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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06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3: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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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陳鈺琪 

伍、 主席致詞： 

一、頒獎：105 學年度行政服務傑出同仁(教務處-劉瓊美專員、總務處-王

文嘉專員)頒發獎牌及獎金一萬元。 

 

陸、 上次會議(106 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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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新生入

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案。 

就學服務： 

已於106年10月3日公告於招生中心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 106 學年度弱勢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案。 

就學服務： 

已於 106年 10月 3日公告於招生中心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創新試辦計畫交流

參訪經費補助實施要點」新訂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10月6日公告於教發中心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運動績優生入學獎

勵辦法」修訂案。 

體育中心： 

已於10月3日公告於體育中心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勵

辦法」修訂案。 

體育中心： 

已於10月3日公告於體育中心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

法」修訂案。 

產職處： 

已於10月3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 e-Portfolio 電子履

歷競賽活動實施要點」修訂案。 

產職處： 

已於10月3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8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設置要點」修訂案。 

研發處： 

已於10月3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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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任務小組

設置要點」修訂案。 

研發處： 

已於10月3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10 
通過「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之外部評

鑑作業準則」廢止案。 

研發處： 

已於10月3日從研發處網頁移除。 

11 

藝術與設計學院各系所搬遷及入

口意向，請九月底前就绪，監視器

設置由藝術學院整體考量後，由總

務處協助。 

藝術與設計學院： 

1.中道意象設計10月31日底前完成。 

2.監視器設置，已於106年10月3日由莊憲頲

教授出席監視系統審查小組會議討論，會議

決議:由總務處綜簽辦理。 

 

12 
ｅ學苑之大圖切割機移至中道樓

事宜請於 9月底前完成。 

教發中心： 

1.因配合原廠拆裝與搬運公司時間，已於

10/6完成搬遷。 

2.因電力問題，搬遷地點由中道樓改至創意

工坊。 

 

 

決議：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目的 

二、修正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要任務 

三、修正校務研究辦公室小組成員 

四、新增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 

五、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一、校務研究辦公室依任務修正至「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組織及運作機

制圖」內。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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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訂「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二、本次提案修訂如下： 

(一)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全校運動會原訂 106 年 11 月 24 日(五)及 25 日(六)

二天，調整日期為 106 年 11 月 24 日(五)一天，故取消 107 年 04 月 03 日(二)

補假一天。 

(二)依據「106 年 08 月 22 日 106 學年度第六次招生委員會」決議，配合招生

日程，原訂 107 年 04 月 02 日(一)校慶活動補假，擇日補休。 

建議校慶補休日期如下： 

1.107 年 03 月 26 日(星期一) 

107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辦理期程為 107/3/20(二) (報名開始)至

107/5/21(一) (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截止)，但校慶為 03 月 23 至 24 日，

故補休日期建議改為 03 月 26 日(一)，為校慶隔周，也較不影響個人申

請入學期程。 

2.107 年 05 月 25 日(星期五) 

05 月 25 日(五)為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重要期程（3/20-5/21）之後，應

不影響招生日程。 

 

 (三)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稿)，分為學生版(附件 1)、教師版(附件 2)、行政

版 (附件 3)，擬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學生版以網頁公告，其他版本以

電子檔發送全校教職員。(略) 

決議：原訂 107 年 04 月 02 日(一)校慶活動補假改為 05 月 25 日(五)補假。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健全院級跨領域學分學程並使各學院有效整合本校教學資源，強化學生

學習，本處規劃於 107 學年度起由各院整合規劃院級跨領域學分學程，故修

訂「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一、第三條：原「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培養多方面專長以提升競爭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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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或通識得整合本校教學資源，設置院級跨領域學程。．．．。」；

