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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19 屆第 16 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09年 3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 3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洪山川  林吉男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鍾安住  劉志明  馬漢光  張達人  林恒毅  柏殿宏 

張日亮  羅麥瑞  林思伶  楊百川  詹德隆  吳韻樂 

請假：葉紫華  周守仁  姚武鍔   

列席：佳安道  吳  習  邱淑芬 

輔仁大學：江漢聲  林之鼎  袁正泰  聶達安  張懿云 

李天行  吳文彬  王水深  肇恆泰  魏中仁   

輔大聖心高級中學：葉舜益 

記錄：邱百俐  黃蘭麗 

 

一、確認上（第 19 屆第 15）次會議紀錄： 

（一）提案決議文修正如下： 

輔仁大學 

案由 5：提請審議輔大診所管理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決議文 原決議文 

決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

事 20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20 人同意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8～32，

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47～50。 

決議：董事 1人請假，經出席董

事 20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20 人同意照案通過。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頁 28～32，

修正後全條文詳頁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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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案主席裁示文修正如下： 

輔仁大學 

二、書面報告： 

（二）校務報告： 

事項 3：本校投資績效報告案。 

修正後主席裁示文 原主席裁示文 

投資獲利應以沖抵前期費損為

優先。 

投資獲利應以沖抵前期廢損為

優先。 

二、重大提案討論： 

附設醫院 

案由：提請審議本校附設醫院王水深院長續任案。 

決議摘要：以董事總額過半數同意王水深院長續任輔大

附設醫院院長。 

三、提前討論提案： 

董事會 

案由：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醫學教育基金設置辦法修正案。 

決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13

～14，修正後全條文如頁 20。 

輔仁大學 

案由：提請審議「輔仁大學與輔大附設醫院短期資金調度

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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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15

～16，修正後全條文如頁 21。 

四、提案討論： 

附設醫院 

案由 1：提請審議本校附設醫院 12 樓病房裝修工程緊急興

建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依上（107）學年度核定額

度內辦理。 

惟為因應 COVID-19疫情發展，附設醫院應以整

體安全為首要考量，一方面保留現金運用之彈性，

另一方面應即時評估經營現況，妥適規劃動工時

間，動工時應副知董事會。 

案由 2：提請審議本校附設醫院 12 樓病房裝修工程經費調

整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8人同意通過如下： 

一、擬調高工程總經費部分，應有明確施作規劃，

併同廠商估價等，提案送 109年 7月 9日董事

會議審議。 

二、遇有緊急、突發或重大情事，需及時調高工程

總經費部分時，授權由劉振忠董事長、洪山川

董事、馬漢光董事、柏殿宏董事及詹德隆董事

開會議決後，送最近期董事會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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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7人同意不通過本次組織規程修正案。輔仁大

學有關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

組織，已有教師代表產生方式之相關法令或規

定，按教育部 92年 8 月 20日台研字第

0920119609 號函釋辦理。 

案由 2：提請審議修正「輔仁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一、為建立風險管理、強化內部監督查核功能，輔仁

大學及其附設醫院應修訂完善之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稽核，必要時，應委請專業會計師研修。 

二、為落實監督之責，請輔仁大學及其附設醫院全

盤檢視及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一）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內部控制制度送 110年

3 月份董事會議審議。 

（二）輔仁大學內部控制制度送 110 年 10 月份

董事會議審議。 

案由 3：提請審議 110學年度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學士學

位學程新設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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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4：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品牌形象辨識系統」之代表

性標誌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通過授權輔仁大學以符合下列要項，

完成品牌形象辨識系統之設計。 

一、中文校名： 

（一）輔仁大學之字體，邀請書法家書寫。 

（二）盾牌徽章之輔仁校名，由原本之『仁

輔』，依現行橫式書寫方式，調整為

『輔仁』。 

二、英文校名： 

（一）英文校名須有「Catholic」。 

（二）同意英文校名，在設計上以『FUJEN』

（5 個大寫字母連續）方式呈現。 

三、設計上保留十字架元素。 

案由 5：提請同意本校續聘學術、使命、行政及國際與資

源發展副校長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袁正泰學術副校長、聶達安

使命副校長、張懿云行政副校長、李天行國際與資

源發展副校長續聘案。 

案由 6：提請審議增訂本校「職員薪級表(二)-新進職員適

用」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通過職員薪級表(二)-新進職員適用」

（詳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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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7：提請追認本校 108學年度待遇標準「鐘點費標準

