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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7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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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紀錄：蔡佳靜 

伍、 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已接近尾聲，尚有些議案需與各位主管討論，請各位提供建議。 

陸、 上次會議(108年 5月 20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交通安全教育

委員會組織要點」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6月10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2 
通過「本校 108 學年度行事曆」

新訂案。 

教務處： 

1. 已於 5月 30日新增於「教務處行事曆網頁」

及「南華大學 Google行事曆」、「南華大學行

事曆網頁」。 

2. 於 6月 5日 mail全校教職員 108學年度行事

曆電子檔。 

3 
通過「南華大學公務車管理要

點」修訂案。 

總務處： 

已於6月14日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教職員工福利

互助金補助要點」修訂案。 

人事室： 

已於5月31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職技人員進修

學位辦法」修訂案。 

人事室： 

本案於本次會議提案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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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務處研議有關「碩、博士

口試」、「論文上傳」及「辦理

離校」之截止日期與「畢業證

書領取日期」是否可放寬至八

月。 

教務處： 

本校「南華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辦法」第12條：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須繳交

規定所需之論文冊數及其他相關資料（依每學年

度規定之申請學位考試及辦理離校手續時，繳交

各項資料之時間表辦理），研究生學位論文電子

全文檔案，需以校內校外完全公開為原則。辦妥

離校手續後，發予學位證書。博士班、碩士班一

年辦理二次，惟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

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 

決議： 

一、有關「碩、博士口試」、「論文上傳」及「辦理離校」之截止日期，如

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者，請另案上簽處理。 

二、有關教職員生之離校手續，請各單位確實查核相關程序。 

三、餘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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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體育教學中心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運動績優生入學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運動績優生招生逐年困難，擬增加住宿優惠之獎勵誘因。 

二、擴大籃球與排球項目選手之獎勵。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明訂專案約聘教師提敘標準，並刪除已廢止之法條適用，擬修訂「南華

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學生輔導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學生輔導法第 8條規定，及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評鑑審查報告建議，修訂委員會組織要點。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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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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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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學術委員會會議修訂。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本案緩議，請研發處再行研議後於下次行政會議提出。 

提案五 

提案單位：原住民資源中心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已於 108 年 2 月通過教育部核定-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之設置，

依規定辦理新訂中心設置要點。 

二、「南華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要點(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六點「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為「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課程審查小組成員組成修訂。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三條第四款「…及校內外專家學者 2-3 人為審查委員」修正為「…及相

關專家學者 2-3 人為審查委員」。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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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推動志願服務施行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照現行服務教育課程施行辦法，大二以上青年志工時數應於畢業前在「志

願服務紀錄冊」完成 20 小時服務時數登錄，方能符合畢業資格。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惟本修正案適用於 107 級以後(含)入學學生。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國際及兩岸學院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實際業務執行情況修訂本辦法。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並於成行前 2 個月，由教師提出確定版本之…」修正為「…」

並於成行前2個月，由教師提出最終版本之…」，並於辦法後附上申請表格。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經 108 年 6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檢討會議」討論後，因

A、B 類教學助理須依規定繳交期末報告等相關資料，若授課教師及 A、B

類教學助理未如期繳交者，將取消次一學期申請之權利，故修訂「南華大

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六點第四款「…，內容以呈現工作執行狀況為原則…」修正為「…，內

容以呈現工作執行狀況…」。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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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職技人員進修學位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清楚規範職技人員進修學位申請對象及流程。 

二、辦法第二條修正為：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職技人員。(含編制內人員

及約聘人員) 

三、辦法第四條新增第三點：於本校修讀碩士在職專班者，不受年資及考績之

限制。 

四、辦法第八條修正為:依本辦法申請進修之人員，錄取後須檢齊有關文件及填

妥申請表，由單位主管同意(或推薦)，經人事室初審，轉送「人事評議委員

會」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未依上述規定報准者，取得學位後不得以該

學位做為提敘依據。 

五、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修正為「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職技人員。(不含專案助理)」。 

二、第八條申請時間不變，維持原條文於報名時檢齊有關文件。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新生 2+2 雙學位

