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會議通過行政規章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 

89.03.22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鐘點費支給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稀少性科技人員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獎懲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甄審要點 

89.04.26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89.06.28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國立嘉義大學宿舍管理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電算中心設備使用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電腦使用費收費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網路收費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部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1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 

89 學年度 

89.08.25  8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務證明文件收費標準 

國立嘉義大學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會議規則 

89.09.26  89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宿舍網路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暨超支鐘點費支給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請假代課鐘點費處理要點 

89.11.28  8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暫行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主管人員交代應行注意事項 

國立嘉義大學預備軍官初選暨複選報名作業規定 

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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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資源回收實施要點 

90.01.16  8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因公出差應行注意事項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籌募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感謝捐贈辦法 

90.02.13  8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核發教職員工交通費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輔導考核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備份鑰匙管理及借用規則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車輛申請使用要點 

90.06.12  8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暫行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暫行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暫行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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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90 學年度 

90.08.28  90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修畢（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教育實習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請假代課鐘點費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暨超支鐘點費支給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甄審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宿舍維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各類車輛場地維護費收費細則標準 

國立嘉義大學游泳池管理辦法暨收費標準 

國立嘉義大學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  

90.09.25  90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場地租借管理要點(含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90.11.20  90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暨超支鐘點費支給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 

90.12.25  90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所(系)碩士及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招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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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26  9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考試經費收支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禮賓大使設置運用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91.04.30  9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工程督導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駐衛警察隊小隊長甄選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 IC 卡使用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資源回收實施要點修正   

91.5.14  9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要點 

91.06.25  9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91.07.30  90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財物盤點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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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院系所員額配置處理原則 

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辦法 

91 學年度 

91.08.27  9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資源回收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修正 

91.12.10  91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輻射防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垃圾分類實施要點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資源回收

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修正 

92.01.21  9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採購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審查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教師審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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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加班管制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幅射防護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92.03.25  91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緊急事件處理小組組織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犬隻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贊助餐會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生物技術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防災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毒物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自動化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數位資訊中心設置要點 

92.04.29  9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差勤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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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5.27  91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修正 

92.07.29  91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及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92 學年度 

92.09.23  9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會議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辦理學生英文基本能力施測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92.11.25  9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書卷獎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游泳池開放收費標準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法制作業流程 

92.12.23  9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遴聘法律顧問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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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動物實驗舍管理辦法 

93.02.17  92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遴聘法律顧問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文薈廳使用規定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92.04.27  9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赴國外姊妹學校短期研究補助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潛能開發與諮商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設置要點 

93.05.25  92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務處各項證明文件收費標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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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財物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93 學年度 

93.08.10  93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助學金發放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學生請假規則 

93.09.21  93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考試經費收支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接待家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及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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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16  93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設置要點 

93.12.28  9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禮賓大使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

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點   

94.02.22  9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94.04.26  9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車輛暨車輛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會議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游泳池收費標準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獎學金頒授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電算中心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 IC 卡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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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垃圾分類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中小學校長、教師暨文教人員成長中心設置要點 

94.05.31  9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職

員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體育績優獎勵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光電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94.06.14  93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社團指導老師獎勵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資料借閱規則 

國立嘉義大學各系所單位或個人赴國外購置圖書資料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名、標誌及商標使用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獎懲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陞遷甄審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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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附設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發中心設置要點 

94 學年度 

94.08.31  9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大學法規審查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 

94.09.13  9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工程督導小組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修正 

94.11.08  94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務處各項證明文件收費標準修正 

國立嘉大學研究生資格(學科)考、學位論文考試各項費用支給標準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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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生活輔導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樂旗隊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行動電話使用與繳費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經費稽核暨運用績效考核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教育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及教練聘任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

區案件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加班管制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 

94.12.20  9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資格（學科）考、學位論文考試各項費用支給標準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宿舍管理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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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單身宿舍管理費、水電費收費標準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獎學金頒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系附設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準則

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系附設水工與材料

試驗場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95.01.17  9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審查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場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與申訴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臺灣文化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收購學生優秀藝術作品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95.02.14  9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舍管理辦法修正 

95.03.14  9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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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技術移轉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修正 

95.04.11  94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姐妹校交換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95.05.09  94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入學、修業及生活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租借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辦理學生英文基本能力施測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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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5.23  94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延續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95.06.06  94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室長途電話使用與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修正 

95.07.11  94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休退學離校退費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教學作業預算執行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申請應用暫行作業要點 

