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年 01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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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校永續發展，今日特別邀請台灣循環經濟學會呂良正理事長專

題演講「邁向循環經濟城市」，提升本校對於循環機濟的認知與深化永

續發展精神。 

二、今日頒發以下獎項：(一)108學年度第 1學期榮退頒獎、(二)107學年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優良教師、(三)學務處-107學年度(第九屆)優良導

師、(四)學務處-108年度培育珍珠學生計畫-珍珠導師，感謝各位老

師、同仁對學校的貢獻。 

陸、 上次會議(108年 12月 9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終身學習學院單位英文名

稱」修正案。 

終身學習學院： 

1、經108年12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本院對外及

相關文件、網站等英文名稱均已更改為

School of Lifelong Learning（SoLL）。 

2、本院以此英文名稱順利設計海報、簡章、行

銷文宣……等，順利推廣本院各系列課程。 

2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

證實施要點」修正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108年12月31日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境外專班招生規

定」修正案。 

國際及兩岸學院： 

已於109年1月7日公告於國際學院網站。 

4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參加校外競

賽活動補助及獎勵辦法」修正案。 

學務處： 

已於 108年 12月 30日公告於生活輔導組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校內獎學金

設置辦法」修正案。 

學務處： 

已於108年12月30日公告於生活輔導組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新生

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新訂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08年12月31日公告於就學處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弱勢

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新訂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 108年 12月 31日公告於就學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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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8 
通過「南華大學 109學年度特殊

選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新訂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108年12月31日公告於就學處網頁。 

決議：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申請「109 年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獎助款」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申請教育部 109 年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獎助款，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

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第七點第（二）項

第 2 款規定：獎助款計畫須經過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提報行政主管會議通

過後，於教育部所定期限內函送一份報部。 

二、本案經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8 年 12 月 24 日)提案通過。 

三、南華大學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三好社團人」特色主題計畫三年中長程

發展計畫及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

畫經費支用明細表詳如附件(略)。 

決議：請林副校長召集相關單位討論修正計畫書，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學生論文獎學金獎助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8 年 12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委員會會議決議修訂

條文。 

二、修正要點第四點，每學年受理二次，受理期間上學期自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下學期自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為原則。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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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8 年 12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委員會會議決議修訂

條文。 

二、另新增條文，第二條第三項為提升本校藝術、技能領域之專題研究能量，增

加藝術、設計作品形式展出補助及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成果規定。 

三、另新增條文，第六條第三項計畫經核定補助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若計畫

主持人因故未能執行計畫，須於計畫執行三個月內辦理計畫撤銷。未依規定

辦理者，三年內不受理申請案。 

四、另新增條文，第七條計畫執行期限屆滿，但未完成結案前，如遇主持人離職

或退休時，應於離職或退休前完成結案成果繳交，不適用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款三年之規定；未依規定完成結案者，應返還已支領之補助款。 

一、 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六條「計畫於執行期間，遇主持人變更或離職情事時，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修正為「計畫於執行期限內，原計畫主持人變更、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無

法執行計畫時，應依以下規定辦理：…」。 

二、第六條第二款「主持人離職時，可選擇以下方式之一辦理…」修正為「主持

人離職、退休時，可選擇以下方式之一辦理…」。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學院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作業須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第二點，大

學校院招收（包括分發及考試）研究所僑生人數五人以上者，得於送教育部

核配優秀僑生獎學金補助款，本校 108-1 學期研究所僑生人數為 6 名，已符

合申請資格。 

二、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第三點訂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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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作業須知訂定通過後擬適用各級研究所僑生。 

四、「南華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審查作業須知(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第三款「未獲政府相關計畫補助及其他補助者」刪除。 

二、第九條「經費來源：每學期由教育部編列預算支應」修正為「經費來源：每

學期向教育部申請核備補助款支應」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9 學年度美加留學班 2+2

雙學位計畫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9 學年度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入學標準從英文均標降為英文底標，獎學金

補助除均標，其餘皆比照學校獎學金辦法辦理。108 學年度級 109 學年度獎

勵要點對照表如表 1，南華大學與國企學程獎勵要點對照表如表 2。 

二、「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9 學年度美加留學班 2+2 雙學

位計畫獎勵要點(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增列第三點第六款「在西來大學就讀 2 年期間，修業科目有二科不及格者，

補助金減發四分之ㄧ，三科（含）以上不及格者，補助金減發二分之ㄧ。」。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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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一、高教深耕計畫將於 1月 20日繳交，請高教深耕辦公室針對委員意見

及會議討論結果進行修正後送校長審閱。 

二、請各系設法多方掌握碩士班報到新生，以穩定碩士生註冊率。 

三、教務處已於授課大綱新增「UCAN職涯類型設定」及「聯合國全球永

續發展目標設定」欄位，請各系幫忙加強宣導。 

四、請教務處於期初、期末加強上課巡堂，請教務長與課務組組長多抽

查。 

五、春節期間加強校園安全及防盜作業，請保全加強巡邏。 

六、各單位若增加用電設備請一定要向總務處報備，避免造成用電安全

危害事件。 

七、請總務處多注意假日教室內垃圾問題。 

八、春節期間未回國之境外生，請國際學院加強輔導、關心。 

九、請學務處掌握每學期因故而恢復私立學校收費之學生人數與情況。 

十、「就學穩定率」與「國際移動力」兩議題將在共識營與大家討論。 

壹拾壹、散會：(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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