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03 學年度第 8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管理學院 D01-501 會議室 
主席：李代理院長鴻文                          記錄：陳俐伶 
出席人員：企管系李主任鴻文、應經系林主任幸君(林億明老師代)、生管系

黃主任翠瑛、資管系葉主任進儀、財金系蔡主任柳卿、觀研所

蕭代理所長至惠、行銷運籌系蕭主任至惠、蔡進發老師、吳泓

怡老師、楊英賢老師、潘治民老師、張瑞娟老師、劉耀中老師、

沈永祺老師、董和昇老師、林土量老師、王毓敏老師、許明峰

老師、林若慧老師、張淑雲老師(請假)、沈宗奇老師、董維老

師(請假)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1-3 頁 ）:有關提案四企業管理學系擬至

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訪問，其經費擬由 EMBA 結餘款項下支應

案，企管系擬另案申請其他經費補助，爰本提案撤案；餘會議紀錄確

認，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本校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策略聯盟備忘錄（請參閱附件 4 頁）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各系（所）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

提請審查。 
說明： 

一、依據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辦理，摘錄如下：「院教評

會由委員七至十三人組成之，並置候補委員若干人，陳請校長核聘。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由院務會議就各系（所）推薦未曾因違

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且近五年內

於本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二篇（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版單位專書一本（含）

以上之專任教授中推選一人組成之，另置各系（所）候補委員一人，

於該系（所）推選委員出缺時遞補之。各系（所）如無專任教授或專

任教授已連任一次無法續任，由各系（所）就校內外學術領域性質相

近教授或國內研究機構具相當教授資格之研究人員中推薦若干人，經

 1 



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遴選核聘。 

推選及遴選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二、各系推薦之推選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如下表： 
系別 推選委員 候補委員 

企管系 楊英賢教授 張立言教授 
應經系 林幸君教授 張光亮教授 
生管系 王俊賢教授 李俊彥教授 
資管系 董和昇教授 徐淑如教授 
財金系 蔡柳卿教授 王毓敏教授 

行銷觀光系 蕭至惠教授 鄭天明教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推選本院 104 學年度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男性教授 1 人，候補委員

男、女性教授各 1 人。 
說明： 

一、依據 104 年 6 月 16 日本校嘉大人字第 1040022741 號函辦理。（請參閱

附件 5~7 頁 ） 
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規定：「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不

同系所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學養俱佳、公正、熱

心，且近 5年內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上有發表文章

二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含）以上或發表於具有審查制度之出

版單位專書一本（含）或具審查制度之展演二場次（含）以上之教授

代表 2 人組成之」；本學年度本院須推選男性教授委員 1 人，候補委

員男、女性教授各 1 人，如推選情形一覽表。（請參閱附件 8~9 頁 ） 
決議：本案經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一)男性委員由王俊賢教授獲最高票，推選為 104 學年度校教評會委

員；潘治民教授獲第二高票，推選為候補委員。 
(二)女性候補委員由蔡柳卿教授獲最高票當選。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推選本院 104 學年度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男、女性委員各 1 人、候

補委員男、女性各 1 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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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人事室 104年 6月 16日本校嘉大人字第 1040022742號函辦理。（請

參閱附件 10 頁 ） 

二、本案需推選本院未兼行政職務且未擔任校教評會委員之專任教師

男、女性委員各 1 人，其中至少推選教授代表 1 人，候補委員男、

女性教師各 1 人（請參閱附件 11 頁 ）。 
三、如推選代表及候補委員日後兼任行政職務，則依得票數高低依序遞

補。 
決議：本案經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投票結果如下： 

(一)男性委員由李俊彥教授獲最高票，推選為 104 學年度校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張立言教授、潘治民教授及林宸堂助理教授同獲第

二高票，以抽籤方式推選張立言教授為候補委員。 
(二)女性委員由徐淑如教授獲最高票，推選為 104 學年度校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李佳珍副教授及王明妤副教授同獲第二高票，以抽

籤方式推選李佳珍副教授為候補委員。 

 

