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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 107 學年度第 7 次招生委員會及第 3 次研究發展會議之聯席會議 

【會議紀錄】 

時  間 107 年 12 月 20 日（四）下午 2:10~4:00 

地  點 行政大樓 2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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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若暉、許經夌、饒  忻*、
何志信*(請假，曹拯元代)、廖益興(請假，傅孝城代)、王明芳*、 
陳克舟(請假，袁穎婕代)、鍾文仁(請假)、吳肇銘*(請假)、鍾財王*、
楊敏生*(請假，葉瑞銘代)、嚴奇峰*、陳其澎*、楊坤原*、繆紹綱*、
鄺承華*(請假，黃雪芬代) (*標註者同時為研發會議與招委會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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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列席人員 
(職銜略) 

研發處：吳宗遠、黃子玲、陳映竹、葉淑惠、李沛璇、劉國美 
招生中心：王治琇、徐蕙萍、陳瑩玲、詹美惠 
職涯處：林耘竹  產學處：黃信行(請假，高靖航代) 通識教育中心：張 浩

記  錄 陳映竹、葉淑惠、劉國美 

【107-2 研發會議辦理情形】 

議題 案  由 執行情形 

一 
107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

師執行成果審議案 

1.107年度專案教師聘任：理學院2名、工

學院2名、商學院1名、設計學院2名及人

育學院1名，共計8名。 

2.各專案教師皆已達成階段性任務。 

二 
108 年度高教深耕計畫專案教

師名額配置案 

1.108年度專案教師名額配置：理學院2

名、工學院2名、商學院1名、設計學院1

名及人育學院2名，共計8名。 

2. 人 事 室 107 年 11 月 19 日 原 人 字 第

1070005116號函送修正「中原大學高教

深耕計畫補助聘任專案教師暫行要

點」，修正第三點有關專案教師資格之條

件及第四點深耕計畫經費使用規範。 

【報告事項】 

一、 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以下簡稱校庫)填報： 

107 年 10 月提報作業共計 79 張表冊，11 月 16 日前進行校內檢核程序並提

出校庫修正申請，本次修正共計 12 張表冊，修正單位：人事室(2 張)、教

務處(6 張)、圖書館(1 張)及職涯處(3 張)，已於 107 年 12 月 5 日以原研字第

1070005332 號函報教育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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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大專校院定期統計報表」(以下簡稱統計處)填報： 

107 年 10 月提報校庫表冊，分別由教育部統計處「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資

料管理資訊系統」提報學 4(僑生港澳生)、學 5(外國學位生)及「定期公務

統計報表網路報送作業系統」提報財 24(會計預算、決算)進行填報作業，

並已於 11 月 2 日完成報部。 

三、 10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作業： 

107 年 11 月 7 日完成校內檢視獎補助系統量化資料、11 月 8-12 日獎補助小

組書審並針對結果請學校回覆說明，本校於 11 月 13 日提報佐證資料如下： 

(一) 提報「生活助學金(包括緊急紓困助學金)」、「開創智財權」項目佐證資

料。 

(二) 提報 10(11)月薪資帳冊及異動教師名單，檢視「組織規程」、「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時數」、「獎勵教師研究進修」、「生活助學金」、「工讀助學

金」、「研究生獎助學金」、「住宿優惠」等現行辦法。 

四、 本校申請增設附屬機構心理治療所： 

依據教育部 107 年 7 月 6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102123 號函復要求覈實檢

討修正計畫書並須經校務會議與董事會通過，本校於 107 年 12 月 11 日以

原研字第 1070005422 號檢附修正計畫書 1 式 6 份報部申請增設附屬機構

心理治療所。 

五、 商學院企業管理學系大陸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依據教育部 107 年 12 月 7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94828 號函，同意本校裁

撤商學院企業管理學系大陸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六、 108 學年度大學校院辦理學士後多元專長培力課程方案： 

(一) 依據教育部 107 年 11 月 15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70189595 號函相關規定

及說明，本方案可以隨班附讀及專班模式辦理，隨班附讀限於進修學

制辦理，專班模式可於四年度日間學制學士班辦理且招收對象為已具

備學士學位者。 

(二) 至教育部申請截止日期 107 年 12 月 17 日皆未有學系提出申請。 

七、 109 學年度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一) 依據教育部 107 年 11 月 23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97247 號函，因應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修正，原於每

年 11 月底提報之特殊項目申請案，及隔年 5 月底提報之一般系所增設

調整申請案，預計調整至 108 年 1 月底提報。 

(二) 研發處已於 107 年 11 月 27 日原研字第 1070005235 號函知校內學術單

位，於 12 月 14 日前提案 109 學年度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本次增設調整案列入議題四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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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討論】 

議題一：調整本校 107 學年度核撥系所營運費，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中原大學系所營運費暨實驗費公式」第壹項所營運費第五點核計/核

