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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4學年第二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5日（星期三） 下午 12 時 00 分 

二、地 點：成均館 C334會議室 

三、主 席： 尤惠貞學務長 
 

四、列席指導: 行政副校長-林辰璋副校長 

五、出席人員： 學術副校長暨教務長-李坤崇副校長(劉瓊美代理)、 

總務長-謝鎮財總務長、管理學院院長-吳萬益院長、 

人文學院院長-楊思偉院長、社科學院院長-郭武平院長(請

假)、藝術學院院長-謝元富院長、科技學院院長-陳世雄院

長(請假)、圖書館長-黃素霞館長、資訊室主任-金家豪主任、 

管理學院教師代表-于健老師、人文學院教師代表-陳玉婷老

師(請假)、社科學院教師代表-楊仕樂老師、藝術學院教師

代表-黃國樑老師(請假)、科技學院教師代表-吳建民老師、

學生會代表-劉昱捷、管理學院學生代表-葉哲融同學(企管

系)(請假)、人文學院學生代表-郭伯政同學(生死系)、社科

學院學生代表-許姮瑩同學(傳播系)、科技學院學生代表-陳

庭育同學(資工系)、藝術學院學生代表-杜旻蓉同學(創產

系) 

六、列席人員： 學務處所有同仁 
 

七、討論事項： 

 

提案一：修訂「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勵辦法」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修訂條文第三條。 

       （二）對照表及說明，如附件一。 

決  議：有關服務學習菁英獎、熱心公益獎及義行風範獎研議整併，於下次學生 

        事務會議重行提案討論。 

 

提案二：新增「南華大學社團、系學會辦理市集活動注意要點」案，提請討論。 

說  明：為顧及活動效益及不影響校園環境與餐廳營業，特訂定本要點，如法規 

        二。 

決  議：社團、系學會暫以現行要點施行，校級市集相關規範俟召集總務處、會 

        計室等單位研議後於行政會議提案。 

 

提案三：修訂「南華大學服務教育課程施行作業規定」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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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因應青年發展署取得志願手冊之規定，內容有作部份修改。 

(二)新增外籍生修業規定。 

(三)修改轉學生修業規定。 

(四)因原作業規定內容過於繁複，故於本次提案統一簡化內容。 

(五)相關修改對照表及說明，如附件二。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下午 13時 38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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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 

 

 
  

項 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三條 

(二)外籍生學行卓越獎:在校成績

表現優異之外國學生，經各系

(所)或境外生輔導單位推薦

者。 

(二)外籍生學行卓越獎:在校成

績表現優異之外國學生，經各系

(所)或僑外生輔導單位推薦者。 

 

第三條 

 (四)服務學習菁英獎：持志工手

冊在校期間志願服務時數達

300 小時〈含〉以上且表現優

異，經相關單位推薦者（需由校

內外各提供志願服務單位開立

證明）。 

刪除條文 

此獎項改在

三好護照績

優頒獎。 

第三條 

(四)勤奮向學獎：本校身心障礙之

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

進而努力向學，經學生輔導中

心推薦者。 

(五)勤奮向學獎：本校身心障礙

之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

進而努力向學，經學生輔導中心

推薦者。 

刪除前項條

文，更改項

次。 

第三條 

 (六)為校爭光獎：代表本校參加

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含學術類

及體育類），獲致前三名獎項或

國際性競賽入圍，經相關單位推

薦者。 

刪除條文 

此獎項改在

校慶典禮頒

獎。 

第三條 

(五)熱心公益獎：在校期間，積極

參與校內外服務性活動，熱心

公益、具有犧牲奉獻及無私精

神，經各單位推薦者，每單位

以推薦乙名為限。 

(七)熱心公益獎：在校期間，積

極參與校內外服務性活動，熱心

公益、具有犧牲奉獻及無私精

神，經各單位推薦者，每單位以

推薦乙名為限。 

刪除前項條

文，更改項

次。 

第三條 

 (八)義行風範獎：在校期間公益

積極捐血救人，捐血次數達 15

次（含）以上，經相關單位推薦

者（需由捐血中心證明）。 

刪除條文 

此獎項改在

三好護照績

優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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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南華大學服務教育課程施行作業規定修正對照表 
 

