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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臨時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下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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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主席致詞： 

有關新生入學獎助學金的辦法因時效的關係，於今日舉行臨時行政會議討

論。 

陸、 上次會議(107 年 09 月 17 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

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作

業準則」修訂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約聘人員僱

用管理辦法」修訂案。 

人事室：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專題競

賽實施辦法」修訂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服務學習內

涵課程方案實施要點」修訂

案。 

學務處：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人文學院院

務會議設置辦法」修訂案。 

人文學院：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人文學院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職涯領航志

工隊設置要點」新訂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10月1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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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自 108 學年度學測採自由選考且採計取消總級分，招收 108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修訂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 

二、本案經 107年 8月 13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招生會議通過。 

三、「107 學年度及 108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對照表及條文

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三條第二款「…，若錄取學系參採科目不足三科，則按錄取學

系所屬組別，依序採計三科：…」修正為「若錄取學系參採二科

者，再選擇一科；錄取學系參採一科者再選擇二科，並合計組合

成:1.國文、英文、數學；2.國文、英文、社會；3.國文、英文、

自然，中之組別。」 

二、刪除第三條第三款「學系組別認定以校方公告為準。」 

三、於 10 月 22 日由校長、林副校長與國際學院、會計室、就學處、

學務處召開協調會議，決議修訂如下： 

(一)第八條「…，除學雜費採國立大學收費標準收費外，住宿費

減半，於學期開學後公告期限內申請，…」修正為「…，除

學雜費採國立大學收費標準收費外，有住宿本校宿舍者，其

住宿費減半，於學期開學後公告期限內申請，…」 

(二)第十條第四款第 2 目「2+2 海外雙學位學雜費補助金：在海外

學習期間，於南華大學方面依國內私立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

繳費，於海外就學學校方面，依簽訂合約或特別規定繳費，

學雜費補助依雙方規定繳交之額度核給，如超過補助標準則

依補助標準核給。另接受佛光山補助款應列入申請補助項目

計算。其他相關規範以『南華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 2+2 雙學

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為主。」修正為「2+2 海外雙學位

學費補助金：在海外學習期間，於南華大學方面依國內私立

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繳費，於海外就學學校方面，依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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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或特別規定繳費，學費補助依雙方規定繳交之額度核給，

如超過補助標準則依補助標準核給。…。其他相關規範以南

華大學與海外各大學 2+2 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為主。」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 108 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

論。 

說明： 

一、因應自 108 學年度學測採自由選考且採計取消總級分，招收 108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修訂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 

二、本案經 107年 8月 13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招生會議通過。 

三、「107 學年度及 108 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對照表及

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第二款「…，若錄取學系參採科目不足三科，則按錄取學

系所屬組別，依序採計三科：…」修正為「若錄取學系參採二科

者，再選擇一科；錄取學系參採一科者再選擇二科，並合計組合

成:1.國文、英文、數學；2.國文、英文、社會；3.國文、英文、

自然，中之組別。」 

二、刪除第四條第三款「學系組別認定以校方公告為準。」 

三、於 10 月 22 日由校長、林副校長與國際學院、會計室、就學處、

學務處召開協調會議，決議修訂如下： 

(一)第八條「…，除學雜費採國立大學收費標準收費外，住宿費

減半，於學期開學後公告期限內申請，…」修正為「…，除

學雜費採國立大學收費標準收費外，有住宿本校宿舍者，其

住宿費減半，於學期開學後公告期限內申請，…」 

(二) 第十條第四款第 2 目「2+2 海外雙學位學雜費補助金：在海

外學習期間，於南華大學方面依國內私立大學學雜費收費標

準繳費，於海外就學學校方面，依簽訂合約或特別規定繳費，

學雜費補助依雙方規定繳交之額度核給，如超過補助標準則

依補助標準核給。另接受佛光山補助款應列入申請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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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其他相關規範以『南華大學與美國西來大學 2+2 雙學

