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 9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F 瑞穗廳
主席：李明仁校長
記錄：陳俐伶
出席人員：王以仁副校長、沈再木副校長、各行政主管、主任秘書、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附小校長、各學院院長、系所主任、
語言中心主任、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主任、創新育成
中心主任等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一、 今天有多位主管因為參加校外評鑑及重要計畫相關工作，由代理人出席與
會，對於同仁們為了學校的整體發展而努力，在此表示感謝。同時，今年
的校慶及校運會順利運作，各項活動圓滿完成，對大家辛勞與付出，特別
在此致上謝意。
二、 在此提出以下三點請各單位同仁配合與協助：
（一） 加緊經費執行：95 會計年度即將結束，請各單位主管上網查詢 貴
單位經費執行情形，務必掌握時效，以免影響經費之執行率。在 1
億 8 千萬的校統籌款補助部分，請各院於 12 月底前安排時間做重點
報告，以了解經費執行情形。
（二） 加強安全宣導：本校學生車禍意外事故頻傳，令人心痛。最近台科
大部落格事件受到社會的關注，請電算中心加強本校網路安全工
作，並請學務處加強對學生宣導，使其了解守法的重要性，切莫因
為一時的疏忽，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三） 維護學校形象：近日接獲民眾來函，指稱洽公時發現本校警衛室菸
酒味道瀰漫，影響本校形象甚鉅，請總務處轉知相關同仁改進，並
請全體同仁維護學校辦公處所整潔，共同維護學校形象。
三、 請各單位提早規劃 97 年度經費需求，提報相關會議審查，俾能順利進行計
畫執行及設備更新，校外相關部會之計畫經費亦請積極爭取。
貳、宣讀 9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同意備查。
参、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第六點第二行學務處修正為實輔處，餘如書面資料，同意備查。

肆、各單位工作報告
◎ 教務處
一、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已初步建置完成，歡迎全校師生至學校首頁點選瀏
覽，並請不吝指教。此外，請各執行單位隨時將最新活動消息 E-mail 至教
學卓越計畫辦公室（acad.assistant@mail.ncyu.edu.tw），俾即時公告於教學
卓越計畫網站上。
二、 各學系所已順利完成各項 95（一）開排課作業，感謝各位同仁之辛勞，為
確保開課資料之正確性，教務處已通知各學系所，請確實查核各項開課資
料之正確性，並將核章後之班級橫式課表 送本處備查。
三、 95（一）課程停開前鐘點費已於 10 月 20 日彙整送核，奉核後將請出納組
核發課程停開前鐘點費給相關教師，鐘點費核發以 2 週為原則。
四、 95（一）教師授課超支鐘點費，因電算中心程式修改不及，延至 10 月 24
日下午開放系統列印，已請各系所至遲於 10 月 31 日前將核章後之「教師
鐘點資料表」擲回教務處，俾便核算教師授課時數，未於上述規定期限內
繳回者，將以第二批呈送，仍請各系所轉知所屬教師，儘可能於規定期限
內繳回，以免延誤鐘點費之發放。
五、 95（一）教師鐘點申請全學年合併計算共有 27 位，鐘點費將統一在 95（二）
核算與發放，請各系所轉知所屬教師；以研究計畫申請減授鐘點者計有 1
位。
六、 為確保教師鐘點費正確性，請各系所轉知所屬教師，教師如欲校外兼課，
應在開學前完成簽准等相關程序。
七、 各系所如遇師資員額不足欲超支鐘點，隨簽請附上「系所專任教師授課鐘
點彙整表」（教務處網頁－業務表格下載區）
，另因支援全校性課程之單位
如欲超支鐘點仍需簽請核可；上述申請請於開學前
開學前完成簽核手續，並將影
開學前
本送至教務處課務組，以維教師鐘點資料表正確性。（惟每位教師超支最
多以 4 小時為限）
八、 教務處相關法規與表單不定期在維護更新資料，各系所、中心如需查詢法
規或列印表單，請至教務處網頁瀏覽，另相關教務訊息亦請確實轉知所屬
師生知照，以掌握最新資訊並避免損及權益。
九、 另 95（二）開排課時程表及支援全校課程之課表已送各學系所作為開排課
依據，為使學生順利選課，請各學系所依時程完成開排課作業。95（二）
需超授鐘點的開課單位，亦請於本學期預先完成簽核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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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各系館現有教室，請勿於綜合教學大樓啟用後任意變更他用，若有特殊需
求宜另簽核准後始可變更。
十一、 本校 96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已於 9 月 30 日開始發售簡章，於 11
月 2 日至 10 日受理網路報名，11 月 25 日至 12 月 3 日辦理甄試（各系所
自訂），總計錄取 216 位碩士班研究生。
十二、 95（一）學雜費減免計 742 位同學提出申請（其中原住民 92 人、低收
入戶 69 人、給恤期滿子女 3 人、現役軍人子女 11 人、軍公教遺族 10 人、
身心障礙學生 42 人、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515 人），總計金額為 840 萬 143
元。
十三、 96 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已於 11 月 10 日（五）下午 9 時結束，共
有 1,086 位考生完成報名，較 95 學年度略減 16 位，各系所詳細報名人數
請參閱本校碩士班推薦甄選報考人數統計表。（如附件）
◎ 學生事務處
一、 嘉大學務通訊第 3 期於 11 月 4 日出版，本期共發行 1,200 份，除寄發教
育部、各大專院校、本校各校友會、校內各處室、系、班導師、學生社團
等共約 800 份外，配合校慶並發送各貴賓 60 份，另分送 300 份予各學院
作為「系所家長日」活動宣導用。
二、 95 學年度校慶典禮經過籌劃與兩次協調會及 11 月 1 日之預演，各項程序
順利進行，感謝各單位協助使 11 月 4 日校慶典禮圓滿成功。校慶慶祝系
列活動時間 10 月 20 日起至 11 月 20 日止，為期 40 天的慶祝活動，各單
位辦理活動請注意安全維護。
三、 本校「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經 10 月 16 日學生事務會議及 10 月 17 日
校務會議通過，請各系結合相關資源，規劃各系特色之服務學習課程，將
課程大綱送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備查，下學期課程正式排入課表。
四、 學生宿舍相關業務：
（一）各校區學生宿舍整修工程持續進行，因品質改善，本學期住宿率已達
95％以上，95 學年第 1 學期住宿狀況如下表，目前以林森校區男、
女生宿舍空床率較高，正研商改進對策。
校區別
蘭潭校區

舍別

蘭潭一舍
蘭潭二舍
蘭潭三舍

可住人數 實住人數 住宿率

價格

108

107

99%

9100

100

7

7%

8500

582

578

99%

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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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整修中

民雄校區

林森校區
民生校區

蘭潭五舍
蘭潭六舍
綠園一舍
(冷氣房)
綠園二舍
(冷氣房)
林森男舍
林森女舍
民生宿舍

460

448

97.4%

5950

343

338

98.5%

5950

462

413

89.3%

4950

162

159

98.1%

5500

487

479

98.3%

4950

162

161

99.3%

5500

208

144

69.2%

5316

348

195

56%

5316

320

317

99%

8500

冷氣電費另計

冷氣電費另計

（二）為提升學生宿舍網路服務品質，請電算中心協助辦理學生宿舍網路服
務講習，有蘭潭、民雄、民生及林森校區 83 位學生宿舍幹部及工讀
生參加講習。
（三）為使宿舍收、退費程序順暢及經費有效控管運用，10 月 18 日邀集會
計室、電算中心、出納組、課外組、宿舍管理員，協調相關作業程序。
（四）為協助住宿生之課業學習，以卓越計畫之分項經費，於各校區學生宿
舍設置學習方法研討室與宿舍同儕學習志工團，招募微積分、物理、
化學、統計學、經濟學等科目成績優良之學生，擔任學習助教參與課
後輔導。
五、 為加強本校賃居校外學生租屋安全與生活照顧，已請大二以上之班導師協
助辦理各班賃居校外學生填寫調查表，將彙整建立全校賃居校外學生資
料，目前還有 33 個班尚未交回。
六、 日前有數件學生因對請假規則不熟悉而反映權益受損，請各系協助宣導依
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規定，學生請假以親自、事前辦理為原則；惟因狀況特
殊或突發重大事故，無法事前親自辦理請假手續者，得以電話或書信先行
向導師或各系所報備，並於請假期滿之翌日起算七日內(含例假日)檢附證
明文件，親自補辦請假手續並送達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逾期送達者不
予受理。95 年 9 月 11 日-10 月 31 日各學院學生請假次數及節數統計如下
表：

學院別
農學院
理工學院

曠課
公假
事假 病假 喪假
總計
次數 節數 次數 節數 次數 節數 次數 節數 次數 節數 次數 節數
161

297

44

86

892 1809

64

179

43

369

3

156 438
98

82

909

32

67

1587

3238

185

20

43

368

781

生命科學院
師範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管理學院
總計

28

56

70

142

806 1625

167

318

685 1377

42

82

512

119

389

263 142

54

134

13

29

356

783

97

194 255

507

67 141

1295

2609

38

73 231

459

54 112

1175

2339

18

131

5

503

1101

840 1122 2325 188 397

5284

10851

865

8

981 3070 6308 392

30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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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社團輔導相關業務辦理情形：
（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9 月 25 日-10 月 30 日為各社團之迎新週，已有超過 45 個社團舉辦迎
新茶會活動，為新生帶來更溫馨之感受。
2.校慶系列活動『陽光嘉人校園親善大使選拔』活動已展開，10 月 4
日初選、10 月 15 日美姿美儀訓練與 DV 宣傳影片拍攝、10 月 25 日
決選，12 位準嘉人於決選中表現非常優越，最後選出男、女各三位，
由食科大四黃敏郎與教中大四陳雅倫獲得第一名，於未來一年中將擔
任高中職學生參訪嘉大時之校園解說工作。
3.農藝志工隊於 10 月 13 日於護理之家舉辦行動不便老人慶生會活動，
此活動為該社團第 33 次舉辦之慶生會，八年如一日，目前正持續服
務邁入第九年，帶給 200 多位老人更多之歡樂與喜悅。
4.慢壘社於 10 月 14 日起 3 個月舉辦嘉大壘球聯盟競賽，計有各系壘球
隊員 500 多位參與，參與熱烈。
5.由嘉義市政府主辦之嘉義老街行銷活動於 10 月 20-22 日舉行，邀請
本校課外活動組擔任協辦，由學生社團(勁舞社、語藝社、啦啦社、
熱舞社、跆牶道社、手語社、魔術社、吉他社及國標社)負責 20 日開
幕之所有活動節目，此項活動由蘭潭 7 個社團，與民雄 2 個社團共同
參與，表演圓滿落幕，該次演出展現出嘉大社團特色，獲得黃市長與
嘉義市民高度讚賞。
6.10 月 28 日農曆 99 重陽節前夕，農藝志工隊舉辦『慶重陽 行動不便
老人長青運動會』，由 50 位志工夥伴，帶領 40 多位老人運動舉行趣
味運動會，老人玩得相當開心，此種關懷服務之情，並獲得平面媒體
與有線電視台(世新)詳加報導。
7.嘉義市智障協會於 10 月 29 日舉辦『躍動希望 讓愛傳出去』--愛心園
遊會活動，本校農藝志工隊支援 18 個志工協助義賣，並認養一個攤
位做二手物義賣，計義賣 7200 多元，全數捐給智障協會，愛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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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人後；而空手道社也參與園遊會之表演活動，表現不錯。
8.開學至 10 月 31 日止蘭潭已新成立霹靂網球社、高雄地區校友會、
雲林嘉義地區校友會等三社團，使蘭潭校區目前社團總數(不含系學
會)增為 63 個，本學期將以邁入 70 個社團為目標。
9.天文社於校慶期間(10 月 30 日—11 月 4 日)在活動中心一樓舉辦全國
大專院校巡迴天文博覽會，參觀人潮相當踴躍。
10.社團團室冷氣裝設於 10 月底全部完成，將提供各社團更佳之活動空
間。
11.11 月 4 日校慶園遊會計有 70 個左右之班級、社團與外面廠商參與擺
攤，為校慶帶來另一波之人潮。
12.嘉義市嘉華中學除高三外，有國中部 9 班、高中部 3 班，計 12 班 500
多位學生，於 11 月 4 日校慶當天參觀嘉大校慶與系所各項研究成果
及校園景觀，課外組請農藝志工隊與語藝社 26 位志工擔任解說工
作，圓滿達成任務。
13.民生學生會於 11 月 5 日舉辦校慶及管院迎新演唱會，邀請范曉萱等
6 位歌手演唱，將校慶活動帶入另一高潮。
14.嘉義市國樂節於 11 月 11 日舉行，蘭潭國樂社表現受肯定，受邀於
下午 4:00 -5:30 於嘉義市文化中心演出，並獲贊助演出費用 2 萬元
整。
15.由課外組主導學生會主辦之校慶系列活動華視快樂星期天—校園歌
喉戰初賽於 10 月 31 日於瑞穗館舉行，此次活動報名情形相當踴躍
(初賽 80 名)，於賽前一週已爆滿，初賽時觀眾擠滿瑞穗館，加油團
掌聲不斷，選出 10 位參與決賽，11 月 6 日進行決賽，為校慶活動
掀起另一波高潮。
16.本學期 8-10 月間社團活動有媒體報導者達 20 項之多（附件 1，頁 1）
，
成效極佳，報導最多者為學生會、農藝志工隊及課外組所籌劃之大
型活動。
17.本學期開學至今，9 月份社團提出舉辦活動有 39 項（附件 2，頁 2-3）
，
10 月份以後則為 65 項（附件 3，頁 4-6），總計目前有 104 項活動
申請舉辦，成效相當良好，課外組將給予相關之經費補助。
18.94 學年度本校各學生社團獲校外機構補助之金額共 78 萬 9,500 元
（附件 4，頁 7）。
（二）持續進行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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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外組侯金日組長與農藝志工隊林佳儀前隊長於 95 年 10 月 31 日榮
獲教育部所舉辦之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優秀指導老師與優
秀學生，將於 11 月 25 日於東吳大學接受頒獎表揚。
2.本校於本年度繼續協辦中國時報系所主辦第七屆「未來領袖菁英養
成學苑」活動，該活動分別有「地區性講堂」及「2007 冬季高峰論
壇」兩場次各 20 名，優先提供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幹部免費參加，
藉由活動參與，培養學生更具前瞻性的世界觀，進而提升其未來的
全球競爭力。
3.攝影社從 9 月 29 日至 12 月 23 日參與台灣新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舉
辦之『童心協力看台灣，從我的高度拍世界』偏遠地區國小數位創
作輔導計畫，一連七次兩週一次。
4.四健會 95 年 9 月獲得農委會補助『四健會會員服務計畫』計 6 萬元
整，預計舉辦相關活動 3 次。
5.『2006 金鐘在我嘉』協助嘉義縣政府舉辦，為金鐘獎頒獎前之暖場工
作，由七個社團協助辦理，將於 12 月 16 日在民雄演藝廳舉行，目前
已完成所有之籌備工作。
6.2006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創意踩街嘉年華活動於 12 月 23 日舉行，9 月
30 日前課外組請勁舞社、嘉簡呈儲戲劇坊兩社團負責籌畫完成報
名，將於管樂節中大顯身手。
7.嘉大樂旗隊於 11 月 4 日校慶典禮時於瑞穗館前廣場演出，並於 11
月 10 日校慶運動大會開幕時操場表演，而樂旗隊重頭戲則於 12 月
23 日國際管樂節中管樂踩街與隊形變換表演，目前確定成員 43 位，
將於期中考後廣邀去年參加者前來幫忙協助，希望國際管樂節時能
以 60 人為目標，在此麻煩各位主管能再幫我們多作宣傳，讓更多之
學生參與。
八、 獎助學金、就學貸款及工讀業務辦理情形：
（一）8 月份召開第一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核發急難救助金
4 人、核發金額 25,000 元；9-10 月份召開第 2、3、4 次「清寒學生
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共核發急難救助金 13 人、核發金額 145,000
元、清寒學生助學金 3 人、核發金額 60,000 元。
（二）8 月份核轉學產基金急難救助金：2 人、金額 30,000 元；9 月份學產
基金急難救助金：1 人、10,000 元
（三）95 學年度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50 人，核發金額 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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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5 年 8 月份蘭潭、民生校區工讀金計核發張佩瑜等 115 人、計
1,042,000 元；9 月份蘭潭、民生校區工讀金計核發張佩瑜等 244 人、
1,373,200 元。
（五）本學年度中低收入就學補助申請，自 10 月 2 日起至 10 月 30 日止，
蘭潭、民生校區共有 248 位學生提出申請。
（六）本學期清寒獎學金申請，自 11 月 13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只要上學
期學業成績在 70 分（僑生、原住民 65 分）
、操行 75 分以上（新生免
交）之清寒學生（不含學雜費全免者），均可申請。
（七）本學期上網公告鄭豐喜獎助學金等 84 項校外政府/財團法人獎學金資
訊，核轉 28 項、126 名學生申請資料，已獲獎之同學計有梅嘉敏等
13 人、獲獎金額 255,000 元。
（八）陳龍珠小姐捐贈本校新台幣 100,000 元整，做為本校清寒學生之助學
金，本助學金將提供給清寒學生工讀之用。
（九）94 學年度獲校外各機構獎助學金共 224 萬 5 千元，詳如下表。
94 學年度學生獲校外各項獎助學金統計表
項次

