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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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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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惠珍 

出席人員：王以仁副校長、沈再木副校長(公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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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 開會人數己達法定人數，宣布開會。 

二、 首先感謝各位主管於年終各單位行政業務繁忙及各項研究計畫正辦理

結案的時候，撥冗參加今天的行政會議，也藉此機會對各位主管一年來

協助校務推動的辛勞致上最大的謝意。本校一年來在各方面的進步受到

教育部長官及社會各界的稱許，尤其研究計畫報告水準的提升，也受到

各委託機關很大的肯定；成立僅三年的學生高爾夫球隊在教練黃朝嘉老

師指導下，勇奪今年全國大專高爾夫球錦標賽團體甲組總冠軍及男子個

人甲組冠軍，為本校爭取很大的榮譽；另，本校大學校務追蹤評鑑計畫

審查結果，業獲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審查全數通過，這是全體師生共

同努力的結果，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未來在各方面均能爭取最好的成績。  

三、 近日學生車禍事件增多，請各相關單位加強宣導，請學生多加重視交通

安全，騎乘機車一定要配戴安全帽，遵守速限限制及保持一定車距，以

維自身安全；年關將屆，校園整體安全應再加強，也請駐警隊加強巡邏，

維護校園安全。 

四、 請各位主管轉知師生及同仁，在互動時應注意兩性平權問題，遵守校園

兩性平權規定，尤其老師在指導學生及教職員工同仁互動時，更應特別

留意自身言語及行為舉止，避免造成學生及同仁有不舒服的感覺，衍生

不必要的困擾。 

貳貳貳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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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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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會議紀錄確認，同意備查。 

参参参参、、、、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第二十五點有關研議本校二年制在職專班 97 學年度停止招生相關事

宜，已於 12 月 12 日上午由沈副校長召開協商會議，初步決議應用經

濟系、土木系及幼兒教育系各 1 班自 97 學年度起停招，員額將轉型

至日間學制，若轉型為日間部大學部學士班，教師員額將不足，希望

能朝研究所或一系多所方向規劃，請各學院考量各系及學校整體發展

需要提出計畫，再提相關會議討論。 

二、餘如書面資料，同意備查。    

肆肆肆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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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育部於 11月 21日 E-mail通知各校，教學卓越計畫第一季（8-10月）

總執行率未達 25%或資本門執行率未達 25%者，應分別提出說明，於 11

月 22日下午 3時以前 E-mail回覆教育部。本校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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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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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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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為配合本校學習成效期中預警制度之落實，已請各授課教師於 12月 3日

（星期日）前至校務行政系統完成本學期學生期中各項考核成績上傳作

業，教務處將於 12月 4~8日期間，印製期中學習成效預警通知單，並發

送各系導師及主管作為學習輔導參考。 

三、 本校 95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學雜費減免開始受理申請，凡身心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原住民學生、軍公教遺族及低

收入戶子女等均可申請，申請期限至 95年 12月 22日止。 

四、 96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招生已於 11月 25日至 12月 3日辦理甄選，12

月 6日放榜，共錄取碩士班研究生 216名。 

五、 96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簡章及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簡章已發售，並分送各

學系卓參。 

六、 96學年度碩士班及體育運動績優單獨招生簡章預定在 12月 18日開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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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並建請各系所加強招生宣傳。 

七、 感謝學務處僑外組於 11月 25、26日赴台北藝術大學參與在台外籍生聯

誼會，並分送本校 2007年外籍生招生簡章。另各單位或師長如有出國參

訪或聯繫外國朋友須用外籍生簡章時，可逕洽招生組，以便適時提供。 

八、 95（一）全校教師鐘點費業已於 11月 29日奉核在案，並已送出納組辦

理核發，近期內會陸續將款項匯至教師帳戶，如仍未收到鐘點費，教師

可向出納組洽詢。為加速鐘點費核發，請各系所務必依校訂時程依校訂時程依校訂時程依校訂時程擲回教

師鐘點資料表，並請避免避免避免避免開學 3週後仍繼續異動課程異動課程異動課程異動課程，影響鐘點時數計

算的正確性與時效性。 

九、 為編訂本校「96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請依本校課程架構、開課容量及

課程規劃注意事項等原則，擬定 96學年度課程標準，經各系所課程規劃

委員會議審議後，由各院統整，並連同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於 96年 1

月 26日（五）前送教務處彙整，俾便召開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及教務會

議審議，以完成報部作業。 

十、 為提昇行政效率，請各學院務必將教務處所發各項通知，確實轉知所屬

系所與相關師生，以免影響師生權益。 

十一、 依據人事室發函，各系所應於各學期開學前完成新聘專、兼任教師作

業，以利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進行教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教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教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教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以維護學生修課權益與教

師鐘點資料正確性。 

十二、 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六點規定，兼任教師所開課程之需

要性，每年應提請各系（所、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嚴謹審查，兼課

時數每週至多以 4小時為原則。 

十三、 教務處搬遷工作已完成，課務組辦公室位置已遷移至原軍訓室辦公

室，註冊組與招生組仍在原處辦公，各單位將秉持熱誠繼續為師生服務，

歡迎各位師生蒞臨指教。 

十四、 95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各系所已於 11月 30日完成教務系統開排課

作業，預定 12月 22日開放學生預選，敬請各開課單位，在學生預選前

確認所有課程與授課教師課程與授課教師課程與授課教師課程與授課教師安排，以免影響學生修課權益，並利學生及早

妥善規劃課程安排。 

◎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一、 生活輔導相關業務： 

（一）日前有數件學生因對請假規則不熟悉而反映權益受損，請各系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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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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配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宣導及加強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各

系所宣導教師或學生們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

權。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之權利，影印係重

製之方法，影印他人之著作，除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規

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應事先取得著作權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

否則即屬侵害重置權之行為。故如符合合理使用之規定，故可於合

理範圍內，影印國、內外之書籍。惟如係影印整本書籍者，實已超

出合理使用範圍，應屬侵害重製權之行為，如遭權利人依法起訴，

可能受刑事處罰及負民事賠賞之法律責任。 

（三）配合內政部宣導換領新式國民身分證，舊式國民身分證訂於 96 年 1

月 1日起停止使用，請尚未換領新式國民身分證之學生，儘速於 95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換證，相關事項請上內政

部網站查詢(www.ris.gov.tw)。 

（四）12 月 11 日及 13 日於蘭潭校區女三舍舉辦美容講座，邀請專業美容

顧問教導基本彩妝及保養，讓同學能更加美麗有自信。 

（五）蘭潭宿委會預定 12 月 21 日晚上 6:00~9:30 於蘭潭校區學生宿舍餐

廳 2樓舉辦「2006 冬至＆聖誕活動」，讓同學相互聯誼並感受溫馨

的佳節氣氛，活動由校長主持，歡迎各院系師長共同參與。 

二、 學生社團相關業務辦理情形： 

（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學生活動中心社團冷氣之裝設，目前已完成，將提供社團社課或

活動更加理想之空間。 

2.本學期自8月1日至今(11月30日)已核准之補助社團經費(包括購置

器材)計1,533,039元，其中社團活動經費: 958,624元，器材購置: 

574,415元。 

3.柔道社於 9月 28 日參加「95 年度全國柔道錦標賽」，榮獲大專男

子丙組第七級之金牌及銀牌，表現極為傑出。 

4.空手道社於 10 月 18 日參加第四屆體委杯全國學生安全競技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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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錦標賽榮獲一項第一名(黃康帆，大專男三招對打)、三項第三名

（陳威辰，大專男型丁組；葉銓益，大專男型丁組；黃康帆，大專

男三招對打）、一項第五名（邵士洪，大專男型丁組）表現優異。 

5.攝影社從9月 29日至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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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已圓滿結束，成果豐

碩，得到服務學校台南縣西埔國小師生高度肯定。 

6.校慶系列活動歌唱比賽-「華視快樂星期天校園歌喉戰活動」，11

月 6日於校內決賽，11 年 26 日（星期日）晚上 8:00~9:30 於華視

頻道首播，節目中並介紹學校淵源及校園美景，對於提高學校知

名度及形象將有所助益。 

7.空手道社本學期自11月11日起至12月2日一連四週假日於民族國

小舉辦帶動中小學運動風氣—假日空手道教學，獲得學生與家長之

喜愛，成效極佳。 

8.光曦社於 11 月 12 日於嘉義市修緣育幼院為院童們舉辦慶生會，

此項活動為該社團之創舉，希望往後能持續進行，本處將極力支持。 

9.攝影社於 11 月 12 日-12 月 12 日在民雄國家文物館舉辦為期 1個

月之攝影成果展。 

10.機車研習社於 11 月 15 日起以較便宜價錢，幫忙預訂新生安全帽

反應熱烈，目前已訂 300 多頂，為新生提供更佳之服務。 

11.11 月 28 日舉辦社團期中會議，會議中針對活動舉辦、經費申請

及核銷為各社團詳盡說明，並適時答覆與解決社團幹部所提之各

項問題。 

12.95 學年度第 1學期蘭潭及新民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於 11 月

29 日舉辦，提供學生、社團幹部與學校有效溝通模式。 

13.民雄校區及蘭潭校區分別於11月29日及30日召開95學年度社團指

導老師座談會，聽取各指導老師的寶貴意見，與社團、學校達到共

識，以提高社團功能。 

14.水上活動社於 12 月 2、3日前往高雄參加 Arena2006 全民奧林匹

克游泳分齡賽(冬季)，表現優異。 

15.世界民族舞蹈社於12月 3日於林森校區樂育堂舉辦秋季聯歡成果

發表，100 多位師生與校外熱愛舞蹈者參與。 

（二）持續進行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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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吉他、流行音樂坊、管樂、國樂、口琴、吉致吉他、古箏七

社團將於 12 月 12 日於瑞穗館舉辦『天籟樂』第三屆音樂性社團聯

合展演活動，歡迎師長們開完會後前往觀賞。 

2.『2006 金鐘在我嘉』12 月 16 日於嘉義縣民雄鄉民雄演藝廳舉行，

本校為協辦單位之ㄧ，主要做金鐘獎頒獎前之暖場工作，由語藝

社、勁舞社、魔術社、流音坊、世舞社、手語社等社團協助表演。 

3.12 月 16 日（六）於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舉行 95 學年度志願服

務基礎講習，歡迎全校學生報名參加。 

4.本校管樂社將在 12 月 17 日晚上 9:00-9:50 於嘉義市國際管樂節

中受邀於文化中心室內表演廳演奏，希望師長們前往加油鼓勵。 

5.民雄校區將於 12 月 21 日晚上 7時假大學館演藝廳舉辦耶誕演唱

會，請多宣導全校師生前往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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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勁舞社、嘉簡呈儲戲劇坊、啦啦社、熱舞社所組成代表嘉義大學

創意踩街活動團隊，目前正加緊準備練習中。 

7.嘉大樂旗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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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後廣邀去年參加者前來協助，希望國際

