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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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4949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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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瑞穗廳 

主席：李校長明仁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93人，實到人數83人，請假 2人，如出席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今天的會議為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感謝各位代表撥冗出

席，並特別要感謝大家對校務的關心及投入。學校半年多來的發展，承蒙大家

鼎力協助，一切校務推展還算順利。以下特別提出幾點與大家共同勉勵，希望

能做得更好： 

(一) 有關校園安全部分－最近學生車禍事件不少，在此要特別強調各項迎新

及校外活動應注意安全問題，每個生命都是父母用心拉拔長大的，當我

們看到學生因車禍而喪失了美好的前程時，身為師長的我們心裏是無比

的哀傷，且有很多是可以事先避免的，因此，做任何事安全第一，請全

校師生共同遵守校園安全相關規定，辦理各項活動一定要謹慎規劃，不

可騎摩托車。前幾天就有一位生機系大二學生因騎摩托車在南靖糖廠附

近八掌溪上撞上橋的護欄而往生，這是慘痛的教訓。希望從今以後，任

何校外參訪及學生校外活動請務必注意安全；校園路燈措施、校園開放

期間校外人士進入校區之安全維護應共同注意，例如近期發生之竊案等

均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校園安全之維護。我們不能完全依賴監視器及校

警，各單位亦應注意門禁；另外，颱風期間應加強宣導請師生及同仁車

輛應儘量停放於安全場所，避免停在大樹下。校園安全是校務運作中不

可忽視的重點，請各位主管及代表共同配合，確保校園安全工作的無虞。 

(二) 有關大學評鑑部分－大學評鑑結果好的部分應繼續保持，缺點部分應急

速改進，最近學校也撥出 7 千萬元經費，希望各單位能夠加緊提升教學

措施及設備。當然，我們有許多表現良好的單位，特別是師資培育中心

在這次評鑑成績表現非常好；生物技術的評鑑也得到繼續獎助的肯定

等，各單位的優越表現將在今年校慶中表揚，對校內許多表現很好的師

生，學校一定會給予正面的肯定及鼓勵，希望能締造更好的成績。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部將部將部將部將在在在在明年度進行系所評鑑明年度進行系所評鑑明年度進行系所評鑑明年度進行系所評鑑，，，，評鑑的結果將做為評鑑的結果將做為評鑑的結果將做為評鑑的結果將做為系所整併系所整併系所整併系所整併、、、、停招停招停招停招、、、、減招減招減招減招

之根據之根據之根據之根據，我們必須重視這項重點工作，大家應在教育部既定政策下，及

早準備因應，在明年教育部系所評鑑中展現好的成績。10 月及 11 月本

校將積極進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擬定及報部申請工作，請教務處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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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並請各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鼎力配合，相信只要我們群策群力，