計畫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新生 2+2 雙學位計

畫獎勵要點」，107 年 04 月 30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

修訂通過。依辦法之獎勵金補助，學生只需繳交平安保險費$210、語訓實

習費$700、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1200，共$2110 元。以此補助內容為學

雜費全免，而非學費全免，執行與辦法不符，故修訂要點。 

二、本案經 108 年 06 月 10 日本學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學程事務會議

修訂通過，並通過 108 年 06 月 24 日本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5 次院務會

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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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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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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08 學年度美加留學班 2+2 雙學

位計畫獎勵要點」，107 年 12 月 10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

會議訂定通過。依辦法之獎勵金補助，學生只需繳交平安保險費$210、語

訓實習費$700、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1200，共$2110 元。以此補助內容

為學雜費全免，而非學費全免，執行與辦法不符，故修訂要點。 

二、本案經 108 年 06 月 10 日本學程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學程事務會議

修訂及 108 年 06月 24日本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5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明確獎學金級距及計算標準。 

二、鼓勵 108 年大學考生就讀本校，針對「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大學入學指

定科目考試」，成績未達前 80%者，發放第一志願獎金 1 萬元。 

三、海外學習獎勵金區分出佛光山系統大學及非佛光山系統排名各領域世界前

100 名之大學。 

四、名詞修訂「2+2」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於本辦法統一修訂為海外雙學位學

費補助金。 

五、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五、六、七條皆統一於第一項加入「…填選本校為第一志願者，除

享有第一志願新台幣 1 萬元(以下同幣制)獎助學金外，另有以下…」，並於

該條次內刪除「第一志願獎金 1 萬元」。 

二、第四、五條第一項第二、三、四、五目之級距依序修訂為 25(不含)-40%(含)、

40(不含)-60%(含)、60(不含)-80%(含)及 80%(不含)。 

三、第十條修正為「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學生可選擇至佛光山系統大學或

自行申請非佛光山大學，但所修讀之領域排名為世界前 100 名之大學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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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各領域世界前 100 名之大學建議可參考 QS、TIMES、ARWU 或 U.S. 

News 等網站資料，以最新年度排名資料為準，若領域排名無最近 1 年之資

料，得以 3 年內之排名為準。(1)佛光山系統大學之補助額度與相關規定依

『南華大學與佛光山系統大學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辦理。(2)非佛

光山海外前 100 大之大學，但該校各領域排名為世界前 100 名學校之補助

額度及相關規定依『南華大學與非佛光山海外前 100 大雙學位計畫實施及

補助辦法』辦理。」 

四、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明確獎學金級距及計算標準。 

二、海外學習獎勵金區分出佛光山系統大學及非佛光山系統排名各領域世界前

100 名之大學。 

三、名詞修訂「2+2」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於本辦法統一修訂為海外雙學位學

費補助金。 

四、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五、六、七、八條皆統一於第一項加入「…填選本校為第一志願者，除

享有第一志願新台幣 1 萬元(以下同幣制)獎助學金外，另有以下…」，並於

該條次內刪除「第一志願獎金 1 萬元」。 

二、第五、六條第一項第二、三、四、五目之級距依序修訂為 25(不含)-40%(含)、

40(不含)-60%(含)、60(不含)-80%(含)及 80%(不含)。 

三、第十一條修正為「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學生可選擇至佛光山系統大學

或自行申請非佛光山大學，但所修讀之領域排名為世界前 100 名之大學研

修學位。各領域世界前 100 名之大學建議可參考 QS、TIMES、ARWU 或

U.S. News 等網站資料，以最新年度排名資料為準，若領域排名無最近 1 年

之資料，得以 3 年內之排名為準。(1)佛光山系統大學之補助額度與相關規

定依『南華大學與佛光山系統大學雙學位計畫實施及補助辦法』辦理。(2)

非佛光山海外前 100 大之大學，但該校各領域排名為世界前 100 名學校之

補助額度及相關規定依『南華大學與非佛光山海外前 100 大雙學位計畫實

施及補助辦法』辦理。」 

四、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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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特殊選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明確獎學金級距及計算標準及文字漏植。 

二、修訂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項。 

三、名詞修訂「2+2」海外雙學位學費補助金於本辦法統一修訂為海外雙學位學

費補助金。 

四、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達該三科組合成績人數累積前 26-40%級距所對應的級分和…」

