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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大師在嘉大 談國土規劃與永續水環境  

  10 月 23 日在蘭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行「國土規劃與永續水環境論壇」，本次論壇特別邀請前美國賓州

大學教授，現任中央大學水文及海洋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葉高次及前內政部長，現任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教授李鴻源就集水區之發展，以及國土規劃與綜合治水策略提出前瞻見解，期以提供社會大眾與年輕學

子對永續水環境發展更進一步瞭解，並透過相互研討與結論，提供相關機構後續執行面之參考。 

  葉高次講座教授專長為地表地下水文學、環境流體力學、計算水文

地質與生物地球化學及高效能數值計算；李鴻源教授專長為河川輸砂力

學、環境流體力學及生態水利學，兩位國內外著名水利工程專家進行專

業經驗分享。  

 

  臺灣地質構造具有年淺質弱的特性，地表易遭受流水沖刷侵蝕，且

因板塊擠壓作用而地震，再加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降雨時空分佈呈現

極不平均的水文條件，以及平均每年約 3~5 個颱風侵襲，如此嚴峻的天

然條件造成水環境的永續經營更為艱難，進而影響國家整體之發展。  

校長與李鴻源教授合照 

校長與葉高次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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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協同教學─外語學系 

  為深化實務教學，外語學系莊閔惇老師申請了三門課程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如下表)，希望能培育

具有實作力及就業力之優質專業人才，使學生在學校所學與產業能無縫接軌。  

講座主題 搭配課程 業師 業師背景 

桌遊融入英語教學工作坊 兒童英語 張琬琦老師 世賢國小專任英語教師 

海星巫婆說故事工作坊- 一日說故事、

終身說故事 
國小教育與實習 范方凌老師 

海星巫婆創意讀寫工作坊負責

人 

觀光英文協同教學 觀光英文 蔡富儀老師 專任領隊導遊 

  莊老師在 10 月 18 日的分享會中提到，雖然事先要探聽合適的業界專家不容易、邀請他們來也費了一

番功夫、且在課程中要配合他們適合的時間也喬了許久，但是一旦接洽成功，師生們真的覺得收穫滿滿。

感謝學校給了這個機會，感謝教務處協助行政作業，讓學生提前認識相關產業，也提昇了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學習效果。 

外語系「兒童英語」課程辦理

「桌遊融入英語教學工作坊」 

課後合照  

外語系莊閔惇老師及業界教師於

「觀光英文」課程後與同學合影  

                                                      業界教師於「海星 

                                                      巫婆說故事工作坊- 
                                                      一日說故事終身說 

                                                      故事」精彩的演講  

綜合行政組 

教務電子報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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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協同教學─行銷觀光學系 

  行銷觀光學系蕭至惠老師邀請業師分享工作職場上的經驗(如下表)： 

教務電子報 4 

  希望同學在聽完講座的思考過程中，激勵自己去蒐尋更多相關的知識以及所需的技能，並利用在學的

期間，去學習這些自己還不熟知的技能或是考取相關的證照，幫助自己在未來人生規劃上，比別人多了些

許競爭力與前瞻力。  

  在學校的學習殿堂中，老師教我們理論，或許很多人覺得理論無用武之地，但也有許多業界的老闆奉

理論為基礎，惟有基礎打穩了，同學們懂了更多實務上的操作，才顯得更有意義。像這幾場演講中，透過

業師的分享，同學們可以增加對課本知識以外，其他領域的認識，也能透過業師獨到的眼光，學到該行業

的專業知識與所必備技能，未來，同學們也反應希望學校可以多舉辦找業師來分享的「教學增能」演講，

讓同學們可以此認識更多領域的專業知識，並可以讓同學們更了解未來產業人才所需具備的各項能力。  

綜合行政組 

教務電子報 106-4 

講座主題 搭配課程 業師 業師背景 

牧場管理 行銷管理 羅桂岱老師 飛牛牧場總經理 

嘉大行銷所校友分享經歷 行銷管理 劉安倫老師 慶生堂公司行銷企劃人員 

嘉大行銷所校友分享經歷 行銷管理 蕭元笙老師 玉山銀行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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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協同教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學系朱惠英老師在社區諮商實習(Ⅰ)課程，邀請台南禾心心理諮商所曾仁美所長於

