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7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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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歡迎各位新任主管，感謝柳雅梅學務長、國際及兩岸學院賴淑玲院長

以及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黃志雄副執行長加入南華大學團隊，期望他

們豐富的行政經驗能帶來新氣象；亦感謝各位卸任主管的付出與努

力。 

二、行政工作很辛苦，過去我在台塑集團服務，秉持著做事「要如期完成」、

「品質要好」及「服務態度要好」，與大家勉勵。 

三、本校為佛光山所創辦，與佛光山相關的活動皆要全力協助，如：要將

雲水書車好好推動，將大師的理念推動到社區。 

四、8月 7日大學指考放榜，緊接在 8月 11日辦理「108指考新生入學重

要資訊說明會」，對新生及家長介紹學校的「食、衣、住、行」及「海

外學習獎勵」等相關議題，希望各系主任及老師同仁能夠全力以赴準

備。 

五、今晚在鈺通飯店舉辦「新舊主管交接餐敘」，歡迎各位主管前往參加，

互相交流。 

陸、 上次會議(108年 7月 1日、7月 15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運動績優生入學獎勵

辦法」修正案。 

人文學院體育教學中心：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體育教學中心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修正案。 

人事室： 

將俟董事會通過後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輔導委員會組

織要點」修正案。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學輔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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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4 
通過「南華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設置要點」新訂案。 

原住民資源中心：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指導

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學務處：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服學組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推動志願服務施行

辦法」修正案。 

學務處：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服學組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

辦法」修正案。 

教務處、國際及兩岸學院：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國際學院網頁。 

8 
通過「南華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修正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9 
通過「南華大學職技人員進修學位

辦法」修正案。 

人事室： 

已於7月26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10 

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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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國企學程網頁。 

11 

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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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案。 

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已於7月25日公告於國企學程網頁。 

12 
通過「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入

學獎助學金辦法」修正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7月26日公告於就學服務處網頁。 

13 
通過「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弱勢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修正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7月26日公告於就學服務處網頁。 

14 
通過「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特殊選

才新生入學獎勵要點」修正案。 

就學服務處： 

已於7月26日公告於就學服務處網頁。 

15 
通過「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專任教

師優惠退休辦法」新訂案。 

人事室： 

將俟董事會通過後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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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才支給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人事室於 108 年 6 月 5 日修訂「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

點」第五點「…各類頂尖人才之彈性薪資核給比例不得低於 5%，且副教授

以下職級人數佔獲獎勵人數至少 20%。」，予以修訂本要點。 

二、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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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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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七條修正為「申請之案件，已獲其他單位獎助者，不得重覆提出申請。」。 

二、餘照案通過。 

 

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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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職技人員晉升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修正如下: 

(一)近三年考績佔總成績20%。(優等100分，甲等原80分修改為85分(請參閱

成績評分標準表) 

(二)近三年考勤記錄增列曠職1天扣此項總分10分。(請參閱成績評分標準表) 

(三)近三年有擔任本校委員會委員(限人事室辦理投票選出之選任委員同儕

投票佔總成績5%。 

(四)近三年參與學校重大活動修改為近三年支援學校重大活動。 

(五)對學校有具體貢獻占總成績20%。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人事室依與會人員所提之意見進行檢討與因應。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設置副主管之教學單位出席會議/活動代表規範要點」，提請討

論。 

說明： 

一、為因應學校需求，本校於相關系、所、學程設置副主任兼執行長，為規範其

出席各項會議/活動之代表身分，特訂定「南華大學設置副主管之教學單位出

席會議/活動代表規範要點」。 

二、各項會議原當然代表為教學單位主任者，得依本要點之規定改由副主任兼執

行長出席會議。 

三、「南華大學設置副主管之教學單位出席會議/活動代表規範要點(草案)」詳如

附件。(略) 

決議： 

一、本案之要點名稱及內文之職銜皆修正為「執行副主任」。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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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主席結論： 

一、請學務處準備三好校園複審意見回應之資料，擇期報告。 

二、8月 20-21日就學處在蓮潭會館舉辦招生檢討會，將會有 40名以上的

高中校長前往參加，請各系多推薦 1-2位老師，把握這次機會與高中

端建立關係。 

三、請各系多注意學生畢業之前應修但未修之學分狀況，注意學生畢業門

檻，並請資訊中心協助檢視系統。 

四、請運動學程特別注意有關加入職棒同學之修課情況，要符合教育部規

定之比例原則，或提出實驗性教學方案。 

五、教學意見調查疑似有重複累計之情形，請教務處與資訊中心確認。 

六、本校已通過增設生死學系博士班，請加強宣導，並好好規劃，保持品

質。 

七、8月 7日指考即將放榜，請各系主動連絡學生，好好把握，不要放棄任

何一位學生。 

壹拾壹、散會：(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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