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為主。」修正為「2+2 海外雙學位

學費補助金：在海外學習期間，於南華大學方面依國內私立

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繳費，於海外就學學校方面，依簽訂合

約或特別規定繳費，學費補助依雙方規定繳交之額度核給，如

超過補助標準則依補助標準核給。…。其他相關規範以南華

大學與海外各大學 2+2 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為主。」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藝術與設計學院建築與景觀學系 

案由：建築與景觀學系 108 學年度起碩士班收取小班教學實習費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會議，本系 17_20180711_003 簽呈辦

理，106 學年度第 1-2 次校課程會議決議，研究所小班教學鐘點

費應由實習費支應，惟本系大學日間部所收支實習費僅勉於支應

大學部建築設計課程之小班教學鐘點費用，無法支援研究所高等

建築設計(1)~(2)課程超支 1 班教學鐘點費，108 學年度研議研究

所學費收實習費以支應高等建築設計(1)~(4)超支 1 小班教學鐘

點費。 

二、經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協調會議決議，本所研二

同學高等建築設計(3)~(4)不以小班教學進行，總開設一班。研一

同學高等建築設計(1)~(2)以設計課模式小班教學進行，需增班一

班鐘點費用 35,100 元(以專任助理教授職計)，研一同學每學期加

收實習費 3,900 元(含 10%水電費用)，共計 2 學期。 

決議：照案通過。 



5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一、感謝就學服務處的簡報及建議，以下相關招生事項，請各單位配合： 

(一)今年大學部註冊率大概是 92%，但明年之後會越來越困難，因考

試方式改變及十二年國教課程廣度及深度增加，請各系積極與高

中連結。 

(二)今年招生比較好的系，大部分是透過營隊來爭取學生，往後若各

系營隊報名人數較少的，希望可以由院整合。 

(三)校友回娘家宣傳是個很好的方式；另外，若各學系有學生獲獎，

請馬上回報，透過宣導反應給高中，可以提升榮譽感。 

(四)招生要有技巧，入班宣導要即早培訓。 

(五)彰化、台中、新竹、桃園、新北市等地區少子化較不嚴重，現在

要穩固中南部、搶攻中北部，餐敘這部分請大家多配合一下。 

(六)未來教育部國教署若舉辦相關活動，歡迎來學校辦理，可以多認

識、了解學校，相對我們招待也要好，對本校的印象會比較好。 

(七)各系如果有安排老師幫忙協助招生，一定要積極爭取，把握住機

會，大家必須共同努力。 

二、10 月 8 日 IEET 將來實地訪評，請有關單位主管多配合、幫忙。 

三、近日詐騙案件頻傳，請大家加強宣導、安撫學生。 

壹拾壹、散會：(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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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 2018/ 10/ 03 

單位／姓名 I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院長
釋知賢
（沈昭吟） I~ 礴計見玉篇刀

文創系主任 l 張鐸瀚

,-'-> *呂"" 企管系主任 郭柬昇

王里

鷓子 l 
財金系主任 廖永熙

院 I 旅遊系主任 丁誌鮫

國際企業學程主任 賴丞坡 1冏 vfv1t 
" ,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 I 嘻午亻自 F易
士學位學程主任

文學系主任 陳章錫

生死系主任 廖俊裕

人

文
幼教系主任 張筱雯

鷓子 外文系主任
郭玉德

院 I 1語文中心主任

體育中心主任 何應志

宗教所所長 黃國清

通識 I 通識中心主任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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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 2018/10/03 

代理人簽到本人簽到

j 户三／
八\.A~

單位／姓名

張裕亮院長

施伯燁傳播系主任

芥儔臼

鍾志明國際系主任

社
會
科
學
院

劉素珍應社系主任

盧俊宏院長

視設系主任

鄭順福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

系主任

李江建景系主任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院

李雅貞民音系主任

陳柏青院長

陳信良資管系主任

賴信志資工系主任

科技學 F完資訊科技

進學班主任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

學位學程主任

謝定助

科
技
學
院

洪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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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慧開

蔡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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