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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1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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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蔡佳靜 

伍、主席致詞： 

一、本校榮獲「國家品質獎-永續發展典範獎」，經濟部工業局於12月6日

舉行頒獎典禮並由蔡英文總統頒授獎牌，感謝各相關單位的努力！ 

二、本校107學年度註冊率為94.39%，感謝大家的努力，讓本校在少子化

影響下仍有不錯的成績。 

三、原教育部將系所調整報部時間提早至1月底，近日來文將報部時間調

整至3月15日，校內作業時程多些緩衝時間，但還是要按照規定程序

進行。 

陸、上次會議(107年 5月 30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修訂案。 

秘書室: 

已於107年6月20日公告於秘書室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訂案。 

通識教育中心: 

已於107年6月20日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新訂案並

「南華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及審議要點」廢止案。 

人事室: 

已於107年6月20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及

技術應用升等辦法」修訂案。 

人事室: 

已於107年6月20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5 通過「107學年度預算」案。 
會計室: 

董事會通過，預算已核定。 

6 
通過「107學年度學雜費標準表」

案。 

會計室: 

已報部及公告於本校會計室網頁。 

7 
通過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更名為「課外活動組」案。 

秘書室: 

1.經董事會第九屆第四次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

定。 

2.教育部已同意核備，並於107年11月8日公告於秘

書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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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8 
通過管理學院「非營利事業管理

學系」申請裁撤案。 

就學處： 

一、「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已於103學年度總量

提報作業時由教務處提報與「企業管理學系」

申請「系所整併並更名」為「企業管理學系」。 

二、教育部已於 102/8/16臺教高 (四 )字第

1020131952號函同意通過「系所整併並更名」

申請案，故不用再申請裁撤。 

9 

通過管理學院「旅遊管理學系休

閒環境管理碩士班」申請裁撤

案。 

教務處： 

本校於107年5月31日以南華教字第1070500855號

函報部。 

教育部於107年8月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核復如下： 

同意「旅遊管理學系休閒環境管理碩士班」，自108

學年度起裁撤。 

10 

通過管理學院「文化創意事業管

理學系休閒產業碩士班」申請裁

撤案。 

教務處： 

本校於107年5月31日以南華教字第1070500855號

函報部。 

教育部於107年8月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核復如下： 

同意「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碩士班」，

自108學年度起裁撤。 

11 
通過管理學院「會計資訊學系」

申請裁撤案。 

就學處： 

一、配合108總量填報作業第一階段提報作業申

請裁撤「會計資訊學系」。 

二、教育部已於107/8/6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通過裁撤申請案。 

12 

通過科技學院資訊管理學系進

學班、電子商務管理學系進學

班、自然生物科系學系進學班申

請裁撤案。 

就學處： 

一、配合108總量填報作業第一階段提報申請作

業申請裁撤「資訊管理學系進學班」、「電子

商務管理學系進學班」、「自然生物科系學系

進學班」。 

二、教育部已於107/8/6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通過裁撤申請案。 

13 

通過 108學年度管理學院「管理

學院國際企業碩士學位學程(全

英語)」增設案。 

教務處： 

本校於107年5月31日以南華教字第1070500855號

函報部。 

教育部於107年8月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核復如下： 

因校內已有企業管理學系，不同意另設國際企業

碩士學位學程，故緩議。 

14 

通過應用社會學系申請新設「社

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並

停招社會學碩士班，如新設碩士

班申請未通過，則撤銷社會學碩

士班停招申請案。 

教務處： 

本校於107年5月31日以南華教字第1070500855號

函報部。 

教育部於107年8月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核復如下： 

1. 同意新設「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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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碩士班」。 

