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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紀   錄 

時    間：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29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地    點：野聲樓第一會議室 

主    席：黎校長建球 

出 席 者：汪校牧文麟(兼宗輔中心主任)、林學術副校長思伶、郭使命副校長維夏、江

醫務副校長漢聲、陳主任秘書福濱、中國聖職單位黃代表清富、聖言會單位

鄭代表穆熙、耶穌會單位武代表金正、劉教務長兆明、楊學務長百川、李總

務長立民、洪研發長啟峯、崔副研發長文慧、賴國際長振南、藝術學院林院

長文昌、醫學院鄒院長國英、理工學院連院長國珍、外語學院黃院長孟蘭、

民生學院王院長果行、法律學院陳院長榮隆、社會科學院陳院長德光、管理

學院李院長天行、全人中心林主任梅琴、進修部周主任善行、圖書館吳館長

政叡、資訊中心林主任宏彥、會計室蔡主任博賢、人事室李主任添富、學輔

中心尹主任美琪、圖資系林麗娟老師、職員代表田建菁小姐、學生代表進修

部哲學三賴奕男同學 

列    席：柏駐校董事殿宏 

請    假：董事會學術小組羅召集人麥瑞、文學院王院長金凌、英文系鮑端磊老師、法

律系林秀雄老師、學生代表社會四陳德康同學 

記錄：蔣怡蘋 

會前祈禱 

壹、 確認前次會議紀錄及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已確認。 

貳、 提案討論: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00 學年度總量調整申請案 

說明： 

一、 本校各教學單位於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所提「100 學年度總量調整申請案」。申

請項目如下： 

(一) 更名：「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更名為「國際經營管理碩士學位學程」。(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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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二) 增額：「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申請增額 4 名，由 10 名增至 14 名。(詳附件

B) 

二、 除了英文系增額申請經通過後須併入「100 學年度招生名額總量調整方案」共

同討論外，更名申請則未涉及名額增減調整，經通過後擬後續提至校務會議及

董事會討論。 

三、 敬附各單位申請計畫書(詳如附件檔案 A~B)及各行政單位審查意見(詳附件

一)。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00 學年度整體招生名額總量調整方案 

說明： 

一、 教育部所推「單班規模上限由 60 人調降至 58 人，並逐年調整至 50 人」之調

整政策，現擬延後至 101 學年度正式執行，詳細規劃與具體執行內容預計於

99 年 5 月 5 日「100 學年度總量報部作業說明會」宣佈。 

二、 因學士斑整體人數規模為本校經費重要來源之一，建議本校 100 學年度可針對

部分新設、調整單位進行校內部份招生名額提前微調至單班 58 人加以因應。 

三、 本校 100 學年度招生名額調整申請大致如下三類： 

(一) 已通過：通過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校內各層級會議討論，。 

1. 歷史學系：「進修學士班」由 105 名減至 60 名，共釋出 45 名。(99 學年度

配合校內政策暫定增額 45 名，100 學年度擬回歸原有規模)。 

2. 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100 學年度新設，預計招收「日間學士班」共

45 名。 

(二) 待核定：已通過本校各層級會議，惟教育部針對各校「新設碩士學位學程

申請案」核定結果，預計於 99 年 5 月底才會正式公告。 

1. 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程：100 學年度新設，預計招收「碩專班」共 15 名。 

2. 非營利組織管理碩士學位：100 學年度新設，預計招收「碩專班」共 30 名。 

(三) 待討論：本學期提出之新申請，經校內各層級會議通過後方得進行增額。 

1. 英國語文學系：擬申請 100 學年度「碩士班」由 10 名增至 14 名，共增額 4
名。 

四、 依據「輔仁大學教學研究單位新設及變更審查辦法」第七條，參考近三年註冊

率及缺額人數比例，協調部分系所提前調降至 58 人，釋出名額則流用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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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新設單位後續招生使用，整體方案詳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各單位釋出名額如附表。 