一定能做得很好。 

(三) 有關學生輔導及協助部分－我們也有很好的成績，並持續進行中。學校

以經費結餘來提高研究生獎助學金，自今年 2月 1日起碩士班研究生獎

助學金由 1,500元提高至 3,500元，博士班研究生提高至 6,000元，總

支出約增加 760萬元；宿舍各項整修工程及設備持續進行及改善中，希

望能提供給學生一個更好的學習及生活環境。總之，學生是學校的主力，

我們會將很大的重心放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上，教學設備的改善是我

們很重要的施政重點。 

(四) 有關課程部分－將自 12 月份開始進行課程修訂，各單位應聘請校內、外

專家(含產、官、學界)提供卓見，共同修訂課程標準。課程標準將是明

年系所評鑑的一項重要項目。自 95年度開始，本校教師超鐘點將歸零，

請教務處儘快將相關規定列出，課程也做相關的修訂，合理分配教師教

學課程。教師是學校很寶貴的資源，教學負擔太重對老師是不公平的，

此種情形在課程修訂時應全面檢討，讓課程分配更合理化。 

(五）有關員額部分－本校 95學年度招生總員額經教育部核定維持不變。教育

部有鑑於高等教育擴充太快，研究所及大學部總量管制不准增加，本校

原擬由二技停招名額改為研究所部分，教育部希望本校調整為四技之名

額，如此調整的結果對本校影響很大，經本校向教育部極力爭取，教育

部准予本校二技停招 300 個名額暫時保留調整為大學部名額，惟需控留

部分名額給技職體系學生，並明訂於招生簡章中，請教務處務依教育部

函示辦理。因此，95學年度本校碩士班員額並未增加，我們希望保留的

員額能在明年再做適度的轉型。 

員額對各系所是很珍貴的，希望各系所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員額，明年度

教育部一定會根據系所評鑑結果對員額有所調控，表現不好的系所員額

有可能會被裁減，請各位代表鼓勵系所內教師能在教學、研究方面有更

好的表現。每位老師的成績表現均會顯示在評鑑資料中，因此，評鑑成

績的好壞與每位老師息息相關。身為嘉義大學的校長，每次代表出席各

項會議都受到很大的重視，本校整合成功我們也感到驕傲，全體師生獲

得很大的肯定。本校在楊校長任內已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希望大家一

起努力，展現更亮麗的成績，把嘉大的招牌擦得更亮，讓每位嘉大的成

員都能抬頭挺胸，受到外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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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艾教務長補充說明本校艾教務長補充說明本校艾教務長補充說明本校艾教務長補充說明本校 959595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總量管制增設獨立研究所或碩士班總量管制增設獨立研究所或碩士班總量管制增設獨立研究所或碩士班總量管制增設獨立研究所或碩士班、、、、系系系系

所班組調整所班組調整所班組調整所班組調整、、、、系所申請更名系所申請更名系所申請更名系所申請更名、、、、系所停招系所停招系所停招系所停招、、、、減招減招減招減招、、、、各學制招生名額案教育各學制招生名額案教育各學制招生名額案教育各學制招生名額案教育

部核定情形部核定情形部核定情形部核定情形：：：：    

本校 95學年度總量管制增設獨立研究所或碩士班、系所班組調整、系所

申請更名、系所停招、減招、各學制招生名額案業經教育部核定，研究

所及大學部招生名額與 94 學年度相同，95 學年度雖核定成立生物事業

管理學系碩士班、管理經濟研究所碩士班、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微

生物與免疫學系碩士班，但 4 個研究所員額必須從本校招生員額自行調

整，經本校開會決議由各學院自行調整；二技停招 6 系 300 名員額，奉

校長指示，為保留學生名額，請幾個學院能新增一班或將大學部每班名

額由 50 名增為 60 名，保留這部分名額，以因應未來教育部若開放碩士

班招生名額可增加時再運用，或於 96學年度申請新增學系時運用。教育

部核定通知書已發至各系所；改名及更名案均經教育部核定。 

二、其餘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洽悉，同意備查。 

參參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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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副校長沈副校長沈副校長沈副校長 

為達資源共享目的，本校成立貴重儀器中心，研發處正編印「貴重儀器

手冊」中，手冊中列有各種儀器名稱、用途、使用付費方法、資源共享

申請書等，俟研發處將手冊送至各院系所時，未來各系所教師或學生在

使用這些資源時請務必依一定作業流程申請，明年貴重儀器補助經費

時，資源共享的成績也是經費補助之重要參考項目之一，請各位主管及

代表轉知各系所教師。 

◎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一、本校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學生退學人數分別為：二技部 6 人，大學

部 33 人，研究所 14 人，總計 53 人，其中因達累計二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

及格者為 23 人，佔退學人數 43.40%，其退學原因及退學人數統計表請參

閱下表。 

國立嘉義大學 93 學年度日間部學生退學原因及人數統計表 

93 學年度退學人數統計  

退  學  原  因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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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 大學 研究所 二技 大學 研究所 

