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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7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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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蔡佳靜 

伍、 主席致詞： 

一、7月 20-21日即將在台北舉行大學校院博覽會，各項招生活動仍緊鑼

密鼓的進行，各系請特別密切注意網頁更新，請隨時更新最新消息！ 

二、在 7月 19日召開董事會議前，為因應少子化的趨勢及配合組織調整，

本校也參考其他學校之作法，提出專任教師優惠退休辦法提請討論，

請各位主管提供意見。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專任教師優惠退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少子化趨勢，鼓勵資深專任教師自願退休，新訂「南華大學專任教師

優惠退休辦法」，以配合組織調整、兼顧專任教職員生涯規劃之需。 

二、「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專任教師優惠退休辦法」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提至董事會審議。 

  



2 

柒、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 

一、秘書室：去年本校已推薦 10位學生拍攝 IOH影片，點閱率以生死系最

高，生技系、外文系、建景系及資工系也相當熱門，今年也有 16位同

學拍攝影片，其中有 4位境外生分享他們來台求學之經驗，秘書室近

期會將影片連結給各系主任，也希望可將影片放至各系網頁上，亦可

放至各系招生 DM上，以增加各系曝光率。 

二、學務處：已將教育部規定之「108年暑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

項」家長聯繫函的宣導資訊，合併教務處成績單同時寄發，另請各系

協助宣導，暑期如有工讀、旅遊及戲水等事宜，請特別注意安全。 

三、總務處： 

(一)暑假提升宿舍品質之三項工程，已接續進行中，希望能在暑假完

成；另外有關學生宿舍電梯工程，將會安排暑假期間先將聲量大、

有敲打作業之工程完成，避免開學後影響學生住宿生活。 

(二)妙音樓內部裝潢、設備及緣起樓地板教室之工程皆陸續進行中，

希望能在暑假結束前完工。 

(三)目前已有颱風生成，可能會影響臺灣，請各單位做好防颱準備，

以確保人員及設備財產安全。 

四、研發處：與校長、副校長報告有關妙音樓面對的問題，本處擬訂可能

解決之四種方案提請報告。 

五、國際及兩岸學院：目前積極招生中，希望能招到 150位學位生及將近

200位交流生，如在暑假未招足，將於寒假將補足。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 

一、有關妙音樓之方案，另案與董事會報告。 

二、暑假期間各系有舉辦一些營隊，「食」、「住」之部分，請相關單位多加

注意。另，有關招生宣傳所用之宿舍照片，請新舊並陳，以免造成認

知之誤差。 

三、有關旅遊系實習餐飲教室，請旅遊系提出兩個方案分析，後續再綜合

考量並向董事會報告。 

 

拾、散會：(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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