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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18 屆第 4 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02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野聲樓 3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鍾安住  陳建仁  陸幼琴  劉志明  柏殿宏  羅麥瑞 
郭維夏  柯博識  葉紫華  詹德隆  李  驊  武金正 
林思伶  狄  剛 

請假：鄧世雄 
列席：教廷駐華大使館：陸思道  桑愛文 

董 事 會：胡僑榮 
輔仁大學：江漢聲  周善行  聶達安  陳榮隆  賴効忠  

魏中仁  袁正泰 
輔大聖心中學：魯和鳳 
輔大聖心小學：池易釧 

記錄：邱百俐  陳友文 

一、教廷駐華大使陸思道代辦（Msgr. Paul Russell）致詞： 
感謝諸位邀請我參加今天的會議。日前接獲  貴校

與輔仁聖伯敏神學院簽署之使命合作協議書影本，相信

在此協議之下，雙方將展開更豐碩的合作成果。 
自從 2009年 10月份起，陸續與  貴會分享個人一

系列對於天主教大學憲章的反省，其中提及有關大學落

實天主教使命與特色的七大評鑑指標，今天分享最後兩

大指標，即為神學與天主教的特色（Theology and 
Catholic Identity）及學生生活（Student Life）。這個
指標要求大學應如同教會一樣，作為基督及聖言的見證

機構。學生有權在大學中接受教會的社會訓導與神學教

育。天主教的大學應該引導學生在學術研究與非學術活

動中，進行信仰與生活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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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事項： 
輔仁大學 

事項 1：輔仁大學海外捐贈款物財務報告案。 
說  明：任務小組已於 102.3.5.召開會議，了解海外捐

贈款物之程序，並提報補強的可行性制度或

方案，送本（第 18 屆第 4）次董事會議。 

事項 2：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款收支報告案。 

說  明：學校已以書面資料向本（第 18 屆第 4）次董

事會議說明附設醫院籌備處人員之進用標準

及薪級規劃等。 

主席裁示： 

一、重申 99.7.1.董事會第 17屆第 7次會議之決
議，附設醫院建築工程之募款目標金額為 10
億元。 

附設醫院動工在即，請學校積極達成籌募金額。 

二、請定期向董事會議報告募款進度。 

事項 3：輔仁大學人事費佔學費收入之合理百分比報告案。 

事項 4：輔仁大學 103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報告案。 

事項 5：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籌備處進度報告案。 

事項 6：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劃設 10％提供綠地使用報告案。 

事項 7：輔仁大學有關校務會議提請重新審議「核發

擔任一級單位秘書職務工作津貼」報告案。 

主席裁示： 

一、請學校檢討一級單位秘書職務工作津貼之合理

性與公平性，送本（102）年 7月份董事會議。 

二、學校應擬定相關升等辦法，送董事大會。 

事項 8：輔仁大學宜聖宿舍 BOT 評估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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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聖心中學 

事項：輔大聖心中學校務報告。 

輔大聖心小學 

事項：輔大聖心小學校務報告。 

三、提案討論：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同意輔仁大學吉林路屋舍出租案。 
決議摘要：照案通過。 

案由 2：為彰顯辦學知名度並兼達創收效益，請同意輔

仁大學焯炤館出租案。 
決議摘要：照案通過。 

案由 3：輔仁大學提請董事會同意理工學院新建實驗

大樓案。 
決 議：輔仁大學理工學院建築老舊，確有新建大樓

之必要。然輔仁大學目前已有數項重大工程

決議在案，將陸續執行，為免逾教育部核定

之私立學校舉債指數上限，面臨貸款不易之

問題，董事會對本案責成下列原則： 

一、為協助理工學院新建實驗大樓，同意該

院聘請建築師規劃具體藍圖，以利其繼

續募款。 

二、該大樓之規劃須考量： 

（一）降低總經費。 

（二）列出生命科學系、化學系兩系分

期購置新設備，分階段遷入的順位

及經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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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尚未有教學或研究急需的部分，可

於硬體建設完成後，再補充其建置及

設備。 

三、請學校依上述原則，提出更具體可行之規

劃，提報本（102）年 7月份董事會議。 

四、本案財務呈現，不宜用「1/3」原則分攤之
文字，宜確實呈現「學校資金」及「募款」

兩部分。 

五、關於學校規劃新建大樓之成案流程，重申

董事會議未曾有達「1/3」比例原則即可成
案送審之決議。 

案由 4：輔仁大學修訂組織規程第 2、12、20、21、24、
25、27、28、30、32、34、35、36、40 及 45
條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10～14。 

