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華梵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12 月 09 日（週三）上午 9 時整          地點：五明樓 1 樓 第 2 會議室 

會議主席：羅教務長勝益           會議記錄：張嵐亭 

出列席人員：請詳會議簽到單 

主席報告：略 

壹、上次會議（104 / 11 / 04）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別 案       由 提案單位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修正「華梵大學教學助理獎勵要點」部分條文。 
學生學習

資源中心 
通過後，公布施行。 

提案二 佛學系行門(1)~(8)屬義務活動課程，非一般講述

課程，自本學期(1041)起，不核發鐘點費用。 
課務組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本校各教學單位 103-2 期末學生學習輔導會議執

行情形。 
教務處 

持續辦理期末學生學習 

輔導會議。 

提案四 
為提升本校各學系(所)在學率，各單位應如何創

造特色留住學生。 
教務處 另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臨時動議

一 
104 學年度北二區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學生素養方

案執行事項。 
招生組 

暫有 6 系辦理體驗課程。 
請各系所積極協助。 

 

貳、工作報告 

（一）教學創意發展中心 

1、辦理各項獎補助申請/審查/公告。 
（1）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 

本學年起本項獎勵改為一學年申請一次。本次申請案共 35 件，獎勵總額 81 萬元。其中： 
符合獎勵 4 萬元條件者 6 件，符合獎勵 2 萬元條件者 28 件，張志平老師 103 年度科技部產學 
合作計畫因執行期間跨二學年，本次依修正後辦法給予獎勵 1 萬元。 

（2）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獎勵」，預定於 11 月完成資料審查及獎勵。 
本次申請案共 43 件，已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核結果：符合獎勵條件者共 43 
位教師/獎勵件數 84 件/獎勵總額 84 萬 667 元。 

2、校內教學/研究補助計畫相關事項公告及經費申辦事宜。 
（1）「課程改造與教學創新計畫」補助 

a.各計畫人事、耗材相關經費已完成借支。 
b.預定於 12 月 9 日辦理交流座談會，以了解各計畫執行情況。 
c.預定於 11 月 26 日召開 "深坑老街、石碇老街遊客服務中心建置及營運產學合作計畫"  
討論會，凝聚校內教師團隊共識，並研擬未來配合課程設計及地方需求之具體可行方案。 

（2）校內「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5 件補助計畫學習型兼任研究助理資料審查及耗材經費借支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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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部計畫學習型兼任研究助理申請/簽約資料審查。 
4、104.11.04 配合礁溪四結國小校長及教職員一行(共 27 位)來校參訪，辦理「崙山雲影共徘徊」教 
   師研習活動，特別邀請哲學系陳雪麗老師、中文系林素玟主任、中文系吳大仁老師進行專題演 
   講，並由哲學系呂健吉主任導覽校園。 
5、103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書審報告（初稿）回應。 
   10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執行成效填報。 

103-105 學年度中程計畫修訂。 
105、106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展經費支用計畫書修訂。 

6、辦理科技部各項計畫補助公告、申請及簽約請款、計畫經費流用等相關事宜。 
 

（二）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1、104/10/26 審查教學增能計畫-證照輔導計畫申請，本學期共申請 8 件，補助 8 件，總計 181,300 
   元。 
2、104/10 完成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及經費規劃。 
3、104/11/03 劉光德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來校洽談，專利推廣及專利申請合作事宜。 
4、104/11/11 林智玲主任於導師研習會，說明校外實習制度，及未來目標，期待在大家的努力下 
   明年實習人數能達到 245 人。同時安排電子系陳淮義主任及工設系陳顯榮老師進行實習推動 
   經驗分享。 
5、104/11/12 104-1 傑出優良 TA 申請開始。 
 

（三）註冊暨課務業務 

1、 歷年畢業人數（至 103.2 學期）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合計 
10,588 1,656 1,559 43 13,846 

2、 104.1 學期截至 104 年 11 月 24 日休學共 123 人，大學部休學主要因素如下表：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合計 

82 24 13 4 123 
    大學部休學因素 

兵役 
重考

轉學 
遊學 

興趣

不合 
工作 學業 經濟 家庭 健康 其他 合計 

17 12 13 11 11 7 4 3 3 1 82 
3、 104.1 學期截至 104 年 11 月 24 日退學共 238 人，大學部退學主要因素如下表：其中大學部 

重考或轉學至他校共 127 人最多。 
大學部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合計 

201 19 17 1 238 
    大學部退學因素 

重考轉學 休學未復學 逾期未註冊 志趣不合 經濟因素 其他 合計 
127 41 13 12 2 6 201 

4、 完成 103.2 學期畢業生（學士、碩士、碩專、博士）名冊冊報共 689 人（大學部 489 人、 
碩士班 70 人、碩專班 125 人、博士班 5 人）。 

