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人文藝術學院 
一、組織系統 
               
               中國文學系暨碩士班 
               外國語言學系暨碩士班 
            應用歷史學系暨碩士班 
人文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系暨碩士班 
               音樂學系暨碩士班 

            人文藝術中心（編制） 
            台灣文化研究中心（任務編組） 

     
※中文系 
於102學年度設立進修學士班。 

※外語系 
大學部設有「英語教學組」與「應用外語組」，並於102學年度設

立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設有「英語教學組」與「應用語言學組」。 

※應用歷史系 
史地系於102學年度更名為應用歷史系。 

※音樂系 
大學部設有「鋼琴組」、「聲樂組」、「弦樂組」、「管樂組」、「敲擊

樂  組」、「理論作曲組」。 
※視覺藝術系 
大學部設有「院共同課程」、「視覺藝術基礎學程」、「視覺藝術核

心學程」、「中西繪畫學程」、「立體與版畫學程」、「電腦藝術與設

計學程」。 
碩士班設有「理論組」與「創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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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制與員額 

          人 
           數 

  系 
所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專
案
教
師 

助
教 

工
作
人
員 

職
員
或
專
案 

工
友 

工
讀
生 

學院 2* 0 0 0 0 1* 1 1/3 2 

中國文學系暨碩士班 5 11 0 1 0 0 1 1/3 0 
外國語言系暨碩士班 4 8 5 0 1 0 2 0 0 
應用歷史學系暨碩士班 7 1 0 0 1 1 1 1/3 0 
視覺藝術學系暨碩士班 6 3 2 0 0 0 1 0 2 

音樂學系暨碩士班 2 4 4 3 1 0 1 1 1 

人文藝術中心 1* 0 0 0 0 0 0 0 1 

合計 24 27 11 4 3 1 7 2 6 
【說明】：＊「院」之教授人係指院長（劉榮義教授）及副院長(李明仁教授)，其

在音樂學系及應用歷史學系已列入計算，並不再重複合計；「人文藝
術 中心」之教授1人係指人文藝術中心主任（張家瑀教授），其在視
覺藝術學系已列入計算，不再重複合計。院之「助教」編制，1名為
歷史系助教。 

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人數70人：在職別方面，教授24人（占35％）、

副教授27人（占38％）、助理教授11人（占16％）、講師（含專案教學

人員）7人（占10％）、助教1人（占1％）。本學院職員（含專案工作人

員）、工友及工讀生合計15人；其中職員（含專案工作人員）7人、工

友2人、工讀生6人。本學院教職員工（含工讀生）人數總計為85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依循人文藝術學院既定的發展方針，未來人文藝術學院將逐步展

開以下幾項計畫： 
(一)中長程目標 

1.每年舉辦「創意迎新」以突顯人文藝術學院之發展特色，強調「創

意學」理念之開發與提倡，落實「創意學」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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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年辦理「嘉大藝術季」，強調當代社會中建構美感文化之重要

性，提升全民美感素養以及落實文化中之美感價值與功能，往後

將持續舉辦。 
3.每年舉辦人文藝術學院「學生研究論文院長獎」，鼓勵學生勤奮

讀書，深化學術研習，開發創造潛力，提升人文藝術之涵養，乃

以獎勵之方，啟誘導之道。 
4.加強臺灣整體與地區性文化之研究，且延續「臺灣文化研究案」

之豐碩成果，目前已成立「臺灣文化研究中心」，以銜接及擴充

原先之研究，希望加強臺灣整體與區域性文化之研究，並試著拓

展研究視野，以成為臺灣文化研究之重鎮。 
5.籌設碩、博士課程及開設各類在職專班，增聘國內外學有專精之

專業師資，全面提升教學品質及強化課程內容。 
6.配合各系館之需求，改善各項軟硬體設備，活用各類教學媒體，

提升E化教學環境之品質，開發並運用E化教學研究技巧，以培養

學生利用資訊科技之知能。 
7.為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合作，積極開拓各種學術研討會在內之

更多渠道來建立學術交流之網絡，以提升人文藝術學院的學術聲

望。 
8.配合學校「全人教育，術德兼備，放眼國際」之教育理念，提升

學生英文、日文閱讀能力。 
(二)教學 

1.充實教學軟硬體設備 
(1)增設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各系（所）之專業教室。 
(2)增購各種新進之電腦軟體，方便師生在教學研究上靈活運用。 
(3)充實圖書館之設備與增購各類圖書。 

2.加強課程內容之創新性與實用性 
(1)配合人文藝術學院推廣之「創意迎新」及「嘉大藝術季」理

念。 
(2)配合時代趨勢與就業市場之需求，在人文領域之內容課程

外，尋求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及專業與通識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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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大學評鑑委員建議，鼓勵各系（所）加強圖書設備。 
(4)配合大學評鑑結果，請各系（所）全面檢視課程架構及開課

目標與名稱，並加強課程之統整性與創新性。 
(5)符合時代潮流，加強學生競爭力，開設「文化創意產業微學

程」、「文化觀光微學程」與「藝術管理微學程」，培育學生跨

領域專業及多元知能。 
(6)持續推動課程分流模組化，規劃學術型與實務行模組，學生

得適性選擇符合生涯發展目標之課程，以達聚焦、專精學習，

培育跨領域能力，提升未來競爭力。 
3.中文系 

(1)典藏近現代書法大師陳丁奇先生之數位資料，建置「臺灣典

範書家陳丁奇數位美術館」，直接聯結於中文系網站。 
(2)辦理專題演講及教學心得分享。 
(3)落實提高學生就業能力之課程及校外實習，如編輯採訪、創

意寫作及出版社實習等。 
(4)充實現代詩研究室及研究生研討室之設備。 
(5)辦理有關現代與古典文學、哲學專題演講。 

4.外語系 
(1)鼓勵教師積極研發創意教學法及教材。 
(2)鼓勵跨院、系及跨校之合作教學或研習。 
(3)配合系所發展，遴選優良外籍師資。 
(4)配合課程模組化修訂大學部及研究所課程規劃及發展，加強

課程設計與產學合作。 
(5)購置及維護教學設備，補充教學專用的器材與軟體。 
(6)規劃相關實習課程或業界見習之機會，使產學相互合作，提

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力。 
(7)建議圖書館採購外文類專業圖書及電子資源資料庫，提供教

師及研究生充實研究資源。 
(8)鼓勵學生參與本校五年一貫計畫，增加研究所招生人數。 

5.應用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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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所有績效指標，集中在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素質。 
(2)提升教學品質：以教師專長、學生需求、實用性、系上特色