二、輔仁大學附屬醫院置院長一人，由校長提名，

經董事會同意後聘兼之。 

案由 5：輔仁大學提請修正聘用專任教職員工員額處

理原則部分條文案。 
決 議：照案通過。 

輔大聖心中學 
案由 1：基隆市聖心中學提請審議行政大樓規劃案。 
決  議：授權本會中小學經營管理專責小組聘請專

家研議校園發展與動線後，再由輔大聖心

中學與小學據以規劃，配合年度預算編

列，送董事會再議。 



 5 

案由 2：基隆市聖心中學提請審議三校法人合併後，聖

心中小學共用事務使用分配及經費均攤案。 
決  議：共用事務使用分配與經費均攤方式，本（101）

學年度，先依據往例延續辦理。 

如遇窒礙難行，請常駐在輔大聖心中學與小

學校園之狄剛董事，邀請輔仁大學相關專業

人士，進行了解與協助。 

案由 3：基隆市聖心中學提請審議資源共享前提下，

建立輔仁大學可報廢但堪用物品轉贈中學使

用機制案。 
決 議：本案為校務行政，請輔大聖心中學依需求，

函請輔仁大學提供協助。 

案由 4：基隆市聖心中學提請審議 102 年度校務評鑑，

評鑑委員建議提報董事會事項案。 
決 議： 

一、有關圖書館藏資源共享與支援德法專班高階

師資部分，係為校務行政，請輔大聖心中學

依需求，函請輔仁大學提供協助。 

二、有關行政辦公大樓規劃事項，見輔大聖心中

學提案討論案由 1之決議。 

三、關於爭取挹注資源改善學校環境與設施乙

節，請學校先進行校園整體規劃。 

輔大聖心小學 

案 由：輔大聖心小學提請審議會計員資格案。 
決 議：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

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27條之規定，輔大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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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會計事務簡單，不另建置會計員，

委託輔大聖心高級中學會計兼辦。 

董事會 

案由 2：提請審議辦理輔大聖心中學校長選（續）聘案。 
決 議： 

一、為展現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之校園新氣象

及營造校園新文化，董事會組成輔大聖心中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輔大聖心中學校長候選

人，薦送董事會圈選。 

二、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註：為保密原則，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不公布） 

三、為順利完成校長候選人之推薦，本會確認校

長遴選作業時間如頁 15。 

案由 3：提請審議辦理輔大聖心小學校長選（續）聘案。 
決 議： 
一、為展現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之校園新氣象

及營造校園新文化，董事會組成輔大聖心小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輔大聖心小學校長候選

人，薦送董事會圈選。 

二、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註：為保密原則，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不公布） 

三、為順利完成校長候選人之推薦，本會確認校

長遴選作業時間如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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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5：提請審議學校新增建築，經校務會議同意後，

至少經董事會議三階段同意後始定案。 
決 議：照案通過，流程圖見頁 17。 

案由 6：提請審議「輔仁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正案。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校長遴選委員會不置學生代表，由董事會於

遴選新任校長期間，請學校彙整學生對於新

任校長的期許及理想等，送校長遴選委員會

作為推薦校長候選人之參考。 

四、臨時動議： 
輔仁大學 

案 由：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專任教師人事凍結機制案。 
決 議： 
一、請學校儘速規劃系所進退場機制。 

二、有關新聘師資人事簽准在案，請繼續執行，

尚未簽准部分，請學校適當管控。 

三、本案審慎研議後，送 102年 5月份下（第
18屆第 5）次董事會議。 

輔大聖心中學 
案由 1：基隆市聖心中學提請審議組織規程修正案。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

第一條 基隆市私立聖心高

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依
依據教育部核

定之「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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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中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

高級中學法第二十條之規

定，訂定本組織規程。 

據高級中學法第二十條之

規定，訂定本組織規程。 
學校財團法人

捐助章程」所定

之校名更新。 

案由 2：基隆市聖心中學提請同意聖心中學孝親樓耐

震補強工程案。 
決 議：原則上同意，惟須與行政大樓搬遷及可能之

校舍改善計劃併同執行。 

輔大聖心小學 
案由 1：輔大聖心小學提請審議組織規程修正案。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

隆市輔大聖心國民小學組

織規程 

基隆市私立聖心國民小學

組織規程 
依據教育部核

定之「輔仁大學

學校財團法人

捐助章程」所定

之校名更新。 
第一條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國民

小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

私立學校法和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

員員額編制準則訂定本組

織規程。 

第一條  基隆市私立聖心

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依
據私立學校法和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

