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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 

主席：李校長明仁                                     記錄：陳俐伶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 97人、實到人數 75人、公（病）假 4人、如出席簽到表 

壹壹壹壹、、、、    頒發劉文英老師、蘇建國老師指導「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榮

獲 94年度研究創作獎紀念牌 

貳貳貳貳、、、、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出席今天的校務會議，在此致上謝意。由於各位同仁的努

力，本年度學校的整體發展有不錯的成績，對外爭取不少經費，充實學校的

設備；希望明年度大家繼續努力，擴大資源，爭取更多的經費，讓學校的各

項發展順利推動。同時，在此提出以下二點，向各位代表報告： 

（一） 近日在校園中出現耳語，傳出校內人事升遷皆已事先規劃，人選已內

定，這是完全不正確之臆測。事實上，學校之升遷是完全公開，沒有

人為運作的。除了職員的升遷依法辦理之外，學術單位主管的遴選亦

有相關法令的規定，凡事依法辦理，本人決不干預。除此以外，各單

位的經費分配亦是公開的，唯有資訊公開，同仁才能團結，學校才有

希望，請各位代表瞭解並轉知其他同仁。 

（二） 近日在社會新聞中出現其他學校教師品德的負面新聞，這對該校的形

象造成很大的傷害。目前本校在社會上有不錯的學校形象，這是靠全

體師生同仁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但若稍有疏失，即可能造成莫大的

傷害，請各位代表務必向其他同仁宣導，以共同維護學校的聲譽為重。

同時也要請學生代表轉知同學，務必注意交通安全，期使交通意外事

件不再發生，讓大家過個平安的好年。 

參參參參、、、、    宣讀宣讀宣讀宣讀 95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同意備查。 

肆肆肆肆、、、、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第五項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改選案，因選出之教官委員鄭健廷教官於

11月 16日調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服務，由軍訓室選出張成南教官遞補。餘

如書面資料，洽悉，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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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 

◎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執行報告： 

（一）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第一季（8-10月）執行率偏低（總執行率 16.37%、

資本門執行率21.39%），已分別提出說明並依限E-mail回覆教育部。 

（二） 為掌握執行績效，經電詢教育部，得知資本門應於 95年 12月底以

前執行完畢，總執行率應於第二季（11-1月）提升至 50%。 

（三）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已將上述訊息書面通知各分項計畫主持人，請

轉知所屬各執行單位儘速執行計畫，並於嗣後季報表中詳述執行率

狀況及理由，俾利於陳報教育部管考時說明之。 

（四） 已聘請校外專家學者組成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會，預定於 96 年

1月下旬開會審查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狀況，屆時將請各分項計

畫主持人列席報告期中執行成果。 

◎ 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本校 95學年度 1學期導師知能研習活動將於 96年 1月 18、19日假日月潭

教師會館舉行，請各單位依推薦人數推薦所屬導師踴躍參加。（附件） 

◎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一、 本校重大工程工作進度報告 

工 程 項 目 工     程     進     度 

綜合教學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羅允成       

水電：翁曜川 

1.土建工程於 95年 11月 21日竣工，現正辦理結算中，營建署通

知將於 12月 19日至 12月 20日辦理初驗。 

2.水電工程設計變更案，營建署依據本校意見修正後，於 95 年 8

月 10 日依程序重新報請本校核定，經多次協調後，本校於 12

月 5 日函覆同意本案變更設計項目，後續作業程序請營建署依

據代辦權責核處，並送本校核備。本工程經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查驗缺失，須增設採水泵浦及相關管線（約

須追加 20萬 4,000元），變更設計案營建署已函送到校（建議併

入第 1次變更設計修正預算作業）；本案屬設計方面之疏失責任

歸屬，將依設監契約書之相關罰責辦理。惟本變更案奉本校核

定前承商已報請營建署同意辦理停工，以免造成逾期罰款。（水

電工程目前進度為 99.97％） 

3.景觀植栽工程除「長春花」工項因花期生長及季節因素，辦理展

延外（96年 3月 15日），餘已於 95年 11月 24日完工，現正辦

理結算中，近日辦理初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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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務處設備需求於 11/9召開協調會，11/25完成規劃設計，招標

文件簽核後於 12/12上網公告，預定於 12/26開標。 

5.生命科學院設備需求於 11/16簽核，11/21召開設備需求協調會，

建築師於 12/10完成規劃設計，惟所需經費超出本校預算約 700

萬元，將請建築師再行修正。 

管理學院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吳榮山 

水電空調：翁曜川 

1.本校新民校區管理學院大樓水電空調工程之除污水處理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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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部份經確認補正後，已於 12/1會同相

關單位完成複驗，後續作業積極辦理中。 

2.本案土建工程第 3次變更設計已另行專案簽准，承商第 3次變更

設計修正預算書已依程序送請本校核定（12/11 函覆同意），續

辦結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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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大樓家具設備案及公共藝術品案皆已完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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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次協調後，該工程尾款將請營建署將應領工程款等支

出情形列表統計，併同相關資料函覆本校後再行核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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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設監費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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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事務所已表明不同意） 

教育館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本案經建築師完成細部設計書圖寄送本校，並於 11/20至 11/24完

成公開閱覽程序，招標文件於 12/1 奉核， 12/4 上網公告，預定

於 12/20第 1次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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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再函請富台公司確實針對本校所提需

求詳實評估儘速函覆。（12/12 已修正函覆，將再送請委員書面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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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校區藝術館擴建

工程 

承辦人員：羅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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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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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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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減項修正預算，已於 11/7

完成，11/17 重行修正後第 1 次招標資料簽核， 12/8 修正後第 1

次開標（流標），將於 12/25第 2次開標。 

昆蟲資源生態館工程 

承辦人員：郭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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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函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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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水電、消防及電信設計圖

完成送審，申報開工，並於 11/16舉行動土奠基典禮，目前施工中。 

農業生物科技大樓新

建工程 

承辦人員：潘志如 

本工程建築師於 5 月 18 日完成基本設計，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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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第 1次開標（流標），11/22第 2次開標

（廢標），12/4 第 3 次開標（廢標），12/7 召開招標檢討會議（減

項），重行修正後之招標文件簽核中，預定 12/25重新第 1次開標。 

生科院生物科技大樓

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陳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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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工作評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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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工期起算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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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於本校發文日起 50

日（11/16）完成細部設計，11/29召開第 2次諮詢委員會，會議

紀錄 12/11函送建築師事務所，請於 7日內完成細部設計修正，

俟修正完成函送本校後，再送請諮詢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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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

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公

共藝術品合併設置案 

承辦人員：陳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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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工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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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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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擇期召開第 3 次執行小組會議審議確認「公共藝術設

置計畫書」後陳報教育部審查。 

本校忠義街職務宿舍

改建開發工程 

承辦人員：吳榮山 

1.95年 11月 14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2.本改建開發案於 11/29簽核（經費來源及後續建築師甄選），12/7

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雄校區學生活動中

心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羅允成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推薦案 12/1 簽奉校長核

定，徵詢委員同意後聘任之。 

二、 規劃及進行中修繕工程清單 

總務處營繕組規劃及進行中修繕工程清單總務處營繕組規劃及進行中修繕工程清單總務處營繕組規劃及進行中修繕工程清單總務處營繕組規劃及進行中修繕工程清單                          95/12/14 

工程名稱  所需經費 承辦人員 備註 

民雄校區音樂系琴房工程 12,360,000 周基安 

本工程經建築師重行檢

討，並與使用單位協調減

項後重新辦理招標，9/15

重新第 1次開標（流標），

9/27第 2次開標（決標，

10/13開工，工期 90日曆

天，請承商提前於 12月下

旬完工）。 

民雄校區綠園二舍電梯設置工程 2,120,000 周基安 

5/22 決標，並於嘉義縣政

府核發建照次日為開工日

（7月 6日），工期 180

日。 

特教系行為實驗室隔間隔音工程 222,800 周基安 

11/8第 1次開標（流標），

11/14第 2次開標。（決標，

11/19開工，15日曆天） 

12/3完工，12/8驗收（2

週後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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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校區鹅湖拱橋修復工程 400,000 周基安 