獎助學金項目

人數

金額

1

第 1 學期政府/財團法人獎助學金

75

1,038,000

2

第 1 學期學產基金及急難救助金

7

125,000

3

清蘆獎學金

50

500,000

4

行天宮急難救助金

2

15,000

5

第 2 學期政府/財團法人獎助學金

21

217,000

6

第 2 學期學產基金及急難救助金

24

350,000

229

2,245,000

合計

（十）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經財稅中心查核結果（含蘭潭、
民生、民雄），合格學生人數計有 1,558 人，需付半額利息貸款者 4
人，雖不合格但家中有二位兄弟姊妹就讀高中職以上，可輔以繳付全
額利息貸款，如不願付息貸款者，請同學到出納組補繳學雜費。
（十一） 為讓就學貸款學生了解畢業後應負攤還本息責任，及於各階段
學業完成後如有異動，應主動通知台銀之義務。擬訂於 11 月中旬配
合學生社團活動，在學生活動中心 1F 廣場，舉行就學貸款有獎常識
測驗摸彩活動。
九、 衛生保健業務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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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10 月 17 日上午 8：30－11：00 辦理教職員工肝功能、肝癌、C 型
肝炎、B 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30 歲以上，去年未檢查者），共
有 56 人參加；女性員工加作子宮頸抹片檢查（共有 22 人參加）由
嘉義市東區衛生所支援辦理。
2.為增進本校學生進行團體的校外動態活動期間之安全，對事故傷害
發生時，能立即有效處理。於 10 月 23 日下午 1：00－5：00 辦理
大一新生（民生及蘭潭校區）心肺復甦術及異物梗塞訓練，每班派
2 位代表受訓，共有 45 人參加，委託聖馬爾定醫院急診醫學部辦理。
民雄校區預訂 12 月份辦理。
3.10 月 25 日下午 1：30－2：30 辦理『飲食健康與體重控制』講座，
共有 50 人參加。2：30－3：30 辦理美食街健康餐比賽，共有 15 道
美食菜餚參加比賽，經五位專業評審評分結果，第一名：學園餐廳，
第二名：和膳屋，第三名：小木屋，擇日頒獎表揚。
4.9 月份外傷處理人數 191 人次，量血壓人數 98 人次，量體脂肪人數
104 人次。
5.新生個人健康檢查報告，於 10 月 27 日開始發放給學生，已請各班
班代儘速前來領取。
6.醫療器材外借 9 月份 11 件，10 月份 14 件。
7.完成餐飲服務人員健康檢查及教育訓練，並製作三校區餐飲工作人
員識別證，已完成 65 張。
8.準備校慶運動會急救用品及聯繫三天活動期間支援的醫生、護士及
救護車。
9. 11 月 1 日開始推動“天天吃早餐”活動，鼓勵同學每天務必吃早餐，
除了可擁有旺盛的體力及維持良好的上課精神外，並減少疾病上身。
（二）持續進行之工作：
1.每週對全校餐廳、便利商店、合作社、進行一次以上之餐飲衛生檢
查，及辦理檢查人員之訓練。
2.繼續執行「健康護照」活動，鼓勵教職員工生重視自己的健康。
十、 學生輔導相關工作：
（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卓越計畫之「學習指導中心」於本學期規劃強化學習能力系列講座，
第一場業於 10 月 18 日於民雄校區科教館階梯教室舉行，係邀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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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專家楊瑞珠教授主講『有效學習策略』，本次活動邀請全校師生
參加，參與人數共計 80 人次，與會者反應熱烈。
2.『性別平等輔導知能研習活動』訂於 11 月 2 日、3 日共 2 天於蘭潭
校區圖書館演講廳舉行，將分別邀請國際催眠治療大師夏琳.艾克曼
及旅美敍事治療專家吳熙琄教授擔任講座，參加對象包含南區各級
學校、縣市政府、醫療院所等相關輔導教師、導師與相關從業人員，
共計 137 位參加。
3.11 月 8 日於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舉辦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由與會委員共同推選出會議主席。
4.蘭潭與民雄資源教室於 10 月 27 日聯合於玫瑰園舉行迎新餐敍，共
有同學與學伴 24 人及丁學務長與曾主任參加，歡迎 5 位於 95 學年
度進入嘉義大學的新生。
5.本校 9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錄取鄭登毅等 6 名聽
覺障礙生，動科系、美術系、特教系及中文系可獲得教育部補助每
人 6 萬元整。
6.9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人數計 36 人，其申請條件與
獎助學金核發金額依照「特殊教育學生獎助辦法」辦理，獎助學金
核發金額總計 67 萬元整。
7.9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提出申請輔導學伴人數計有 17 位，輔導學
伴人數計有 18 位。並分別於蘭潭、民雄校區舉辦資源教室期初工
作會報、學伴工作會報。
（二）持續進行之工作：
1.卓越計畫之「壓力管理中心」環境建置工程及儀器採購、招標作業
目前均已在進行中，預計 11 月 16 日開標。
2.將分別於 11 月 6、27 日、12 月 4、11、18、25 日 PM6：30~8：00，
在蘭潭校區活動中心 2 樓學生輔導中心團諮室辦理心理衛生系列講
座，由中心實習諮商輔導羅芝嫺、許禎元老師帶領『兩性關係探索
與成長團體』，探索主題分別為『認識你真好』、『拍賣尋寶』、『徵
婚啟事』、『溝通橋樑』、『親密關係』、『SAY GOOD BYE』，參加
對象為本校學生，預計每一場次參與人數 8 至 15 人。
3.為協助校園心理衛生活動之推展，招募各系優秀、熱心助人學生、
培訓『耕心志工隊』，目前已公告於 BBS 及網站，並發書面通知給
各班，已於 9 月 26 日於舉行迎新活動，本學期將安排助人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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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培訓課程，歡迎本校有興趣老師及同學共同參與。
4.於本學期開辦之系所家長日將陸續於 11 月 4 日（星期六下午）、11
日、18 日（星期六上午 9:30~11:30）辦理，已於 9 月 15 日導師會
議公布，並請各學院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5.針對本校全體新生進行之心理施測將於 11 月 29 日期中考後於各院
系時間陸續舉行，預計於 12 月中旬施測完成，施測結果將提供本
人及班級導師相關輔導之參考，本中心將密切與導師聯繫並針對高
危險群辦理後續追蹤與輔導。
6.為了解目前各院系對心理講座之需求情形，學輔中心業於本學期初
已發送「心理衛生講座院系需求調查表」至各班，並請各班導師協
助收回送中心彙整，以俾利建立院系輔導制度之推展。
7.生物資源系大一重度肢障新生—陳政宏因系館的無障礙廁所空間無
法容納輪椅進出，於 10 月 25 日會總務處、生物資源系主任與輔導
員共同勘查實地狀況，擬於近期內動工整修。
8.將於 11 月下旬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導師、系教官工作會報，加強對身
心障礙學生的瞭解與關懷。
十一、 僑外生業務辦理情形：
（一）95 年中秋節僑外生月光晚會，於 10 月 6 日在蘭潭校區嘉禾館前舉
辦，來自 14 個國家的僑生與外籍生匯聚一堂，用分組烤肉聯誼方式，
拉近彼此距離，在浪漫的月光下，一起分享在台求學的甘與苦。
（二）95 學年新入學僑外生迎新活動，於 10 月 10 日在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舉辦，參訪轄內達娜伊谷生態園區及奮起湖火車博物館、森林歩道、
老街；經過一天的聯誼活動，在學長姐的帶領下，大家由陌生到認識，
到深入交談而成知心朋友。
（三）協助僑外生辦理居留簽證計 5 件、外僑居留證 11 件、台灣地區居留
證 8 件、居留證延期 12 件及資料異動 2 件。
（四）10 月 27 日召開 95 學年度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會議，計有 36 人申請；
初審合格一般地區 13 人，特殊地區 9 人，正函送教育部申請清寒助
學金補助款。
（五）11 月 1 日下午 4 時，在行政中心 2 樓會議室召開研商本校僑外生招
生及學術交流座談會，由李校長親自主持，並邀沈副校長、學務長、
教務長、研發長、語言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及各院院長，共同研商為
早日促進校園國際化，達成外籍生 100 人的目標，各單位應努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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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做法。
（六）11 月 4 日國立嘉義大學校慶園遊會，僑外生設置 2 個攤位，展示各
國手工藝品及國際美食品嚐會，全校師生及來賓對僑外生親手製作的
異國風味美食均讚不絕口。
（七）配合教務處預定明年元月前往越南招生。
十二、 校安業務辦理情形：
（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 10 月 4 日鄭教官於生農系系集合及景觀系大一班會進行交通安
全、校園安全、春暉專案…等宣導。10 月 11 日李教官於動科系系
集合進行交通安全、校園安全、春暉專案…等宣導。
2.10 月 5 日凌晨民雄農工發生火災，本校民雄校區宿舍幹部迅速引導
住宿生疏散，並移走停車場之機車，處置得宜，顯示本學期初辦
理之宿舍幹部防火防災逃生演練充分發揮功效。
3.完成本校 95 學年度「春暉專案」實施計畫。
4.完成本校 95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5.推薦劉蔚龍上校教官（進修部學務組組長）參加教育部 95 年愛滋
病防制師資培訓研習，日期 95 年 11 月 7、8、9 日。
（二）持續進行之工作：
1. 10 月 16 日學生事務會議提案通過：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者罰 100
元」，即日起開始宣導，12 月 1 日起正式開單告發。
2.持續請各系輔導教官加強對學生進行交通安全宣導教育。
3.法務部調查局「95 年全民保防洗錢防制有獎徵答活動」，訂於 10
月 16 日起至 11 月 16 日止，採電腦網路與明信片作答方式舉辦，
請參閱http://www.mjib.gov.tw/activity/index.htm 網頁，並鼓勵學生
踴躍參加。
4.持續執行「春暉專案」宣導工作，提醒同學遠離菸、酒、檳榔、毒
品；保護自己、愛惜生命，預防愛滋病感染。
◎ 總務處
一、 本校重大工程報告
工 程 項 目
綜合教學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羅允成

工

程

進

度

1.本工程土建（主體結構，不含景觀水保工程、教室 PVC 地板）
部分已於 95 年 5 月 30 日完成，後續事冝由營建署辦理中，水
電工程部分於 95 年 7 月 11 日完成。8/18 簽准撥付營建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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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翁曜川

款 5,000 萬元。
2.本工程土建第 2 次變更本校已於 9/22 核定。水電工程設計變更
案將退回營建署依代辦權責核處，現正簽核中。
3.10/11 召開本工程進駐啟用時程協調會，10/13 總務長邀集承商、
建築師、電算中心及各使用單位現場會勘。
4.戶外水保景觀工程變更設計案已報經市政府審查核定，已於
10/11 復工，工期 42 日曆天。
5.景觀植栽工程 8/25 決標（第 5 次）
，預定 11/12 完工。

管理學院大樓工程

1.本校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大樓水電空調工程之除污水處理工程、中

承辦人員：
土建：吳榮山
水電空調：翁曜川

央監控、門禁設備及資訊系統等部分業於 11/2 辦理驗收，並對
前次驗收舉行抽驗，驗收紀錄製作中。
2.本案土建工程第 2 次及第 3 次變更設計已另行專案簽准，俟承商
（正臺一工程公司）將第 3 次變更設計修正預算書製妥依程序
送請本校核定後即可辦理後續結算、驗收等相關事宜。

圖書資訊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宋嘉鴻
水電空調：翁曜川

1.圖資大樓公共藝術品案於 8/9 驗收，於 8/31 前缺失改善完成，
9/5 完成複驗。
2.圖資大樓家具設備案已於 95 年 4 月 28 日完成部分驗收，指標設
備工程部分，已於 6/29 完成驗收，尾款 6,962,607 元已於 8/10
簽准核付。
3.營建署於本
（95）
年 1 月 4 日函請本校撥付本工程尾款 34,421,884
元，撥付方式協調未果，工程尾款將俟營建署應領工程款等支
出情形列表統計後再行核付。
（另有 2.5％物價調整款 12,702,077
元尚未給付。）

民雄校區禮堂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1.目前工程皆已驗收完成，辦理最後結算付款（設監費用）事宜。
2.於本年 4 月 14 日召開本工程設計酬金給付協調會，會中決議，
請建築師再提相關佐證資料，作為憑辦付款之依據。
3.研議發文請建築師支付因仲裁所支付之額外利息費用 70 餘萬
元，如有爭議再提爭議處理。

教育館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1.本案已完成 30％設計書圖，教育部（7/25）已轉工程會（8/11）
陳報行政院核定，本校已函請建築師依契約規定於文到 50 日內
完成細部設計。
2.本案考量物價飆漲因素，為避免發包不順利而延誤時程，已研擬
減項發包，並於 8/29 請王副校長召開會議，邀請各系所主管出
席參與討論，決議將 150 人大研討室減項。
3.本案建築師將於近日將細部設計書圖寄送本校，俟辦理公開閱覽
後，若無重大修正意見即可簽辦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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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新建規劃案
承辦人員：羅允成

本案於 7 月 26 日完成可行性評估，書面資料經委員審查後，於
9/14 召開第 1 次審查會，並請富台公司依據會議結論於 3 週內修
正可行性評估報告書（10/4 修正完成）
，10/26 函送各評審委員書
面審查，11/15 擲回彙整。

民 雄 校 區 藝 術 館 擴 建 本案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於本（95）年 3 月 27 日召
工程
開建築師評選委員會議（第一名為戴榮伸建築師事務所）
，3 月 31
承辦人員：羅允成