附表、100 學年度招生總量調整一覽 

調整說明： 

1. 教育部規定自 101 學年度起，學士班單班人數規模將調降至 58 名，故 100 學年度新設單位

所需名額，建議透過部分系所提前調降單班規模釋出調整。 

2. 參考各系 96-98 學年度三年平均註冊率進行排序，各班平均釋出 2-4 名員額，提前達到 101

學年度單班規模 58 人之標準，另外，單班規模未達 60 名者則未納入釋出排序(例如音樂系

單班 39 人，呼吸系單班 45 人等)。 

一、日間學制：共需 53 名日間學士生(天主教學程需 45 名、英文系需 8 名) 

系(所)名稱 
99學年度

核定名額 

單班規模

提前下修

至 58 人

100 學年

招生名額

註冊與核

定名額差

額之三年

總和 

三年平

均註冊

率 

註冊

率排

序

備註說明 

物理學系物理組 60 -2 58 -13 92.74% 5   

公共衛生學系 60 -2 58 -12 93.02% 6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 60 -2 58 -12 93.33% 7   

生命科學系 118 -2 116 -18 94.94% 9   

哲學系 120 -4 116 -18 95.00% 10   

心理學系 60 -2 58 -9 95.00% 10   

法律學系 120 -2 118 -8 95.56% 12

此欄註冊率為「法律系司法組」前

三年平均資料，而 99 學年度後法律

系學籍分組整併，故僅微調 2 名。

資訊工程學系 120 -4 116 -15 95.83% 13   

臨床心理學系 60 -2 58 -7 95.88% 14   

圖書資訊學系 60 -2 58 -7 96.11% 15   

數學系應用數學組 60 -2 58 -7 96.11% 15   

中國文學系 120 -4 116 -12 96.67% 17   

數學系純數學組 60 -2 58 -6 96.67% 17   

財經法律學系 60 -2 58 -6 96.67% 17   

西班牙語文學系 60 -2 58 -5 97.22% 20   

織品系織品服飾行銷組 120 -4 116 -8 97.65% 22   

化學系 120 -4 116 -8 97.77% 23   

歷史學系 120 -4 116 -8 97.78% 25   

物理學系光電物理組 60 -2 58 -4 97.78% 25   

兒童與家庭學系 60 -1 59 -4 97.78% 25   

電機系電腦與通訊工程組 60 -1 59 
-4 97.78% 25

此欄註冊率為「電子系」前三年平

均資料，而 99 學年度後電子電機系

整併，故僅微調 2 名。 電機系系統與晶片設計組 60 -1 59 

釋出名額總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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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夜間學制：共需 90 名進修學士生(長照學程 30 名、NPO 學程需 60 名) 

系(所)名稱 
99 學年

度核定名

額 

單班規模提

前下修至

58 人 

建議 98 生

師比偏高系

所額外提高

釋出名額

100 學年招

生名額 

註冊人數

與核定名

額差額之

三年總和

三年平均

註冊率

註冊率

排序
備註說明 

數學系 60 -2 -2 56 -9 95.00% 1 
因連續三年缺額比率較高，

建議多釋出 2 名。 

歷史學系 105 -2 -45 58 -2 98.89% 2 
99 學年度配合政策增額 45

名，100 學年度釋出，恢復原

有單班 60 人規模。 

中國文學系 120 -4 -2 114 -1 99.72% 3 

因生師比偏高，建議多釋出 2

名，提前達到單班 56 人規模。

大眾傳播學系
(99 為大傳學程) 