5、 完成教育部 101 學年度至 104 學年度攻讀正式學位外國學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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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 104.1 學期修業即將屆滿簡訊通知共 26 人，並請系所加強聯繫及輔導學生休學（105 年 
    1 月 11 日前）或申請學位考試。 
7、 104.1 學期研究所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104 年12 月15 日，辦理離校日最後一天為105 年2 月1 日止。 
8、 碩士（專）班招生考試-報名日期：105 年2 月2 日至2 月26 日，簡章將公告學校首頁，報考期間於 
     春節前後，請先於期末考前多加宣傳，以增加報考人數；考試日期105 年3 月19 日。 
9、 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日期：105 年 5 月 5 日至 16 日；考試日期 105 年 6 月 3 日。 
10、完成行文教師登錄大學部學生期中學習評量(學習狀況列入 D 級 60 分以下名單、本課程無 
    D 級名單者)作業(11/16-22)。 
11、完成教師登錄學士班學生期中學習評量(學習狀況列入 D 級 60 分以下名單、本課程無 D 級名 
    單者)作業(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2 日止)，統計日期：11 月 23 日：未登錄專任教師計有 17 位(58 
    筆)、未登錄兼任教師計有 22 位(24 筆)；未登錄大學部課程計有 82 筆，未登錄課程比率 11％ 
    (80/779)。 

聘任單位 
未登錄教師人數 

(課程數) 聘任單位 
未登錄教師人數 

(課程數) 
專任 兼任 專任 兼任 

工管系 2(4) 2(2) 文學院 0(0) 1(1) 
機電系 0(0) 0(0) 東研所 0(0) 0(0) 
電子系 2(9) 0(0) 中文系 0(0) 1(1) 
資管系 5(17) 0(0) 外文系 1(6) 0(0) 

藝術設計學院 0(0) 1(1) 哲學系 1(2) 0(0) 
建築系 2(5) 12(12) 佛學系 1(6) 0(0) 
工設系 2(5) 3(4) 人文中心 0(0) 0(0) 
美術系 0(0) 1(1) 軍訓室 0(0) 0(0) 
環設系 1(4) 0(0) 體育室 0(0) 1(2) 

12、完成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網路報名資格審查作業，各系所報名合格人數共計 69 人，招 
    生人數共計 81 人，明細如下： 

系所別 
報名合格 
人數 

招生 
人數 

系所別 
報名合格 
人數 

招生 
人數 

系所別 
報名合格 
人數 

招生 
人數 

東研所 5 10 工管系 14 7 建築系 4 6 
中文系 4 6 機電系 11 6 工設系 2 8 
外文系 2 4 電子系 10 9 美術系 2 7 
哲學系 5 5 資管系 3 7 環設系 7 6 

13、完成寄發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通知單暨准考證作業，各系所將於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5 日間 
    舉行甄試。 
14、完成公告大學部學生查詢 D 級預警名單(自 11 月 27 日起)、申辦停修(11/30-12/4)作業資訊。 
15、完成召開 1042 學期排選課作業協調會議(1041113) 
16、完成 1042 學期授課教師未能排課時段調查作業。 
17、完成召開 104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1041118)，通過決議提報備查事項：各教學單位 99 至 104 
    學年度入學生課程計畫表異動。 
18、辦理 1042 學期授課教師全英文授課申請、情境教學申請等作業。 
19、辦理大學部學生停修申請作業(11/30-12/4)。 
20、辦理寄發第二次學生學習狀況通知(停修後修習課程有三科以上列入 D 級名單者)作業(12 月 
    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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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組 

1、 辦理本校 10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暨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校系分則登錄作業，已於 10/12 完 
    成最後核校。 
2、 辦理本校 105 學年度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僑生暨港澳生招生簡章彙編作業，已完成核校登錄。 
3、 辦理本校 10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甄試招生簡章彙編作業，已完成核校登錄。 
4、 辦理本校 105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各校系分則招生簡章彙編作業，已於 10/12 完成核校登 
    錄。 
5、 105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彙編作業，於 11/16 核校報部。 
6、 105 學年度大陸地區招生簡章彙編作業，於 11/13 上網登錄。 
7、 11.18 召開寒假轉學考會議。 
8、 近期辦理招生推廣事務： 
（1）11 / 3 至中崙高中辦理學群講座。 
（2）11 / 6 至育成高中辦理學群講座及簽訂。 
（3）11 / 12 與基隆高級中學簽訂策略聯盟學校。 
（4）11 / 14 參加大溪高中升學博覽會。 
（5）11 月底起至高中端發放年曆手冊。 
（6）104 學年校慶參加安排。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修正「華梵大學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位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P.1，現行條文如議程附件 P.2。 
辦法：本案擬於討論通過後，依程序公布施行。 
決議：通過，議決條文如附件 P.1。 
 

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修正「華梵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P.3，現行條文如議程附件 PP.4-5。 
辦法：本案擬於討論通過後，依程序公布施行。 
決議：通過，議決條文如附件 P.2。 
 