等要項，相互參酌，配合該系更名，檢討大學部及碩士班之

課程架構。 
(3)提升大學部學生素質：鼓勵參加「院長獎」論文競賽及師資

培育、鼓勵升學及申請本校五年一貫計畫、輔導就業能力、

參加政府公職考試。 
(4)提升研究生學術素質：鼓勵發表文章、嚴格要求論文水準、

鼓勵碩士論文發表。 
(5)辦理專題演講及學術發表會。 
(6)鼓勵系上教師發展專長，滿足課程需求。 
(7)購置教學設備，以供師生平時教學用。 

6.音樂系 
(1)因應課程教學多元化需要，調整師資陣容，增聘弦樂組、管

樂組、打擊組專長之兼任教師1名。 
(2)配合兼任師資及開學後學生之加退選，適時合理的調整課程

時間、教室及與課程有關之事項，務使師生在最佳環境下學

習。 
(3)透過系務會議及課程規劃小組的運作，培養同仁之間的互動

與默契，進而溝通教學理念，達成教育目標。 
(4)舉辦音樂系第13屆學生協奏曲比賽，並錄取優勝者6名與樂團

於「嘉大新聲」音樂會中公開演出。 
(5)補充或改善教學設施： 

A.更新上低音薩克斯、立奏電鐵琴、22音管鐘、可提式電子

琴等樂器。 
B.合奏教室地毯更新汰換。 
C.1F琴房更新氣冷冰水機組。 

(6)103級課程架構付諸實施，檢討其是否符合同學及現階段各方

面之需求，做為104級課程架構制訂之參考。 
(7)教師課程大綱全數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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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汰換老舊冷氣。 
7.視覺藝術系 

(1)邀請國內外學者、專業藝術家蒞校進行演講，期使同學於正

規課程外，就所學領域開展視野。 
(2)舉行校內外學生畫展及聯展，使學生作品透過展覽展現其內

涵。 
(3)鼓勵教師踴躍參與教與學研討會。 
(4)實施夜間、假日開放系館及電腦教室供學生創作練習。 
(5)進行各科教材之研發及教學大綱上網。 
(6)增建教室空間與充實教學設備，進行期末共審，落實教學成

效。 
(7)課程規劃秉持「系統性」、「深度與彈性」及「理論與實務並

重」的理念。 
(8)教學模式著重「開放研討」、「專題研究」、「專題工作室」、「實

地參觀與實驗」與「一對一指導制」等方法。 
(9)推動「3D動畫」與「3D列印」教學與研究，成為該系特色。 

(三)研究 
1.鼓勵各系（所）舉辦各種大型學術研討會及專題演講。 
2.積極申請科技部及相關部會之研究計畫。 
3.鼓勵人文藝術學院教師組成研究團隊，針對「人文藝術」之當代

課題及具地方性特色之研究主題，進行整合型的長期研究。 
4.續辦《人文研究期刊》與《藝術研究期刊》， 使其成為具有高度

學術地位之期刊；《人文研究期刊》目前已出版第十二期，第十

三期徵稿中；《藝術研究期刊》目前已出版第十期，第十一期徵

稿中。此外，鼓勵各系所辦理各領域之相關專業期刊，例如：視

覺藝術學系及中國文學系已出版《視覺藝術論壇》及《嘉大中文

學報》。 
5.院統籌款補助各系所辦理學術研討會。 
6.鼓勵各系（所）成立各學術領域之專業研究小組，定期舉辦教師

研究之研討與發表會，以提升教師研究能力，增進全院學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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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質與量，深化專業研究。 
7.鼓勵教師爭取校外演講機會，提升個人及學校在學術界之能見

度。 
8.鼓勵教師重視自我專業成長與進修。 
9.中文系 

(1)依學校規定，教師每四年接受評鑑一次。 
(2)續辦《嘉大中文學報》。 
(3)續辦「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 
(4)續辦「中國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 
(5)鼓勵教師提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6)鼓勵學生提送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7)鼓勵教師踴躍提出升等申請。 
(8)協辦第十一屆碩士班（含碩專班）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10.外語系 
(1)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外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鼓勵教師提升專業智能，並將學術論文投稿至國際知名期

刊。 
(3)鼓勵教師申請研究型或整合型計畫。 
(4)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5)鼓勵教師爭取校外演講機會，提升個人及學校在學術界之能

見度。 
(6)鼓勵教師重視自我的專業成長與進修。 

11.應用歷史系 
(1)每學年皆有教師參加國外研討會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 
(2)鼓勵教師承接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委託專業服務案，使研究與

實務相結合。 
(3)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教育部等各機關研究計畫。 
(4)舉辦第六屆「區域史地暨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及協辦第十

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 
(5)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蒞系舉辦專題演講，每學期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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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場。 
(6)鼓勵教師教學之餘，致力於研究質量之提升。 

12.音樂系 
(1)利用週會時間辦理「大師講座」13場，今年度大師班積極邀

請國際級演奏家蒞校講作除達到國際交流目的外，成效風評

俱佳。 
(2)安排交響樂團、管樂團、爵士樂團、合唱團、音樂劇全國演

出，團體演出力量的整合為工作努力的方向。 
(3)舉辦第14屆音樂劇「小美人魚」，共演出3場。 
(4)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院長論文獎」投稿。 
(5)持續辦理教師音樂會，提升教師展演質與量。 
(6)多位同仁持續辦理音樂會與發表論文，提升研究與學術風

氣。 
13.視覺藝術系 

(1)舉辦相關藝術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 
(2)安排師生參與視覺藝術學術專題講座。 
(3)舉辦系所教師學術研究發表會。 
(4)鼓勵教師進行科技部專案研究計畫申請與研究。 
(5)推動教師從事理論與創作研究。 
(6)舉辦碩士班創作評論活動。 
(7)指導學生進行研究並參加「研究論文院長獎」之遴選。 
(8)每年發行視覺藝術相關學術年刊。  

14.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1)「嘉義縣國民記憶庫故事蒐錄計畫」結案。 
(2)於103年10月24、25日（星期五、六）在本校民雄校區圖書

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屆「嘉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輔導 

1.中文系 
(1)舉辦大學部、碩士班（含碩專班）新生座談會。 
(2)舉辦師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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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舉辦學生幹部座談會。 
(4)舉辦學生會系科大會。 
(5)落實輔導老師與導生之互動。 
(6)輔導擴大舉辦中文週活動以及畢業班「中文之夜」公演。 
(7)舉辦「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輔導座談會，邀請已考取