日議約，4/17 辦理設計說明會， 5/12 修正完成，基本設計同意函
於 5/29 發廠商知照，細部設計修正案於 8/2 完成，9/28 第 1 次開
標（流標）
，10/13 第 2 次開標（流標）
，10/30 第 3 次招標（流標），
11/1 與使用單位協調減項項目，並辦理建項修正預算，已於 11/7
完成，將再簽核後重行招標。

昆蟲資源生態館工程

本工程於 94 年 12 月 22 日簽訂技術服務契約書。

承辦人員：郭宏鈞

本工程配合款不足部分業提本校 9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同意增列。
本案於 7/10 開標（流標）
，7/26 第 2 次開標（流標）
，8/8 第 3 次
開標（流標）
。經函請建築師重新檢討預算採設備減項方式辦理。
9/4 重新第 1 次開標（流標）
，9/13 第 2 次開標（流標）
；已函請建
築師重新檢討後再辦理發包。
10/12 重新第 1 次招標（流標）
，10/23 第 2 次開標（4650 萬元決
標，180 日曆天）
，11/2 建照取得，水電、消防及電信設計圖送審
中，預定 11/16 舉行奠基典禮。

農 業 生 物 科 技 大 樓 新 本工程建築師評選案於本（95）年 3 月 29 日辦理完竣，3 月 31
建工程
日完成議價，4 月 14 日簽訂合約， 5 月 18 日完成基本設計， 5/25
承辦人員：潘志如
召開規劃設計說明會，6/2 召開第 1 次諮詢委員會，6/9 函請建築
師進入細部設計，6/13 起限 50 日曆天完成細部設計預算書圖。
8/22 提送修正預算細部設計成果書圖，9/1 召開第 2 次諮詢委員
會，招標文件 10/5 簽陳，10/17 奉核，預定 11/10 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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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科 院 生 物 科 技 大 樓 1.本案於本（95）年 5 月 1 日召開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大樓新建工
新建工程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工作評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承辦人員：陳永原
2.委託設計監造案 6/23 開標，6/27 辦理建築師評選委員會第 2 次
會議（黃振東建築師事務所）
，6/30 辦理議價簽約。
3.本案因建築基地變更，於 7/11 函知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事務
所 7/13 收文）
，建築師事務所來函建議自收文日起重計工期，
預計工期起算日起 35 日完成基本設計。
4.8/14 建築師事務所提送規劃及基本設計書，9/1 召開規劃設計說
明會，9/14 召開第 1 次諮詢委員會，建築師須於本校發文日起
50 日（11/14 前）完成細部設計。
管 理 學 院 大 樓 及 綜 合 1.95 年 4 月 20 日奉准成立本校「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教學大樓新
教 學 大 樓 新 建 工 程 公 建工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
共藝術品合併設置案 2.95 年 5 月 24 日召開本校「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
承辦人員：陳永原
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第 1 次會議，會議紀錄於 6/9 簽陳，7/26
奉核。
3.本校「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執行小
組」第 2 次會議於 10/30 召開，討論「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內容，預計於 11 月底召開第 3 次執行小組會議。

二、 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會議室地毯壁布更新案」業已完成發包，二樓會
議室施作日期為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8 日，四樓瑞穗廳施作日期為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1 日，敬請各單位協調配合，不便之處並請見諒。
三、 文書組與史地學系以本校歷史檔案與校史為經緯，預定於明年 6 月出版
「思想起~國立嘉義大學－蛻變與成長」之刊物。
四、 檔案法及其相關子法於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全國政府機關、
學校對於公文檔案的管理，必須按照檔案法相關規定辦理。檔案的分類、
點收、編目、立案、上架等作業程序，都有標準的規定及流程，為使本校
檔案管理達到符合一流大學之要求，因此建立「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中
程（95-98 年度）發展計畫」
、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 95 年度工作計畫」、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清查（95 年-98 年）計畫」
、
「國立嘉義大學機密檔案
清查（95 年-96 年）工作計畫」、「國立嘉義大學紙質檔案修護計畫」，同
時也要全校各單位同仁瞭解檔案法的作業規定，編訂「國立嘉義大學檔案
管理作業要點」，務使新增公文檔案均能符合標準作業流程。
五、 本校民生校區使用分區變更為文大一案，目前內政部已同意變更。嘉義市
政府已於 8 月 10 日至 9 月 8 日辦理公開展覽及公告完畢，現階段市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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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都市計畫委員召開本市都市計畫審議會，惟都市計畫委員任期屆滿現
改選中，待選定委員後，市府即召開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即可報內政部核
定，核定後本校即可正式送撥用計畫書向國有財產局辦理撥用。
◎ 圖書館
一、 蕭萬長院長資料室於 11 月 4 日舉行揭牌儀式。
二、 圖書館週活動訂於 12 月 1-8 日舉行。
◎ 研發處
一、 國科會補助 9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即日起接受申請，請各位主管轉知所屬
踴躍提出申請。本處通知如附件，其中第六點，申請書及相關資料之提送
修正為生命科學院辦公室。
二、 為配合辦理 96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一） 本處邀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研究規劃處處長－王保
進教授於 11 月 3 日(五)上午 10 時，假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進行
演講與說明。本校同仁於會議中提問多個問題，本處已將會議資料，
以電子檔郵寄各學院，俾供卓參。
（二） 本處為便利各系所填寫「自評報告書」，已蒐集多間友校之「自評報
告書」發送各學院轉交系所。因本套參考資料為友校提供，各系所務
必善盡保密責任，請勿再行翻印或流出系所。
惟，本處所提供資料為技職類
技職類大學之
大學之「
自評報告書」
，與本校所
技職類
大學之
「自評報告書
」
填寫「自評報告書」內容、格式不盡相同，請各系所卓參即可，切勿
完全抄襲。各單位之自我評鑑報告務必依基金會要求之項目及格式撰
寫。所需格式，請至 hppt：www.heeact.org.tw 下載。
（三） 為配合教育部「系所評鑑」作業，請轉知所屬教師，上網登錄更新「研
究成果資料」，俾利為「佐證資料」參考之一。各系所至「校務行政
系統」下載系所教師「研究成果資料」前，務必事前通知
事前通知系所教師上
事前通知
網登錄更新「研究成果資料」。操作上若有任何問題或對系統有任何
問題，請連絡電算中心。
三、 為配合本校校慶活動，辦理 2006 嘉大系所成果暨作品發表會(95.11.04)，
發表會圓滿完成，感謝各系所、育成中心全力配合。
四、 校慶期間，本校邀請紐西蘭林肯大學副校長 Prof. Chris Kirk 至本校進行學
術參訪及演講，未來將進一步討論兩校合作計畫。
五、 本處於 11 月 4~5 日至成功大學參加 2006 東南亞校長論壇及教育展。
15

六、 依國科會臺會綜二字第 0950053182 號函(95.10.16)略以：
（一） 96 年度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及生物醫學農類專題研究計畫，以受理
多年期為原則。
（二） 9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內之研究人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所需國外差旅
費，除有特殊情形外，以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申請及核定為原則。
◎ 實輔處
一、 本處已將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放置於本處網頁。
二、 本處 10 月 27 日於民雄舉行二場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上午邀請宏仁女中
翟永麗校長、褒忠國小黃定國校長專題演講，下午邀請和睦國小江連君校
長、華南高商黃義春校長專題演講，會場互動氣氛良好，同學提問熱烈，
讓學生在遴選實習學校過程中能有所助益。本處將另在 11 月 24 日上午及
晚上各於民雄校區及林森校區辦理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
三、 本校「95 學年度大四教育實習計畫」，本處已於 10 月下旬印製成冊，提
供教育系中教組、小教組、特教系、幼教系、輔諮系、體育系及外語系英
教組大四「教學實習」授課老師及 312 位同學參考，並將另送集中實習學
校。
。
四、 本校 95 學年度師範學院教育學系小教組、中教組、特教系、體育系、特
教系、幼教系及英教系畢業生等七班共計 312 人，將於 11 月 29 日、30
日、12 月 1 日三天舉辦外埠教育參觀，本處已於 10 月 13 日中午 12 時在
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舉行外埠教育參觀代表座談會，會中討論外
埠教育參觀三天行程及行前安全相關事宜，並安排 11 月 24 日由軍訓室教
官主持召開行前安全說明會。
五、 教育部辦理 95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教育實
習輔導教師卓越獎、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本處依規定成立「評選小組」
審查申請人員資料，於 10 月 14 日進行複審及決審，選出教育實習指導教
師 2 名、教育實習輔導教師 3 名、教育實習學生 2 名，共計 7 名，於 10
月 20 日函報教育部及彰化師範大學參加教育實習績優獎之甄選。
六、 因教育部 95 年 10-12 月實習津貼尚未核撥至本校，本處已先向學校借款
以發放實習教師實習津貼，俟教育部專款核撥至本校後即予歸墊。
七、 本校今（95）年新簽訂之教育實習特約學校共有 207 所學校，加上原有簽
約學校 263 所，95 學年度總計有 470 所特約教育實習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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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處配合 10 月 25 日師資培育中心評鑑作業，事前準備有關教育實習輔導
之評鑑資料，並於評鑑當日參與相關工作。
九、 本處辦理『小玩意、大生意，社會新鮮人當頭家研習營』2 天 1 夜活動，
計有國立台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台南科技大學、南華大學、吳鳳技術學院、大同技術學院、還球技術
學院及本校等 10 所學校學生共計 80 人參加，活動已於 10 月 21 日圓滿完
成。
十、 95 年高考三級及普通考試已於 10 月 2 日放榜，就業輔導組已將榜單依類
別分送各系所，惠請各系所協助圈認畢業校友錄取名單，以便彙整全校錄
取人數。
十一、 本處協助南科辦理國防役人才儲訓徵才企業說明會，於 11 月 4 日假南
科舉行，是日南科備有遊覽車接送前往應徵之應屆畢業生。
十二、 本處辦理『產業與職涯講座』活動，訂於 11 月 15 日在森林館視聽教室
舉辦，邀請艾特設計公司總經理鄭榮燦先生，對林產系學生深入分析「創
意產業的未來發展」。
十三、 本處正進行 95 年度應屆畢業生全面就業調查，預計寄出問卷約 2500
份，因本調查包括三大部分，一為畢業生就業概況、二為畢業生對服務企
業滿意度調查、三為要求就業之校友填上服務公司之資料，以便日後進行
雇主對本校畢業生滿意度之調查，上述資料對本校評鑑甚為重要。爰請各
系協助信封名條及問卷裝封工作部分，仍有部分系所未完成，請各系催趕。
十四、 「教師之友」第 47 卷第 4 期業於 10 月 25 日出刊，專題為「幼兒教育、
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另新增『新知報導』項目，由本校各院院長或專任
教師就專業領域惠賜鴻文，提供讀者新知資訊。刊物已於 10 月底寄送本
校輔導區各中、小學及簽約實習學校等單位及訂戶；12 月份專題為「多
元文化、多元學習與教學、外籍配偶子女教育」
，已於 9 月 30 日截稿，目
前正編輯中將於 12 月 5 日出刊。
十五、 本處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 95 年度原住民地區小學教育輔導工作，除提
升學生基本能力暑期課程輔導外，另有教師專業研習及到校訪視輔導，由
本處整合阿里山鄉學校所提需求，以解決各校實際問題為導向，聘請專家
學者到校辦理教師研習及訪視輔導。10 月 4 日、25 日假新美國小分別辦
理「有效班級經營與管理」及「藝術與人文領域研習」之教師進修，請鄰
近之山美、茶山國小教師共同參加，並已於 11 月 1 日辦理「學習與情緒
障礙學生的認識及輔導」之到校訪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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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配合教育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推動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
需，本處已於 10 月 26 日辦理『雲嘉區國民小學暨幼稚園教師專業評鑑研
習會』，邀請輔導區三縣市之教育行政人員與國小校長、主任及幼稚園園
長、主任參加，由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丁一顧教授主講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基本概念與參考規準等。
十七、 本處地方教育輔導組針對輔導區內偏遠地區及教育優先區國小學生特
性及老師需求，辦理教育優先地區教師進修，10 月 18 日於嘉義縣梅山鄉
梅北國小辦理「生命教育專題講座」。10 月 25 日於東石鄉下楫國小辦理
「教師情緒管理專題講座」。
十八、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為配合教育部以及縣市教育局教育政策，辦理教師進
修需求調查，以雲嘉地區國小、幼稚園教師(約 9000 人)為對象，調查其輔
導區內國小、幼稚園教師期望之進修主題、方式等需求，作為規劃教師進
修課程之依據，刻正進行問卷寄送各級學校事宜。
十九、 本處辦理 95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教育部部分補助新台幣 38 萬
元，目前已辦理「自費生實習教師職前就業輔導研習會」及「95 年度九
年一貫課程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
二十、 本處依各縣市小學和幼稚園提出輔導需求，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到校訪
視，10 月 18 日於嘉義縣大林鎮社團國小辦理「書法教育」訪視輔導提供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課程，設計以書法為核心之教案，從書法教學到書法藝
術再轉向書法治療。
◎ 進修推廣部
一、 招生工作：
招生工作：
（一） 進修推廣部 96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甄試考試，經相關學系決議，參加
甄試共 8 系(食科、農藝、園藝、動科、土木、生資、生管、輔諮)，
另 3 系不參加(生機、木科、體育)；另，二年制在職專班有土木系、
應經系、幼教系 3 系參加甄試招生。
（二） 規劃 96 學年度(明年)招生日期如下：
1.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甄試生招生 96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
2.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96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第二階段口試日期為 96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3.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一般生招生 96 年 7 月 29 日(星期日)。
（三） 進修推廣部 96 學年度招生作業採全面電腦化，10 月份展開招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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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作業、11 月份召開相關系所主管招生前置作業協調會，預計 12
月即召開簡章訂定之招生會議。
二、 教務工作
教務工作：
：
（一） 本部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二技暨進修學士班教師鐘點費，已請電算中
心轉檔，以便製作教師授課時數表；兼任教師鐘點費已於 10 月 26
日簽會相關單位後，即可先行發放。另本校專任教師部分俟教務處
採日夜合併計算授課時數清單簽會本部，對授課不足之教師，將應
予扣減併入日間部課程計算之鐘點費複核後即可簽文送相關單位辦
理。
（二） 本校進修推廣部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表所列：
單位：元(新台幣)/小時
學制

日間學制

夜間學制

(教務處)

(進修部)

教授

795

830

副教授

685

710

助理教授

630

665

講師

575

615

職稱

註：1.本表係依據行政院 94 年 1 月 1 日核定待遇標準支給。
2.二年制在職專班(學士學位班)及進修學士班授課以夜間學制標準支給；另，碩專
班則依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處理。

