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紀

錄

v2

時

間：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地

點：野聲樓三樓第一會議室

主

席：江漢聲校長

出 席 者：袁正泰學術副校長、聶達安使命副校長、張懿云行政副校長、謝邦昌資源與事
業發展副校長、林之鼎校牧兼宗輔中心主任、王英洲教務長、陳若琳學務長、
楊小青研發長、陳慧玲總務長、唐維敏國際長、蔡宗佑事業長(推廣教育中心
翁孟仕執行長代理)、中國聖職汪文麟單位代表、耶穌會嚴任吉單位代表、聖
言會劉錦萍單位代表、文學院陳方中院長、藝術學院馮冠超院長(景觀系顏亮
一主任代理)、傳播學院洪雅慧院長、醫學院葉炳強院長(林瑜雯副院長代理)、
理工學院許見章院長、外語學院劉紀雯院長、民生學院鄧之卿院長、織品服裝
學院何兆華院長、法律學院郭土木院長、社會科學院彭正浩院長、管理學院許
培基院長、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黃孟蘭中心主任、進修部林麗娟部主任、會計室
邱淑芬主任、圖書館陳舜德館長(閱典組李明組長代理)、資訊中心范姜永益中
心主任、學生輔導中心卓淑玲主任、資工系梅興老師、管理學院林超群職代
(研發處陳莉如職代代理)、日文系林宇寬同學
列

席：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顧宜錚主任、商研所陳銘芷所長

請

假：吳文彬主任秘書、人事室林彥廷主任、教育學院曾慶裕院長、中文系孫永忠老
師、心理系劉兆明老師(教師會代表)、長照學程陳靜萱同學
記錄：蔣怡蘋

會前祈禱
壹、 主席致詞：
1. 輔大附設醫院於 3 月初次達到損益平衡，希望能長久持續下去。
2. 本次 PGI 招收獲得 19 個名額，目前有 9 位完成報到，多數為本校畢業生。
3. 聖保祿醫院近日來參觀輔醫之「MAC 模組化病房」，若能早日將專利銷售出去，對本
校未來事業發展將有所助益。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錄及決議事項執行情形：(略)
參、 報告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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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未達師資質量標準單位列表說明
說

明：

一、依據本校 109 學年度第一學期(109 年 10 月 15 日)在籍學生人數及專兼任師資現況
(110 年 3 月底)，進行 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未達教育部師資質量標準單位評估。
二、依總量規定支援學位學程授課之專任師資，若其所屬學系於當學年度師資質量任一項
未達標準，即便至學程實質開課，仍不得將該系認列支援單位，且授課師資亦不得認
列為學程當學年度之支援師資人數。
三、本校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未達師資質量標準共 19 單位：10 個學系、9 個學程，暫無
連續二年未達標準情形。
四、第一年未達標準系所將列為次年觀察名單，故最遲應於 110 學年度下學期(111 年 2
月)前完成各項改善作業程序。若未及時完成改善，將於 112 學年度逕行減招 10-30%
招生名額。
五、現階段未達標準系所名單、待改善項目詳參報告案附件一「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未達
師資質量考核標準單位列表」。
報告案建議：
1. 未達標準單位請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完成新聘、合聘或開課作業以達成改善，避免
連續二年未達標準遭致教育部減額。
2. 部分單位已獲准新聘，然而現今正處招聘期間而無法在 109 學年度達標，110 學年度
完成聘任後可望改善。
3. 學程實聘師資首先由學院內部進行調度，若無法達成標準則可向校方回報執行困難，
其後由學術副校長邀集人事主任與研發長共同參與開會協調。
4. 新設學程第一年因課程數量不足故未達支援開課師資數標準，第二年後可望達成 15 名
以上支援師資，符合總量標準。
5. 因病假教師任職狀態為「其他」
，故於 110 年 4 月校庫報部時無法認列總量專任師
資，導致經濟系 109 學年度未達標準，惟病假者仍屬在職且休假亦為教師權益，而校
方實質也有支薪，請人事室與研發處重新確認校庫中病假教師任職狀態的填報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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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105-109 學年度博士班在學成效與畢業流向分析報告
說