120 -4 -2 114 0 100.00% 4 

經濟學系 120 -4 -2 114 0 100.00% 4 

餐旅管理學系 60 -2 -2 56 0 100.00% 4 

法律學系 60 -2 -2 56 0 100.00% 4 

商業管理學程 120 -4 -1 115 99 新設 99 新設 ※ 
99 學年度新設，惟管理學院

系所生師比偏高，故建議該

學程調降部分名額。 

英國語文學系 120 -4   116 0 100.00% 4  

圖書資訊學系 60 -2   58 0 100.00% 4  

哲學系 60 -2   58 0 100.00% 4  

釋出名額總計 
-32 -58 

       
 

-90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提報本校「97-99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9 學年度滾動修正計畫書。 

說明：依據中程計畫各策略召集人所提報之各策略具體方案、修正意見或建議，
修正本校中程計畫架構如附件 1、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 

決議： 照案通過，詳如附件 1、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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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策略 
 1 卓越化 

(教學品質與研究產出) 

2 特色化 
(輔導與校園文化) 

3 國際化 
(視野與網絡) 

4 精緻化 
(行政服務與環境建設) 

      

行 
動 

 

11 落實並深化卓越教學與研
究制度 

111 落實院系及研究中心自評

與持續改善機制 
112強化課程檢討與改進機制

113 落實教師評鑑及追蹤輔導

機制 
114 精進教學評量與師生互動

機制 
115完備產學合作與獎勵機制

116 完備研發成果管核與獎勵

制度 
117 發展教師、學生及院系所

檔案系統 

12 豐厚與優化教師教學與研
究能量 

121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122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及

跨領域學術社群發展 

13 優化教學研究環境與設備 

131 優化及整合教學研究資

源 
132 強化數位學習環境 
133 充實圖書與學生學習資

源 
134 提升學習環境品質 

21 強化天主教之使命特色 

211 促進使命特色之發展策略

及推動全校使命業務之

整合 
212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功能提

升及強化特色領域之系所

213 籌設輔仁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 
214 附屬中小學合併計畫 
215 推動校院系史之撰寫與出

版 
216 推動輔仁大學尋根訪談 
217 完備輔仁文物典藏 
218 建構輔仁學派 

22 塑造學習文化與提升學生

基本能力 

221 促進全人教育基礎課程之

提升 
222 發展通識課程特色       
223 精進服務學習 
224 推動生命教育，精進品德

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225 提升學生基本能力與核心

行為，並建立檢定機制 
226 落實教學助理制度 
227 鼓勵學生自主學習，提振

學習風氣 

23 強化整合身心靈之全方位
輔導機制   

231 強化學習與生涯輔導機制

232 提升弱勢學生之照顧與輔

導   
233 落實身心靈健康教育與提

倡健康運動 

31 促進教學與研究之國際合
作 

311 推動與國外天主教大學合

作交流 
312 促進國際合作、學術交流

與海外學習 
313 推動與國外大學辦理雙聯

學制 
314 延聘國際著名學者開設講

座 

32 強化教職工生國際視野 

321 提升教職員外語及國際事

務處理能力 
322 開設強化國際與跨文化視

野之課程 
323 鼓勵教師雙語教學 
324 推動菁英留學計畫 

33 建構全球視野之校園環境
氛圍 

331 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 
332 鼓勵各系所擴大招收僑外

學生 
333 鼓勵國際學生與校內外學

生交流 
334 規劃建置國際學人宿舍 

41 強化行政管理與發展制度 

411 建立標準作業程序並提升

與強化行政效能 
412 完備行政法規  
413 強化會計行政及內部稽核

與管理制度 
414 強化預算審核及執行之標

準程序 
415 精進財產管理制度 
416 強化中程計畫之規劃執行

與管考機制 
417 強化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

制度  
418 完備校友聯繫 
419 結合在地特色與地方需求

擴大推廣教育 

42 更新校園基礎建設 

421 強化校園網路與行政 e 化

系統 
422 改善電力設施並建立節能

系統 
423 強化校園之整體規劃與空

間之有效利用 
424 整建老舊建築與設施及整

修道路 
425 強化校園安全危機管理 

426 落實環安衛法規相關事項 

427 落實菸害防制及毒品防制 

43 維護資訊安全與保護智慧
財產 

431 落實資訊安全制度 
432 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管

理制度 

* (本表為 99.1.6 中程滾動修正會議修正。) 

