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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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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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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頒獎： 

頒發 106學年度學生實習課程獎勵： 

第 1名幼教系、第 2名旅遊系、第 3名企管系、第 4名應社系、第 5名生

死系殯葬組、第 6名生技系 

陸、 主席致詞： 

一、2月 23、24日在台北、台中及高雄分別舉辦大學博覽會，各校競爭相

當激烈，也感謝支援各場次的老師、職員及學生。 

二、學測成績已於今日(2月 25日)公告，後續將有一連串招生宣導活動，

請大家共同努力！雖然學測報考人數有增加，但大多為重考生，面對

少子化的衝擊，大家要謹慎因應！ 

 

柒、 上次會議(108年 1月 14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校務及研究發展處辦

事細則」修訂案。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已於2月1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校內佈告欄使用暨管

理辦法」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2月12日公告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

頁。 

3 
通過「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

現獎勵辦法」修訂案。 

學務處： 

已於2月12日公告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網

頁。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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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成立此要點，以利計畫推動。 

二、「南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設置要點(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七款「本校」屬贅字刪除。 

二、第四條「…執行中心業務。…」修正為「…執行業務。…」。 

三、第五條「…推動中心業務。…」修正為「…推動業務。…」。 

四、第六條刪除「計畫結束後解聘之。」 

五、第八條「…副執行長及組長之差勤加給，比照本校行政二級主

管…修正為「…副執行長及組長之差勤加給，得比照本校行政

二級主管…」；「…專案人員加給，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

應。」修正為「…專案人員加給，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專款經

費支應。」 

六、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職技人員選修本校課程實行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清楚規範職技人員選修本校課程之修課時數及時間。 

二、辦法第三條修正為：進修人員每人申請於上班時間內之上課時

數每周至多以四小時為限，但不得延誤正常工作。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徵得單位主管、各系所主管暨任課老師同意，並向

人事室報備…」修正為「…徵得單位主管、各系所主管暨任課

老師同意，並完成申請及請假手續…」。 

二、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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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社會資源拓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107年12月 3日臺教高(四)字第1070210301號函規定，

各校外部募款機制需於108年度規劃申請中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包括項目:(1)學校訂定之相關規定(2)外部募款收入明細表並檢

附捐款意向書或收據(有敘明捐款意向)等。 

二、本案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經林副校長邀集相關人員討論結果，

協請人事室及資訊中心規劃及建置有關外部募款資訊，產職處已

先行完成資料建置於本校募款首頁，以爭取教育部補助認列。 

三、俟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請校長依辦法聘任副主任委員、

委員，以利組成本委員會。 

四、「南華大學社會資源拓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師培養第二專長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考量教師培養第二專長之實際申請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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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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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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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公告 108 學年度學測成績，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提供 30

種組合之「學測各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二、配合此公告，修訂本辦法第三、第四條，原「三科級分合」修

訂為「三科組合成績」。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往後如需修正續領資格，請通盤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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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公告 108 學年度學測成績，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提供 30

種組合之「學測各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二、配合此公告，修訂本辦法第四、第五條，原「三科級分合」修

訂為「三科組合成績」。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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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就學服務處 

案由：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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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聯會公告 108學年度學測成績，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將提供 30

種組合之「學測各組合成績人數累計表」。 

二、配合此公告，修訂本辦法第四第一項，原「三科級分合」修訂

為「三科組合成績」。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生海外學習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全校導師會議導師意見提案」進

行條文修正，新增訂學生若需要提前支領海外獎勵金的辦法說

明。 

二、針對部分條文定義清楚。 

三、此法案修訂通過後擬適用各級學生。 

四、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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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境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教師開設移地交學課程，故在境外移地教學獎勵金之獎勵

金額擬修訂為補助領隊教師來回經濟艙機票費。 

二、此法案修訂通過後擬適用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後提出境外移地

教學申請之領隊教師或職員。 

三、此外，針對教師以教育部相關計畫帶領學生至海外學習或參與校

務及學術相關活動，但未獲任何差旅補助者，可申請補助來回經

濟艙機票一張及日支費，合計支領金額最高上限為 5 萬元，以鼓

勵教師多參與教育部相關計畫。 

四、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五條第五款「為鼓勵教職員配合推動教育部海外學習(含見實

