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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98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樓簡報室、新 

      民校區管理學院 4樓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丁志權教務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鄭毓霖 

 

壹、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核撥本校 98 年度第 1期教學卓越計畫經費（不含校內配合款），請 

    各主軸計畫主持人依所分配經費額度，督促下轄計畫主持人於 11 月 30 日 

    前將經費執行完畢（如附件十四，73-74 頁）。 

二、請執行策略主持人提供 98 年度 8-12 月份教學卓越計畫所辦理之各項活動 

    調查表，以利本處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進行管考、追蹤，並將活動成果公 

    告網頁供全校師生瀏覽。（如附件十五，75-77 頁） 

【主席補充報告】 

 1.本校 98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6900 萬元，執行期間自 98 年 8 月 

   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涵蓋 98-1、98-2 及 99-1 學期。計畫內容有 4個主軸 

   計畫、15 個分項計畫、45 執行策略，以學生為本位，落實建構「產學接軌、 

   無縫關懷」理念。 

 2.本學期工作重點為推動學生 e-portfolio 學習歷程檔案。 

 3.繼續結合生輔組、學生宿舍及教發中心推動補救教學。 

 4.教師教學大綱上網已達 100％，教材內容上網持續推展中。 

 5.部分教師教學大綱過於簡化，建議可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網頁下載制式表格 

   使用。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一）註冊組 

  1.98 學年度日間部在校學生數總計 9,576 人（統計日期 98 年 10 月 2 日），其

中外國學生 59 人，僑生 143 人。各學院及各學制在校生人數如表一、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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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各學院在校生人數 

學院別 男生 女生 總計 

農學院 1052 968 2020 

理工學院 1499 347 1846 

生命科學院 735 639 1374 

師範學院 582 1167 1749 

人文藝術學院 406 1001 1407 

管理學院 576 595 1171 

獨立系所：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 5 4 9 

合計 4855 4721 9576 

 

表二 各學制在校生人數： 

學制 男生 女生 總計 

研究所博士班 91 72 163 

研究所碩士班 858 912 1770 

大學部 3906 3737 7643 

合計 4855 4721 9576 

  2.本校以 98 年 9 月 17 日嘉大教字第 0980023272 號函，請教育部以專案同意

本校調漲學雜費乙案。後經教育部98年 9月 22日台高（四）字第0980161930

號函示，請本校於教育部受理各校申請學雜費調整的期限內，依部訂之「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審酌本校財務狀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

效，於當年基本調幅內調整學雜費基準，再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爰此，

98 學年度大學學雜費收費基準，業經教育部審核完竣，依現行標準收費。

但本校於明（99）年度規定期限內，仍須積極爭取調整學雜費，以加強弱

勢學生之照顧，提供學生更優質的教育環境。 

 

（二）課務組 

  1.98 學年度第 1學期網路加退選已於 10 月 2 日順利辦理完畢，各項網路加簽

作業均以 E 化方式處理以提高行政效率。 

  2.經查部分系所課程遲至開學仍未排定授課教師及上課教室，為顧及學生修

課權益，請各系所於選課前排定，並勿任意更動授課時間以利學生修課。 

  3.感謝各教師配合於選課前上傳教學大綱與 office hour（留辦時間）。另請

各教師務必於授課大綱加註「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及不得非法影印」警語。 

  4.依據本校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教師每週實授課程未達基本授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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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者，得經申請同意後採全學年合併計或以指導研究生、主持研究計劃充

抵，本處受理期間為 10/5~10/16 止。 

  5.本校因財務短絀，本學期(98-1)起不再發放課程停開前鐘點費，並參考他

校實驗實習課程鐘點折半計算。本學期若因實驗實習課程鐘點折半計算致

基本鐘點不足者，毋需補足時數。 

  6.檢附 98-1 教師超支鐘點核算時程表供參。（如附件一，1 頁） 

 

（三）招生出版組 

  1.99 學年度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簡章已於 9月 21 日起開始發售，請各招生系

所加強宣傳。 

  2.99 學年度系所增設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案教育部於 98 年 9月 24 日核定本

校招生名額如下，詳細公文與系所整併、更名、停招核定表如(附件二，2

至 5 頁)，請參閱。 

 

日間學制：大學部 1915 名 

          碩士班 747 名 

          博士班 41 名 

          共 2703 名 

夜間學制：大學部 669 名 

          碩專班 334 名 

          共 1003 名 

 

全校總計 3706 名。 

    