整體 

目標 

 

邁邁向向卓卓越越整整全全的的天天主主教教大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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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97-99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99 滾動修正前後對照表 

99.1.6 「98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滾動修正討論會議」討論 

97-99 中程計畫 建議修改 

11 調整院系所及研究單位組織結構促進專業發展 階段性已完成，本策略及行動方案刪除 

111 院系結構調整 階段性已完成，本策略及行動方案刪除 

114 整合各研究中心之任務與目標 階段性已完成，本策略及行動方案刪除 

12 落實並深化卓越教學與研究制度 修改編號為：11 

121 落實院系及研究中心自評與持續改善機制 修改編號為：111 

122 強化課程檢討與改進機制 修改編號為：112 

123 落實教師評鑑及追蹤輔導機制 修改編號為：113 

124 精進教學評量與師生互動機制 修改編號為：114 

126 完備產學合作與獎勵機制 修改編號為：115 

127 完備研發成果管核與獎勵制度 修改編號為：116 

128 發展教師、學生及院系所檔案系統 修改編號為：117 

13 豐厚與優化教師教學與研究能量 修改編號為：12 

131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修改編號為：121 

136 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及跨領域學術社群發展 修改編號為：122 

15 優化教學研究環境與設備 修改編號為：13 

151 優化及整合教學研究資源 修改編號為：131 

152 強化數位學習環境 修改編號為：132 

153 充實圖書與學生學習資源 修改編號為：133 

154 提升學習環境品質 修改編號為：134 

21 強化使命特色組織之結構制度化 修改名稱為：強化天主教之使命特色 

211 促進使命特色之發展策略及推動全校使命業務之

整合 
維持不變 

212 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功能提升及強化特色領域之 

    系所 
維持不變 

214 籌設輔仁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修改編號為：213 

215 附屬中小學合併計畫 修改編號為：214 

22 學習文化塑造與學生基本能力提升 修改名稱為：塑造學習文化與提升學生基本能力

221 促進全人教育基礎課程之提升 維持不變 

222 發展通識課程特色           維持不變 

223 精進服務學習 維持不變 

224 推動生命教育，精進品德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維持不變 

141 提升學生基本能力與核心行為，並建立檢定機制 修改編號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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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9 中程計畫 建議修改 
142 落實教學助理制度 修改編號為：226 

