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地
主

間：中華民國103年6月4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點：第三國際會議廳
席：李秉乾校長
紀錄：賴淑英

出席人員：
李秉乾、楊龍士、邱創乾、蕭堯仁、楊明憲、林哲彥、謝惠茹代、鄭明仁、李維斌、王履梅、
劉 霈、王丕維代、艾嘉銘、江向才、李怡佳代、許盈松、吳蕙米、劉啟帆、賴文祥、黃錦煌、
王

葳、江怡蒨、何主亮、莊坤良、竇其仁、陳昶憲、劉純之、翟本瑞、曾怡享代、黃柏文、

黃振鴻、葉俊良、邱世寬、陳盛通、鍾冬川代、王偉霖代、吳瑞雲、江耕南、潘立芸、盧聖華、
邱源貴、李寶玲、田春林、何滿龍、蕭敏學、廖時三、王傳益、劉立偉、林衍良、陳建元、
許澤善、蔡崇興、李漢鏗、蘇惠珍、周宜強、劉曜華、楊宗璟、梁煌儀、彭芳美、黃瓊珠、
賴志峰、羅致卿、朱智義、李維平、郭修暐、宋明弘、趙雲鵬、許健興、謝宗翰、林彩玉、
曾勵新、陳建隆、張立德、孫道中、孫佩鈴、陳敬恒、羅仕守、陳德生、王益文、何子儀、
林育德、劉堂傑、楊炳章、賴辰彥、趙啟時、羅芳怡、曾子耘、郭廸賢、王迺聖、方文碩、
陳瓊怜、林問一、顏上詠、陳森松、張倉耀、楊霩晨、黃煇慶、曾鹿鳴、陳憲宗、莊永忠、
何彥陞、黃建霖、林維鈞、洪緯璿、韓 宜、翁慈青、仇介民、鄧鈞文、王柏婷、林真珠、

張淑英、張志相、李文華代、呂長禮、簡淑碧、單天佑、韓文珊、吳得政、王姿蘋、謝夏瑩、
曹文琦、林蘊瑄、王良成、藍皓倫、傅晴玟、邱子寧
列席人員
王啟昌、鄭豐聰、白安平代、康有評、陳朝輝、林宗賢、吳榮彬、楊坤鋒、王漢民、郭祐誠、
黃禮林、梁馨予、李英豪、王志宇、李景松、洪三山、黃秀芬、許芳榮、林立謙、張智凱、
紀志達
請假人員：
陳錦毅、林秋裕、吳俊哲、林豐智、陳建文、邱國峰、郭錦津、謝靜琪、王祥齡、劉常山、
蔡昆恊、王 壘、黃建立、鄭佩玉、駱達彪、羅仙法、尹清岩、李立鼎、楊水源、蘇文彬、
汪 浩、劉佳哲、袁翌祥、廖亮美、宮振豪、王致壬、謝維哲、曾崇育、雷嘉榮、陳苡瑄、
張婉婷、戴健浩、陳威名、曹易彰、姜亭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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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討論事項
一、 修訂「逢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本案業於103年4月6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二、 修訂逢甲大學學術暨行政發展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與第九條，逢甲大學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及逢甲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辦法第二條與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本案業於103年4月16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三、 修訂「逢甲大學教職員工福利儲蓄信託基金實施辦法」
‧本案業經103年3月28日第18屆董事第6次常會會議討論通過，並於5月2日簽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
四、 修訂「逢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及「逢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本案二項辦法業於103年4月22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五、 修訂「逢甲大學教師進修辦法」
‧本案業於103年4月21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六、 修訂「逢甲大學組織規程」
‧本案業於102年11月22日第18屆董事第6次常會會議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教育部已於103年5月12日核定。
七、 修訂「逢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本案業於103年4月6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八、 修訂「逢甲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
‧本案業於103年4月30日簽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九、 104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增設與調整案
(一)本案經 3 月 28 日第 18 屆董事第 6 次常會會議討論，決議如下：