委託設監案簽核後 11/28

簽約（15日曆天），設計

圖修正中，近日可完成。 

民雄校區樂育堂空間規劃工程 1,747,330 周基安 
11/6 使用單位簽核中。（研

議列入 96年度計畫） 

蘭潭校區北側門機車停車場整建

工程 
2,304,000 宋嘉鴻 

7/19奉  會計室指示，本

案經費應由 B 版結餘資金

墊付，請車管會依本校自

償性支出舉借規定提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再

行辦理。 

10/19 委託規劃設計案簽

核（規劃設計期間自 10/31

起 15日曆天）。 

規劃設計案 11/14完成，

經審查後函請建築師於

11/29前完成補正及改善。 

12/7 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 

招標文件 11/28簽陳，

12/13奉核（60日曆天），

修正後即可招標。 

蘭潭校區北側門菇舍整修工程 1,773,860 宋嘉鴻 

委託設監案 10/25簽核。 

招標文件 10/31簽陳，11/6

核定（45日曆天），11/24

開標（決標，11/28開工，

45日曆天）。 

蘭潭校區機電工廠整修工程 6,688,718 宋嘉鴻 

委託設監 11/3開標（流

標），11/8第 2次開標（決

標 4.49％）。（20日曆天） 

招標文件 12/12簽核中。

（100日曆天） 

蘭潭校區貴賓招待所（小木屋）

新建工程 
 宋嘉鴻 

12/5現場會勘，洽請建築

師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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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教學大樓景觀植栽工程 3,816,000 羅允成 

1.6/29 起流、廢標 4次。 

2.8/25 決標（20日內開

工，工期 60日曆天）。 

3.11/24完工（除長春花展

延外），擇期辦理驗收。 

學生宿舍電力系統擴充工程 13,810,250 
羅允成 

（吳正喨協辦） 

招標文件 11/16簽核。 

A 版經費 16,245,317元，

經協調後擬由 96年度「校

區工電系統改善工程」支

應。 

12/5 決標（80日曆天）。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網路布線及設

備案 
2,741,800 

羅允成 

（吳正喨協辦） 

1.電算中心 8/28簽核。 

2.招標文件 9/4簽核，9/5

上網公告，9/19開（決）

標，工期 20日（配合人事

室及會計室搬遷進度施

作）。 

3.擇期辦理驗收。 

林森校區電梯設置工程 4,070,000 羅允成 

新建經費案 9/20簽陳。

（10/13會勘替代方案） 

11/27校長勘查現場，因替

代方案建築師評估不可

行，經裁示仍設置電梯。 

現由建築師依據該棟建築

物原圖說評估電梯設置地

點之可行性。 

綜合教學大樓教室設備案（教務

處等單位） 
9,296,001 羅允成 

11/9召開協調會，11/25完

成規劃設計，招標文件簽

核後於 12/12上網公告，

預定於 12/26開標。 

綜合教學大樓生命科學院設備案  羅允成 

設備需求於 11/16簽核，

11/21召開設備需求協調

會，建築師於 12/10完成

規劃設計，惟所需經費超

出本校預算約 700萬元，

將請建築師再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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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科學系視聽教室室內裝修工

程 
1,701,551 王露儀 

1.9/4上網公告，9/20開

標，9/25 決標。（9/30開

工，工期 60日曆天。配合

冷氣採購及木作封板，申

請展延工期 10日曆天。） 

2.本案所需經費由明德樓

家具標餘款支付。 

3.12/8 申報完工，擇期驗

收。 

95年度消防安全設備缺失改善工

程 
541,903 吳正喨 

1. 5/29 申報完工（逾期 4

日），將擇期驗收。 

2.監造單位辦理初驗中。 

3.7/5、7/13驗收（缺失改

善爭議中）。 

4.11/27行政院工程會函覆

承商爭議調處結果。（承

商須完成之部分，已函請

設監單位確認） 

生命科學院視聽教室整修工程

（生物資源學系視聽教室整修工

程併案） 

1,205,044 吳正喨 

原生命科學院視聽教室整

修工程（398,132元）招標

文件 10/31完成。 

11/9奉示生資系（706,946

元）併案辦理，委託設監

案 11/15簽核，11/23奉核。 

招標文件 12/1簽核中。（依

會計室意見修正中） 

本案工期 40日曆天，為不

影響教學擬採分段施工，

預計 2/28完工。 

民雄校區樂育堂發電機設置 500,000 吳正喨 

使用單位 11/6簽核。 

11/14 委託設監案簽陳，

12/7奉核，委託設計中。 

96年度緊急發電機設備維護招商

案 
522,000 吳正喨 

11/15招標文件簽核中。 

11/27招標文件第 2次簽

陳。 

12/20第 1次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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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雄校區緊急電話及緊急按鈕設

置工程 
844,505 吳正喨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12/7

簽核。 

招標文件 12/13簽核中。

（35日曆天） 

96年度消防安全設備維護保養檢

測及申報作業 
600,000 吳正喨 招標文件 12/1簽核中。 

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網路建置

設備 
3,100,000 翁曜川 

11/2 使用單位簽核，12/7

開標（廢標），俟電算中

心修正後重行辦理招標。 

蘭潭校區宿舍（二舍）整修及家

具設備訂製 
5,737,200 郭宏鈞 

1.委託設監案 7/11簽陳，

7/25奉核。（20日曆天） 

2.招標文件 8/10簽核。 

3.8/30開標（低於底價 80

％，9/5 決標，45日曆天，

展延工期至 11/5。）11/20

申報完工，俟設監單位查

驗後擇期辦理驗收。 

蘭潭校區路面及排水改善工程 2,886,450 郭宏鈞 

委託設監案及招標文件

12/1簽核。 

12/4上網公告，12/18第 1

次開標。 

蘭潭校區廁所整修工程 6,549,000 郭宏鈞 

1.委託設監案 6/19開標，

由張榮峰建築師得標。 

2.規劃設計 7/21 簡報及修

正。 

3.8/30開標（流標），9/11

第 2次開標（流標），設

監單位已完成檢討修正。 

4.10/13修正後第 1次開標

（流標），10/23第 2次開

標（流標）預定 10/31第 3

次開標（決標，11/1開工，

預計 12/22前完成，積極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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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潭校區整體水保滯洪沉砂池施

設工程 
 郭宏鈞 經費概估中。 

蘭潭校區應物應化二館空橋連接

工程 
1,595,000 郭宏鈞 

9/28奉核，依應化系簽

見，應委託專業結構技師

做結構上之安全鑑定後再

議。 

委託設監案簽約中。 

蘭潭宿舍後側木棧道新建工程 6,600,000 潘志如 

已規劃完成，3/15 移請學

務處辦理住宿生意見調

查，視調查結果再做修

正。（已送林務局爭取經

費中） 

精農系溫室拆卸及組裝工程 1,460,000 潘志如 

1. 6/28上網公告，7/4第 1

次流標，7/11第 2次流標，

7/20第 3次流標。 

2.將請設監單位進行檢討

後再辦理發包。（8/9重行

檢討調整為 179萬元。） 

3.8/30 發文請設監單位重

新評估減價。（重行檢討

調整為 149萬元。） 

4.10/12重新第 1次開標

（流標），10/20第 2次開

標（流標），10/30第 3次

開標（流標），11/7第 4

次開標（廢標），11/15第

5次開標（流標），11/24

第 6次開標。（決標，11/29

開工，工期 60日曆天） 

食品科館屋頂防水工程 1,080,000 潘志如 

施作方式及委託設監

10/04簽核（10/16 起 20日

曆天）。 

11/16招標文件簽核，12/4

第 1次開標。（低於底價

80％，12/8 決標，12/13開

工，工期 30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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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潭校區蝴蝶蘭種原及有機蔬菜