管樂節時能以60人為目標，請各位主管再幫忙多作宣傳，讓更多學

生參與。 

8.農藝志工隊將於 12 月 23、24 日舉辦第十次嘉義市區低收入戶家

庭農村生活體驗營活動，此項活動相當受到嘉義市區小朋友之歡

迎，希望能辦得更加成功。 

9.95 學年度全校合唱比賽決賽預訂於 96 年 4月 11 日（三）舉行，

請各學院辦理合唱比賽初賽，選拔 1～2隊參加決賽。 

10.預定於 12 月 20 日（三）12 時舉辦民雄學生活動中心興建規劃公

聽會。 

11.96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遴選，有意申請之學生請於 96 年 1

月 5日前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遴選所需相關表格請洽課外組

或上www.cyc.org.tw 救國團全球資訊網下載。 

三、 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就學貸款及工讀業務辦理情形： 

（一）獎助學金及急難救助： 

1.11 月 23 日召開本學期第 5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共核發急難救助金：6人、60,000 元；清寒學生助學金：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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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 元。 

2.10 月份學產基金急難救助金核發 2人、35,000 元，救國團急難

救助金核發 2人、8,000 元。 

3.本學年度中低收入就學補助至今計有 483 位同學申請，經送財稅

中心查核後將依其全家總收入多少（40 萬以下補助 7,000 元、

40-60 元萬間補助 5,000 元）於第 2學期學雜費中扣除；若尚有

同學符合資格，請轉告其洽課外活動組或各校區學務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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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網公告原住民獎學金等獎助學金等 98 項政府/財團法人獎學

金資訊，核轉 34 項、129 名學生申請資料，已獲獎之同學計有蔡

怡芳等 69 人，獲獎金額達 827,000 元。 

（二）就學貸款： 

1. 95 學年度第 1學期就學貸款，經台灣銀行查核結果（含蘭潭、

新民、民雄等校區），合格學生人數計有 1,574 人，其中 31 人因

本人或家庭成員欠息未還，已通知該生等儘速至台灣銀行繳清逾

期未還款，以利銀行撥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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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中

午 12：10~1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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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學生社團戲劇坊及勁舞社學生配合表

演，以吸引更多學生參與。 

（三）工讀業務： 

1. 95年10月份蘭潭、新民校區工讀金計核發張佩瑜等223人（1,402,080

元）。 

2. 95 年 10 月份民雄校區工讀金計核發蔡傑鵬等 118 人（442,720

元）。 

四、 僑外生業務辦理情形： 

（一）動物科學系外籍生倪克及丁旺兩人於 11 月 9日在指導教授連塗發

及邱啟明老師的陪同下，接受斐濟國家電台的越洋電話專訪。兩人

在訪問過程中暢談來台就學心路歷程及受到種種的照顧，同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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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開心可以將台灣及本校介紹給斐濟同胞，希望他們來校深造。 

（二）教育部於 11 月 24 日辦理「95 年度中央有關單位聯合訪視僑生會

議活動（南區）」，由林琮瀚先生、林季柔專案助理及蘇慧文等兩名

僑生前往參加，由中央各單位共同解決僑生在台求學所面臨問題，

讓僑生感受到政府照顧僑生之用心。 

（三）教育部 11 月 25 日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辦理「台灣大專外國學生國

際文化聯誼會」，本校參加才藝擂台賽，並於招生園遊會中設攤，

進行本校招生宣傳。11 月 26 日帶領參加活動學生參觀故宮博物院

及順益原住民博物館，讓本校外籍生更加了解本國之歷史文化。 

（四）95 年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及升學輔導老師參訪團於 12 月 5日

下午 2時 30 分蒞臨本校參訪，團長為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

會財政何宗榮先生，副團長為聯總升學輔導組主任魏文地先生，共

32 人；另有僑委會鄭月桂科長及李昆原先生陪同。由丁學務長負

責接待，除播放本校簡介影片、發予招生簡介外，並安排參觀本校

圖資大樓、園藝技藝中心。感謝圖書館吳館長及廖組長、以及園藝

技藝中心郭主任的導覽。 

（五）僑委會於 12 月 7日至 9日辦理「95 學年度全國僑生社團幹部研習

會」，本校由僑生聯誼會會長蘇慧文等三位同學參加。 

（六）僑外組辦公室隔間工程已於 11 月 23 日完工，木工裝潢部分將於

12 月中旬完工，屆時將可提供僑外生更高品質的服務及良好的諮

商輔導場所。 

五、 衛生保健相關工作： 

（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11月 29日召開95學年度第一次學校衛生委員會議，邀請校外委員

4名、校內委員 3名及各處室主管，共 16 名參加。會中決議： 

（1）自下學期開始，將進修部一年級新生強制納入健康檢查，

確保同學健康及本校防疫工作的完整性。 

（2）為了提升同學對本身健康與對目前周遭疾病的警覺心及認

識，自下學期開始，將在每學年各系系週會活動中，安排

一次有關健康議題的講座，並排入全校「導師制的行事曆」

中，請系主任及導師惠予支持。 

2.11 月 30 日注射 B型肝炎疫苗第一劑，對象：經健康檢查，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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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肝炎抗原及抗體者。 

3.12 月 4日下午辦理餐飲工作人員講習，題目為「認識食品添加

物及現場操作示範」。 

4.12 月 5日在各校區健康中心辦理「新生健康檢查衛生教育諮詢

活動」，對象為今年參加健康檢查之新生。 

5.12 月 6日下午 1：30－3：10 在瑞穗廳，辦理「量身規劃三 B帳

號」講座，聘請統一公司蔣曉秋藥師擔任，由統一公司現場贈送

試用品及有獎徵答。 

6.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健康服務人次統計如下表：  

月份 
項目 

9 月 10 月 11 月 

測量血壓 98 62 121 

血壓 130/80 13 4 6 

預防高血壓衛教 10 6 8 

外傷處理 191 329 338 

協助就醫   1   3 

體脂肪檢測（女） 50 22 44 

超過理想範圍 17 16 30 

飲食、運動衛教 17 12 16 

體脂肪檢測（男） 54 36 48 

超過理想範圍 28 19 28 

飲食、運動衛教 32 21 30 

測量身高 151 317 285 

測量體重 251 477 480 
 

7.校慶運動會醫務組服務人數統計如下： 
 

類別 

校區 
送醫 身體不適留觀 外傷換藥 肌肉拉傷 

蘭潭校區 2 2 20 5 

民雄校區 0 1 20 15 

新民校區 0 1 5 1 

合計 2 4 4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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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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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檢查人員之訓練。 

2.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0 日辦理本學期例行性餐飲業「成品或半成

品衛生品質檢驗」。 

3.為了加速落實政府環保政策，確保全校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衛生

保健組自 11 月 15 日開始推動「一人一筷，健康常在」宣導活動，

並自 95 學年下學期開始，用餐人全部自備餐具，校內餐廳將全面

停止供應餐具。 

六、 學生輔導相關工作： 

（一）本學期已完成工作： 

1.本校 9月份及 10 月份輔導個案統計，含日、夜間輔導輔導人次共

計 149 人（如下表），主要問題以生涯規劃為主、其次分別為人際

適應及兩性情感等。 

    國立嘉義大學 95 年 9-10 月份輔導個案院系別統計表：  

學院 系別 人次 

師範學院 

     輔導系 19 
     教育系 4 
     家教所 4 

特教系 9 
     小計 36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系 1 
     中文系 4 
     史地系 13 

外語系 9 
     小計 27 

農學院 

     精農系 1 
林產系 5 

     動科系  9 
獸醫系 2 
林產系 2 

      小計 19 

理工學院 
生機系 11 
小計 11 

管理學院 
     資管系 3 
     企管系 53 

小計  56 
總計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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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輔導中心於 11 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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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心理衛生系列小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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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主題為『認識你真好』，參加學員反應佳。 

3.為促進校園心理衛生活動之推展，學輔中心目前積極培訓『耕心

志工隊』，安排助人工作系列培訓課程，包含 10 月 18 日楊瑞珠老

師主講「快樂學習講座」、10 月 21 日及 22 日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

科侯育銘醫師、成功大學附設醫院葉宗烈醫師及嘉義長庚醫院精

神科周士庸醫師主講之「探索生命失落—憂鬱症電影賞析及專題

講座」系列心理衛生專題演講、10 月 24 日「認識你真好團體活

動」、11 月 2日及 3日「性別平等輔導知能研習活動」、11 月 7日

「相知相惜團體活動」及 11 月 7日由學輔中心林姿吟老師與學員

「談心理學在生活中的應用」等，未來將使志工隊的成員走向更

具專業知能的『耕心種子』。 

4.本學期開辦之系所家長日於 11 月 4日（星期六下午）、11 日、18

日（星期六上午 9:30~11:30）辦理，學輔中心以活潑的造型氣球

進行各校區校園佈置，蘭潭及民雄校區均邀請童軍社同學進行校

園引導，使當天校園氣氛溫馨且活動進行流暢。近期內各學院辦

理情形彙整後，將由各學院評選出辦理情形較佳的系所，該系所

將可獲得 1元補助以玆獎勵，各院系所家長日辦理情形統計詳如

附件（附件 1，頁 1-2）。 

5.教育部委託南區大專院校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成功大學

學務處）進行「南區大專院校學生身心健康與高危險群行為調查」

之抽樣調查，本中心協助安排本校林產科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

學系一至四年級學生進行包含網路、憂鬱自殺、毒品使用等多項

身心健康行為之追蹤調查，於 12 月 6日班會時間進行施測。 

6.「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會報」11 月 28 日中午於民雄校區行政

大樓舉行，由丁學務長與曾主任分別擔任主持人，參加對象包括

身心障礙學生的導師與系主任及教官。 

7.提供資源教室學生名單予總務處營繕組，協助申請校園無障礙環

境改善經費。 

8.進行資源教室學生住處訪視，藉以瞭解學生校外賃屋之居住環

境，以及新生住進宿舍之適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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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轉介進修部森林系大一某生至學生輔導中心晤談，但該生因精神

狀況不穩定，已於日前申請休學，後續擬由學輔中心輔導老師不

定期與該生家長會談，協助學生獲得較佳的控制。 

（二）持續進行之工作： 

1.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學輔中心配合學生需要積極辦理各項心理

衛生講座，以培養學生正確之觀念，預計於 12 月 20 日、12 月 27

日、96 年 4月中旬辦理「大學生的情慾世界」系列講座，歡迎本

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目前 12 月 20 日場次已邀請到兩性專家成

功大學饒夢霞教授擔任講座。 

2.為執行卓越計畫，學輔中心所成立「壓力管理中心」之修繕工程

及相關設備採購事宜，目前均招標作業中（第一次均流標），期望

於 12 月底前建置完成，以利後續業務之推展。 

3.各校區「壓力管理暨學生輔導中心」環境建置工程部分，蘭潭校

區 OA 設備採購已於 11 月底完成驗收，民雄與新民校區之諮商與

辦公等空間建置亦積極規劃中，期望於 12 月底前完成建置工作，

以俾利學輔中心各校區壓力管理與輔導工作之推展。 

4.針對本校全體新生所進行之「台灣人憂鬱量表」心理測驗，目前

已行文通知各系大一導師及同學，於期中考後 11 月 29 日起，於

各院系時間陸續舉行，預計 12 月中旬將施測完成，施測結果將以

保密方式個別告知受測同學，並將統計結果提供導師相關輔導之

參考。 

5.為建立院系輔導制度之推展，學輔中心於本學期初發送「心理衛

生講座院系需求調查表」至各班，以了解目前各院系對心理講座

之需求情形，各班導師協助送回之調查表，目前半數系班業已將

學生填好之問卷送回中心，中心亦開始著手進行資料彙整統計，

將於近期內完資料建檔，相關資料將作為輔導業務推展之參考，

服務將更能貼近同學的需求。 

6.辦理 95 年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結案作業，將於

12 月 31 日前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工作成果摘要表陳報教育部辦

理結案。 

7.協助特教系、美術系、中文系和動科系完成教育部補助身心障礙

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補助款的設備採購。 

8.將分別於蘭潭、民雄校區舉辦資源教室輔導學伴期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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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校安業務辦理情形： 