2. 同意「應用社會學系社會學碩士班」，自108學

年度起停招。 

15 

通過科技學院108學年度申請增

設「樂齡與樂活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案。 

就學處： 

一、配合108總量填報作業第一階段提報申請作

業申請增設「樂齡與樂活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 

二、教育部於107/8/6臺教高(四)字第1070130360

號函本案：應具體敘明課程及師資規劃，爰

本案予以緩議，請審慎規劃後提報109學年度

系所增設作業。 

16 

通過 108學年度南華大學「樂齡

養生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增

設案。 

教務處： 

本校於107年5月31日以南華教字第1070500855號

函報部。 

教育部於107年8月6日以臺教高(四)字第

1070130360號函核復如下： 

本部107年3月15日臺教技(一)字第1070031667號

公告，各校餐旅領域系科(包括觀光、餐旅、餐飲、

烘培、旅遊、休閒)不同意增設，並已列入107年4

月23日108學年度總量提報作業說明會宣導事

項，貴校規劃樂齡養生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屬

10199其他餐旅及民生服務細學類，爰本案予以緩

議。 

17 
通過「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設

置要點」修訂案。 

終身學習學院： 

已於107年12月21日公告於終身學習學院網頁。 

18 
通過「南華大學採購作業辦法」

修訂案。 

總務處： 

已於107年6月21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補充說明：第15及16案為配合未來趨勢增設，可惜未獲教育部同意，予以緩議

。將再依教育部意見修正後再提案。 

決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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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學生代表由學生遴(推)選二名(其中至少一名為女性)共

同組成之…」，修正為「…學生代表依『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

級會議實施要點』產生二名(其中至少一名為女性)共同組成

之…」。 

二、修正對照表之說明欄修正為「學生代表依據『南華大學學生代表

參加校級會議實施要點』產生」。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校務會議規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學生代表依據「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實施要點」辦理

遴選，依現況做條文修正。 

二、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訂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第四款「學生代表：所占比例人數為校務會議成員總額十

分之一，由學生遴(推)選產生。」，修正為「學生代表：所占比例

人數為校務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依『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

校級會議實施要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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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對照表之說明欄修正為「學生代表依據『南華大學學生代表

參加校級會議實施要點』產生」。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南華大學因應少子女化之組織調整構想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自 108學年度起至 117學年度止，臺灣地區大學校院將面臨嚴重

少子女化衝擊，此期間大一新生生源數將逐年下降，其中又以 108

學年度至 111學年度期間生源數下降情況最為嚴重，本校面臨少子

女化之嚴峻挑戰，除持續提升辦學績效、強化招生工作外，亦必須

未雨綢繆，預為規劃，因應變局，故奉校長指示，在盡可能保障所

有專任教師工作權的前提下，提出組織調整之主動程序與被動退場

門檻方案，以期本校能順利渡過此波巨大少子女化海嘯衝擊，追求

百年永續之大學，實踐  星雲大師辦學理念。 

二、依據 107年 12月 3日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決議，修正草案內容後（如附件），提送校務會議討論。(略) 

決議： 

一、方案一「主動調整程序」及方案三「學院整併規劃」緩議，並請

研發處持續與各單位溝通、協調。 

二、方案二「被動調整方案─系所被動停招或減招門檻」，第一條第四

款「…且其碩士班前二年註冊率均達 90％（含）以上者，並在不

影響全校日間學士班當年新生平均註冊率達 60%（含）以上者…」

修正為「…且其碩士班前二年註冊率均達 80％（含）以上者，並

在不影響全校日間學士班當年新生平均註冊率達 60%（含）以上

者…」，並加入優退方案，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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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擴大包含得免評鑑之計畫案項目及免評條件並調整計分，擬修

訂「南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二、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訂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第三項第五款修正為「擔任科技部各類研究案主持人、教

育部計畫案主持人、USR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經費 500萬元

(含)以上之計畫案協同主持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其他由

校長擔任總主持人之計畫案協同主持人、中央部會或其他外部計

畫案(含產學合作案，惟每案金額要達 30萬元以上)主持人，近六

年內累計達三件者。(享免評鑑後，累計將重新計算)」。 

二、第二條第三項第九款修訂為「當學年度學校整體註冊率達 85％(含)

以上，而於該學年度擔任一級主管者」。 

三、教師聘約內容有需修正之處請人事室配合修正。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細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擴大包含得免評鑑之計畫案項目及免評條件並調整計分，擬修