設施栽培試驗溫室新建工程 
21,500,000 潘志如 

使用單位計畫書已送農委

會申請中，前置作業 10/30

簽核。 

委託設監案 11/16簽核，

已於 11/28 決標。（預計

20日曆天，已請建築師提

前於 12/13 提送預算書） 

園藝技藝中心蝴蝶蘭培育設施修

繕工程 
693,087 潘志如 

10/13 使用單位簽核。 

10/26招標文件簽核，上網

公告，11/2開標（流標），

11/7第 2次開標（決標，

工期 30日曆天）。 

12/10完工，擇期驗收。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空間規劃整修

工程 
4,200,000 

潘志如 

吳正喨 

1. 4/11 王副校長召集協調

會，5/1 各單位將使用需求

提送營繕組彙辦。5/11簽

陳經費概估及委託設監，

5/26奉核（600萬額度為

限），6/1邀集使用單位現

場會勘確認，6/30完成設

計預算書圖，招標文件及

後續作業 7/7簽核。 

2. 7/11上網公告，7/25開

（決）標，7/27開工，預

定 45日曆天完工。（為配

合搬遷及網路佈線發包，

8/18辦理停工，11/2 復

工，11/23 申報完工。） 

3.因部分單位已進行搬

遷，已依規定先行辦理估

驗付款。 

4.目前（11/22 起）辦理變

更預算中，奉核後擇期辦

理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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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壓力管理中心空間規

劃與整修工程」 
1,524,115 

 

陳永原 

10/3 使用單位簽核。 

10/19 委託設監案奉核。

（20日曆天） 

11/16第 1次開標（流標），

預定 11/27第 2次開標。

（低於底價 80％，12/4 決

標，45日曆天） 

配合使用單位將施作空間

物品搬遷，將於 12/14開

工。 

理工學院教學設施改進相關計畫

工程 
934,763 陳永原 

10/24 委託設監案簽陳，

11/6奉核（11/28前設計完

成）。 

招標文件 12/8簽核，12/12

上網公告，預定 12/19開

標。（30日曆天） 

蘭潭校區游泳池 2F走廊修繕工

程 
280,000 陳永原 使用單位簽核中。 

生農系動物基因改造教學實驗室

設備 
776,800 王露儀 

使用單位需求 9/11簽核。 

10/13 委託規劃設計（15

日）。 

11/10第 1次開標（流標），

訂於 11/16第 2次開標（決

標，30日曆天）。 

獸醫學系外科手術房無塵空調系

統等工程 
652,000 王露儀 

使用單位 10/13簽核（委

託設監併簽）。 

10/18 委託設監（15日曆

天）。 

招標文件 11/9簽核，11/17

第 1次開標（流標），11/23

第 2次開標（廢標），11/28

第 3次開標。（決標，30

日曆天，12/3開工。） 

合計工程款 126,83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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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處營繕組 95年已完成或驗收工程清單 

總務處營繕組總務處營繕組總務處營繕組總務處營繕組 95 年已完成或驗收工程清單年已完成或驗收工程清單年已完成或驗收工程清單年已完成或驗收工程清單               

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承辦人員 備註 

園藝技藝中心蘭科植物基因

轉殖實驗室主體工程 
2,700,000 潘志如 已驗收（941229） 

民生校區明德樓結構加強及整修

後續工程終止結算及鑑定 
680,000 吳榮山 已完成（941228） 

食品系、水生系防盜門窗設施 588,000 黃淑惠 已驗收（941230） 

園藝場溫室 BC 棟屋頂塑膠布更新 253,050 黃淑惠 已驗收（941227） 

人工氣候實驗溫室工程 3,300,000 吳正喨 已驗收（941230） 

棒壘球場地整修工程 1,330,000 郭宏鈞 已驗收（941230） 

圖書館前木棧道工程（林務局補助

款） 
2,400,000 郭宏鈞 已驗收（941231） 

生資系植保試驗場圍網設施工程 252,2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106） 

雞舍及其週邊設施整修美化工程 900,0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106） 

動物科學系環保牛床及相關設施 799,580 吳榮山 已驗收（950106） 

動物科學系實驗室整修工程 215,000 黃淑惠 已驗收（950110） 

動科系負壓式保育舍與分娩舍及

相關設施工程 
472,6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110） 

動物科學系有機肥處理設施及相

關設備 
801,6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110） 

民雄藝術館加紗窗工程 124,000 周基安 已驗收（950116） 

蘭潭校區 AC 道路整修工程 1,913,598 郭宏鈞 已驗收（950117） 

游泳池 SPA增建工程 2,925,0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123） 

蘭潭校區游泳池體適能檢測室修

繕計劃 
394,000 黃淑惠 已驗收（9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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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區高壓電器設備管理維護案 876,500 盧頌文 已驗收（950401） 

農園館廁所整修 826,800 郭宏鈞 已驗收（950411） 

蘭潭校區宿舍油漆工程 987,899 郭宏鈞 已驗收（950417） 

民雄校區停車棚增設工程 2,600,000 周基安 已驗收（950424） 

食品工廠屋頂變電站遷移及生命

科學院電力增設工程 
2,290,000 吳正喨 已驗收（950505） 

民生校區管理學院教學設備及整

修工程 
1,270,000 黃淑惠 已驗收（950511） 

民雄校區圖書館屋頂防水工程 2,340,000 周基安 已驗收（950505） 

民雄宿舍屋頂防水工程 2,294,676 周基安 已驗收（950518） 

動物科學系羊舍整修工程 2,026,8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516） 

民雄校區建築物名稱字體製作及

整修案 
304,800 周基安 已驗收（950523） 

農生所作物栽培觀察溫室工程 2,198,600 潘志如 已驗收（950601） 

蘭潭校區綠建築隔間裝修工程 930,000 吳正喨 已驗收（950508） 

民雄校區輔導系搬遷整修工程 2,880,000 周基安 已驗收（950615） 

95年度消防安全設備定期維護檢

測及申報作業 
270,000 吳正喨 

已完成（950620） 

執行至 951231 

昆蟲資源生態館水土保持工程 4,243,500 郭宏鈞 已驗收（950710） 

全校區游泳池遮陽網更新工程 1,089,000 黃淑惠 已驗收（950803） 

蘭潭校區流浪動物收容中心新建

工程 
1,246,000 潘志如 已驗收（950801） 

民生校區明德樓結構加強及整修

後續工程 
14,858,000 吳榮山 已驗收（9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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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學系實驗室搬遷及整建

工程 
3,986,000 潘志如 已驗收（950831） 

蘭潭校區畜牧場旁野溪排水護堤

新建工程 
 潘志如 

水保局已於

950831進行測量

規劃 

動物試驗場污水處理池增設安全

網工程 
180,600 王露儀 已驗收（950921） 

林產科學系實驗室設備工程 430,000 王露儀 已驗收（950912） 

蘭潭校區體育場館夜間照明設備

維修工程 
340,000 宋嘉鴻 已驗收（951005） 

生態走廊木棧道及坡面植栽綠美

化工程（林務局補助款） 
735,000 郭宏鈞 已驗收（951005） 

各校區宿舍光纖網路建置工程 3,200,000 羅允成 已驗收（951016） 

蘭潭校區應物應化二館前停車場

及周邊整修工程 
893,060 郭宏鈞 已驗收（951025） 

蘭潭宿舍二舍後方邊坡擋土牆及

排水工程 
3,280,000 潘志如 已驗收（951030） 

民生校區明德樓宿舍家具設備案 6,930,000 吳榮山 已驗收（951026） 

民雄校區供水設施改善工程 5,970,000 吳正喨 已驗收（951115） 

蘭潭校區 300噸自來水儲水槽工程 3,460,000 宋嘉鴻 已驗收（951121） 

農生所作物栽培觀察溫室周邊工

程 
385,000 潘志如 已驗收（951121）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會議室地毯壁

布更新案 
389,222 王露儀 已驗收（951128） 

蘭潭校區第 6變電站增設工程 4,290,000 吳正喨 已驗收（951204） 

台灣原生藥用植物生態景觀綠化

美化工程 
1,120,000 郭宏鈞 已驗收（9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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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檔案庫房消防及電路設備

