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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104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行政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4年9月14日（星期一）下午3: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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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禹奇 
伍、上次會議(104年8月10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行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兼任助理

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

點」新訂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9月7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

頁，並召開學生勞動權益保障宣導會宣

導相關事宜。 

2 
通過「南華大學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辦法」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9月3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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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一般助學金實

施辦法」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9月3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三好護照施行

細則」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9月3日公告於學務處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導師制度實施

辦法」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9月1日公告於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司機、工友

及編制外人員工作規則」修訂

案。 

人事室： 

已於9月4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8 
通過「南華大學管理學院院務

會議章程」修訂案。 

管理學院： 

依據辦法第四條規定:本會議由院長、各

學系系主任、學程主任及教師代表(各學

系及學程各 1人)組成之。 

管院已請各系及學程於8月19日(三)中

午前回報參與院務會議之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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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准予核備 

陸、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三好護照施行細則」，提請討論。 
說明：「南華大學三好護照施行細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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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推廣教育業務辦事準則」，提請討論。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行情形 

9 
請人事室確認卸任主管皆已繳交

交接清冊。 

人事室： 

已確認主管皆辦理交接，交接清冊留存

備查。 

10 

請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於 8 月

20 日前完成畢業生流向調查分

析並提供給各系所。 

產職處： 

畢業校友流向調查分析結果已於8月17

日公告各系所；雇主滿意度調查分析結

果已於 8 月 19 日公告各系所。 

11 

請校務及研究發展處於共識營宣

導「南華大學學生兼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點」。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9月1日共識營宣導南華大學學生兼

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點。

12 

請各系所規劃於明年暑假至少開

出兩門針對大一新生之課程，以

攬住學生並充實其暑期學習生

活。 

教務處： 

一、已於 9 月 1 日共識營由李副校長佈

達請各系所擬定明年第 3 學期(暑

假)開課課程，提供大一新生選課。

二、本年度 10 月份召開會議，彙整檢核

各系所第 3 學期開課課程，並討論

擬定相關辦法與前置作業。 

13 

請資訊中心於明天(8月11日)前

排除本校網頁後台問題，並確認

各單位皆已完成網頁更新。 

資訊中心： 

處理結果：教師區塊資訊與校務系統資

料同步，人事室若設定完成則系統會自

行帶入系所網頁(含專任教師)；若主管

資訊為系上自行維護者，則必須由系所

自行更新。以上資訊已逐一檢視各單位

網頁，目前為資料最新狀態。未來人事

異動時，本中心於一週內提醒有異動之

單位，需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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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為提高院系所及老師辦理推廣教育意願，擬修訂相關條文及行政管理費比例。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略) 

決議：依委員意見修訂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職員工留職停薪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 103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決議，人事室研 擬修訂

本校教職員工留職停薪辦法。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略) 

決議：依委員意見修訂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審查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一、為因應 104 年 9 月 3 日召開「研究生助學金相關作業移交至教發中心協商會

議」決議，研究生助學金由學務處服學組移轉至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輔導組，

因此修訂相關辦法。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略) 

決議：依委員意見修訂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弱勢學生課輔 Tutor 指導服務要點」(草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為了因應教育部辦理「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強化弱勢學生

課輔資源，幫助學生課後與課餘學習成長，提供本校學生一個課輔諮詢管道，

協助解決本校學生在課業、研究及職涯規劃等需求，特訂定「南華大學弱勢

學生課輔 Tutor 指導服務要點」。 

二、「南華大學弱勢學生課輔 Tutor 指導服務要點」(草案)詳如附件。(略) 

決議：依委員意見修訂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申請 105 年度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書，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 104 年 8 月 3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40103641 號函辦理，9月 15 日

前提出申請。 

         二、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劃作業程序中第四項指出學校

應將計畫經行政主管會議或相關之衛生委員會議通過故提案討論 

         三、依據計畫內容必選議題，擬定本校 105 年健康促進議題為「身心健康促進(含

健康體位)」、「菸害防制與反毒」、「性健康教育(含愛滋疾病防治) 」三方面為

推動重點，而策略除強調健康知識的養成，更依健康促進的六大策略加以推

動，加強健康意識並以健康行為的養成素質為方向並強化校園運動環境設施以

提升健康生活環境，達到健康促進學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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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5 年度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書如附件一。(略) 
決議：依委員意見修訂通過 
 

柒、各單位業務重點報告：(略) 

 