95 學年度 

95.09.12  9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行動電話使用與繳費管理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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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95.11.14  9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租借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姐妹校交換學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休退學離校退費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申請應用暫行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95.12.12  95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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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輻射防護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屬能源與感測器中心設置要點 

96.01.09  9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講座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設置要點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藥物毒物殘留和污染檢驗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兼任獸醫師聘任要點 

96.02.13   95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資格（學科）考、學位論文考試各項費用支給標準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96.04.17   9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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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維護修繕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技工工友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甄選及獎助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 

大學師範學院家庭教育研究所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核發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編撰大學用書獎勵要點 

96.05.08   9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修

正 

96.06.12  9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考試經費收支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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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運用教學平台輔助教學獎勵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

生辦法（草案） 

96 學年度 

96.08.07  96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請假調、補課規定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審查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職員赴大陸地

區作業規範 

國立嘉義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經費收支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

生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96.09.11  96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薦外姊妹校交換學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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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外薦姊妹校交換學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軍訓教官人事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數位資訊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法規審查小組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志工服務作業要點 

96.11.13  9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核發教職員工交通費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工友評選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勞務採購作業規範及流程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機構或團體任職收取學術回饋金

及分配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

案件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附設生物多樣性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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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11  96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室（含實驗室）及廠場管理規則 

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97.01.15  96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英文能力優異學生獎勵金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請假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學生請假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人員工作規則 

97.02.12  9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審查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請假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嘉大昆蟲館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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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08  9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業輔導工作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場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與申訴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陞遷甄審要點修正 

97.05.13  96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空調設備使用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會議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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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優秀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97 學年度 

97.08.19  97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嘉大昆蟲館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97.09.09  97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資格（學科）考、學位論文考試各項費用支給標準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薦外交換學生獎助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赴國外姊妹學校短期研究補助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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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甄選內容及獎助要點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員工工作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新進教師導入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業界師資禮遇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97.11.11  9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書卷獎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考試經費收支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生活輔導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機構典藏系統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志工服務作業辦法 

98.1.13  9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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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缺額遞補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薦姊妹校交換學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英文能力優異學生獎勵金要點廢止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數位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基礎學科學力競賽辦法 

98.2.10  9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推動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預防工作計畫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發中心

設置要點修正 

98.4.14  97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社團指導老師奬勵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救助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畢業學生選拔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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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社口實驗林場設置暨管理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社口實驗林場場地借用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98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適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於承接驗證案費用核銷標準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鼓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獎勵辦法 

98.5.5  97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優秀畢業學生選拔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修正 

98 學年度 

98.8.18  9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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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友證申請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廢止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體育績優獎勵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升師資生英語能力補助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更名為測驗評量與調查中心之設置要點修正 

98.9.8  9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車輛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第 5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受災學生救助金發放標準（適用莫拉克風災） 

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大陸地區外賓來校參訪接待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第 6、7 及 16 條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8.11.10  9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書卷獎實施要點第 2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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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生及民眾意見處理原則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成績考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職場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與申訴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附設木材利用工廠設置要點

修正 

99.1.12  9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急難救助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救助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租借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單身宿舍管理費、水電費收費標準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車輛派車收費標準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財物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

案件處理要點第 3 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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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陞遷甄審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陞遷序列表修正 

廢止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第 3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電腦與網路使用費收費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收繳

款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水工與材料試驗場建教合作計畫酬勞支給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第六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勞動契約書部分內容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執行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辦理學科知識診斷測驗編

製費支給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9.2.9  98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廢止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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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修正 

99.4.13  9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倫理守則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行動電話使用與繳費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廢止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藥物毒物殘留和污染檢驗中心 

99.5.11  9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禮賓大使設置要點第 7 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進階英文溝通訓練網路課程實施要點 

99.6.9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99.7.20  9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書卷獎實施要點第 2 點及第 4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業輔導工作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 3 條修正 

國立嘉義勞動契約書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昇師資生英語能力補助要點第 3 點及第 4 點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第 4 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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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廢止 

99 學年度 

99.8.10  9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倫理守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第 2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99.09.14  99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實驗管理小組設置辦法及相關表格修正 

99.10.05  9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

發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99.11.09  9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陞遷序列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獎懲實施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華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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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鼓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基礎學科學力競賽辦法修正 

99.12.07  9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急難慰助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慰助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優秀藝術作品捐贈獎勵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附設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廢止 

100.01.04  99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之收支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專書發表獎勵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修正 

100.02.15  9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 

100.04.12  99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學費繳納要點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第 3 條、第 6 條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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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修訂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陞遷評分標準表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舍管理辦法修正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100.05.10  99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招生作業規範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服務獎勵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專任臨時人員遣離處理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收費標準規則 