（一）學業成績       

1.曠課逾規定時間       

2.退學制度 （達累計二學期 1/2 學分不及格） 

1 10  1 22  

3.延長修業年限屆滿       

（二）操行成績       

1.操行不及格       

2.違反校規情節重大       

（三）志趣不合       

1.重考  12 1   1 

2.轉學  32 2 2  1 

3.逾期未註冊  4  2 1 1 

4.逾期休學未復學 10 16 1  7 9 

5.志趣不合 2 3 1   1 

（四）其他事故       

（五）經濟因素       

（六）死亡 1 1  1   

（七）其它  21 16  3 1 

小計 14 99 21 6 33 14 

總計          134         53 

二、95學年度本校日間學制各招生日程規劃草案，並提招生委員會確認。 

招生類別 簡章出售日期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備註 

碩士班推薦甄選 94.9.30 94.11.4-10 94.11.26-12.4  

碩士班暨管理學

院碩專班 

95.1.2 95.2.14-21 95.3.19  

體育運動績優 95.1.2 95.2.18-19 95.3.4  

博士班 95.4.1 95.5.23-29 95.6.17-18  

轉學考 95.4.1 95.6.13-20 95.7.6  

大學甄選入學 94.11 95.3.20-28 95.4.15-16 由彙辦中心統一發售 

大學考試分發入

學 

 95.4 月底-5 月初 95.7.1-3 由彙辦中心統一發售 

三、本年度加退選開始使用網路加簽作業方式進行，感謝電算中心、學務處與

各系所配合，使得今年加退選作業得以完成，雖然程式作業仍有一些小瑕

疵，但皆已逐步修正改善。但選課過程中，仍須請各位主管提醒幾件事。 

(一)各系、所、院、中心開課時，請謹慎考慮限制加簽條件。但是在學生

選課時，若任課老師願意更改限選條件，並接受加簽時，請任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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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與開課單位聯繫，並填送課程異動單至教務處取消限選條件，以

避免學生於各校區來回奔波，無法選課，並對校方造成誤解。 

(二)學生申請跨校選課，應以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請各系、所主管

於核章時須確認是否本校未開課，方准予申請。 

四、明年教育部將進行系所評鑑，課程規劃及設計是評鑑非常重要項目，並要

求三級三審，一級課程規劃時希望有產業界人士參與。 

五、系所若需要更改 91、92、93 學年度已報部核定通過之課程標準，仍需依三

級三審程序並報教育部核准後才能實施，以免影響學生畢業。 

◎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一、本學年度新生於 9 月 13 日(星期二)開始進住宿舍，13,14 日新生始業輔導，

順利完成，感謝教官同仁及各單位配合。 

二、本校目前共有 10棟學生宿舍，本(94)學年度共有住宿生 3,137人，各宿舍

興建年份、每學期收費、每間人數、住宿人數如下表。住宿生除繳保證金

3000元外，尚需繳納宿網費 400元，及 200~400元清潔費。 

宿舍別         興建年份    每學期收費  每間人數   住宿人數    

1.蘭潭一舍(男女) 62 年 6000 元 2 人 113 

2.蘭潭二舍(男)  69 年 5000 元 4 人 92 

3.蘭潭三舍(女) 82 年 6500 元 4 人 578 

4.蘭潭五舍(男) 72 年 5000 元 4 人 384 

5.蘭潭六舍(男) 73 年 5000 元 4 人 332 

6.民雄綠園 1 舍(男女) 76 年 4000 元 6 人 513 

7.民雄綠園 1 舍(女) 76 年 4000 元 6 人 650 

8.林森明德齋(男) 58 年 4500 元 4 人 164 

9.林森青雲齋(女) 72 年 4500 元 4 人 311 

10.民生明德樓 67 年 - -  

   合計：3137 

 

三、為改善宿舍服務品質，提升學生對宿舍之滿意度，三個校區之學生宿舍輔

導業務自本學期起由生活輔導組統籌負責，並完成增聘 6位專案宿舍管理

員，分駐各校區宿舍（蘭潭校區 3人、民雄校區 2人、林森校區 1人）。本

校宿舍兩個主要問題是：1.硬體的建築設備改善；2.宿舍管理制度的完善。 

四、9月 5日及 19 日(星期三)分別於蘭潭及民雄校區召開服務教育協調會，宣

導本學年度起之服務教育實施方式異動部分： 

1.服務教育之督導及執行，由各學系指導系班老師或系教官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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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方式：各院系館大樓、教學區之清潔維護，或參與社區服務之規劃

與執行，由各學院及系辦公室自行協調後定之。工作內容規劃應注意

學生實際操作之安全問題。 

3.學生服務教育成績，由各學系主任選派老師或系輔導教官負責登錄，不

再由學務處生輔組登錄。 

五、本校自 90 年起即訂有服務教育實施辦法，惟一直停留在「學生掃地」層次，

有待提升與落實。未來服務學習擬分為三個主軸：(1)大一服務教育(必修，

零學分)；(2)大二以上的服務學習課程(列入通識課程學分)；(3)自願參與

學校義務服務發給服務學習護照。 

六、統計自 8 月 9 日至 9 月 28 日止學生交通事故共計 8 件，其中 2件通報為乙

級事件，現因臚內出血，仍在加護病房觀察治療中。本學年度交通安全教

育實施計畫重點在於「騎乘機車，戴安全帽」宣導、取締等活動，請各院

系主管於週會集合時加強宣導。 

七、本學期學務處將研擬推動各校區「校安來找碴」活動，以提升同學建立自

我危機意識，並作為校安環境改進順序之依據。 

八、本學年度僑生人數共計 58 人，僑居地包括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印尼、

緬甸、泰國、印度等七地區。本處已於 9 月 5日(星期四)晚上辦理僑外生

月光晚會，歡迎新入學之僑生、外籍生。請各位老師及同學對僑生在學業

及生活方面多給予協助及關心。學務處於 9 月 15日(星期四)晚上舉辦僑生

與國際學生月光晚會，感謝校長及軍訓室葉主任蒞臨指導。 

九、94 年僑生保薦委員共 36人，將於 11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30~5:30蒞

