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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 學年度第 4 次研究發展會議-書審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 108 年 1 月 17 日(四) 
召集人 張光正校長 

與會人員

(職銜略) 

行政單位：李英明、李夢輝、洪穎怡、夏誠華、饒  忻、何志信、廖益興、 
王明芳、陳克舟、吳肇銘、楊敏生、鍾財王、嚴奇峰、陳其澎、 
楊坤原、繆紹綱、鄺承華 

學院代表：陳怡寧、林政鞍、邱謙松、江耀國、陳佑倫、許子凡、何彩滿           
學生代表：財法系羅盛頤、企管系洪翎瑄、資工碩李世丞 

記  錄 葉淑惠、劉國美、陳映竹 
【107-3 招生及研發聯席會議辦理情形】 

議題 案  由 執行情形 

一 
調整本校 107 學年度核撥系所

營運費 
研發處依占比重新計算後已交由會計室

覆核各系所營運費暨實驗費。 

二 

請同意追認「106 年度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訪

視」書面審查意見(初稿)回應

說明 

1. 本校於 107 年 11 月 9 日以原研字第

1070005023號函報高教評鑑中心，「106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經費書面審查暨實地審查」書面審

查意見（初稿）學校回應說明。 
2.經107-3招生及研發聯席會議追認通過。 

三 
106-108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內容修訂 

1. KPI指標修訂重點整理列表中，對於「理

學院單位發展計畫」、「設計學院單位發

展計畫」及「人育學院單位發展計畫」

所提送修訂107-108學年度KPI目標值維

持不變，不予修訂。 
2.「國際處單位發展計畫」所提送修訂

107-108學年度KPI目標值，由國際處會後

重新審視並進行目標值調整。修訂如下： 
(1)KPI編號e05-03「專班人數」：107學年

度維持會議所提修訂申請目標值，由

250人調升為281人；108學年度由原280
人，更新修訂為200人(原會議所提申請

修訂為150人)。 
(2)KPI編號e05-04「短期自費研修生人

次」：107、108學年度維持會議所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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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案  由 執行情形 
訂申請目標值，由原200人次，調降為

180人次。 
3.其他同意修訂。計畫書修訂版全文以電

子檔案型式置放於本校outlook公用資料

夾，以供各單位參辦。 

四 
本校 109 學年度增設、調整

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1.同意通過109學年度起增設「音樂產業碩

士學位學程」，後續依教育部來文時程辦

理並於報部公文敘明校務會議備查，另

由研發處依校規定程序提送107學年度

第2學期校務會議。 
2.有關開課鐘點及行政人力需求，建議另

案討論。 

五 
訂定本校政策藍皮書(校務發

展篇) 

1.系所資源政策原2-2保留校務重點專款，

修正劃線文字為統籌。 
2.研發處已提送108年1月9日擴大行政會

議。 

【報告事項】 

一、 教育部「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

作業說明會」訂於 108 年 1 月 15 日假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 樓第 5 會

議室召開，本校由研發處校發組、教務處招生服務中心及人事室人力發展

組相關承辦同仁出席。 
二、 依前述會議說明，教育部擬於 108 年 1 月修正公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訂重點如下： 
修正條文重點 現行條文說明 適用學年度 

招生違規扣減比率提高為

30% 
招生違規扣減比率 5% 107 學年度 

9/20 前完成校內程序及校務

會議後得申請系所於 109學年

度停招 

本項新增 107 學年度 

學、碩士班亦有保留比率 僅博士班有保留比率及扣除

比率 
107 學年度 

學、碩士班增設調整案亦須報

部專審 
僅特殊項目增設調整案(如博

士班、學碩醫學類)須報部專審 
107 學年度 

學術主管等資格應符大學法

要求 
本項新增 10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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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重點 現行條文說明 適用學年度 
租用學生宿舍需符合土地使