  3.98 學年度日間學制各項招生報名、錄取資料統計表如(附件三，6-14 頁)， 

    請參閱。 

  4.2009 年外籍計有 52 人提出申請，因證件不齊退件者 5 人，47 人送審，通

過審查有 38 人，未通過審查有 9 人。發出入學許可證 38 人中，有到校註

冊 19 人，19 人放棄。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申請人數 13 30 4 

通過人數 10 24 4 

註冊人數 1 15 3 

註冊率 10% 62.5% 75% 

   

  5.本校 98 學年度海外僑生（含港澳生）學士班分發名額為 75 名，有 47 人註

冊，碩士班本校審核通過 16 名，分發至本校 2 名，報到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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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申請人數 海外聯招會分發 26 0 

通過人數 75 16 0 

註冊人數 47 2 0 

註冊率 62% 12.5% 0 

二、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學專業發展組： 

 1.有關本校教學卓越 B主軸計畫中「教師教學專業社群暨個別教師研發與創新 

   教材」分項計畫實施情形與進度說明如下： 

(1)本案教師教學專業社群共分為四類，分別為○1 發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 

○2 研發與創新教材社群；○3 教學經驗分享社群；○4 增能讀書會社群。另

亦制定個別教師研創教材實施計畫。 

(2)在「發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部分，大一國文、大一英文、微積分、 

物理、化學、生物學等科目，由各負責學系組成，每一社群以三至十 

人為原則，由各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另各學院至少組四至五組發 

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並以院共同必修課程為原則。 

(3)除發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外，其餘各類社群以三至四人組成為原則，成

員不限同一學院系所，另外需推選一名教師擔任召集人。 

(4)本案申請日期至 98 年 10 月 23 日(五)截止，審核通過之社群將補助四萬

七千元，而個別教師研創教材將補助二萬三千元，補助核銷項目為業務

費，不得編列人事費與設備費。 

(5)相關資訊已用紙本與電子郵件傳送至各教學單位，歡迎有興趣師長踴躍

申請。 

2.為健全教學助理制度 10 月 1 日於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辦理 98-1 

  學期教學助理期初說明會(I)，說明 TA 工作注意事項與報帳須知，共計 20 位 

  教學助理參加。 

3.本組於 10 月 5 日於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辦理 98-1 學期教學助理 

  期初說明會(II)，說明 TA 工作注意事項與報帳須知，共計 77 位教學助理參 

  加。 

4.為提升 98-1 學期教學助理、業界教師，與校內研究助理協助教學能力，本組 

  將於 10 月 7 日於民雄校區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辦理研習課程，邀請張立杰組長 

  擔任研習講師，針對「便捷有趣的教學共享工具：網路輔助教學平台」進行 

  研習。 

5.為提升 98-1 學期教師教學效能，本組與遠距教學組將於 10 月 9 日、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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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分別於蘭潭與民雄校區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舉辦混程教學研習課程。邀請洪 

  燕竹主任與陳佳慧老師擔任研習講師，針對本校混程教學推廣計畫與申請， 

  以及教學平台基本操作等課程進行研習。 

6.10 月 20 日於蘭潭校區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辦理提升教師教學效能一般性質 

研習課程，邀請圖書館潘淑惠組長擔任講師，針對「電子資料庫查詢使用」 

進行研習。 

（二）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1.9 月 28 日配合成功大學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所舉辦之師生問卷調查業 
  務，已針對各系所加強宣傳，進而讓受測師生對該區域中心有初步認識與瞭 
  解，共計完成 225 份問卷。 
2.成功大學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補助本校執行問卷測驗，特補助二萬 
  元，教發中心採購網路攝影機 2 台與碳粉匣，以利推行各項公務。 
3.9 月 28 日進行學生學習歷程檔案會議，與會單位有遠距教學組、就業輔導組、 

  通識教育中心、課外活動組、職涯發展中心與資工系，會議中分配各單位職 

  責與提供寶貴建議，進以順利推動學生學習歷程檔案業務。 

 

 

參、提案討論 

 

※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則第七、第三十六、第五十四條修正條文草案，請討論。 

 說明：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附件四，15 頁。 

 決議：修正通過。第五十四條第四項「……未於該學期規定時間內繳交論文成 

       績並辦理離校程序者，……不授予學位。」修正為「……未於該學期規 

       定時間內繳交論文成績並辦理完成離校程序者，……不授予學位。」 

  

※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第一點、第五點修正條文草案，

請討論。 

說明：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附件五，29-30 頁。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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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案（附件六，31 頁），請討 

