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記錄:蔡佳靜 

伍、 主席致詞： 

一、頒獎：人事室謝明峯組長獲頒「106學年度行政服務傑出獎」，現場頒

發獎牌及獎金一萬元。 

二、佛光山舉辦許多活動，希望各相關系所踴躍報名參加，也請秘書室多

注意佛光山活動訊息。 

陸、 上次會議(107年 10月 22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訂定本校教職員工每週共同

運動時間」案。 

人文學院體育教學中心： 

體育中心已規劃完成體育推廣活動，並請人

事室與校共同運動時間一同公告週知。 

2 
通過「南華大學服務教育稽核幹部

獎勵要點」新訂案。 

學務處： 

已於 11 月 14 日公告於服務學習組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承攬商施工安全衛

生規則」新訂案。 

總務處： 

已於11月14日公告於電子公文系統-總務處

法規專區。 

4 
通過「民族音樂學系申請學士班

『論文指導費』的會計科目」案。 

藝術與設計學院民族音樂學系： 

本系依指裁示將107-1學士班論文指導鐘點

費以「論文指導費」的會計科目核銷。 

5 
通過「南華大學行政會議規則」新

訂案。 

秘書室： 

已於11月13日公告於秘書室網頁。 

6 
通過「107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延至

108 年 3 月納入校慶活動辦理」案。 

人文學院體育教學中心： 

體育中心已通知及公告週知，並請系所助理

轉知所屬師生11/23(五)正常上課。 

7 
通過「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

訂案。 

教務處： 

已於11月13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8 
通過「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新生入

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1月14日公告於就學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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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9 
通過「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弱勢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1月14日公告於就學處網頁。 

10 
請藝文中心研議組成師生合唱團

之相關事宜。 

藝文中心： 

相關事宜正在規劃中。 

 

決議：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圖書經費使用效率，整合學院資源，擬修訂「南華大學

圖書館委員會設置辦法」之內容。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第一款「圖書館館長、各院院長及通識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修正為「圖書館館長、各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為當然委員。」 

二、第二條第二款「…由各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中推選之。」修

正為「…由各院與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中分別推選之。」 

三、經費細則部分請於圖書館委員會討論。 

四、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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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資深教授或優良教師經驗傳承，以協助學習教師提升教

學品質，並促進本校典範之學習與轉移，自 107學年度起，擔

任傳習教師者，得於當學年度填報教師評鑑分數時，得等同

「T4-3經學校相關單位指派擔任示範教學觀摩」之內涵，同意

以學期計，每學期得加列 10分。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制度更具判讀空間，故修訂第五條。 

二、為增加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機會，故修訂第七條。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條所提之「通識中心」修正為「通識教育

中心」。 

二、第七條第一款「…次學年教師共識營或導師會議或教師專業成

長工作坊，…」修正為「…次學年教師共識營或導師會議或教

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等類似會議，…」 

三、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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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位服管理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將規範修訂為要點，使標題與內文一致。 

二、因清潔管理維護費除乾洗外內含修補費用，故將清洗費用統一

改成清潔管理維護費。 

三、因畢業生個人需求各異，無法集體歸還，故刪除集體繳還。 

四、原學、碩士服借用時程無法配合學務處畢業紀念冊拍照需求，

故修訂時程來配合。 

五、為加速學位服回收時程，修訂逾期金金額為每日每套 50 元(原

為 5 元)，最高上限金額為學位服訂製金額(原為 180 元)，來縮

短回收學位服的時程。 

六、特殊狀況如休學、退學、已畢業學生等情形，因出借學位服回

收較困難;故修訂為除應繳交清潔管理維護費外，需另繳押金

(學位服訂製金額)，於歸還學位服後再將押金全額退還。 

七、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推動全面實習，目前各學系實習課程均為

必修，配合現況修正，刪除選修之規定。另配合未來推動全職

實習，爰將學分數修正為「至少 2 學分」。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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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一、請吳副校長研議高教深耕計畫之執行長或副執行長有關教師評鑑加

分及其他事項誘因。 

二、107學年度申請轉系(所、組)時間延長至 11月 23日(星期五)截止，

請教務處公告學生周知。 

三、請教務處確認尚未上傳 F-M授課大綱之課程是否停開，如停開請予

以註銷。 

四、有關招生宣導部分，請各單位配合以下事項： 

(一)因南部少子化較嚴重，彰化、台中、桃園及新北等地區少子化情

況較輕微，甚至學生人數還有成長，因此，招生要往北拓展並固

守中南部。 

(二)各系如有表現優異之學生，請提報至校方或撰寫新聞稿，於前往

各縣市學校招生時，可報告該校優秀畢業生，以提高招生宣導成

效。 

(三)境外生已納入註冊率參考要件，請各系、各單位共同努力、積極

拓展。 

五、各單位若有人員要交接，請確實完成承辦業務及財產的交接，並請

各位主管落實監交。 

六、11月 23日(五)10:00-12:00教發中心於成均館 C334舉辦「108高中

新課綱：加深加廣課程及其多元評量」教師成長工作坊，請各系踴

躍參加，未來加深加廣課程這部分，希望各系能多與高中端連結。 

七、請總務處會同永續中心製作「聯合國永續發展十七項指標」之中英

文看板，並研議其擺放位置，導覽時有宣導之作用。 

八、請藝術學院協助協調中道樓展期導覽人員值班安排。 

九、有關蔡加春委員所建議之事項，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一)請各單位將相關之會議紀錄上傳至網頁建檔公開以避免檔案遺