用分區規定、消防法、建築管

理相關法規 

本項新增 107 學年度 

專科班及學士班每班招生名

額不得低於 10 人 
本項新增 107 學年度 

院設班別及學位學程須有專

任師資至少 2 名 
本項新增 109 學年度 

境外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

生人數 3%以上者，納入生師

比值計算 

境外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

生人數 10%以上者，納入生師

比值計算 

109 學年度 

系所整體生師比值降為 35、研

究生生師比值降為 15、院設班

別及學位學程整體生師比值

降為 35 

系所整體生師比值為 40、研究

生生師比值為 20、院設班別及

學位學程整體生師比值為 40 

109 學年度 

【議題討論】 

議題一：本校 106 學年度校級關鍵績效指標(KPI)檢視，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5 學年度第 4 次研發會議決議，106-108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共訂定 30

項校級 KPI。 
二、 依據 106 學年度第 7 次研發會議提出每年校級 KPI 指標檢核時間點，分別

是 5 月（17 項）及 12 月（13 項）進行，檢核範圍為前一學年度現況值與

當學年度部份現況值。 
三、 106 學年度校級 13 項 KPI 指標數據檢核報告參附件 1。 
決議： 
一、本案經書面審查逾半數以上委員同意通過。 
二、校級 KPI 指標「研究生數占學生總數比」未達目標值 20%，建議業務單位

將本指標 108 學年度目標值調降為 18%或再強化國際碩博士生之招生，業

務單位據以說明及後續調整作法如下： 
(一) 分析本校 103 學年度與 107 學年度學生數，研究生下降 392 名，其中

以碩士班(204 名)減少最多，其次為碩專(170 名)班、博士班(18 名)，大

學部增加 341 名，在研究生減少及大學部學生增加之消長下，致本項

指標持續下滑(由 19.82%降至 17.24%)，未能達成目標值，如下： 

學年度 大學部 
研究生 

碩士班 碩專班 博士班 

實際總

人數 
103 學年度 13,020 1,815 1,039 366 

107 學年度 13,361 1,611 86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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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教育部大專校院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108 至 109 學年度每

學年人數遞減率約 3.2%至 11.2%間，推估本國籍學生招生面臨瓶頸，

衝擊研究生的質與量，本項指標在維持大學部學生規模標準下，同意

合理調整本項指標 108 學年度的目標值，以符合實際情形，因應作法

如下： 

1. 維持研究生招生名額：逐年檢討系所招生情形，對於招生不佳系所，

先行採寄存名額方式，避免名額扣減(註冊率未達 70%)。 
2. 採取積極性招生策略：強化回流教育、企業委訓、產業專班等多元

管道，並檢討現有系所規模，統整校內各領域之發展，採取更名、

轉型和整併方式，以符合科際整合趨勢，提升本校研究所招生優勢。 

議題二：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人育學院專案教師申請內容修正案，請同意核備。

【提案單位：競爭力發展中心】 
說明： 
一、 本校 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師名額依 107-2 研發會議決議，配置人育

學院 2 名，其中 1 名為通識中心。 
二、 依 107 年 12 月 26 日 107-1-5 中心會議，修正專案教師執行專案重點如下： 

修正之專案重點 原核定之專案重點 說明 
教學提升效益： 
(一)有效運用多元且具時代意義

的教學策略和方法，達到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的目標；並以學

生學習為本位的基礎之上，落

實與培育具敘事力、溝通力、

公民力與自我肯定的學生。 
(二)1 年內開設 1 門以上符合學校

政策性課程(如 PBL、深碗課

程等)。 

教學提升效益： 
(一)推動反思寫作融入經典閱讀課

程，結合 PBL 教學模式於社

會參與式課程，培養跨領域與

「行動/問題解決」導向，驅

動學生學習動機。 
(二)透過互動整合，將各學院專業

能力中的溝通素養，結合為具

有全人精神的溝通素養。 

依 通識中

心 107 年

12 月 26 日

第 5 次中

心 會議討

論 修正通

過。 

決議：本案經書面審查逾半數以上委員同意通過。 

議題三：107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年度經費執

行績效表，請討論。 
說明： 
一、 量化資料：量化資料依規定已於 108 年 1 月 15 日函文報部，「108 年度獎

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申請作業基本資料表」請參附件 3-1。 
二、 質化資料：107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執行績效表，含括「107 年度辦理成