※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有關推舉本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教師代表各學院經由院務會議推舉代表

四人，專任教師人數超過三十人者，每達十人得多推舉一人，超過

五人未達十人者，亦得推舉一人。推舉之代表具教授、副教授資格

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每一系﹝所﹞以不超過二人為原則。本院

專任教師 62人，依規定推舉 7人。 

二、另依本院 9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為使各系（所）均有機會

參與校務會議，由各系（所）各推薦教師 1 人擔任校務會議代表，

推舉之代表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三、自 104 學年度起，「行銷與運籌學系」與「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

整併更名為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後，本院共 6 個學系，依前述院務

會議決議，各系推薦教師 1 人擔任校務會議代表共 6 人，尚餘 1 人

由院長委任之。 
決議：照案通過，本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由各系推薦教師 1 人擔任，尚餘 1

名由院長委任。 
 

※提案五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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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應經系與日本尾道市立大學經濟情報部「合作辦理跨國雙學位制

協議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與國外校院辦理跨國雙學位實施辦法第四條略以，本校與

國外學校合作辦理跨國雙學位制，應由各相關學系所擬具包含中、

英文版本之「合作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協議書」草案，經系、所、院

務會議決議，簽會本校研究發展處及教務處並經校長核可，再提請

行政會議討論通過經雙方簽署後，方可實施。 

二、本案「中、英文版本之合作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協議書」及「跨國雙

學位制課程」業經該系 104 年 6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12~30 頁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行銷與運籌學系 

案由：有關行銷與運籌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自 104 學年度起「行銷與運籌學系」與「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將

整併更名為「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爰擬配合修正教師評鑑實施

要點；本次修正內容為要點名稱、條文內容第一點及第七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請參閱附件 31~38 頁 ） 

二、本案業經 104年 6月 10日行銷與運籌學系暨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第

2次聯合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請參閱附件 39~40 頁 ）。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企業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資訊管理

學系、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財務金融學系、行銷與運籌學系 

案由：有關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空間配置及行政服務效能不彰問題，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空間配置 
(一) 新民校區聯合辦公室簽請自原 B 棟 1 樓空間遷移至現在位置(原

多功能交誼廳)，但卻僅部分人員搬遷。 
(二)原聯合辦公室之全部空間目前仍由學務處(學輔中心及健康中心)

佔用，實際擴大行政單位之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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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多功能交誼廳空間消失，縮減學生活動空間，且部分行政單位

佔用空間使用率低，應重新檢討。 
(四)原聯合辦公室應由管理學院整體規劃使用，提供學生及社團足夠

之活動空間。 
二、服務效能不彰 

(一)聯合辦公室取消領取服務項目(如本校產品) 卻不事先協調，造成

老師同仁極大不便。 
(二)聯合辦公室變更學校申請表單(如借用器材申請單)，對新民校區

訂定更嚴格之申請程序。 
(三)聯合辦公室自去年人員新增與異動，反而因業務權責分工異動，

事權不一，致行政效率低落。 
(四)聯合辦公室自今年搬遷擴大後，管理學院師生同仁並無感受任何

行政服務效能提升。 
(五)聯合辦公室搬遷預算超過 200 萬，並無增加任何行政服務功能，

實應徹底檢討。 
三、業務之分工不問業務性質，僅以空間使用單位為劃分標準，凡屬總

務、營繕及環安等公共設施之維修業務，概由使用單位負責確認維

修及付款，學術單位人員雖接受了業務分派，但有其專業能力可判

斷廠商是否完成維護程序、是否修繕完成及是否必要更換零件等事

項嗎？如此可確保公共安全嗎？ 
四、一件教室冷氣維修，可能不僅是機器本身的問題，還牽涉到線路，

助理並不了解建築物建造時的線路設計，叫修了 6 次才確定問題所

在，既無法提升行政效率，亦未能將經費花在刀口上。 
決議：請沈專門委員至院務會議說明，並要求改善。 

陸、主席結論與指示：無 

柒、散會：下午 1 時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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