（三） 本校 96 學年度(明年)進修推廣部各學制【二年制在職專班、進修學
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惟，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考量台北考區，將
合併在教務處碩士班考試中舉行)】，預定招生日期如下，近期將召
開招生委員會討論確定之：
1.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甄試生招生日期為 96 年 4 月 8 日(星
期日)。
2.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日期為 96 年 5 月 5 日(星期六)，第二階段口試日
期為 96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
3.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一般生招生日期為 96 年 7 月 29 日(星
期日)。
（四） 本校 95 學年度校慶系列活動，本部各進修班應行配合事項(依往例
辦理)：11 月 4 日（星期六）校慶典禮，照常上課；11 月 10 日（星
期五）全校運動會，照常上課；11 月 11 日（星期六）為配合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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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停課一天(碩專班因情況特殊，由各系所視需要決定)；11
月 13 日（星期一）補假，全面停課；本部已於 10 月 27 日通知本部
各班別比照辦理。
（五） 95 學年度大專校院定期公務統計報表已於 10 月 27 日完成上網填報。
（六） 有關碩士在職專班口試考試規定與時程，自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與
日間部碩士班一致(本案業經 95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依作業規定，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日期，自 10 月 9 日起
至 12 月 22 日止；96 年 1 月 19 日前，學位論文考試完畢，96 年 1
月 31 日為碩士論文最後定稿及繳交截止日。9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申請日期，自 96 年 3 月 19 日起至 96 年 6 月 1
日止；96 年 6 月 29 日學位論文考試完畢，96 年 7 月 31 日為碩士論
文最後定稿及繳交截止日。
（七） 列印畢業班學生歷年成績表轉發同學，檢視其所修課程與學分是否
符合各學系畢業要求，利用最後一年補足所缺學分。
（八）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時段表及各班級共同科目排課表於 11 月 1
日送至各系參卓，敬請各系所於 12 月 5 日教務系統關閉前完成系統
開課作業，並將班級橫式課表(含教室分配)及教師時數控制表送交
進修推廣部，俾使開課作業順利進行。
（九） 為提昇行政效率，本部各項業務之標準作業流程(SOP)，已公告於本
校網頁上，俾利本校師生上網查詢相關校務行政作業程序，以精進
行政品質。
三、 學務工作
學務工作：
：
（一） 95 年 10 月 22 日協助班聯會辦理「3 對 3 籃球比賽」（蘭潭校區籃球
場），共計男女球隊 29 隊參加，圓滿落幕。
（二） 95 年 10 月 30 日邀請陳大松董事長蒞校專題講座（講題：一位白手
起家的中小企業董事長之創業歷程），獲得學生熱烈回應。
（三） 95 年校慶運動會進修推廣部籌組成隊參加進場及各項比賽。
（四） 本部學務組即將辦理學生活動與演講如表所列：
項次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活 動 名 稱 及 方 式

1

10.16-12.04

各校區

攝影比賽

12 月 11 日

蘭潭校區

18:40-20:00

瑞穗館

2

20

專題演講
講題：如何成為有效競爭力的大
學生

演講者：國立高雄餐飲學院
旅館管理系蘇國垚助理教授
3

12 月 17 日

林森校區樂育堂

卡拉 OK 比賽

4

12 月 25 日

阿里山奮起湖

健行活動

四、 推廣教育工作：
推廣教育工作：
（一） 鈺通營造企業包班二門電腦課程第一期已於 9 月 23 日正式開課，套
裝軟體應用 21 人、PROJECT 檔案管理課程 23 人共 44 人次，正進
行申請職訓局產學訓補助及入帳事宜。
（二） 鈺通營造企業包班二門電腦課程第二期訂於 11 月 18 日正式開課，
正積極接洽相關事宜。
（三） 推廣教育目前上課班次明細如下：
1. 94 學年度暑期新開產學訓(第 3 階段)課程及上課中班別情形一覽表
所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人數

幼教系

嘉義縣市政府委辦-主管人員班

15

40

管研所

管理理論與實務

3

30

行銷管理

3

18

人力資源管理

3

19

學士學分班 AUTOCAD 電腦繪圖軟體

3

26

2.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開班情形一覽表
所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人數

輔資所

發展心理學研究

3

21

輔資所

心理衛生研究

3

18

特教所

特殊教育課程設計研究

2

12

特教所

自閉症專題研究

2

12

特教所

多重障礙專題研究

2

13

幼研所

行銷策略

2

30

管研所

組織理論與管理

3

19

管研所

服務業行銷

3

18

大學部隨班附讀

23

研究所隨班附讀

23

（四） 以上推廣教育班課程業已正式上課，符合職訓局補助規定之學員，
正辦理進行第一次初審作業以審定補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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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預計於 11 月 16 日
上午 11 時於林森校區會議室召開，請各系（所、中心）儘速完成提
案程序，以便彙整提會審查。
（六） 致遠管理學院教學合作案雙方己於日前完成議約，於 11 月 4 日正式
上課。
（七） 嘉義縣政府委辦 95 年度英語教學 10 學分班第二期，縣政府在招生
中，因招生不儘理想已來電通知順延辦理。
（八） 96 年度職訓局產學訓課程業已進行申辦前置作業，請有意申辦之系
所，儘速將開班調查表擲回本部彙整(截止日期為 11 月 15 日)。另為
拓展本項業務，本部近期將密集接觸本地企業推廣企業包班產學合
作案，也請相關系(所)惠予協助推介；企業包班相關資料，本部已
經完成，若有需要者歡迎向本部索取。
五、 總務工作
總務工作：
：
（一） 慶祝本校 11 月之校慶，進修推廣部已積極佈置林森校區周圍環境及
栽植花卉，綠意盎然，旗海飛揚、生氣蓬勃。
（二） 本部與新港藝術高中於 10 月 20 日(五)共同辦理消防訓練演習，在
林森校區餐廳後方停車場進行；本部函發公告，歡迎林森校區教職
員工及學生踴躍參加。
（三） 林森校區擬建置與規劃無障礙空間，本部與營繕組、家教所、警衛
室等相關單位於 10 月 13 日下午進行實地會勘， 提出初步無障礙空
間建置與規劃報告，俟營繕組商請專家建築師評比與經費預估，並
呈校長簽核後再進行無障礙空間建置工程。
（四） 為有效管理林森校區琴房及安全防範之措施，本部在撙節開支下提
出有效修繕工程，業已於 10 月 20 日簽准，現正進行二樓琴房改善
工程及緊急按鈴之安裝，提供學生安全，優質練琴環境。
（五）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階段收費（即補學分費），預計 10 月 30 日
前發送至各班，另繳費期限訂於 11 月 17 日前完成。
◎ 體育室
一、 本校水上運動會 11 月 8 日於蘭潭校區舉行，路跑賽 11 月 9 日在蘭潭校區
舉行，校慶運動會於 11 月 10、11 日在民雄校區舉行。
二、 民生校區排球場增設一排球網以維護安全。
三、 民雄校區排球場加裝四個夜間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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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林森校區網球場加裝大鎖以強化維護與管理。
◎ 軍訓室
一、 本校 96 年度預備軍士官考選初審會議已於 10 月 23 日舉行，本次參加預
備軍士官考選共計 147 人，預定於 96 年 2 月 1 日分北中南三考區舉行測
驗，相關作業規定登載於軍訓室網頁，請鼓勵學生積極準備考試。
二、 軍訓辦公室於 10 月 31 日正式搬遷至原圖書館一樓（行政大樓東側），辦
公電話未改，有關軍訓業務事宜，敬請蒞臨指教。
三、 本室 95 年 9 月份軍訓人員協助各學院系所學生生活輔導及服務方面，共
計疾病照料 7 人次，急難救助 1 人次，情緒疏導 2 人次，意外事件 7 件 7
人次，賃居訪視 4 人次，特殊事件疏處 13 人次，與家長聯繫 23 人次，其
他（生活輔導）511 人次，共計 568 人次。
四、 各學院學系於 9-10 月間辦理各項迎新活動，各院系教官於出發前向學生
實施安全教育，並抽空前往各活動場地參與學生活動。
◎ 會計室
一、 95 年度資本門（A 版）可支用預算 5 億 9628 萬 8835 元，截至 95 年 10 月
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4 億 0255 萬 8835 元，截至 95 年 10 月止實際執行數 2
億 1465 萬 4328 元，分配預算執行率 53.32﹪，全年度預算執行率 36﹪，
執行率偏低請各單位加強執行。
二、 重大工程截至 10 月止執行情形如下：
（一） 零執行率之工程：
1. 大學館隔音工程
2. 農場整地
3. 綜合教學大樓設備費
（二） 執行率 10%以下之工程：
1. 藝術館擴建工程
2. 圖書資訊大樓工程
3. 管理學院大樓工程
4. 教育館新建工程
5. 農業生物科技大樓土建工程
6. 生物科技大樓工程
（三） 執行率 20%以下之工程：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四） 本校重大工程執行進度嚴重落後，建請總務處營繕組提出差異原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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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明，以利彙報主管機關管控工程進度。
95 年度第 3 次校統籌款經常門經費，業於 9 月 22 日撥入各主持人計畫帳
戶內，資本門經費請各單位上網路請購系統簽證以會簽研發處方式辦理。
95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 2 期 (95 年 8-12 月) 分配數業於 9 月 21 日通知各
學院，已撥入各單位帳戶內。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經費，業於 10 月 3 日撥入各所研究生
獎助學金帳戶內，實際執行時請依「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發
放要點」辦理。
本校 95 年度截至 10 月份其他機關、國科會、農委會等補助計畫詳列如下：
補助機關

件數

金額（
金額（元）

其他機關

122

39,653,658

國科會

217

118,594,873

農委會

120

104,182,200

教育部

58

126,102,452

推廣教育

33

10,975,548

在職專班

24

30,477,423

合計

574

429,986,154

七、 教育部 95 年 10 月 27 日台會(三)字第 0950158445 號書函略以，各機關、
學校如確有於外部辦理大型會議、訓練、研習及研討會必要時，應優先選
擇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之場地（附件 5，頁 8-15）
，表列各場地之收費標準
中，有關住宿費部分，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另享有折扣，且膳宿費合計尚
可於教育部所規範報支上限內提供優惠價。
八、 為因應行政中心規劃調整空間，本室利用學校運動會及補假期間進行搬遷
工作，網路請購系統暫時關閉，外部網路於 11 月 10 日即接通，內部網路
已於 11 月 14 日接通，不便之處敬請見諒。搬遷期間感謝校長、總務處事
務組及電算中心的全力支援，使本室的搬遷工作順利完成。
九、 本校 96 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案於 11 月 13 日由立法院預算審議委員會初審
獲如數照案通過，將進入立法院全院聯席會審議。有關本校游泳池對女性
師生收費調降處理情形建請務必於 11 月 30 日前報教育部，以免預算被刪
減。
十、 在立法院預算審議委員會中，立法委員對各校五項自籌收入預算編列縮減
的情形有所關注，本校 96 年度五項自籌收入編列數雖未減少，但 95 年度
實際收入中之部分自籌收入略為降低，請相關主管注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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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95 會計年度即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相關請購及核銷期程已於日前通知
各單位，務請依期程配合辦理相關事項。
十二、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日前至校辦理 95 年度計畫實地查核，查核結
果應改進事項及不符合項目如下列，並請相關單位針對不符合項目進行申
覆。
（一） 應改進事項：
1. 計畫經費核撥款未及時入帳。
2. 請購及憑證核銷品項以英文書寫，應由經手人譯註本國文並簽名。
3. 國內差旅費報告表之「職等」欄位未填寫，出差申請單之「相關官等」
欄勾選薦、委任，卻支領簡任級人員膳雜費。
（二） 不符合項目：
1. 按日計資之臨時僱工，不得派遣出差，如因計劃執行之需，應先報局
核處。
2. 地坪整修非執行計畫之必要事項，不得於計畫內核銷。
3.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應於計畫核定日後方得支用。
4. 計畫主持人個人電話費無法認定與計畫執行之相關性，不得於計畫內
核銷。
◎ 人事室
一、 95 年 9 月 19 日召開 95 學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會議。
二、 95 年 10 月 24 日教育部訪視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制度座談會已順利圓滿成
功，首先感謝各單位協助；有關本校申請教師資格授權自審後續事宜部
分，須俟教育部函知本校訪視委員審查意見（目前因有委員出國尚未將意
見表繳回），並依委員意見修正相關法規後報部，再提教育部學術審議委
員會常會審議，教育部再依常會審議情形函轉同意本校授權自審日期，上
開作業時程約需 2 個月（最近一次常會預定 12 月召開）
，其他相關注意事
項如次：
（一）目前尚未收到教育部公文，茲將教育部同意本校教師資格授權自審
之時間先後，本校須配合辦理之事項，簡述如下：
1. 如教育部同意本校 96 年 2 月 1 日授權自審：
（1） 教師申請 96 學年度升等案（即升等生效日為 96 年 8 月 1 日
者），依現行規定教師須於 96 年 2 月底前送交系所教評會審

25

查，4 月 15 日前送院教評會審查，6 月底前送人事室後，提交
校教評會審查。
（2） 系（所）初審升等案件之時間須於 96 年 2 月 1 日以後召開會
議審議通過後，方可陳報送審名冊，教育部不辦理著作外審（惟
仍須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系外審及
院外審）。
（3） 教育部是否同意本校 96 年 2 月 1 日授權自審仍未確定，須俟
教育部函知本校訪視委員審查意見，本校再依意見修正相關規
定後報部，再提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會審議，教育部再依
常會審議情形函轉同意本校授權自審日期，或如再有意見本校
仍再須依函示規定辦理後按教育部作業程序進行。
2. 如教育部同意本校 96 年 8 月 1 日授權自審：
（1） 教師申請 96 學年度升等案，因依本校之作業時程，系（所）、
院及校教評會皆於 96 年 6 月 30 日前召開會議，爰須將著作函
報教育部辦理著作外審。
（2） 教師申請 97 學年度升等案件（即升等生效日為 97 年 8 月 1
日者）
，因係 96 年 8 月 1 日授權自審後之升等案件教育部不辦
理著作外審（惟仍須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系外審及院外審）。
（二）有關修正本校教師升等相關法令部分：
1. 95 年 10 月 17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校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本
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9 條、第 12 條、第
12 條之 1、第 13 條、第 13 條之 1、第 15 條、第 15 條之 1 條文條
文修正案，並自 96 年 8 月 1 日實施，依決議情形先函轉各單位預為
準備，並請各單位先轉告擬升等之教師，以符合本校授權自審後之
學術水準。
2. 教育部 95 年 10 月 24 日訪視本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座談會中，訪視
委員提供法令修正意見，本室現已先行研議研擬修正規定，惟仍須
依據教育部公文辦理後續事宜。
3. 另有關依訪視委員意見修正相關法令規定部分，須本校相關法規修
正報請教育部後之審定情形及同意授權自審日期後，再另案通知各
單位。
三、 95 年 10 月 30 日召開 95 學年度第 2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暨考績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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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事重要章則訂（修）定：
（一） 95 年 10 月 17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本
校組織規程」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8 條、
第 31 條、第 31 條之 1、第 34 條、新增第 34 條之 2、第 35 條、第
36 條、第 38 條、第 40 條、第 42 條、第 44 條條文，上開條文修正
業於 95 年 10 月 26 日報部審核中。
（二） 95 年 10 月 17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本
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9 條、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新增第 12 條之 1、第 13 條之 1、第 15 條之 1
條文。
五、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尚未申請之同仁，請於 12 月 20 日前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補發；欲申請補助之同仁請將子女註冊後之學生證影
本連同申請表各乙份送人事室辦理（國中、小免附單據或學生證影本；申
請表請逕至人事室網頁下載）。
六、 11 月 4 日校慶典禮中頒獎表揚優秀教職員工 26 人、優良單位進修推廣部
及服務本校滿 10 年資深員工 7 人，並邀請退休人員於校慶當日與ㄧ級主
管餐敘。
七、 本年度特委託台南科技大學設計校慶運動會服裝，分送編制內教職員工及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每人運動服裝一套。
八、 行政院核定略以，民國 96 年至 97 年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續採「國民旅遊
卡」措施，並維持現行規定。
九、 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係採曆年制，欲申請休假補助費之公務人員，依規定
須於 12 月底前持「國民旅遊卡」至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十、 本校目前之國民旅遊卡合約銀行為華南銀行，因該銀行 96、97 年度未獲
交通部觀光局簽約，請各位同仁就簽約之 4 家發卡銀行（玉山、中國信託、
國泰世華、聯邦）提供卓見，俾便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與發卡銀行簽約作
業。
十一、 本室辦理重要活動：
（一） 10 月 4 日辦理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實務研習會，由辦理院、系所教
評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業務之承辦人及學術主管計有 61 人參
加。
（二） 10 月 5 日完成教職員工中秋節月餅發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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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算中心
一、 本中心於10月24日辦理第4次學生資訊能力檢定。
二、 本中心於9月29日辦理跨校區電腦教室視訊教學活動(網際網路導論第一
次面授)。
三、 完成遠距教學同步平台招標。
四、 完成蘭潭校區數位教材製作室招標。
五、 完成VOD數位教材資源管理系統招標。
六、 綜合教學大樓網路工程準備公開招標。
七、 行政大樓網路佈線工程第一階段完工，第二階段預計11月底完工。
八、 四校區宿舍至機房單模光纖網路完成驗收。
九、 校園骨幹網路昇級專案將於11月底完成驗收。
十、 近期辦理本校教職員工資訊教育訓練，預計開設AutoCAD，網頁設計及多
媒體製作等相關研習課程。
十一、 95學年度第一次校園IC卡發展委員會決議，取消校園IC卡電子錢包功
能。
◎ 附小
一、 感謝學校的經費補助，目前附小幼稚園整修工程、籃球場工程及廚房整建
工程皆順利完成或進行當中。
二、 附小校長及總務主任目前正積極向教育部爭取綜合教學大樓 9,500 萬元建
設經費。
三、 感謝實輔處及師範學院協助附小於暑假及 12 月 6 日辦理九年一貫教學成效
研討會，並請各位師長於 12 月 6 日蒞臨指導。
◎ 通識教育中心
一、 本中心於 10 月 31 日召開通識教育委員會，會中委員針對本校通識課程進
行診斷及提供寶貴建議。中心將逐步落實本校的通識課程改革。
二、 王進發助理教授正進行編寫原住民概論教科書。
三、 張智雄副教授於 11 月 1 日舉辦國中小教師天文教學研習營活動。
四、 本中心將於 11 月 24 日與原住民中心合辦全國原住民地區地方政府產業經
濟發展教育研習座談會。
五、 本學期支援全校通識課程老師，如有超鐘點仍可支領超鐘點費。
六、 下學期通識課程目前正在規劃當中，請各學院相關系所踴躍提供通識課程
開課計畫及名稱。
28