習)計畫，或校務及學術相關之交流活動，凡帶領10名以上學生，

參與計畫或活動，並負責規劃協調、督導訪視、及學員考評之教

職員，未獲相關計畫差旅補助者，得申請補助該次經濟艙來回機

票及日支費，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 5萬元。但帶領學生未達 10

名，情形特殊者，得專案簽請同意補助。」修訂為「為鼓勵教職

員配合推動教育部海外學習(含實習)計畫，或校務及學術相關之

交流活動，凡帶領 10名以上學生，參與計畫或活動，並負責規

劃協調、督導訪視、及學員考評之教職員，經事前審核簽准得申

請補助 1名該次經濟艙來回機票及日支費，最高補助上限新台幣

5萬元。但有外部計畫之專款及配合款，應優先使用。若核定學

生未達 10名，得專案簽請，經校長核定後予以補助。」 

二、此法案修訂後適用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後(含)之課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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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凡使用政府補助經費(包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出國交流

活動，務必事先完成簽准同意程序後再執行，請大家確實遵守，事

後補簽一律不受理。 

二、為讓學生知道老師的 Office hours，請各系主任轉達，提醒各位老

師將表單張貼至研究室門口；也請教務處研擬如何提升教學意見調

查表之填答率。 

三、學測成績公告，近期將會有許多考生搜尋各系網頁，請各系隨時更

新。 

四、各院、系若有特殊活動(如體驗活動等)，可告知就學處，以利安排

高中職了解、參訪。 

壹拾貳、散會(18：00)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l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行政單位 2019/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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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院院長

副校長
I 林辰璋

／產職處處長

副校長

1教務長／人文學院浣長 I 楊思偉

主任秘書 葉月嬌

學務長 張心怡

總務長 訝寸釘真貝才 、
` ' 

妍發處處長 胡聲平 譌
就學處處長 i 簡明忠 I 羣丑式

, 'L. - / 、 7

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 陳志妃

圖書館館長 洪嘉聲
I ' ; 

資訊中心主任 一丶"一
I 廖怡欽 /尸 11

教發中心主任 朱世雲

終身學習學院浣長
／正念靜坐教學中心主任 I 呂凱文 ， 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l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行政單位 2019/ 02/25 

單位／姓名 i 本人簽到 i 代理人簽到丨
自 然 醫學妍究及推魔中心

／生技系主任
陳秋媛

人間佛教趼究及推層中心 l 釋覺明

i ttl 

藝術文化阱究中心主任 I 馮智皓丨 7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l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教箜墨位 2019/ 02/ 25 

單位／姓名 本人簽到/ 代理人簽到

院長
釋知賢 -'-1'一多Z, 

（沈昭吟）

文創系主任 楊政郎

,-,.....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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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誌鈫

國際企業學程主任 賴丞坡 iii為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l 許伯陽
士學位學程主任

文學系主任 陳章錫

生死系主任 廖俊裕

人

文
幼教系主任 張筱雯 / I -

鷓子 外文系主任
郭玉德 f宣1語文中心主任

院

亻 1i體育中心主任 何應志

宗教所所長 黃國清 ／差五＼互
通識 I 通識中心主任 林俊宏 I刁＼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l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教學單位 2019/02/ 25 

代理人簽到單位／姓名

張裕亮院長

施伯燁傳播系主任

鍾志明國際系主任

社
會
科
學
院

劉素珍應社系主任

盧俊宏晓長

葉宗和Z視設系主任

霆江＾鄭順福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

系主任

李建景系主任 江、工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晓

李雅貞民音系主任

陳柏青浣長

陳信良資管系主任

賴信志資工系主任

謝定助

洪耀明

科技學 F完資訊科技

進學班主任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

學位學程主任

科
技
學
浣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l 次行政會議簽到單

列席人員 2019/02/25 

單位／姓名 簽到

列
席 校務諮詢委員 釋慧開

指
導 i 校務諮詢委員 蔡加春 三／

列席人員

單位／姓名 夕又及 到

圓亮汩見 幷色賛 幷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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