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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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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21日將於高雄蓮潭會館舉行「招生檢討會」，邀請各高中校長

蒞臨分享，請各主管以及各系教師代表、院系助理請參加。 

二、8月 22日佛光山舉辦「供僧法會」，本校將會派 12名主管共同參與。 

三、福智文教基金會今年在本校舉辦「大專青年成長營」，總共有來自全國

各大專校院 850位學生參與，另有 700多位學生義工、500多位社會

義工共同協助活動進行，如此盛大規模的活動井然有序地完成，更帶

給參與學生相當多的感動，值得本校學習。 

 

陸、 上次會議(108年 7月 29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獎勵特殊優秀研究人

才支給要點」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8月13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論文獎學金獎助

要點」修正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 8月 13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職技人員晉升作業要

點」修正案。 

人事室： 

已於8月14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設置執行副主任之教

學單位出席會議/活動代表要點」新

訂案。 

人事室： 

已轉知設置執行副主任之學術單位主任/執

行副主任，並於8月14日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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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影印機設置與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本校影印機組設備取得方案調整，原以自購方式改以租賃方式辦理；

因此，進行使用及管理等相關條款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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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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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補助教師論文發表印刷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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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修正為「前項國外期刊論文每篇以新台幣壹萬元為補

助上限；國內期刊論文每篇以新台幣五仟元為補助上限」。 

二、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每學年度以補助一篇期刊論文為限，且必須

為每學年受理日期前三年內發表之原始創作學術性論文；論文若為多人合

著者限 1 人申請」。 

三、餘照案通過。 
  



3 

提案四 

提案單位：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教研人員發表學術期刊論文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列名原則及發

生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更正處理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80026798B 號函，公文主旨

「重申國內學者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列名原則，並應遵

循『政府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

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辦理」依來文說明三及說明四

訂定。 

二、公文說明三：惟經監察院調查指出，多數學校未配合訂定相關規範，恐致

大專校院教師無所適從，影響教師學術研究發表。爰重申各校辦理補助案、

計畫申請或教師資格審查等作業時，應依上開函釋及處理原則辦理，若遇

有未符規定情事，除依上開原則請駐外單位協處外，並請通報本部。 

三、公文說明四：請各校制定類此案件之處理機制及程序(包含列名方式、遭遇

不當干預事件應採取之作為、通報駐外單位協處及本部之機制、不符列名

規定之處理)，並進行宣導。學校未依上開規定積極處理者，本部將視個案

情況作為督導校務及相關計畫補助參採之重要考量。 

四、「南華大學教研人員發表學術期刊論文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列名原則及發

生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更正處理要點(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 

案由：修正「南華大學協助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 108 年 4 月 3 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080493641Y 號，函送 107 年

度計畫執行成效之審查意見，並參照其他學校所訂輔導項目檢討修正，提

高學生申請意願。 

二、以提升弱勢學生學習輔導成效，增加提供弱勢學生獎勵金額及項目，其執

行率有利教育部次年度經費核配及重要參據。 

三、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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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條修正為「為落實節能減碳，減緩地球暖化，涵養慈悲惜福，鼓勵參

與本辦法各學習輔導項目之弱勢學生推廣蔬食，可獲『推廣蔬食文化認同

卡』乙張，凡到指定餐廳食用蔬食，每次認證 1 點，每集滿 10 點後，學生

得填寫『補助獎勵申請表』（如附表）…」。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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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預計於 10月蒞校進行「107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經費實地訪視」，各單位如有使用獎補助款購買資本門設

備，請盤點並建檔資本門設備採購情形以及使用紀錄。 

二、未來可能會有不同教徒之境外生就讀，請國際學院研議設立祈禱室

之可能性。 

三、請圖書館統計、分析各系借書情形，提供各系了解。 

四、為鼓勵各單位招生之辛勞，往後將依各系招生情形，針對相關人員

進行記功嘉獎。 

五、藝文中心規劃未來活動，請事先與各單位討論、協調。 

六、為避免適法性問題，請各單位調整各委員會之委員之任期，視需要

可延長至下任委員選出為止。 

壹拾貳、散會：(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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