七、 通識講座實施辦法（草案）已初步研擬完成，擬提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
預計於 95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試辦，上課時間訂於每週一第 7、8 節，以
蘭潭校區大一新生為對象，開放二、三年級選修，初期以 300 人修課為限。
◎ 師資培育中心
一、 「95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中心評鑑」已於 10 月 25 日順利完成，感謝
相關單位的協助與合作。
二、 本中心於 10 月 18 日假民雄校區科學館二樓 I211 教室，召開 95 學年度第
一學期師生(幹部)座談會，並依據組織章程選出教育學程學生會會長等各
級幹部。
三、 本中心將於 11 月 15 日假民雄校區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辦理「國民中
小學教學實習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研討會」，目前正進行研討會各項業務，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四、 本中心第八期簡訊將於 12 月初出刊，目前正進行編輯工作，歡迎踴躍賜
稿。
◎ 師範學院
一、 本學院應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之邀於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1 日組團
參加「2006 年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研討」
，計有 教育 學 者 專家 、
小學、中學校長等約 35 人與會，研討主題為專業支持與學校發展，關
注中小學課程改革、學校管理改革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等內容。
二、 本學院特教中心於 10 月 25 日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一樓 I106 階梯教室舉
辦「資優教育方案的落實與推展研討會」，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郭靜姿教授擔任主講，參加對象為雲嘉三縣市國小、國中、高中教
師暨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所學生，出席人數共計 143 人。
三、 教育部委託特教中心辦理嘉義縣市高中職特殊教育到校輔導，本學期輔導
行程如下表：
序號

學 校

輔導教授

輔導日期

1

嘉義市嘉義家職

江 秋 樺

95.10.16(一)上午 9:00

2

嘉義市東吳高職

張美華、簡瑞良

95.11.30(四)下午 2:00

四、 本學院特教中心出版「雲嘉特教期刊第四期」預計於 11 月出刊。
五、 本學院特教學系於 10 月 21 及 22 日假雲林三條崙海水浴場辦理「特別不
一 Young」迎新宿營活動，特教系師生共八十多人參加。活動溫馨感人，
本系新生及參與的老師們皆備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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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學院國教所與教政所於 11 月 9 日（四）舉行「生涯發展輔導(一):高普
考考試經驗分享」講座，邀請本所錄取高普考者與學生進行對話，經驗傳
承獲得學生一致好評。本所亦將陸續推出生涯發展輔導系列活動。
七、 國教所及教政所 12 月份合辦之演講場次如下，敬請各系所廣為宣傳，歡
迎各位踴躍參加：
時間：95 年 12 月 21 日（四）下午 3：20～5：10
主講人：本校音樂系所劉榮義教授
演講題目：樂蘊人生
地點：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
八、 本學院教政所於 11 月 1 日邀請來自美國 Patten University 的副院長 Dr.
Karen Ensor(Associate Dean of Education Patten University )於林森校區
D401 室舉行專題研討，研討主題” What is Being Done to Develop Qualified
Teachers in California: Legislation, Research and Credentialing
Requirements”，參加人數踴躍，現場研討反應熱烈。
九、 本學院教政所接受嘉義縣政府委託辦理「轉換教育行政專長」碩士學分
班，業已於 10 月 13 日辦理完畢，參訓學員在結訓後皆反應獲益良多，希
望可再開設此類班級。
十、 本學院教政所於 10 月 12 日中午 12 點整假耐斯松屋煉瓦亭舉行 95 學年度
第一學期第一次師生座談會，現場師生互動熱烈，氣氛融洽。
十一、 本學院教科所於 10 月 25 日由林樹聲老師主持中小學教師科學教學【社
會性科學議題的認知與教學--以幹細胞研究之爭議為例】研習，提供現職
中、小學教師了解何謂「社會性科學議題」，以及「幹細胞研究的相關知
識與爭議」，並學習「如何教導此類議題」。
十二、 本學院教科所於 11 月 1 日邀請台灣師大地球科學系許瑛玿教授蒞校演
講，講題為：網路科技與科學學習，全體師生參與，獲益良多。
十三、 本學院教科所於 11 月 1 日與通識中心合辦，由張智雄老師主持雲林縣
「國中小學教師天文研習」，提供現職國中、小教師天文教學研習及教學
心得互相交流之機會，藉以提昇各級學校星象館教學設施之使用效率。並
透過遠端遙控進行天文教學活動與觀摩實習，建立有效的教學模式，提昇
天文教學之知識與技巧。
十四、 教育部已核定輔諮系 96 學年度起增設「輔導與諮商在職進修碩士專
班」，名額暫訂為 20 名。
十五、 本學院輔諮系於 10 月 18 日邀請美國 Governors State University 楊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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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持「阿德勒學派家庭諮商工作坊」，共有研究生及嘉義市輔導替
代役男共約 80 名參與。
十六、 本學院輔諮系於 10 月 25 日有 10 位中國北京輔導與諮商領域學者蒞臨
參訪，並與輔諮系教師進行學術交流。
十七、 本學院輔諮系訂於 11 月 8、9、10 三日配合校慶辦理「第二屆中小學校
輔導與諮商學術研討會」，研討會子題有三，分別為「心理測驗在學校輔
導工作上之應用」
、
「中輟及危機邊緣兒童少年之問題與輔導」及「高級中
學生涯規劃課程與師資培育」，已分別邀請到內政部兒童局黃碧霞局長、
教育部中教司陳益興司長蒞臨專題演講。
十八、 本學院輔諮系訂於 11 月 3、15 日與嘉義市教育局合作辦理二場「中輟
及危機邊緣學生輔導個案研討暨督導會議」，主講人分別為張高賓老師及
施玉麗老師。
十九、 本學院輔諮系本學期大學部系週會時間排訂於 10 月 18 日及 11 月 29
日。10 月 18 日邀請楊文德醫師主講「輔導人必備的性知識」
，11 月 29 日
邀請大葉大學就輔組黃茂榮老師主講「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二十、 本學院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得標嘉義縣社會局「95 年度視覺障礙者就業
狀況需求調查計畫委任案」，10 月 31 日完成期中報告，將於 11 月底完成
期末報告。
二十一、 本學院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受嘉義市政府新聞課委託調查「嘉義市
各項市政施政暨生活、有線電視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於 11 月中旬進
行電訪調查工作。
二十二、 本學院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得標嘉義市社會局「嘉義市老人生活狀
況暨福利服務需求調查」計畫，於 11 中旬進行面訪調查工作。
二十三、 教育部已核定家教所自 96 學年度起更名為「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
所」，招生方式及考試科目擬於今(96)年度招生簡章中公告，並於 97 學年
度起分組招生。
二十四、 本學院家教所暨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訂於 10 月 25、26、27 日辦理 2006
年「東南亞家庭文化與家庭教育推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於日期圓滿落
幕，會中邀請印尼、泰國、越南等三位學者及國內專家學者、研究生約
250 人參與。
二十五、 本學院家教所暨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輔諮系主編之「家庭與諮商研
究學刊」
，已於 10 月 26 日進行第三次編輯委員會議，共有 21 篇稿件投稿，
經校內外專家學者審查後，從中選出 9 篇稿件進行修改再審，預計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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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第一期。
二十六、 兩岸家庭教育學術交流活動預定於 11 月 20~27 日辦理，家教所 10
位師生將與輔諮系 8 位教師一同前往廣州及桂林等地，進行學術交流暨機
構參訪。
二十七、 教育部委託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於 10 月
3 日至嘉義鹿草監獄辦理第 20 次家庭日活動，受刑人及其家屬共有 80 位
參加。
二十八、 嘉義地檢署委託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及嘉義市青少年發展協會辦理
「探索教育體驗學習營」
，已於 10 月 1、14、21、22 日針對嘉義社區生活
營學生辦理為期 4 天活動，由中心專案諮商師黃雅君帶領，共有 20 位學
生參與。
二十九、 本學院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與嘉義縣中埔國中於 11 月 4 日針對外籍配
偶子女辦理「探索教育體驗」活動，由中心專案諮商師黃雅君帶領。
三十、 教育部委託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原住民大專青年婚前教育種子人員
培訓及教案手冊編印計畫」預定於 12 月 20 日於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辦理
95 年度都市原住民婚前教育試辦活動，預計有 50 位學生參與。
三十一、 本學院數教所於 10 月 18 日邀請彰化師大數學系楊凱琳教授蒞臨演
講，講題為：數學建模的評量與教學，數教所師生全體參加，互動良好，
反應熱烈。
三十二、 本學院數教所於 11 月 15 日將邀請彰化師大科學教育所秦爾聰教授
蒞臨演講，講題為：數學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探究導向的教學，歡迎師
生踴躍參加。
三十三、 本學院「教學發展中心」單位名牌（含中英文名稱）
，於 10 月 20 日
正式掛上。
三十四、 本學院「教學發展中心」相關設備經費源自「教學卓越計畫」
，依教
育部規定須於年底前完成核銷，故目前正積極添購中。
三十五、 本學院「教學發展中心」配合「教學卓越計畫」
，特別舉辦「創新學
習列車之一：教室教學環境佈置比賽」
，10 月初已將報名表送至師範學院
各系，並陸續鼓勵學生參與，以發揮潛在課程「未教而教」之「境教」功
能，10 月 31 日報名截止，總共有 16 班（組）參加，將於 12 月 22 日（星
期五）評審，預定錄取前五名頒發獎金與獎狀，另擇佳作五名頒予獎狀以
資鼓勵。
三十六、 本學院「教學發展中心」之「網頁」
，目前正積極建置「師範學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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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教學資源網」，瞭解其各項軟硬體、圖書等教學資源現況，期以為逐
步擴及於其他學院之基礎，以提供各系所間師生相互支援，妥善充分運用
現有本校教學資源，俾提升教學品質。
三十七、 本學院「教學發展中心」之「網頁」
，目前正積極建置「社區教學資
源網」，廣蒐統整嘉義縣市可利用相關教學組織單位、各類教學園區、天
然風景區等資源，並逐步補充與更新資料，歡迎師生上網查詢與指導。
三十八、 本學院「教學發展中心」配合「教學卓越計畫」
，由該中心承辦，教
育系、國教所與教政所協辦，於 11 月 2 日特別隆聘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
遠哲院士蒞校，參觀指導園藝技藝中心、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蘭潭校區
圖書館；同時，進行一場「專題演講」
，講題為「研究生時代的經驗分享」，
李院長深入淺出，幽默風趣、生動活潑、妙語如珠，蘊涵豐富哲理，演講
會場民雄圖書館 3 樓國際會議廳，當日座無虛席，連走道亦擠滿學生，盛
況空前，反應熱烈，與會者咸表收穫良多，衷心感激校長、兩位副校長、
秘書室、師範學院、民雄校區圖書館、電算中心以及前述各單位等主管、
同仁之熱情協助，俾使任務順利圓滿達成。
◎ 人文藝術學院
一、 本學院各系所於 11 月 11 日（六）舉行家長日，舉辦之時間、方式及地點
由各系所自行決定，寄發給家長之邀請函由院長及各系所主任共同具名，
以表達本學院竭誠歡迎之意。
二、 為配合 11 月 4 日（六）校慶典禮所舉辦之「2006 國立嘉義大學成果及作
品發表會」，本學院 5 系所及人文藝術中心共計 6 個攤位，將展出之主題
如下：中文系-中文系師生作品展示；外語系-教師研究相關著作、學生學
習活動成果、研討會活動成果及老師在現場校正英語發音；史地系-靜態
成果展示；美術系-「美」麗四射；音樂系-「樂總匯」；人文藝術中心永恒生機的萌芽。
三、 「第四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已於 10 月 18 日完成決審會議，本次得獎名單
為：
現代詩組
名 次

作

第一名

我遺失了一首詩

第二名

品

名

稱

作 者 姓 名 及 系 所
中文所碩二周盈秀

父親的外套

中文系四年級陳羿溱

輓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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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之死
九份
第三名

回眸

95 級分生系四年級姜郁琦

漂流
第三名

午讀(二首)