1、 商學院新增「資訊長(CIO)領導統御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緩議。
2、 通過建設學院原「室內與景觀設計進修學士班」更名為「室內設計進修
學士班」。
3、 通過建設學院原「土木工程學系營建工程及不動產物業管理進修學士班」
更名為「土木工程學系營建工程與管理進修學士班」。
4、 通過經營管理學院「電子商務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
(二)配合教育部提報作業時程，預定 7 月 11 日彙整本校 104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招生總量相關資料報部審查。
臨時動議
一、學校提供許多優質服務給教職員同仁，為同仁身體健康，今年新增體育館午休時
間服務。很遺憾的是教授休息室，本學年度不再提供報紙，如此將會影響老師下
課進休息室充電與抒壓的意願；建議各院認養所屬大樓教授休息室，提供報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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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業或學術雜誌，供同仁利用下課閱讀休息抒解壓力及吸收新知；亦可請校
友聯絡暨就業輔導處提供逢甲人雜誌。(教師代表郭廸賢教授)
總務處說明：
‧經總務處處務會議及行政座談會討論，目前仍建議不再續購報紙，原因如下:
(一)由於目前大部分師生都擁有智慧型手機或 I-PAD，資訊來源廣泛，看報紙
的人數逐漸下降，亦有老師建議不要再採購報紙。另一方面可以減少用紙
亦具有些許的環保貢獻(可以減少樹木砍伐的數量)。
(二)因應措施：目前教授休息室共計九間，經與圖書館及校輔處協調後，將由
校輔處於逢甲人月刊每期出刊時，提供九本供教授休息室使用。圖書館方
面則提供過期下架雜誌 45 本，供九間教授休息室每間擺放五本。每二個
月提供過期雜誌更新乙次，供師長休閒時翻閱。
二、建議學生會發起「提早 10 分鐘出門上課運動」
，如此同學停車在體育館地下室也
來得及到商學大樓上課，讓學校機車停車場可充分運用；同時可響應校長呼籲之
準時上課，如此既不影響學生上課權利，也可確保準時上課應有的品質。(教師代
表郭廸賢教授)
學務處說明：
(一)第 20 屆學生會因處理選舉後續事宜，尚無規劃此項活動。
(二)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將持續與學生會溝通，並商請其規劃及配合實施。
三、土木系的大學部、研究所、碩專班及夜間推廣教育皆通過 IEET 認證，教育部的
評鑑及 IEET 的認證是由進修推廣處或土木系負責？若土木系自行辦理，學校是
否支持？本校有很多的建設，土木系參與的機會不多，建築物安全是最重要的一
環，本校土木系是強系，應多給本系學生參與的機會。(教師代表蔡崇興教授)
建設學院說明：
(一)土木系所屬班制認證仍照過往皆由土木系自辦，院將協助與督導。
(二)本校有很多的建設，目前學院已有師長參與，未來若有機會，學院將持續配
合推動。
進修暨推廣教育處說明：
‧教育部的評鑑及 IEET(或 AACSB)的認證，應由學術單位(即院、系)主導及辦理，
進修暨推廣教育處(行政單位)將協助各院的碩士/學士進修在職專班，提供、收
集與彙整評鑑及認證資料。
教務處說明：
‧依照 IEET 認證時程，土木系營建工程及不動產物業管理進修學士班應於 103
學年度配合土木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一併接受 IEET 認證團期
中實地訪評，教學品保中心將配合院、系(院系級自我評鑑委員會)，協助辦理
相關認證事務。
四、學校訂報請考慮訂通過認證之大報；因多數未通過認證之小報，常製造新聞，而
非採訪新聞。本校大樓地下室停車位因保留問題，造成停車率過低，個人認為校
長、副校長保留車位尚可被諒解，其他年輕的專任教師兼任一級主管是否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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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的必要性。 (教師代表許澤善教授)
總務處說明：
(一)總務處事務組曾經訂閱之報紙為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均應符合本
次師長們的建議，目前學校並未再訂報，未來如有訂報也會以相同考量訂閱。
(二)校內一級主管常因校務、教學工作忙碌，車輛進出校園頻繁，致入校後車位
難尋，為使一級主管們能專心校務治理兼具教學研究工作，經處務會議及行
政座談會討論仍建議提供保留車位。惟為有效管理及能彈性利用汽車保留停
車位，總務處事務組亦已研擬使用相關規定，經由處務會議討論並徵詢校內
同仁意見形成共識，已正式提行政會議討論，奉核後即可實施。
五、台灣有感地震頻繁，本校有些舊大樓是在缺乏耐震設計規範下興建的，研究室設
於頂樓之教師，因學校實施「節能減碳」關閉冷氣電源，而自行將大型通風機及
通風管懸吊於頂樓樓板，頂樓樓板在經常性的有感地震及日曬雨淋下，可能造成