（一）本校95年9月至10月登錄教育部校安中心交通意外事件，受傷人數計

27人，交通意外事故比率偏高，尤其現正值期中考試結束，同學心

情放鬆之際，請各系所運用集會時間及軍護課程，加強交通安全宣

教，以維學生安全；本校交通事故分類統計表如下表： 

          以年級區分：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二技一 二技二 研一 研二 進修部 合計 

7 9 6 3 0 0 1 0 1 27 

以學院區分： 

理工學院 農學院 生命科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師範學院 進修部 理工學院 合計 

5 12 3 1 5 1 5 27 

（二）自 12 月 1 日起執行校內(外環道)騎機車未戴安全帽罰款 100 元，

成效良好。 

（三）部分同學反應，本校教職員於校內行車速度過快，影響學生安全，

請各行政單位及教育研究單位主管妥為宣導，車輛行經校區應依規

定速限行駛，另請駐警隊協助勸導取締。 

（四）教育部 95 年 11 月 20 日以台軍字第 0950173248 號函請各級學校落

實「毒害一生」反毒宣導影片收視，經查本校 94 學年度已針對大一

學生（現大二）運用軍護課程完成宣導收視，請各系所運用集會時

間持續對大一、三、四及研究所同學實施宣導收視，並於 12 月 18

日前將執行成效送校安中心，以利本校轉陳教育部備查。 

（五）時值冬季，嘉義市政府函請本校利用朝、週會或家長座談等時間加

強宣導防火觀念（含外宿生沐浴使用瓦斯安全），並教導學生火災

發生時應如何因應等安全逃生保護措施，請各院系協助宣導。 

◎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一、 本校重大工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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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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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5,000萬元，11/17簽准撥付營建署工程款 2,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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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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於 11/30奉核，變更設計項目本校同意辦理，後續作業程序將

請營建署依代辦權責核處，並送本校核備。 

3.戶外水保景觀工程變更設計案已於 11/21申報完工。 

4.景觀植栽工程 8/25決標（第 5次），原定 11/14完工，因施工要

徑因素，同意於土建廠商 P1 滯洪池坡面完成後 1 日內完工

（11/22）。另「長春花」工項因花期生長關係，將展延至 96年

3 月 15日前完成，其餘工項配合本校啟用時程辦理部分驗收。

（於 12/1辦理完工查驗） 

5.教務處設備需求於 11/9 召開協調會（原訂 11/25前完成招標文

件），生命科學院設備需求於 11/16簽核（奉示併教務處設備案

辦理），11/21 召開設備需求協調會，請建築師於 12/10 前完成

全案（生命科學院部分）相關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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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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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館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本案建築師已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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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2/4上網公告，12/20

第 1次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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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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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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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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建項修正預算，已於 11/7

完成，11/17重行修正後第 1次招標資料簽核，於 12/8修正後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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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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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 12/4第 3次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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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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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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已於本校發文日起

50日（11/16）完成細部設計，於 11/29召開第 2次諮詢委員會，

紀錄陳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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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新富段首長宿舍

拆除開發工程 

承辦人員：吳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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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建案（經費來源及後續建築師甄選）11/29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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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簽核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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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為因應鐘點費及薪資作業上線使用，各項撥款明細將改採以 e-mail 方式

發送，不再印送紙本通知，請轉知所屬，如尚未提供 e-mail 帳號者，能

儘速填送出納組，俾利資料建檔，以免無法收到薪資等撥付明細通知。 

四、 依據檔案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及本校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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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於公文辦畢歸檔前，應注意事項： 

（一） 案件或其附件不全，或附件未經簽准而抽存者。 

（二） 案件污損或內容不清楚者。 

（三） 案件未經批准或漏判、漏印、漏發、漏會者。 

（四） 案件未編列文號或文號有誤者。 

（五） 案件未填註保存年限或分類號者。 

（六） 案件未依規定編碼或頁碼編寫有誤者。 

（七） 案件有二頁以上，未蓋騎縫章者。 

（八） 樣張或已作廢之契約憑證等文件，有漏蓋「樣張」或「註銷」字樣。 

（九） 案件與公文案件登記簿之登載不符者。 

（十） 案件未能以原件歸檔，且未經簽奉權責長官核准者 

五、 依據「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四條及本校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機密

文書歸檔時，承辦人員應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並於封面註明單

位名稱、收發文號、案由或案名、分類號、頁數、件數、附件數、案卷

內文件起訖日期、保存年限、機密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封口簽

章後，送文書組歸檔。 

六、 文書組目前已完成編印「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手冊」，將放置

於本校檔案閱覽室及圖書館，供民眾自由取用。 

七、 「國立嘉義大學檔案管理手冊」已完成初稿，送本校檔案管理工作委員

會修訂，預計於 95 年 12 月出版。 

八、 為加強本校同仁對於機密文書處理觀念，特邀請教育部檔案科視察趙臺

山於 95 年 11 月講授「機密檔案管理研習」。並已陸續完成本校前身嘉義

師範學院及嘉義技術學院，民國 46 至 75 年之機密檔案清查。 

九、 新設檔案庫房已於 11 月 20 日完工，密集式檔案架亦已於 11 月 25 日安

裝完成，預計於 12 月上旬完成驗收，已換裝去酸檔案盒之檔案即可陸續

上架，預定於 96 年 1月 10 前完成全校檔案搬遷工作。 

十、 為提昇本校檔案管理效能，已於本校總務處網頁首頁新闢「檔案管理」

專區，並將「本校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連結至圖書館首頁，提供民

眾更便捷之檔案開放應用；目前正與電算中心洽商將「檔案管理」專區，

連結至本校首頁。 

十一、 總務處保管組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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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戶眷舍合

法現住戶提出自願遷讓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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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總務處保管組將於 12 月底以前會同會計室完成財產復盤工作，請各單

位務必先自行盤點。 

十三、 依本校核發教職員工交通費要點第 2 點規定「本校交通費之核發，以

編制內教職員工為限」，因專案計畫教學人員非本校編制內教師，經通盤

考量並參酌其他國立大學之發放對象亦以編制內教職員工為限居多（附

件 2，頁 3），故本校交通費之發放對象仍依現行規定辦理。 

十四、 駐警隊工作報告： 

（一） 已於工程館後方林牧路及北側門崗哨後方增設機車停車位。 

（二） 增設標線、指示牌等設施，維護交通動線順暢安全。 

（三） 增設應化系館腳踏車架。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一、 本校 95年 10月公文零逾限，時效統計表如附件（附件 3，頁 4-12），請  

卓參。為避免同仁因業務繁忙，忽略承辦公文之辦理期限已屆，秘書室

於每週三根據文書組提供之逾限未結案件催辦單辦理稽催工作，敬請  

加強督促單位內同仁處理公文務必依文書處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以下 4

點避免公文逾限之注意事項，請  卓參。 

（一） 請同仁務必要「隨時關心自己所承辦之公文現況—目前流向、是否

結案、有無逾限」，每日下班前務必要上公文管理網頁檢視公文概

況，當可避免公文逾限。 

（二） 請登記桌同仁每日流覽單位公文管理網頁，若有當日到期但未辦結

者，應提醒單位內同仁做展期處理，避免公文逾限。展期天數請依

照 本 校 95 年 4 月 公 文 流 程 抽 查 考 核 結 果 報 告 （ 請 上

http://adm.ncyu.edu.tw/~secretary/p01/docu-evalute.htm秘書室網頁查

詢）之規定辦理，爾後公文展期之申請，若未能依前述查核結果報

告之展期天數原則申請展期，秘書室將以退件處理，並將未依規定

申請展期，以致公文逾限者，簽請校長核可後送交考績委員會卓參。 

（三） 請加強對新進同仁宣導公文處理流程，定期辦理相關講習，並製作

手冊發送新進人員，協助其早日熟稔公文處理流程。 

（四） 專任教師因忙於教學與研究，請行政同仁務必盡到協助與告知公文

處理流程之義務，以免公文逾限。 

二、 感謝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進修部、電算中心、人事室、師資培育

中心等單位全力支持本校依教育部 9月 28日之來函研提本校「96年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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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保護方案」，共有重點項目 5項、一般項目 10項，詳如附件（附件 4，

頁 13-19）。本室已將前述各單位所提之方案與具體措施彙整，並發通知

請各單位積極辦理，本案本室將依教育部規定列入管制考核，敬請  配

合辦理。 

三、 行政院為落實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 2015 年發展願景，提出第一階段三

年衝刺五大套案計畫（2007-2009 年）－「產業發展套案」、「金融市場套

案」、「產業人力套案」、「公共建設套案」、「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其中

「產業發展」、「產業人力」、「社會福利」等三大套案計畫重點內容與教

育的發展關係密切。教育部請學校適時向全校教職員工宣導計畫內容，

並配合政府政策大力推動，教育部並將於近期邀請相關部會代表召開分

區說明會，更具體落實推動相關計畫，達成「繁榮、公義、永續的美麗

台灣」願景。摘錄與學校相關計畫重點及措施，其餘套案計畫相關內容

請各位主管上行政院網址參考。（附件 5，頁 20-31） 

四、 秘書室校友聯絡組組長自 12 月 1日起，商請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馮淑

慧老師擔任，請各位主管繼續給予指導。 

五、 本校 95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工作報告： 

(一) 依據教育部 95 年 1月 17 日教育部 95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本校 95 年 2月 7日召開會議擬定「本校 95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

計畫」於 95 年 2 月 10 日報教育部核准辦理，且函送各單位依計畫

實施。本本本本（（（（95959595））））年度將屆年度將屆年度將屆年度將屆，，，，請各單位確實依本校擬定之請各單位確實依本校擬定之請各單位確實依本校擬定之請各單位確實依本校擬定之「「「「95959595 年度提年度提年度提年度提

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所定期程於所定期程於所定期程於所定期程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前依計畫落實執行完月前依計畫落實執行完月前依計畫落實執行完月前依計畫落實執行完

