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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0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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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蔡佳靜 

伍、 主席致詞： 

一、5月 17至 19日佛光山於本校舉辦百萬人興學紀念館啟用感恩法會，請

秘書室安排導覽相關事宜。 

二、請林副校長與總務處規劃有關妙音樓之進出動線。 

 

陸、 上次會議(108年 4月 1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科技學院永續綠色科

技碩士學位學程諮詢委員會設置辦

法」新訂案。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已於4月16日公告於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

學程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圖書館館藏報廢作業

要點」修訂案。 
圖書館： 

已於 4月 16日公告於圖書館網頁。 

3 
通過「南華大學優良導師遴選及獎勵

辦法」修訂案。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已於 4月 16日公告於學輔中心網頁。 

4 
通過「南華大學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

處理要點」修訂案。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已於 4月 16日公告於學輔中心網頁。 

5 
通過「南華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優良教

學助理獎勵辦法」修訂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 4月 16日公告於教發中心網頁。 

6 
通過「南華大學優良課堂筆記獎勵辦

法」修訂案。 

教學發展中心： 

已於 4月 16日公告於教發中心網頁。 

7 
通過「南華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實施辦法」修訂案。 

教務處： 

已於 4月 16日公告於專業倫理與品保組網

頁。 

8 
通過「南華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補助出國交流實施要點」新訂案。 

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已於 4月 17日公告於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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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南華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規章於 108 年 4 月 3 日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法規修正重點為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增加人事室主任、體育中心主任，以

落實本校教職員工之健康管理。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學院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境外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在南華大學境外生獎助學金設置辦法中，明訂謂 B 類獎學金比照國立大學

收費標準為學雜費減半，但實際上學雜費收費減半只針對學士班學生，而碩

士班、博士班學生 B 類收費標準實際只減免學費 17,500 元，並沒達到收費

減半。故建議將 B 類獎學金條文進行以下之文字修改。 

二、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健全課程學程化發展機制，強化學生學習，故擬修訂「南華大學學程實

施辦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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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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學生曠課三分之一扣考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學則第三十條規定修訂辦法。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整合第四條及第七條，將第四條修正為「學生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

席者，視為曠課。」；第七條修正為「學期中某科目請假及曠課累計時數

已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學生，…」 

二、餘照案通過。 

三、有關「排除該科目扣考學生所填之教學意見調查」部分，將改列入「教

學意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並於 5月 27日 107-2第 1次教務會議提案修正。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新訂「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自 107 學年度起推動「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供教

師升等、教學研究等職涯發展，並提升教學品質及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二、依據學術委員會決議，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長期投入教學研究機制，由

權責單位教務處研擬相關獎勵。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第二條「…連續三年獲本計畫經費補助，且每案至少十二萬元（含）以

上…」修正為「…連續三年獲本計畫經費補助，且每案至少十萬元（含）

以上…」；申請表併同修正。 

二、第四條增列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專案

補助計畫款支應為原則」。 

三、第五條增列審查會議小組成員，修正為「審查會議小組由教務長、教學

發展中心主任、副教務長、專業倫理與品保組組長、課務組暨註冊組組

長及申請教師所屬單位之系主任及院長(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所組成。」 

四、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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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略) 

玖、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獎勵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避免各單位提報優秀畢業生時產生爭議或有遺珠之憾，擬修訂相關條文以

達到公平公正公開之提報原則。 

二、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詳如附件。(略)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惟本辦法刪除之「為校爭光獎」、「熱心公益獎」及「義行風範獎」請納入其

他獎勵辦法，並考量親善大使之獎勵。 

拾、主席結論： 

一、畢業典禮訂於 6月 1日(六)16:30至 18:00舉行，請各位主管事先預

留行程。 

二、請人事室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職工體檢經費款源之規定，針對本

校補助教職員體檢費用之款源進行說明。 

三、請各教學單位檢討班級人數減少之原因，並請教務處控管開課鐘點

數，必要時請考量併班上課。 

四、請資訊中心盤點各教學單位之電腦使用狀況。 

五、高教深耕計畫資本門應以本校教學設備更新為優先考量，必要時得

重新分配使用項目。 

六、有關「體育必修學分」事宜，請體育中心另作專案向校長報告，並

上簽陳核。 

七、有關「個人申請逕予錄取名單」，除網頁公布外，請就學處亦寄送紙

本通知給錄取考生。 

八、有關「適性轉系」學生之導師費用如何計算，請學務處於導師會議

上說明；另外，校共同課程(中文閱讀與表達及英文閱讀與表達、英

文聽講與溝通等)是否開放適性轉系之同學自行加退選，請楊副校長

召集會議協調。 

壹拾壹、散會：(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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