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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97 年 4月 22 日(二)下午 14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

主席：丁教務長志權 記錄：陳文群

出席人員：各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所所長、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軍訓室

主任、電算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師培中心主

任、通識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等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教務處秘書、各組組長、學生代表等詳如簽到簿。

壹、報告

一、主席報告

(一)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原撥給圖書館的10%，轉撥各系所。請各系所確

實督導研究生落實工讀，其工作內容如下：1.系所教學、研究。2.系所

行政業務。3.學習輔導。4.生涯輔導。5.實驗室與場廠管理。6.其他適

當之工讀事項。

(二)下(97)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將於 5月 23 日起，開放學生預選，希望在

轉知教師於 5月 23 日前將教學大綱上網。

(三)本校申請 97 學年度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草案已完成，感謝各單位

的配合。計畫內容涵蓋師資面、課程面、學生面及學習環境與國際化學

習等。教育部截稿日期為 5月 5日(一)。五項主軸計畫如下：

1.主軸計畫 A為「提升教學效能」。

2.主軸計畫 B為「發展多元適性課程」。

3.主軸計畫 C為「學力奠基與生涯導航」。

4.主軸計畫 D為「建構數位學習環境」。

5.主軸計畫 E為「提昇學生國際視野」。

(四)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 4點規定，兼任教師以聘任具備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為原則，惟若相關專長確為稀有或有實務課程需要，應把握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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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程於提教評會審議前先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並循三級教評會

程序審議通過後，始得聘任講師擔任之。又依教育部 72 年 11 月 5日函

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退休後復在公立學校兼課之時數，每週以不超

過 4小時為宜，上述每週 4小時係指日夜間部併計而言。

(五)教師因重大事由，在 93－95 學年度期間請假以致超過一學期以上不在

校者，是否須接受此次評鑑案之解釋如下：

1.今（97）年教師評鑑之提供資料期間為 93、94、95 學年度。若在該期

間中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進修、

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等），不在校者，得參加今（97）年之教師評

鑑或申請延後評鑑。

例如：某教師於 93 學年度出國進修一年，其可參加今（97）年之教師

評鑑，提供資料之期間為 92、94、95 學年度：或可延至明（98）年接

受評鑑，提供資料之期間為 94、95、96 學年度。

2.依據本校評鑑辦法第三條規定，教師在當年度（評鑑辦理當學期 97 年 2

月 1日後）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

進修、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等）不在校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

後順延辦理。因此教師可在此次教師評鑑提出延後接受教師評鑑之申

請，交由系（所）、中心教師評鑑委員會與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審查。

依規定各系所中心應於於四月底前送院辦理。由院長召集院教師評鑑

委員會召開教師評鑑會議，進行評鑑。評鑑工作應於五月底以前完成，

將評鑑結果及評鑑會議紀錄連同當年度經審查合於免評鑑條件者報校

備查。

(六)本校榮獲教育部重要特色人才培育計畫補助 1620 萬元。包括「前瞻性農

業技術人才培育計畫」(農學院劉院長景平主持)與「傳統食品產業生物

科技化製程提升與行銷管理人才培育計畫」 (生命科學院邱院長義源主

持)。

(七)本校榮獲教育部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補助。總計畫主持人為生

命科學院邱院長義源。1.A 類計畫「生物統計與資訊科學學程」，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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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用數學系陳主任嘉文。2.B 類計畫「應用感測元件製作簡易生理儀

器」，主持人為生化科技系楊副教授奕玲，協同主持人為生物機電系楊助

理教授朝旺。

(八)透過全校各學期教師教學評量之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全校教師應

加強之職能。並分析各自變數與依變數之正反向影響關係，以了解教師

受評成績之客觀、公平性。資料範圍：93、94、95 學年度及 96 學年第一

學期，七個學期，共 15,037 筆。分析全校老師受評題項(共 12 題)，各

題之平均得分。

排名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8.教師樂意與學生溝通。 4.2565 0.42834