捌、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105 學年度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重要時程，提請討論。 

說明：個人申請第二階段重要日期： 

   一、各大學審查資料上傳日期自 3/18 至 3/30 日止，調查目前各大學面試時

程如附件。(略) 

          二、面試日期為第一或二周，上傳日期截止日期為 3/21～24 日任選一天。 

             三、面試日期為第三或五周，上傳日期截止日期為 3/25～30 日任選一天，如

選擇學校太多，導致網路雍塞，則由甄選會逕行排定。 

             四、上傳日期繳交截止日期、報名第二階段截止日期、榜示日期、甄試總成

績複查截止日等，請討論決定。 

決議：如下表： 

 

104、105 學年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各階段重要日期一覽表 

 

104、105 學年個人申請各階段重要日期一覽表 

 104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04/3/26(四) 105/3/17(四) 

寄發指定項目通知 104/3/27(五) 105/3/18(五) 

上傳日期繳交日期截止 104/4/01(一) 105/3/28(一) 

報名第二階段日期 104/3/27～4/01 105/3/18～3/28 

面試日期 104/4/10、11、12 105/4/8、9、10(五、六、日)

重覆報考 2系協調會 104/4/14(二) 105/4/12(二) 

榜單會議 104/4/15(三) 105/4/13(三) 

榜示日期 104/4/17(五) 105/4/16(六)  

甄試總成績複查截止 104/4/22(三) 105/4/23(六) 

考生選填上網志願序 104/5、6(二、三) 105/5/3、4(二、三) 

公告分發志願序 104/5/11(一) 105/5/10(二) 

分發複查結果截止 104/5/12(二)中午 12 時前 105/5/11(三) 中午 12 時前 

錄取生放棄截止日 104/5/14(四)郵戳為憑 105/5/13(五)郵戳為憑 

104、105 學年繁星推薦各階段重要日期一覽表 

 104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公告錄取結果 104/3/17(二) 105/3/08(二) 

錄取結果複查截止 104/3/18(三)中午 5時前 105/3/09(三)中午 5時前 

錄取生放棄截止日 104/3/25(三) 105/3/16(三) 

向甄選會回報放棄名單 104/3/20(一)～4/02(四) 105/3/21(一)～3/2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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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105 學年度獎學金修訂辦法，提請討論案。 

說明： 
一、105 學年度學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獎助學金辦法，請參閱附件 1。(略) 

二、105 學年度學士班一年級弱勢新生入學獎助學金辦法，請參閱附件 2。(略) 

決議：原則通過，條文內容請使命副校長召集會議再研商並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 

 

玖、校務諮詢委員蔡加春教授發言： 
    一、常有許多外籍生找不到教室的情況發生，建議於學校行事曆背面加上教室分佈位置圖。 

    二、電腦教室外常有許多垃圾，建議以推動三好或綠森林的方式讓環境更整潔。 

 三、明年是大師 90 歲大壽、佛光山人間佛教弘法一甲子及南華大學 20 周年校慶，建議可思

考於佛陀紀念館舉行(碩士班以上學生)聯合畢業典禮。 

 

拾、執行董事-覺禹法師發言： 
一、人間福報因重視嘉義地區特別派駐一位記者，學校有新聞時可與其聯繫。 

二、學舍因人力不足無法準備餐具，10 月份起請大家前往用餐時自備碗筷。 

 三、佛光山將大規模辦理短期培訓班，網羅社會人士至佛光山就業，屆時名額將優先留給佛

光山體系學校畢業生，讓南華學生畢業即就業。 

四、佛光山將以最高規格和最嚴肅態度迎接明年盛大活動，而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各委員對於

南華大學抄寫萬份心經之願心非常讚嘆。 

 

拾壹、主席結論： 
一、請各單位多利用跑馬燈播放獲獎資訊以利宣傳行銷。 

二、未來是網路與數位時代，為及早因應此一趨勢，請各系、資訊中心、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中心規劃發展數位學習、網路大學。 

三、請各教學、行政單位創造亮點，輪流召開記者會，若有特殊亮點，亦可安排於台北舉行

記者會或餐敘。 

四、請秘書室排定時間由各單位新任主管向校長進行業務報告。 

五、請大家共同支持完成抄寫萬份心經大願，呈現給大師作為 90 歲大壽賀禮。 

六、請校務及研究發展處以全面國際化、網路化、資訊化之方向規劃本校未來中長程發展計

畫。 

 

拾貳、散會 (下午 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