修正為：「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培養多方面專長以提升競爭力，各學

院或通識教育中心得整合本校教學資源，設置院級跨領域學程。．．．。 

二、第八條第一項，原「修滿各學系規定之主修領域、院級跨領域學分學程、

院基礎課程及校核心(通識)課程，且畢業總學分數達 128 學分以上。修

滿前項規定之學(課)程後，如不足 128 學分，可以自由選修補足。自由

選修包括各院、系(含本院、系)開設之課程、校核心(通識)課程或外系之

課程。」；修正為：「修滿各學系規定之主修領域、院級跨領域學分學程、

院基礎課程及校核心(通識)課程，且畢業總學分數達各系最低學分規定

以上。修滿前項規定之學(課)程後，如不足各系最低學分規定，可以自

由選修補足。自由選修包括各院、系(含本院、系)開設之課程、校核心(通

識)課程或外系之課程」。 

三、第十三條，原「各學院(系)各項學程之課程規範及修訂，應依本校規定

之課程審查程序通過，必要時得送校外委員審議。」；修正為「各學院(系)

各項學程之課程規劃及修訂，應依本校規定之課程審查程序通過，必要時

得送校外委員審議」。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南華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更名為「南華大學

保障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處理要點」及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 5 月 18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60939 號函「專科以上學

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原稱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

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配合修正名稱及條文內容。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就學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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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經「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新生

及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會議」修正通過。 

二、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內容如下 :  

1. 年度變更 

2. 海外學習獎勵金額度調整。 

3. 提供學測 47-56 級分入學新生獎學金 16 萬元。 

4. 提供指考前 25-40%(含)入學新生獎學金 16 萬元。 

5. 提供統測總成績前 10%(含)且英文統測成績前 5%(含)、統測總成績前

25%(含)且英文統測成績前 20%(含) 入學新生，學雜費全額補助+獎學金 16

萬元+本校住宿費全額補助。 

6. 提供技優甄審 A 類、B 類入學新生，學雜費全額補助+獎學金 16 萬元+本

校住宿費全額補助。 

7. 續領第二學期獎學金及學術助學金需符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該班

10%(含)、操行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之條件。 

二、106 學年度及 107 學年度對照表及 107 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條文詳

如附件。(略) 

決議：一、第七條第一項，，增加第六款「以該學年度本校技優甄審招生管道之入

學新生，若有提出統測成績證明者，得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享有新生

入學獎助學金資格，但不得重覆申領本條之獎助學金(含乙級證照獎學

金 2萬元)」。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就學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經「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

新生及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會議」修正通過。 

二、南華大學 107 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內容如下 : 

1. 年度變更 

2. 海外學習獎勵金額度調整。 

3. 提供學測 47-53 級分入學弱勢新生獎學金 1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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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指考 25-40%(含)入學弱勢新生 16 萬獎學金。 

5. 提供統測總成績前 10%(含)且英文統測成績前 5%(含)、統測總成績前

25%(含)且英文統測成績前 20%(含)入學弱勢新生，學雜費全額補助+獎學

金 16 萬元。 

6. 提供技優甄審 A 類、B 類入學弱勢新生，學雜費全額補助+獎學金 16 萬元。 

7. 續領第二學期獎學金及生活扶助金需符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該班

10%(含)、操行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之條件。 

 

二、106 學年度及 107 學年度對照表及 107 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條

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一、第八條第一項，增加第六款「以該學年度本校技優甄審招生管道入學之

弱勢新生，若有提出統測成績證明者，得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享有弱

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資格，但不得重覆申領本條之獎助學金(含乙級證

照獎學金 2萬元)」。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科技學院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科技學院實體化試辦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科技學院後續執行學院實體化，使學院實體化之推動更為順利，並

配合本院創新計劃之執行，特訂定「南華大學科技學院實體化試辦推動委員

會設置辦法」，並於科技學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106/8/31

召開)決議通過。。 

二、「南華大學科技學院實體化試辦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科技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科技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科技學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106/8/31 召開)修正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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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目前科院現況修改條文。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玖、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主席結論： 

一、全校規劃每週需有一則新聞於媒體被露出，請秘書室統籌規劃各單位

紀者會暨新聞稿撰寫輪值。 

二、請各單位如有關前學年成續前百分比規定，其計算方式要明確(例如小

小數點進位、人數百分比界定)，以免因解釋、認知有異而造成混淆爭

議。 

壹拾貮、散會：(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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