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訂定本組

織規程。 

 

第十七條 本校組織規程呈

報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基

隆市政府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七條 本組織規程報請

基隆市政府備查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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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輔大聖心小學提請審議孝親樓(前、後棟)耐震

能力詳細評估與補強工程進行方案。 

決 議：原則上同意，惟須與行政大樓搬遷及可能之
校舍改善計劃併同執行。 

五、主席結論： 
          為各校校史之建置及建檔存參之便，自下（第 18

屆第 5）次董事會議起，董事會議資料請董事會秘書
處分三校各別製作。 

六、下次開會時間： 
民國 102年 05月 0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至下午 2時 
民國 102年 07月 1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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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輔仁大學學

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

大學），又稱「天主教輔仁大學」，

英文名稱為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輔仁大學（以

下簡稱本大學），又稱「天主教輔

仁大學」，英文名稱為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第十二條 本大學置校牧一人，經教

廷督導推薦，由校長任命本校專

任聖職人員具備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任期三年，連聘得連

任之。 
宗教輔導中心置主任一人，原則上

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之；必要時得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

任之，任期三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十二條 本大學置校牧一人，經教

廷督導推薦，由校長任命本校專

任聖職人員具備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任期三年，連聘得連

任之。 
宗教輔導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

三年，連聘得連任之；或由職級

相當之職員擔任之。 

 

第二十條 第十四條、第十八條及第

十九條所定各級主管之續任依本

大學學術主管遴選辦法辦理，院

級主管由校長核定，系主任、所

長、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報請校

長核定。 
本大學進修部主任、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主任、天主教學術研究

中心主任之續任由校長聘任之。 
本大學各級學術主管於聘期內

遇有不能勝任之情事者，院級主

管由校長核定後免兼之，系主

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由院長

第二十條 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各

級主管於聘期內有不勝任之情事

時，院級主管由校長核定後免兼

之；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

任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兼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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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兼之。 
本大學學術主管遴選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所設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依附

表一之規定。 
本大學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或學院之新增或變更，應依系、

所、院新設及變更辦法辦理，經

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議，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各學系、研究

所、學位學程或學院之新增或變

更，應依系、所、院新設及變更

辦法辦理，經校務會議通過，送

董事會審議，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 

 

第二十四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務

長，綜理學生生活輔導、課外活

動、衛生保健、就業輔導及相關學

生事項。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下設生

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

保健組、僑生及陸生輔導組、職

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資源教

室、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及學

生學習中心。 

第二十四 條學生事務處置學務

長，綜理學生生活輔導、課外活

動、衛生保健、就業輔導及相關學

生事項。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下設生

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

保健組、僑生外籍生輔導組、就業

輔導組、資源教室及學生學習中

心。 

 

第二十五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

長，綜理校務研究發展、校務評

鑑、中長程發展計畫、產學合作等

相關事項。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下

設校務發展暨評鑑中心、研究與倫

理推動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 

第二十五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

綜理校務研究發展、校務評鑑、中

長程發展計畫、產學合作等相關事

項。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

一年，連聘得連任之。下設校務發

展組、研究管理組、產學智財策略

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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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綜理

一切總務相關事項。原則上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之；必要時得由職級

相當之職員擔任之，任期一年，連

聘得連任之。下設出納組、事務組、

保管組、採購組及營繕組。 

第二十七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綜理

一切總務相關事項。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之；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

下設出納組、事務組、保管組、採

購組及營繕組。 

 

第二十八條 圖書館置館長，綜理一

切圖書館業務相關事項。由校長聘

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

連任之。下設採訪編目組、閱覽典

藏組、期刊媒體組及參考資訊組。 

第二十八 條圖書館置館長，綜理一

切圖書館業務相關事項。由校長聘

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

連任之。下設採訪編目組、閱典

組、期刊媒體組及參考資訊組。 

 

第三十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襄助

校長處理行政事務及議事、管考、

協調等事項。原則上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必要時得由職級相當

之職員擔任之，任期一年，連聘

得連任之。下設秘書一組及秘書

二組。 

第三十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襄助

校長處理行政事務及議事、管考、

協調等事項。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下

設秘書一組及秘書二組。 

 

第三十二條 稽核室置主任，綜理內

部稽核及內部控制等事項。其人選

由校長依有關法令推薦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必要時得推薦職級

相當之職員擔任，報請董事會同

意，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連

聘得連任之。 

第三十二條 稽核室置主任，綜理內

部稽核及內部控制等事項。其人選

由校長依有關法令推薦，報請董事

會同意，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

年，連聘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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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四條 法務室置主任，綜理法