明：

一、依 110 年 3 月 3 日「110 學年度第 6 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主席裁示針對博士班辦
學績效等議題，於 110 年 4 月 29 日(四)「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提出
報告案。
二、報告事項依業管權責由教務處、國際及兩岸教育處與學生事務處分別進行說明，分析
議案分為以下三類：
(一) 招生在學成效：近(五)年招生在學情況、休退學、延畢原因及畢業率、教師指導
論文人數比較等。
(二) 未來招生策略：改善招生之學校/學系之招生策略。
(三) 畢業後狀況：畢業流向分析。
三、各單位分析主題如下：
(一) 教務處：【博士班招生策略與在學情形分析】探討 105-109 學年度本國生招生成
效、畢業率與招生改善策略。
(二) 國教處：【博士班外籍生招生策略】說明提升外籍生招生策略分析。
(三) 學務處：【博士班畢業流向】說明 107-109 學年度本國生畢業後一年、三年及五
年調查分析。
四、參考附件簡報檔連結。
報告案建議：
1. 提高畢業率策略：
a. 各系應訂定論文指導人數準則，避免教師指導負擔過重。現階段共 5 個博士班完
成辦法設置。
b. 應定期檢視學生論文撰寫與發表成果，尋求資源協助學生完成畢業門檻。例如成
大公衛所定期檢視博士生期刊發表情況，協助討論退件原因或是否需英文潤稿。
c. 教務處擬主動通知博士在籍生修業年限，避免在學期間因忘記年限不慎被退學。
d. 到達最大修業年限者，可考慮依該生所修課程媒合轉讀第二個碩士學位。
2. 擴展招生來源策略：
a. 建議全面取消筆試、放寬報考資格(同等學力)，鼓勵碩士、碩職班學生報考博士。
b. 鼓勵校內優質碩士生直攻博士。
c. 擔任大型醫院主管須具備博士學位，而輔醫工作同仁目前具碩士學歷以上者僅佔
15%，未來招生仍有開拓空間，現階段已針對輔醫同仁給予報名費減免優惠，後
續亦將擴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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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境外招生策略：
a. 擴大境外招生宣傳，並鼓勵校內優質碩士外籍生直升攻讀博士。
b. 檢討現行獎學金發放制度，參考他校實務作法修正發放機制，定期評估博士生學
術成就，檢視其報告或期刊產出，使獎學金發揮最大效益。
c. 未來擬整合全校英文課程，並安排授課教師製作 30 秒的宣傳影片，宣導全英課程
的同時也連結教師專業。
d. 開設跨領域全英學程，跨域合作並結合實務課程設計，或配合附設醫院優勢將實
習實作與專業連結，進一步吸引外籍生報名。
e. 除學術指導外亦須強化外籍生生活事務輔導，協助學生早日融入校園生活環境。
4. 其他建議項目：
a. 鼓勵跨領域研究合作，因跨界合作不僅符合國際評比趨勢，亦能深化研究成效。
例如 2021 年 QS 大學分科排名本校表現優異，尤其是宗教神學排名前 50-100 為
全台第一，如善用優勢進行跨領域合作，將能提升學院研究成效及國際排名，例
如本校推動 AI 與倫理的跨界討論，就是人文與科學領域的合作範例。
b. 博士畢業生就業薪資表現普遍優秀，在學期間則可考量媒合校內職缺給予輔助。

肆、 提案討論:
第一案、審議 110 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調整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明：
一、依據教學單位招生名額需求，111學年度共計二學制申請微幅調整，分別為「日間學士
班」與「碩士班」。
二、111學年度「碩士班」跨系協調結果如下：詳參提案附件一
(四) 心理系增額 1 名，由現有 14 名調整為 15 名。
(五) 景觀系減額 1 名，由現有 11 名調整為 10 名。
三、111學年度「日間學士班」調整需求如下：詳參提案附件二
(六) 天主教學程擬增額 6 名，由現有 10 名調整為 16 名，尚待協調釋出名額單位。
四、各學制名額分配如下：
調整單位

學制

增減額

景觀

碩士

-1

11

10

跨系間已完成名

心理

碩士

+1

14

15

額流用協調

天主教學程

日學

+6

10

16

110 核定 111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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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新增調整需求，
尚待跨系協調

決議：
1. 景觀系及心理系碩士班跨系名額流用照案通過。
2. 經考量近三年日間學士班註冊及在學率表現，暫緩天主教學程增額申請，然而有鑑於
110 學年度天主教學程招生政策與宣傳均有改善，建議觀察 110 學年度招生成效後再
提請 112 學年度增額討論。

第二案、申請自 110 學年度起設置校級研究中心「輔仁大學人工智慧發展中心」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明：
一、於108年12月21日及109年4月6日策略會議進行110學年度起成立校級研究中心「輔仁大
學人工智慧發展中心」之初步構想。
二、「輔仁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校級所屬研究中心
(一) 其新設及調整，由校長指定授權單位提出。須經相關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後，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 其設置辦法，經相關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
亦同。
三、中心設置辦法依據109年12月28日簽呈(創稿文號：1092103447)，會簽法務室協助檢核
條文架構。
四、「輔仁大學人工智慧發展中心」新設議案經110年3月11日109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
過，並針對辦法條文進行調整建議後，提案至本次會議進行審議。
五、檢附「輔仁大學人工智慧發展中心」之新設申請書及設置辦法。(詳參提案附件三、四)

決議：
1. 通過新設(扣除提前離席 2 名後，實質投票委員共 33 名：同意 33 票、不同意 0 票，
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數)。
2. 提送校務會議前應針對中心設置計畫書之空間需求與經費編列提供更詳盡分析，並會
請總務處與會計室預先評估，此外針對跨部門細部整合機制可提供更具體的說明。

伍、 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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