研究所、博士班之畢業生返校輔導。 
(8)舉辦就業輔導座談會。 

2.外語系 
(1)輔導該系學生至國際姐妹校擔任交換學生。 
(2)定期舉辦師生座談會或班級會議。 
(3)輔導學生參加校外各項英（外）語比賽或活動。 
(4)輔導學生出版英（外）語刊物。 
(5)協助系學會辦理遴選系學會成員。 
(6)協助研究生成立專屬所學會。 
(7)辦理外語週活動。 
(8)辦理迎新、送舊活動。 
(9)支援系學會辦理語文、藝術、球類等各項活動。 
(10)協助每學年度畢業公演活動。 

3.應用歷史系 
(1)導師制施行、學生生活輔導、系學會輔導、學生意見表達管

道及僑生輔導，均維持正常運作。 
(2)定期舉辦師生座談會。 
(3)輔導系、所學會辦理各項活動。 
(4)成立各學生讀書會，邀請教師參與指導。 
(5)辦理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6)舉辦碩士班及碩專班新生輔導座談會。 
(7)加強與學生家長之聯繫。 
(8)舉行畢業生歡送座談會。 
(9)舉行畢業校友回娘家座談會。 

4.音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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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四舉辦畢業音樂會，學生們自行包辦時間、場次、演出內

容及演出安排，從實務中學習經驗，計有43人演出43場。 
(2)積極鼓勵與輔導大四應屆畢業生報考本校或國內外知名音樂

研究所，期能取得亮麗成績。 
(3)舉辦全系師生座談會2次，任何問題皆可當場提出，藉以溝通

觀念，協調一致。 
(4)定期開班會，各導師與班上學生舉行分組座談，系主任與4個

年級學生至少面對面座談2次。 
(5)教師Office Hour之安排，每位專任教師每週至少需在校3天以

上，Office Hour則至少4小時。 
(6)邀請1年級新生於週會時間進行「主修」發表，讓全體師生了

解每位新生的「實力」，俾利根據個人狀況實施個別輔導。 
(7)輔導系學會辦理各項活動（校慶音樂會、校友音樂會、學生

音樂會、畢業音樂會、畢業典禮、大師講座、週會時間協助…

等）。 
5.視覺藝術系 

(1)實施大學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制度，輔導各班學生平時生活、

生涯規劃及學業成績等，並視情況需要與學生家長聯繫。 
(2)輔導系所學會辦理年度系展、畢業展、迎新系列活動等。 
(3)辦理該系所每學期學生獎助與工讀生管理事宜。 
(4)落實師生晤談時間輔導工作。 
(5)舉辦每學期期初期末師生座談及研究生新生座談。 
(6)輔導1名聽覺障礙(聾生)與1名身心(殘)障礙學生伴讀。 

(五)行政 
1.中文系 

(1)辦理與協調教師每學年課程作業。 
(2)維護中文系中英文網頁，公告教師課程與Office Hour等相關訊

息，並即時更新最新消息。 
(3)辦理中國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 
(4)協辦教師升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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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專、兼任教師新聘與續聘事務。 
(6)執行系上經費預算。 
(7)召開系上會議與各委員會會議，如系務會議、系教評會、經

費稽核委員會議等。 
(8)辦理學術演講事宜。 
(9)協辦中文週、「中文之夜」畢業公演。 
(10)辦理各項座談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11)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與口試事務。 
(12)協助學務處辦理全校國語文競賽。 
(13)刊行《嘉大中文學報》。 
(14)管制教室、會議室、老師研究室的器材與維護，如筆電、單

槍投影機等。 
2.外語系 

(1)適時更新外語系之中、英文網頁。 
(2)辦理103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招生宣導事宜。 
(3)辦理103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甄選入學作業。 
(4)辦理專任教師升等作業及相關法規修定。 
(5)辦理103學年度公費生甄選暨培育作業。 
(6)辦理師資培育相關小教、中教及加註英語專長之學分審核及

抵免作業審查。 
(7)辦理103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考試事宜。 
(8)辦理外語系102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暨檢討事宜。 
(9)召開系務相關之會議、教評會議、課務等各委員會，並適時

研擬或修訂相關設置辦法及規章。。 
(10)辦理教師自我評鑑及期末評量作業。 
(11)辦理系上專、兼任教師新、續聘及徵聘作業。 
(12)定期管理及維護系內財物使用、購置及核銷事宜。 
(13)協助教學卓越計畫或雲嘉南計畫相關研究計畫之執行。 
(14)籌備外語系進修學士班103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事宜。 

3.應用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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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教師升等作業。 
(2)辦理專任教師新聘與續聘事務。 
(3)執行系上經費預算。 
(4)建置並適時更新系所之中、英文網頁。 
(5)管理與維護系上設備、空間及器材。 
(6)辦理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教務作業，規劃系所發展

計畫、系所簡介及招生等相關業務。 
(7)辦理大學部學生推甄作業。 
(8)辦理或協辦學術研討會。 
(9)辦理學術演講事宜。 
(10)召開各項會議，如各委員會會議、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及

各座談會等。 
(11)協助修訂現行規章制度。 

4.音樂系 
(1)召開各項會議，如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系課程會議、各

座談會等。 
(2)建置並適時更新系所之中、英文網頁。 
(3)辦理大師班、音樂會及音樂劇等。 
(4)管理與維護系上設備、空間及器材。 
(5)辦理研究生論文計畫與口試事務。 
(6)辦理大學部及碩士班招生事宜。 
(7)辦理系所採購、經費編列、核銷及控管。 
(8)辦理系上專、兼任教師續聘及徵聘事宜。 

5.視覺藝術系 
(1)不定期召開系務會議、系課程會議及系教評會議。 
(2)分設系所務發展、學術發展、經費稽核、課程等各委員會，

全體專任教師共同參與系務行政之研議，研擬各項法令規章

及建立系所制度，並依實際需要配合修訂。 
(3)103學年度系所經費稽核委員會議由簡瑞榮、謝其昌、胡惠

君、何文玲與周沛榕等五位教師擔任委員，負責系所經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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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妥善性及使用有效性之審查。 
(4)辦理104學年度碩士班、大學甄選等招生相關業務。 
(5)辦理專兼任教師聘任、升等、改聘、解聘、退休等人事案。 
(6)辦理系所採購、經費編列、核銷及控管。 
(7)系上財產盤點、保管及維修。 
(8)辦理教師評鑑業務。 
(9)維護中英文網頁資訊。 
(10)規劃每學期課程安排與開課作業。 
(11)辦理研究生計畫發表、學位考試審查。 
(12)辦理大學部、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核。 

6.財產管理方面 
(1)加強常態性使用器材的維修及管理。 
(2)分級借用器材，並確實登記查驗。 
(3)實施財產與器材清點及報廢檢核要點，以每學期1次為原則。 