失。 

(二)請教務處再檢視休退轉之資料，確認是否有重複計算。 

(三)有關學生畢業後申請歷年成績單之分母人數因計算時間點不同

有所差異一事，請教務處參考。 

十、有關朱世雲主任所提之「中道樓無上下課鐘聲」之問題請總務處協

助處理。 

壹拾壹、散會：(17:45) 



107 ++E-"fr I #Fa"fr 3 =k4irt€-?& trst+
41 tk- H 4t zotl/rr/ts

H-4x,2 **-A
^,\64'l

.f\rg ).#fri

+nE +tq,8 BE fr?ryfh
E'J+nE

/wr*#ffrJi,R *H6 {ma
E,J+n&

/ E-W\tFstF"k
+*R# ,ffz /*

E,J+nE

/ +kt*F"-/ x;r#[fi[i,fr +hE4f ,L+Met
ttt+*€ *B i6 € nob
+t*k 5E'ti'l.6

atut*k iNfARt

8fr4*tF"Ifuf- inF++

rn#fuF"k fl,t BE ,ts
\ \-3

\udfr
,\SEr4* )*,'.{s?6 >,r;ft Th

lr/

€.?t E +.4* tR,€.*a
N4 1,,,.E\

E g 4E6EK ix#e# )*'#{b
"A;n f ,s +4* tsrcx 1'r)/n
+k4* f ,u. *'.4t +#x :_---(>

*h+E#rnr,t,E
t t*fr+*.+k+ +,u *.,ff E HILJL

v+ )l(rZrk) U/v d-,

At^/*b



107 ++E_"rt I #Fa"fr 3 =k4irt€-?lf, #r,l+
41 rk + 'ft zoll/t/te

#lt,z**-A +J.trgt &rE l..ffst
A /!iW+ntX,k+EE f ,u

/ *_tr*-'A }.4t r*frk*x ,* lt.rt4
,tP,1 4tr,+kqne#E f ,u frYH,an

=lt+3.-4y_,ntX,f ,s *.4r ;,$E e*

'Xt&t^til



107 ++E_"fr 1 FFA"fr 3 =k4iri,6?#, trsi+
4k#Hlt zotl/n/ts

Hljtr,znLz +-).trPy, ,f\rg )'-ff?l

rA-
D

rE-

r&
J

fft.

t3fi & *Y*"W
Qfu\e+)

*-kt'A t4* 5l1d#,#i
7F
r----+

#8',* *l* i$ fr-+ R 7aK
Rtd'* }4+ tsxX* ( )",

tk&.'^ *4* T?fi,6r

tr rftAt+ fia*4t *H&tR ful't,,q
iagttRtd-Ri,f-iL+
*#tx#+z**4*

-+4AW lr(r d!

/\

jr
tg-r
fft.

;rF '4 +4t fR#4h #14$
*-rL'* tlt B4L4* ffi )"\i^tl// \ ,' ,x' b'' 1

Ur+k'* }.l+. skfax 6re*
,l- jt 'A }.4t

/"a*X_f ,u }-4f. +I3E{E fuT,4%
ffiH- f ,u t4* ,fqtr,€. (7 (,r

##.FfrFTF*. €tr,f ryNAm
€-?*\ €.?*, f ,s *4t il.4f.-f" ?#6,n



107 ++E_"rt I +yfr"rt 3 =k4tri,-6?#, #4t+
4k#Hlt zotl/n/ts

HtxT**-A
^464,J

,f\rE ).ff51

iL
.a-

EI

r+
r4-f
n*>
f7L

n*' EbL 1x. rk$fr tTi,4z
R-l#'4 r4t r6,4fr,l,i# z

E rfr'* *lt 4A,€. BE TuqQ
RiL',A +tr v#'lkb A.i ''$.

+jt

,t{
rb-
+ILnx

?t
rg

rrt.

t3fi E B,l*-70* 7
-

ifu'ak'A *4+ *Rt/-ffi 7,,

E-r"*EP!?t?i+
'^ ll* *rstl{+&

,4

Ltfr'A +4* 4r *_N /! =/) t

bv 'z '-'

R+'4 t4+. +TE A 4fl)A

++

ii
r9-J-

ft

R*, Er)L 1x. R+AF r[4tI
A E'4 *4t R1= R- ! )'

7
f,t'au* *8,f;,€. ?-t'z t<

fr+ 4n+ rfi 6 ?nf+ii
,E#t)r**4f. ih| F-trh W^'1)

*@(frafr+#_AR+
#tr.Ffizt4* )**Ean W%lt



107 ++E_"fr 1 +Ffr"rt 3 =k4irt,A?*, #it+
,lffi/.-R z',n/1l/ls

,1 ffi).R
H4x,z**.A tret

HtxT*LA tr e,l

yt

fr
-[L.
4a
1AT

tn#i*-arJ+R *#€.ffi

ti+*?*'atJ + R
Jlr]s*fis 6 D/,'


	107-1-3行政會議紀錄
	IMG_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