畢畢畢畢。。。。    

(二) 本校於 95 年 2月 7日會中決議成立「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成

員由本校現有實施對象之 14 個行政單位組成。本推動小組每 3-6

個月定期開會一次，辦理自我評鑑及訂定相關獎懲辦法，並應確實

定期列管各項推動工作，指定專責人員詳實紀錄推動過程，各項工

作進度應依期程進行，並定期召開「提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檢討、

追蹤、改進。 

(三) 依據教育部 95 年 4月 18 日來函指示：辦理教育部為民服務不定期

考核工作計畫，有關受評機關及確實訪評日期，教育部會於考核前

一天以首長電子郵件通知。本校 95 年 5月 30 日召開 95 年度提升

服務品質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依據本校 95 年 2月 10 日報部

之「95 年度本校提升服務品質計畫」，由秘書室擬定「本校 9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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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服務工作自行考核計畫及考核項目」及「「「「嘉義大學嘉義大學嘉義大學嘉義大學 95959595 年度教年度教年度教年度教

育部為民育部為民育部為民育部為民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服務不定期考核項目及評分表服務不定期考核項目及評分表服務不定期考核項目及評分表服務不定期考核項目及評分表」」」」，由各單位先於 7

月、10 月分二次自行檢測，推動小組擇期於 8月、12 月複測，並

發布本校同仁周知（本次會議將各中心及院、系所納入實測考核對

象）。複測結果並通知各單位確實改進。 

(四) 教育部於 95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00-12:00 蒞校進行「教育部為民

服務不定期考核」實地訪視及審查相關書面資料，評審項目：機關

網頁建置、遠距及資訊化服務措施、提供合作服務、延伸服務據點、

照顧弱勢提供特殊服務、主管參與提升民服務情形、申辦案件作業

時程等項目進行考核。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9595959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函送本函送本函送本函送本校校校校「「「「95959595 年度為年度為年度為年度為

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報告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報告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報告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報告」」」」乙份乙份乙份乙份，請各單位依教育部考核意見研議提

昇服務品質作法，於 96 年 1月 5日前送本室彙整簽核後 96 年 1月

20 日前函復教育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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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撰寫撰寫撰寫撰寫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95959595 年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年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年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年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並提供佐證資料、佐證圖(照)

片[含簡要說明]，請於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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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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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69696））））年年年年 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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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圖資大樓自 95年 5月 8日開始啟用以來，演講廳舉辦之學術研討會計

有教務處等各單位 12場【每場支援人力計有館員 1-3名、工讀生 2 名】，

參訪單位計有台灣大學等 10單位，展覽廳展示次數計有陳政見老師書法

展等 8場。 

二、 本校 95年度圖書增加情形如下表： 

本校 95年 1-11月新增圖書冊數及藏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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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冊數 95年新增冊數 館藏冊數 

中文 375,586 20,209 395,615 

西文 82,935 11,286 94,221 

合計 458,521 31,315 489,936 

三、 日本關西大學石田浩教授致贈本校圖書 5,495冊，期刊 6,785冊，共 12,280

冊，已於 11月 22日進館。 

四、 本館於 10月 19日（四）至 10月 25日（三）下午 2 至 3 時於各校區分

別舉辦「嘉大博碩士論文系統」操作說明會，該說明會以研究生及所辦

人員為對象，內容為：研究生繳交論文流程及畢業論文如何加入浮水

印 、轉成 PDF 檔及論文資料建檔、上傳之方式。本次說明會各校區人

數參加人數統計如下：蘭潭校區 50人、民雄校區 15人、林森校區 12人、

民生校區 7人，合計共 84人。 

五、 為配合全國圖書資訊月(每年 12月)，圖書館自 12月 1至 8日舉辦圖書館

週一系列活動，包括：讀者借書排行獎勵、徵文、有獎徵答、電影欣賞、

尋寶遊戲及資料庫研習等，為鼓勵讀者踴躍參與，圖書館準備豐富的獎

品，希望全校讀者共襄盛舉。 

◎ 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 

一、 本校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時程，將於 96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20日實施，請

各系所積極辦理。 

二、 有關本校與京城銀行合作發行信用卡案，已完成封面圖樣設計，目前正

準備簽訂契約書。 

三、 申請 96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各位老師，請務必於本(95)年 12 月

26日前完成網路「繳交送出」，如需繳交紙本之學門，亦請於上述同一時

間內將文件資料紙本送研發處，俾利本處彙整申請名冊並備文向國科會

提出申請。 

網路「繳交送出」傳送過程可能發生傳送中斷情事或因教師未詣國科會

線上作業或有交辦助理不熟悉作業程序者，導致本處無法「繳交確認」

該計畫而漏報送件，故請老師將計畫「繳交送出」後，須將「計畫申請

書第 1頁」繳交或傳真至本處。(本處傳真： 271-7165)。 

四、 本校於 12 月 15 日（五）假本校蘭潭校區圖資大樓舉辦「彰雲嘉大學校

院聯盟」2006年聯盟年度大會、學術研討會暨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本次研討會口頭論文演說計有 67篇，海報論文發表計有 17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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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法國南特林業高等學院 Xavier Martin校長預定於 12月 19日（二）至本

校學術參訪。此次參訪活動 Martin 校長除參觀本校相關單位、發表短篇

專業演說，並將與本校商討未來雙方合作事宜。本校相關系所如有欲與

該校合作之相關議題，歡迎與本處聯繫，俾提供南特林業高等學院參考。 

◎ 實輔處實輔處實輔處實輔處 

一、 教育部「95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業經評選完成，本校推薦之實習

輔導教師楊淑純、黃娟娟老師榮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實習教

師吳姿瑤同學榮獲「教育實習教師楷模獎」。 

二、 本校 95學年度師範學院教育系小教組、中教組、輔諮系、體育系、特教

系、幼教系及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師資生七班，已於 11月 29日、30日及

12月 1日三天舉辦外埠教育參觀。本處於 11月 24日中午 12時在民雄校

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舉辦行前安全說明會，請軍訓室吳松坡教官及民

雄學務組說明行前安全相關事宜。外埠教育參觀成果展預定於 12 月 18

日至 22日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中廊展出。 

三、 本處於 11月 28日召開「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第 1 次會議，會

中追認 39 件申請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案，審查通過 30 件申請案、2

件未通過、1件補齊證件後再審。 

四、 96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訂於 96 年 4 月 1

日舉辦，請本校相關單位安排各類招生考試日期予以適度調整，以避免

影響考生權益。 

五、 本校大五實習指導教師指導鐘點費將自 95 年 12 月起依本校「師資培育

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 16條標準核發。 

六、 為引導本校畢業師資生遴選實習學校，本處已於 10 月 27 日上午及下午

於民雄校區舉行兩場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再於 11 月 24 日於民雄及林

森校區舉行二場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11月 24日上午邀請南投縣旭光高

中陳江水校長、嘉義縣義竹國中黃俊豪校長專題演講，晚上邀請復國幼

稚園姚秀卿園長專題演講，並於會中發給同學「遴選教育實習機構手冊」

及說明相關內容。 

七、 本校 95年 7-9月實習教師實習津貼已辦理核銷，10-12月實習教師實

習津貼經教育部於 11 月 28 日撥款，將轉發實習教師，並依規定於

12月 10日前報結。 

八、 本處協助教育部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大專學生輔導國中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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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96年度共推薦 65位同學參與甄選，合計共有 24位同學獲得面試

錄取至各中小學輔導課業，是項計畫仍持續辦理中。 

九、 就輔組蘇組長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大專校院落實產業發展及產業人力培

育計畫會議，行政院提出「2015 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

（2007-2009）-產業人力套案」，教育部已擬出各校配合辦理事項，明年

起將積極推動，以達成「培育人力、學以致用、全球化」之目標。 

十、 本處執行第三次校長統籌款，建置「職涯網站」，網站硬體設施架設已完

成驗收。另外，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就業平台系統」已委請系統公司

開發並經多次討論，完成後將進行全校應屆畢業生資料建置工作，以便

進行後續線上就業調查及追蹤。 

十一、 「教師之友」第 47卷第 5期將於 12月 5日出刊，專題為「多元文化、

多元學習與教學、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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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將於

12月中寄送本校輔導區各中、小學及簽約實習學校等單位及訂戶；96年

2月份專題為「語文領域課程與教學」，將於 95年 11月 30日截稿，歡迎

踴躍賜稿。 

十二、 本處原住民地區小學教育輔導工作，11 月 1 日假阿里山鄉新美國小辦

理「學習與情緒障礙學生的認識與輔導」主題到校訪視，由本校特教系

江秋樺老師前往輔導，共有 12人參加；11月 8日假豐山國小辦理藝術與

人文領域教師專業研習，共有 17人參加。 

十三、 本處 11 月 15 日假阿里山鄉十字國小辦理親職教育訪視輔導，由教育

系陳美瑩老師就「學校與家長有效溝通」面對面與 11位教師座談討論，

期能協助教師提升家長對家庭教育的重視。 

十四、 阿里山鄉樂野國小申請本校語文領域教授輔導教師增進教材準備與教

材教法技巧，本處於 11 月 22 日特邀外語系顏玉雲老師及師培中心黃繼

仁老師親自到校訪視輔導，專題講授「英文與閱讀作文教材教法」，協助

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共有 17人參加。 

十五、 本處對輔導區內偏遠地區及教育優先區國小辦理教師進修研習，11 月

22日於雲林縣二崙鄉大同國小辦理「生命教育專題研習」，共有 50人參

加。 

十六、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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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規劃教師進修課程等之依據。問卷以雲嘉地區國小、幼

稚園教師(約 9,000人)為對象，刻正進行問卷回收、分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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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教育部部分補助本校辦理 95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及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總計新台幣 84萬元，計畫已執行完畢，將於近日整理成果報部

核銷。 

十八、 本處 11月 30日於本校民雄校區辦理「95年度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

輔導檢討會」，邀請教育部長官及嘉義縣政府教育局人員、阿里山鄉各小

學校長及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主任共有 17人蒞會討論，就 95

年執行成效檢討缺失，進一步討論 96年度原住民小學教育輔導重點。 

◎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 

一、 96 學年度招生工作學年度招生工作學年度招生工作學年度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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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 12月 18

日（一）下午 2：00於蘭潭校區行政大樓四樓瑞穗廳召開 96學年

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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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於 12月

12日（二）中午 12:00召開第 1次會議。 

二、 教務工作教務工作教務工作教務工作：：：： 

（一） 本部 95 學年度第 1學期二技暨進修學士班教師鐘點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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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二） 本部95學年度第2學期二技暨進修學士班開排課作業於12月 5日

初步完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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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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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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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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務工作學務工作學務工作學務工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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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位師長給予

指導。 

（二） 校慶運動會本部共 80員參加進場開幕及運動競賽。 

（三） 本月辦理中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補助共計 17名學生申請。 

（四） 辦理軍教遺族就學優待申請計有 3名學生申請。 

（五） 12月 11日（一）本部專題講座邀請蘇國垚先生蒞校演講「位位出

冠軍：生涯規劃講座」。 

（六） 12月 24日（日）本部辦理奮起湖大凍山健行活動，歡迎各位師長

踴躍報名參加（員額 120人）。 

四、 推廣教育工作推廣教育工作推廣教育工作推廣教育工作：：：： 

（一） 95年度職訓局產學訓方案鈺通企業包班之第二期電腦課程已於 11

月 18日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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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結訓學員資料送職訓局申請補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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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職訓局備查初審。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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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請相關領域師長規劃課