(六)推廣與服務 
1.中文系 

(1)辦理嘉大現代文學獎。 
(2)續辦中文系「詠雩」文學獎。 
(3)參與校外評審服務，並鼓勵師生参與校外講習與服務。 
(4)指導現代詩詩社。 

2.外語系 
(1)教師參與本校與地方教育單位之國民教育輔導與演講活動。 
(2)協辦國、中小或高中英語輔導研習活動。 
(3)加強新聞連繫，提供新聞界活動文宣等訊息。 
(4)鼓勵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活動。 
(5)每學年辦理一次畢業公演活動。 
(6)鼓勵師生參與校外評審、研習及服務等活動。 
(7)定期舉辦系友聯誼會活動。 
(8)積極爭取辦理產學合作案。 

3.應用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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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學校建教合作之推動。 
(2)碩專班繼續營運，增加校庫收入。 
(3)鼓勵教師參與推廣教育及承接校外委託服務案。 
(4)鼓勵師生參與校外評審、講習與服務。 
(5)配合學校學程，推動相關課程開授供學生修習。 
(6)寄發招生海報至各大學、機關學校暨接受電臺訪問，宣導應

用歷史系特色，提升應用歷史系知名度。。 
(7)定期發送E-mail調查系友現況，於暑假期間舉辦系友會，並將

就業快訊張貼系網或主動聯繫校友。。 
4.音樂系 

(1)招生：新生人數之確定 
A.研究所考試錄取－13名，實收13名。 
B.大學部申請入學－預計招收40名。 
C.大學部考試分發－預計招收10名。 

(2)持續推動社區音樂服務工作，弘揚樂教功能，接受各界邀約，

包括大型樂團及室內樂演出，目標在15場次以上。 
(3)進行北中南共12所高中音樂班巡迴宣導。 
(4)加強文薈廳管理，建立管理運作機制，以維持環境品質。 
(5)持續假日期間之琴房開放，使同學在假日能有練琴的地方，

以精進琴藝。 
(6)提供校內、外學生音樂與勞動服務，期使該系學生更能融入

社區。 
(7)配合本校實習輔導處辦理相音樂性之研討會，並參與地方教

育單位「人文與藝術領域」有關的會議、討論、研習等活動。 
5.視覺藝術系 

(1)配合政府機關需求，全體專任教師依其專長，積極協助參與

各項推廣教育計畫。 
(2)依照地方社區發展協助藝術教育並擔任公共藝術評審。 
(3)宣傳系所展覽、招生等事宜，提高曝光率。 
(4)教師受邀擔任全國各縣市及校內外藝術競賽活動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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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聘任教師為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校內外研討會、

學術期刊及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6.人文藝術中心 

(1)推廣校內外人文藝術素養與美感教育之推廣活動，以及廣義

之「藝術參與」；以大學人文藝術機構之角色，與社區團體組

織、文教機構或企業合作交流，辦理各項活動。 
(2)各類文化及人文藝術教育相關之專題研究或計畫之申請與執

行。 
(3)其他配合本校實際需要辦理之各項藝文活動。 

(七)學系發展之特色 
1.中國文學系 
該系志在研討中國文學，兼容古今文獻，匯通新舊學術，傳承文

化薪火，並開創文學新生命。以培育學生具備中國文學之專業與

應用能力、道德與人文之深厚素養，秉持真誠、務實、樂觀、進

取之學習精神，造就新時代中文人才為目標。 
2.外國語言學系 
該系大學部課程培養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職場英語能力、及

國小英語教學能力；進修學士班培養學生具有基礎英語文及商管

溝通之專業能力，及深具人文關懷與科技素養的應用英(外)語人

才；碩士班課程培養專業英(外)語文能力，及各級英語文教學能

力與研究能力。未來方向著重於(1)加強師資陣容、提升學術研

究水準、培育專業外語應用、英語教學及研究人才(2)加強與學

界及業界之合作、輔導社區提升外語應用能力(3)加強國際合

作、促進中外學術及文化交流、發展國際社區。 
3.應用歷史系 
以實用歷史為專業基礎，輔以環境與區域，進行科際整合規劃，

積極拓展實用層面的文化教育，希望學生能在歷史基礎知識的建

立，以及環境與區域的認識之外，能將思考中心擴及實用領域，

將歷史研究融入當前的生活議題，使學生可以達到立足歷史專業

→邁向史學應用→結合文化創意產業之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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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樂學系 
因應社會的多元化、國際化，提供學生未來就業機會，規劃教育

目標與發展方針：(1)培育音樂演出人才(2)培育音樂教育人才(3)
培育音樂學術領域研究人才；(4)強化學生團隊合作與多元學習。 

5.視覺藝術系 
藉由有效之課程與教學，增進學生藝術創作、數位設計、藝術教

育與藝術理論之能力，同時強調傳統藝術媒材與電腦科技藝術之

均衡，以及藝術創作與藝術理論之統整。未來將更加强文化創意

產業與「3D動畫」與「3D列印」之研究與推廣。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行政 

1.中國文學系 
(1)辦理102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改善檢討作業。 
(2)辦理師資培育專業專門科目及國民小學加註國文科專長課程

之學分抵免及採計抵免作業。 
(3)辦理專、兼任教師新續聘及升等審查作業。 
(4)召開各項會議(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師生座談會、課程規

劃會議等)。 
(5)配合本校行政業務標準化之政策（ISO9001/2000），修訂現行

規章制度，調整行政作業程序。 
(6)落實工讀生及研究助理之訓練、運用與管理。 
(7)辦理教師升等事宜。 
(8)辦理103年度校統籌款之申請作業及人文館共同教室教學設

備更新(例如:更新單槍投影機5台)。 
(9)協助辦理103-104教學卓越計畫及雲嘉南計畫相關業務執行。 
(10)辦理103學年度中文系及中文研究所之各項招生事宜。 
(11)加強常態性使用器材的維修及管理。 
(12)管理借用器材，並確實登記查驗。 
(13)實施財產與器材清點及報廢檢核要點，以每學年1次為原則。 
(14)每學期檢測教學器材及教室內設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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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國語言學系 
(1)完成102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改善檢討作業。 
(2)辦理2015 ICAL國際學術研討會。 
(3)辦理專、兼任教師新續聘及升等審查作業。 
(4)召開各項會議(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師生座談會、課程規

劃會議等)。 
(5)配合本校行政業務標準化之政策（ISO9001/2000），修訂現行

規章制度，調整行政作業程序。 
(6)落實工讀生及研究助理之訓練、運用與管理。 
(7)辦理103學年度教師升等事宜。 
(8)辦理103年度校統籌款之申請作業及創意樓教學設備更新(例