中文系四年級林婉婷

夜歸永和
鏡子自白

佳 作

教育系中教組四年級陳德瑄

戀愛
牙齒的假面具
風箏

佳 作

中文系四年級林宏信

筆的終結
逐漸的模糊

小說組
名 次

作

品

名

稱

第一名

作 者 姓 名
從缺

第二名

自殺

中文系二年級蘇詩雅

第三名

堅持多麼重？

中文系二年級鄭伊菱

佳 作

天使、白色、惡魔

林產系二年級陳沛鈴

佳 作

戰神

資訊工程系四年級楊棠皓

佳 作

社辦

中文系四年級王兆立

佳 作

仿真

中文所碩二周盈秀

佳 作

長相守─《項羽本紀》改寫

中文系一年級陳詠喆

佳 作

一個中文系的男生

中文系四年級陳羿溱

散文組
名 次

作

品

名

稱

作 者 姓 名

第一名

千金

中文系三年級林婉婷

第二名

不會是一輩子

中文所碩二周盈秀

第三名

人

園藝系進學部四年級呂信瞱

佳 作

安納斯貝

中文系三年級吳冠瑾

佳 作

雨夜

特教系三年級林咸志

佳 作

翻車魚

獸醫系二年級黃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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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文系於 10 月 25 日邀請台灣大學中文系鄭毓瑜教授至系上演講，講題
為：「抒情詩與身體感」，鄭老師學養豐富，將作品與理論結合後為學生
詳細解說，學生收獲良多。
五、 中文系於 10 月 27 日邀請中研院院士勞思光教授至系上演講，講題為：
「我
的學思歷程」，勞教授為我國學術界泰斗，極負盛名，很榮幸邀請勞院士
蒞校演講，系上師生對於有機會親近大師都深覺榮幸，獲益匪淺。
六、 中文系於 10 月 31 日邀請北京中華書局編審程毅中先生至系上演講，講題
為：「古代小說源流」，程先生的學術專長為中國小說的研究，很榮幸邀
請鄭教授至本系演講，讓同學對小說源流有更深刻之了解。
七、 為了慶祝本校校慶，外語系舉辦了一系列校慶專題講座：
（一） 10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 20 分至 3 點 10 分在民雄校區---圖書館
3 樓國際會議廳，邀請墾丁福華渡假飯店總經理張積光先生蒞臨本校
演講，演講題目為：休閒產業與外語的關聯，讓嘉義大學學生及同仁
們更了解目前休閒產業界之發展方向，幫助學生規劃未來方向。
（二） 11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 20 分至 3 點 10 分在民雄校區---大學館-多功能演講廳，邀請 Mr. Larry Beamsley 蒞臨本校演講，演講題目為：
美國文化英語講座(Ideas for Survival in a Western Land)，歡迎各位前
來聆聽。
（三） 11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 20 分至 3 點 10 分在民雄校區---大學館—
多功能演講廳，邀請 Dr. Diane D. Belcher 蒞臨本校演講，演講題目
為：Multiple Approaches to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歡迎各位
前來聆聽。主講者為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期刊主編，他將幫
助嘉大師生了解如何撰寫國際期刊論文。
八、 史地系於 10 月 11 日(星期三)13：20 至 15：10 於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
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余文堂院長主講「從 2005 年德
國大選看統一後的政經困境－認識德國」，余院長以去年德國大選政黨輪
替為例，說明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合併之前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變遷
狀況與其面臨的困境，現場師生對精闢的演講內容均感獲益良多，現場反
應熱烈。
九、 史地系研究生學會於 10 月 26 日(星期四)14：00 至 16：00 於民雄校區圖
書館 511 教室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許晃雄教授主
講「與氣候一起飆舞－坦然面對氣候變遷」，許教授以實際的案例，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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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氣候的變遷狀況，並分析自然與人為因素對氣候的影響，其幽默
且生動的表達方式，令在場的師生印象深刻。
十、 美術系於 10 月 11 日(星期三)假民雄校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辦理〈數位內
容產業就業趨勢座談會〉，會中邀請業界、學界、１０４人力銀行、畢業
校友等代表，暢談國內數位內容人力市場現況與未來。
十一、 由本校視覺藝術研究所主辦『嘉大、南大視覺藝術研究所創作研究聯合
發表會』於 10 月 24 日（星期三）假民雄校區科學館演講廳舉行，共有五
校研究生參與，反應熱烈。
十二、 由美術系承辦「國立嘉義大學校友美術聯展」自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0
日於蘭潭校區圖資大樓展覽廳展出，歡迎全校師生蒞臨參觀。
十三、 由美術系含視覺藝術研究所主辦之「台灣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原訂
於 11 月 2 日(星期四)舉行，因籌辦不及，延至 11 月 22 日(星期三)。
十四、 美術系將於 11 月 15 日(星期三)邀請釋見潤師父，專題講座『諸相非相
－談佛教美術圖像之意涵』，歡迎全校師生蒞臨指導。
十五、 音樂系於 9 月 25、26 日及 10 月 18 日分別推出「弦樂組」及「鋼琴組」
大師班，分別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蘇顯達、彭聖錦等大師蒞校講演，對於學
生幫助甚大。
十六、 本校 2006 年音樂訪問團赴大陸姐妹學校交流演出，於 10 月 20 日啟程，
10 月 29 日返國，共計出訪福建農林大學、武夷學院、廈門大學、集美大
學等四所大學。有別於其他交流方式，本次以音樂演出呈現，獲得對方極
大的回響及重視，確能達到預期效果。
十七、 音樂系四、五樓琴房隔音工程進行中。
十八、 音樂系 11 月份大師班演講活動：
（一） 11 月 8 日週會時間--鈴木教學法研習會。
（二） 11 月 15 日週會時間—法國長號演奏家 Jean Raffard 大師班。
十九、 本學期音樂系各項重要演出行程如下（其他場次之「室內樂」演出另
訂）：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主持人

地點（
地點（邀請單位）
邀請單位）

95.11.17（五） 1930 校友音樂會

劉主任榮義 民雄校區大學館

95.12.11（一）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1 場）

劉主任榮義 民雄校區大學館

95.12.12（二）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2 場）

劉主任榮義 高雄市音樂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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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8（一） 1930 管樂團演出（第 1 場）

劉主任榮義 台南大學雅音館

95.12.19（二） 1930 管樂團演出（第 2 場）

劉主任榮義

95.12.27（三） 1320 管樂團演出（第 3 場）

劉主任榮義 蘭潭校區瑞穗館

96.01.01（一） 1930

管樂團演出（第 4 場，配合嘉
義市管樂節辦理）

96.01.08（一）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3 場）

劉主任榮義

台東縣文化局
中山堂演藝廳

嘉義市立文化局
音樂館

劉主任榮義 台北國家音樂廳

二十、 為慶祝校慶，人文藝術中心舉辦「追尋造物之美」藝術創作比賽，結果
已於 9 月 16 日揭曉。這是首度跨出校園之比賽，已有外校（如文大藝研
所、南藝大）及一般社會人士（含佛寺的藝術創作者）來參賽。
二十一、 為慶祝校慶，人文藝術學院委託人文藝術中心承辦 10 月 26-27 日舉
行「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創意開發研討會」，以創造性智慧、人格及其實
踐為議題，討論熱烈，帶來了下一屆「實務」探討之回響。
二十二、 為慶祝校慶，人文藝術中心與美術系暨視覺藝術研究所特辦理「起
飛的燦爛：校友藝術聯展」，自 10 月 30 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於蘭潭校
區圖書資訊大樓展出，頗獲稱美。
二十三、 為凝聚校友向心力，人文藝術中心將陸續規劃校友藝術成就照亮母
校活動，除了美展外，亦將充分運用大學館演奏廳反響板之巨資新設置，
邀請校友返校舉辦演奏會，目前正在接洽中。
二十四、 為美化蘭潭圖書資訊大樓，人文藝術中心於 10 月初提供了第一期
140 餘件藝術品，距目標尚有段距離，將繼續努力分期達成。
◎ 管理學院
一、 為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金融知識普及計劃」，增進大學
生對證券市場認識並及早建立正確投資觀念，本學院與台灣證券交易所於
10 月 17 日合辦學術專題演講暨「第三屆證券投資智慧王」校際競賽活動，
活動地點為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當日共計有南區各大學近 20 個晉級隊
伍參與決賽，並由本院企管系張志強、蔡上恩及陳啟維等三位同學榮獲南
區冠軍。
二、 本學院於 11 月 1 日週會時間邀請 104 人力銀行邱文仁行銷總監蒞院進行
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生涯規劃與提昇競爭力」；11 月 8 日週會時間邀

37

請中信大飯店黃炳彰董事長蒞院進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連鎖飯店的
發展趨勢－以中信大飯店為例」。
三、 企管系有五位同學申請財團法人黃啟瑞先生獎學金，經審議後，推薦企四
甲李筱雲及張志強、企三甲張鐀云申請此項獎學金。
四、 企管系系學會於 10 月 27～28 日假台中大安遊樂園舉辦的“來企露營迎新
活動”，節目設計精采、多樣，充分表現出企管人的創意、巧思及團結與
向心力。
五、 企管系於 10 月 25 日週會系主任時間，邀請虎尾科技大學外語系方教授月
秋蒞校演講，主題為「如何提升大學生英文能力」，學生反應熱烈，座無
虛席。
六、 管研所於 10 月 25 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系林月能
助理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如何閱讀西文財經資料庫」。
七、 行銷所於 10 月 25 日邀請虎尾科技大學企管系鄧誠中副教授蒞臨演講，講
題為「如何閱讀英文期刊論文增進專業知能」，演講後並與同學作雙向交
流，獲廣大迴響。
八、 生管系執行校統籌補助計劃之成果發表會，分別於 11 月 1 日與 11 月 8 日
於民生校區 D01-101 階梯教室舉辦「2006 生物事業創新管理實務」與「越
南園特產品經營管理」二項研討會，會中邀請校內外學者及產官學界之專
家共同研商我國生物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前景。
九、 生管系於 10 月 20~21 日舉辦迎新宿營活動，本次活動一改以往慣例，另
行加入知性學習之旅，活動由系主任領隊參觀生物事業相關產業並聽取專
業講解，使新生對生物產業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十、 生管系與林產科學系、林務局於 10 月 26 日於民生校區 D01-513 會議室合
作舉辦「台灣林業認證研討會」，產官學界與會人士相當踴躍。
十一、 資管系於 10 月 12 日邀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方國定教授，
於民生校區 D01-108 階梯教室舉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Broaden View of
MIS Research and Disciplinary”。
十二、 資管系兼任教師翁頂升教授帶領大四畢業班同學，於 10 月 13 日參訪位
於斗六工業區的豐本奈米科技公司、建德工業公司，及位於中科雲林基地
的 JSR 株式會社，為「科技市場及管理」課程的實務內容做了更深入的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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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資管系於 10 月 18 日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吳英隆教授於民生
校區 D01-108 階梯教室舉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An extension of Trust
and TAM model with TPB in the initial adoption of on-line tax”。
十四、 資管系於 10 月 26 日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黃興進教授於民生
校區 D01-108 階梯教室舉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醫療資訊管理研究回
顧與展望”。
十五、 明治大學商學院戶畸肇教授及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院井手秀樹教授於 10
月 31 日由虎尾科技大學翁頂升教授陪同蒞臨資管系參訪，除與資管系教
師進行交流外，並參觀管理學院之各項教學環境及設施。
十六、 資管系於 11 月 2 日邀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施東河教授於
民生校區 D01-108 階梯教室舉行專題演講，演講題目為“惡意電子郵件病
毒之偵測與防護”。
十七、 資管系於 11 月 4 日下午 2:00 於民生校區舉辦『系所家長日』，活動當
天各班導師及全系專任教師均出席與學生家長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另安排
系所簡介、成果展示及環境設施參觀，讓家長對本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農學院
農學院
一、 本學院配合行政院農委會－『漂鳥計畫』校園巡迴座談會，於 11 月 8 日
（星期三）院週會時間（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 30 分）邀請李副主委專題
演講，講題為：「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亮起來」。
二、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業已核定本校與嘉義林區管理處建教合作案，將於
11 月 8 日上午 10：30 假嘉義處辦理合作協定簽署儀式。依據兩機關教學
研究合作計畫書之宗旨，林管處將提供所轄林地約 15,600 公頃（包含阿
里山事業區第 1 林班等 83 個林班以及大埔事業區第 182 林班等 49 個林班）
設為本校教學實驗林場，提供森林科學研究以及森林環境教育之用途。林
場用地仍為林務局嘉義林管處負責管轄，本校無需投入龐大的經費與管理
人力。
三、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於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定完成森林
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並增訂完成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
生簡章、研究生論文指導要點、研究生工讀助學金要點。
四、 農學研究所為配合校慶活動，於 10 月 21 日邀請農委會林業試驗所保護組
張東柱研究員對「台灣真菌資源及永續利用」以及「老樹病害及因應」為
題發表專題演講，張研究員同時也是研究牛樟芝培養的專家之一，演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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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議題也與學生交換許多資訊。
五、 第 14 屆亞洲乳業會議於 10 月 18 日、19 日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此項
會議由本學院動物科學系主辦，農業推廣中心協辦。
六、 農業推廣中心配合本校校慶慶祝活動，於 11 月 4、5 日於禾康園辦理農產
品促銷活動。
七、 農業推廣中心 10 月 29 日於義竹與農藝學系合辦有機甘藷觀摩會。
八、 本校蘭潭校區附設動物醫院於 11 月 4 日(六)下午 10:00-15:10 舉辦【
【慶祝
校慶～寵物義診活動】，項目有寵物一般健康檢查、全身健康檢查、國小
學生~“伴侶動物與我”繪畫比賽、肥胖寶貝諮詢站、狗狗~”阿茲海默症”之
早期篩檢、狗狗髖關節免費檢查、狗狗的”性向測驗”。
九、 獸醫學系於 10 月 27 日(五)舉辦「95 年度家禽務實經營產業論壇---台灣土
雞的競爭契機」，針對台灣土雞產業所面臨問題，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分
別進行「從禽流感防疫問題談台灣土雞發展的方向」、「從市場行銷面談
台灣土雞的發展策略」、「政府輔導台灣土雞發展的新方案」、「衛生安
全是品牌的最佳保證」等四個主題專題演講，來自產官學界約 300 人參
加。邀請到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黃國青組長、中央畜產會黃欽
榮董事長、行政院農委會畜牧處李宜謙技正、中華民國養雞協會林祥德顧
問等四位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十、 獸醫學系畢業校友參加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公職獸醫師錄取
4 名，95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獸醫師錄取 34 名（本年度
應屆畢業校友錄取率 78.57％（22/28）），95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獸醫佐錄取 6 名。
十一、 園藝技藝中心配合本校園藝學系執行農委會農糧署委託執行之 95 年度
中小花型蝴蝶蘭選育計畫，已完成 1,217 個雜交組合，成功獲得 628 個雜
交組合之後代。另配合蘭花生物技術產業輔導計畫，已分別於 9 月 4 日及
26 日舉行「蝴蝶蘭肥培管理」、「蝴蝶蘭輸美外銷策略」及「蝴蝶蘭病蟲
害管理」3 場座談會，業者參加踴躍，會中綜合討論也有熱烈發言與經驗
分享。
十二、 園藝技藝中心 10 月份參觀之團體與個人共有瑞士蘇黎世大學(Zurich
University) 汝威利 Willibald F. Ruch 教授、韓國國立韓京大學、大陸小白
鷺民間舞團、泰國湄州大學和 Mahidol 大學、印尼 Gadjah Mada 大學、中
興大學、屏東科技大學、橋頭鄉農會農、工研院、嘉義市國中小生命教育
深耕教師等 11 場次，共計 1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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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園藝技藝中心 10 月份協助本校總務處、研發處、人事室、生物機電工
程系、應用物理系、園藝系、師資培育中心等單位辦理各項會議及研討會
會場布置美化，共計 9 場次。
十四、 林產科學系系學會於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假國立中興大學新化林場，
辦理林產科學系大迎新，此為建立本系學生們之向心力與情感，係以迎新
露營、營火晚會與野外遊戲活動等方式辦理。
十五、 林產科學系樵夫志工隊於 10 月 4 日假林產科學系前庭辦理招生茶會，
並介紹志工活動（含嘉義基督教醫院志工申請，及聖心育幼院服務等）。
十六、 林產科學系於 10 月 18 日（星期三）邀請三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蕭火綿
總裁蒞系演講，講題：「21 世紀的台灣經濟」。
十七、 林產科學系與中華林產事業協會合作於 11 月 1 日假該系視聽教室共同
舉辦「木竹紙質產學對話與學術發表研討會」。計有貴賓及參加人員 150
位，會中並針對目前木竹紙質產業之未來發展有相當熱烈的討論，反應非
常良好。
十八、 動物科學系盧金鎮老師與養鴨協會於 9 月 10 日至 17 日組團赴中國沿海
地區考察養鴨事業。
十九、 動物科學系系連塗發、林炳宏、陳國隆及陳世宜等老師於 9 月 15 日至
22 日帶領 11 名學生參加在韓國舉行之第 12 屆亞太畜產會議並發表論文。
二十、 動物科學系洪炎明教授以第一作者於 Theriogenology 期刊發表論文「A
novel molecular genetic marker for gender determination of pigeons」，並於
2006 年 6 月出刊，該期刊於 Veterinary Sciences 領域 129 種期刊中排名第
4 名。
二十一、 動物科學系 82 年二專部畢業生宋麗英小姐在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攻
讀博士學位，利用小鼠血液終極分化細胞，成功複製出小鼠，為全球首例，
讓複製技術邁入更高層次。
二十二、 感謝校長向農委會積極爭取精密溫室補助款 2,000 多萬，本項補助
款需於 12 月底前完成發包作業，在此懇請總務處協助辦理相關作業。
二十三、 對於學校部分教師未兼行政工作亦未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影響學校
整體發展甚鉅，請各位主管積極整合相關同仁，組成研究團隊爭取計畫，
俾利提升學校發展。
◎ 理工學院
一、 2006 年全國生物機電工程研討會 10 月 19、20 日於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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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五、