程內容。 

2. 嘉義基督教醫院包班事宜，初步規劃管理碩士學分班一班、英

語學分班二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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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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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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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屆 miniEMBA 研習班、語言中心非學分班等合計五案，預定在

開學第二週（3月 5日）開始上課（春節至 2月 25日）。 

6. 為申請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補助辦理的 96年度產學訓人投

資方案訓練學分班，本部 95年 10月 26日曾發通知請各教學單

位協助轉知所屬教師踴躍提出申請，回覆情形相當不理想，截

至目前回收件數為 0。為拓展下學期本校推廣教育班次，已於

11月 27日再度發通知請各學院、系（所），針對教師開設非學

分班課程之開課意願進行暸解， 12月 8日截止收件後進行彙總

簽核辦理。 

7. 為了能夠讓本校相關教學單位及研究中心更加了解本校推動推

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之相關作業流程(如開班規劃流程、

預算編列及經費運用流程、教務相關流程、…)，本部近日會擇

期召開說明會，歡迎相關主管或行政同仁前來指導。 

五、 總務工作總務工作總務工作總務工作：：：： 

（一） 林森校區校園維護與修繕工程如下所列： 

1. 為了解學生需求，本部侯嘉政主任、幼教系簡美宜主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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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所反映之總務工作部分，本部會儘快完成。 

2. 音樂館二樓琴房目前已施工完成正驗收中，待驗收完畢即可集

中開放二樓空間，提供學生安全、整潔之優質環境，練習鋼琴

或電子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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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總務組會同勘察，並將會勘討論之可行方

案簽請校長核示。 

4. 11月 24日下午清除校區內大王椰子樹之枯葉，以維護校園內行

人及行車之安全。 

5. 進修部辦公室門口止滑條、茶水工作檯新增洗手台整修事宜，

已於 11月 25日施工完成。 

6. 林森校區清潔外包合約將於 12月底到期，已簽陳校長核准，目

前正請總務處協助幫忙，訂定清潔外包新合約及招標相關事宜。 

（二） 為確定明年度招生林森校區可容納之最大人數，本組於 11月 27日

重新調查林森校區尚可作為試場之教室有 28間，及可容納人數為

1,370人(含師培中心三間教室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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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月 27日上午 8時 30分於林森校區，由丁學務長、陳總務長、

侯主任、許文權組長、夏滄琪組長、劉蔚龍組長、張榮欽隊長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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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亦與建築師評估無障礙空間設置可行性與規劃，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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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嘉義市政府教育局於 12月 5日租借本校區國際會議廳、會議室、

視聽二、視聽四、視聽六等五個場地，辦理南區中小學教學卓越計

畫成果發表會，總務組全力配合租借場地相關事宜，並代收場地租

借費用。 

（五） 9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階段收費（即補學分費），收入金額合計

6,944,414元整（含蘭潭分組）。 

（六） 截至 11月 27日止，95學年度第一學期林森校區學雜費減免退費

合計 14人，退費金額合計 178,160元整；休退學退費合計 10人，

退費金額合計 16,387元整；退學分費合計 177人，退費金額合計

594,190元整。 

◎ 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 

一、 本室現積極承辦各項大專院校體育競賽，民雄校區於 11月 27日至 29日

舉辦大專籃球聯賽。 

二、 民雄校區於 12月 19日至 12月 23日舉辦大專盃特優組女子排球賽。 

三、 蘭潭校區於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舉辦大專盃公開組男子排球賽。12

月 16日至 12月 18日舉辦大專盃公開組女子排球賽。 

四、 民雄校區體育組正新購體操地墊。 

◎ 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 

一、 本室鄭健廷少校自 11 月 16 日調派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原缺由黃明章

上校遞補，協助學生事務處辦理校安中心等各項業務及擔任農學院農藝

系、園藝系、生農系、景觀系輔導教官。 

二、 96年度預備軍士官考選准考證預訂於 95年下旬分發， 96年 2月 1日於

北、中、南三考區舉行測驗，本室除鼓勵學生積極準備考試外，屆時將

派員至各考區輔導學生應考事宜。 

三、 本校 95 年 10 月份各學院系軍訓教官輔導（服務）學生成果：疾病照料

20人次，急難救助 13人次，情緒疏導 7 人次，意外事件 30人次，賃居

生訪視 3人次，特殊事件疏處 21人次，服務他校學生 2人次，與家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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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 24人次，其他（生活輔導）379人次，共計 498人次。 

四、 本室同仁於 11月 4 日協助辦理校慶典禮各項活動，11月 10、11日協助

體育室辦理全校運動會，並指導各學院學系學生參加開閉幕及競賽活

動，11月 4、11、18等日協助各學院學系辦理家長日活動。 

五、 圓桌教育基金會辦理之師鐸營活動將於 2 月 7 日至 9 日於楊梅舉行，請

本校副教授以上教師同仁踴躍參加。 

◎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 95 年度資本門（A版）可支用預算 5億 9628 萬 8835 元，截至 95 年 11

月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4億 2690 萬 9835 元，截至 95 年 11 月止實際執行

數 2億 7009 萬 2158 元，分配預算執行率 63.26﹪，全年度預算執行率

45.30﹪，執行率偏低請各單位加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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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作業講習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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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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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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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頁 32-35）。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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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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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教育部補助卓越計畫執行統計表（95.12.04 止）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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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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執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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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畫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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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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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59595 年年年年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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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6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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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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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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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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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1 月 15 日召開 95 學年度第 3次職員甄審委員會暨考績委員會。 

二、 11 月 27 日召開農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徵求院長候選人啟事

及推薦表公告於本校首頁「單位公告」處，請惠予推薦優秀人才。 

三、 11月28日召開95學年度員額配置審查小組第1次會議，並決議自明（96）

年起，專案計畫工作人員請事、病假合計超過 5 日者，年終考評將不得

考列壹等。 

四、 預定於 12 月 19 日召開 95 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會議，另於 96 年 1月 2

日加開 95 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會議，請把握時程辦理相關事宜，並請

於開會前 1週將提案資料送人事室彙整，以利作業。 

五、 有關政府法令宣導及教職員權益事項，除函文轉知或於「本校人事服務

簡訊」公告周知外，均即時公布於本室首頁「一般公告」或「法令宣導」

項下，請同仁隨時上網查閱。 

六、 本室辦公室於 11 月 10 日順利完成搬遷至原圖書館 2 樓，感謝各單位之

協助，並請各單位繼續支持。 

七、 人事重要章則訂（修）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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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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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教育部 95 年 11 月 29 日

台高(二)字第 0950162034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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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14 日 95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

選辦法」第 3條、第 4條、第 5條、第 11 條、第 12 條條文；修

訂「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 2條、第 3條、第 4條、

第 6 條、第 10 條、第 12 條、第 13 條條文。請同仁自行至本室

網頁/法規彙編項下下載。 

八、 人員異動： 

（一） 教師升等：動物科學系趙清賢副教授升等教授、科學教育研究所

林樹聲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張立言助理

教授升等副教授、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翁炳孫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

業經教育部核可自 95 年 8月起算。 

（二） 秘書室范惠珍組長、沈盈宅組長業經 11 月 15 日 95 學年度第 3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圈選核定，分別由范惠珍組

長陞任秘書室專門委員及沈盈宅組長陞任總務處專門委員。 

（三） 95 年 11 月新進人員計有研究發展處蕭惠瑜小姐、軍訓室上校教

官黃明章。 

九、 觀光局業於 10 月 31 日完成國民旅遊卡發卡銀行重新遴選作業，計有中

國信託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及聯邦銀行等 4 家銀行獲選。本

校經調查同仁意願，依回收調查結果，作為與發卡銀行簽約之參據，已

簽奉  核可由玉山銀行為本校 96、97 年國民旅遊卡發卡銀行。 

十、 95 年度職員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申請案將於本（95）年 12 月 31 日截

止，為維護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權益，凡尚未請休假以國民旅遊卡消費

或尚有餘額未消費完成之編制內公務人員，請於 12 月 15 日前先將申請

補助之休假單送人事室完成登錄作業，並儘早消費，以避免因期限將屆

或因不合格交易致無法支領補助費。 

十一、 本校職員（不含兼行政職教師）不休假加班費已受理申請，尚未申請

職員請儘速提出，申請表請至人事室最新消息網頁下載，並請填妥後經

單位主管核章。。。。強制休假 14 天以外未休假天數始得支領不休假加班費，

強制休假日數未休畢者以棄權論。兼行政職教師不休假加班費係以學年

度結算，故本次不必提出申請。 

十二、 本校截至 11 月底，已足額進用原住民，並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評

選為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將訂於 12 月 16 日假陽明山中山樓行頒獎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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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本校將組隊參加嘉義市政府所辦理之「嘉義市馬拉松接力賽」，請各單

位推派之選手於 12 月 16 日上午 6 時前至嘉義市體育場集合，屆時並恭

請  校長擔任領隊，另歡迎有興趣之同仁至現場為本校隊伍打氣加油，

俾爭取佳績。 

◎ 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 

一、 本中心辦理以下各項活動： 

（一） 11月 2日辦理李遠哲院長演講網路直播活動。 

（二） 11月 15日及 11月 24日辦理混成式網路輔助教學種子教師說明會。 

（三） 11月 30日辦理網路輔助教學研習活動。 

二、 校園網路升級專案將於 12月初完成驗收，目前學生使用情況良好，抱怨

數量減少。 

三、 購進視覺化網路模擬軟體-Qualnet，將會用於網路規劃及教學研究上。 

四、 更新學生及教職員網頁伺服器主機。 

五、 進行行政大樓單位網路建置。 

六、 本學期電腦使用費尚有部分同學未繳交，電算中心近日將以 E-MAIL 方

式催繳，請尚未繳交同學儘快繳交，以免影響下學期註冊。  

◎ 附小附小附小附小 

一一一一、、、、    附小 3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將於 12月 18日展開，本屆運動會主題為「大

自然樂章」，12月 30日更將舉行校慶開幕典禮暨學生運動會，歡迎各位

主管及同仁蒞臨指導，共襄盛舉。校慶系列活動如下表：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大自然樂章大自然樂章大自然樂章大自然樂章」」」」校慶系列活動校慶系列活動校慶系列活動校慶系列活動 
日期 活動項目 地點 

12/18(上午 8:00) 校慶系列開鑼 活動中心 

12/19~12/21 
(上午 8:00~8:30) 

主題故事坊~大自然樂章 多功能教室 

12/22(五)~12/30 親師生大自然攝影聯展 多功能教室 

12/23(六) (上午 10：30) 親職講座：教導孩子成材(鄭石岩教授) 視聽教室 

12/26(二)  
(上午 8：00~8：30) 

四年級大自然的藝術家簡報展演 多功能教室 

12/28(四) 
(上午 8：00~8：30) 