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一條 

本校為增加多元學習的設計，使

學生體認個人與群體、社會及大

自然的關係，達成培養學生團隊

精神、合作、勤勞、守時等美德，

並增進環保意識、熱心公益活動

等，特設立服務教育制度。有關

本校學生服務教育事宜，依本作

業規定辦理。 

貳、目的與目標 

服務教育徹底轉型，大幅降低環境清

潔實作比例，增加多元學習的設計，

使學生體認個人與群體、社會及大自

然的關係，達成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合作、勤勞、守時等美德，並增進環

保意識、熱心公益活動等教育目標。  

1. 改用條列式 

2. 部份文字調

整修改 

第二條 

服務教育為全體教職員生共同協

助推動，由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負

責規劃及執行。 

 1. 新增條文 

第三條 

 

本校大一學生與二年級以上轉學

生(入學第一年)均須修習，進修

學士班學生可免修。他校修習服

務教育相關課程之抵免，須檢附

相關證明（如成績單及志願服務

紀錄冊），以辦理相關抵免手續。 

肆、實施對象  

本校日間部 105學年度入學之學生

與轉學生，皆須修習服務教育課程，

進修學士班學生可免修。 

1. 改用條列式 

2. 部份文字調

整修改 

第四條 

服務教育為必修、零學分之課

程，服務教育課程之項目包含下

列兩項： 

(一)、大一服務教育包括:1.每學

期須完成約 20小時之愛護

校園環境清潔、2.須於大

一上學期完成志工基礎教

育訓練 12小時(可至台北

E大網站取得) 3.下學期

須完成 8 小時之志工進階

知能研習（以下簡稱知能

研習）4.大一上下學期各

12小時之服務教育志工服

務時數（以下簡稱服教志

工）。 

(二)、大二以上之青年志工服務

參、服務教育  

一、服務教育為必修、零學分之課

程，屬義務性服務教育。服務教

育課程之項目包含下列兩項：

一、大一服務教育；二、大二以

上之青年志工服務。 

二、大一服務教育包括: 1. 每學期

須完成約 20小時之愛護校園環

境清潔、2.須於大一上學期完成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12小時(可至

台北 E大網站取得) 3.每學期須

完成 6小時之志工進階知能研習

（以下簡稱知能研習）4.每學期

12小時之服務教育志工服務時

數（以下簡稱服教志工）、。服

務教育課程由學務處服務學習

1. 改用條列式 

2. 部份文字調

整修改 

3. 項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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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需在畢業前完成 30小時之

校內外志願服務並完成登

載於「志願服務紀錄冊」

之中。 

（三）、服務教育課程須完成大

一服務教育及大二以上青

年志工服務，方能符合畢

業資格。 

組（以下簡稱服學組）統籌規劃

施行。 

三、大二以上之青年志工服務需在畢

業前完成 30小時之校內外志願

服務並登載於「志願服務紀錄

冊」(以下簡稱「志工手冊」)之

中。 

四、服務教育課程之通過，須完成大

一服務教育及大二以上青年志

工服務。 

第五條 

 

大一服務教育應在大一時完成，

如未能完成課程者，服務教育課

程需重修。若已完成 12小時志工

基礎教育訓練或下學期 8小時志

工進階知能研習，持研習證明可

折抵相關項目。 

 

 

二、重修生 

（一）大一服務教育應在大一時完

成，如未能完成則於大二起重

修大一服務教育。  

（二）重修生須服務未完成之學期，

當學期須服務滿 78小時，主要為資

源回收或各處室服務工作為主：：  

1.服務時間：視校園環境清潔需

求，由服務學習組規劃服務

時段。  

2.資源回收工作以完成指定區

域資源回收點之分類及運送

至資源回收場為目標，清掃服

務完成後，須向各大樓服務教

育助理簽退，如未於時間內簽

退且無特殊情由，則視同未

到。  

  

（三）重修生需於重修學期完成選課

作業，方能開始服務，若未完

選課作業，則其已服務完成之

重修時數不予計算之。 

（四）重修生修習服務時段及區域，

於每學期第三週時，公布於學

校網站及公布欄，請重修生於

公布日後三天內（不含假

1. 改用條列式 

2. 刪除部份內

容 

3. 部份文字調

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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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日），自行向分發單位及區域