如:新增資訊講桌1部及更新單槍投影機1台)。 
(9)協助辦理103-104教學卓越計畫及雲嘉南計畫相關業務執行。 
(10)辦理103學年度外語系及外語研究所之各項招生事宜。 
(11)加強常態性使用器材的維修及管理。 
(12)管理借用器材，並確實登記查驗。 
(13)每學年實施財產與器材清點及報廢。。 
(14)每學期檢測教學器材及教室內設備安全。 
(15)不定期辦理師資培育專業專門科目及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

長課程之學分抵免及採計抵免作業。 
3.應用歷史系 

(1)辦理教師升等作業。 
(2)辦理專、兼任教師新聘與續聘事務。 
(3)執行系上經費預算，財務之審核、驗收與執行。 
(4)建置並適時更新應用歷史系中、英文網頁及Facebook網頁。 
(5)更新、管理與維護系上設備、空間及器材。 
(6)辦理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專班課程教務作業。 
(7)大學部學生推甄作業，圓滿完成。 
(8)辦理5場學術演講。 
(9)召開各項會議，本學期各委員會會議召開17次、系務會議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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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9次、系教評會議召開12次及座談會等，運作健全。 
(10)陸續修訂現行規章制度。 

4.音樂學系 
(1)103學年計4場交響樂團、2場管樂團、3場爵士樂團、3場音樂

劇與合唱團2場及多場室內樂演出，場地、文宣、保險、車輛、

餐飲、器材之處理及校際交流，均能圓滿順利完成。 
(2)103學年共召開系務會議13次、系教評會6次、課程規劃委員

會2次，均能圓滿完成任務。 
(3)配合學務處主導之「服務學習」，在完善的制度及綿密的考核

機制下，系上環境清潔均能維持在一定水準。 
(4)各項修繕事宜之協調連繫，如音樂館1F琴房、4-5樓琴房空調

整修、文薈廳空調系統安裝及燈泡損壞維修、音樂館及社團

大樓設備保養維修、教室維護等。 
(5)提供器材借用，包括：音響、樂器、延長線、投影機及筆記

型電腦等。 
(6)師生服務：辦理兼任老師申請教師證、電腦維修、電器及設

備損壞等。 
(7)審核系上教師請假、補課、調課及校外教學之協助等事宜。 
(8)103學年度第1學期與第2學期大學部及研究所開課課程規劃

相關事宜及教學教室之安排與管理。 
(9)103學年度課程規劃及教學內容大綱依委員提供之寶貴意

見，作為該系所持續精進與改善之指標。 
(10)配合研究所入學考試及大學部轉學考試，辦理術科測驗。該

系所學生期末術科考試（104年1月12-16日、6月15-18日）成

績核算等相關業務順利完成。 
5.視覺藝術系 

(1)因應系務推展需要，召開系務會議24次、系課程會議2次及系

教評會議6次。邀請校外委員學界代表周立勳校長(退休)、業

界代表饒嘉博處長及校友代表黃宇立校長(退休)等3位；校內

委員由全體專任教師擔任；學生代表由系所學會會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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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均公告於網頁。 
(2)辦理104學年度碩士班、大學甄選等招生相關業務。 
(3)辦理系所採購、經費編列、核銷及控管。 
(4)系上財產盤點、保管及維修。 
(5)辦理104學年度（104年8月1日生效）何文玲與胡惠君等兩位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 
(6)辦理103學年度第2學期及104學年度第1學期開課作業。 
(7)維護中英文網頁資訊。 
(8)辦理大學部、研究所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核。 
(9)辦理14位研究生計畫發表審查、10位研究生學位考試審查。 
(10)辦理103學年度戴明德等5位兼任教師續聘作業。 

(二)教學 
1.中國文學系 

(1)購置電腦6台、筆記型電腦14台、電腦螢幕3台、印表機2台、

冷氣3台，置放於系辦公室、教師研究室及研究生自修室，提

供師生更優質之教學資源。 
(2)配合人文藝術學院推廣之「創意學」理念，著重在教學課程

中，落實創意教育之內涵與宗旨，以強化創意教學之特色，

開設「語文創意與編輯出版」課程。 
(3)辦理第十一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增進本校學生文學

創作能力。  
(4)辦理中文系第十期詠雩文學獎徵文，共分短篇小說、散文、

新詩、古文、韻文5類，傳承人文創作能力。 
(5)辦理中文週(講座、古文暨現代書籍書展、畢業公演－103級中

文之夜)。 
(6)《嘉大中文學報》第九、十期出版，彙編中文系國際研討會

會後論文及公開徵稿審查。 
2.外國語言學系 

(1)配合系務發展專業師資授課。 
(2)修訂104學年度大學部各年級及研究所必修選科目冊，建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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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圖，修業流程圖及UCAN系統，以加強課程橫向與縱向之

聯結。 
(3)購置教學設備，補充教學軟體及研究專用的器材與耗材。 
(4)持續落實「教育實習」等課程之規劃與研究論文之指導。 
(5)依語言中心規定之作業流程，提供大學部一年級學生英文能

力檢定之模擬測驗，以檢視學生自我之英語文能力。。 
(6)每學年配合圖書館作業，推薦購置中、西文圖書。 
(7)定期維修教學設備與器材，例如:投影機、音源線、聲音擴大

機等。 
(8)103學年度舉辦13場專題演講或座談會，期能培育學生英、外

語及未來就業之能力，進而提升師生之國際觀與競爭力。 
(9)更新創意樓共同授課教室(B01-201及B01-401)之單槍投影機

及購置資訊講桌，提升授課品質。 
(10)依該系學生業界實習之校外實習要點輔助該系學生至業界

實習。 
3.應用歷史系 

(1)教學資源： 
A.地圖室教學設備：正射影像圖檔計852幅、相片基本圖計526
幅、地圖櫃4臺。 

B.教學設備：增購高亮度投影機4台並汰換電腦5台、液晶顯

示器2台。 
(2)教學措施： 

A.課程與發展特色之配合：配合更名朝立足歷史專業，邁向

史學應用為目標，規劃新課程分基礎史學、區域研究、應

用三大部分，並建置課程地圖，修業流程圖及UCAN系統。 
B.課程綱要之完整性：完成教學大綱上網，並鼓勵老師教學

教材內容上網。 
C.學程規劃：辦理「文化觀光微學程」及中等教程「歷史科」

及「地理科」學程之開課。 
D.專業與通識之平衡：鼓勵師、生開授或修習實用的通識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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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實習及實驗課程之落實：每學期有3次以上課程戶外見習。 
F.學習預警及改正措施：透過學習態度、考試、出席率、報告