2 6.我能感受本科教師的教學熱誠。 4.2269 0.4414

3 1.教師教學內容豐富且具系統性。 4.2229 0.44903

4 7.教師能鼓勵學生表達意見，或參與討論。 4.1956 0.44056

5 3.教材內容能涵蓋學科重要的觀念。 4.1805 0.44097

6 10.教師重視平時成績考核。 4.1595 0.40104

7 2.教師能清楚地詮釋抽象觀念。 4.1576 0.46135

8 5.教材內容能整合學習資源。 4.1572 0.43461

9 11.作業份量與程度合適。 4.1521 0.43169

10 4.教材內容能連結過去的學習經驗。 4.1355 0.43799

11 12.教師能適切地評量學習成果。 4.1312 0.43121

12 9.教學活動設計能帶動學習氣氛。 4.1149 0.49425

計分：非常同意 5分、同意 4 分、普通 3 分、尚可 2分、待改進 1分

1.教師受評得分的情況，與「修課人數」有顯著的「負相關」，修課學生人數越多，

教師的評量成績越不好。

2.教師受評得分的情況，與「學生成績」有顯著的「正相關」，學生的成績越高，教

師的評量成績亦越高。

3.教師受評得分的情況，與「修課年級」有顯著的「正相關」，為高年級所開的課程，

其教師評量的成績較高。

4.教師受評得分的情況，與「開課學期」有顯著的「正相關」，時間越久之前所做的

評量，其教師評量的成績越低。

二、教務處報告

(一)註冊組報告

1.依本校 96 年 12 月 18 日校務會議決議，修訂學則第 37 條第 4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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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班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論文學分不列入計

算），累計兩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或單一學期所修科

目學期成績全部零分者應令退學。該案並附帶決議：「研究生章程第 19

條逕配合本案修正文字後，並循行政程序辦理」。研究生章程原為教務

會議權責事項，因考量教育部作業時程規定及本校實施時程要求，爰併

同學則修正案提至 96 年 12 月 18 日校務會議審議後，已完成報部核備

（核准文號 97.1.17 台高（二）字第 0960207438 號函）。現提本次教務

會議報告補正程序。

2.依本校學則第53條規定，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成績優異學生，合於下列

規定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結）業：（1）修滿畢業應修

科目及學分數。（2）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名次均在該系同班學生數前

百分之五以內。（3）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4）各學期體

育、軍訓成績均在七十分以上。為辦理提前畢業資格審查作業，學生應

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四上）或前一學年（三下），於學期期

末考前，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由學系初審是否符合提前畢業資格，再

由教務處複審通過後核發學位證書。

3. 97 學年度轉系審查作業業已辦理完畢，總計提供轉系名額 98 名，申請

轉系學生計 93 名，經轉系審查委員會議決議後，核准轉係 36 名，依限

完成轉系報到 35 名，1名放棄轉系資格。轉系作業後之缺額將流用至轉

學考試補足。

(二)招生與出版組報告

1.97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本校已於 4月 8日放榜，並公告錄取名單，將於

5月初受理報到，如有未報到或放棄者，其名額將回流大學考試分發招

足。

2.9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第一階段錄取榜單已於 3月 24 日公告，通過第二

階段之錄取榜單預定在 4月 23 日公告，並在 5月 17 日（星期六）及 24

日（星期六）受理正、備取生之報到；另正、備取生之個人資料將在 5

月 8日（星期四）前 E-mail 到各系所之公務電子信箱中，屆時請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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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據報載 97 學年度大學新生註冊率將納入評鑑指標，而本校大學部歷年

報到率大多維持在 92-94%間，而碩士研究生如統計到 9月份則註冊率就

下降許多，請各系所多加強與新生連絡輔導，以鼓勵到校註冊就學，另

教務處將於 97 年 8月中旬大考放榜後，即提供新生資 料供各學系聯繫

錄取生。

4.依教育部 97.1.3 新頒「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

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之規範已更趨嚴謹，其中增設博、碩士班及師

資質量之管控都有明確之規定，請各系所及早因應。

(三)課務組報告

1.為便於學生查詢課程綱要與教師 Office Hour（請益時間），請教師至 E

化校園維護相關作業，以達 100%上網率。

2.本學期(96-2)教師鐘點資料表已請各系所於 3/28 前擲回教務處彙整，感謝

各系所、中心配合。因部分系所延遲繳交及課程持續異動，本處於 4/10

收齊全校教師鐘點資料表，隨即簽會各相關單位，俾利出納組儘速核發

教師鐘點費。

(四)教學發展中心報告

1.為協助新進教師盡速熟悉本校教學環境，教學發展中心於 97 年 2月 13

日舉辦「96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進教師研習會」，96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進

教師共計有 9位，並有 4位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未參與當年度的新進教

師參與此次研習會，預計共有 13 位教師參加，此研習會邀請教務處、

學務處、研發處、人事室、會計室，以及電算中心等，作各單位業務簡

述報告。

2.本校辦理教師評鑑工作：依規定各學院應於每年 2月底前，通知各系(所)

中心列出當年度應接受評鑑 之教師名單，各系(所)中心應備妥受評教師

資料（含各項評鑑資料之證明文件），經系(所)中心教師評鑑委員會通過，

於 4月底前送院辦理。由院長召集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召開教師評鑑會

議，進行評鑑。評鑑工作應於 5月底以前完成，將評鑑結果及評鑑會議

紀錄連同當年度經審查合於免評鑑條件者報校備查，並將評鑑結果送交

各系所、中心轉知受評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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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修推廣部報告