六年級大自然主題探究動態展演 活動中心 

12/30(六) 
(上午 8:30起) 

校慶開幕典禮暨學生運動會 
 

操場 

12/30(六) (上午 9:30) 班級教學成果展暨校慶班級才藝秀 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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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附小幼稚園黃娟娟園長及小學部楊淑純老師，經嘉大實習輔導處薦送參

加教育部評選，榮獲首屆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 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一、 本中心於 11月 15日在本校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國民中小學教學實

習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研討會」，研討會圓滿落幕，感謝同學的熱心支持。 

二、 本中心於 12月 2日（六）舉辦「教育史懷哲計畫」一日志工活動，早上

帶領民和國中同學參觀高中職，中午松田崗烤肉午餐與團康活動，以後

有類似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三、 本中心學生會已於第 1次師生幹部座談會後成立並開始運作。 

◎ 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 

一、 本學院於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1 日應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之邀組團參

加 2006 年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期間共有 2場專題演

講，17 篇論文發表暨評論，其內容涉及中小學校與教育專業機構之間進

行有效合作、促進學校發展、課程改革及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策略、

方法與途徑等，會後參訪上海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浦東新區福山外國語

小學、上海市尚文中學、寧波市惠貞書院等學校。    

二、 本學院暨附設實小於 12 月舉辦 95 學年九年一貫課程理論與實務整合研

究成果及教學成效研討會，為整合九年一貫課程之理論研究及實務教學

經驗，以提供各界對於九年一貫課程之評論依據，全國各縣市國民小學

教師及各大學教育相關系所研究生，計有 150 名參與。    

三、 由家教所暨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輔諮系主編之「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

學刊，已完成稿件審查工作，21 篇投稿稿件中僅 4 篇論文通過至少 2 位

審查委員嚴格審查，已進行美編作業，預定於 12 月出版第一期。    

四、 第九屆兩岸家庭教育學術交流活動已於11月 20~27日前往廣州及桂林等

地，進行學術研討，並分別至瑞寶花園小學進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與

社會融合」之現場研討，及沙面小學進行「家校協同和社區教育」現場

研討，成果豐碩。    

五、 家教所將於 12 月 30 日舉辦本學期「第三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邀請政

治大學心理系李美枝教授主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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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至嘉義鹿草監獄辦理第 21 次家庭日活動，預計將有受刑人及其家屬共

80 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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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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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7 日於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12 月 16

日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活動中心辦理都市原住民婚前教育活動，各

有約 50 位學員到場參與。    

八、 輔諮系接受教育部中教司委託擔任普通高中生涯規劃學科師資培用聯盟

召集學校，訂於 12 月 8日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辦理北區「高中生涯規劃

課程及師資培育」研討會，北區高中職生涯規劃學科教師約 100 人報名

與會。    

九、 輔諮系持續接受嘉義市教育局委託辦理「嘉義市中輟學生復學輔導攜手

計畫」，由輔諮系大三及大四學生約 50 名擔任中輟學生輔導志工。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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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 月底完成期末報告。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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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開始進行面訪調查工作。    

十二、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受嘉義市崇文國小委託調查「嘉義市國民中小學

教科書未來政策調查」之計畫，於 12 月進行電訪調查工作。    

十三、 國教所及教政所 96 年 1月份合辦之演講場次如下：    

時間：96 年 1月 4日（四）下午 3：20～5：10 

主講人：清華大學教育學程陳舜芬教授 

演講題目：另類教育探討 

地點：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 

敬請各系所廣為宣傳，歡迎各位踴躍參加。    

十四、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於 11月 22日邀請來自美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教授 Dr. Geneva Gay 於林森校區 D401 研討室舉行專題演

講，演講主題為” Social issues in school curriculum”，會中師生

踴躍發言，演講者與聽眾互動熱烈，廣獲師生好評。教育行政與政策發

展研究所於 11 月 24 日下午 3 時 20 分邀請來自澳洲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的教授 Dr. Christine Fox 於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室舉行專

題 演 講 ， 演 講 主 題 為 ”Higher education ：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s”，會後師生皆反應受益良多。    

十五、 特教系於 12 月 7日及 8日(星期四、五)在民雄校區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辦理2006年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Martha E. 

Snell 進行二場次專題演講，講題：「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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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of Inclusive School Programs」及「Effective Practices for 

Teaching Individual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計有來自

全國特殊教育相關學者及教師等 150 人參加，參加者相當踴躍。    

十六、 特教系及該系系學會為增進全校師生對特殊教育之認識，於 12 月 4日

至 12 月 8日舉辦特教週活動，並辦理二場次演講：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講者 講題 

12/4 19：00-21：00 民雄校區 

大學館演講聽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吳琇瑩校長 

啟智教育的未

來發展 

12/6 19：00-21：00 民雄校區 

大學館演講聽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黃國晏博士 

視覺障礙者的

成長過程 

十七、 教育部委託特教中心出版特教期刊「雲嘉特教期刊－第四期」，已於 11

月順利出刊。    

十八、 教育部委託本校特教中心編撰「性別平等教育參考教材－聽障類」及

修編「特殊教育學生輔導手冊」各一冊，由本系教師帶領 11 位國小教師

組成編輯小組共同編製完成，預計12月底分送全國各特教相關單位參考。    

十九、 幼兒教育學系協辦社團法人台灣幼教學術發展學會舉辦之「95 年度外

籍配偶及弱勢家庭兒童學前啟蒙服務計畫到宅服務成果發表研討會」，訂

於 12 月 16 日及 17 日假本校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安排專題演講

及啟蒙服務論文發表，參加對象包含縣市政府社政及教育主管單位、大

專院校之教師、學生、及幼托園所、社會福利機構及社團法人與非營利

之民間團體組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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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擬申設「藝術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申設計畫書已送至研發處辦

理外審程序。 

二、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 9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G分項計畫：「真善美全人生命

發展計畫─文化素養與全人發展」之宣導（3），本學院預定於 12/13 院

週會時間，由人文藝術中心主辦，假民雄校區大學館舉辦真善美專題演

講，主講人為大葉大學設計及藝術學院賴院長瓊琦博士，講題為：「色彩

與生活」。 

三、 中文系於 11 月 4日、11 月 5日舉行「第一屆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會

中邀集日本學者、韓國學者及全國各地知名學者發表論文 18 篇，發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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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與會學者台上台下互動熱烈，會議進行圓滿流暢，整個活動於 11 月

5日下午圓滿結束。 

四、 中文系於 11 月 8日邀請知名作家鍾文音小姐至系上演講，講題為：「創

作與旅行的美好時光」，鐘小姐是知名的旅行文學作家，曾獲時報文學

獎、聯合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等，鍾文音小姐除演講外並與同學

進行深度座談，同學面對前輩莫不把握機會提問，鍾小姐也不吝對各類

問題予以指導，對同學實有莫大助益。 

五、 中文系於 11 月 30 日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僑教學院蔡雅薰副教授至系

上演講，講題為：「對外華語教學之現況與展望」。華語教學是近年來

政府大力推展的工作，極具市場潛力，此次邀請具華語教學實務經驗的

蔡雅薰副教授來演講，本系師生都深覺獲益匪淺，對華語教學也有了更

進一步的認識。 

六、 由嘉義縣政府主辦、本校台文文化研究中心承辦、史地系協辦之「第二

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會」已於 95 年 11 月 10-11 日圓滿辦理完成，

當天嘉義縣政府黃癸楠副縣長到場致詞，文化局鐘永豐局長、前縣議員

黃阿雙女士等多位長官亦蒞臨指導。兩天的研討主題涵括嘉義地區的「地

方志」、「阿里山」、「產業」、「文學」、「原住民」、「教育」、

「開發」、「廟宇」等，參與的學者均為國內知名學者，且對嘉義地區

相關主題有深入研究。開幕當天邀請現任「亞東關係協會」羅福全會長

主講「落葉歸根～我的嘉義故事」，羅會長以他生長在這個土地的親身

經歷，帶領大家走訪過去的歲月，為這場學術饗宴做了一場精采的開場。 

七、 史地系研究生學會於 95 年 11 月 29 日（三）下午於民雄校區圖書館 501

舉辦一場專題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教授主講「華

盛頓在中國」，潘教授以輕鬆的演講方式，傳達華盛頓對中國的影響。 

八、 美術系含視覺藝術研究所主辦的「台灣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已於 11

月 22 日（三），假民雄校區科學館演講廳順利完成，感謝師長們的支持

與熱情的參與。 

九、 美術系專任教師，廖瑞章博士將於 12 月 4日至明年元月 17 日，於逢甲

大學人言大樓藝術中心舉行「陶瓷雕塑創作展」，歡迎全校師生蒞臨參

觀。 

十、 美術系一年一度「美術系巡迴系展」,將於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22 日於民

雄校區大學館，及 12 月 25 日至明年元月 5日於蘭潭校區圖資大樓，隆

重展出，歡迎師長們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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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音樂系於 11 月 08 及 15 日，分別舉行鈴木教學法研習會，及法國巴黎

歌劇院首席長號演奏家 Jean Raffard 音樂會與大師班講座，對於學生幫

助甚大。 

十二、 音樂系於 11 月 29 日舉辦 95 學年度協奏曲比賽初賽，競爭激烈，計有

39 組報名角逐。 

十三、 12 月 4 至 5日音樂系 95 學年度提升國際競爭力教學卓越計畫案「與國

際級音樂大師面對面」系列三，為提升音樂系師生演奏能力與國際視野，

特邀伊莉莎白大賽首獎小提琴家胡乃元、前德國柏林愛樂管弦樂團中提

琴首席 Reiner Moog、2006 倫敦國際室內樂大賽首獎得主，Formosa 弦樂

四重奏成員林允白、林以信、葉儒沛及傑出中提琴家李捷琦等 6位國內

外音樂家舉行大師班與指導室內樂團及交響樂團，大師們不但指導學生

技巧與音樂，更提供學生新的思維與方法，旣能幫助學生充分瞭解自己

的缺失，進而思考改進之道，也對交響樂團即將展開的一系列演出活動

增益良多。同時 5日晚間全場莫札特弦樂室內樂的大師音樂會，愛樂聽

眾將文薈廳擠得水洩不通，會後樂迷爭相要求簽名合照，可謂盛況空前，

本校師生同感受益。 

十四、 12 月 6 日協奏曲決賽，邀請台灣師範大學廖家弘教授、台灣藝術大學

卓甫見教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江淑君副教授、高雄師範大學黃久娟教

授、台東大學謝元富教授、台南科技大學鄭醴丰副教授等 6位知名學者

擔任評審並辦理大師班，使參賽學生充分檢討優缺點，瞭解自己的缺失，

亦有助於前往國家音樂廳演出技巧之增進。 

十五、 12月份另一場大師班活動為12月 20日德國鋼琴家Schiedermair音樂

會暨大師班。 

十六、 本學期音樂系演出頻繁其各項重要演出行程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邀請單位邀請單位邀請單位邀請單位）））） 