撥所營運費原則之最低學生人數辦理。 

二、 107 年 10 月 15 日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不含延肄生)人數未達 5 人之班制

/班次為：工學院學士學位學程及化學工程與材料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 依在學學生人數比例調整(扣減)核撥之所營運費如附件 1，請討論： 

(一) 工學院學士學位學程：全部扣減，不予核撥。 

(二) 化學工程與材料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依在學學生人數比例調整（扣

減 3/5），原核撥 212,344 元，建議扣減金額 127,406 元，下學期不再因

學生人數異動而調整。 

(三) 另扣減共計 269,226 元，由研發處依占比重新計算後由會計室覆核並分

配系所營運費暨實驗費。 

決議：照案通過。 

議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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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意追認。 

說明： 

一、 依高教評鑑中心 107 年 10 月 29 日高評字第 1071001144F 號函，本校須於

11 月 9 日前函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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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回應意見共計 12 項，包括

106 年度私校獎勵補助經費執行成效 2 項、經費支用規劃與執行情形 3 項、

「經常門」經費執行情形 4 項、「資本門」經費執行情形 3 項。 

二、 研發處檢視意見後請各單位回應說明如附件 2(紙本現場傳閱)，並已於 11

月 9 日以原研字第 1070005023 號函報高教評鑑中心，請同意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議題三：106-108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修訂，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106-108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第七章管理機制及「中程校務發

展管理程序」辦理。 

二、 本次修訂申請業經 107 年 8 月 9 日原研字第 1070003645 號函知各單位，受

理截止日為 107 年 10 月 19 日。 

三、 本次申請修訂之九大策略計畫為「適性學習展現價值創造能力」、「善用知識

力行社會公民責任」、「多元管道招募培育專業人才」、「巨量資料建構行政效

率智能」、「整合科技人文營造智慧校園」、「微型矽谷孵育區域創新創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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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及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書館、秘書室、人

事室、校牧室、電算中心、策略處、職涯處等，共計 12 個行政單位。 

四、因本校 106 學年度增設學院學士學位學程，本次共計 6 個學院提送申請修訂。 

五、因修訂項目繁多，修訂內容及量化目標值修訂對照表請參附件 3-1、3-2(紙

本現場傳閱)。修訂整理如下： 

(一)107-108 學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暨量化目標值修訂彙總整理 

項目 申請項數 

計畫內容修訂 110 

計畫內容新增 6 

計畫內容刪除 6 

KPI 指標名稱、定義及目標值修訂 44 

KPI 指標刪除 3 

校級 KPI 指標目標值修訂 1 

(二)KPI 指標修訂重點整理 

計畫名稱 修訂原因 KPI 修訂 

微型矽谷孵育

區域創新創業 

與「國內外有實體審查專利公告數與

新品種數總計」指標內容相近，故調

整為「新增衍生企業家數」。 

修訂「提升創新研發

能力，落實技術商品

化」的指標定義及目

標值 

理學院單位發

展計畫 

因生源減少、國立大學研究所及大陸

研究所就讀機會增加，影響就讀本校

意願。 

修訂 3 項目標值 
1. 碩士班新生註冊率

2. 碩專班新生註冊率

3. 博士班新生註冊率

設計學院單位

發展計畫 

因生源減少、國立大學研究所及大陸

研究所就讀機會增加，影響就讀本校

意願。 

修訂 2 項目標值 
1. 碩士班新生註冊率

2. 碩專班新生註冊率

由於設計領域因素，研究生修習英語

授課課程意願不高。 

修訂「研究所課程數-
全英語授課課程數比

例」目標值 

人育學院單位

發展計畫 

境外實習不確定因素(畢業時間、修

課、經費等)過大，且近年校外補助款

銳減，導致學生出國實習意願下降。 

修訂「境外華語教學

實習學生人數」目標

值 

國際處單位發

展計畫 

福建工程學院商設班與集美大學電資

班因故終止合作，使專班人數逐年下

降。雖另開拓新增山東大學(威海)數理

修訂「專班人數」目

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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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修訂原因 KPI 修訂 