局部漏水問題持續擴大。又因錨釘之安裝，混凝土承受衝擊、膨脹，降低其強度。
懸吊在頂樓混凝土板下方之大型通風機及通風管更易於在有感地震中掉落，可能
衝擊經過該走廊的學生或老師而造成傷害，因此建議將這些額外懸吊的通風機及
通風管拆除，並設法以溫控方式管理頂樓冷氣電源；唯有如此，才能使教師在安
全有保障及舒適環境下有效率地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教師代表許澤善教授)
總務處說明：
(一)有關設備安裝方式或樓板混凝土承受評估，在工程施作均委請本校外聘的結
構技師顧問協助會勘後方予施作。
(二)各項工程於合約保固期間內，造成漏水或其他問題，均可依合約要求承包廠
商負責修復。即使平時任何時間有漏水之情事，經相關單位的聯繫單通報後，
也會隨即進行評估並給予必要之修繕規劃。
六、學校停車空間有限，「保留車位」可彈性利用，以充分發揮「資源共享」效果，
建議如下：(電通博士學位學程何滿龍主任)
(一)若「保留車位」主管出國或重要主管集體出國參訪期間，請將保留車位開放
其他同仁使用。
(二)週一至週五晚上 6 點以後，「保留車位」開放給其他同仁或進修部(含碩專班)
學生使用。
(三)週六及週日全天開放給其他需要者(含來校辦活動者)。
(四)請校方調查是否有借調教授或非現任之一級主管，將「保留車位」開放給其
他人使用。
總務處說明：
(一)為有效管理及使用汽車保留停車位，總務處事務組已研擬使用相關規定，提
行政會議討論，奉核可後實施。
(二)有關汽車保留車位使用辦法進度說明如下：
「逢甲大學汽車保留車位使用要點」經總務處事務組參考中部地區鄰近學校
停車方式，研議出本校之停車位使用要點，並經法律顧問室審視修正，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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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總務處處務會議決議通過，已提行政會議討論，預計於本學期內可完
成相關程序後實施。
七、新校地規劃汽車停車場時，請考量專屬學生抽籤的停車位。(職員代表簡淑碧秘書)
‧總務處已提出新校區及未來校園之相關停車規劃需求，需求中將會考慮專屬學
生抽籤的停車位；亦會蒐集其他相關訊息並於適當時機提出，供本校校園規劃
小組規劃參考。
八、學生會建議：(林蘊瑄學生會會長、邱子寧系學會會長)
(一)水湳校區的規劃可否容許學生參與討論。
(二)學校機車停車位分布不均，教學區停車位最少，同學不會停在體育館地下室
再去教學區上課。希望能在商學院和理學大樓加設機車停車場，或將學思園
後面的汽車停車位部份轉換成機車停車位，以解決學生停車問題。
(三)同學反映大門的攝影機在事故發生時，經由校長批准借閱影像，發現影像模
糊，無法順利辨識車牌，希請學校協助修復設備。
(四)希望國際處對於進修學士班的交換學生法規鬆綁，以利本校進修部學生參與
學校國際交流事宜。
總務處說明：
(一)依據本校新建工程作業流程規定，校舍興建計劃遴選建築師與召開營建小組
會議，均舉辦校內公聽會，邀請學生會幹部參加討論並歡迎全校師生參與大
型公聽會議。有關專業規劃部份，已邀請建築系大學部及碩、博士生參與討
論。
(二)水湳校區的規劃，一直有建設學院學生的參與，未來規劃較成熟時一定會透
過師生公聽會或小組討論形式讓同學參與。總務處將彙整相關訊息並於適當
時機提出，供本校校園規劃小組規劃參考。
(三)本校設置鏡頭多數為大範圍監看，樓館、停車場出入口則會裝設近距離鏡頭
利於辨識人車；同學調閱影像時，可能未再選看出入口鏡頭致有所誤會，爾
後會建議其他不同角度鏡頭讓同學參考。
國際處說明：
‧本處同意修改「選送學生出國研修作業要點」，開放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資格。
依前述要點，本校學生出國研修期間需繳付全額學雜費，然進修學士班學費計
算方式與一般大學部不同，基於校方接待來校交換學生之行政成本考量及使用
者付費原則，擬再與財務處研擬進修學士班學生於交換研修期間繳付全額學雜
費收費方案。
貳、主席報告
一、6 月 7 日(星期六)晚舉辦本校 2014 年的畢業典禮，歡迎各位師長蒞臨參加。
二、立法院正在審查的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其中有一項教育創新的計畫，在教育部
的邀請下，本校將積極參與此計畫的申請，因此5月初本人與商學院王院長，金融
學院劉院長及劉國際長等幾位師長前往美國參訪了七所大學，期間並與美國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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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州立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這都是為因應此計畫預作的規劃與設計。
繼本校大商學院通過 AACSB 之後，本校將於 103 年 8 月 1 日開始籌備國際管理學
院，那是一個全英語的學院，其組織規程希望能在下學期的第一次校務會議提案