表(六)」修正案。 

決  議：董事 3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追認通過「鐘點費標準表(六)」（詳頁18）。 

附帶決議：專兼任教師鐘點費之計支月數，可再行審酌。 

案由 8：提請審議本校『專任職員兼任一級單位「秘書」

職務核發工作津貼標準表(十一)』修正案。 

決  議：董事 3 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專任職員兼任一級單位「秘

書」職務核發工作津貼標準表(十一)』（詳頁 19）。 

案由 9：提請審議本校 109學年度診所及其周邊設施之校

舍使用租賃契約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 1：提請審議增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績效獎金核發

辦法」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增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年終獎金核發

辦法」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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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提請審議增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教職員工福利

辦法」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修正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附設小學部教師職前年資

採計案。 

決  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18人同意通過採A案，起聘時應符合職前年資

提敘之相關規定。 

董事會 

案由：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校長薪資調整案。 

決議：董事 3人請假，董事 1人離席，經出席董事 17

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7人同意照案通過校長

薪資支給調整標準，自 109 年 4月 1 日起實施。 

五、報告事項： 

輔仁大學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本校與台灣地區主教團不動產處分設定地上

權報告案。 

主席裁示： 

一、建議輔大與台灣地區主教團不動產處分朝

設定地上權之方式進行。 

二、請學校儘速準備地上權契約（草案）送董

事會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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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設定地上權之方式亦獲台灣地區主教團

之同意，請學校提案送 109年 7月份董事

會議審議。 

事項 2：三重客運場地借用返還之進度報告案。 

主席裁示：後續進度及發展應報告董事會。 

二、書面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事項 1：天主教研修學士學位學程之現況與發展。 

主席裁示：建議系上可規劃實習機會，使學生透過

工作的實地體驗，有助於自我適性的了

解，提昇就業準備與職涯的銜接。 

事項 2：宜聖宿舍規劃案。 

主席裁示： 

一、為提升宿舍服務效能，宿舍中心應

先提出所需人力之工作職掌（Job 

Description），以爭取予人事選擇

權，提升服務效能。 

二、關於宿舍單位資訊化，請先進行內

部資訊需求盤點，提出規劃報告

後，再由學校按全校資訊化之目標

下，於預算規劃中依序完成。 

事項 3：責成輔仁大學規劃並落實願景、使命、

宗旨與目標案。 

說明：因遇國內疫情發展，目前相關活動將延

期舉辦，而已知各項預算編列權責單位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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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主要參加人員 預算編列權責單位 

董事會共融研修營 全體董事、監察人 董事會秘書處 

董事會與學校團隊融研修營 
全體董事、監察人 

輔大行政團隊 
校長室 

行政素養培育營 輔大教職員 使命副校長室 

（二）校務報告： 

事項 1：本校可行性之用人成本管控報告案。 

主席裁示：肯定學校在人力管控上的努力，於

人力運用上有更為彈性化配置，以

提高人力成本效能。 

事項 2：本校大型修繕計畫及新建築增建計畫進

度報告案。 

事項 3：本校建物使用執照補照報告案。 

主席裁示：下次資料以全校建物表列方式呈現，

以便通盤性了解補照情況。 

事項 4：本校擬設置事業發展處構想報告案。 

附設醫院 

一、綜合報告： 

事項：本校附設醫院 109學年度資本支出規劃報告案。 

主席裁示： 

一、公益空間的使用及其爭取經費補助等未有

統整性規劃，待有完整規劃再提出，建議

募款計畫應以添置儀器設備為優先。 

二、為經費運用之靈活與彈性，如有必要，機

械儀器設備之經費來源，得以 10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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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通過之資本租賃總額度內，於學年度預

算中進行規劃。 

三、有關借款部分，請向借貸銀行申請展延到

期本金償還期限。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院務報告： 

事項 1：醫師 PPF(Physician Professional Fee)薪

資給付調整規劃報告案。 

主席裁示：肯定附設醫院對於健保點值的目標

管理，亦請逐年調整醫收提成部分

之點值，儘早達成實際健保支付點

值之目標。 

事項 2：本校附設醫院採購作業執行細則報告案。 

事項 3：本校附設醫院營運工作報告案。 

事項 4：本校附設醫院ㄧ年營運成果報告案。 

輔大聖心高中 

書面報告： 

事項 1：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事項 2：校務報告。 

董事會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教廷教育部來函有關輔仁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指示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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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有關校長任期之期數應列入輔大組織規程  