增設工程 
406,041 吳正喨 已驗收（951211） 

外語系英語數位寫作及自學中心

與日本文化情境教室 
170,000 周基安 已驗收（951213） 

蘭潭校區動物試驗場架設防鳥圍

網工程 
1,370,000 王露儀 已驗收（951213） 

民雄校區單身學人宿舍 5樓裝修工

程 
2,080,000 宋嘉鴻 已驗收（951215） 

特教系行為實驗室隔間隔音工程 222,800 周基安 擇期驗收 

綜合教學大樓景觀植栽工程 3,816,000 羅允成 擇期驗收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網路布線及設

備案 
2,741,800 

羅允成 

（吳正喨協辦） 
擇期驗收 

動物科學系視聽教室室內裝修工

程 
1,701,551 王露儀 擇期驗收 

蘭潭校區宿舍（二舍）整修及家具

設備訂製 
5,737,200 郭宏鈞 擇期驗收 

園藝技藝中心蝴蝶蘭培育設施修

繕工程 
693,087 潘志如 擇期驗收 

蘭潭校區行政中心空間規劃整修

工程 
4,200,000 

潘志如 

吳正喨 
擇期驗收 

蘭潭校區北側門右側邊坡擋土及

排水設施 
 郭宏鈞 

本案已由水保局

自行發包施工

中。 

四、 本校經管忠孝路宿舍，嘉義市政府 95 年 11 月 6 日府授文資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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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202474 號函通知，市政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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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日式建築指

定為嘉義市市定古蹟，名稱為「原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本處於 11月

4日提校務發展委員會，並於 11月 14日提行政會議報告。 

五、 保管組已於 11月 28日（二）下午二時假新民校區辦理加強推動「國有宿

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說明會，目前已有 4戶眷舍合法現住戶提出

自願遷讓申請書，將於 12 月中會同人事室進行訪查，加強宣導推動眷舍

搬遷事宜。 

六、 保管組已陸續於各校區會同會計室進行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複盤工作，將

於 12月底以前完成複盤工作。 

七、 出納組資訊系統化共分為出納帳務系統、零用金系統、學雜費系統及薪資

所得管理系統四大部分，前述三個系統已陸續完成使用並且大幅提高服務

效能。另有關薪資所得管理系統在同仁努力之下，亦已大略完成各項功能

檢測，目前鐘點費及所得稅作業已上線使用，而薪資作業於 12 月採新舊

系統雙軌作業，預計明年 1月起採用新系統作業，以確保作業無誤，請各

位代表轉知同仁多加利用。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一、 本校 95年度為師生服務不定期考核第二次自評複查工作已於 12月 4日至

12月 11日完成，本次查核以受查單位是否依第一次自評複查結果之建議

及改進事項完成改善為查核重點進行複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單位均已針

對第一次複查所發現之缺失，完成改善並補充佐證資料。行政單位以進修

推廣部、學務處、教務處等 3個單位表現較佳，教學單位以師範學院各系

所表現較好，並較能具體地與查核同仁討論相關佐證資料之補強作法。複

查報告詳如附件。（附件 1，頁 1） 

二、 本校 95年 10月公文零逾限，時效統計表如附件（附件 2，頁 2-10），請  卓

參。 

三、 教育部 12月 6日函送本校 95年度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報告，請各單位依

教育部考核意見研議提升服務品質做法，於 96年 1月 5日前送秘書室，

俾彙整相關資料陳核後，於 96年 1月 20日前函覆教育部。 

四、 依據教育部 95年 11月 29日函送「第 9屆教育部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

畫」，本校於 95年 12月 11日召開 95年度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第二次

會議，檢討本校今年實施情形及依據教育部計畫內容及體例說明，擬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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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95年度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請 貴單位參考「本校 95年度提升服

務品質實施計畫」、「第 9屆教育部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國立嘉義

大學 95年度提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教育部 95年度為民服務不定期考

核報告」內容撰寫本校撰寫本校撰寫本校撰寫本校「「「「95年提升服務品年提升服務品年提升服務品年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質績效報告質績效報告質績效報告」」」」，並提供佐證資料、

佐證圖 (照 )片 [含簡要說明 ]，請於 12 月 22 日前  E-Mail 秘書室

secretary@mail.ncyu.edu.tw彙整報教育部。並依據教育部來函規定於 96年

1月 5日（五）前將本校「95年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一式 12份報部，

明明明明（（（（96））））年年年年 2-3月接受實地訪評月接受實地訪評月接受實地訪評月接受實地訪評。 

◎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一、 各學院、系、所如有推薦書單可隨時提出，圖書館將視經費狀況儘速購進，

國內出版之新書原則上會在出版後一個月內進館。 

二、 請各位老師在帶領整班學生進入圖書館時，約束學生保持館內安寧，如對

圖書館有建議事項請盡量提出，本館將即時研議改進。 

◎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一、 本校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業於 12月 18日召開完畢，

會議重點略述如下： 

（一）審議通過「本校 97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案。 

（二）97 學年度本校申請項目為博士班申請案。另二類涉及政府相關部門

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及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

系案，本校並無提出申請。 

（三）本校 97學年度提請增設案，通過審議案如下： 

1.幼兒教育學系博士班。 

2.人群服務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班。 

3.體育學系博士班。 

4.藝術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5.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6.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7.應用天然物研究所博士班。 

二、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年度大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及學術研討會於 12月 15

日假本校蘭潭校區圖資大樓圓滿落幕。其活動重點略述如下： 

（一）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由本校李校長明仁當選下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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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研討會計發表： 

1. 口頭論文：分 6組進行，計發表 67篇口頭論文。 

2. 海報論文：分 5組進行，計發表 172篇海報論文。 

三、 有關「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本校於 95年 10月檢送修訂改進

計畫書及補強資料，並於 95年 12月經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通知，複審

結果為全部審查通過。 

四、 本校預定於 12月 20日與法國南特(Nantes)高等木業學院(Ecole Superieure 

du Bois)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五、 本校於 7月 13日及 12月 5日各獲教育部補助「95年度鼓勵國內大學校

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乙類」補助金 220萬元及 106萬 2仟元。本校並

於 12月 12日召開 95學年度第 1次交換學生審查小組會議，共有 4名申

請學生審核通過，由於本校尚有獎助金員額，將繼續招募學生，並擇期公

告訊息。 

◎ 實輔處實輔處實輔處實輔處 

一、 本處轉發教育部補助之 95年第一期（1-6月）實習教師實習津貼新台

幣 2,520萬元、第二期（7-9月）實習教師實習津貼新台幣 1,069萬 6

仟元、第三期（10-12 月）實習教師實習津貼新台幣 893 萬 6 仟元，

總計新台幣 4,483萬 2仟元，並均依教育部規定於期限內報核。 

二、 就輔組辦理 2天 1夜創業研習營，共有雲嘉南地區 10所大專校院 65位畢

業生參與，共計邀請 6位講者進行專題講演，活動圓滿完成；辦理職涯講

座活動－創意產業的未來發展，有助學生未來就業之選擇；10 月底完成

全校 95 年應屆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表寄送作業，問卷陸續回收彙整中；

執行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大專學生輔導國中小學生課業仍持續

辦理中；畢業生就業平台建置工作已完成硬體設施，線上系統招標作業中。 

三、 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輔導區地方教育輔導活動，總計有原住民地區及教育

優先地區國民小學教師進修研習 12場，到校訪視輔導 5場；配合教育部

及縣市教育局教育政策，辦理教師進修需求調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等，並發行教師之友分送輔導區中小學。 

◎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 

一、 招生業務： 

（一） 為訂定本校 96學年度進修推廣部各類學制(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

士班暨二年制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甄試)招生簡章，於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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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下午 2 時於蘭潭校區行政大樓四樓瑞穗廳召開 96 學年度第

一次招生委員會議，敬請相關主管，親臨指導。 

（二） 為落實  校長於 95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指示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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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2