資大樓地下室一樓舉辦，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專家學者三百多人與會，
會中進行一年來的研究成果發表，包括發表生物產業機電、生物機電控制
及生醫工程方面論文，提升學術水準總計發表 128 篇論文宣讀及 27 篇壁
報論文。
應用物理系舉辦 2006 奈米生醫暨光電科技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於 10 月
18 日假本校蘭潭校區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會中邀請中正大學物理
系許佳振教授及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李國賓教授等國內在光電及生醫領
域之傑出研究者進行演講與經驗分享；另一方面亦利用邀稿方式，擇選
11 篇論文做口頭報告，以連結台灣在生醫光電領域之研究成果為前提，
提供觀摩討論之平台，並邀請產學界之專家學者以及各相關單位團體共同
參與，實質達成學術交流及資源共享之目的。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學生邱子瑜在楊大輝老師的指導下參加「第四屆
DHL 供應鏈管理論文獎」之學術理論與模式分析組，以「Capacitated
Hub-and-Spoke Network Design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之論文榮獲優
勝獎，10 月 14 日假六福皇宮舉行頒獎典禮。本次 DHL 供應鏈管理論文
獎共有 192 件論文、52 間學校、師生總人數 339 位參與，今年更吸引來
自北京大學的學生參與，顯示本獎項的知名度已突破地區限制。獲獎論文
必需經過三個階段的審查，包括書面審查、口頭簡報、及評審團的詢問，
參賽者必須能夠提出符合邏輯、有深度的論點，才有可能脫穎而出。
「DHL
供應鏈管理論文獎」是目前國內唯一特定鼓勵供應鏈管理研究的學術獎
項，獲得殊榮的論文皆具備相當水準，可為相關研究的參考。
應用數學系在 10 月 18 日 13:20-17:00 舉辦紙飛機競賽，本活動將培育學
生從遊戲中激發資訊與計算科學之研究潛能，結合本校應數系資訊科學研
究群、計算科學研究群與機率統計研究群等三組研究團隊，共同一起探討
立體物件設計、建模與計算流體力學（CFD）（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的研究。本活動中共有第一名一位張鈞凱同學、第二名兩位鐘
啓元、謝定安同學、第三名五位蘇振明、吳耀宗、黃柏偉、陳震岳、李婉
菁等同學。
應用物理學系 11 月 20 日開始將針對普通物理實驗的教學內容，重新拍攝
講解錄影帶，於寒假之前編輯後燒製光碟及上傳影片，並留置一份於校內
圖書館，以作為學生預習及教學輔助使用。

◎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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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塑造生科院學生不是只會讀書也會運動的特質，藉由競賽的目的來增加
生科院各系所師生互動之交流，體會同心協力與團隊默契之重要，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在蘭潭校區大操場辦理「生科院盃二十人二十
一腳趣味競賽」熱鬧登場，此項活動是生命科學院每學年舉行的重頭大戲，
吸引上千位師生參與，場面相當熱鬧，可蔚為生科院的一大盛事，競賽結
果揭曉，男生組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以 8 秒 57 佳績勇奪冠軍；女生組分子與
生物化學系以 12 秒 44 勇奪冠軍，各得獎金參仟元，男生組分子與生物化
學系以 10 秒 60 獲得亞軍；女生組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以 14 秒 56 獲得亞軍，
各得獎金 2 仟元。
二、 利用「生科院盃二十人二十一腳趣味競賽」機會，競賽前邱院長為本院黃
英源奬學金獲奬學生頒奬狀及奬金，分別為食品科學研究所孫士雯、生物
科技研究所蔡惠夙、食品科學研究所楊晉瑚、生物科技研究所吳春靜、生
物藥學研究所吳妍穎及生物藥學研究所張偉民等，主要標準依據國立嘉義
大學「黃英源先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給奬標準以論文成果已正式發表、
已被接受或已投稿 SCI 期刋等各級期刋，奬金從 500 元至 20,000 元，另有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邱美菁及水生生物科學系李佑青等各獲助學金 10,000
元，奬勵學生在畢業前期勉他們再接再勵，更鼓勵在場的同學們向獲奬同
學學習，以帶動生命科學院的學習風氣提升國際競力。
三、 本學院於 10 月 25 日(星期三)舉辦全院性的幹部座談會，由邱義源院長與
六系系所主管共同出席座談會，藉由座談會增加生科院各系所主管與學生
幹部之聯繫與交流，充分表現成熟與積極正面的互動與期許，部分建議已
將記錄會請相關單位協助。
四、 食品科學系於 10 月 25 日邀請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陳陸宏博士演講
「台灣健康食品現況與法規」，師生參與踴躍獲得許多正面迴響。
五、 生命科學院於校慶當天 11 月 4 日（星期六）舉辦「生命生活生態－健康展」
，
以「健康」為主軸，追求「健康的身體」
、
「健康的生活」與「健康的環境」
為使命，探討人與宇宙間生命存在之真諦，地點於大智樓前草坪，比鄰校
慶園遊會，熱門非凡極具宣導成效。
六、 針對國人雖學習英文多年，但仍不敢開口之窘境，分析其主要原因不外乎
過去學習英文偏離生活化，以及缺乏說英語之情境。因此，本院於 10 月
19 日隆重推出「生命科學英語生活營」首場，利用其食品科學系養生保健
食品製作之軟硬體優勢，提供目前就學之多位外籍學生、本地生及校內教
職員工等共同參與，營造一個沒有壓力的情境，讓學生輕易克服心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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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開口哈拉英語，效果令人驚訝。本活動原則上每二星期舉辦一
次，分別於 11 月 16 日、30 日、12 月 14 日、28 日及 96 年元月 11 日舉行，
請至生命科學院網站報名，歡迎踴躍參與。
七、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暨生物科技研究所於 11 月 2 日下午 3 時 20 分假生命科
學館三樓邀請張維懋博士專題演講，講題「中草藥現代化與癌症輔助治療」
師生踴躍參與，大家獲益匪淺。
八、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將於 11 月 17 日，邀請北京大學微生
物系主任劉樹林教授來校專題演講「Divergence of Salmonella genome
leading to novel pathogens」，並洽談未來雙方師生學術交流的相關事宜。
九、 食品科學系將於 11 月 29 日邀請味丹企業公司資深顧問何觀輝博士演講「生
物可分解性高分子聚麩胺酸（r-PGA）與聚麩胺塩水膠之製造及應用
（DEVELOPING THE NEW BIOTECHNOLOGY PRODUCTS AND
BUSINESS）」。
十、 生命科學院網頁增設本院教師最新學術發表訊息公告，透過即時呈現教師
發表研究成果，以期帶動研究風氣，有效提昇研究素質，擴大學術資源之
分享。
十一、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楊奕玲助理教授，於 10 月 14 日赴美國亞特蘭大參加
第三十六屆美國神經科學年會(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36th Annual
Meeting)發表論文「VEGF is necessary for neurogenesi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十二、 食品科學系由馮淑慧老師指導，帶領黃郁筑、陳雋翰、潘瑩霞、陳晴晴
等同學一同創作「I’m five! 五行五色小饅頭」參加「2006 年台灣食品產業
創新競賽：創新實作組」，榮獲評選為「佳作」。
十三、 食品科學系感謝全校同仁對本系的校慶產品的熱愛，因生產數量有限，
若有服務不周之處，敬請大家見諒。
◎ 語言中心
一、 外文組工作報告：
（一） 活動：語言中心已在 10 月 25 日舉辦「英文作文暨翻譯比賽」
，預
計將在期中考前把比賽結果公告在本中心網頁上。
（二） 推廣：本學期開設 2 門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相關資訊如下：
1.多益班：已於 10 月 3 日開班，預計 11 月 29 日結束課程。
2.初級法文班：已於 10 月 2 日開班，預計 12 月 18 日結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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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從 10 月份起進行外籍老師、英語小老師等輔導活動，另在
10 月 25 日起增聘外語系研究生-康佩如同學為英語補救教學輔導
的老師，期能藉由這些輔導來提升學生們的外語程度。
（四） 檢測：
1. 本校 9 月 14 日舉辦之校內新生英檢，全校最高分為生科院食品
科學系康智閎同學聽力 116 分閱讀 102 分，各院最高分者中心
將頒發獎狀，全校最高分者另頒發獎金 1,000 元，英檢成績單已
如數分發完畢。
2. 新生英檢各院平均成績及通過率如下表：
成績及通過率
學院
理工學院
生科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學院
師範學院
農學院
全校

聽力
68.26
70.36
76.47
67.21
67.79
69.40
69.91

平均成績
閱讀
55.79
56.75
62.58
51.73
53.60
53.12
55.60

總分
124.05
127.11
139.05
118.93
121.39
122.53
125.51

聽力
27.44%
49.47%
45.21%
59.78%
55.29%
34.20%
45.23%

通過率
閱讀
二者皆過
3.08%
2.56%
4.21%
3.86%
7.45%
4.79%
2.23%
1.68%
6.27%
5.49%
4.01%
3.54%
4.54%
3.65%

備註：難度相當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力/閱讀 80 分及以上通過，滿分 120 分，二
者皆通過者，才為合格。

