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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14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錄：何鴻裕 

出席人員：艾 群委員(請假)、吳煥烘委員(請假)、劉玉雯委員、陳明聰委員、陳瑞

祥委員、陳榮洪委員、李瑜章委員、徐志平委員、丁志權委員、洪

燕竹委員、陳政男委員、黃月純委員(王思齊老師代)、劉榮義委員、

李鴻文委員(張立言副院長代)、黃光亮委員、洪滉祐委員、朱紀實委

員、周世認委員、黃芳進委員(請假)、王思齊委員、張俊賢委員(請假)、

陳茂仁委員、張立言委員、李安勝委員(請假)、蕭文鳳委員、古國隆

委員、林正亮委員(請假)、黃承輝委員(請假)、蘇耀期委員、吳子雲委

員、洪泉旭委員、簡維廷委員、周韋宏委員、李昀澤委員(請假) 

列席人員：楊弘道組長 

壹、主席報告 

各位校務發展委員大家好，這學期本校有很多的業務及任務須進行，例

如：3五工程的推動、教學創新與高教深耕計畫等等，均讓各處室非常忙碌，

也看出用心規劃的成果；另外，本校學生參加校內外比賽皆有非常亮麗的成

果，在此特別謝謝各位的努力付出。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6 年 3 月 7 日 14 時) 

提案一：本校 107 學年度增設理工學院「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碩士班」提報

作業外審結果，是否併總量提報。 

執行單位：教務處 

決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106.3.21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預定 5 月底併總量提報。 

提案二：本校 107 學年度系所停招案。 

執行單位：教務處 

決議：審議通過。 

◎執行情形：106.3.21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預定 5 月底併總量提報。 

提案三：本校 107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案。 

執行單位：教務處 

決議： 

一、理工學院「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碩士班」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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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二、有關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案，各系所如有調降需要者，經

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於 106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17 時前，將修正後之

招生名額送回教務處彙整，俾以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106.3.21 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預定 5 月底併總量提報。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研究發展處 

案由：為整合推廣教育績效與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廠商產學能量，並有效管理智

財權與技術移轉成果，推廣教育中心擬自 106 學年度起，納入創新育成

中心進行組織調整並更名為「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5年 10月 4日與 106年 3月 8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1次與第 2次

組織調整研商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及推廣教育中心 5 月 9 日第 8 次中心會

議紀錄辦理。 

二、有關組織調整規劃內容，依據奉核可簽批示意見及 5月 15日第 3次組織

調整研商小組會議決議，摘要如下： 

(一)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移入與推廣教育中心整併，整併後之產學

營運及推廣處，設處長1人，下設「推廣教育組」、「產學營運組」

及「創新育成中心」。 

(二)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掌理進修推廣教育、民間產學合作、創新育成、

智慧財產權保護、技術移轉之推廣與服務相關事項。成立後「推廣

教育組」與「產學營運組」維持於林森校區提供服務，創新育成中

心則於蘭潭校區提供服務。 

(三) 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原負責非政府機關(公、私立法人機構及民間

企業)之業務移撥至產學營運組，惟為有效統籌分配及運用行政管理

費，及允當衡量教師及中心產學合作整體績效及貢獻，行政管理費

之計算業務與全校產學合作績效彙整，仍由研發處技術合作組統籌。 

(四) 有關研發處部分業務調整至產學營運及推廣處，俟組織調整定案

後，如有調整經費單位需求，再行討論8-12月及嗣後年度經費分配。 

三、檢附奉核可簽（請參閱第 5頁至第 8頁）、組織規程第 7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請參閱第 9 頁至第 10 頁）、組織架構圖與業務職掌分工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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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 11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審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研究辦公室 

案由：本校研究發展處與校務研究辦公室自 106 學年度起組織合併為「研究發

展處」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06年 3月 8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2次組織調整研商小組會議決議，

研究發展處與校務研究辦公室組織合併為「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創

新育成中心與推廣教育中心組織合併為「產學營運及推廣處」，並自 106

學年度起實施。 

二、與校務研究辦公室組織合併後之研究發展處，掌理學術發展、技術合作、

產學合作、校務研究、校務企劃與發展、評鑑及其他研究發展事項，下

設校務研究組、學術發展組、綜合企劃組三組。 

三、檢附簽准提案簽（請參閱第 12至第 15頁）、本校組織調整研商小組會議

紀錄（請參閱第 16至第 18頁）、本校組織規程第 7條第 1項第 4款條文

修正內容（請參閱第 19 至第 21 頁）及組織合併後研究發展處各組之業

務執掌（請參閱第 22至第 26頁），請卓參。 

決議：審議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附設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案由：本中心擬申請成為建制單位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中心於 100 年度設置，屬於任務性編組單位，歷經 100 年和 101 年同

仁的努力，102年度年收入約 328萬元，103年度年收入約 646萬元，104

年度年收入約 738萬元，105年度年收入約 730萬元，期間於「103年度

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榮獲「最大進步」與「營運績優」獎。 

二、依據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建制附屬單位，其設置

要點或辦法及規劃書須經相關會議（如院務會議等）、校務發展委員會通

過後，再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三、本中心營運逐年發展，為了配合獸醫學院之設立，本案曾於 104 年 5 月

11 日獸醫學系 103 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暨 104 年 9 月 1 日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並於 104 年 11 月 16 日簽陳申請改制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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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單位，奉核示本中心改制仍緩議在案。 