律相關事項。原則上由校長聘請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必要時

得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任

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三十四條 法務室置主任，綜理法

律相關事項。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一年，連聘

得連任之；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

任之。 

 

第三十五條 公共事務室置主任，綜

理公關媒體、校友連繫及募款等事

項。原則上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必要時得由職級相

當之職員擔任之，任期一年，連

聘得連任之。下設公關媒體組、校

友連繫組及資金發展組。 

第三十五條 公共事務室置主任，綜

理公關媒體、校友連繫及募款等事

項。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之；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

下設公關媒體組、校友連繫組及資

金發展組。 

 

第三十六條 校史室置主任，綜理蒐

藏保存、彙整校史資料等事項。

原則上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必要時得由職級相當

之職員擔任之，任期一年，連聘

得連任之。 

第三十六條 校史室置主任，綜理蒐

藏保存、彙整校史資料等事項。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 

 

第四十條 推廣部置主任，綜理推廣

教育業務之規劃與執行等事項。原

則上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必要時得或由職級相當之

職員擔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

連任之。 

第四十條 推廣部置主任，綜理推廣

教育業務之規劃與執行等事項。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三創辦單位分

設使命特色發展室，各置主任一

人，原則上由校長任命具講師資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三創辦單位分

設使命特色發展室，各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任命具講師資格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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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格以上之創辦單位代表或其所委

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之；必要時得

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任期

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進修部設使命特色發展室，置主

任一人，經使命副校長推薦具講

師資格以上之教師；必要時得推

薦職級相當之職員，由校長聘兼

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使命特色發展室協助推廣天主教

大學及三創辦單位之教育理念。 

之創辦單位代表或其所委任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之，任期一年，連聘

得連任之；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

任之。 
進修部設使命特色發展室，置主

任一人，經使命副校長推薦具講

師資格以上之教師，由校長聘兼

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任之。 
使命特色發展室協助推廣天主教

大學及三創辦單位之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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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聖心中學校長遴選作業時間表 

 

時  間 事   項 

102.03.08.（五） 公告遴選校長 

102.03.21.（四） 
16：00 

候選人表件資料收件截止時間 

102.03.27（三） 
14：00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102.04.12.（五） 
10：00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102.05.02.（四） 
10：00 

董事會召開會議圈選 1 人 
函報教育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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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聖心小學校長遴選作業時間表 

 

時  間 事   項 

102.03.08.（五） 公告遴選校長 

102.03.21.（四） 
16：00 

候選人表件資料收件截止時間 

102.03.27（三） 
15：00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102.04.12.（五） 
11：00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102.05.02.（四） 
10：00 

董事會召開會議圈選 1 人 
函報教育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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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審議新建大樓流程圖 
 

102.3.7.董事會第 18 屆第 4 次會議通過 

 
學校提出 
新建大樓 
構 想 案 

 
 

（構想期） 

 

配合中長程 
校務發展計劃

 

校務會議 

 
董事會通過新
建大樓規劃案 
 
 
 

（雛型期） 
 
興建規劃 
繼續募款 

 
董事會通過
新建大樓案 
 
 
 

（成案期） 
 
遴選建築師 

 
董事會通過新
建大樓預算案 
 
 
 

（執行期） 
 
申請建築執照
進行興建工程 



 18 

輔仁大學董事會第 18 屆第 3 次會議紀錄 
摘  要 

時間：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野聲樓 3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鍾安住  陸幼琴  劉志明  鄧世雄  柏殿宏  羅麥瑞 
郭維夏  柯博識  葉紫華  詹德隆  李  驊  武金正 
狄  剛 

請假：陳建仁  林思伶 
列席：胡僑榮 

江漢聲  聶達安  陳榮隆  賴効忠  魏中仁  王進

賢郭伯青  張耿銘  江英仁 
記錄：邱百俐  陳友文 

一、確認上（第 18 屆第 2）次會議紀錄： 

（一）上（第 18 屆第 2）次會議報告事項 2「本校與輔仁

聖博敏神學院合作簽約報告案」之說明文『…三

讀通過』，修正為『…二讀通過』。 

（二）其餘確認。 

二、報告事項： 

事項 1：附設醫院籌備處全面性整體報告。 

事項 2：浙江愛麗芬集團合作辦學第二次報告案。 

主席裁示：請學校繼續研究。 

三、提案討論： 

案由：提請遴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監察人案。 

決議摘要：胡僑榮先生當選監察人。 

四、下次開會時間：民國 102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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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董事會第 18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摘  要 

