎雅文、高秀蘭、
黃娟娟、黃智彥、林真珠、張淑英、李 參、袁翌祥、黃奉明、單天佑、簡信男、呂長禮、
何苑荔、廖亮美、傅琡珺、紀志達、蘇杏桑、劉士豪、張雅鈞、李世民、楊詠絮、徐宗霈、
鄭凱文、柯欣瑜、王良成、王彥杰、賴睦璿、黃竣煇、江佾家、沈芳儀
列席人員
張棋榕、方 俊、葉俊良、黃柏文、丘紀堇、王傳益、廖清標、劉立偉、曾 亮、潘立芸、
邱世寬、陳盛通、林文欽、林俊宏、梁馨予、吳正文、邱源貴、莊坤良、田春林、尤正祺、
何滿龍
請假人員
李燊銘、賴文祥、江耕南、林豐智、施仁斌、黎淑婷、劉 霈、林宗賢、張智元、郭錦津、
郭永傑、李時銘、余美玲、陳修和、劉常山、李明賢、詹志潔、黃建立、陳冠宏、駱達彪、
龎寶宏、張倉耀、陳方元、陳長城、蔡雅芝、張宜正、詹美慧、賴春蘭、劉曜華、張景閎、
巫曜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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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討論事項：
一、修訂「逢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已於 101 年 12 月 27 日奉校長核定於 102 年 1 月 6 日公告實施，並於 102 年 1 月 14 日
以逢學字第 102001088 號函送教育部核備。
臨時動議
一、「國際觀」通常被認證委員列為重點，且把「國際觀」與英文教學連結，建議院級教
育目標去除「國際觀」
，因由系角度來看，著重的是專業知識的培養，很難在英文教學
方面加強，建議除了大一的英文和大二的自學英文之外，學校可以嘗試由通識教育的
相關課程做全英語教學，以提升全校學生的英文程度。(土木系陳廣祥主任)
執行情形：
‧本案已邀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學務長、外語中心主任、教資中心執行長等相關人員，
於 3 月 15 日召開會議，會議結論─本校對應國際觀的作法，係把「國際觀」融入於正式
課程、非正式及潛在課程中，課程分類如下：
(一)外語文能力課程及學習氛圍環境包括大學(大一、大二)英文、應用外語學程、菁英
英語學程、國際交流的氛圍及跨文化合作的學習環境。
(二)通識教育課程及課外活動包括通識必修課程_文明史 (結合講座、影音教材)、通識
選修課程 (結合通識沙龍的分享與對話)、領導知能之通識選修系列課程 (從國內志
工到國際志工)、課外活動_服務性社團。
(三)院系專業課程包括院系之國際實習/交流、學院之專業菁英學分學程、院系其他作
法。
貳、主席報告
人言大樓地下室於今年年初進行整建，第一期工程即將告一段落，並將展開第二期工
程，預計七月暑假期間完工，工程施作期間諸多不便，希望各位見諒。此次將人言大
樓地下室做一完整的規劃，挪出近 400 坪的空間，除了提供學生上課之外，也將做為
學生社團活動、展演活動的使用，希望老師及同學能充分利用。
參、書面報告暨補充說明
一、教務處邱創乾教務長報告：
(一)102 學年度碩博士班陸生招生已經展開，大陸地區學生的招生資訊已公告在學
校 Notes 公布欄及網頁，教育部核定本校碩士班招收名額 9 名，可以招收的學
系有工工、纖複、國貿、財金、風保、應數、土木、運管及建築等 9 系，博士
班招收名額 2 名，可招收的學程有金融、土木及水利工程等 2 個博士學位學程，
網路報名時間自 3 月 13 日至 4 月 9 日下午 5 點。
(二)102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有 36 個系組參加，招收名額 314 名，全額錄取；
個人申請入學有 37 個系組參加，招生名額 2,217 名，計有 7,157 名通過本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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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篩選。個人申請網路報名時間 3 月 21 日至 3 月 28 日，4 月 13 日至 14
日辦理第二階段甄試。
二、教學資源中心李秉乾中心主任報告
‧感謝大家的努力，第三期教學卓越計畫本校獲得教育部核定四年期每年 9000 萬
元之最高額補助，已於 3 月 15 日繳交修正計畫書至教育部，教學資源中心將依
據計畫主軸與各單位積極研商具體作法以落實計畫目標。同時配合教卓計畫推動
及教育部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力計畫，本校商學院與工學院五個碩士班將以試辦
性質，透過課程分流、創新教學型態、規劃精緻的實習內容、以及鼓勵產業參與
等方式，為未來學位分流作準備。另外，本校將與中部 12 所夥伴學校共同申請
下一期程的中區區域教學資源分享整合計畫，預計 3 月 22 日向教育部提交申請
計畫書。
三、總務處杜方中秘書代理總務長報告
(一) 水湳校地大約 5.71 公頃，總讓售金額約新台幣 23 億 5 千萬元，分六期支付，
已於 3 月簽約。總務處正積極進行水湳校地校園規劃中。
(二) 人言大樓地下室改善工程，配合教卓的創意教學及未來水湳校地空間使用發
展模式，規劃學生生活休閒和交誼與學習等空間，包括約 200 人閱讀寫作創意