95.12.12 

（二）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1 場） 劉主任榮義 高雄市音樂館 

95.12.18 

（一） 
1930 管樂團演出（第 1 場） 劉主任榮義 台南大學雅音樓 

95.12.19 

（二） 
1930 管樂團演出（第 2 場） 劉主任榮義 

台東縣文化局 

中山堂演藝廳 

95.12.21 

（四）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2 場） 劉主任榮義 民雄校區大學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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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29 

（五） 
1530 

管樂團演出（第 4 場） 

配合嘉義市管樂節活動與日本

靜岡大學管樂團交流演出 

劉主任榮義 民雄校區大學館 

96.01.01 

（一） 
1930 

管樂團演出（第 5 場） 

嘉義市管樂節閉幕音樂會 
劉主任榮義 

嘉義市立文化局 

音樂廳 

96.01.04 

（五）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3 場） 劉主任榮義 

嘉義縣政府表演藝

術中心演藝廳 

96.01.08 

（一） 
1930 交響樂團演出（第 4 場） 劉主任榮義 台北國家音樂廳 

十七、 12 月 29 日 15:00-17:00 於民雄校區大學館與日本靜岡大學辦理跨校、

跨國際級之演出及學術交流茶會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十八、 96 年 1 月 8日（一）本校交響樂團，為尋求自我超越與提升，定名為

「俄羅斯之夜」的音樂會將首演於台北國家音樂廳，並挑戰高難度作品：

蕭泰然/1947 序曲、普羅高菲夫/第 1號鋼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第 5

號交響曲，由本系副教授張俊賢博士指揮、新進助理教授丁心茹博士擔

任鋼琴獨奏。音樂會入場券委託年代售票系統售票，除誠摯邀請各位師

長、全體同仁撥冗蒞臨指導外，也懇請秘書室校友組協助發動北部校友

會力量，全力推票，期能共襄盛舉增添本校校譽。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一、 本學院 EMBA 班於 11 月 26 日舉辦「與專業對話研習營」，除安排「師生

相見歡」活動，介紹全院專任教師與學生認識外，各地學生也藉此機會

增進彼此情誼，並進行業界資訊交流。當日另安排 4 場次專題演講，學

生與演講者進行精彩的互動，反應熱烈。演講主題及演講者資料如下： 

第一場：從服務品質看台灣 MBA 教育（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周逸衡教

授）。 

第二場：創造流行音樂市場的風潮－產品的包裝與行銷（EMI Music 亞

洲區陳澤杉副總裁） 

第三場：創意經營與人力創新之經驗分享（統茂休閒旅館公司施瑞峰總

經理） 

第四場：高科技的核心價值－智慧財產權（啟原財智科技(股)公司黃崇

仁總經理） 

二、 本學院於12月 5日週會時間邀請鈺德科技張昭焚董事長蒞院進行專題演

講，演講題目為「圍棋詩詞賞析---書畫琴棋詩酒花、再現歷史之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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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學院將於 12 月 16 日前往屏東科技大學參加「第八屆南管盃球類競

賽」，與屏東科技大學、中山大學、成功大學、中正大學等校管理學院

師生進行球類競賽與交流活動。 

四、 企管系於 11 月 29 日週會系主任時間，邀請東陽實業楊協理明河蒞校演

講，主題：企管人策略性人生規劃與發展，演講地點為民生校區特大型

階梯教室。 

五、 管研所於 11 月 29 日邀請興國管理學院吳佳霖助理教授蒞校演講，主題：

台灣英語學習價值觀之心理建構，演講地點為新民校區管研所研討教室

教室。 

六、 行銷所於 11 月 1日舉辦專題演講，邀請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處顏玉

芬副處長蒞臨演講，講題為「商品行銷策略--以食品業愛之味公司為

例」，演講後並作雙向交流，學生受益匪淺。11 月 15 日邀請新思維國際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趙俊龍執行顧問蒞校演講，主題為「主幼商場招商評

估模式」。 

七、 行銷所於 11 月 16 日由「物流管理專題研討」授課教師徐淑如老師帶領

下，前往統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企業參訪活動，提供學生實務參訪

之機會。 

八、 資管系於 11 月 7 日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朱彩馨助理教授於

D02-320 碩士班研討教室為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演講“淺談沒有數字的研

究”。11 月 15 日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林福仁教授於 D01-108

階 梯 教 室 演 講 “Topic Retrospection with Storyline-based 

Summarization on News Reports”。11 月 24 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周宣光教授於 D01-108 階梯教室演講“知識管理與知識經濟的

新世界”。 11 月 29 日邀請奕揚科技公司戴念華總經理於國際會議廳演

講“RFID and its impacts”。 

九、 為執行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E-提升學生語文及資訊能力，資管系

計畫辦理 4 場資訊專業證照系列講座，並邀請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張

振亞組長及高義智組長擔任主講，地點均在新民校區管理學院 D01-211

階梯教室，各場次時間安排如下，敬請全校各系所同學踴躍出席。 

第一場：資訊專業證照介紹(上)  95.12.08(五)下午 2:00~5:00。 

第二場：資訊專業證照介紹(下)  95.12.15(五)下午 2:00~5:00。 

第三場：COMPTIA Project+ 專案管理證照研習會(上) 96.01.05(五)下

午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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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COMPTIA Project+ 專案管理證照研習會(下) 96.01.10(三)下

午 2:00~5:00。 

十、 休閒所王國欽老師 12 月 7 日（四）中午 12 時於 D01-513 教室，舉辦本

校（休閒所）與雄獅旅遊之產學合作計畫說明會，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出

席參加。 

◎ 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一、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精密儀器室所購置 DNA 定序、合成和蛋白質定序儀

(LC/MS/MS)已全部上線，另外 real time PCR 已開標，年底亦可上線，

歡迎各單位申請使用。 

二、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執行的第三階段教育部「生物及醫學科技人才培先

導型計畫--農業與海洋生物技術」，95 年度計畫成果報告暨 96 年度計畫

申請初審獲得通過，推薦給教育部顧問室進行複審，本校今年初審成績

超過清華大學，感謝學校在經費上的大力支持。 

三、 農藝學系侯金日老師所指導帶領之農藝志工隊長期以來服務偏遠地區小

學，並結合社區，服務高齡且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者，多年來默默奉獻，

獲得教育部肯定，獲頒 95 年全國大專院校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優秀老

師，而農藝志工隊隊長林佳儀也同時獲頒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優秀服務

志工。 

四、 農藝學系楊翎翎、謝敏驥、蔡怡婷等三位畢業校友高中 95 年三等農藝高

考；馮偉新、賴郁仁、蔡怡婷、楊翎翎、陳盟等四位畢業校友高中 95 年

普考，其中楊翎翎、蔡怡婷二位連中高普考。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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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園藝學系師生與嘉義市文化局合作，協助辦理嘉義市社區總體營造及社

造點輔導陪伴機制，並積極參與輔導社區環境景觀綠美化，為園藝專業

結合社區發展的良好模式。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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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1 月 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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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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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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 

一、 應數系 95 學年度教育部基礎科學計畫已執行完畢，並於 11 月 25 日假台

北市福華飯店舉行成果發表會(網站：www.math@mail.ncyu.edu.tw)；陳

榮治老師於 95 年 10 月升等通過副教授。 

二、 資工系由盧天麒老師帶領專題生參加『『『『2006VR 論劍』，榮獲全國第三名。。。。    

三、 資工所郭煌政老師指導碩士生謝德文同學獲得〔2006 年碩博士最佳論文

獎〕佳作，論文題目為：“生物序列之特徵向量設計”。    

四、 資工系大四陳盈鈞參加『九十五年度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 』在

全國二十幾組參加嵌入式軟體組隊伍榮獲第三名優異成績，指導老師為

徐超明老師。    

五、 運輸物流所師生於12月 25日至虎尾科技大學參加2006年資訊管理暨實

務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論文題目為「應用啟發式演算法於逆物流系統之

區位選擇問題」。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 本學院 11 月 7日假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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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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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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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95 學年度系所家長日於 11 月 18 日（六）圓滿順利完成，本學院計有家

長及學生 184 位、教師 43 位共計 227 位參與活動，各系所家長有遠自台

北及屏東等遠地專程參加，至為關心子女在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達到

相當不錯的互動效果。 

三、 食品科學系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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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聚麩胺酸塩水膠之製造及應用」

（DEVELOPING  THE NEW BIOTECHNOLOGY PRODUCTS AND BUSINESS）。 

四、 「生命科學英語生活營」自 10 月 19 日隆重推出以來，已辦理 3個場次，

得到 3個校區 6個學院的本地生、外籍學生及校內教職員工的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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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美食製作過程中，忘情開口哈拉說英語，整體成效超越預期。本

學期尚有 3場，將分別於 12 月 14 日製作粽子及湯圓、12 月 28 日製作戚

風瑞士捲及乳酪蛋糕，以及最後一場 96 年元月 11 日製作比薩及優格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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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共同發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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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生物資源系蕭文鳳教授於 10 月 9 日應邀到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Entomology Department 作 1 小時的演講，講題為「The red 

imported fire ant in Taiwan」，演講後並與師生作 1小時座談。 

七、 水生生物科學系於 12 月 4日至 8日在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隆重舉辦

水生週～水生危險，此次活動內容分別有海洋組、貝殼組、水昆組、水

植組、甲殼組、觀賞魚組、三大主題缸及週邊商品販賣等，每區組設有

專門解說員帶領教職員工生進入水生生態的微妙世界，亦有奬品大放送

活動，內容精彩萬分，富寓教娛樂之意義。 

八、 食品科學系系學會將於 12 月 9-10 日（六、日）參加於中興大學舉辦之

「2006 年大專院校食品與營養盃」比賽。 

九、 食品科學系系學會將於 12 月 21 日（四）與生機系、應化系、資管系、

水生系共 5系聯合舉辦聖誕晚會。 

十、 食品科學系將於 12 月 27 日邀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助理教授李昆達

博士演講「植物細胞培養在生技產業之應用」。 

十一、 食品科學系（所）將於 12 月 27 日（三）下午 1時 20 分借用本校國際

會議廳，舉辦「食品科學系（所）主任與全系學生座談會」。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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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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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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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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微生物與免疫學系蔡竹固教授於 Plant Pathology Journal 發表論文

「Specific Detection of Peronospora tabacina by PCR-amplified rDNA 

Sequences」，已於 2006 年 9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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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詮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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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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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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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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民中心原民中心原民中心原民中心    