完成報到，其重修服務時數由

服學組或各處室單位統一計

算回報。。  

（五）重修生亦須視個人未完成之課

程規定，重修完成上學期之

12小時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及

下學期 8小時志工進階知能

研習，以取得「志願服務紀錄

冊」並完成大二至大四［青年

志工］之時數規定。  

（六）各年度服務教育重修生之服務

教育重修時數，將依入學學年

度之「服務教育實施細則」辦

理。  

第六條 
轉學生修業規定同大一學生，亦

需完成所有服務教育課程規定。 

三、轉學生  

（一）資格：當學年度外校轉至本

校，或本校日間部互轉之學

生。轉學生若無法於轉入後一

學年內修習完畢者，則視同重

修生。  

（二）轉學生須服務兩學期，每學期

須服務滿 40小時，時數未完

成，成績不予通過。  

（三）轉學生修習方式、地點：直接

分發至直屬系所服務，由各系

所安排服務時段及工作內容。 

（四）轉學生需完成選課作業，方能

開始服務，若未完成選課作

業，則其已服務完成之重修時

數不予計算之。  

（五）轉學生之服務時數，統一由直

屬系所計算回報。（六）轉學

生如在他校曾修習「大一服務

教育」，應於入學三週內，進

行抵免作業。 

1. 部份內容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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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七）轉學生不須取得「志願服務紀

錄冊」及不須完成大二至大四

［青年志工］之時數規定。 

第七條 

境外學生係指當學年度就讀之非

本國籍之學生，須於每學期服務

滿 40小時，時數未完成，成績不

予通過，服務教育課程需重修。 

 
新增條文 

 

第八條 
境外學生不須取得「志願服務紀

錄冊」及修習［青年志工］課程。 
 

新增條文 

 

第九條 

大一學生入學年度年滿四十歲，

持證明文件至學務處服務學習

組，得免修服務教育課程。 

八、其他規定  

（二）大一生入學年度年滿四十歲

（檢附證明），免除愛護校園

環境清潔服務及服教志工等

服務，惟仍須完成大一上學期

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12小

時及每學期 6小時志工進階

知能研習，未參加者成績不予

通過。 

新增條文 

第十條 

若該學期已報名服教志工活動卻

無故缺席者，經服務運用單位舉

證者，須於該學期中以校務行政

系統公告之其他活動，自行補足

兩倍之服務時數；未能於學期末

之前補滿時數，視為未通過。 

 

五、服務教育志工服務  

（一）每學期應完成 12小時之服務

教育之志工服務時數（以下簡

稱服教志工）係指登載於服學

組網站「服務教育課程之志工

服務」選單中之服務項目。其

內容包括：  

（1）支援社團及志工隊活動。  

（2）支援學校行政單位之重大活

動。  

（二）服務運用單位之服教志工召募

流程如下：  

1. 由各服務運用單位自行至校

務行政系統提報人力需求，由

學生自行報名及完成報到作

業。  

刪除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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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2.各單位可自行通知學生或由

學生主動與服務運用單位聯

繫，確認報到事宜及相關注意

事項說明，完成服務後學生需

於各單位之規定時間內完成

線上反思單填寫，方能取得服

務時數。 

3.學生完成服務及填寫完成線

上反思單後，應請服務運用單

位在校務行政系統中登錄學

生之實際服務時數，便於學生

自行查詢個人已完成之服務

時數。 

4.已報名卻無故缺席者，須於該

學期中以服學組網站公告之

其他活動自行補足兩倍之服

務時數，未能於學期末之前補

滿時數，視為未通過。  

第十一

條 

服務教育地點由學務處服務學習

組統一分配安排，學生不得有私

自互調地點，或找他人頂替等情

事，經查證屬實者，該學期服務

教育成績一律以零分計。身心障

礙學生得由學輔中心資源教室依

實際狀況作適當之調配。境外學

生由國際處分發服務運用單位，

協助並確認安排服務時段及工作

內容。 

 新增條文 

第十二

條 

大一之服務教育規定，學生須完

成每學期 12小時服教志工時數，

未完成者則該學期服務教育成績

不予通過。服務教育成績以六十

分為及格，成績配分如下： 

九、成績考核  

（一) 大一之服務教育規定，學生

上學期須完成 12小時志工基

礎教育訓練時數，及每學期

12小時服教志工時數，未完

成上述二項者，則該學期服務

教育成績不予通過。 

1.新增條文 

2.修改部份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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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一)、大一學生及轉學生：上學