空間、86～100 人多功能教室兩間、40～60 人及 6~15 人等多間研討室。
四、研發處竇其仁研發長報告
‧請各一級單位六月底完成「103-105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初版，8 月召開
單位中程校務發展規劃簡報並修正，8 月底定稿，9 月通過行政會議討論，10 月
於校務會議中提報，預計年底發布。
五、資訊處李維斌資訊長報告
‧校內正在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度，已完成行政單位資訊系統的盤點，即將進入
第二階段單位個資盤點，目前較擔心的是非資訊系統內的個資，因為有很多紙本
或系所要求學生所填的個資，及為了方便在電腦裡儲存的非正式資料，這些資料
也需一併盤點，請大家多予協助。
六、國際處游慧光國際長報告
(一)本學期境外學生人數，僑生248位，外國學生411位，陸生(含雙聯學位)92位，
總共751位。在校學習交換生來自國際地區27位，來自大陸地區164位。兩年制
的海青班學生329位，華語文學生182位，共計有1453位境外學生。
(二)暑假期間七、八、九月有大陸地區7-10天遊學活動，已於iLearn公告，包括西
北工業大學、河北工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遊學團活動；國際地區的暑期研
習活動，包括有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文化及語言研習營活動，日本與韓國交
流學校的暑期活動，另外也有大陸地區「211工程」校院的短期交流；下學年
預計選送23位學生到國際地區，34位學生到大陸姊妹學校交流學習，請師長鼓
勵同學踴躍參與。
七、體育處吳蕙米體育長報告
‧3月30日週六全校師生運動會，8:40開幕典禮，邀請各位師長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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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廣教育處蕭堯仁推教長報告
‧推廣教育處上年度取得中區職訓中心委託，在本校設置精密機械產業中高階人
才培訓據點，經工學院及資電學院等相關系所的幫忙，今年度再度獲得第二年
補助，若相關院系所對精密機械產業有興趣，歡迎跟推廣教育處聯繫。
九、圖書館林志敏館長報告
(一)近期圖書館推出幾項新的服務，包括專任教師預約書校園宅配服務、"Easy
Search"整合式資料查詢系統，希望各位同仁多加使用。
(二)未來將推出另外兩項新的服務，包括圖書館二樓的咖啡廳，改由原食股份有限
公司營運，近期正進行簽約及裝修，預訂4月1日開始營運；另外，圖書館原iPad
借用服務，因數量有限僅供館內借用，本學期獲教卓計畫支持，將申請採購iPad
mini，希望提供外借服務，以利同學行動閱讀及行動學習的發展。
十、人事室張梅英主任報告
(一)感謝福儲委員會召集人及委員們的努力爭取，自102年1月份起，本校編制內專
任教職員（有提撥私校退撫儲金者）之福儲信託基金個人提存款「在不超過私
校退撫儲金提繳額度內者」不計入提撥年度薪資所得課稅。
(二)提醒101年度第二學期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期限至3月22日止。
(三)職員輪調滿意度普查，共發放149份主管及130份職員，回收有效問卷計227份，
初步分析結果將做專案報告。
十一、公共關係室唐國豪主任報告
‧感謝許多學系的老師參與各高中專題演講或模擬面試活動，各高中反應非常好，
請各位系主任協助讓更多的老師共同參與此活動。
十二、通識教育中心翟本瑞中心主任報告
‧本校爭取到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由學務處與通識中心承辦，其中一
個分項是西屯區社區參與服務計畫，未來兩年本校各系所學生如要實習、服務
或做專案，請鼓勵以西屯區為首要考量，希望把相關活動成果彙整成較大的資
料中心。
十三、產學合作與技術營運辦公室楊龍士辦公室主任報告
(一)本校今年承接中科管理局為期四年的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包括精密
機械、光電、能源、生技和半導體等領域，並與產業界合作向國科會申請設備
等補助，以培育此領域人才，希望各系所教師儘量運用此資源，由產學合作辦
公室協助媒介。
(二)今年本校申請國科會推動「補助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簡稱產學小聯盟），
獲得5件補助，僅次於成大為全國第二，以本校的研發能量，在產學合作尚有
發展空間，希望各系所教師多多利用產學合作辦公室的資源。
十四、學生會劉士豪會長報告
(一)學生會法規不合時宜之部分，經過近一年之彙編已經完成，將送印出版最新法
規。
(二)101學年度四合一選舉正進行登記，預計在4月23日投票，今年特地加入民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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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主題為「學分二一退學改制民意調查」，希望將結果提供學校參考。