時間：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野聲樓 3 樓第 1 會議室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

文 
鍾安住  陸幼琴  劉志明  鄧世雄  柏殿宏  羅麥瑞 
郭維夏  柯博識  葉紫華  詹德隆  李  驊  武金

正 
狄  剛 

請假：陳建仁  林思伶 
列席：陸思道  桑愛文  胡僑榮 

江漢聲  周善行  聶達安  陳榮隆  賴効忠  魏中仁 
部分列席：劉希平  蔡博賢 

記錄：邱百俐  陳友文 
一、報告事項 

事項 1：研議設置廉政監察機制報告案。 

事項 2：本校與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合作簽約報告案。 
說 明：輔仁聖博敏神學院院長表示，本項簽約俟「中

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

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後再行簽署。 

事項 3：教職員不住學生宿舍之排除條款報告案。 

事項 4：100 學年度捐贈款物報告案。 

事項 5：102 學年預算教學、行政及使命單位經常支出

比例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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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6：校園整體規劃暨新建大樓構想報告案。 

事項 7：附設醫院籌備處重要進度報告。 

事項 8：附設醫院新建工程採購案招標作業流程報告案。 
事項 9：德芳外語實習所及宜聖興建案進度說明。 

事項 10：本校住宅專用區（貴子路籃球場）申請變更

為學校用地說明案。 
說  明：學校已陳情，後續追蹤進度中。 

事項 11：本校校地地號分割說明案。 
主席裁示： 

一、關於研議設置廉政監察機制報告案： 
學校不另設廉政監察單位，由現有之申訴管

道或學校依特殊性或個案所成立之專案調查

小組，處理校園不公、失職等申訴情事。 

二、關於教職員不住學生宿舍之排除條款報告

案：學生住宿為優先，並通盤檢討教職員住

宿規則，將使命推展、學術研究及教育輔導

等需求，併同列入考量。 

三、關於 100 學年度捐贈款物報告案： 
請學校於 102.3.7.董事會議提出海外捐贈款

物財務報告暨附設醫院募款收支報告。 

四、關於附設醫院籌備處重要進度報告案： 
    請學校於 101.12.6.董事會議提出全面性整體

的報告。 

五、關於 102 學年預算教學、行政及使命單位經

常支出比例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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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學校依校務報告所提列之比例為目

標，進行下（102）學年度預算之編列。 

項目 
學校所提列 102 學年度 
經常門支出百分比目標 

教學單位 （11 學院） 45% 

教學單位 （進修部） 3.50% 

行政單位 47.50% 

使命單位 4% 

合    計 100% 

（二）請學校研議本校人事費佔學費收入之

合理百分比，提報 102.3.7.董事會議。 

六、關於附設醫院新建工程採購案招標作業流程

報告案： 
學校業已妥善規劃招標作業流程，各階段所

需之時程，依招標案件大小調整，執行有據，

建立完善的專業制度。 

七、關於德芳外語實習所及宜聖興建案進度說明案： 
請學校以精實之方式，兼顧建築品質與成本

控管，完成德芳外語實習所及宜聖興建工程。 
惟宜聖宿舍如擬以 BOT 方式興建，應另案送

102.3.7.董事會審議。 

八、關於本校校地地號分割說明案： 
此次地號分割雖未造成校地減損，若有爭取

權利之處，應積極維護學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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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討論： 
學校相關提案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 100 學年度全校決算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2：提請審議本校100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議摘要：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本校宜聖宿舍貸款案。 
決 議：照案通過。 

三、臨時動議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學生「助學金」標準表調整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 2：附設醫院興建工程擬簽訂「綠建築設計容積

獎勵（黃金級）」合約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勵學宿舍租賃案。 

決 議：通過續租勵學宿舍，租約戶不逾 39 戶，併

請精確估算住宿人數，減少空床率，減輕財

務負擔。 

四、下次開會時間：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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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董事會第 18 屆第 1 次會議紀錄 
摘  要 

時間：民國 10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野聲樓 3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洪山川  劉振忠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鍾安住 

陳建仁  陸幼琴  劉志明  鄧世雄  柏殿宏  羅麥瑞 
郭維夏  柯博識  葉紫華  詹德隆  李  驊  武金正 
林思伶  狄  剛 

請假：蘇耀文 
列席：胡僑榮 

記    錄：邱百俐．陳友文 

一、提案討論： 
案由：推選本會第 18 屆董事長案 

決議摘要：劉振忠董事當選為本會第 18 屆董事長。 

二、下次開會時間： 
101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101 年 12 月 06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 
102 年 03 月 0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