給予預警，並由導師輔導改正。 
G.輔助教材之編寫：講義、專書、論文。 
H.其他相關教學措施：繼續推動及補助各類型讀書會，大二

學生發起「唐宋史讀書會」，由李明仁老師指導。 
(3)教學品質保證： 

A.學生反應與教學滿意度：一般均表「滿意」，個案的「不滿」

有降低跡象。 
B.校友表現及社會評價：103年度計有2位畢業系友通過縣市

教師甄試、4位通過公務人員考試。 
4.音樂學系 

(1)配合時代進步需求及本校政策，將課程教學大綱上網供同學

參考。 
(2)音樂系於103學年度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大師班講座與活

動，盼能透過這一系列大師班、協奏曲大賽到音樂會的安排，

讓更多熱愛音樂的嘉大青年學子們，以近距離親身體驗國際

級大師們指導、協奏曲大賽的刺激、音樂會聆賞觀摩，輔以

交響樂團、管樂團、合唱團及爵士樂團等多元團隊演出方式，

在短短一學年的眾多活動期間，為台灣音樂教育埋下新聲的

種子。此外，為提升嘉義地區的音樂風氣，該系每學期末都

定期舉辦公開音樂會，使社區生活藝術化、精緻化。為拓展

同學視野，涵養其本質學能，本學年共計辦理13場「大師講

座」、9場「大師音樂會」。  
(3)結合教學與實務之理念，本學年共計展演15場。交響樂團4

場、管樂團2場，爵士樂團3場，合唱團3場，音樂劇3場。 
(4)於103年12月3日與12月10日舉辦第13屆協奏曲比賽初、決

賽，計有48位同學報名，13位同學進入決賽，共6位獲得優勝。

可參與第2學期「嘉大新聲」活動搭配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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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學部103級畢業音樂會於104年4月25日起至5月24日止，共

計演出43場次。 
5.視覺藝術系 

(1)辦理103學年度第1、2學期「期末共同評審」活動於民雄校區

大學館展覽廳，讓學生能夠相互觀摩作品，從中切磋琢磨。 
(2)充實教學設備，購置筆記型電腦1台、桌上型電腦6台、冷氣2

台及投影機4台。 
(3)夜間、假日開放系館及電腦教室供學生創作練習。 
(4)教師踴躍參與103學年度第1、2學期「教學研討暨學生輔導聯

席會議」。 
(5)舉辦專題講座9場、研習計畫1場、參訪活動1場及校內學術研

討與評論會3場。 
(6)辦理校內外展覽： 

A. 2014【陳澄波佳藝薪傳】文化季-嘉義市美術新生代傳承美

展。 
B. 2015藝術新聲藝術新聲－臺灣十校畢業生推薦展。 
C.103學年度系展，推動美術教育，鼓勵該系學生致力於美術

的研究創作，提升學生創作風氣與水準。 
D.大學部104級『C碳元素』畢業巡迴展。 
E.「微間隙溫度－關係、關懷與關聯」裝置藝術展。 

(7)辦理103學年度第1學期Maya 3Ｄ建模及3Ｄ列印研習活動，提

昇學生Maya 3Ｄ動畫水準，增進就業競爭力。 
(8)辦理103學年度碩士班評圖活動，促進本校視覺藝術系碩士班

學生藝術學習風氣，增進專業知能的成長，藉此評圖活動以

提升學生創作研究的水準。 
(三)研究 

1.中國文學系 
(1)聘請國內外學有專精之學者，進行演講座談共計14場次，以

增進研究與教學品質。 
(2)辦理1場校內研究生研究論文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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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國際及國內研討會發表論文9篇。 
(4)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經費補助，共4人通過，教育部計畫案4

人通過。 
2.外國語言學系 

(1)103學年度教師榮獲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補助案通過有4件及教

育部委辦計畫案3件。 
(2)該系教師積極發展研究成果，並在國內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共

15篇。 
(3)辦理2015 ICAL國際研討會，該系教師共發表8篇，校內研究

生論文發表8篇。 
(4)聘請國內外學有專精之學者進行演講座談共計8場次，以增進

研究與教學品質。 
3.應用歷史系 

(1)研究計畫及經費： 
A.談珮華老師核定通過103年度科技部計畫「雲與氣膠的交互

作用：氣象參數假期效應之意涵」，核定經費為：735,000
元，計畫期程為：103/08/01~104/10/31。 

B.李明仁老師核定通過102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初唐

女性參政研究─以上官婉兒為例」，核定經費為47,000元，

計畫期程為：103/7/1~104/02/28。 
C.吳建昇老師核定通過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研究計畫「『白

色恐怖時期』臺南市政治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

相關計畫」，核定經費 1420,000 元，計畫期程為：

102/12/11~103/09/30。 
D.吳建昇老師核定通過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委託研究計畫

「臺南市生育禮俗調查計畫」，核定經費為580,000元，計畫

期程為：102/12/24~103/11/30。 
(2)研究與實務之結合性：吳建昇老師著作專書《羅漢門迎佛祖：

內門人文精神百年民俗傳承》。 
(3)舉辦5場專題演講，藉由專題演講拓展教生學術視野。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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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26日協辦第十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104年6
月5日主辦第六屆「區域史地暨應用史學」學術研討會、104
年5月8日主辦「歷史之應用」圓桌會議。 

(4)獎勵研究措施：鼓勵老師多申請研究計畫，主持政府機關委

託專業服務案，提升學術研究之能量，共獲得科技部研究計

畫1件及政府委託案5件。 
4.音樂學系 

(1)透過演出可以磨練同學臨場表演技巧、嫺熟掌握舞台節奏，

並可驗收學習成效。 
(2)交響樂團由張致遠老師指揮巡迴公演4場。 
(3)管樂團由林士偉老師指揮演出2場。 
(4)爵士樂團由魏廣晧老師指揮演出3場。 
(5)合唱團由張得恩老師指揮3場。 
(6)音樂劇由張的恩老師擔任總監演出3場。 

5.視覺藝術系 
(1)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研討會，其教師期刊論文發表6篇，

會議論文發表3篇，專書著作發行2本。 
(2)舉辦專題講座9場、研習計畫1場、參訪活動1場、校內學術研

討與評論會3場。 
(3)教師舉辦創作展演23場次。 
(4)執行科技部計畫： 

雜混衍生!華人漫畫迷/同人文化：以兩岸四地漫畫同人即售會

之美感表徵與文化互動為研究焦點（陳箐繡教授）。 
(5)執行教育部計畫： 

Let′s Art Together!偏鄉藝術教育之在地網絡連結與美力共構

（陳箐繡教授）。 
(6)其他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 

A.國立嘉義大學「2015林國治藝術學術研討會」（周沛榕副教

授）。 
B.專家牙科藝術空間規劃（謝其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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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民間企業團體-如基金會： 
2014年網路講前進校園-行動、網路、傳遞愛公益活動-聽見（胡

