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五）13：30
地點：南華大學（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C334）
主席：林理事長聰明
紀錄：南華大學洪添福
出席人員：林理事長聰明、郭常務理事長艶光(李研發長漢文代理)、侯
常務理事春看(黃副校長振家代理)、覺理事文郁、邱理事義
源、吳理事志揚、陳理事繁興、李理事文華(辜主任玉茹代
理)、郭理事秋勳、曾理事慶灜(鄭研發長朝旭代理)、陳理事
美菁、武理事東星(請假)、蘇理事銘宏(盧副校長維新代理)、
孫理事若怡(卜教務長湘麟代理)、林理事華韋(麥毅廷副教授
代理)、許理事舒翔(陳研發長昱丞代理)
張常務監事傳育、林監事博正、石監事文傑(請假)、艾群監
事 (請假)、鄭監事友仁、李監事坤崇、鄭監事耀輝
列席人員：聯盟秘書處葉秘書長宗和、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鄒主任川
雄、南華大學自然醫學研究推廣中心陳主任秋媛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第六屆第五次）會議紀錄（附錄附件 1，頁 1）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聯盟秘書處
案由：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103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確認暨常年
會費繳交情形報告。
說明：
ㄧ、103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附錄附件 2，頁 6）、收支明細表
（附錄附件 3，頁 7）。
二、103 年聯盟收入共 1,110,221 元，支出 463,511 元，結餘
646,710 元。
三、依本聯盟合作組織要點第四條：會員每年應繳納常年會費新
台幣 3 萬元，聯盟秘書處已發函請各會員學校繳納，各校陸
續繳交中。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聯盟秘書處
案由：本聯盟 104 年相關會議與活動之承辦學校，業經 103 年 9 月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1〜

30 日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臨時聯盟會議決議，謹
表列如說明項。
說明：
一、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104 年相關會議與活動時程：
月份
會 議 或 活 動 內 容
3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
4月
教務交流會議
5月
就業博覽會
5月
總務交流會議
6月
研發成果聯合發表會
6月
體育交流活動
9 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年度大會
9月
圖書館館際交流活動
10 月 社團成果聯展暨學生才藝競賽
11 月
資訊交流會議
12 月
學術研討會

辦 理 學 校
南華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大同技術學院
中州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
嘉義大學
明道大學
吳鳳科技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中正大學

二、另附 89 年至 104 年聯盟相關會議與活動之承辦學校一覽表乙
份（附錄附件 4，頁 8），請 參閱。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聯盟秘書處
案由：本聯盟選任監事南華大學研發長華志強自 2 月 1 日起歸建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監事乙職由候補監事建國科技大學鄭副校
長耀輝遞補。
說明：
一、前監事華志強教授於 103 年 9 月 30 日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第
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臨時聯盟會議中以南華大學代
表經選任為第七屆監事。
二、華志強教授自 2 月 1 日起歸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監事乙職
經簽奉理事長核准，自 2 月 1 日起由候補監事建國科技大學
鄭副校長耀輝遞補，鄭監事並出席本日會議。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本聯盟各推動委員會
案由：本聯盟「學術推動委員會」
、「中草藥推動委員會」10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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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說明：
ㄧ、依本聯盟各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六條：
「本委員會正召集人
應列席理監事會議，報告工作規劃及進度」規定辦理。
二、報告單位：
學術推動委員會：嘉義大學（附錄附件 5，頁 9）
中草藥推動委員會：南華大學（附錄附件 6，頁 15）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各項會議或活動承辦學校
案由：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104 年度擬辦各項會議或活動實施企劃
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
臨時聯盟會議紀錄」所議決 104 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二、 各承辦學校暨辦理各項會議或活動詳如下，擬辦活動時間暨
經費概估表請參考附件企劃書：
1.教務交流會議（4 月）：中國醫藥大學。（附錄附件 7，頁
16）
2.就業博覽會（5 月）
：大同技術學院。
（附錄附件 8，頁 21）
3.總務交流會議（5 月）：中州科技大學。（附錄附件 9，頁
26）
4.研發成果聯合發表會（6 月）：雲林科技大學。（附錄附件
10，頁 29）
5.體育交流活動（6 月）：彰化師範大學。（附錄附件 11，頁
33）
6.理、監事聯席會議暨年度大會（9 月）：嘉義大學。（附錄
附件 12，頁 41）
7.圖書館館際交流活動（9 月）：明道大學。（附錄附件 13，
頁 44）
8.社團成果聯展暨學生才藝競賽（10 月）
：吳鳳科技大學。
（附
錄附件 14，頁 48）
9.資訊交流會議（11 月）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附錄附件
15，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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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術研討會（12 月）：中正大學。（附錄附件 16，頁 63）
三、 聯盟學校規劃辦理日期與原訂日期異動之情形：
會議或活動內容
教務交流會議
就業博覽會
研發成果聯合發
表會
理、監事聯席會
議暨年度大會
社團成果聯展暨
學生才藝競賽

承辦學校
原定月份
新訂月份
中國醫藥大學 104 年 4 月 104 年 5 月
大同技術學院 104 年 5 月 104 年 4 月
雲林科技大學 104 年 6 月 104 年 12 月
嘉義大學