11/24 實務經驗分享。業師投入心理諮商領域已經有 20 年的時間，工作包含個案/團體諮商、社區心理健康

促進推廣、委託計畫案執行和諮商實務研究與發展，擅長使用沙遊和遊戲治療的方式和個案工作，禾心心

理諮商所便是以遊戲治療為主的諮商所，透過業師實務經驗的分享，讓學生對於諮商專業有更多認識。 

  首先，業師向學生分享投入諮商領域的過程，當菜鳥心理師遇到的困境，比方說在張老師上線接電話

時，會接到性騷擾的電話，或是在機構工作時，要處理很多繁雜的行政程序，這也是業師不喜歡的部分，

因為和她想像中的諮商工作不一樣，和個案工作的機會少很多。 

  業師投入沙遊治療，在各國大師底下督導學習，而沙遊除了應用在自己的諮商實務上，也運用在天災

的創傷治療中，像是 88 風災、高雄氣爆、26 地震等，因為災區資源不足，所以業師就號招志工，將一箱箱

的沙遊工具搬上車，進到災區服務，透過這樣的志工經驗，讓業師有機會自我成長、省思，而那時剛好有

個創業計畫競賽，於是業師決定參賽，最後順利入選，便開始了自行創業之路，過程中當然有許多挫折和

壓力，但業師鼓勵學生，自己也不是什麼都會的人，遇到問題就想辦法去問、去學、去解決，這樣自己也

會再多一個能力。藉由業師精彩的人生經歷分享，讓同學了解從事諮商工作可能會有的心路歷程為何，同

時鼓勵同學勇於嘗試，在過程中找到新的自己。  

教務電子報 4 

綜合行政組 

教務電子報 106-4 

曾所長經驗實務分享 朱老師介紹業師曾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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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課程地圖暨學分學程說明會議  

        10 月 18 日於蘭潭校區、民雄校區及新民校區舉行三校聯合視訊課程分流暨學分學程說明會議，利用中

午 1 個小時的吃飯時間，由時任綜合行政組盧青延組長進行課程分流與學分學程的說明與介紹，幫助同學

更加了解現在學校在課程上面的調整與配置，在選課上面可以更清楚流程，也能依照自己對未來的規劃，

去做調整與規劃，幫助自己可以在大學四年學到更符合自己需求的課程。 

  會後進行了簡單的有獎徵答，藉由贈送小禮物的刺激，讓學生更加專注在聽講的部分，加深了簡報

內容在他們腦海中的印象，讓這場說明會的初衷更順利的達成。 

三校聯合視訊課程分流暨學分學程說明會議 

教務電子報 106-4 

綜合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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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企跨域搭橋實驗方案 

  為改善產學雙方在教學上的合作程度，執行教育部 106 年教學增能計畫以產學融合式教學為基礎，延

伸推動「學企跨域搭橋實驗方案」。生物事業管理學系透過此方案與業界簽訂合作，透過實地參訪、專家

授課與諮詢、雙方技術交流、學生實習等，建立學校與業界合作橋樑。 

  於 5 月 5 日至上盛育苗場、旭領農場等進行參訪交流，透過校外參訪與合作廠商實際接觸，經由專業

的業師或老闆的經驗分享，使同學們能夠獲得專業知識，並且運用企業資源實際動手操作。透過與廠商的

接觸，培養同學們對特定產業的興趣，並進一步媒合廠商與學校之合作關係。 

1.上盛育苗場：學習到嫁接技術 
以抗病的茄子為基底，嫁接耐熱的番茄番茄，克服了番茄的弱點，雖然看似簡單，

但實作時感覺還是有不少小訣竅，比如切入時的位置、角度。盛育苗場的設備不錯，有

能夠幫助調解植株成長的溫度、濕度及土壤營養度等的設備，門口有一個避免讓外面的

蟲進來的電風扇、有兩台嫁接癒合室，播種種子也是全自動的機器。 
2.旭領農場：參觀黑木耳種植過程 

太空包中的木削，會先在室外放一個月使它們天然發酵，並且須要用怪手去翻攪

它們，翻一翻之後放到瓶子裡。太空包的製成：木削放一個月後蒸氣殺菌，再放進木耳

的菌種，接著放到黑色的網室裡面。太空包一包大概可以收成四次，是頭尾兩側分開長

的，並且黑木耳會愈來愈小，接著就換下一批新的。 
旭嶺農場是比較企業化的農場，將黑木耳做太空包、殺菌、種菌、收穫、分級，

而且這些步驟是對農業沒有概念的人也可以很快就學到的。旭領農場完全沒有用藥，並且有產銷履歷以及

有機驗證。農場主人提到，種植單一的木耳品種是因為需要避免交叉感染(影響品質)。 

教務電子報 106-4 

綜合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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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24 日劇場工作坊 