惠君助理教授）。 
(8)大學部翁翊文等3名學生參與院長獎競賽活動，翁翊文學生榮

獲第1名，李靜雯學生榮獲第2名獎項。 
(9)賡續出刊《視覺藝術論壇》第9期。 

(四)推廣與服務 
1.中國文學系 

(1)碩士在職專班招收第14屆。 
(2)應邀擔任各項「校外推廣服務」狀況如下： 

A.命題、閱卷計68人次。 
B.競賽評審計16人次。 
C.演講計5人次。 
D.期刊、學報、論文審查計18篇。 
E.擔任會議主持、講評、討論人計4人次。 
F.論文口試計52人次。 

(3)擔任本校103年度全校國語文競賽命題、評審委員計10人次。 
(4)教師優異表現：陳茂仁老師獲教學肯定獎、馮曉庭老師獲服

務優良獎。 
2.外國語言學系 

(1)結合本校雲嘉南計畫至各優質高中進行講座分享及宣導。 
(2)加強新聞連繫，提供新聞界活動文宣等訊息。例如:畢業公演、

聖誔影驚魂等訊息。 
(3)應邀擔任各項「校外推廣服務」狀況如下： 

A.命題、閱卷計10人次以上。 
B.競賽評審計6次以上。 
C.演講計5人次以上。 
D.高教評鑑計2人次。 
E.期刊、學報、論文審查計9篇以上。 
F.擔任會議主持、講評、討論人計1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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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論文口試計20人次以上。 
H.指導相關研習活動計2人次以上。 

3.應用歷史系 
(1)推廣教育之推動及成效：碩專班103學年開課與學生學習運作

正常並印製精美招生海報寄發各大學相關系所、雲嘉地區高

國中小學校、彰投地區國中、雲嘉地區機關，暨接受電台專

訪，宣導該系碩士班及碩專班特色，提升系內知名度與教師

教學用心之效。 
(2)教師參與推廣教育之程度：上學期9位教師中，4位參與夜間

推廣部教學，2位擔任碩專班導師輔導學生；下學期9位教師

及1位專案教學人員中，4位參與夜間部教學，2位擔任碩專導

師輔導學生。 
(3)應邀擔任各項「校外推廣服務」狀況：主編、編輯、論文審

查或評審計32人次。 
4.音樂學系 

(1)103學年系上老師受邀擔任各縣市音樂比賽評審、輔導區學校

音樂指導、各校教師升等審查、研究生畢業審查、專題講演、

各補助案件審查等，共計60人次。 
(2)招待蒞臨該系參訪交流的上海愛樂樂團、香港中文大學、臺

北藝術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及臺南大學，並協辦嘉義

市管樂節音樂營等敦親睦鄰活動。 
(3)文薈廳為「音樂性演出」之專業場出場所，只要符合條件，

歡迎校內及社會各界申請使用，共有「嘉義市節慶管樂團」

夏令營、「民雄文化盃」、「勝利盃」、「高雄醫學院冬令營」等

校外比賽活動租借；本學年計表演58場次。 
(4)持續假日期間之琴房開放，使同學在假日能有練琴的地方，

以精進琴藝。 
5.視覺藝術系 

(1)參與各部會、縣市文化局或公私立大學校院各項藝術推廣活

動計畫共計有19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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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擔任校外公共藝術評審共計有5人次。 
(3)擔任全國各縣市及校內外藝術競賽活動評審共計有18人次。 
(4)擔任校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計有6人次。 
(5)擔任校外其他測驗評選委員、編審委員及理事計有16人次。 
(6)擔任校外教師升等藝術創作審查委員計有2人次。 
(7)擔任大學系所自我評鑑委員計有1人次。 

6.人文藝術中心 
(1)推廣校內外人文藝術素養與美感教育之相關活動，以及廣義

之「藝術參與」；以大學人文藝術機構之角色，與社區團體組

織、文教機構或企業合作交流，辦理各項活動。 
(2)各類文化及人文藝術教育相關之推廣計畫的申請與執行。 
(3)其他配合本校實際需要辦理之各項藝文活動。 

7.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1)辦理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委託之「《嘉義縣文獻》第39期編輯印

製計畫勞務委託案」，已於104年7月簽訂契約，預計民國105
年3月完成結案。 

(2)103年10月24日及25日在民雄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第十屆嘉

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研討會延續以往對嘉義地區研

究與關懷的主軸，論文集中在嘉義藝文、地方史、家族史、

人物誌、客家等五大面向，共發表19篇學術論文，對嘉義地

區的「地方學」進行全方位的探討與研究。「嘉義研究」今年

已邁入第十屆，在國內的地方史研究已建立其學術地位與代

表性，本次研討會除國內各地學者專家出席外，也有來自日

本、香港、馬來西亞及越南等國的學者專家與會，以當地區

域研究的角度提供經驗與建言，更進一步與全球「地方學」

接軌。 
(五)輔導 

1.中國文學系 
(1)舉辦「大學部師生座談會」1次、「研究生師生座談會」1次、

「學生暑期實習行前會」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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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申請弱勢學生獎學金。  
(3)輔導校內研究生完成學位計畫與論文口試共計26篇，校外研

究生完成學位論文口試共計11篇。 
(4)輔導大學部學生參加碩博班研究所考試，計有15人考取（含

備取）。 
2.外國語言學系 

(1)103學年度龔書萍老師輔導應外組李宜玲同學、英教組學生翁

郁萱及吳晨涵至美國奧瑞岡進行海外實習。 
(2)103學年共召開3次師生座談會。 
(3)103學年研究所新生座談會，共計29位師生參與。 
(4)103學年Dr. Life英語輔導時間，提供同學課堂外英語交流機

會，共有75人/次參與。 
(5)103學年度外籍老師英語輔導時間，提供學生英語口語訓練時

間，共有86人/次參與。  
(6)103學年度該系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計畫共15位；學位論文口

試共19位。  
(7)輔導大學部學生參加碩班研究所考試，計有15人考取。 
(8)該系劉沛琳老師指導學生林佳潔、陳姵穎等16位學生參加103

學年度院長論文獎甄選獲獎。 
3.應用歷史系 

(1)導師制度與實施：大學部每班一名導師，碩士班採認輔制，

碩士在職專班為班導師制。 
(2)新生、畢業生輔導：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另由各班導師分

梯次舉行午餐座談。於104年6月6日舉辦畢業生家長座談會暨

歡送茶會。 
(3)學生學業輔導：建立學習成效不佳學生預警機制及輔導，受

輔導學生學業與生活困難已漸能克服，成績明顯有所進步。

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共11人考上國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成

