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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8年 12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3:30 

貳、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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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中職畢業學生比去年減少大約 8千多名，本校這學期註冊率為

95.43%，比去年增加約 1%，能有這樣的成績的確相當不容易，感謝全

體同仁的努力。但高中職畢業生明年將比今年減少 2萬多名，未來將

持續減少，招生情況相當險峻，各系要凸顯出特色，並多與高中端接

觸。另外，也必須設法拓展境外生生源，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二、8月 20-21日於高雄蓮潭會館舉行「招生檢討會」，邀請各高中職校

長蒞臨分享，各主管、各系教師代表以及院系助理共同檢討，感謝大

家共同參與、討論。 

三、配合教育部 108課綱推動高中端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與大學端「審

查評量尺規」，就學服務處在 12月 18-20、24-25日請高中主任至各

系座談，因教育部對於各校系「評量尺規」要求很嚴峻，未來個人申

請時學校必須審查「評量尺規」，讓高中端更能掌握大學選才依據，

感謝各系配合。 

四、此外，從 10月下旬至今，陸續傳來獲獎的佳音，如榮獲香港《鏡報》

月刊第二屆「學校社會責任獎」、英國標準協會(BSI)「永續傑出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一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台灣永續能

源研究基金會(TAISE)「台灣企業永續報告金獎、台灣 TOP50永續企

業獎」等獎項，感謝各單位的付出與努力。 

五、在推廣生命教育方面，上周會同林副校長至教育部簡報，原則上通過

由本校承辦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委辦案，私立學校每年皆須經過評審

才能通過，感謝生命教育中心的努力。每年都會在學校辦理全國生命

教育頒獎典禮，來自全國各界生命教育典範特色學校蒞臨本校展覽、

互相學習，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效仿。 

六、12月 7日本校舉辦成年禮，總共有約 1,200位大學生、200位境外生

以及 600位家長，共計約 2,000人參與，感謝學務處及其他各單位的

協助與幫忙，讓活動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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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昨天收到中華民國服務利他促進會來文，本校經核定為第五屆「服務

利他獎」典範學校，並有一組老師及兩組學生入選「服務利他獎」具

體行動服務方案，相當優秀。 

八、百萬人興學紀念館從 5月落成後，陸陸續續有許多訪客，感謝佛光山、

董事會給予許多支持，讓各界更了解學校。 

九、硬體建築方面，妙音樓的執照已審核通過，僅剩內部整修，希望能在

明年暑假進行搬遷；綜合球場已安裝冷氣，封裝也在進行當中，預計

1月能完工，將來許多大型活動能運用綜合球場來進行。 

 

陸、上次會議(108年 6月 5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總務會議組織章程」修正

案。 

總務處: 

已於108年6月26日於總務處網頁「法規」專區公

告周知。 

2 通過「南華大學學則」修正案。 
教務處: 

已於108年9月5日公告在教務處網頁。 

3 
通過本校單位組織調整暨組織

規程修正案。 

秘書室: 

1.經董事會第九屆第六次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

部核定。 

2.教育部均已同意核備，並於108年8月6日公告於

秘書室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

性薪資實施要點」修正案。 

人事室： 

本案經108年7月1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80095750號函備查，並於108年7月3日公告於人

事室網站。 

5 
通過「108 學年度學雜費標準表」

部分金額修訂案。 

會計室： 

已報部並公告於會計室網頁。 

6 通過「108 學年度預算」案。 
會計室： 

已送董事會審核通過。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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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學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法規業經 108年 12月 4日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條文內容修訂如下： 

（一）修訂第十條條文內容：原「南華大學學生選課須知」法規名稱於 108

年 5月 27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改為「南

華大學學生選課實施辦法」。 

（二）修訂第三十七條條文內容：原條文第二款已依教育部規範訂定於學則

第一條，故修訂內容。 

（三）修訂第五十七條條文內容：依目前實際作業現況明訂研究生有違反本

條相關規定者應令退學。 

三、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三十七條維持原條款不修正。 

二、請學務處研議操行成績如何客觀辦理，避免教師以個人主觀評分。 

三、請學務處修正「南華大學學生獎懲標準」，統一規定。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增列院教學優良教師及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優良教師頒予獎勵金。 

二、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三點第二款第 1目「依據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獲選之

教學傑出教師或」修正為「依據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獲

選之院教學優良教師、校傑出教學教師或…」。 

二、第三點第三款第 1目「依據本校『優良導師評選及獎勵辦法』獲選之傑出

導師，每月支領 5千元，為期 9個月」修正為「依據本校『優良導師遴選

及獎勵辦法』獲選之傑出導師，頒予獎牌與獎勵金。」 

三、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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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本校全面自審，修訂各級升等審查規定。 

二、本案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級教評會會議提案三十六通過。 

三、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十條第一至三款「…符合下列條件：…」修正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刊登於 SSCI、SCI、AHCI、TSSCI、THCI類之學術期刊達 1篇以上，…」

修正為「…刊登於 SSCI、SCI、AHCI、TSSCI、THCI類之學術期刊至少 1

篇，…」。 

二、第二十二條第三款「…，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修正為「…，

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或經匿名審查之第一作者專書論文。」。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取消年限及件數限制，

修訂「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辦法」。 

二、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本案緩議，請人事室針對各代表的意見進行研議修正，並請先行送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再送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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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約聘教師聘任、改聘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增列約聘教師改聘為正式專任教師資格條件，並將「南華大學約聘教師聘

任辦法」名稱修訂為「南華大學約聘教師聘任、改聘辦法」。 

二、本案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級教評會會議提案十二通過。 

三、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六條第一目修正為「…得經當事人提出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改

聘為正式專任教師。」 

二、第六條第一目第一款修正為「以本校名義發表刊登於 SSCI、SCI、AHCI、TSSCI、

THCI類之學術期刊至少 1篇，…」。 

三、第六條第一目第二款修正為「以本校名義發表由正式出版社公開發行的專

書，…」。 

四、第六條第一目第三款修正為「以本校名義發表由作品、成就證明達…」。 

五、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專任教師聘約」，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第六條後段「，擔負教學、研究、服務、招生及行政等相關法令所規

定之義務」條文為「，擔負教學、研究、服務，並協助招生宣導及行政事

務」。 

二、刪除第十條專任講師限期升等條文。 

三、本校依相關教育法令，已訂定「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在此服務

規則中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已明訂下列規範： 

(一)第十二條：專任教師來本校服務滿三年(含)後，應於三年內發表具有

審查制度的學術專書或期刊論文，或公開展演(經院審查通過)，若未

符合上述任一項者，不得於校外兼課。 

(二)第十三條：專兼任教師來本校服務滿三年(含)後，應於三年內發表具

有審查制度的學術專書或期刊論文，或公開展演(經院審查通過)，若

未符合上述任一項者，將以不在本校研究所授課為原則。 

(三)第十四條：專任教師來本校服務滿二年(含)後，應於二年內申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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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科技部計畫（含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計畫）或執行透過本校行

政程序承接之產學合作案（以申請完成送案或簽約日期為計算基準），

若未符合上述任一項者，將不予晉級。 

茲為避免條文重覆，擬刪除「南華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十四條、第十五

條。 

四、部分條文刪除後條文序隨之調整。 

五、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略) 

 

拾、散會(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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