月 12日(二)中午 12時召開第一次會議。 

（三） 本部各班別招生報名業務自 96 學年度起，全面採用網路報名方

式，感謝電算中心曾士軒先生出席指導本部同仁，有關網路報名作

業流程、繳費、退費、成績輸入、核計、考場安排與分發…等招生

相關事宜。 

二、 教務工作： 

（一） 95學年度第 2學期各單位開排課及選課作業時程表如下所示： 

日期 週數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備註 

12/18 

(星期一) 

第 14 週 必修科目預先設定 電算中心 教務相關

單位檢查

設定結果 

12/21 

(星期四) 

(09:00-17:00) 

第 14 週 ◎ 領取 95（2）課程

時間表 

◎ 通識課程

-0159(crs-110 最

多選中數設為 1 ) 

教務相關單

位、各系所、

各班 

知會註冊

組 

12/22至

12/27 

(09:00-17:00) 

第14-15週 第一次預選 

（登記選課） 

 

各班同學 各班同學

應預先填

寫選課計

畫書 

12/27 

(17:00 起) 

第 15 週 執行亂數篩選作業 電算中心  

12/28 

(17:00 起) 

第 15 週 公布篩選結果 電算中心  

12/29至 1/4 

(09:00-17:00) 

第15-16週 第二次預選 

（登記選課） 

 

各班同學  

1/4 

(17:00 起) 

第 16 週 執行亂數篩選作業 電算中心  

1/5 

(17:00 起) 

第 16 週 公布篩選結果 電算中心  

1/6 

(9:00 起) 

第 16 週 利用 Web 選課系統列

印預選點名單 

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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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退選仍維持一次登記篩選及一次即時選課。 

＊第二次加退選期間接受各系專業科目網路選課系統額滿之特殊加簽

網路登記作業（共同科目卅學分除特殊情形經主管核准外不接受加簽

申請） 

                 

（二） 本部 95學年度第 1學期二技暨進修學士班教師鐘點費，兼任教師

鐘點費簽送校長核可（11 月 2 日）後影印送總務處出納組，因適

逢出納組「薪津管理系統」更新維護中，故該鐘點費於 11 月下旬

發放。另專任教師部分亦與教務處採日夜合併計算授課時數，對授

課不足之教師，應予扣減併入日間部課程計算之鐘點費，複核後簽

送校長核可（11月 23日）後影印送總務處出納組辦理核發，出納

組已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鐘點費於 12月 14日入帳。 

（三） 編訂 9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於 11月 28日通知各系所，請依本

校課程架構及開課容量等原則，擬定 96 學年度課程標準，經院系

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後，連同會議紀錄，於 96年 2月 16(五)

前送進修推廣部蘭潭分組彚整，俾便召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完

成報部作業。 

（四） 95學年度第 1學期停修課程，自 11月 27日起至 12月 8日止受理

申請，已通知各系所教師及同學，並在學校首頁及本部網頁公告週

知。 

三、 學務工作： 

（一） 請各院系所利用班會加強反詐騙宣導宣導內政部專屬網站

(http://www.cib.gov.tw/index.aspx)及教育部政風處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Web/ANTI/home.php)均即時公佈各

類詐騙最新資訊及犯罪手法，供各界參考；另刑事警查局亦設立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二）時值冬季請各院系所加強宣導防火觀念（含沐浴使用瓦斯安全、吃

火鍋避免使用酒精膏），以維護安全。 

（三）本部於 12月 24日（星期日）辦理大凍山健行活動，歡迎各位師長

請至本部網站踴躍報名參加。 

（四）為凝聚進修部學生之向心力，進修部班聯會規劃一份屬於進修部學

生刊物之「月夜嘉人」，已於 11月 1日首刊發行，感謝  校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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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題序。本刊物將以邊做邊學的精神，逐步改進，敬請各位師長給

給予指導。 

（五）2006年第 2屆「看嘉本領」攝影比賽於 12月 11日(一)中午 12時

30分假學生活動中心由本部侯主任主持頒獎典禮，得獎作品於 12

月 11-17日於學生活動中心展覽，歡迎各位師長撥冗參覽。 

（六）本部 12月 11日(一) 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舉辦專題演講，特邀請蘇國

垚先生蒞校演講「如何作一個有競爭力的大學生：生涯規劃講座」。 

四、 推廣教育工作： 

     （一） 95年度職訓局產學訓方案第三階課程之學員資格審查文件，已函

送職訓局初審，本階段鈺通企業包班第二期電腦課程目前上課中。 

（二） 95年度職訓局產學訓方案第二階段課程之管理理論與實務、人力

資源管理、行銷管理、AutoCAD電腦輔助繪圖等四門課程目前已

全部結束，目前進行職訓局學分費補助申辦中。 

（三） 有關 96年度職訓局產學訓方案之企業包班事宜接洽進度如下： 

1.鈺通公司已提出該公司之課程需求，目前由本部進行課程規劃

中。 

2.嘉義基督教醫院包班事宜，初步規劃英語學分班二班、管理碩

士學分班一班，人數各約 25人。 

3.震群建設公司因上課人數較少，所以傾向與其他公司合班上課。 

4.原洽宏都建設公司因近期業務繁忙下學期先緩辦。 

5.嘉義市企業經理協進會委辦之第三屆Mini EMBA實務研習班

已於 11月 25日（六）正式上課，為期九週（每週六）。 

  （四） 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審查會議紀錄校

長已核定，95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碩士學分班計有管理研究所、

輔諮所、特教所等 3個所及嘉義市企協經理進會委辦第三屆

miniEMBA研習班、語言中心非學分班等合計五案，預定在下學期

開學第二週（96年 3月 5日）開始上課（春節至 96年 2月 25日）。 

（五） 為申請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 96年度產學訓人投資方案訓練學

分班既非學分班，本部先後於 10月 26日及 11月 27日發通知敦請

各教學單位協助轉知所屬教師踴躍提出申請，惟回覆情形相當不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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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積極拓展下學期本校推廣教育班次，本部將於 12月 15日上午 9

時 30分，假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96年度產學訓人才投資方案

說明會，敬請各學院、系（所）主管蒞臨指導協助。 

五、 總務工作： 

（一） 嘉義市政府教育局於 12月 5日租借本校（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

會議室、視聽二、視聽四、視聽六等五個場地，辦理 95年度教育

部校長領導暨中、小學教學卓越獎南區觀摩會，本部全力配合協

助；開幕式由嘉義市副市長、教育部長官共同主持，來自南區各

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共計 210 名出席參加，觀摩會中提供

教師教學與獲獎經驗分享。 

（二） 11月 27日上午 8時 30分於林森校區，由丁學務長志權、陳總長

清田、侯主任嘉政、許組長文權、夏組長滄琪、劉組長蔚龍、張

隊長榮欽…等陪同校長，共同會勘並研議有關林森校區校園安全

措施及宿舍環境之改善計畫，另亦與建築師評估無障礙空間設置

可行性與規劃，同時於進修推廣部 2 樓會議室臨時召開林森校區

校園安全措施與無障礙空間設置之會議。 

（三） 林森校區新生路旁圍牆上方設置阻隔設施於 11 月 22 日由營繕

組、警衛室、本部共同勘察，並將可行方案簽請 校長核示後，

已於 12月 6日完成圍牆上方紅外線防盜安全措施，現正進行功能

測試。 

（四） 為了解學生需求，本部侯主任嘉政、幼教系簡主任美宜於 11 月

27 日(一)共同主持幼教二技二、幼教二技一之學生座談會，會議

中學生所反映之視廳三教室環境修繕部份，已於 12月 7日完成，

至於停車場照明設備加強措施，已商請車管會儘快完成，以維護

學生之安全。 

（五） 音樂館二樓琴房環境改善工程已完成，本部集中開放二樓琴房空

間，並裝設緊急按鈴與電話提供學生安全、整潔，練習鋼琴或電

子琴之優質環境。 

（六） 林森校區清潔外包合約將於 12 月底到期，已簽呈 校長核准，並

將於 12月 25日開標；感謝總務處協助幫忙，訂定清潔外包新合

約及招標相關事宜。 

（七） 為確定明年度招生林森校區可容納之最大人數，本部於 11 月 27

日重新調查林森校區尚可作為試場之教室有 28間，可容納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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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人(含師培中心三間教室 150人)。 