104 年 9 月 104 年 11 月

吳鳳科技大學 104 年 10 月 104 年 11 月

決議：
一、 通過。
二、 本案通過後，新訂之 104 年度各承辦學校暨辦理各項會議或
活動日程表如附件 18(頁 68)、89〜104 年度「彰雲嘉大學校
院聯盟」各項交流會議及活動承辦學校彙整一覽表如附錄附
件 19(頁 69)。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南華大學
案由：請 同意由本聯盟共同簽署『環境永續心靈環保大學宣言』
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科技的快速發展讓人類「想要的」快速增加，然這也導致地
球能源快速消耗、環境急速受到無法還原的破壞，當能源與
物資價格飛漲、大自然的強力反撲接踵發生後，人類開始反
思「如何能讓地球永續生存」
，全球「環境保護」聲浪於焉湧
起。
二、全球化的 21 世紀裡，個人、家庭、學校、社區、跨國企業、
非營利組織、政府組織、國際超國家組織等，不僅無法跳脫
彼此的影響，且已經形成一個利害關係共同體，而欲改善地
球環境、減少人類的破壞，必須從改變個人、家庭、學校、
社區成員的根本觀念做起，首將改善地球環境、共榮共存的
價值觀深植人心，再將之廣化、深化，環保意識將從眼前拓
展全球、恆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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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於上述之說明，本校謹提案本聯盟簽署本宣言（附錄附件
17，頁 67），使各聯盟學校共同成為『環境永續‧心靈環保』
之領航者。
決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南華大學
案由：請 同意本校分享「磨課師生命教育」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推動「以生命力帶動生命力」
，造就學生之生命自覺與態
度的轉變，對學生之生活態度、學習態度助益頗大。
二、另本校受教育部委託成立「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
，將於本(3)
月 23 日(一)揭牌，期使本校在「生命教育」之努力成效能分
享各個學校，最終得以提高青年學子的生命力、國際移動能
力與就業競爭力。
三、基於上述之說明，請 同意本校就有關生命教育推廣之成效
於會中簡報，並說明各校如何分享推動「生命教育」之成果。
決議：
一、 由各校將專長領域之磨課師課程皆予以納入此平台，若擬納
為正規課程則請南華大學在行邀集各 校相關人員協商討
論，並完成選課之標準作業流程，以利各聯盟學校之學生選
課。
二、 平台建置完成後再行考量跨區與南部學校進行共享交流。
三、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南華大學
案由：建置跨區基礎學科能力檢測及補救教學平台事宜，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擬於 104 年起建置「基礎學科能力
檢測及補救教學平台」。
二、採取共建共用原則，建置能力檢測題庫、補救教學網站。
三、參與學校 104 年起以建置一至兩科為原則，每科一年命題 100
題，兩年可建置 200 題的題庫。
四、參與學校 105 年起建置一至兩科的補救教學，提供學生自主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5〜

學習或教師進行補救教學之參考資料庫。
五、建置此平台，南華大學提供檢測題庫及網站建置之諮詢，參
與者相互分享、共用平台，發揮整合增值效果。
六、有意願參與此平台之學校，可與南華大學高瑩芬助理聯絡，
電話：05-2721001 轉 1941，email：yingfen@nhu.edu.tw。
決議：
一、 本案乃基於「共建共享」之精神，是以各校有參與始能分享。
二、 初期題庫資料之建置暫不規範格式，試行一段時間之後應逐
步規格化。
三、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南華大學
案由：共同建置跨校跨領域學程事宜，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擬於 104 年起建置「建置跨校跨領域
學分學程」。
二、採取共建共開、相互承認原則，建置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
三、參與學校可主導開設一至兩個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每學程
15-27 學分為原則。
四、主導開設學程之學校，得邀集其他學校共同規劃建置，並提
供跨校修習學生應有的協助。
五、有意願參與此平台之學校，可與南華大學黃玉蓉助理聯絡，
電話 05-2721001 轉 1182，email：sannyline@nhu.edu.tw。
決議：
一、 通過。
二、 會後請邀集有意願之學校進行討論。
提案六
提案單位：南華大學
案由：建置跨校跨領域教師社群及跨校學生學習社群事宜，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教師社群是課群的基礎，建置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需以教師
社群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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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本聯盟建置跨校跨領域教師社群、跨校學生學習社群，
促進校際的師生交流。
三、南華大學從教卓經費中，補助跨校跨領域教師社群、跨校學
生學習社群各五群，教師社群每群得補助 4000 元，學生社群
每群得補助 3000 元。
四、有意願參與之學校，可與南華大學黃玉蓉助理，電話
05-2721001 轉 1182，email：sannyline@nhu.edu.tw 聯絡。
決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南華大學
案由：本聯盟增設「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聯盟已有學術推動委員會、中草藥推動委員會等，若能增
置功能性委員會，將可大幅提升聯盟運作效能。
二、教育部已於 103 年 3 月頒佈「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未
來生命教育將是各級學校推動重點。
三、南華大學甫獲教育部補助設置「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
，增設
「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將可收相輔相成之效。
決議：
一、 通過。
二、經推選南華大學擔任正召集學校，雲科大為副召集學校。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請有意願辦理中草藥學術研討會之學校主動與聯盟秘書處聯繫。
二、本次聯席會議之議程進行相當順利，感謝各位理事、監事的支持。
陸、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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