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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6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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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萬益副校長                       記錄:蔡佳靜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上次會議(107年 05月 21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本校 107 學年度行事曆」新

訂案。 

教務處： 

已於5月30日公告於教務處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終身學習學院職員

在職進修要點」新訂案。 
終身學習學院： 

已於 6月 4日公告於終身學習學院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學校協助弱勢學生

學習輔導補助辦法」新訂案。 

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已於6月1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 

4 
請教務處清查休退學狀況並研擬

如何降低學生流失率 

教務處： 

目前教務處己整理休退轉之相關資料，將邀

請相關單位討論可能的問題，並結合IR的分

析，研擬可能的解決方案。 

決議：准予備查。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終身學習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推廣教育指導暨審查小組組織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訂原 單位舊稱。 

二、修訂推廣教育指導暨審查小組委員。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2 

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運用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為提升校務研究資料加值運用，以增

進研究結果支持學校決策及促進學術研究能量，依據本校校務

研究辦公室設置要點、本校校務研究專業倫理守則，及資安暨

個資管理制度相關規定，訂定「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

運用作業要點」。 

二、「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運用作業要點」草案詳如附件。

(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諮詢暨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

論。 

說明： 

一、因校務研究辦公室業務移轉到教務處，故做部分文字修改。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並主持

會議；…」修正為「…，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時得由校長指定委

員一人擔任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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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

論。 

說明： 

一、為強化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及緊急狀況之應變處置，明確律定

學校各單位權責，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工作手冊」、「校園災

害管理工作手冊」及「大專院校交通安全業務手冊」，作為本校

校園安全與災害管理工作之準繩，同時參考其他大學具體作法，

擬訂「南華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本要點草案經 107 年 04 月 24 日校園安全會報暨災害防救委員

會議決議，已檢討整合有關組織架構與編組部分，及修正委員

會組成層級。 

三、「南華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詳如

附件。(略) 

決議： 

一、第四條「…，另設置通報聯繫小組、緊急救護小組、避難引導

小組、災各害搶救小組，防救執行小組，成員由各小組組長依

任務特性…」修正為「…，另設置通報聯繫小組、緊急救護小

組、避難引導小組、災害搶救小組，成員由各小組組長依任務

特性…」。 

二、第六條「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及防災整備所需之必要裝備及相

關軟硬體設施之預算，由各編組所屬單位於前一年度提出需求

項目，以利預算編列。…」修正為「校園安全、交通安全及防

災整備所需之必要裝備及相關軟硬體設施之預算，由年度相關

預算支應。…」。 

三、餘照案通過。 

 

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4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一、請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追蹤資本門項目之執行情形，希望在下次行

政會議之前能進入請購程序。 

二、請教發中心說明預計建置之兩間智慧教室的地點以及各系是否可以

運用及其規範。 

三、今年畢業典禮因場地及氣候的關係，首次校院分別辦理，各院、系

的同仁都很辛苦，每個院的特色也都不一樣，展現很多創意，學生

及家長的反應都不錯，也感謝各位院長、主任提供的意見，明年會

依今年舉辦的情形、畢業生的狀況，也參考畢聯會的意見，再通盤

考量、評估。 

四、有關從大埔美工業區至學校之路線規劃，雖然總務處已與大埔美工

業區協調，設置兩個至南華大學的標示，另 google規劃從梅山交流

道至學校的路線。但請同仁再次檢視，能否再多增加一些標示，以

增加來校便利性。 

五、本校第一次與跟福建工程學院合作 3+1視覺藝術與設計專班，感謝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葉主任的用心，將於 6月 12日下午 4點半舉辦

福建工程學院專班暨大陸交流生結業典禮，歡迎各位師長前往觀摩。 

壹拾壹、散會：(16:26)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行政單位 汕1 8/6/ 11

單位／姓名 I I! 竺芒旦 I 代理人簽到
校長 林聰明

學術副校長
吳萬益 訌］／國際處處長

行政副校長
林辰璋 戸／產職處處長

主任秘書 紫月嬌 i:w這
教務長

I 王保進
1教發中心主任

學務長 尤惠貞 引蛻r.\';,· JG"M . ' 
I T - /l~ 、h I 

總務長 訝寸釘真貝才 ~ 
K LJ V Vj/ 

珊發處處長 胡聲平 訊｀平
就學處處長 簡明忠

人事室主任 I 湯培鈞 直丑｝

會計室主任 I 陳志妃 I 咔《孔

圖書館館長 I 洪嘉聲且美,lVL 昷
資訊中心主任 廖怡欽 乙二 軋仡欠

終身學習學院院長
呂凱文 ttv~ ／正念靜坐教學中心主任

人間佛教妍究及推魔中心 I 釋永有 氙曰了

藝術文化畊究中心 謝元富 l~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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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 2018/ 6/ 11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院長
釋知賢

晨召乩（沈昭吟）

文創系／會資系 張鐸瀚 ＼／＾二二二
,....,_, 1;呂>: , 

郭束昇 兮嘉［氦理 企管系主任

鷓子
'、--

財金系主任 廖永熙 戶f
院

旅遊系主任 丁誌鮫

國際企業學程主任 賴丞坡

院長 楊思偉

文學系主任 陳章錫

人'
生死系主任 廖俊裕

文 幼教系主任 張筱雯 / I '"'\ 

鷓子 l 

~-乜/屆轰院 外文系主任 郭玉德

體育中心主任 乞勺
1運動與健康促進 許伯陽 丶 ;c~1 
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宗教所所長 黃國清 主五
通識 I 通識中心主任 林俊宏 篆:t{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列席人員 翦18/6/11

單位／姓名 夕戏 到

董事會 羨＼瘧
列 駐校董事 覺禹法師 工＼＼席
指

校務諮詢委員 釋慧開導

校務諮詢委員 蔡加春

列席人員

單位／姓名 簽 到

势諄釒 两舄怠 譏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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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 2018/ 6/ 11 

代理人簽到單位／姓名

院長 張裕亮

施伯燁傳播系主任

鍾志明國際系主任

社
會
科
學
院

劉素珍

盧俊宏

應社系主任

院長

視設系主任

鄭順福創產系主任

陳惠民建景系主任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院

馮智皓民音系主任

陳柏青院長

陳信良資管系主任

賴信志資工系主任

玉紅q硐陳秋媛生技系 主任

科技學院資訊科技

進學班主任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

學位學程主任

科
技
學
院

謝定助

洪耀明


	106-2-5行政會議紀錄
	img0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