（八） 進修推廣部 95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各項總收入 64,969,283。（林

森校區 21,219,344元、蘭潭校區 43,749,939元） 

（九） 截至 95.12.08止，95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減免退費合計 27人，

退費金額合計 379,660元整；休退學退費合計 65人，退費金額合

計 668,804元整；退學分費合計 614 人，退費金額合計 1,837,400

元整。 

◎ 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 

本校羽球隊在今年大專盃錦標賽榮獲個人組男女混合雙打冠軍及團體男生

組第二名、女生組第四名等佳績。 

◎ 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 

一、 由圓桌教育基金會主辦之 2007師鐸營活動，將於 96年 2月 7-9日假宜蘭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舉行，歡迎本校副教授以上教師同仁報名參加，

相關活動資訊可上網查詢。（附件） 

二、 教育部 96年度第 1期軍訓教官教育及輔導知能研習進修班，將在雲嘉南地

區開設 10個班，請進修部、師培中心及師範學院協助辦理。 

◎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 為使 97年度概算籌編順利完成，本室於 12月 19日（二）召開概算籌編

作業講習會。 

二、 本室於 11月 29日舉辦之「95年度計畫經費會計業務研習會」，已圓滿順

利辦理完畢，由於參加人數踴躍，且有建議另於民雄校區舉辦，本室將於

下次舉辦時列入考量。 

三、 教育部 11月 16日函轉審計部書函略以，各機關依照政府採購法第 105 條

第 1項第 3 款及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6 條之 1辦理之採購案件，

機關不得以受託機關所出具之領據辦理經費報支。 

四、 教育部 11月 3日函轉行政院函修正「各機關員工待遇與相關事項預算執

行之權責分工表」之有關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休假補助等申請流程

規定（附件 3，頁 11-14）。 

五、 本校 95年度截至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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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其他機關 132 47,265,758 

國科會 222 120,35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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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 124 106,250,200 

教育部 70 146,497,478 

推廣教育 37 12,891,728 

在職專班 26 39,680,688 

合計 611 472,939,725 

六、 教育部補助卓越計畫執行統計表（95.12.04止）詳列如下： 

計畫代碼 計畫名稱 
計  畫 

主持人 
計畫核定數 

實支數 

(含暫付數) 
未執行數 已請購數 待執行數 

95D1-040A 

教學卓越分項 A研發跨領域.多元適性課程與教材 

楊德清 4,788,360 333,138 4,455,222 1,139,164 3,316,058 

95D1-040B 

教學卓越分項 B整合學習環境與教學資源 

洪燕竹 12,244,790 1,577,310 10,667,480 2,135,479 8,532,001 

95D1-040C 

教學卓越分項 C提昇教師教學效能 

李新鄉 6,389,452 1,147,568 5,241,884 1,064,860 4,177,024 

95D1-040D 

教學卓越分項 D建立完善學生學習輔導機制 

王以仁 10,965,169 344,785 10,620,384 1,631,325 8,989,059 

95D1-040E 

教學卓越分項 E提昇學生語文及資訊能力 

沈添鉦 11,018,350 2,081,822 8,936,528 3,256,593 5,679,935 

95D1-040F 

教學卓越分項 F提昇國際競爭力 

沈再木 8,852,707 845,204 8,007,503 250066 7,757,437 

95D1-040G 

教學卓越分項 G真善美全人生命發展 

劉豐榮 2,320,000 102,128 2,217,872 44680 2,173,192 

95D1-040H 
教學卓越分項-總計劃管考 

黃有麗 1,421,172 232,487 1,188,685 18585 1,170,100 

總    計     58,000,000 6,664,442 51,335,558 9,540,752 41,794,806 

七、 本（95）會計年度即將於 12月 31日結束，為順利辦理年度決算業務，擬

請各單位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 本（95）年度發生之財務購置及修繕案件、出差旅費及用人相關費

用，均須於當年度完成報銷（即發票、收據日期為 12 月份以前），

各單位之請購案件如限於經費或其他因素無法於本年度完成請購，

請俟下（96）年度經費有著落時再行請購（不得以不得以不得以不得以 95年年年年 12月份以月份以月份以月份以

前之發票前之發票前之發票前之發票、、、、收據於收據於收據於收據於 96年度辦理報銷年度辦理報銷年度辦理報銷年度辦理報銷）。 

（二） 所有財物購置及修繕案件，請於 12月 11日前完成請購程序，12月

26日前完成報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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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單位人員之出差、加班、值勤、休假補助、工讀金、助理薪資等

用人相關費用，12月 11日以前發生者，報銷期限如第二點之規定（須

上網登錄），12月 11日至 31日發生者（其中差旅費、電話費應預留

95年度經費支付），請於事實完成後 3日內辦理報銷程序，並於憑證

上填註「計畫編號」即可，無須上網登錄。 

（四） 為配合請購期限之限制，網路登錄作業之會計系統將於 12月 27日

起關閉，如未克完成者，請專案簽准後交會計室統一辦理。 

（五） 各項委辦計畫，如因合約期限或其他特殊因素，以致上述請購、報

銷期限有執行上之困難時，請與本室聯繫，予以個案處理。 

（六） 已先行借支之各種「預借款項」案件，請於 12月 26日完成核銷，

俾便辦理轉帳程序。 

（七） 上述請購、報銷期限之限制，係指本室收件之日期，各單位應自行

推估作業流程之日期，並請各承辦人隨時追蹤案件之流向，逾期請

購、報銷之案件，本室不再受理，敬請配合辦理。 

◎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本室訂於 12月 27日（三）上午 9-12時辦理電話禮儀研習課程，並同時辦

理本年度最後一季慶生會，歡迎各位師長踴躍參加。 

◎ 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 

一、 感謝各單位尤其是會計室及人事室的協助，本年度相關設備的採購皆能順

利完成。 

二、 因應教學卓越計畫，本中心購進相關軟體系統，希望各位師長多加協助訓

練工作，俾購進之設備能善加利用。 

◎ 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 

本學院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F 提升國際競爭力，為促進全球化，推

展學術交流，預定於 96年 5月 15-16日舉辦國際研討會，屆時相關資訊將

通知各單位，歡迎各位同仁踴躍參加。 

◎ 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一、 音樂系交響樂團將於 96年 1月 8日於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歡迎各位同仁

踴躍參與。 

二、 美術系系展於 12月 27日中午假蘭潭校區舉行開幕典禮，並於蘭潭校區展

覽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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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紓解同仁身心壓力，歡迎參與人文藝術中心舉辦之音樂活動，詳情請參

閱人文藝術中心網頁或洽該中心。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資管系及行銷所各與台塑網科技公司及耐斯企業

集團馬哥波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協議，台塑網科技公司

更將該公司開發成功之商業流程管理系統捐贈予本校。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 生命科學院於 12月 7日上午 8時 20分至 10時，假蘭潭校區食品科學系

二樓視聽教室，邀請日本北海道酪農學園大學名譽教授鮫島邦彥博士，蒞

臨專題演講「食の安全（動物性食品の）について」(攸關動物食品安全

問題之探討)圓滿順利完成，在鮫島邦彥博士精闢的演說中現場座無虛

席，希冀藉著鮫島邦彥博士之專長提供予師生對食品安全更深入的瞭解。 

二、 生物藥學研究所陳立耿助理教授帶領研究室研究生於 11 月 23 日至 25

日參加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之「2006 世界中醫藥大會」發表四篇論文：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ies and Constituents from Fruits of 

Trapa bispinosa」、 「Radical Scavenging and Anti-microbial Activities of 

Medicinal Plants in Taiwan」、 「Preparative Purification of Paeoniflori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aeonia lactiflora」及「Quality Evaluation of 