143 鼓勵學生自主學習，提振學習風氣 修改編號為：227 

24 強化整合身心靈之全方位輔導機制   修改編號為：23 

241 強化學習與生涯輔導機制 修改編號為：231 

242 提升弱勢學生之照顧與輔導   修改編號為：232 

243 落實身心靈健康教育與提倡健康運動 修改編號為：233 

26 發揚輔仁辦學精神，強化校園認同 本策略刪除 

261 推動校院系史之撰寫與出版 併入 21，修改編號為：215 

262 推動輔仁大學尋根訪談 併入 21，修改編號為：216 

263 完備輔仁文物典藏 併入 21，修改編號為：217 

231 建構輔仁學派 併入 21，修改編號為：218 
251 強化具天主教精神之環境教育 刪除 

31 設立國際教育專責單位並積極參與國際性與天主

教大學組織 

階段性已完成，本策略及行動方案刪除 

311 完備國際教育處及國際學生中心 階段性已完成，本策略及行動方案刪除 

312 參與國際組織及國際專業協會 階段性已完成，本策略及行動方案刪除 

32 促進教學與研究之國際合作 修改編號為：31 

321 推動與國外天主教大學合作交流 修改編號為：311 

322 促進國際合作、學術交流與海外學習 修改編號為：312 

323 推動與國外大學辦理雙聯學制 修改編號為：313 

324 延聘國際著名學者開設講座 修改編號為：314 

33 強化教職工生國際視野及跨國文化之認識與尊重 修改名稱為：強化教職工生國際視野 

修改編號為：32 

331 提升教職員外語及國際事務處理能力 修改編號為：321 

333 開設強化國際與跨文化視野之課程 修改編號為：322 

334 鼓勵教師雙語教學 修改編號為：323 

335 推動菁英留學計畫 修改編號為：324 

34 建構有利發展全球視野之校園環境氛圍 修改名稱為：建構全球視野之校園環境氛圍 

修改編號為：33 

341 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 修改編號為：331 

342 鼓勵各系所擴大招收僑外學生 修改編號為：332 

343 鼓勵國際學生與校內外學生交流 修改編號為：333 
344 規劃建置國際學人宿舍 修改編號為：334 

41 精進計畫、執行、考核、修正之管理程序 修改名稱為：強化行政管理與發展制度 

411 建立標準作業程序並提升與強化行政效能 維持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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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9 中程計畫 建議修改 
412 完備行政法規  維持不變 

413 強化會計行政及內部稽核與管理制度 維持不變 

414 強化預算審核及執行之標準程序 維持不變 

415 精進財產管理制度 維持不變 

416 強化中程計畫之規劃執行與管考機制  維持不變 

42 強化人力資源管理與發展制度 併入 41， 

修改編號為 417 

421 優化並調整行政單位之規模與人力素質 刪除，併入 417 內 

422 強化主管才能與職員基本職能發展 刪除，併入 417 內 

423 完備職工教育訓練與考績制度 刪除，併入 417 內 

424 完備教職工福利及退撫制度 刪除，併入 417 內 

43 強化校園基礎建設及社區營造精神 修改名稱為：更新校園基礎建設 

修改編號為：42 

431 強化校園網路與行政 e化系統 修改編號為：421 

432 改善電力設施並建立節能系統 修改編號為：422 

433 強化校園之整體規劃與空間之有效利用 修改編號為：423 

434 整建老舊建築及設施 修改名稱為：整建老舊建築與設施及整修道路 

修改編號為：424 

435 參與社區文化與藝術營造 刪除 

44 維護資訊安全與保護智慧財產 修改編號為：43 

441 落實資訊安全制度 修改編號為：431 

442 加強智慧財產權宣導與管理制度 修改編號為：432 

45 落實校園綠色環保及強化校園環安衛與惜福之生

活態度 

刪除 

451 強化校園安全危機管理 併入 42，修改編號為：425 
452 落實環安衛相關法規 併入 42，修改編號為：426 

修改名稱為：落實環安衛法規相關事項 

453 落實菸害防制及毒品防制 併入 42，修改編號為 427 

46 完備校友聯繫及擴展推廣教育以創造資源價值 

併入 41 

修改編號為：418 

修改名稱為：完備校友聯繫 

461 精進畢業生資料庫及流向追蹤機制  刪除 

462 強化全球及區域性之校友組織與活動 刪除 

463 整合募款計畫並提升募款績效 刪除 

464 結合在地特色與地方需求擴大推廣教育 併入 41 

修改編號為：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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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臨時動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請同意「100-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於相關會議討論後，提案本

學年度校務會議。 

說明： 

1. 教育部於 100 年來校進行校務評鑑，本次校務評鑑將以各校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之規劃與執行，做為評鑑之主軸。 

2. 為妥善規劃本校 100-102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並因應 100 年度教育部

之校務評鑑，請同意在中程規劃會議完成草案後，並經校務發展核心小

組會議、校務發展策略會議討論，提案本學年度校務會議。 

決議：同意票 28 票，反對票 0 票，本案通過授權中程計畫核心小組進行「100-102 學年

度校務中程發展計畫」之擬訂，並經校長核定後提送校務會議討論。 

肆、 散會(下午 3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