100.06.07  99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招生作業規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16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軍訓室組織調整案 

國立嘉義大學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 

恢復及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軍訓課程之軍訓一、軍訓二之必修課，修訂為選修課程 

國立嘉義大學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35 
 



100 學年度 

100.08.09  100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準研究生校園行為管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禮賓大使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社團指導老師獎勵辦法第 5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機構或團體任職收取回饋金及分

配辦法第 3 條條文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懷孕事件輔導及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陞遷甄審要點第 8 點暨附表二國立嘉義大學職員

陞遷評分表（草案）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概念架構案修正 

100.09.13  100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廢止國立嘉義大學學士班招生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增訂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65 條之 1 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勞動契約書第 9 條及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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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8  100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工友工作規則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工友改僱技術工友評審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101.01.10  100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垃圾分類實施要點修正 

101.02.07  10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服務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典藏文物借用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

究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101.04.10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業輔導工作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及第 5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及第 10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急難慰助金實施要點第 5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慰助金實施要點第 4 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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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室電話使用與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 3 條、第 4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第 3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3 點及其陞遷序列

表、報酬標準表等表件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相關附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籍學生華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獎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101.05.08  10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4 點及 10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實施要點第 8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101 學年度 

101.08.14  10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遇天然災害（颱風、水災、地震）停課處理原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處理要點第 4 點修正 

38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教育部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調查」執行計畫書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會議規則第 2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加工廠設置要點及設置規劃書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要點 

101.09.11  101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僑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工友選拔要點第 8 點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65 條之 1、勞動契約書第 16 條第 1 項

第 3 款修正 

101.11.13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第 6 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園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理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園影音資訊站使用及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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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修正 

102.01.08  101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多房間職務宿舍收取管理費案 

國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14 條條文修正 

102.02.19  101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生生活輔導工作小組設置要點修正 

102.04.09  101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籌募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會議規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委員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技工工友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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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

區案件處理要點第 5、6 及 12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第 2 條及第 6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102.05.14  101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 102 年度教育部畢業生流向調查執行計畫書 

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審查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林森校區樂育堂羽球場推廣使用清潔費收費及管理辦法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 

102 學年度 

102.08.01  10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第 6點、第 8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 2、3、4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服務績優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 2、3、4、5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第 2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點及第 3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蔡嘉康先生清寒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車輛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停車場地維護費收支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實習指導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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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及一般性儀器管理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僑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差勤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請出國處理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 

102.09.10  102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版在學證明、名次證明收費標準，擬比照英文版訂為 1

份 20元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實施要點廢止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車輛暨租賃車輛管理要點第 8點、第 20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補助辦法 

102.11.05  10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招生作業規範第 2、3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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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補助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第 4條、第 5條及第 7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電腦及網路使用費收費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附設生物多樣性中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103.01.07  102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外見習實施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第 3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家庭教育研究所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測驗評量與調查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附設瓷繪工坊設置要點 

103.02.11  10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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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第 3點、第 9點修正 

103.04.08  102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各學制英文班別名稱 

國立嘉義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典藏文物借用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修正 

103.05.06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奬學金發放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優秀學生繼續攻讀國立嘉義大學碩士班奬勵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點及第 5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大學部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附設瓷繪工坊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農機研發與訓練中心設置要

點及規劃書 

國立嘉義大學招生規定部分規定修正 

103 學年度 

103.08.12  103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基礎學科學力競賽辦法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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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第 3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停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校友捐贈致謝辦法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化小組委員會設置辦法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國際交流基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行政人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103.09.09  103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緊急傷病送醫作業規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嘉大文創館管理清潔收費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第 6點、第 7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屬能源與感測器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習領域教學中心設置要點 

103.11.11  103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外見習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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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第 6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職涯輔導工作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資料借閱規則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駐校藝術家及作家聘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第 3條條文修正 

訂定嘉義大學最佳人氣教師獎實施要點 

104.01.13  10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 2條、第 3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執行科技部及教育部計畫彈性支用額度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研究生獎學金發放要點第 4點、第 6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大學部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第 5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陪產假」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

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缺額遞補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 12、29、32條條文修正 

104.02.10  10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資格（學科）考、學位論文考試各項費用支給標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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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第 5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急難慰助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慰助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執行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提升校譽與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 

104.04.14  103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實習指導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參加校外活動競賽獎勵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僑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細則修正 

104.05.12  10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輔導計畫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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