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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與 學 研 討 會 
106年 9月 15日 

  校長受邀以「嘉大四十年」為題分享心得，邱校長說，本

次教學活動是明年 2 月退休前主持的最後一個與全校教師面

對面交流的會議，回顧獲同仁支持接掌校務至今已近 6 年，這

些年「以知識服務社會 以科技引領進步 以人文美化生命」為

信念，並以「運籌組織功能、掌握契機起飛、善盡社會責任、

落實全人教育、進化學術生命、綻放產學光彩、拓展全球視野、

營造溫馨校園」等八項治校理念，期望將嘉大加大，提攜向上。 

  邱校長最後期許，在面對東亞崛起，全球人才頭角崢嶸，各種資源及人才快速地跨國流動下，

人師當積極培養學生跨國移動能力，為學生開啟另一片國際揮灑天地，並與國外教育環境無縫接

軌。此外，更應珍惜本校地方為名的榮耀，善用位處臺灣最大糧倉〜雲嘉南地區之地利，及山海

兩線豐饒的特色物產資源，進行產學研發，創造高教軟實力，為嘉義居民打造一所有感的「咱嘉

己人ㄟ大學」。 

   

焦點大新聞 

1 教務電子報 3 



 

 

教與學研討會─師生之間  
 

Playback 劇團（一人一故事）  

演出主題：師生之間  

  大學校園裡，每天交織著老師與學生互動的多元風景。這次，透過劇團的引導，邀請校長、

老師們敘說在教學現場中的辛苦與感動、笑聲與淚水， 讓那些有趣的、緊張的、感動的師生故事

就在舞台上各自精彩、一一綻放… 

  教學，某種程度也成為一種「表演藝術」，要有口語表達力、舞台魅力及創意教學能力，老

師本身就是一個教學媒體，全身上下都可以是上課的道具。 

劇團簡介  

劇場演出採即興形式，由觀

眾陳述自身感受、經驗與故

事，演員以同理心和觀眾的

敘說共感，即時在舞台上演

繹出觀眾的「真實人生」。  

焦點大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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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研討會─闖關遊戲  
 

 

  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 

  在我們的實際工作和學習中

也是如此。工作中我們身在團隊，

互相團結、積極向前發展；面對學

生，學校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就是

一個團隊。 

  趣味競賽就是靠團隊力量，各自發揮個人

專長，為團隊贏得勝利，簡單的遊戲，考驗各

院老師們的向心力、合作能力，可以感受到大

家的熱情與活力，每個人的付出，都是成就整

場活動圓滿成功的關鍵。 

焦點大新聞 

參與活動之各院老師及教務處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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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教學，還是比賽 

我們都很認真！ 

焦點大新聞 

請你叫我第一名！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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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的生命一場奢華—教師生命敘說工作坊 
   

  所有的專業精進都源自於生命本身。可惜，忙碌匆促的日常卻幾乎讓我們停不下腳步好好梳

理自己。這回，我們邀請您先放下工作與專業，給自己的生命一場奢華，透過敘說及聆聽彼此故

事的過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改寫生命的故事、豐富生命的意義。 
  

我們規劃四場教師生命敘說工作坊分別如下: 

106/7/19(三)、8/10(四)、9/14(四)、10/21(六)的 9:30-12:30，14:00-17:00 

  在這四次的工作坊中，四次活動的主題分別是「生命的初衷」、「關係中的自我」、「平行

宇宙的我」以及「我的退休歡送會」，從生涯的起始到結束，走過完整的生涯歷程與省思。在每

一個主題中，我們將有機會述說散落在記憶某處的故事，同時聽見夥伴們獨特的生命故事，也在

敘說及迴響的過程裡，重新見證了生命的意義。  

地點：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樓團體諮商室 A402   
 

引導者：連廷誥（前遠東科技大學旅遊系副教授，現任行動心理師） 

從喜歡聽人們說故事開始，踏入了心理諮商這條路，從試圖要從成為一個優秀的助人工作者

而學習心理諮商，卻在這條路上發現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以及週遭的家人朋友們。在大學教職

退休後，想要分享自己這幾年在後現代心理諮商理論及實踐的學習，也讓更多人們體會心靈彼此

碰觸及滋養的美好。 

就是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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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19(三)生命的初衷 

曾經是哪些關鍵事件促成我走上大學教師的職涯? 我當大學教師的初衷是什

麼? 這些年曾經創造出哪些令我感動或印象深刻的故事？ 
 

106/8/10(四)關係中的自我 

在師生關係裡，我如何去影響學生？而學生又對我產生了什麼影響？一起說說這

些師生相互影響的故事；延伸到家人的關係，我與家人之間，又有什麼相互陪伴與

影響的故事? 
 