乙項，已排定待辦事項，送今（109）年

6 月校務會議審議。 

二、有關性別意識議題，學校已將兩性尊嚴等

精神列入核心課程，並持續在尊重教會信

仰及人性尊嚴的基礎下，持續研擬其他與

校內教職員工生之對話機制。 

事項 2：本法人董事至國外協助輔仁大學募款報告案。 

主席裁示：面對辦學資源之需求，本法人董事協助學

校推展國際交流、境外招生或其他相關事

務，已為長期性的工作與責任，本案在符

合有關規定後改為常態性報告。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二）本法人 108學年度稽核報告案。 

六、臨時動議： 

輔仁大學 

案由：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對營運造成之衝擊及院務資金運作實際需求，申

請調撥 6,000萬元至附設醫院案。 

決議：董事 3人請假，經出席董事 18人，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18人同意照案通過。 
 

（備註非紀錄文） 

備註：臨時動議係依據『輔仁大學醫學教育基金設置辦法』及『輔仁大學與輔大附設

醫院短期資金調度辦法』，提案經董事會同意調撥 6000 萬至附設醫院，並應依

規定於當學年度結束前將調度款項全數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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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次開會時間： 

2020 年 07 月 09日（星期四）上午 09 時至下午 06 時。 

2020 年 09 月 03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2020 年 10 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09 時至下午 06 時。 

八、散會：17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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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醫學教育基金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醫學教育基金設置辦法 

輔仁大學醫學教育基金設置

辦法 

校名修正

為全稱。 

第 1條  爲達成天主教醫療傳

愛使命，醫學教育以教會精

神作為永續經營之目標，支

持醫學系長期發展，特訂定

醫學教育基金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1 條 宗旨與目的：  

爲達成天主教醫療傳愛的

使命，以教會特色的醫學教

育做為永續經營，成立醫學

教育基金來支持輔大醫學

系長期的發展，並以醫學教

育基金的運作，使輔大醫學

系將來能穩定成長為目的。 

 

第 2條  由本校存款提撥新台

幣五億元設置醫學教育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 2 條 經費來源： 

由本校存款提撥新台幣伍

億元，設置輔仁大學醫學教

育基金。 

 

第 3條  本基金應設醫學教育

基金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

委員會），辦理基金動支、

基金短期資金調度及基金

動支後之運作與監督事項

之審議。 

基金動支事項由委員會討

論決議後，經校長提董事會

審議。 

基金短期資金調度當學年度

累積逾六千萬元送董事會議

審議；六千萬元以下（含）

第 3 條 運作原則與方式：  

一、本基金僅提供醫學系教育

發展使用。 

二、學校得成立醫學教育基金

運用委員會，由校長、學術

副校長、使命副校長、醫務

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

醫學院院長及相關人員等組

成之。校長為主任委員，負

責研究基金動支提案，基金

動支後之運作及監督，並擬

定政策方向等。 

明定委員

會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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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者，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召

選董事組成五人小組會議，

董事長擔任主席，議決之，

並於事後報經最近期之董事

會議追認。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向本基金短期資金調度之

額度、程序等，其辦法另訂

之。 

三、如需動支基金，由醫學教育

基金運用委員會討論決議

後，經校長提董事會審議。 

第 4 條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校長擔任之；委員六

人，由學術副校長、行政副

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醫

學院院長及會計主任擔任

之。 

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

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

克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代理主席。執行

秘書由主任秘書兼任之。 

 明定委員

會組成。 

第 5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4 條 本設置辦法經董事會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

整。 

 



 
15 

輔仁大學與輔大附設醫院短期資金調度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因應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以