      論。 

說明：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請參閱附件六，31 頁。 

  二、依 98 年 8 月 18 日「行政會議紀錄」決議事項辦理。（如附件七，33-35

頁） 

  三、配合學校開源節流措施辦理，並自 98 學年度起實施。 

  四、本要點草案業經法規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如附件八，36-40 頁） 

決議：修正通過，並提校務會議討論。 

      1.第六點第四項條文內容修正為甲、乙兩案，提校務會議討論： 

        甲案：實習課、實驗課，當學期以授課一科為限，並按該課程時數折 

              半計算，惟師資培育教學實習課程依實際授課時數核計。 

        乙案：實習課、實驗課，當學期以授課一科為限，惟該課程時數欲折 

              半計算需授課教師當學期有超鐘點為前提；師資培育教學實習 

              課程，則依實際授課時數核計。 

      2.第十點「本校專任教師減授或超鐘點，應先符合所屬開課單位一般性 

        或支援性課程教學需求，且每位教師每週至多減授或折算四小時課程」 

        修正為「本校專任教師減授或超鐘點，應先符合所屬開課單位一般性 

        或支援性課程教學需求（參考所支援師資員額之開課容量），且每位教 

        師每週至多減授或折算四小時課程」。 

    

 

※提案四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請審議。 

說明： 

一、本學期 2 門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如附件九，41-51 頁。 
二、第一門(台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為新開設之同步遠距教學課程，為本校獲

得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主軸 C 計畫辦理。 
三、第二門(書藝與生活)為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擬於課程結束後向教育部

申請認證。 
四、依據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數位學習課程認證規定，上述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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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報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依相關規定陳報教育部備查。 

 

※提案五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本校「師資培育大四學生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修正案，請 討論。 

說明：檢附條文修正表及修正條文草案如附件十，52-5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案由：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程」修習要點（如附件十一，58-59 頁）及課程規 

      劃（如附件十二，60-71 頁），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係配合 98 年 5 月 14 日行政院院會通過之「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方案」研訂，並已納入本校 98-99 年度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執行

事項。 

  二、配合本校 98-99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執行，需開設「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以利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與計畫執行。 

  三、本案業經 98 年 9 月 30 日管理學院 98 學年度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

通過，會議紀錄詳 (附件十三，7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訂定國立嘉義大學提升學生游泳能力實施辦法草案， 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本案業經 98 年 10 月 8 日簽奉 校長核可在案。 

  二、配合教育部 98 年度教育部獎勵本校教學卓越計畫 D 主軸計畫全人發展與 

      和諧人生，D3 活力健康體適能子計畫特訂定本實施辦法。 

  三、檢附國立嘉義大學提升學生游泳能力實施辦法草案 1 份。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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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法規名稱修正為「國立嘉義大學提升學生游泳能力實施要點」。 

      2.要點「第一條：」修正為「一、」，餘依此類推。 

      3.第一點「特依教育部 98 年 9 月 8 日台高（二）字第 0980141549 號函」 

        文字，修正為「特依本校 98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4.第二點修正為「本要點以輔導鼓勵學生學習為重點，以分級教學為手 

        段，期能全面提升學生游泳及自救能力」。 

      5.第三點「使得減免參加會考」修正為「始得減免參加會考」。 

      6.增加「經費來源：由本校經費或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 

        費支應」條文一條。 

     7.要點條文「本辦法」均修正為本要點。 

臨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理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本校「數位遊戲學程實施要點」及規劃書案。 

說明： 

  一、 本案經數位遊戲學程委員會議同意通過（98.10.06）。 

  二、本案經理工學院 98 學年度第 1 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8.10.08）。（附件四） 

決議：修正通過。 

      1.要點第九點「學程認定申請表」修正為「成績審核報告單」。 

      2.學程課程表選修課程部分，「數位錄音製作」一科之學分數改為 2 學分，

合計欄位由 39 改為 40。 

 

臨時動議三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國立嘉義大學傑出教學助理遴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 審議。 

說明： 

  一、為配合本校教學卓越 B 主軸計畫，修正本校傑出教學助理遴選要點。 

  二、修正內容為： 

      （一）傑出教學助理遴選小組成員增加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教學專業發 

            展組組長兩位為當然成員。 

  （二）配合 98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將原傑出教學助理名額 3名增至 10 

        名，獎金額度修正為每名頒發 4,000 元圖書禮券。 

      （三）遴選傑出教學助理之門檻提高，除教學助理成效評量表與教師考 

            核表分數均達 4.0 以上外，亦需參加本中心至少 3場以上之教學 

            助理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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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要點第四點（一），「TA」文字，修正為「教學助理」。 

 

伍、散會  

    下午 4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