  通識教育組為執行教育部 106 年健全校務發展暨教學資源計畫，於 106 年 11 月 10 日舉辦【一人一故事

-劇場與你的內在相遇工作坊】。11 月 10 日、11 月 24 日分別舉辦【嘉大教職員一人一故事工作坊：玩樂】

及【嘉大教職員一人一故事工作坊：愛】，邀請台南市麻豆國小教師兼南飛嚼事劇團武君怡團長以一人一

故事為教學媒介，結合語文與美術創作，幫助開發全身的感知能力、學會用心聆聽、仔細觀察，進而透過

聲音、語言和肢體展現戲劇即興的創造力。 

  一人一故事劇場是一種即興的民眾互動式劇場形式，其演出並無預定的劇本，透過來自現場觀眾口述

的親身經驗，自願分享的心情和故事，在主持人的引導下，演員和樂師立即運用簡單有系統的表演形式，

將故事呈現出來，並把演出回送給說故事的人和所有觀眾。這是一份相互分享的珍貴禮物，在一人一故事

劇場的尊重與包容裡，能讓所有參與者充份體驗真實生命經驗交會的感動。  

 

教務電子報 106-4 

參與師生與南飛嚼事劇團合影 演員飾演故事者的心境 參與師生肢體及發聲活動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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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xNCYU 11 月 3 日短講工作坊 

  繼今年 5 月 TEDxNCYU 團隊，在本校蘭潭校區，舉辦名為「羽化」的年會演講活動，廣受好評，在

11 月 3 日校慶當天，再與今年結為盟友關係的教務處通識教育組，共同舉辦「短講工作坊」，透過活潑有

趣的內容，從寫講稿到公開短講，輕鬆練習口語表達技巧，讓與會者不再只是台下聆聽的觀眾，也可以是

台上的講師，藉由此活動帶領大家更深入地了解演講的魔力與影響力。 

    帶領學員們上台的講師是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兼通識教育組的張淑媚組長，她特別喜歡別人稱呼

她為「阿媚」，因為這個綽號會喚起她的活力與熱情。阿媚老師勇於發表自己的聲音，思想新穎且關注社

會議題，就像個海綿般不停向外界吸收新事物，不斷擴充自己的視野。她喜歡書寫自己以及學生的故事，

也喜歡用溫暖且帶給人勇氣的語句和學生對談，往往會把學生帶向意想不到的嶄新世界。 

    這次的工作坊中，阿媚老師和她的長年合作夥伴，現為教育學系博士生的王仕宏，一起進行規劃，透

過輕鬆有趣的活動帶領大家練習短講。在活動的上半場由王仕宏引導學員們進行嘴巴的暖身操，透過影片、

小卡、繞口令和講稿等道具，用規劃好的句型格式，引導學員們和身邊的人交談，為後來的上台演講熱身。

下個部份是由阿媚老師主持。從自身在講台上遇到的挫折，其中所獲得的自省為開頭，講述許多在臺上如

何說出一個好故事的技巧，對所要述說的故事本身列出架構，讓學員能夠更明確地知道組織自己的故事。

做完一系列的講解，老師便用有趣的方式帶領學員們分組，給學員們 20 分鐘的時間準備故事。  

教務電子報 106-4 

通識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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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們的故事都不同，有許多的主題，如品德寓言、電影心得、感情處理、家庭衝突、旅行經歷、團

隊帶領、美食回憶…。自學日語的電機系林雯婕同學，分享她一次去日本旅行的經驗，聽到身邊的乘客哼

著她熟悉的日文歌曲，便鼓起勇氣和他聊了起來，林同學表示，這短暫相會是生命的奇蹟；生資系賴孟辰

同學講述，他在合唱比賽兩周前臨危受命接下指揮，從預賽到決賽的心路歷程，從對大家的期許、現實的

掙扎，到最後體悟到唱歌是要讓大家開心，比賽讓他找到自信，並且交到擁有革命情感的朋友；教育系王

若筑同學，談著國中時在人際關係裡擱淺的她，是如何的自省，不再讓自己討厭自己的樣子，努力的修正

自己，變成受同學歡迎的人。阿媚老師在活動最後做了總結，勉勵學員並讚賞那些說出自身故事的人，因

為他們的勇氣和真誠，展現自己脆弱的一面，讓聽眾隱而未見之處，起了共鳴，這也是為何 TED 的演講會

有那麼多人喜愛的原因。   

張老師與學員們合照  

頒發感謝狀  

教務電子報 106-4 

通識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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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特殊選才招生 獸醫系最夯 