(三)學生會近期將與校內摩斯漢堡接洽，期望可為全校師生爭取優惠。
(四)學生會與逢甲露天夜市合作，協辦為籌建中的新商場命名及LOGO設計的創意
徵稿競賽，競賽對象為逢甲的學生及畢業生。
(五)近期活動有3月21日的社區清潔日及4月2日逢歌嘶盃-全校KTV歌唱大賽決賽，
預賽及複賽也在進行中，敬邀全校師長及同學一起參與。
肆、專案報告─職員輪調滿意度調查報告(人事室張梅英主任)
(略)
伍、討論事項
一、修訂「逢甲大學組織規程」。
說明：
(一)配合本校102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及修訂本校行政單位組長或主任可聘軍訓教
官兼任之。
(二)於102年3月6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提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二、103 學年度調整學、碩士班案。
說明：
(一)資電學院：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停招】
‧停招原因為市場需求逐漸萎縮，在職專班之階段性任務已完成。
(二)建設學院：學士後不動產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申請裁撤】
‧裁撤原因為 100 學年度起已停止招生，且目前已無學生。
(三)建設學院：環境資訊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申請裁撤】
‧裁撤原因為 98 學年度起已停止招生，且目前已無學生。
(四)於 102 年 3 月 6 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提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陸、臨時動議
一、學生會相關問題 (學生會劉士豪會長)
(一) 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於 3 月 16 日在中興大學參加「全國學生自治組織領袖會議」，
會中與各大專校院之學生領袖討論「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議題，可否請學校
召開說明會說明學雜費的用途及學校的財務狀況。
會計室江向才主任說明：
‧教育部規範學雜費調漲時才需舉辦公聽會。根據教育部的要求，各校學雜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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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均已公開揭露於學校網站，各位師長及與會代表有進一步需要釐清的問題，
可洽詢會計室。
(二) 校內目前海報張貼分屬不同單位管理，常造成行政單位及學生社團的不方便，是
否可以統整管理單位。
學務處廖盛焜學務長說明：
‧海報張貼因位置不同分屬不同單位管理，且需經核准才可張貼。海報欄統一由
某單位管理，執行上有所不便。
(三) 人言大樓 B2 空間整修前並無相關使用單位及學生代表參與討論，學生會認為整修
後許多設施與使用單位需求不符，學校承諾在開學前完成施工且不會影響到學生
會辦公室，但迄今開學近一個月仍在施工，廁所部分也剛被通知尚需整修一個月，
手機通訊仍無法使用，網路也在昨天才完成，造成學生會辦公不便，經多次反應
及詢問，無法快速得到解答及解決，請學校相關單位說明。
總務處杜方中秘書說明：
‧人言大樓 B2 原未列入改善工程範圍內，後來為了更整體美化，才將學生會辦公
室外面的置物櫃及燈光納入，延伸的工程屬公共空間，因此疏忽未與學生會再
次討論。另外廁所的整修，因上層馬桶的管線位置會影響到下層，為了安全考
量，得延後開放使用；爾後若有校園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總務處均會充分與
學生溝通。
資訊處李維斌資訊長說明：
‧網路部分，因地下室有老鼠咬斷網路線，廠商在施工時，又把網路設備當作一
般器材做報廢處置，造成網路安裝延誤。另外 3G 手機訊號不足，將通知校外電
信公司包括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等，在電磁波合乎標準條件下進行安裝。
(四) 學生會想請學校是否可趁 B2 整修之機會同時更換學生會辦公室內之燈具及部分破
損之輕鋼架，並有效解決多年的漏水、潮濕及老鼠猖獗問題。
(五) 人言大樓 B2 整修過後將會有新的學生社團及志工隊進駐，請學務處出面協調以達
成使用公共空間之共識。
主席裁示：
‧請總務處再與學生會溝通協調，與學生相關的工程，於施工完成後讓學生更方
便使用，並請一併處理地下室漏水問題。
柒、散會(15 時 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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