Cultivated and Commercial Saliva miltiorrhiza in Taiwan」。本次大會與會

之專家學者眾多，分別來自中國、香港、韓國、日本、台灣、美國、澳

洲、德國及英國等地約八百餘人；會後並由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劉

良教授帶領參觀各研究室、中藥標本中心及中醫院與附設中藥局等設備

與設施。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雖然 1999年才成立，但研究成果豐

碩，儀器精良，去年(2005)該學院教授發表之 SCI期刊論文即多達八十

餘篇；附設之中藥標本中心收藏六千餘種珍貴之中藥標本，並有真偽中

藥之櫥櫃展示以教育民眾辨識正確使用中藥。此次參與大會對中醫藥之

世界發展趨勢及先進研究設備有更深刻之體會與認識。 

三、 95年 11月 7日假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生命科學館演講廳舉辦「應用天

然物研討會」，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六位在這一方面有特殊研究成績的學

者、專家與在這一方面有長年研究或實務經驗者，一同在這一主題上做進

一步的研討。同時，設有海報論文發表研究成果及壁報論文發表，藉此研

討會的機會，相互間交換研究心得與建立合作管道，本次研討會吸引約



 

 28  

300名有興趣之校內外人士參加，成果相當圓滿成功，參與師生獲益匪淺。 

四、 生物資源系蕭文鳳教授暨研究生於 11 月 4~6 日參加 95 年台灣昆蟲年

會，共同發表五篇論文。碩二王齡國發表「水棲昆蟲在烏溪水質監測上

的利用」；碩二何書易發表「蠟蚧輪枝菌(Verticillium lecanii)之 chitinase

及 acid phosphatase固液態培養酵素活性分析」；碩二李長春發表「青紋

細蟌之交尾習性觀察」；碩一黃耀興發表「細蝶(Acraea issoria formosana 

Fruhstorfer)生活史初步研究」；助理簡巧治發表「綠殭菌(Nomuraea 

viridulus)之感染生理特性」。 

五、 本學院於 1月 10日邀請中央研究院張文昌院士蒞校演講，講題為阿司

匹靈與抗發炎藥物的研發，歡迎蒞臨聽講。 

◎ 語言中心語言中心語言中心語言中心 

一、 語言中心 95學年度諮詢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艾群教務長、陳淑嬌主任、

侯嘉政主任、洪銓修教授 

二、 語言中心 95 學年度華語文教學諮詢委員名單如下：信世昌教授（台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長）、許長謨副教授（成功大學語言中心中文

組組長）、方麗娜教授（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長） 

三、 為積極推動本校公務人員通過英語檢測，提升本校公務人員英語能力，中

心即將開設全民英檢中級班，由人事室補助部分學費，屆時歡迎本校編制

內公務人員參加。 

四、 作文比賽已於 10月 25日圓滿結束，得獎名單公布於語言中心網頁，歡迎

大家上網查看。 

五、 演講比賽將於 96年 1月 3日舉辦，報名日期至 95年 12月 27日止，同學

可至各校區語言中心報名。 

六、 多益及托福紙筆測驗今年嘉義考區最後一場於 11月 26日圓滿結束，2007

年的嘉義考區辦理日期為 4月 22日、7月 22日、11月 25日，要報考的

同仁，可上中心網頁查看報名時間。 

七、 本中心目前採購之全民英檢線上軟體，已將全校教職員資料匯入完畢，大

家可透過http://easytest.lgc.ncyu.edu.tw 教職員帳號密碼為個人薪資代

號，學生帳號密碼為學號去掉 s及 0，例 951111，歡迎大家自行上網練習。 

八、 本中心將於 12月 13日辦理生、管院校內大二英文檢定，考生注意事項已

分發至所屬系所班級，考試的成績佔其大二英文成績的 25%，缺考者將記

申誡乙次，請各系所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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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中心組員王照文先生於 11 月 30 日正式離職，新進人員高珮華小姐於

12月 1日正式任職。 

十、 本中心新民校區辦公室於 12月 5日完成施工，為配合學期時段，預定於

96年 1月 20日正式啟用。 

◎ 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一、 至今年底，創新育成中心促成之產學合作件數為 25件，衍生之產學合作金

額為 627萬元整。 

二、 本中心推動本校與鄰近生技園區(嘉義大埔美香草藥草園區、台南蘭花生技

園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情形： 

（一）嘉義大埔美香草藥草園區：除已促成該園區與本校簽訂策略聯盟

外，明年度雙方合作細節也已經開會討論，將針對特定議題，如舉

辦大型生技研討會、技術交流等進行合作。 

（二）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農科明年初將舉辦大型生技研討會，園區

已向中心表達希望能邀請本校相關研究單位共襄盛舉，向在場與會

人員說明本校研發能量。 

◎ 技術移轉中心技術移轉中心技術移轉中心技術移轉中心 

技轉中心於 12 月 27 日(三)上午接受行政院農委會進行智慧財產權評鑑作

業，中心人員已積極準備。 

◎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一、 第 4期通識學報已於 9月出版，第 5期預定於 96年 9月出版，6月截稿，

歡迎各位同仁踴躍賜稿。 

二、 通識講座於 95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試辦一學期，96學年度將全面開辦，

該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列為必修課程。 

陸陸陸陸、、、、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發處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95.11.20台高通字第 0950170908號函規定，須於 95年 12月 31日前

提報教育部審查。 

二、 本案主要審議的項目為下列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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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士班申請案。 

（二） 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 

（三） 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 

三、 本校 97學年度提請增設案計有：（相關附件於會場陳列，請參閱） 

1.幼兒教育學系博士班。 

2.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班。 

3.體育學系博士班。 

4.藝術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5.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6.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7.應用天然物研究所博士班。 

四、 本案業經 12月 1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條文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第二條修正說明如下： 

（一） 依本中心 95年 11月 3日簽請 核示，建議提請校務會議審議。 

（二） 依據 95年 10月 31日通識教育委員會建議，增聘學務長為當然

委員，又因通識課程有學群之規劃，由院長當召集人，較能統合

該學院之師資，因此擬再增聘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三） 修改本心中設置辦法第二條，增聘學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將通識教育委員提高為十九至二十三人。 

二、 第五條修正說明如下： 

（一） 依據中華民國 95年 10月 31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通識教育委

員會委員建議設立課程委員會。 

（二） 「課程委員會」負責審核新開通識課程事宜，其成員為：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 

（三） 由「學群召集人」先對新開課程做協調及溝通，再由「通識中心」

做初步審查，最後送「課程委員會」討論決定是否開課，以俾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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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完整及完善性。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件 4，頁 15） 

決議：修正通過。第二條有關開會時間，將不定期開會修正為每學期開會一次每學期開會一次每學期開會一次每學期開會一次

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95年 12月 19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3 條、第 13 條之 1規定修正（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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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96年 8

月 1日實施）。 

三、 本案係修正第 2 條：教學、服務成績所佔比例。 

四、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乙

份（附件 5，頁 16-17），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第二條增列第二項：各學院各學院各學院各學院、、、、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就前項升等評就前項升等評就前項升等評就前項升等評

審標準得在審標準得在審標準得在審標準得在百分之五範圍內自行調整百分之五範圍內自行調整百分之五範圍內自行調整百分之五範圍內自行調整，，，，惟須在其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惟須在其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惟須在其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惟須在其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

點或細則中明定點或細則中明定點或細則中明定點或細則中明定。。。。 

※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95年 12月 19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 95年 11月 28日台學審字第 0950175407號函辦理。 

三、 修正重點如次： 

（一） 第 2 條：教評會分級，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二） 第 3 條：校教評會組成及院、系（所）教評會委員組成及任期之核

備方式。校教評會組成係依據教育部訪視委員意見及參考各國立大

學組成情形，經校教評會決議，校教評會置委員由學術副校長、教

務長及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院

務會議推舉不同系所之教授代表 2人組成之（師資培育中心之教授

則歸併師範學院），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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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4 條：教評會之職掌，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四、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乙份

（附件 6，頁 18-21），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校教評會置委員十七至三十三十七至三十三十七至三十三十七至三十三