106/9/14(四)平行宇宙的我 

如果沒有擔任大學教師，現在的我會從事什麼樣的行業？每天的生活會跟現在有

著什麼樣的不同呢？開發一個遺忘許久的想像，同時為現在的生活開啟新的可能。 
 

106/10/21(六)我的退休歡送會 

如果明天是我的退休歡送會，我希望邀請哪些人來參加？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禮

物？希望聽到誰上台致詞描述這幾十年來的我？……透過對未來退休時刻的模

擬，更清楚現在的自己想要創造的人生。 

就是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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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7 月 19 日 

教師生命敘說工作坊 I 

透過故事分享、牌卡、戲劇 

等多元帶領方式進行 

就是愛分享 

  在柔和舒適的環境下，連廷誥老師在歡迎詞及說明研習原由

後以自我介紹做為「開幕式」，接著請研習者做自我介紹與敘說

自己在工作以外的三個角色，每位研習老師都樂於分享三個角色

在個人生命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它們對自己日後的影響。下午，

連老師引出「為什麼自己會成為老師？在生命過程中，誰或者什

麼事件影響著你？」的問題做為下午探討的主題，每位老師在侃

侃而談中道出歡喜或憂傷或意想不到的緣由與生命事件。連老師

不論在早上或下午的議題討論中，每位分享者敘說完後他都會給

予回饋或用問題來引導分享者思考和釐清自己內在的真正想法，

在一來一往的互動中讓分享者重視審視自己的生命、指引未來自

己做事處事的方法和人生的方向，讓未來的自己甚至是周圍的家

人、朋友和學生都能有更好的展現或相處之道。 

  整個研習過程中，連老師把氣氛帶得很自在而舒暢，每位研

習老師也都沈浸其中而樂於參與和分享，在彼此的故事中獲得生

命的養分或自我的再認識而昇華自己的生命，彼此交會互放的光

芒都為自己的人生渲染了希望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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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成長專業社群 
  106 年 7月 10日  

  本次聚會為配合生命科學院「2017 年啤酒釀製工作坊」的一場教師分享座談，由微生物免疫

與生物藥學系王紹鴻老師、謝佳雯老師出席說明經營學生社團「酉襄社」的甘苦談，並分享本社

團教師在相關活動上如何與正式課程的配合。 

  此次活動是生命科學院推動教師與學生共學可能性的一種，社群活動主旨是向教師與相關科

系學生推廣以社團活動搭配各系相關正式課程。現場參與者迴響很大，值得以此座談方式來宣傳

師生共學的教學方式。 

  啤酒富含胺基酸、維生素、有機酸、多酚類物質，而來自啤酒花的 xanthohumol 更被證實有鎮

定神經、抗癌、抗氧化等藥理作用。近年來全球精釀啤酒產業如雨後春筍般繁盛，為活絡本校師

生發酵產業創意並增進實作能力，生命科學院引進德國 Braumeister 智能糖化鍋與釀酒設備，並舉

辦此一實作工作坊，以促進師生熟悉小規模啤酒釀製製程，激發師生創業與研發之無限可能！ 

微生物發酵應用教師社群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王紹鴻教授 

發酵釀造學生社團之經營分享 

就是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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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大學 

1.本校彈性學分課程試行要點已通過， 

   以利開設微學分課程 

2.多數私立大學將招生單位列為一級 

   專責單位，招生相關之試務行政、招 

   生宣傳、數據分析權責分工。未來學 

   校也應朝向以結合校務研究(IR)並 

   協助學系人才篩選訓練與審查，以達 

   到招生專業化 

3.各項校務資訊未來應透過自動傳送 

   簡訊、電子信箱、並做雙向溝通平台  

標竿學習─參訪中興大學、逢甲大學 

    中興大學 

1.通識中心設計一套自主學習護照系統，全 

   面推動線上化制度  

2.增加通識折抵學分更多元的認證管道  

3.建置多元教學場域協助教學實施  

4.針對新進教師有「教師傳習制度」及實質 

   獎勵「興人師」 

5.規劃講座較具體且完善，在新學期開始前 

   就已規劃完整的講座或研習時間  

 逢甲大學 

1.以學生學習為本位的立場思考，提供學生 

   學習與激發創意的環境，空間設置配合教   

   學多元化使用  

2.教師具有強烈的教學革新動能  

3.通識課程規劃給予師生很多彈性 

就是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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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雯教務長與逢甲大學王葳教務長互贈紀念品 