提案三 提案單位：註冊組 
案由： 本校連續 1 / 2 退學規定，是否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目前退學規定為連續二學期 1 / 2 學分不及格。 

二、 本案業已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提案討論，議決維持現況。 

三、 102-2 學期至 104-1 學期之學生休退學人數及因素，詳如議程附件 P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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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提於校務會議提案修法。原因如下： 
一、過往有同學被退學，父母來找創辦人曉雲導師討論，導師表示學生欲求學應給   
    予機會。 
二、曾有同學因妹妹走失，一整學期在外奔波找尋，是暫時性家庭因素而造成其學 
    習成績不理想，非本身無心學習。 
三、曾有同學因為成績不理想將被退學，家中罹癌父親非常擔心，來學校向師長求 
    請，造成三方(同學、家長及任課教師)之壓力及痛苦。 
四、每位學生皆是獨立的個體，有其不同的思維與人生規劃，部分同學剛進大學可 
    能還在思索人生方向，要到高年級後才能確定。應讓同學自主學習而非學校強 
    迫學習，依教育部規定大學修習年限，讓同學於此年限中規畫安排自身的學習 
    進度。 

 
提案四 提案單位：工程暨管理學院 
案由：工程暨管理學院自 104 學年度起開辦「智慧科技應用學程」，提請審議。 
說明：本案業經 104.11.04 工程暨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會議紀錄及計畫書詳如議程附件 PP.10-13。 
決議：修正通過設立「玩創開物產業學程」(暫定)，如附件 PP.3-4。 
 
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關於本校學程 103學年度檢討執行狀況暨各學程存續與否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檢附 103 學年度各學程執行檢討報告乙份，詳如議程附件 PP.14-22。 

二、 嵌入式系統學程業經工字第 104011 簽核在案，自 104 年度起停辦。 

三、 部分學程反應若無教育部經費挹注，執行之預算來源將是問題，宜早規劃。 
決議： 

一、 請院系依原則審視各學程於 105 學年度是否繼續開辦。 
二、 學程設立原則： 

(一) 非跨系學程為系級學程 
(二) 學程是否與產業合作 
(三) 學程是否有助於培養學生一技之長 
(四) 學程是否有助於招生 

 
提案六 提案單位：招生組 
案由：茲關高中學校校慶活動開幕式參與人員之安排，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與高中學校建立友好關係，及穩固並拓展本校學生來源，教務處招生組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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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校校慶暨運動會活動時間，規劃擬請秘書室綜合組協助送禮（盆栽）以表

達祝福之意，並邀請師長代表出席活動開幕儀式，其確切時間由本組聯繫高中

端後轉知與會師長。 
二、截至 11 月底計有 11 人次之師長參與高中端校慶活動開幕儀式；至 12 月底尚有

數所未邀請師長與會，在此敬邀各位師長自行認養可參與高中學校校慶活動開

幕式（每校一位師長參與，詳如議程附件 P.23）。 
決議：  
一、師長新增參與高中校慶名單有：（詳如附件 P.5） 
    104-12.12(六)錦和高中─吳院長俊杰 
    104.12.19(六)崇光女子高中─廖主任學書 
    104.12.25(五)大誠高中─廖主任學書 
    104.12.26(六)文德女中─蔡主任瑞成 
二、各項招生活動請師長多多協助。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學校因應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師轉入業界發展計畫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人事室於 104.11.20 接獲機電系某師擬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協助教師轉入產

業發展計畫」（詳如議程附件 PP.24-41），於 104 學年度提出帶職帶薪至產業服務

之申請。 
二、依前開計畫所訂內容，學校應訂有相關審查制度機制如下： 
（1）計畫實施依據及目標。 
（2）學校內部審查與薦送作業（含作業機制及作業流程）。 
（3）學校協助計畫推動之策略。 

a.學校提供個別教師與產業合作之具體措施。 
b.學校管考及輔導機制。 

三、本案於 104.11.23 提送相關單位（教務處、工學院、機電系、人事室等）討論，建

議如下： 
（1）基於學校與業界合作之產學交流模式，教師帶職帶薪至業界服務，除部訂兩種

契約關係（學校對教師、教師對廠商）外，學校與廠商之間亦應洽訂相關回饋

機制。 
（2）基於公平互利原則，廠商應予學校之回饋金額度，建議可比照借調方式（留職

停薪）之實質效益辦理；即，除扣除教育部補助學校該名教師之鐘點費外（最

高 30 萬元，學校應提撥 20%配合款），廠商應回饋予學校給付該名教師之實質

人事費用（含薪資、保險等），如：該名教師之 8 成人事費用。 
決議：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有關本校各教學單位 104-1 學期 3D 學生學習輔導會議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VII 
 

說明：各系會議紀錄於現場發放。 
決議： 通過，持續辦理 3D 學生學習輔導會議。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哲學系 
案由：有關碩士在職專班上課地點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惠請推廣中心持續協助處理。 

 

伍、散會： 上午 11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