  本校學士班學生來源約有七成來自中南部，目前高中學生升讀大學雖提供

多元入學機會，惟仍以學測或指考作為入學的管道。本校希望透過本招生管道

並招收嘉雲南地區之高中職生具單一學科能力天賦及各類特殊領域具有卓越

潛能或特殊優良表現之學生，讓本校多元入學招生更加完整，各學系依其特色

設定錄取條件，以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方式甄選具有特殊專長與發展潛能之區

域內優秀學生。 

    106 學年配合教育部「特色大學試辦計畫」首次辦理「特殊選才」，提供

11 名招生名額且優先錄取雲嘉南地區學子 4 名，107 學年度繼續辦理特殊選才

招生，以持續推動雲嘉南地區高中職學子留鄉就讀，期能達到「多元適性選才」、

「關懷區域高中職生升學」之目的，以善盡社會責任。參加招生學系有 11 個學

系，預計招收學生 12 名，共計 39 名報考，其中以獸醫學系最夯，計有 15 人報

考，預定錄取 1 人，錄取率約 6.67%。本招生定於 106 年 12 月 23 日(星期六)在

蘭潭校區各學系舉行面試，預計於 107 年 1 月 8 日放榜，同時寄發成績通知單，

錄取考生名單也將同步公告在嘉大招生網站，並再以專函個別通知。  

  本校獸醫學系主任蘇耀期分析，獸醫系很熱，是受市場趨勢影響。養寵物

族群增加，未來會越來越需要相關人才，加上現在動保意識抬頭，許多人具有

愛護動物的情懷，且獸醫人數仍未飽和。此外，獸醫師在社會評價上，正向提

升，應屆畢業生考照率高，大約 7 成，畢業後就業相對穩定，可考公家單位或

自行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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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成長專業社群 

  由教務處辦理教師社群經營分享講座，邀請各社群召集人及社群內成員向對於教師社群有興趣之教

師分享社群的活動內容、社群成立成效及遇到的困難。藉以鼓勵更多教師加入或成立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及教師同儕間互相精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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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教師赴業界增能研習成果發表會 

  在秋風中思索短暫的季節，一任秋寒將自己的情緒染紅；讓鳥兒飛過的時候，唱一首漸飛漸遠的歌謠。

秋，道來一輪新的問候，在思緒交錯與言語交流間，細細共思教學的新視野。 

  教學發展組於 12 月 6 日舉辦「教師赴業界增能研習成果發表會」，由本校勇於追求創新的教師共同參

與。活動宗旨不僅說明業界增能與回饋的精神與流程，更作為各參與計畫的執行團隊分享。這不單單是一

場分享會，更是一個社群的集合與萌芽，藉由分享過往至多所業界公民機構的經驗，連結教師間的互動，

盼藉由業界新知的共享，持續發展本校創新與回饋機制。 

  本次活動分享了在過去經驗中，教師對於「教學」的觀點為何？「培育」的責任是什麼？通過業界增

能接觸新知，重啟對於教學的熱情與記憶；在研習的開始與結束進程間，細細體驗日新月異的創新科技，

調整師者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並適應環境的迅速改變：「期待藉由與業界機構的交流，為師生帶來新的趨勢

與資訊，透過研習成果的共同分享，完整了一次的交流與回饋。」  

教師赴業界增能研習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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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跨學科領域 12 月 16 日黑客松程式設計競賽  

  本活動並不是一個要學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創造出一個完整 APP 服務的活動，而是以嶄新的概念，著

重在創意發想及點子創造。為切中主題，這次相當多的組別先鎖定了學餐、合作社，並依照校區作為分別，

尋找出學校背後的故事，做出以 Web 方式呈現的文章內容。其中小隊「Marvelous」以娛樂為導向，做出一

個能與好朋友之間「聊天、說笑話、唱歌」結合 e-learning 系統，做出一個有對話功能、查收 e-mail 及校務

行政系統，同時提供未完成作業及未讀信件之即時通知。是一款互動性相當高的娛樂導向手機 APP 服務。 
  另外，小隊「一分六十秒」則是創造出了選課小幫手，將年度好課，依照「獎學金、推甄、有學習到