期：「愛護校園環境整潔

出席（50分）、完成 12小

時志工基礎教育訓練時數

（可於台北 E大網站取得）

（30分）、特殊表現（20

分），合計 100分。」；

下學期：「愛護校園環境

整潔出席（50分）、完成

志工進階知能研習（30

分）、特殊表現（20 分），

合計 100分。 

（二）、重修生：需完成規定之

時數後，成績計算同大一

學生。 

(三)、「青年志工」以完成服務

及繳交相關認證資料者，

則給予通過課程認證。 

（二）大一生服務教育成績配分

為，愛護校園環境整潔出席

（50分）、參與志工進階知能

研習（30分）、特殊表現（20

分），合計 100分。重修生服

務教育成績計算以服務總時

數需符合規定後，超過之服務

時數以 1小時加 1分為標準，

與總時數累計相加，合計 100

分，若總時數不符合其規定者

一律以 55分為登錄之標準。

轉學生服務教育成績計算，以

服務總時數需符合規定後，配

分為，分發單位服務（50分）、

每學期 12小時服教志工時數 

(30 分)、特殊表現（20 分）。

大一生入學年度年滿四十

歲，免修愛護校園環境清潔服

務，其成績配分為志工基礎教

育訓練及志工進階知能研習

(80分)、特殊表現(20分)，

合計 100分。 特殊表現依服

學組公告之活動為主，依活動

時數 1小時加 1分為標準。 

（三）「青年志工」之成績以完成服

務及繳交相關認證資料(60

分)，特殊表現(20分)。 

 

第十三

條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服務教育課程

者，應依規定向學務處服務學習

組辦理請假手續。未經請假或請

假未准而任意缺課視為曠課，該

學期超過 6次曠課者，以零分計

算。 

 

十、請假規定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服務教育課程

時，除因重大事故或行動不便者，均

須親自至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辦理請

假手續。 

修改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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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十四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柒、其他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改用條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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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一】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勵辦法 
 

民國 99 年 6 月 1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4 月 20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 月 10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6月 17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7 月 2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5月 25 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提案 

 

一、為獎勵本校學生在學期間表現優異，特設立「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

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獎勵對象：本校具有正式學籍之應屆畢業生（不含延修生）。 

三、獎勵類別及標準： 

    凡本校學生在學期間於下列各類別中表現傑出，經相關業務單位推薦者。 

（一）學行卓越獎：在校成績表現優異，經各系（所）推薦者（各系所推薦

名額以每班乙名為限）。 

（二）外籍生學行卓越獎：在校成績表現優異之外國學生，經各系（所）或

境外生輔導單位推薦者。 

（三）社團貢獻獎：曾擔任校內自治性組織、一般社團負責人，在校期間積

極參與各項校內外活動，認真負責，有傑出表現，經課外活動指導組

推薦者。 

（四）勤奮向學獎：本校身心障礙之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進而努力向

學，經學生輔導中心推薦者。 

  （五）熱心公益獎：在校期間，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性活動，熱心公益、具

有犧牲奉獻及無私精神，經各單位推薦者，每單位以推薦乙名為限。 

四、審查程序： 

於每學年畢業典禮第二次籌備會議召開審查會議，由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各院院長、體育中心主任暨學務處各中心主任及各組組長組成審查

小組，並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為執行秘書，就推薦個

案從嚴審查，獲獎人數上限以 150 人為原則（因團隊競賽而獲獎者，不受獲

獎人數限制）。 

五、獎勵辦法： 

      獲此殊榮得獎者，每人頒發獎牌或獎狀乙禎，並於該年畢業典禮公開頒

獎，以示獎勵。本辦法獎勵經費來源，由該年度畢業典禮經費支應。 

六、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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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二】南華大學社團、系學會辦理市集活動注意要點 
105 年 5 月 25 日 104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提案 

 