3. 10 月 28 日舉辦之家庭研究所校內英檢(難度相當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受測人數共 48 人，缺考人數共 3 人，未通過人數為 9
人(含缺考)，成績單已印製分發完畢。
4. 11 月 26 日將舉辦之多益及托福紙筆測驗，此次報名已於 10 月
18 日截止，報名人數 450 人，明年(2007)之測驗時間預計於 4
月 22 日、7 月 22 日、11 月 25 日，有意報名者，請注意報名期
間。
5. 為鼓勵同學參加校外舉辦之正式英檢，將依卓越計畫提供之經
費，訂定參加正式英檢通過之補助辦法，待校長核可後，立即
公佈執行。
二、 華文組：
（一） 配合 CSL 課程的實施，語言中心華文組招募儲備華語小老師，將於
夜間 6:30~8:00 以執行一對一的華語教學。
（二） 持續辦理校內與校外外籍生華語基礎教學課程。
三、 綜合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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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 月底前已完成語言中心新民校區自學教室設置與華文組辦公室之
規劃。
（二） 語言中心積極參與學校舉辦之網頁設計比賽，並榮獲行政組第二
名，獲頒獎金 2 萬元。
（三） 完成蘭潭及民雄校區語言教室 E-HD 系統及軟體之整理。
◎ 原民中心
一、 辦理部落族語口傳文學與歷史研習班--南區（95.9.30～10.29）
二、 至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參加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評鑑工作行前籌備會
（95.10.03）
三、 至花蓮參加營建署生態旅遊審查（95.10.13）
四、 至南投暨南大學參加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95.10.13）
五、 至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報告標案簡報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原
住民保留地保育整方案執行計畫專案管理（95.10.13）
六、 至阿里山鄉樂野村參加生命豆祭（95.10.14）
七、 至台中參加原住民部落產業博覽會（95.10.15）
八、 至南投縣政府辦理原住民部落營造人員訓練計畫（95.10.21）
九、 至台南市原住民資源教室評鑑-德高國小（95.10.23）
十、 參加 95 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輔導及評鑑
（一）原住民資源教室評鑑-寶來國中（95.10.23）
（二）原住民資源教室評鑑-茂林國小（95.10.23）
十一、 參加嘉義縣政府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評鑑（95.10.25）
十二、 屏東縣政府參加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評鑑（95.10.26）
十三、 屏東縣霧台鄉營建署生態旅遊審查（95.10.26）
◎ 創新育成中心
一、 育成中心進度達成情況：
（一） 進度達成率：依據中小企業處補助合約規定，本中心需於 10 月底
前完成整年度計畫業務預定進度之 85%，但截至 10 月底，本中心
已完成整年度計畫業務進度之 98.5%，進度超前。
（二） 進駐廠商數：本中心至 10 月 30 日止，合計進駐廠商 23 家，23
家企業衍生之產學合作金額為 572 萬元。
（三） 10、11 月份舉辦之活動：
6. 活動名稱：「飛躍 2006-嘉義經濟發展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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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嘉義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時間/地點：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30)/本校民生校區國際會議
廳
7. 活動名稱：「2006 年生物機電工程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生物機電協會
承辦單位：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協辦單位：創新育成中心
時間/地點：10 月 19、20 日/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8. 活動名稱：「2006 年生物事業創新管理研討會」
主辦單位：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協辦單位：創新育成中心
時間/地點：11 月 1 日/本校民生校區 D01-101 階梯教室
9. 活動名稱：「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成果及作品發表會」
主辦單位：嘉義大學研究發展處
協辦單位：六大學院、創新育成中心
時間/地點：11 月 4 日/本校蘭潭校區嘉禾舘
二、 技轉中心執行情況：
（一） 本中心為建立本校健全研發管理及技術移轉制度，及通過農委會
智財權評鑑，而將農委會計畫執行成果歸屬本校，至本中心成立
以來，已陸續完成本校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相關辦法、程序與表
單，而上述文件也都已集結成冊分送各單位。為通過農委會智財
權管理制度評鑑，中心向此次評鑑執行單位管理科學學會提出第
一次評鑑輔導申請，該輔導案已於 11 月 9 日（四）上午完成，輔
導委員針對中心目前現有法規與執行情況等給予建議，如訂定技
轉中心收支作業要點、稽核人員作業要點等等，而本中心也已針
對此次委員建議事項擬訂相關作業要點，將在最短時間提送智財
權審議委員會審議。
（二） 本中心計畫於 12 月底再向管科會提出第二次輔導申請作業(也就
是評鑑作業的預評)，因為下次的輔導委員有可能是正式執行智財
權評鑑作業的委員，所以本中心也積極進行校內教師技術研發成
果的盤點，希望能將教師研發成果技轉至產業界。技轉中心已通
知請各系所辦公室同仁協助告知系所所屬教師填寫「研發成果技
術移轉申請書」
，並請各位老師在 11 月 30 日（四）前填畢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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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各位老師研發成果與遵循保密原則，請各位老師主動與中
心同仁聯絡或親送申請書至技轉中心。
（三） 本中心 11 月 15 日將進行專案人員遴選，希望此次能遴選適當人
員，本中心目前受限人力問題，專職人員僅有兩位，以致無法有
效直接面對校內教師對渠等研究成果進行逐一盤點，所以明年技
轉中心規劃將利用 3 至 4 個月的時間逐一拜訪各老師，以確實進
行校內研發成果盤點。
三、 成立校內研發成果展示區
本校創育中心與技轉中心為本校與產業界進行產學合作與進行技術移轉
媒和之主要窗口，故創育中心規劃並已完成將行政中心 4 樓樓層(原軍訓
室外)開放空間部分規劃成校內研發成果展示區，故請校內教學單位踴躍
提供系所發展特色及教師研發成果之相關海報與產品。
伍、提案討論
※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租借管理要點」第三點及增訂第五點第七
項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目前總務處保管組辦理其他學校或單位長期借用本校房舍或場地
（如空大、港藝高中、本校合作社等）及其他特殊原因，無法依照本校「場
地設備租借管理要點」收費標準計費等因素，故再修訂本要點。
二、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場地設備租借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6，頁
16-18）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於 92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後迄今尚未修
正，為因應現況需求及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二、 檢附本校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7，頁 19-22）。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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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三
提案三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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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配合「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分設「環境保護組」
、
「職業安全衛生組」
，
擬將原設置要點第 2 條第 1 項「環安組長」修改為「環境保護組長、職業
安全衛生組長」，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8，頁 23）。
二、 上述法規業經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暨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管理委員會議「提案二」通過（附件 9，頁 24-25）
，依規定提行政會
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為規範本校交換學生繳交本校學雜費標準，擬修正「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
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以為辦理交換生學費處理之依據。
二、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交換學生獎補助金發放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10，頁 26-28）。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將本要點譯成英文上網公告。
※ 提案五
提案五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本校校園 IC 卡與結合電子錢包儲值是否繼續推行，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經洽詢金管會銀行局，其表示依「銀行發行現金儲值卡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三條規定：非銀行不得發行現金儲值卡（電子錢包）及「銀行法」第二
十九條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故，若
由學校自行發行電子錢包功能之儲值卡於法不合，且目前其他學校並無自
行發行案例。
二、 如學校有發行需求，依法須與銀行結合。惟與銀行合作發行，須考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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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軟體及管理人員之費用成本、學校使用規模大小。銀行配合發行將
不符成本，難有銀行願意配合發行。
三、 擬請停止本校電子錢包儲值及相關清算業務。
決議：通過停止本校電子錢包儲值業務。
※ 提案六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實施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實施計畫乙案，擬暫緩實施，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室前為落實績效管理，提升行政效能，鼓勵同仁士氣，於 94 年 12 月
20 日行政會議中提案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實施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實施
計畫」（附件 11，頁 29-33）
，擬先行實施「個人績效獎金」部分，至於「單
位績效獎金」部分擬俟執行成效再行檢討是否辦理，並經決議：照案通過，
試辦一年在案（附件 12，頁 34）。
二、 茲以績效獎金制度自 92 年起於行政機關全面實施以來，其團體績效與個
人績效之評量密不可分，如未訂定單位之績效管理目標，則個人之績效似
無從衡量。為期審慎處理，經將「國立嘉義大學實施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
實施計畫」傳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給與處，承告：
「個人績效獎金」與「單
位績效獎金」不得作切割處理。且本校未訂定各單位績效目標，於實施計
畫中也無管考機制，核與「行政院與地方各級行政機關九十五年實施績效
獎金及績效管理計畫」不合（附件 13，頁 35-39），不宜貿然實施。
三、 另依「行政院與地方各級行政機關九十五年實施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計
畫」第十三點規定略以：教師之績效獎金制度，由教育部另行擬訂實施計
畫，陳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惟目前教育部尚未訂定教師績效獎金制度。
由於績效獎金重視的是整個團隊效率的提升，本校若只實施行政人員績效
獎金制度，將難以提升學校整體績效。
四、 綜上，為符合行政院所訂之「行政院與地方各級行政機關九十五年實施績
效獎金及績效管理計畫」之相關規定，本案擬暫緩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七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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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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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條文案（附件 14，頁 40-43），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教育部 94 年 5 月 15 日函送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共同助學措施實施
方案」規定，詳列申辦流程，俾利申請同學能了解辦理時程。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中文成績優良（指學期書卷獎、畢業智育獎）獎狀遺失補發、英文
版成績優良證明，收費標準擬訂為一份 20 元，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國際化趨勢及學生出國進修或就業需求，在校期間曾獲成績優良獎
者（指書卷獎、畢業智育獎）
，得申請核發英文成績優良證明，一份收費
20 元；中文書卷獎或智育獎獎狀遺失者，得申請補發證明，一份收費亦
為 2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休退學離校退費作業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校學則第五十四條略以：各研究所研究生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
與學分者，經學位考試及格，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發給碩士
學位或博士學位證書。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
六月。惟研究生若已修畢應規定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
習論文以外之科目者，得以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證書。
二、 前項修正條文業經教育部 95 年 8 月 28 日台高（二）字第 0950113675 號
函核准備查。爰此，研究生若符合前項規定，完成學位考試且於學期中畢
業離校者，擬參酌他校做法（如交大、中正），亦比照休退學離校退費比
例之規定，依畢業生離校日期及退費比例辦理退費事宜。
三、 現擬將「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休退學離校退費作業要點」修正為「國立嘉義
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
，以將”畢業離校”情形納入，不限指”休退學
離校”，並修正第一點條文如附件（附件 15，頁 44）。
四、 本案業於會前依行政程序簽會進修推廣部、出納組及法規小組，並依其意
見修正後提本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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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業依行政程序於會前簽會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就業輔導處、進修推廣
部及出納組、法規小組。
二、 依現行「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第三點規定，碩博士班生各年級
均應繳交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若僅修畢業論文者，則需繳學雜費基數，
無需繳學分費）。經研究生反應，於研二時已完成學位考試，純因教育學
程而延後畢業，並已依規定繳交教育學分費，若再繳納學雜費基數（本校
學雜費基數為 9,400 元~11,000 元，各學院不等），增加學生負荷。
三、 查詢政大、中正、中山大學做法，凡研究生在校修業期間，無論是否完成
學位論文考試或因修習教育學程延後畢業者，因仍為在校生且享用學校資
源，均應繳納學雜費基數。而台大做法則為：研究生修習教育學程者分兩
種情形，一是未繳論文者，應繳納學雜費基數及教育學分費；二是已繳論
文者，僅繳交教育學分費（九學分以下繳學分費，十學分以上則繳學雜費
基數及教育學分費）。
四、 有關研究生已符合原系所畢業資格，純因教育學程而延後畢業者，擬研擬
兩案（附件 16，頁 45-48）：甲案（本校現行做法）-只要未畢業，無論是
否已完成學位考試，均需繳納學雜費基數，教育學分費依規定另繳；乙案
（採台大做法）：已完成學位考試者，免繳學雜費基數，教育學分費則依
規定另繳。若決議採乙案，擬自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
決議：決議採乙案，並自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
※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草案）」（附件
17，頁 4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配合推動國際化，鼓勵開設專業課程以英語全程授課，特訂定「國立嘉
義大學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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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 9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F「提昇國際競爭力」之經
費明細表，已編列獎勵全外語授課費 1 學分 10,000 元，預計開設 62 學分，
共需 62 萬元。本案如獲通過，在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期間，所需經費由該
計畫支付。至於計畫結束後，如執行成效良好，則建議改由校務基金支付，
確實建立制度，以符合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精神。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申請應用暫行作業要點」名稱案（附件 18，頁
50-51），提請 討論。
說明：經請示檔案管理局典藏科及教育部檔案科，均表示本作業要點係依循檔
案法及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訂定，復因本作業要點係屬經常性，應無
暫行之需，擬刪除暫行二字。若本校需另設子法，以不違背母法為原則。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設置要點（草案）」（附件 19，
頁 52），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訂定。
決議：第七點有關出席費及交通費支給部分請提案單位與人事室研商後修正，
餘依案修正通過，並請依行政程序簽核後公告實施。
※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草案）」（附件 20，頁 53-56），
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檔案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五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案（附件
21，頁 57），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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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為使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功能齊全，建請於「本校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 3 點增列圖書館館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草案)」（附件
22，頁 58-61），提請 討論。
說明：依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95.10.17)決議：有關教育部獎
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生出席國際性研討會獎助金，請研發處研擬實
施辦法，俾相關單位依據辦理。
決議：修正通過。
一、 第一條刪除配合教育部
配合教育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以文字。
配合教育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二、 第二條經費來源增列第二款學雜費收入
學雜費收入，以下款次配合修正。
學雜費收入
三、 第六條第二款國外部分，亞洲地區交通費修正為最高補助新台幣五
五
千元為限。
千元
四、 第七條刪除，以下條次配合修正。
五、 第八條刪除申請
申請「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文字。
申請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游泳池有關女性收費標準，擬予修正為月費及年費皆以 8 折優惠收
取，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95 年 10 月 23 日立法院盧秀燕委員臨時提案關心女性參與游泳活
動，建議應予優惠乙案辦理。
二、 首揭案由係因現階段游泳池月票、年票均男女同價，惟囿於女性生理期期
間為顧及健康不便下水，致使女性整體使用時間平均短於男性，欲需負擔
同樣花費，為求公平，建請各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輔導所屬游泳池經營單
位得採優惠或更適切之計價方式訂定票價，以鼓勵女性參與游泳運動，養
成規律運動習慣。
三、 檢附本校總務處事務組於 95 年 10 月 27 日簽請 鈞長核示：本案准予優
惠，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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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教育部 95 年 9 月 8 日台高（二）字第 095013041 號函
核定在案，爰據以修正本校院長遴選辦法。
二、 修正重點如次：
（一） 增訂出席人數及議案同意人數（第 3 條、第 4 條、第 11 條第 2 項）
。
（二）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院長去職規定（第 12 條）。
（三） 部分條文酌作文字修正（第 5 條、第 11 條第 1 項）。
三、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23，頁
62-65）、「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附件 24，頁 66-67）及「國立嘉
義大學組織規程（摘錄）」（附件 25，頁 68-70）各乙份，請 卓參。
決議：第十一條第二項文字「同意」誤繕更正，餘依案修正通過。
※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教育部 95 年 9 月 8 日台高（二）字第 095013041 號函
核定在案，爰據以修正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
二、 修正重點如次：
（一） 增訂出席人數及議案同意人數（第 3 條、第 4 條、第 12 條第 2 項）。
（二）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副教授兼任之任期及系所主管去職規定（第
12 條）。
（三） 配合本校行政合併運作之考量增訂「獨立研究所在考量學術、行政整
體運作下，得由院長兼任或由性質相近系所主管兼任」，俾符實際需
要。（第 10 條第 2 項）
（四） 部分條文酌作文字修正（第 6 條）。
三、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26，
頁 71-76）
、
「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附件 27，頁 77-78）及「國
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摘錄）」（附件 25，頁 68-70）各乙份，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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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擬請同意將「民生校區」更名為「新民校區」，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主管座談(95.09.05)決議辦理。
二、 民生校區正門位於新民路上，因民生校區發音與林森校區相近，多次造
成新生、學生家長、外賓或外界之誤解與混淆，屢有師生建議更名為新
民校區，一方面避免混淆，一方面也較符合現況。
三、 本項提案業經本院 95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主管會議(95.09.19)通過，爰提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相關資料併同修正。
※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建議於本校理工學院成立「能源與感測器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理工學院擬成立能源與感測器中心，以提升學校整體研究績效，並整合本
校不同領域資源，更可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教學及實務上。
二、 本案業經 9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95.09.19)通過，檢附能源與感測器中
心設置要點及計畫書（附件 28，頁 79-80）。
決議：本案保留，請先會簽相關單位後再提會討論。
陸、臨時動議
※ 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所經管眷舍及國有建地報經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獲得
保留使用之眷舍房地，其後續處理情形【如附件】，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依「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及「國有公用閒置、低度
利用及被占用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清查經管眷舍及國有建地並報經國
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保留使用之房地，共計有 6 處。
二、 依據「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 36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決議事項，為
利委員會瞭解留用土地後續執行情形，教育部應每年提報清理及留用房
地之使用情形，因此，教育部於提報前，舉辦部屬機關學校獲得保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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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眷舍房地後續處理情形會議，今年於 95 年 10 月 4 日舉辦。
本校獲得保留之眷舍房地共計 6 處，依原報部計畫案（如附件）暨依教
育部審查原則，其目前處理情形說明如下：
地段

地點

處理說明

備註

社口段

社口林場

依原保留情形繼續使用

無需討論

太平段

嘉師二村（新生路）

依原保留情形繼續使用

無需討論

新富段

首長宿舍（忠義街）

雖尚未執行但有計畫期程

北門段

忠孝路校友會辦公室

雖尚未執行但有計畫期程

山下段

嘉師一村（安和街）

雖尚未執行但有計畫期程

下路頭段

嘉農新村

雖尚未執行但有計畫期程

四、

本校於 95 年 10 月 4 日會議中報告後續處理情形，被列入嚴重落後未依
計畫期程執行學校；太平段、山下段及下路頭段上均有合法眷舍戶，依
行政院於 92 年函示，基於照顧弱勢及人道關懷，合法現住人可居住至學
校處理時，因此應以新富段及北門段為優先執行處理。
五、 北門段部分，嘉義市政府於 95 年 10 月 20 日召開嘉義市古蹟歷史建築聚
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定期會會議決議，將目前北門段
上日式建築指定為嘉義市市定古蹟，名稱為「原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
舍」，因此，一旦登錄為古蹟，則要另提計畫報部。
六、 新富段若依原計畫案執行，首先應考慮首長宿舍遷移及選擇合適地點。
七、 11 月 4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如下：
（一） 有關本校新富段，請總務處依計畫期程規劃興建，並從 96 年校務
基金支應，另有關工程預算，請重新概估。
（二） 山下段及下路頭段上之合法眷舍戶，請總務處繼續溝通，並說明今
年 12 月前遷離依規定可補償 24 萬元，若未遷離，告知其學校後續
處理情形。
（三） 眷舍房地處理方案請積極推動。
決議：照案通過。
※ 臨時動議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發行認同信用卡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廣徵財源、支持校務發展，擬發行本校認同信用卡。
二、 依據 95 年 10 月 19 日所簽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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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本校於 95 年 8 月 29 日發函至各金融機構，僅有京城銀行及玉山銀行有
意願爭取。
四、 本案京城銀行及玉山銀行回饋項目，業經財務管理小組於 11 月 1 日會議
討論，擇由京城銀行辦理。
五、 本案業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於 11 月 14 日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回饋項目內容請再與相關銀行確認，餘依案通過。
柒、主席指示事項
一、 各單位會議場所服務人員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以維服務水準。
二、 請體育室加強對住宿於林森校區宿舍棒球隊之生活輔導。
三、 請實輔處加強與實習學校的聯繫與互動，特別是實習學校校慶時請通知校
長室，適時表達祝賀之意。
四、 本校二年制在職專班以 97 學年度停止招生為原則，請沈副校長召集相關單
位針對該學制轉型、員額轉移等相關事項研議配套措施。
五、 請王副校長召集相關單位研擬本校捐獻文物獎勵辦法（草案）。
六、 請創新育成中心儘速成立技術鑑價委員會，俾利本校研發成果得以順利辦
理技術移轉。
捌、散會
下午 5 時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