人人人人，由由由由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副校長、、、、教務長教務長教務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研發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研發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研發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研發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

然委員然委員然委員然委員，另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不同系所之教授代表三人組成之不同系所之教授代表三人組成之不同系所之教授代表三人組成之不同系所之教授代表三人組成之（（（（師師師師

資培育中心之教授則歸併師範學院資培育中心之教授則歸併師範學院資培育中心之教授則歸併師範學院資培育中心之教授則歸併師範學院），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

人人人人。 

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之教授代推舉之教授代推舉之教授代推舉之教授代表三人表三人表三人表三人，限男性及女性代表各一人，餘餘餘餘

一人則按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訂各學院之排列順序一人則按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訂各學院之排列順序一人則按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訂各學院之排列順序一人則按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訂各學院之排列順序，，，，推舉女性代表數推舉女性代表數推舉女性代表數推舉女性代表數

名名名名，，，，以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以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以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以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但該學院但該學院但該學院但該學院

無女性教授時無女性教授時無女性教授時無女性教授時，，，，得推舉副教授職級之代表得推舉副教授職級之代表得推舉副教授職級之代表得推舉副教授職級之代表。。。。 

前項任一性別委員及各學院置推舉之候補委員一人，於該性別委員及該

學院推舉之委員出缺時遞補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推舉之委員任期二推舉之委員任期二推舉之委員任期二推舉之委員任期二年年年年，，，，每年每年每年每年至少至少至少至少改選改選改選改選一人一人一人一人，，，，連選得連任一次連選得連任一次連選得連任一次連選得連任一次。。。。 

※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係依據新修正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教育部 95年 11月 13日台人（一）

字第 0950160137號函及 95年 11月 29日台高（二）字第 0950162034號

函辦理。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據 95年 11月 14日 95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決議將本校「民

生校區」更名為「新民校區」（第 4 條）。 

（二） 依據大學法第 14 條規定略以，大學得設各種行政單位，行政單位

之名稱、職掌、分工、行政主管之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

學組織規程定之，爰明定各單位職掌事項（第 7 條及第 8 條）。 

（三） 依教育部審核意見，於校長任期增列自 2月 1日或 8月 1日起聘

「為原則」等文字，以增適用彈性，另明定校長因故出缺時之代

理順序。（第 15 條及第 18 條）。 

（四） 依教育部函略以，各級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應考量性別比

例，遴選委員並應具性別平等意識，爰修正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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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之性別比例及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第 17 條）。 

（五） 依教育部函審核意見，修正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主任資格（第

31 條之 1）。 

（六） 為使院（系）務推動順遂，修正院長（系所主管）起聘日期及代

理期間，以利後續辦理院長（系所主管）遴選事宜。（第 32 條及

第 33 條） 

三、 本案經本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附件 7，頁 22-34）、大學法（摘

錄）（附件 8，頁 35-36）、本校組織規程（附件 9，頁 37-48）及教育部 95

年 11月 13日台人（一）字第 0950160137號函及 95年 11月 29日台高（二）

字第 0950162034號函（附件 10，頁 49-51）各 1份，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學生事務處執掌，學生輔導修正為心理心理心理心理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第六款圖書館執掌，教學研究之蒐集修正為教學研究相關文獻之教學研究相關文獻之教學研究相關文獻之教學研究相關文獻之

蒐集蒐集蒐集蒐集；第十二款軍訓室執掌，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學生安全之維

護修正為學生安全之維護與處理學生安全之維護與處理學生安全之維護與處理學生安全之維護與處理。 

※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95年 12月 19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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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96年 8月 1日實施。 

三、 本案係再依據教育部 95年 11月 28日台學審字第 0950175407號函辦理。 

四、 修正重點如次： 

（一）第 3 條：各院、系（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之核備規定。 

（二）第 4 條：講師之資格及成就傑出之教師聘任之規定。 

（三）第 5 條：新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審查規定。 

（四）第 9 條：教師進修、研究、借調及女性教師因懷孕生產之升等年資

採計。 

（五）第 12 條：校教評會不同意升等之通知方式、升等人數之限制（本條

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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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自 96年 8月 1日實施），本條酌作文字修正，並賦予校教評會委

員綜合評量之審核空間，以申請升等教師人數之二分之一（餘數進

一）為原則，確切人數由校級教評會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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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13 條及第 13 條之 1：教師升等研究項目之評分方式。 

1. 茲將校教評會討論之甲、乙案簡述如下： 

（1） 甲案：係以著作外審成績即為研究成績，詳如國立嘉義大學教

師升等評分表。 

（2） 乙案：研究成績分為外審研究部分及七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

助及其他學術成就等二部分，詳如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

表（分學院及系所、中心適用 2 種表格）、國立嘉義大學教師

升等學術成就評分表（外審成績除外）。 

2. 本部分經校教評會決議採乙案，原訂七七七七年內年內年內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

其他學術成就部分改為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五年內，並經 95年 12月 22日專案小組研議

教師升等評分表內容修正如附件。 

（七）第 14 條：新聘教師至本校聘任後經教育部審定高一職級者之改聘方

式。 

（八）第 15 條：申覆成立之辦理方式。 

（九）第 16 條：為維護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作業之公正性，擬依據教

育部 95年 11月 29日台學審字第 0950178543號函規定增訂，有關

評審過程及審查人應予保密，並嚴禁送審人請託、關說等情事。 

（十）第 18 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

職人員之升等規定，係依據訪視委員意見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

條之 1規定修正。 

（十一）第 20 條：校務基金進用編制外教學人員之聘任及升等規定。 

（十二）第 21 條：本辦法實施之規定。 

五、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附

件 11，頁 52-64）及「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甲、乙案）」（附件

12，頁 65-68）各乙份，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 

一、 教師升等評分表（乙案-學院適用）修正如下： 

1. A2修正為五五五五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年內本職級研究計畫獎助及其他學術其他學術其他學術其他學術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2. Aa與 Ab合併為 AaAaAaAa（（（（50505050﹪）﹪）﹪）﹪），內容合併為 5項。 

3. Ac修正為 AbAbAbAb（（（（50505050﹪）﹪）﹪）﹪），內容修正為其他學術其他學術其他學術其他學術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二、 教師升等評分表（乙案-系所、中心適用）內容同第一項修正。 

三、 教師升等學術成就評分表（乙案-外審成績除外）修正為教師升等學教師升等學教師升等學教師升等學

術研究成果評分表術研究成果評分表術研究成果評分表術研究成果評分表，內容同第一項修正。 

四、 修正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研究部分之其他學術成就修正為其其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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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術他學術他學術他學術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 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幼兒教育學系、應用經濟學系及土木與

水資源工程學系)停招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各學制班別停招需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通過，再陳報教育部核備。 

二、 本案停招之三系已經過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三、 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擬於 96學年度二年制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公告停

招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柒柒柒柒、、、、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 臨時動議一臨時動議一臨時動議一臨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草案）」修正案（詳

如附件），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設置辦法修正第二條：新增「辦法」。 

--本校設置各類附屬單位，其設置須經相關單位發起，研提設置辦法或要

點及規劃書，經審查通過後，始得成立。 

二、 修正第四條：刪減「兼職之專任教師不得要求減少授課時數」 

--本校設置各類附屬單位，其設置須經相關單位發起，研提設置辦法或要

點及規劃書，經審查通過後，始得成立。 

決議：照案通過。 

捌捌捌捌、、、、    主席指示事項主席指示事項主席指示事項主席指示事項 

一、 為提高本校師生至印尼及越南發展的競爭力，請進修部研議開設印尼語及

越南語進修班的可行性。 

二、 請秘書室將本年度全校研究及補助計畫名稱、主持人與金額等相關資訊登

載於本校校訊，並請將捐款名單登載以昭公信。 

三、 請秘書室與人事室編訂全校各單位（含行政及學術單位）全年度重要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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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俾各單位得以事先規劃各重要事項工作時程，以提升行政效率。 

玖玖玖玖、、、、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 5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