財金班、福建江夏學院土木班與上海

建橋學院機械班，但仍不及原訂規模

數。 

兩岸政治發展局勢不確定性及部分大

陸省台辦暫緩辦理陸生赴台的批准作

業，因此使陸生赴台人數減少。 

修訂「短期自費研修

生人次」目標值 

人事室單位發

展計畫 

本校研究人員之員額編制係具計畫或

任務導向，搭配三年期程中程計畫，

計畫期程內研究人員人數應以維持為

原則。 

修訂延攬「研究人員」

目標值 

(三)校級關鍵績效指標修訂內容 

構面 
負責 

單位 

指標 

名稱 

指標 

定義 

原計畫內容 擬修訂內容 
修訂說明 107 

目標值
108 

目標值
107 

目標值
108 

目標值 

產學 職涯處 

參與就業

學程學生

人次 

申請就

業學程

人次 

2,450 2,500 1,800 1,850 

1.因應畢業學分調降至

128 學分且須含自由

選修應達 12 學分以

上，學習範圍為輔、

雙、跨、就、微型學程

（他系）及 PBL 課程，

雖提供學生課程學習

上多元的選擇，但也分

散申請修讀人數。 
2.部份學程合作企業因

人力結構調整無法提

出實習名額，學生因此

無法完成學程，學系進

而提出停止合作之要

求，故實際運行之學程

有減少，學生可申請參

與學程相對有減少趨

勢，故也影響申請人

次。 

決議： 

一、說明五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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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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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處單位發展計畫」所提送修訂 107-108 學年度 KPI 目標值，請國際處

重新審視並進行目標值調整後，另提送修訂申請。 

國際處會後修訂詳如附件 3-2A 第 30、31 項次，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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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申請目標值，由原 200 人次，調降為 180 人次。 

KPI 

編號 
指標名稱 

原目標值 會議原修訂目標值 會後修訂目標值 

107 學年

度 

108 學年

度 

107 學年

度 

108 學年

度 

107 學年

度 

108 學年

度 

e05-03 專班人數 250 280 281 150 281 200 

e05-04 
短期自費研

修生人次 
200 200 180 180 180 180 

三、其他同意通過，請參附件 3-1A、3-2A。 

議題四：本校 109 學年度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請討論。 

說明： 

一、 教育部因配合「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修正，調

整相關提報時程，包含原於每年 11 月底提報之特殊項目申請案，及隔年 5

月底提報之一般系所增設調整申請案，預計調整至 108 年 1 月底提報。 

二、 本校增設調整案作業程序為研發會議討論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

議後報部，本次因時程調整以致於趕不及校內相關行政程序，教育部說明

學校得於報部公文敘明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備查。 

子題 4-1：109 學年度起增設「音樂產業碩士學位學程」，請討論。【提案單位：

人育學院】 

說明： 

一、本案經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人育學院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二、為培育「樂器設計工程」產業以及「流行及商業音樂創作」之人才，結合

業界師資及校內師資，並期增加產學合作機會，以此為目標成立「音樂產

業碩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為機械系、教研所、通識教育中心。 

三、招生名額 8 名，依本校總量招生名額調整，並經招生委員會及研究發展會

議之聯席會議決議。 

四、空間不變，擬增加 35 個開課鐘點數及專任行政人力 1 名。 

五、計畫書參附件 4(紙本現場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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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照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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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開課鐘點及行政人力需求，建議另案討論。 

議題五：訂定本校政策藍皮書(校務發展篇)，請討論。 

說明： 

一、 參酌本校教與學政策藍皮書架構(2003 年初版、2015 年再版)，檢視本校研

究發展處「校務發展」、「研究推動」兩大面向業務推動重點，進行組織業

務盤點，就校內現行辦法制度、校際間競爭力分析、高教政策發展方針及

關鍵績效指標表現等蒐集現況資料、關鍵議題分析，設定 12 大政策面向，

說明遠景、推動策略及預期成效，成為本校研究發展處業務長程推動重要

政策方針。 

二、 本校政策藍皮書「校務發展篇」從管理面、環境面及資源面，提出 5 項推

動政策，研擬政策推動方針及實施方式，經 12 月 3、10 日行政協調會及 12

月 12 日各學院院長研議會議討論修訂，預訂提報 108 年 1 月份行政會議核

備。 

三、 本次提出討論共計 5 章，管理面 1 章、環境面 2 章及資源面 2 章，如下： 

面向 章節 政策 核心業務 政策目標 

管理

面 

(一) 校務規劃 校務發展

計畫 

有系統執行發展計畫，持續提升辦學成果，致力

校務革新，以提升學校競爭力及因應未來少子化

的挑戰 

環境

面 

(二) 組織調整 行政組織 建立精實合理的組織，打造高效能、高應變能力

及突破創新的行政體系，運幄統整於校務發展的

機能核心，追求校務永續發展 

(三) 師資規劃 教師團隊 發揮資源最適化配置效益，達成師資質量之合理

規模，形成具競爭力的結構分佈，產生持續前進

的動能 

資源

面 

(四) 校園發展 校園規劃 融入在地特性及學校特色，使每一分校地都能獲

最適宜且最大效益之使用與長期之發展，展現

「專業、人文、創意」之多元特色與風貌 

(五) 系所資源 資源配置 發揮「引導發展」與「自由發展」雙軌綜效，力

求教學研究的精進與發展，營造重點特色，追求

進步，創造有限資源使用的最大產出 

決議：系所資源政策原 2-2 保留校務重點專款，會後予以修正劃線文字，餘照案

通過，由研發處依程序提送 108 年 1 月擴大行政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