訂「南華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細則」。 

二、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訂稿詳如附件。(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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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評鑑辦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七款及第八款已審議通過，「T4-9」

條文刪除。 

二、配合教師評鑑辦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九款審議結果，S3-1「兼任行

政、學術一級主管及計畫經費 5,000萬元(不含)以下高教深耕計畫

執行長之教師(最高 40分/學期)」修正為「當學年度學校整體註冊

率達 85％(不含)以下，而於該學年度擔任一級主管者，及計畫經

費 5,000萬元(不含)以下高教深耕計畫執行長之教師(最高 40分/

學期)」。 

三、「教師評鑑標準表」中佐證資料提供單位全數修正為目前實際審核

單位。 

四、R4-5及 R5項目請藝術與設計學院召集院內意見，並提供給人事

室參考修正。 

五、餘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發言及回應： 

謝青龍代表：前瞻會議決議之重要案件，應經校內三級三審或校務會議等

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林聰明校長：前瞻會議討論之事項大多為重要公文之管考或校內重大活動

之協調，一般重要案件仍需經過校內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等

相關會議通過。 

 

拾、主席結論(略) 

 

拾壹、散會(18:00) 

 



107 學年度第 l 學期第 l 次校務會議簽到單

單位／姓名

校長

副校長

／國際學院院長

副校長

／產職處處長

副校長

噹然代表

林聰明

吳藹益

林辰璋

1教務長／人文學院院長
楊思偉

學務長

總務長

阱發處處長

就學處處長

人事室主任

主任秘書

會計室主任

圖書館館長

張心怡

訝寸釒真貝才 l 、

胡聲平

簡明忠

洪添福

葉月嬌

陳志妃

洪嘉聲

2018/ 12/ 26 

本人簽到 I 代理人簽到

巧卟瓦

資訊中心主任 廖怡欽 只仁~}、

教發中心主任 1 朱世雲

終身學習學F完院長 呂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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噹然代二表 2018/12/26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管理學 F完浣長 I 釋知賢 旦 I 巴久
社會科學院院長 張裕亮 I 主霫印， 、
藝術與設計學院浣長 盧俊宏

科技學 F完院長 陳柏青

通識中心主任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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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代表 2018/12/26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吳欽杉

褚麗緝

管理學 F完教師 ／郭柬宇昇
楊政郎 才鷗

廖永熙 斤 l 2、,J
丶 l

賴丞坡

張筱雯

郭玉德

陳章錫

黃國清
人文學院教師

廖俊裕,~

鄭幸雅

魏書娥

林原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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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代奏 2018/12/26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張楓明

陳婷玉 篔玄曇L
Q_ 刁 ,:

社會科學浣教師 截柬清

鍾志明

呂明哲

周立倫

曾惠真

藝術與設計學院教師 鄭順福

張誦芬

陳惠民

吳光閔

科技學院教師
二黃冠雄智
蔡加春

鍾國貴

通識中心教師 謝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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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代表 2018/12/26 

單位／姓名 I I~ 王~.jf,:,1 I 代理人簽到
學務處 郭瑞霞

會計室

會計室

廖崧智

釋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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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 2018/12/26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 I 

藝術與設計學 F完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黃慶中 羞亢t

科技學F完
I 

資訊管理學系
潘信佑 璹冏霈

管理學 F完 启鈕
財務金融學系

羅昱誠

人文學院
I ' 

汩口氘
生死學系

郭芸彤

— 社會科學 F完

傳播學系
蔡佩伶 輯諴

藝術與設計學院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林靖芳 訂瓦閂

科技學 F完
謝孟芳

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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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姓名 夕戏 到

列 董事會

席
指 丶 ·一"

導 駐校董事 覺禹法師 ＼崮
旁聽人員

序號 單位 姓名 夕戏 到

1 內互抖邸印弋汩启 ｀訌鬥 三迂L鬥

2 Ir 霑［羨～ 卫羞
3 人汀湟 印v曰r 沁瘺
4 江荳彞愚篆 ~fl 至[ 簡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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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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