(一)本部為因應上學期新港藝高遷校，林森校區 C棟教室清空後，經清查教

室課棵椅尚缺 350 張，為提供師生教學上課使用，已簽奉校長核准並經

校統籌會議通過同意採購，目前正進行採購程序中。

(二)為協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本部已將林森校區各教室目前教學設備資

源，一併清查整理詳列如《附件一;頁 1》，請參考。未來授課教師在教學

設備上若有任何需改善之處，敬請向本部提出建議，以便納入檢討改進。

貳、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碩士班修博士班課程或博士班修碩士班課程，於成績單上

是否仍應加註區別。

說 明：

一、本校目前大學部修習研究所課程或研究所修習大學部課程，均在成

績單上作區別。因“大學部修研究所課程”主要是大學部學生修習

研究所課程後，若不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則日後到研究所就讀時，

可以申請抵免研究所課程；而註記”研究所修大學部課程”則是大

學部課程不計入研究所成績計算。

二、依學則第二十條規定，不論碩修博或博修碩課程，若經系所同意，

均計入畢業學分，且碩士生修博士班課程，於升入博士班就讀時，

不得再計入博士班課程。因碩博士班同屬一個學制，是否仍需在成

績單上註記課程的屬性（例如註記：碩士班修博士班或博士班修碩

士班課程），請討論。如需註記區分者，中英文成績單是否均應註記？

決 議：暫時不註記。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各學系審查轉系名單時，依所定審查標準進行審查通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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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不列備取生，以免依學生志願順序分發時衍生爭議。

說 明：

一、依本校轉系辦法第八條規定，學生提出轉系申請時，至多可填寫

三個志願，並依其志願優先順序核准轉系，不得有異議。

二、各學系在審查過程中，除依轉系招收名額列出正取生外，也列備取

生數名，以利正取生未至新學系報到時，其缺額得由備取生遞補。

但學生因有志願順序，若又列備取，容易造成爭議，例如在某生第

一志願為微免系備取生，但第二志願為生農系正取生，若同學逕予

錄取生農系，則同時喪失微免系備取資格，此種情形易造成同學疑

義。

三、為免衍生爭議，且於分發時能做到公平、公正原則，日後各學系審

查轉系時僅需列出審查通過與否，不再列備取。若日後仍有缺額，

則回流至轉學考試補足。

四、本案業經 97 年 3月 28 日轉系審查會議通過，因該次會議出席人員

僅限該學年度提供轉系名額之學系，為審慎起見，擬提本次會議討

論後自 98 學年度轉系審查開始實施。

決 議：

一、明年開始，各學系審查轉系生時不列備取生為原則。

二、「各學系審查轉系生時不列備取生為原則」文字請加註於提案十之修

正條文中。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廢止本校專科部學則。

說 明：

一、本校現已無專科部學生，擬廢止本校專科部學則。

二、本案討論通過後，擬提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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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97學年度增設或更名系所之英文翻譯與授予學位名稱。

說 明：請參閱《附件二;頁 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廢止本校研究生章程。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97 年 1月 17 日台高（二）字第 0960207438 號函示：本

校原「研究生章程」名稱，建議修正為「研究生學則」，其條文含

「章程」字樣者，一併修正為「學則」。

二、本校若依前項將「研究生章程」修正為「研究生學則」，相對於現

行學則應修正為「學士學位班學則」，然原「研究生章程」中有關

研究生權益事項並不完備，且現行學則實已涵蓋研究生部分教務事

項。

三、使研究生權益與義務規範更加完備，擬廢止研究生章程（共二十六

條），而相關權益與義務事項仍有規範必要者，分別整合至學則或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附件三;頁 3～8》。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學則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為第一、二、四、七、七之一、八、十四、十四之

一、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四、三十

四之一、三十六、四十、四十一之一、四十二條、四十三條《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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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頁 9～18》。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條第二項文字修正為「本學則所稱之系(所)含學位學程，……

其規範與系(所)相同」

三、第四十三條：

(一)暑修所修之科目區分為補修或暑假開設課程(如重要特色人才培

育計畫)。

(二)本條文之文字請主政單位修正。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為第二條之一、第九條、第十二條《附件五;頁 19～24》。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二條之一文字修正「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系所規定期限內將論文

指導教授。名單送請系所主管認可（論文指導教授為碩、博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當然委員，其資格悉依本辦法第五條、第八條規定）。