就是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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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雯教務長與中興大學吳宗明教務長互贈紀念品 

就是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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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學生考試 獸醫系最夯錄取率僅 4.3% 
  

  7 月 22 日在蘭潭校區舉行 106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今年考生報名踴躍，預計招收日間學

制學生 186 名、進修學制學生 101 名，共有 804 人報考，以轉大 2 獸醫學系競爭最為激烈，共有

114 人報考，預定錄取 5 人，錄取率約僅 4.3%。 

  除轉大 2 獸醫學系最夯外，其次為財務金融學系，有 43 人報考，錄取 3 人；企業管理學系、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等也都是考生熱門系所。 

  為提供優質的考生服務，特別派校車到嘉義火車站接考生到考場應試，上午考科為共同科目

國文及英文，下午則為各學系指定之專業科目，考場秩序良好。  

校長及相關單位主管巡視考場 

隨處可見應考生認真念書 

我的事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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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共組社群 
  

  因應教育部從 107 年起推動為期五年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其主軸在於重視學生學習，也期

待教師在教學配合改變與翻轉，其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興起，即是想改變學校教師由上而

下之文化，企圖將學校組織變成專業學習型組織，從學校內部形成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與進步的

力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前提—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在於教育工作者需持續不

斷地專業成長與學習。 

  教學發展組鼓勵不同領域與系所教師共組社群，透過跨域合作及交流共同成長，共創教學創

新。本學期針對不同主題(目前有「跨領域教學合作」、「虛擬教學社群」「環境教育共學」、「教

師學術發表與研究申請精進」、「語言治療」、「英文作文教學與研究」、「微生物發酵應用」、

「微積分教師教學」、「普通物理學教學創新」)，邀請全校老師報名組成，來自不同系所的老師

不同的社群成員，不僅凝聚跨域力量，也擦撞出截然不同的火花，燦爛了嘉大校園。 

                               

                    

  

  教學發展組期許串聯起校內教師的教學熱情，

點燃精進及創新教學的火種，共同營造美好教與學

的環境。 

我的事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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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的時節  
 

  許多新生在獲知考上嘉大後，隨即來電詢問註冊事宜。各式問題仿若漫天飛舞的羽毛，追

隨不絕於耳的電話鈴聲紛至沓來，全體註冊與課務組的同仁在此起彼落的詢問電話中耐心回

應，有的來電還夾雜著不同單位的問題，例如學雜費、住宿或申請通行證等等，我們都會一一

為每位同學指引方向。 

  在此建議同學們不妨利用更為便利簡潔的方式，新生們可從本校首頁的「新生專欄」中找

到所有疑問的解答；舊生多半已熟悉學校的行政作業，但倘使仍有不甚清楚之處，在教務處註

冊與課務組的網頁中也可尋覓到相關法規或表格。此外學校行事曆都有每學期的記事內容可提

醒同學們不可忽略的重要日子，這些都是同學們可主動獲取就學資訊的來源。 

   

我的事務機 

  新學期正要華麗展開，歡迎所有新生加入嘉大

的行列，一起細細品味，獨特的「嘉的味道」。本

學年度起也有新的政策施行，例如免蓋註冊章、通

識教育課程調整，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歡迎

到教務處來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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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在學證明」 

簡易版：請自行影印「學生證」，並攜帶學生證，免費至「註冊語課務組」蓋章，等同在學證明。  

 正式版： 

  方式一：完成註冊繳費後學生證正反面影印後連同學生證至各校區教務單位加蓋單位

  章戳後視同在學證明。  

  方式二：完成註冊繳費後至各校區教務單位自行使用「投幣式成績單列印系統」/列印在

  學證明(1060828 起啟用)，即可立即取件。 

  方式三：完成註冊繳費後→填寫申請表→總務處繳費→承辦人開立在學證明。 

 

持「學生證」搭乘「高鐵」可享有大學生優惠價 

 本校自 106 學年第 1 學期取消蓋印註冊章，並經「台灣高鐵公司」同意增列於該公司【優

 惠專區】「免加蓋註冊章」學校名單中，各站將知照辦理，故請同學出示本校貼有上述識

 別貼紙之學生證，即可享有台灣高鐵大學生優惠價。   

我的事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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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調整 

 

  

 

 

我的事務機 

欲知詳情 請參閱網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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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yu.edu.tw/gec/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