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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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107年度珍珠導師及 106學年度優良導師。 

 陸、主席致詞： 

一、本次為這學期最後一次行政會議，感謝各位主管過去的辛勞。 

二、1月 10日-11日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教育部報告幾個重大事項： 

(一)將來教育部會運用許多大數據分析，檢視各校高教深耕計畫執行

之成果，因此校務研究(IR)及資料庫非常重要，請各單位審慎檢

視資料庫內容。 

(二)目前普遍認為「終身教育」為未來高等教育的趨勢，有些學校透

過村、里長的相關網絡連結到里長、鄰長，請終身學習學院研議

如何推動。 

(三)目前教育部非常重視「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投入經費將從 1億

提高至 4億元，將來會新增｢大學社會實踐｣及｢技術實作｣兩個類

別，請各單位考量並增加計畫申請量。 

(四)請各學校廣為利用「玉山計畫」。 

(五)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USR 計畫未來

將與地方創生連結(有 134 個優先推動地區，但不侷限在這些地

區)，明年甚至可以增加國際連結。依據教育部的規劃，預計 5

月會公告徵件辦法(每校可以提十個計畫)、6-8月徵件、9月審查，

先了解附近鄉鎮是否需要本校協助提計畫案，若該鄉鎮提案經國

發會通過補助，教育部將加碼補助；若沒通過也可提出申請納入

USR 計畫。 

(六)進修部將採「學分累計制」，學生可修業到十年。 

(七)為強化各校對外籍生管理的諮詢與協助，教育部預計在逢甲大學

成立「境外生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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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學部、碩士班招生名額保留 20%授權由校長分配，博士班則為

30%。 

(九)將來 AI發展非常快速，記憶性及重複性的學科很容易被替代，

「分析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越來越受到重視。 

以上大略重點與各位主管說明一下，亦將相關資料傳至群組，請各單

位務必詳閱。 

 

柒、 上次會議(107年 12月 10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研究室網路共

用印表機管理辦法」修訂案。 

資訊中心： 

已於108年1月2日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網頁競賽活動辦法」

修訂案。 

資訊中心： 

已於 108年 1月 2日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圖書館設置辦法暨

辦事細則」修訂案。 

圖書館： 

已於107年12月25日公告於圖書館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特殊選

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新訂案。 

就學處： 

已於108年1月3日公告於招生中心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

要點」新訂案。 

人事室： 

已於107年12月24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審查辦法」修訂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107年12月24日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

頁。 

7 
通過「南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 

總務處： 

已於108年1月2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8 
通過「南華大學內部控制稽核小組

設置及實施辦法」修訂案。 

秘書室： 

已於107年12月24日公告於秘書室網頁。 

9 
通過「南華大學學校協助弱勢學生

學習輔導補助辦法」修訂案。 

產職處： 

已於107年12月24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10 

通過「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

學士學位學程 108 學年度美加 

留學班 2+2 雙學位計畫獎勵要點」

新訂案。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已於108年1月2日公告於學程網頁。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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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校務及研究發展處辦事細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校務研究組更名為評鑑服務組，故修正相關業務內容。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第一款第二目至第四目、第六目至第八目增列院及中心

之評鑑。 

二、增列第四條第二款第五目「本校利害關係人之相關調查作業。」 

三、有關校務研究部分之條文，請教務處納入相關法規。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校內佈告欄使用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課外活動指導組」於民國 107年 8月 20日教育部臺教高(一)

字 1070137635號函核定更名為「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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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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避免各單位提報優秀畢業生時產生爭議或有遺珠之憾，擬修

訂相關條文以達到公平公正公開之提報原則。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提之「各系(所)」修正為「各系(所、

學程)」。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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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壹拾、臨時動議： 

壹拾壹、主席結論： 

一、有關蔡加春校務諮詢委員所提之事項，請各相關單位協助： 

(一)學生反應宿舍之問題，請學務處再與學生連繫、多了解。 

(二)請教務處、各系主管及導師多了解學生轉學原因，並加強輔

導。 

二、針對賴信志主任所提之問題，請就學處協助處理： 

(一)招生 DM 有關獎助學金之部分，請就學處將「草案」字眼移除，

並修正為最新版本。 

(二)請就學處針對各系新生學測成績為 40 級分以上可領獎學金之

比例，通盤考量後再研議。 

三、學生若已達免學雜費、免住宿費之標準，請就學處將學生名冊註

記清楚，並請學務處與會計室再協調後續處理事宜，勿造成學生

繳費困擾。 

四、舉辦高中職營隊對招生有益，請就學處再協調，經費補助盡可能

從寬處理。 

壹拾貳、散會：(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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