如經本系（所）同意，得選定系（所）外合於資格規定之教師（含

專任、兼聘及兼課者）為論文指導教授。惟選定系（所）外教師為

論文指導教授時，則需有本系（所）合於資格規定之專任教師共同

指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為第二條、第四條《附件六;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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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第三條《附件七;頁 26～27》。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學生轉系辦法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為第四條、第五條《附件八;頁 28》。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提案二「各學系審查轉系生時不列備取生為原則」文字請加註於修

正條文中。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為第三條《附件九;頁 29》。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討論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修正案。

說 明：本次修正條文為第二條《附件十;頁 30》。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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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為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提請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修訂係配合教育部於 97.1.18 公佈修

正之「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作部分修正。

二、修正之條文計有第 3、4、5、9、10、11 等條文，詳如對照表《附件

十一;頁 31～3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審議本校 97 學年度大學部暨研究所必選修科目冊草案。

說 明：請參閱大學部暨研究所 97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表如《附件》。

決 議：

一、請各系所協助修正。

二、有關普通化學更改學分數，請農學院及相關學系召開院、系課程委

員會確認後再提至校課程委員會追認。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審議「本校傑出教學助理遴選辦法(草案)」《附件十二;頁 36》，請

討論。

說 明：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已實施一年，為鼓勵本校表現傑出之教學助理，

提昇教學助品質，研訂傑出教學助理遴選辦法。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本校傑出教學助理遴選辦法」名稱更正為「本校傑出教學助理遴

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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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 由：請審議九十七學年度進修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必選修科目

冊草案。

說 明：

一、碩士在職專班及學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草案，業於 97 年 1月 17 日前

經九十六學年度各系所、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並修正通過。

二、各系所必選修科目冊業依前項會議之決議修正如《附件》。

三、擬提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擬修改國立嘉義大學「通識講座」實施要點條文《附件十三;頁 37～

40》。

說 明：

一、本校「通識講座」因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成效不彰，於九十

六學年度第二學期停辦。

二、國立嘉義大學「通識講座」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講題屬通識教育

之性質，涵蓋人文、藝術、科技、社會、倫理、生命科學、管理、

自然類等全人教育範圍。不列入四大領域之特定領域。

三、因通識教育修課規定在通識選修課程中，必須在人文藝術、社會

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四類課程至少必選一門課，導致學生

修習「通識講座」意願降低。

四、擬修改相關條文，可視學生學習心得自行認定本課程規屬領域。

五、本案經 97 年 3月 24 日「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九十六學年

度第二學期第二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附件十四;頁 41～42》。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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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 電算中心

案 由：請審議本校「國立嘉義大學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辦法」修正案《附件

十五;頁 43～44》。

說 明：

一、修改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後附件。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第十一條文字修正「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者，以教

育部所列參考名冊為原則。」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有關「蘭花生技學程」修習辦法《附件十六;頁 45～46》及課程規劃

《附件十七;頁 47～50》，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配合教育部 96 年度重要特色課程人才培育計畫申請業經核定

在案。

二、為發展本校重要特色課程及配合本計畫案執行，需開設「蘭花生

技學程」，以落實特色人才培育計畫之核心價值與執行機制。
三、本案於 97 年 4月 9日經農學院 96 學年度第 9次院主管會議

通過。《附件十八;頁 51～5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輔導與諮商學系

案 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

學程實施要點」修訂案《附件十九;頁 54》，提請 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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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已於 96 年 11 月 12 日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照

案通過。

二、擬將進修學士班學生納入本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實

施要點之適用對象。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生化科技學系

案 由：修正「生化科技學系學生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實施要點」

第二條文乙案《附件二十;頁 55》，請 審議。

說 明：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留在本系唸研究所，將成績限制取消。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 由：生物資源學系規劃設置「植物醫學學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配合教育部 96 年度重要特色課程人才培育計畫申請業經核定

在案。

二、為發展本校重要特色課程及配合本計畫案執行，需開設「植物醫學

學程」，以落實特色人才培育計畫之核心價值與執行機制。

三、有關設置辦法與課程規劃書《附件二十一;頁 56～61》。

四、本案於 97 年 4 月 21 日經生命科學院 96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二十二;頁 62》。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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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 由：生命科學院與理工學院規劃設置「生物統計資訊分析學程」，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配合執行教育部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申請業經核定在

案。

二、為發展本校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案執行，需開設「生物統

計資訊分析學程」，以落實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之核心價

值與執行機制。

三、有關設置辦法與課程規劃書《附件二十三;頁 63～67》。

四、本案於 97 年 4 月 21 日經生命科學院 96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決議：為求教學課程內容與教學單位屬性之一致性，本案

移請理工學院辦理為宜，惟限於計畫實施時程考量，先送教務會議

審議《附件二十二;頁 62》。

決 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跨院學程建議由成立本校「校級跨領域學程委員會」審議;並請

課務組研修「本校學程設置準則」。

肆、散會：17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