下簡稱輔大醫院)短期資金

需求，需向輔仁大學學校財

團法人輔仁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調度資金，依本校醫學

教育基金設置辦法第3條規

定訂定輔仁大學與輔大附

設醫院短期資金調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係因應輔仁大學學

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以下簡稱輔大醫院)開

院初期資金不足需向輔仁

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做短期資

金調度所設。 

明訂辦法訂定

依據及名稱。 

第二條 

本辦法資金調度經費來源

為本校醫學教育基金，資金

調度上限為3億元。 

第二條 

本辦法資金調度經費來源

為本校醫學教育基金，資金

調度上限為3億元。 

未修正。 

第三條 

輔大醫院遇有重大或急迫性

資金需求時，原則上應於30日

前向本校提出申請，經本校醫

學教育基金運用委員會同意

後，送董事會審議。 

第三條  

輔大醫院每次資金調度應

於撥款前30個工作日前向

本校會計室提出申請公文，

經本校醫學教育基金委員

會同意後，始得辦理。 

1.明訂在有重大

或急迫性資金

需求時方可提

出申請。 

2.明訂基金調度

審議程序。 

第四條 

因屬校院間短期資金調度，

輔大醫院應於當學年度結

束前將調度款項全數撥回

本校。 

第四條 

輔大醫院每次資金調度金額

以3,000萬元為上限，還款期

限以撥款日起算後180天內

1.因應資金調度

實際需求修

正，取消每次

調撥限金額，

並明訂撥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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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還款，利息部分以撥款當日

郵局一年期定存利率計算。 

限。 

2.因校院一體，

短期資金調度

不計息。 

第五條 

每次提出申請時應檢附前3

個月收支餘絀表與現金流量

表，及未來1年現金流量預

估表等相關資料。 

第五條 

每次提出資金調度申請時應

檢附前三個月總分類帳各科

目彙總表、未來三個月預估

現金收支概況表及相關資

料。 

修正文字及應

檢附表件。 

第六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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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點費標準表（六） 

本表經 109.3.19董事會第 19屆第 16次會議追認通過，自 109.1.1生效。 

        單位：新台幣元 

職務名稱/日夜

專兼 

日 夜 

專 兼 專 兼 

教    授 920 955 950 995 

副 教 授 795 825 815 850 

助理教授 735 765 760 800 

講    師 660 695 700 740 

註：1.鐘點費依其專、兼任聘書職務名稱為基準發給。 

    2.教學助理鐘點費 465元。 

    3.專任教師超鐘點費，每學期按五個月致送，致送時間原則上依下列之規定： 

      一、上學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年元月、二月各致送一個月。 

      二、下學期：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各致送一個月。 

    4.兼任教師(含教學助理)鐘點費，每學期按四個半月致送，致送時間原則上

依下列之規定： 

一、上學期：十月給付半個月鐘點、十一月、十二月、次年元月、二月各

致送一個月。 

二、下學期：三月給付半個月鐘點、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各致送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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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專任職員兼任一級單位「秘書」暨「專案經理人」 

職務核發工作津貼標準表(十一) 

本表經 109.3.19董事會第 19屆第 16次會議通過，自 109.8.1生效。 

職稱 單位 工作津貼（應稅） 

全年 12個月 

秘書 

校長室、校牧室、副校長室 6,000/月 

五處、秘書室、各學院、全人教育

課程中心、進修部 
3,000/月 

專案經理人 資訊中心 6,00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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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醫學教育基金設置辦法 

 

第 1 條  爲達成天主教醫療傳愛使命，醫學教育以教會精神作為

永續經營之目標，支持醫學系長期發展，特訂定醫學教

育基金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由本校存款提撥新台幣五億元設置醫學教育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 

第 3 條  本基金應設醫學教育基金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辦理基金動支、基金短期資金調度及基金動支後

之運作與監督事項之審議。 

基金動支事項由委員會討論決議後，經校長提董事會審議。 

基金短期資金調度當學年度累積逾六千萬元送董事會議

審議；六千萬元以下（含）者，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召

選董事組成五人小組會議，董事長擔任主席，議決之，

並於事後報經最近期之董事會議追認。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向本基金短期資金調度之額度、程序等，其辦法另訂

之。 

第 4 條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之；委員六人，由

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醫學院

院長及會計主任擔任之。 

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

克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代理主席。執行

秘書由主任秘書兼任之。 

第 5 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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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與輔大附設醫院短期資金調度辦法 

 

  

第一條  為因應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以   

下簡稱輔大醫院)短期資金需求，需向輔仁大學學校財團

法人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調度資金，依本校醫學教

育基金設置辦法第 3 條規定訂定輔仁大學與輔大附設醫

院短期資金調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資金調度經費來源為本校醫學教育基金，資金調

度上限為 3億元。 

第三條  輔大醫院遇有重大或急迫性資金需求時，原則上應於 30

日前向本校提出申請，經本校醫學教育基金運用委員會

同意後，送董事會審議。 

第四條  因屬校院間短期資金調度，輔大醫院應於當學年度結束

前將調度款項全數撥回本校。 

第五條  每次提出申請時應檢附前 3 個月收支餘絀表與現金流量

表，及未來 1年現金流量預估表等相關資料。 

第六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