績斐然，部分同學因修習教育學程，現正實習中，其餘同學

則投入職場及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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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生活輔導：個案性則個別懇談輔導。每學期各舉辦學生

期初、期末大會、師生座談會，傾聽學生心聲，並設置學生

意見箱及網頁，建立順暢溝通管道，形塑民主風範學習環境。 
(5)特殊生（僑生、障礙生）之輔導：建立學習成效不佳學生預

警機制及輔導，由班導師針對學生學習狀況不佳進行了解及

專業輔導共計5位，成績已明顯進步。另安排經濟弱勢學生及

僑生工讀機會，共計5名同學受惠。 
4.音樂學系 

(1)該系應屆畢業生之院必修課程「畢業製作」，以畢業音樂會方

式呈現，計有43人演出43場，畢業生負責演出文宣、策劃及

音樂會當日相關細節等，期間主任、導師、評審老師與系辦

加以協助指導。 
(2)該系學生因演出機會較多需請公假，加上修習教育學程以及

需  要較多的時間練習術科，因此常有課業與時間上調配的

問題，  已加強輔導之。 
(3)週會時間1年級新生「主修」發表與該系期初座談，除讓全體

師生了解每位新生的「實力」，俾便根據個人不同的狀況，實

施個別輔導，也增進師生間相互溝通、凝聚彼此向心力。 
(4)學校雖在學生學習的出勤率設有預警制度，惟該系部分同學

的  警覺心及求學態度仍待加強。 
(5)舉行2次期末師生座談會，主任逐一回答同學們的問題，對於

凝聚系上師生的向心力具有顯著成效。 
(6)輔導系學會辦理各項活動（期初新生音樂會、迎新、師生交

流聚餐、校慶音樂會、大師講座、週會時間、術科期末考試、

期末大會協助…等。） 
(7)教師Office Hour之安排，每位專任教師每週至少需在校3天以  

上，Office Hour則至少4小時。 
5.視覺藝術系 

(1)落實大學學生學習預警輔導，各班導師就平時生活、生涯規

劃等方向進行期中期末預警輔導，並視需要與家長進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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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系學會辦理系展、打貓藝術季、校慶進場、迎新系列活

動（迎新盃競賽、分區迎新、迎新宿營）、送舊晚會等。 
(3)辦理每學期藝術系所學生獎助金與工讀生管理事宜。 
(4)輔導1名聽覺障礙(聾生)與1名身心(殘)障礙學生伴讀。 
(5)輔導5名弱勢生申請助學金並進行服務學習。 
(6)舉辦每學期期初期末師生座談、大學部及研究生新生座談，

透過意見交流並針對學生所提出問題立即回覆及追蹤。 
(7)製作及公布師生晤談時間表，落實師生晤談輔導工作。 

(六)國際化 
1.中國文學系 
於104年7月2日至8月3日選派4名學生(陳長猷、陳羽汶、邱顯誠、

林語柔)至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實習，另選派2名學生(陳和

玉、王泰懿)至上海華東師範學院出版社實習。 
2.外國語言學系 

(1)薦送應外組莊哲瑋同學至日本德島大學的擔任交換生。 
(2)薦送應外組郭禹成同學至西班牙韋爾瓦大學擔任交換生。 
(3)104年5月30-31日辦理「2015年ICAL應用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3.應用歷史系 
除每年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性活動外，103學年期間邀請廈門大學

岳遠晟博士及美藉中研院學者吳啟訥博士蒞臨該系專題演講，增

進學術交流。 
4.音樂學系 

(1)本學年邀請10位國際知名演奏家蒞校辦理大師班及音樂會。 
(2)邀請國外專家學者蒞校。 
(3)每年參加嘉義市國際管樂節，並邀請國外樂團蒞校交流演出。 
(4)鼓勵教師參加國外交流研討會，並協助學生參加國際性比賽。 

5.視覺藝術系 
(1)教師積極參與重要國際學術活動。 
(2)推動全方位英語教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劉豐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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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與當代美術論題英語授課課程；第2學期開設劉豐榮教授

－當代藝術教育論題英語授課課程。 
(3)邀請學有專精且具學術地位之國內外知名教授至該系講學或

擔任專題講座： 
A.103年11月12日邀請InSEA主席Teresa Eca教授專題講座：藝

術本位研究法與運用探悉。 
B.104年4月8日邀請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Ciudad Juárez 

Roberto墨西哥學者專題講座：Urban artistic intervention , the 
Latin American vision in the case of the northern border of 
Mexico.。 

C.104年6月2日邀請西班牙VIGO大學藝術學院藝術博士暨日

本京都藝術大學藝術理論與卡漫藝術博士後研究JOSE 
ANDRES SANTIAGO IGLESIAS西班牙藝術家專題講座：

西班牙當代藝術學院版畫教學與日本京都藝術大學卡漫藝

術現況。 
(4)王源東教授帶領學生參加兩岸學術交流與訪問（2015台灣大

學生浙江夏令營）。 
 

五、年度創新業務及成果 
(一)人文藝術學院於103年9月2日假大學館演講廳舉辦「藝文性靈之旅

-教師自主學習研討會」，由各系提供特色主題，透過深入淺出的介

紹，供其他領域教師觀摩學習機會，內容含音樂賞析、畫作欣賞、

詩詞吟唱、文學鑑賞、歷史知識的功用與應用及茶敘等，帶領大

家走訪一趟豐富的藝文性靈之旅。 
(二)中國文學系 

媒合CWT全民中檢中心辦理該系學生參與閱讀寫作批閱師資招募

工作，該系計有53位同學錄取，該中心並與該系學生辦理簽約事

宜。 
(三)外國語言學系104年5月30-31日舉辦「2015年ICAL應用語言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分別有來自美國、英國、愛爾蘭、希臘、香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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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公私立大學、研究單位的學者與會發表，共計有7個國家發表

50篇論文。 
(四)應用歷史系 

於104年5月8日主辦2015歷史之應用圓桌會議，邀請歷史學相關學

者11位出席。 
(五)視覺藝術系 

辦理2015藝術新聲－臺灣十校畢業生推薦展參觀計畫，提昇學生

對於大學藝術發展的認識與藝術創作水準，增進就業競爭力。。 
(六)台灣文化研究中心  

於104年4月24日(五)假理工大樓A16-102舉辦「2015棒球口述歷史

研習營」，參與學員多為國內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其中有遠道而來

的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學博士生共同參與今天的活動。此次訪談邀

請1947年嘉農棒球隊員蔡清輝先生與陳裕雄先生，透過他們的口

述內容，除了讓學員實際了解口述訪談的方式，亦帶領大家走訪

七十年前的嘉農，別有一番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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