一、本要點所稱市集活動含園遊會、夜市等，為顧及活動效益及不影響校園環境

與餐廳營業，除由學校委辦者外，社團及系學會申辦市集活動時，食品類攤

位以不超過 6攤為原則並不得有賭博行為。 

二、申請市集活動者需於活動日前一個月向課外活動指導組登記借用場地，預訂

活動日之前後 15天內如有同類型活動者，以先登記者優先申請，後登記者

需調整活動日期至 15天外。 

三、辦理市集活動需經學校同意借用場地後始生效，並於活動一週前知會膳食衛

生指導委員會。 

四、辦理市集活動者應配合下列事項： 

   （一）活動前三日繳交攤位名單至課外活動指導組以利申請通行證明。 

   （二）蒐集各攤位食品檢體並保留 48小時以確認消費者食後無任何問題。 

   （三）督促廠商注意衛生，活動後須帶走廚餘，並不得將任何油品倒至校內

廚餘桶。 

   （四）協助垃圾分類並搬運至本校垃圾回收場傾倒，恢復場地整潔。 

五、辦理市集活動者應繳保證金 500元整，並抵押有效證件，俟活動完畢確認整

體無誤者始可退還保證金及證件。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於社團、系學會

申辦時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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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三】南華大學服務教育課程施行作業辦法 

 
99年 6月 1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年 4月 20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10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4月 11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6 日本校 10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0月 18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4月 15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6月 17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0月 2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25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增加多元學習的設計，使學生體認個人與群體、社會及大自然的

關係，達成培養學生團隊精神、合作、勤勞、守時等美德，並增進環保

意識、熱心公益活動等，特設立服務教育制度。有關本校學生服務教育

事宜，依本作業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服務教育為全體教職員生共同協助推動，由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負責規劃

及執行。 

第三條 本校大一學生與二年級以上轉學生(入學第一年)均須修習，進修學士班

學生可免修。他校修習服務教育相關課程之抵免，須檢附相關證明（如

成績單及志願服務紀錄冊），以辦理相關抵免手續。 

第四條 服務教育為必修、零學分之課程，服務教育課程之項目包含下列兩項： 

(一)大一服務教育包括: 

1.每學期須完成約 20小時之愛護校園環境清潔 

2.須於大一上學期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12小時(可至台北 E大網

站取得)  

3.下學期須完成 8 小時之志工進階知能研習（以下簡稱知能研習） 

4.大一上下學期各 12小時之服務教育志工服務時數（以下簡稱服

教志工）。 

   (二)大二以上之青年志工服務需在畢業前完成 30小時之校內外志願服

務並完成登載於「志願服務紀錄冊」之中。 

   (三)服務教育課程須完成大一服務教育及大二以上青年志工服務，方能

符合畢業資格。 

第五條 大一服務教育應在大一時完成，如未能完成課程者，服務教育課程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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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若已完成 12小時志工基礎教育訓練或下學期 8小時志工進階知能研

習，持研習證明可折抵相關項目。 

第六條 轉學生修業規定同大一學生，亦需完成所有服務教育課程規定。 

第七條 境外學生係指當學年度就讀之非本國籍之學位生，須於每學期服務滿 40

小時，時數未完成，成績不予通過，服務教育課程需重修。 

第八條 境外學生不須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及修習［青年志工］課程。 

第九條 大一新生(含轉學生)入學年度年滿四十歲，持證明文件至學務處服務學

習組，得免修服務教育課程。 

第十條 若該學期已報名服教志工活動卻無故缺席者，經服務運用單位舉證者，

須於該學期中以校務行政系統公告之其他活動，自行補足兩倍之服務時

數；未能於學期末之前補滿時數，視為未通過。 

第十一條 服務教育地點由學務處服務學習組統一分配安排，學生不得有私自互

調地點，或找他人頂替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該學期服務教育成績

一律以零分計算。身心障礙學生得由學輔中心資源教室依實際狀況作

適當之調配。境外學生由國際處分發服務運用單位，協助並確認安排

服務時段及工作內容。 

第十二條 大一之服務教育規定，學生須完成每學期 12小時服教志工時數，未

完成者則該學期服務教育成績不予通過。服務教育成績以六十分為及

格，成績配分如下： 

(一)大一學生及轉學生： 

1. 上學期：「愛護校園環境整潔出席（50分）、完成 12小時志

工基礎教育訓練時數（可於台北 E大網站取得）（30分）、

特殊表現（20分），合計 100分。」。 

2. 下學期：「愛護校園環境整潔出席（50分）、完成志工進階

知能研習（30分）、特殊表現（20分），合計 100分。 

(二）重修生：需完成規定之時數後，成績計算同大一學生。 

(三)「青年志工」以完成服務及繳交相關認證資料者，則給予通過課

程認證。 

第十三條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服務教育課程者，應依規定向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辦

理請假手續。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任意缺課視為曠課，該學期超過

6次曠課者，以零分計算。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