修正為「…達該三科組合成績人數累積前 25(不含)-40%(含)級距所對應的級

分和…」。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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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主席結論： 

一、有關「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請相關單位積極與地方政府洽談、

合作。 

二、請校務研究辦公室(IR)與校長報告近期計畫、未來校務規劃。 

三、暑假進行之工程案，盡可能在暑假期間內完成，以便對師生的影響

降到最低。  

四、各院系大三學生「職場共通職能診斷」施測結果，請各院系與全校

平均值比較，對於較不足的職能進行規劃與輔導。 

五、請學務處盤點各單位工讀金之使用情形。 

六、請教務處將各教室上課巡堂紀錄送校長陳閱，以便了解全校上課情

形，避免影響學生權利。 

七、暑假期間常有颱風，請各單位加強所屬空間門窗管理，預先做好防

颱準備。 

八、暑期有二個重要招生活動，請各單位多加配合，請各單位網頁要注

意更新。 

(一)7月 20-21日在台北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舉辦「2019大學校院

博覽會(指考)」。 

(二)8月 11日在本校舉辦「108指考新生入學重要資訊說明會」。 

 

壹拾貳、散會：(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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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政塾位 2019/07/01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校長 林聰明

副校長
I 吳萬益

／國 際學院浣長

副校長
I 林辰璋

／產職處處長

副校長

1教務長／人文學 F完院長 I 楊思偉

主任秘書 葉月嬌

學務長 張心怡

總務長 謝鎮財 了

孑

阱發處處長 胡聲平
I 

r, I ~ ~ , 

就學處處長 I 簡明忠 I 茫4三

人事室主任 I 洪添福 1 方＼氪~f&

會計室主任 I 陳志妃 I r 
圖書館館長 I 洪嘉聲 I

\ 

鬥羨' 户--t', 

_ _.:--丶

焊鈫資訊中心主任 廖怡欽

/ 
教發中心主任 朱世雲

終身學習學皖院長 《 亢,J>:
／正念靜坐教學中心主任 呂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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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

單位／姓名

自然醫學妍究及推層中心

／生技系主任

人間佛教妍究及推靡中心

藝術文化阱究中心主任

陳秋媛

釋覺明

馮智皓

2019/ 07/ 01 

本人簽到 I 代理人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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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箜墜位 2019/ 07/ 01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院長
釋知賢

I （沈昭吟） 霫歸2紅

文創系主任 楊政郎

~ kg k 企管系主任 郭柬昇

王里

鷓子 l 
財金系主任 廖永熙

院 I 旅遊系主任 丁誌鮫

國際企業學程主任 賴丞坡

運動與健原促進學 許伯陽
士學位學程主任

文學系主任 陳章錫 川勻汛勺茂 I I ( n『八h\, I v《丶

I &:~~ ~ 
/ 

生死系主任 廖俊裕 ; 6 

人

文
幼教系主任 張筱雯

皐子 外文系主任
郭玉德

皖 I i語文中心主任

體育中心主任 何應志

宗教所所長 黃國清

通識 I 通識中心主任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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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 2019/07/01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 

社
晓長 張裕亮 汀圄7

會 傳播系主任 施伯燁 拘嘉
科

霆鬥
, 

壓子 國際系主任 鍾志明

院
應社系主任 劉素珍 旦珂
院長 盧俊宏 差、1爪『藝

三 / 術 視設系主任 葉宗和乙
與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
L/ 

丿 忥《旦］認t 鄭順福
系主任

計

翌5之鷓子 建景系主任 李 江．
浣 ,A 丶

1 月：民音系主任 李雅貞

皖長 陳柏青 芍沖鉛

科 資管系主任 陳信良 1:)三
技

資工系主任 賴信志 汩\~ &珥子

院
科技學院資訊科技

謝定助 仃r;t震昃進學班主任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
洪耀明

學位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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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 2019/07/01 

單位／姓名 簽到

列
席
指
導

校務諮詢委員 釋慧開

校務諮詢委員 蔡加春

列席人員

單位／姓名 夕戏 到

, )<:;; 

｀二
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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