東西」等方式為基準，依老師歷年的成績，並做出教授比較圖、開課統計、開課時段等方式，使用「關鍵

字查詢」可以結合 API 並從「教務處」拿到成績的資料，進行學年度的成績比較，讓學生自己做好時間管

理。 
  而獲得前三名的小隊「數位匿蹤」，則用了強悍的寫程式能力，在短短不到一天的時間內真正做出了

一個完整的 APP，其中的功能主要為「選課計算機」，是一款應用上課時間、地點對學生做出即時提醒，

並能夠告知學生在必須修滿的 128 學分中，那些是必修、哪些是不一定要修。告訴學生學分該從哪來，並

且有效的避免學生發生衝堂的狀況，解決畢業應修之所需。 

團隊合作一起討論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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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次榮獲冠軍的隊伍「狗狗咬一口」，使用「嘉大工憩頭」為主題，推廣嘉義大學的美。結合了 Beacon

技術，透過登入驗證的方式，進行任務式的集點模式，配合任務式的集點方式，進行相關商品折扣。再來，

用像是 Dcard 的方式去介紹合作社、天下 KANO、沁心池等校史，透過優惠、必去景點等，結合觀光旅遊，

與商家合作整合行銷。完成整個軟體的概念設計，非常符合本次黑客松的精神與主題，徹底的貫徹了發揚

學校之美的概念。 

  最後，由第二名的隊伍「程式殺手」，運用「嘉大小幫手」，與前一組的 Beacon 進行合作，運用 Line

的 API 連結的方式，將最新消息進行一個 catcher 的動作，這是一種攸關學生幸福的概念，並結合 Line 機器

人（QR code）掃描，採用類似「卡米狗」的人工智慧搜尋系統，可以搜尋所有系所的教授的專長、學歷、

照片，並以吉祥物為主軸，創造出一個不需用安裝 APP 的整合性服務。運用 Beacon 功能，自動介紹系所說

明、資訊等。評審表示：「這個題目本身吸引人，就已經是一種成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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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團隊 

金牌獎：狗狗咬一口 

銀牌獎：程式殺手 

銅牌獎：數位匿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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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申請時程  

公 告 受 理 

☆於每年三月受理

申請(確切日期

請參閱本校每學

年度的行事曆)  

☆各學系歷年轉系審查標準可至教務處網

頁－第二専長與跨領域學習/轉系/跨域

學習/轉系、輔系、雙主修相關規定查詢系

統查詢，下載相關資訊及流程。轉系審查

標準由各學系自行訂定，惟各學系轉系名

額與審查標準每一學年度不盡相同，以申

請當學年度轉系公告為準。 

☆今年各學系轉系名額與審查標準訂於106

年12月2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以方便同學

元旦返家時與家人討論。  

公 佈 

☆核定轉系名單，

約在每年四、五

月公告於教務處

首頁  

依據本校轉系辦法第5條，學士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

轉系： 
(一)在本校修業未滿一學年(含申請當學期)之學生。 
(二)四年級以上(獸醫學系五年級以上)之肄業生。 

(三)尚在休學期間之學生。 
(四)日間學制與進修學制學生不得互跨學制申請轉系或轉班。 

(五)其他因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者；如遇特殊情況，應依各

種入學方式之招生規定辦理。師資培育公費待遇之學生，申請轉

系核可後喪失公費生資格，並應依相關規定償還已受領之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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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停修申請  

 

讓學生在修習半學期後，發現

自己不適合這門課，或者對這

門課程沒興趣，而停止修習。  

  期中考試後三週內提出，逾期不受理 。依據本校「學生

申請停修科目實施要點」第 6 點規定，依規定應繳交學

分費（學分學雜費）之科目停修後，其學分費（學雜費）

已繳交者不予退費。  

 1.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課程含正課及實驗者得

同時申請停修， 由開課系所主管決定） 
2.經核准停修的科目仍然要登記在該學期成績單及歷年

成績表上，並會於成績欄上註明「停修」（withdraw），

停修的學分數將不計列於該學期及歷年修習學分總

數。 

 請同學先至至校務行政系統網頁列印出「停修申請單」，

再將停修申請單先送請任課教師、班級導師及系主任核

章後，最後申請單送教務單位登錄。再至選課系統查詢

有無停修。停修申請期間，至「學生資訊系統」（申請

路徑：學生資訊系統→各項申請→停修申請）進行線上

申請即可。  

申請停修科目後，該學期的總學

分數，不得低於最低修習學分數，

各學制最低學分數規定如下：  

 學制 最低學分數 

大學部 1-3 年級 15 學分 

大學部 4 年級 9 學分 

進修學士班 1-4 年級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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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電子看板 

可將訊息即時公佈讓學生觀看 

Merry Christmas  
讓師生們感受聖誕氣氛，用

心佈置每個角落並放置許願

卡，讓學生可為自己的未來

許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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