討論。又因為本學期 BIBA 與 IMBA 已有招生，經過一年的規劃，明年可推出全
新的方案，這代表著本校雙語教育將進入另一里程碑。在面對 105 年少子化的未
來，本國博、碩士生的招生都將面臨極大的競爭，除了要強化本地的招生外，也
要積極爭取國際學生。當招收非大陸、港澳、馬來西亞的學生時，不僅國際管理
學院，各學院的博、碩士班，都將會有雙語教學或全英教學的必要。要迎接國際
化教育，需從語言著手，因此本學期人力規劃小組也決議，未來聘任教師，在面
試過程中，各系需安排英語試教，新任教師要有能力用英語教學。本校將於年底
接受國際學生輔導的認證計畫，當我們爭取到世界各地學生來校訧讀的同時，希
望也能提供一個經由政府認證的雙語國際學習環境，因此本校行政法規亦需往此
方向落實。
三、目前本校絕大多數的學系，均通過國際教育認證，如大商學院的 AACSB 認證及
大工學院的 IEET 認證，本校尚有 5 個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要參加年底自辦系所評
鑑的外部評鑑，希望教務處品保中心及各教學單位要積極面對，盡力完成認證及
評鑑此項重要的教學品保作業。
四、本校最近在董事會支持之下，正推動課程精實方案，將開課時數調整為單班由 80
小時改為 70 小時，雙班由 150 小時改為 130 小時，参班由 210 小時改為 180 小時，
本校每年專任教師的超鐘點及兼任教師的鐘點費計一億兩千萬元，專任老師的超
鐘點及兼任老師的鐘點費各約六千萬元，兼任教師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學校需要
業界的師資以豐富課程內容。但專任老師六千萬元超鐘點費，每年約可增聘六十
位專任老師，即百分之十的專任師資加入，可實質降低現有老師的教學負擔，其
研究及產學能量產出亦可提升學校教學品質。面對大學辦學資源不夠的問題，需
有效經營，積極面對高等教育競爭。
五、本校每年約有三百三十位左右的陸生來自於大陸 985 及 211 工程重點大學，這些
學生都很優秀，在每一學期與校長有約的座談會上，陸生覺得逢甲提供非常好的
教學環境，與老師、同學互動也很好，但對同學無法準時上課多有微詞；外界肯
定本校是一所教學卓越的大學，也希望讓來本校體驗優質教學的陸生及其他學生，
都能感受到本校真正提供的是高品質教育。籲請各位老師共同維持上課品質，讓
本校成為一所真正提供優質教學的大學。
參、書面報告暨補充說明
一、總務處鄭明仁總務長報告
‧為了提升教學品質，提供學生高品質的學習空間，人言大樓一、二樓在暑假期
間將比照積學堂的方式改建，敦煌書局空間於 6 月 28 日前需調整，請有敦煌書
局優惠券的同仁，在此期間前進行消費。
二、主席補充說明：
‧圖書館在這學期成立了一個雲端學院，英文名字叫 Cloud Academy，主要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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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教育部徵選 MOOCs 課程，全國各大學共提出 380 多個課程申請，一
個學校最多提 5 門課程，本校所申請的 5 門課程皆獲審核通過。
肆、討論事項
一、 修訂「逢甲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第七條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重整更改單位名稱。
(二)103年5月14日經第1014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
二、 修訂「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重整及業務調整新增委員。
(二)103年1月8日經第1005次及103年5月14日經第1014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
三、 修訂「逢甲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三條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重整更改主管名稱。
(二)103年1月8日經第1005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
四、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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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任期二年，每年
改選半數(推選教師代表二人)。
(二) 本次校務會議共推選教師代表四位，得票數駱榮富老師57票、吳美芳老師
34票、郭迪賢老師34票、黃焜煌老師33票。
(三) 吳美芳老師與郭迪賢老師同票，抽籤結果由郭迪賢老師當選。
決議：
(一)本次校務會議選出駱榮富老師與郭迪賢老師為選任委員。
(二)吳美芳老師獲校長遴聘之委員。
(三)如遇委員出缺，由黃焜煌老師遞補之。
五、 104學年度增設、調整碩士班案
說明：