四、本中心 104-105 年度連續二年營收均突破 700 萬元，呈穩定發展，且為

了獸醫學院之組織架構能予健全，經 106年 2月 21日第 1次中心會議暨

106年 3月 16日獸醫學院 105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申請改制。 

五、檢附簽准提案簽（請參閱第 27至第 28頁）、104學年度緩議簽（請參閱

第 29頁）、各項會議紀錄節錄（請參閱第 30至第 31頁）、中心設置要點

及規劃書（請參閱第 32至第 34頁）、組織規程條文（請參閱第 35頁）、

102-105年計畫收支情形表（請參閱第 36頁）。 

六、檢附 106-108年度營運規劃書，如附件。 

決議：本案撤案，俟獸醫學院附設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修正相關資料後再

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15 時） 

附件-診斷中心營運規劃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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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處、館、部、

中心、室等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教學、

招生、出版、通識教育及其他教

學事項。設註冊與課務、教學發

展、招生與出版、綜合行政、通

識教育及民雄校區教務六組。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生活輔導、課

外活動指導、職涯諮詢與輔導、

心理輔導、軍訓課程之規劃與教

學、支援校園及學生安全之維護

與處理、學生生活輔導及其他輔

導等事項。設生活輔導、課外活

動指導、軍訓及民雄校區學生事

務四組及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學

生輔導中心。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資產經營管理、警衛及其

他總務事項。設文書、事務、出

納、營繕、資產經營管理及民雄

校區總務六組。 

四、校務及學術研究發展處：（請明

列新修正之業務執掌事項）。設

校務研究、學術發展、綜合企劃

三組及創新育成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 掌理國際學生招生

與輔導、國際合作事務及其他國

際交流事項。設國際學生事務及

國際合作二組。 

六、圖書館：掌理教學研究相關文獻

之蒐集、書刊資料之採編、典

藏、閱覽、系統資訊服務及其他

館務事項。設採編、典藏、閱覽、

系統資訊四組及民雄圖書分館

與新民圖書分館。 

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掌理進修推

廣教育、民間產學合作、創新育

成、智慧財產權保護、技術移轉

之推廣與服務相關事項。設產學

營運、推廣教育二組及創新育成

第七條 本大學設下列處、館、部、中

心、室等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教學、

招生、出版、通識教育及其他教學

事項。設註冊與課務、教學發展、

招生與出版、綜合行政、通識教育

及民雄校區教務六組。 

二、學生事務處：掌理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指導、職涯諮詢與輔導、心理

輔導、軍訓課程之規劃與教學、支

援校園及學生安全之維護與處

理、學生生活輔導及其他輔導等事

項。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

軍訓及民雄校區學生事務五組及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學生輔導中

心。 

三、總務處：掌理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資產經營管理、警衛及其他

總務事項。設文書、事務、出納、

營繕、資產經營管理及民雄校區總

務六組。 

四、研究發展處：掌理學術發展、技術

合作、產學合作、創新育成、智慧

財產權保護、技術移轉之推廣與服

務、校務企劃與發展、評鑑及其他

研究發展事項。設技術合作、綜合

企劃二組及創新育成中心。 

五、國際事務處: 掌理國際學生招生與

輔導、國際合作事務及其他國際交

流事項。設國際學生事務及國際合

作二組。 

六、圖書館：掌理教學研究相關文獻之

蒐集、書刊資料之採編、典藏、閱

覽、系統資訊服務及其他館務事

項。設採編、典藏、閱覽、系統資

訊四組及民雄圖書分館與新民圖

書分館。 

七、推廣教育中心：掌理進修推廣教育

相關事項。設推廣教育及行政管理

二組。 

 

BACK 



10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中心。 

八、電子計算機中心：掌理校園資訊

網路、諮詢服務、系統研發、遠

距教學及其他服務事項。設資訊

網路、諮詢服務、系統研發及遠

距教學四組。 

九、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掌理

校園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

保健及其他環境安全管理事

項。設環境保護、職業安全及衛

生保健三組。 

十、秘書室：承校長之督導，辦理秘

書、監印、議事、法制、校務研

究考（稽）核、公共關係、校友

聯絡及其他綜合業務。設綜合業

務、公共關係及校友聯絡三組。 

十一、體育室：掌理體育活動之推

展、學校運動代表隊之組訓、體

育設施之管理及體育教學之支

援等事項。設體育活動、場地器

材及訓練競賽三組。 

十二、主計室：得分組辦事，依法掌

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十三、人事室：得分組辦事，依法辦

理人事管理事項。 

 

八、電子計算機中心：掌理校園資訊網

路、諮詢服務、系統研發、遠距教

學及其他服務事項。設資訊網路、

諮詢服務、系統研發及遠距教學四

組。 

九、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掌理校

園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保健

及其他環境安全管理事項。設環境

保護、職業安全及衛生保健三組。 

十、秘書室：承校長之督導，辦理秘書、

監印、議事、法制、校務研究考（稽）

核、公共關係、校友聯絡及其他綜

合業務。設綜合業務、公共關係及

校友聯絡三組。 

十一、體育室：掌理體育活動之推展、

學校運動代表隊之組訓、體育設施

之管理及體育教學之支援等事

項。設體育活動、場地器材及訓練

競賽三組。 

十二、主計室：得分組辦事，依法掌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十三、人事室：得分組辦事，依法辦理

人事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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