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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06年 9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3:00-6:15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記錄:陳鈺琪 

伍、 主席致詞： 

一、9月 12日本校於佛光山授予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大和尚榮譽博士學

位及 9月 13日一行人來校參訪，進行非常順利，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各界都非常肯定。 

二、將來貴賓參觀路線原則先安排中道樓再到各棟，請總務處研議各棟與

各棟間通道之可能性，並考量景觀及天氣(下雨、太陽)。 

三、公車亭及各棟入口推播觸控系統建構及資料更新請相關單位全面檢

視，藉此介紹學校。 

三、有學生反應週六、日餐廳用餐問題，請林副校長及總務處協助協調處

理，改善本校生活機能。 

四、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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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廣西師範學院十二月份改名為南寧師範學院，民音系目前已簽屬交流

活動。 

五、現已開學，請各系所多關注學生，注意學生輔導，如有遇到問題隨時

提出。 

陸、 上次會議(106年 8月 7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校務研究專業倫理守

則」新訂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9月6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 

2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認證實

施辦法」廢止案。 

語文中心: 

已於 9月 7日撤下語文教學中心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補助學生英語檢定測

驗報名費實施要點」更名為「南華大

學鼓勵學生提升外語能力暨補助外

語文中心: 

已於9月7日公告於語文教學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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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檢測實施要點」修訂案。 

4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申

請作業要點」修訂案。 

教發中心: 

已於9月6日公告於教發中心網頁。 

5 

1.通過「南華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實施辦法」修訂案。 

2.請教務處和各系所衡量如何兼顧業

師資格與專業需求，如業師條件優

越，可另案簽准鐘點費 

教務處: 

1.已於9月11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2.已開放三個鐘點費級距(A:1000 B:1300 

C:1600)經由各系系務會議決議業師鐘點

費。 

6 
通過「南華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生活助學金實施細則」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9月11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修訂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9月4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8 

通過「南華大學榮譽學生班實施要

點」更名「南華大學 2+2雙學位學生

班實施要點」修訂案。 

國際及兩岸學院 

已於9月11日公告於國際學院網頁。 

9 

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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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案。 

國際及兩岸學院: 

已於9月11日公告於國際學院網頁。 

10 
通過「南華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

修訂案。 

國際及兩岸學院: 

已於9月11日公告於國際學院網頁。 

11 
通過「南華大學僑生工讀金實施細

則」修訂案。 

國際及兩岸學院: 

已於9月7日公告於國際學院網頁。 

12 

因放置於ｅ學苑之大圖切割機使用

時產生的聲音易影響圖書館安寧，因

而極少使用，請教發中心與創意產品

設計學系等單位研議，是否有新放置

教發中心： 

為提高設備使用率，並避免影響圖書館安

寧，經與藝術與設計學院院長及創產系協

調後，決議將大圖切割機轉移予創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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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以增加其使用率。 並移至中道樓二樓專業空間。目前已請廠

商評估搬遷方式並報價。 

決議: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1次招生會議，為吸引學測 47級分以上新生選擇本

校，修正通過「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 

二、原指考前 25-50%、學測 47-56級分可享本校第二級獎助學金，然學測 47級

分以上學生，對照百分比為總考生人數前 58.40%，故指考領取標準比照學

測，調整為 25-40%。  

三、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內容如下： 

1. 57-75級分、47-56級分獎助學金額度調整。 

2. 指考成績獎助學金級距調整、獎助學金內容調整。 

3. 新增第十條第三款：享有學雜費全額補助者，若該學期成績總平均介於

60分(含)以上、75分(不含)以下，於次學期學雜費採國立大學收費、住宿

費減半。 

4. 第十條款次變更。 

四、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1次招生會議，為吸引學測 47級分以上新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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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修正通過「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學士班一年級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 

    金辦法」。 

    二、原指考前 25-50%、學測 47-53 級分可享本校第二級獎助學金，然學測 47

級分以上學生，對照百分比為總考生人數前 58.40%，故指考領取標準比照學        

測，調整為 25-40%。  

    三、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訂內容如下： 

1. 54-75級分、47-53級分獎助學金額度調整 

2. 指考成績獎助學金級距調整、獎助學金內容調整 

3. 新增第十一條第三款：享有學雜費全額補助者，若該學期成績總平均介 

   於 60分(含)以上、75分(不含)以下，於次學期學雜費採國立大學收費。 

4. 第十一條款次變更 

四、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創新試辦計畫交流參訪經費補助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訂定「南華大學教學創新試辦計畫交流參訪經費補

助實施要點」參照附件一，提供經費補助，協助本校師生增進國內外交流及

強化與業界合作，以提升本校教師之教學、教材、教法，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二、申請人應依所屬學院(中心)規定時限，填寫「教師及學生參與創新教學之交

流參訪活動補助申請表」(如附表一)。 

三、「南華大學創新試辦計畫交流參訪經費補助實施要點」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 第三條第三款，刪除「上該補助費用均應檢據核銷」。 

二、 第五條，「本要點經本中心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修正

為：「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 「教師及學生參與創新教學之交流參訪活動補助申請表」增加附註如下： 

(一)申請人應依所屬學院(中心)規定時限，填寫「教師及學生參與創新教學之

交流參訪活動補助申請表」，向所屬學院(中心)提出申請，並由所屬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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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審議。 

(五) 此表正本連同會議記錄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請學院／中心自行複印留

存。 

四、 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運動績優生入學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明訂運動績優生的入學獎勵金範圍不包括領有校內或佛光山其他入學獎勵

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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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明訂運動績優生的獎勵金範圍不包括領有校內或佛光山其他獎勵金者。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五條修正為：「遴選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副校長、教學及行政

一級主管、校友總會理事長、校友代表一至三人組成，受推薦校友不得擔任

委員，會議時得邀請推薦單位代表得列席說明」。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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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訂「南華大學 e-Portfolio電子履歷競賽活動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 第四條，修正如下: 

報名方式如下： 

(一)由導師推薦，請各班導師進入「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檢視該班學生所登錄

的資料，至少推薦三位同學參賽，於公告辦理日期截止前將名單送交產學

合作及職涯發展處（以下簡稱產職處）。 

(二)個人報名：請上校務行政統報名。 

(三)兩年內曾獲本競賽優勝者，不得再參賽。 

二、 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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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辦公室與校務研究業務由校務及研究發展處改隸為教務處。 

二、系所評鑑業務由教務處移轉至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三、本處將校務研究組更名為評鑑服務組，並同時修訂本處辦事細則以符合現

行業務實際辦理情形。 

四、本案通過後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修改南華大學組織規程。 

五、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業務調整。 

二、修正執行秘書人數。 

三、合併校務及系所評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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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任務小組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業務調整。 

二、修正系所評鑑執行秘書及統籌單位。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法規內文「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一律改為「通識教育中心、

系(所、學位學程)」。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作業準則」更名及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作業準則名稱修正，將「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作業準則」修正為

「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作業準則」。 

二、業務調整。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撤案，教務處與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研議後於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廢止「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之外部評鑑作業準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停辦大學系所評鑑。 

二、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之外部評鑑作業準則詳如附件。(略) 

決議：同意廢止「南華大學自我評鑑之外部評鑑作業準則」。 

壹拾、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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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主席結論： 

一、2017大學校長論壇 11月 5日在本校舉辦，請各院長參與活動，並請

各單位配合辦理準備相關事宜。 

二、請學務處於業務報告提供未符合國立收費學生人數供各系瞭解。 

三、ｅ學苑之大圖切割機移至中道樓事宜請於 9月底前完成。 

 

壹拾貮、散會：(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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