一、 至宜蘭縣大同鄉辦理 95 年原住民合法民宿業者研習活動（95.11.01～

11.02） 

二、 至苗栗縣參加全國部落社區大學評鑑（95.11.02） 

三、 參加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權益協調會（95.11.03） 

四、 辦理南投縣政府原住民部落營造人員訓練計畫及戶外觀摩研習活動

（95.11.25、26）    

五、 至南投縣參加部落新風貌評選會議（95.11.06） 

六、 至阿里山奮起湖工作站參加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鄒族生態旅遊與自然

保育諮詢委員會會議（95.11.07）    

七、 辦理原住民生物誌期中檢討會（95.11.15） 

八、 至台東縣政府參加全國部落社區大學評鑑工作（95.11.15） 

九、 至花蓮縣政府參加全國部落社區大學評鑑（95.11.16） 

十、 至新竹玄奘大學參加口傳文學成果展協調會（95.11.17）    

十一、 至泰安鄉參加泰雅文化祭（95.11.19） 

十二、 至宜蘭縣政府參加 95 年度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部落資源池造計畫評

鑑（95.11.23-24） 

十三、 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資源中心暨教室評鑑總檢討會議

（95.11.29） 

十四、 參加 95 年度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檢討會暨研商 96 年度原住民

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計畫內容相關事宜（95.11.30） 

十五、 中心於 12 月 6 日、13 日(三)與學務處共同辦理本校原住民學生座談

會活動，本次座談會是學校第一次針對原住民學生生活及教育所辦理之

座談會，請鼓勵原住民學生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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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中心於上星期五(12 月 8日)辦理全國原住民鄉地方首長座談會，希望

藉此機會未來能多爭取原住民縣、鄉及中央之資源。 

十七、 本校已爭取成為石門水庫集水區整治專案管理中心，石門水庫集水區

保育復育小組將於 12 月 26 日成軍，本校為成員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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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育中心執行情況： 

（一） 進度達成率：依據中小企業處補助合約規定，本中心需於 11 月底

前完成整年度計畫業務預定進度之 90%，但截至 11 月底，本中心

已完成整年度計畫業務進度之 100%，進度超前。 

（二） 進駐廠商數：本中心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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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舉辦之各項活動： 

1.活動名稱：「95 年度育成企業博覽會」 

  時間/地點：11 月 17 日/台北世貿展覽中心 

2.活動名稱：「國立嘉義大學研究成果及作品發表會」 

時間/地點：11 月 4日/本校蘭潭校區嘉禾舘 

3.活動名稱：「2006 年生物事業創新管理研討會」 

時間/地點：11 月 1日/本校新民校區 D01-101 階梯教室 

4.活動名稱：「飛躍 2006-嘉義經濟發展論壇」 

時間/地點：10 月 19 日(下午 13:30~17:30)/本校新民校區國際

會議廳 

5.活動名稱：「2006 年生物機電工程研討會」 

時間/地點：10 月 19、20 日/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6.活動名稱：「南台灣科技創新與投資論壇」活動 

時間/地點：8月 15 日至 8月 16 日/工研院南分院 

7.活動名稱：「中草藥植物有效成分及其衍生物在醫療保健之功用

評估」 

時間/地點：8月 3日/本校蘭潭校區生命科學舘 

8.活動名稱：「在地生活，在地創業講座-小額創業成功秘訣」 

時間/地點：7月 21 日/本校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 

9.活動名稱：「Bio Taiwan 第四屆台灣生技月」 

時間/地點：7/26(四)~7/30(日)/台北世貿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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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活動名稱：育成廠商「生技列車」活動 

時間/地點：a.高雄新光三越：5/31(三)~6/12(一) 

b.高雄大遠百：6/16(五)-6/25(日)  

c.台南新光三越：7/20(四)-7/31(一) 

11.活動名稱：「政府資源計畫說明會」 

時間/地點：3月 14 日/本校蘭潭校區農園舘 

12.活動名稱：「水產品 HACCP 實務訓練班」 

時間/地點：02/11、12、17、18、19 日，合計 5天/本校蘭潭校

區食品科學舘 

二、 技轉中心執行情況： 

（一） 本中心於今年 4月份成立，迄今業已完成本校智慧財產權管理制

度所需之相關辦法、程序與表單，並經由本校「智審會」審議，

於行政會議上追認後通過。 

（二） 中心已將智財權管理制度所需之辦法、程序與表單集結成冊，分

送校內教學與行政單位，同時也建構技術移轉中心首頁，以利校

內教職員生下載技術移轉與專利申請等表單，以確實建立本校研

發成果資料庫。 

（三） 農委會智財權評鑑第一階段訪視輔導日期已於 11 月 9 日上午 10

時舉行，第二階段訪視輔導日期預定於 12 月 27 日(三)上午舉

行，中心同仁全力積極準備評鑑各項工作。 

（四） 中心朝建立健全研發成果管理與技術移轉制度，此外，為通過農

委會評鑑作業，中心已對本校系、所教師進行研發成果技術盤

點，並請教師協助填寫技術移轉申請書，以利中心進行校內研發

成果資料彙整與協助技術轉移。 

（五） 本年度舉辦之各項活動： 

1.活動名稱：「創意與專利」智慧財產權系列講座 

日期 演講題目 講師 

95.04.25(二) 

13:30~16:40 

結合智財權管理運用政府資源 本校管理學院管理研究所 

蔡渭水所長 

95.05.04(四) 

13:30~16:40 

創意案例介紹與分析 

專利申請與專利規劃 

專利說明書之閱讀與解析 

展一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易湘雲總經理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種籽師資 

95.05.11(四) 企業專利布局與競爭策略運用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科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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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6:40 專利檢索及分析於創新研發應用 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政策規劃組 

馬仁宏博士 

2.活動名稱：「智慧與分享」國科會補助計畫研發成果保護及推

廣說明會時間/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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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育中心已完成將行政中

心 4樓樓層(原軍訓室)開放空間部分規劃成校內研發成果展示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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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教育部 12 月 6日通過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法重點除明訂教育

部將產學合作辦理績效做為學校評鑑之項目外，並給予績優學校及教師

獎勵，鼓勵教師及行政人員參與產學合作，辦法中也明訂產學合作項目

包括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檢測檢驗、創新育成

等，此外還包含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及

其他有關智慧財產權利之運用事項。 

五、 為提高本校教職員工生參與產學合作之意願，建請研發處召集相關單位

討論，研議具體辦法，增加本校同仁參加產學合作的誘因。 

伍伍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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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第二、三條條文案，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為甄選及獎勵熱心奉獻、輔導績優之優良導師，業於 94 年 6月 14

日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訂定「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94 學年

度已依據該法，經「全校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評選出優良導師共 6

人，經實際辦理評選作業後發現，本校優良導師甄選標準，除委員會

委員及校長評分各佔總分 50%、20%外，該班學生評分亦佔總分 30%，

因考量畢業班同學通常於畢業考後即提早離校取得連繫不易，為使優

良導師甄選作業能順利推展，擬修法以憑俾利提早作業。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7，頁 36）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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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附件 8，頁 37-39）： 

(一) 修正第二條：新增「標本文物（且簽訂契約）」。--凡對本校、所屬

單位、附設機構或有關基金會之捐贈，包括設立講座、購置設施、

興建建築物、捐贈金錢、標本文物標本文物標本文物標本文物（（（（且簽訂契約且簽訂契約且簽訂契約且簽訂契約））））或其他資產者，

悉依本辦法辦理。 

(二)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刪減「價值達新台幣壹拾萬元以上者」。 

--捐贈財物，除致送感謝書狀外，所有捐贈者芳名均刊登於本校

網站及出版刊物之捐贈者芳名錄內，並得依其捐助金額享有下述

榮譽及優待。 

(三)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刪減「比照本校教職員工」。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未滿伍佰萬元者除第一款外，並享有下列

優待：(1)使用本校圖書館及借閱圖書。(2)可免費在校內停車。 

二、 本案經本校接受捐贈辦法修正草案協商會議討論通過，會議紀錄如附

件（附件 9，頁 40-41），新增「國立嘉義大學標本文物捐贈契約書」（附

件 10，頁 42），並為「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之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第二條條文修正為「凡對本校、所屬單位、附設機構或有關

基金會之捐贈，包括設立講座、購置設施、興建建築物、捐贈金錢、物

品、標本文物(且簽訂契約)或其他資產者，悉依本辦法辦理。」。 

※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輻射防護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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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輻射防護」屬「職業安全衛生組」業務，擬將原設置要點

第 2條第 2項第 3款「環安組長」修改為「職業安全衛生組長」，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11，頁 43）。 

二、 上述法規業經本校 94 學年度第 1次輻射防護委員會議「提案一」通過

（附件 12，頁 44-45）。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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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於 95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通識講座」，擬借用國際會議

廳為演講場地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通識中心 95 年 11 月 14 日簽陳  核示，建議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附件 13，頁 46-47） 

二、 為配合教育部卓越計畫，中心擬於 95 學年度第 2學期之大一通識時段

（每週一，第 7、8堂）開設「通識講座」課程，並聘請各界專家學者

蒞校授課。 

三、 目前規劃於蘭潭校區試辦，選修人數上限為 300 人，就蘭潭校區而言，

以理工學院國際會議廳為最適宜之上課地點。 

四、 借用日期如下：（每週一，下午 3:00-5:00） 

96 年 2月 26 日、96 年 3月 5日、96 年 3月 12 日、96 年 3 月 19 日、 

96 年 3月 26 日、96 年 4月 2日、96 年 4月 9日、96 年 4月 16 日、 

96 年 4月 23 日、96 年 4月 30 日、96 年 5月 7日、96 年 5 月 14 日、  

96 年 5月 21 日、96 年 5月 28 日、96 年 6月 4日、96 年 6 月 11 日、 

96 年 6月 18 日、96 年 6月 25 日。 

決議：以遠距教學方式，視訊上課，三校區同步佈建視訊系統，地點諮商各學

院覓適當地點辦理，請各學院、教務處、圖書館、電算中心全力配合。 

※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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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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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理工學院院務會議(95.09.19)通過，並依 95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95.11.14)決議先行會簽相關單位再提請討論。 

三、 依相關單位意見修正「能源與感測器中心設置要點」如附件（附件 14，

頁 48-49）。 

決議：修正通過。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屬能源與感測器中心

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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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系所主管任期中退休，是否聘任代理至學年度結束或即刻辦理遴選
並於新學期開始前即完成聘任程序，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校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謝主任建全、農學院農藝學系李主任瑞

興、理工學院應用物理學系含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郭主任金美等 3

人，申請自 95 年 2月 1日退休案，業經  鈞長核可並已報送教育部核

定中。 

二、 查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

略以：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於任期中退休，應予免兼職主管

職務，並由院長就具資格之教師中推薦一至二人陳請校長聘任代理至

該學年結束，並依規定辦理遴選事宜。(附件 15，頁 50-54) 

三、 茲為考量各系務推動順遂及實際狀況之所需，擬修正系主任、所長及

學位學程主任起聘日期為「其任期自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聘為原

則」、代理期間為「並由院長就具資格之教師中推薦ㄧ至二人陳請校長

聘任代理其職務至遴選出新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並完成聘任

程序止，並應即依規定辦理遴選事宜。」，並已提校務會議中討論。惟

因上述 3學系之系主任退休在即，是否聘任代理至學年度結束或即刻

辦理遴選並於新學期開始前即完成聘任程序，請討論。 

四、 檢附「各國立大學系所主管任期中去職處理情形一覽表」、「國立嘉義

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摘錄第 33 條）各 1 份(附件 16，

頁 55-60)，請 卓參。 

決議：請依規定辦理遴選並配合修正相關章則。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 4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