(一) 申請增設商學院新增「商學專業碩士在職專班」。
(二) 申請停招：
1、 商學院停招「財稅系碩士在職專班」、「會計系碩士在職專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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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碩士在職專班」。
2、 資訊電機學院停招「資訊電機工程碩士在職專班中科產業組」。
(三) 103年5月14日經第1014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提董事會常會審議。
六、 修訂「逢甲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說明：
(一) 依第1030331次行政座談會紀錄有關討論事項建議修訂。
(二) 修訂內容須依教育部97年12月8日台學審字第0970246132號來文內容辦理，
有關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範，詳如「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審查查核
表」。
(三) 103年5月14日經第1014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
七、 修訂「逢甲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說明：
(一) 依現況修改文字，及辦法沿革修正。
(二) 103年5月28日經第1015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一)第六條第三款增加「學程主任」文字。
(二)修正後通過。
八、 修訂「逢甲大學教授休假辦法」
說明：
(一) 配合學校發展之需
(二) 103年5月28日經第1015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通過，提董事會常會審議。
九、 修訂「逢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
說明：
(一)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二、及六之
規定修訂。
(二) 103年5月28日經第1015次行政會議通過。
決議：
(一)第九條第三款將「三等親」文字修改為「三親等」。
(二)第十二條修正為「違反本辦法之懲處經教育部審議或備查後，應公告並副知
各學校，且不因被檢舉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三)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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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一、本校大學部大一到大三的修課下限為 12 學分，大四為 9 學分，進修學士班因學生
來源和上課風氣不同，建議將進修學士班與大學部分開規定，不要限制進修學士
班每學期最低修課學分。(學生代表邱子寧系學會會長)
主席說明：
‧待師生座談再作完整的回應。
二、上個月商學院發生下午四時臨時停電事件，導致夜間課程受影響，請問學校對於
緊急跳電、臨時停電時，是否應提前調整夜間上課教室。(學生代表邱子寧系學會
會長)
主席說明：
‧本校校安中心曾為此事檢討，並重新訂定相關事件的標準作業流程。
三、本校已全面導入 outcomes-based 教育認證或教育評鑑，本校培育之校友也持續成
為企業最愛聘用的一群，這是長期以來全校師長共同努力的成果。當比較各院系
之教學成效時，正常的優良教師獎勵辦法應使優良系友越多之學系產出越多的優
良教師。較能被接受的優良系友條件包含畢業後成為社會楷模之系友、或考上各
校研究所、高考、普考、特考、技師考及其他各種可被認知的條件等。在此定義
下，土木系每年持續培養為數可觀的優良系友，土木系系友在畢業後 10 年從事本
業之比率及業界提供的平均月薪均為建設學院各系之首，又是本校唯一四項教育
均通過 IEET 認證之團隊。對於上述優質的教學團隊而言，本應產出最多優良教師，
但令人訝異的是在過去 15 年中土木系均無優良教師；因此建議組成一個研究小組
進行優良教師獎勵辦法之修訂；修訂重點包含(1)將獎勵目標由 incomes-based 轉為
outcomes-based；(2)評選方法由被動的人為評選轉為自動累積點數之量化評選；(3)
得獎者由某一系任滿 3 年以上改為任滿 7~9 年以上之所有教師(因這些教師過去持
續參與培養畢業 3~5 年以上之優良系友)；(4)獎金改以獎狀與獎牌取代，藉以符合
優良教師之清高形象。(教師代表許澤善教授)
主席說明：
‧請邱副校長組成一個研究小組研擬調整。
陸、散會(1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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