效」附件 3-2、「107 年度獎補助計畫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校

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化報告」、「學生宿舍供給及品質計畫」（本期新增）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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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增加獎勵經費申請表」；附件須提供「107、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107年 7月報部

版)及「106 學年度決算會計師查核報告」正本。 
三、 前述資料內容經本次會議討論，建議授權研發處依委員意見統籌修訂後，併

同資料電子檔光碟，報請校長核示後於 108 年 1 月 26 日前函報教育部。 
四、 107 年度經費核銷情形：依據教育部實際核定金額及規定比例，教育部核撥

之經資門比例為 1：0.9999，合計 166,333,469 元；本校 107 年度實際核銷金

額經常門計 81,940,197 元，資本門計 84,393,272 元，共計 166,333,469 元。

經常門依規定可流用至多 20％至資本門(本校 107 年度經常門流用 1,226,565
元至資本門，占 1.47%，符合教育部規定)，學輔經費占全部經費之 1.58%(符
合教育部規定至少 1.5%)，原規劃執行之項目與金額因實際執行之需求進行

調整，執行結果之經費支用項目及核銷總表請參附件 3-4。 

決議： 

一、本案經書面審查逾半數以上委員同意通過。 
二、已依委員意見修正 107 年度辦理成效教學面向之善用知識力行社會公民責

任相關文字說明及經費數據。 
三、研發處依規定檢送「107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執行績效表」及附件資料於

108年 1月 24日原研字第 1080000287號函報雲科大私校獎補助作業小組。 
議題四：因應教育部刪除教學獎助生，調整本校執行 108 年度獎補助計畫經費

及變更校相關預算及執行建議，請同意追認。 
說明： 
一、 高教評鑑中心轉知教育部107年11月20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196432號函，

依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前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修正，並刪

除「教學獎助生」認定規定。獎補助相關費用執行說明： 
(一) 考量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不再

納入「教學獎助生」一項，爰私校獎補助計畫經費之獎助生經費適用範

圍，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亦不得使用於教學助理項目。  
(二) 惟學校為提昇教學研究之需要所聘任之兼任助理，於符合校內相關支用、

申請、聘任辦法前提下者，仍得以私校獎補助經費支應所聘兼任助理費

用；相關費用請歸類於教學研究項目下，俾利未來私校獎補助經費審查

查考。 
(三) 本校每年均編列 1,850 萬元獎補助經費，用於執行研究生獎助金教學助

理相關業務，惟因應教育部上述說明，經 107 年 12 月 27 日召開教學獎

助生協商會議，決議本校每年支用於「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研究生獎

助學金」及「教學研究經費」，予以合併校內預算重新調整配置。會議

紀錄請參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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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為符合使用規範及對學校最優之效益，後續因應

調整方案，決議採用調整校內單位交換經費來源使用，並與各單位執行

計畫承辦人員溝通後提送 108 年度獎補助修正計畫書，以完備學校獎助

學金招生之有利誘因。經相關承辦人員檢視 107-2 校內經費預算，尋求

符合執行獎補助精神之各單位預算，完成初步調查，預計可調整互換經

費約 815 萬元，請參附件 4-2；其餘部分已請執行單位配合於 108 年 1
月底前完成核撥入帳，預計可核銷 480 萬元。剩餘仍不足部分，建議依

前述說明第 2 項，於符合校內相關支用、申請、聘任辦法前提下者，仍

以私校獎補助經費支應所聘兼任助理費用，相關費用請歸類於教學研究

項目下，並委請相關單位繼續進行後續作業。 
二、 108 年度獎補助計畫執行暨校內經費變更規劃：因應獎補助規定變更，須進

行 108 年度獎補助計畫執行暨經費變更，配合校內相關單位經費與交換額度

建議，經 108 年 1 月 14 日之行政協調會討論，參附件 4-3，請同意追認。 

決議：本案經書面審查逾半數以上委員同意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