臨本校參訪，其中包括馬來西亞地區 23 人、印尼地區 9人、泰國地區 3

人、汶萊地區 1人。 

十、本學年度國際學生人數共計 8 人，(1)Damien Treuse(澳洲，國教所博士班)、 

(2)Leeroy Joshua(索羅門，園藝所)、(3)Timeon Eretii Teretia(吉里巴

斯，食科所)、(4)楊晉湖(印尼，食科所)、 (5)Makoto Yanagisawa(日本，

農生所)、(6)楊程浩(印尼，生資系)、(7)Koo Mariaines(巴拿馬，食科系)、

(8)Koo JoseManuel(巴拿馬，資工系)。學務處於 9 月 29 日(星期四)晚上

舉辦校長與國際學生聚會，感謝軍訓室葉主任及相關系所主任及指導教師

蒞臨指導。另外，學務處也將採購英翻中電子辭典，供外籍生借用。 

十一、本校 93 學年度下學期共有 92 個學生社團，參加社團學生數為 1,838 人，

如下表所示。學生參加社團比率約為 23%，根據教育部 93 年調查全國大學

校院學生參加社團比率為 40%。因此，本校學生參加社團比率待提高。新

增社團團室之規劃與隔間目前已完成，能容納新增之 11 個社團、樂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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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室、各地區校友會聯合辦公室及即將成立之研究生協會辦公室，使學生

之社團活動更加蓬勃發展。推展社團活動兩個最大的困難是：(1)社團活

動空間不足；(2)補助社團活動的經費不足。 

 

            蘭潭校區        民雄校區      林森校區       合 計   

   類別   團數   人數     團數   人數    團數 人數     團數  人數 

學術性 9 162 8 176 2 21 19 359 

服務性 8 164 7 205 0 0 15 369 

康樂性 6 77 5 85 1 10 12 172 

音樂性 7 172 8 236 1 16 16 424 

藝術性 5 54 5 94 0 0 10 148 

體育性 9 168 9 178 0 0 18 346 

聯誼性 2 20 0 0 0 0 2 20 

 

合 計 46 817 42 974 4 47 92 1838 

 

十二、本學期將成立國際學生聯誼會，由教育系陳美瑩擔任指導老師，負責外籍

生之輔導事宜。預計明年三月初，舉辦國際文化節。 

十三、9月 27日邀集各系所研究生代表討論研究生協會成立事宜，作為研究生與

學校溝通橋樑；另將各地校友會納入聯誼性社團，使學校社團能更加健全。 

十四、新增社團團室之規劃與隔間目前已完成，可容納新增之 11 個社團、樂旗隊

團室、各地區校友會聯合辦公室及研究生協會辦公室，於 9 月 27日讓新社

團進駐，對增進新社團之向心力有極大之幫助。 

十五、學生會 9月 20,21 日於嘉禾館前廣場舉辦社團之夜及社團博覽會、9月 29

日於大操場舉辦迎新演唱會，皆已圓滿舉辦且成果豐碩。民雄校區社團博

覽會於 9 月 22 日晚上 6:30 時在樂育堂舉行，感謝校長及軍訓室葉主任到

場鼓勵。 

十六、辦理績優社團指導老師獎勵與表揚，申請件數共 10 件，包括蘭潭校區 7件，

民雄校區 3 件。8 月 22 日召開「全校績優社團指導老師評選委員會」評選

後，由農藝志工隊侯金日老師、國樂團蔡玉真老師、合唱社李雯玲老師三位

獲選績優社團指導老師，並於 9 月 16日「94 學年度學務及導師會議」中頒

獎表揚。 

十七、嘉大樂旗隊招生至 9 月 27日止計 48 位，9 月 26日舉行第一次集訓，校長

蒞臨訓勉隊員。另制服之製作委由台南女子技術學院服裝設計系設計。希

望樂旗隊能為本校校園注入一股活力與朝氣。樂旗隊遭遇最大的困難是學

生招募問題，其練習時間均於夜間，演練頗為辛苦。學務處已擬訂獎勵要

點，希望經考核後除給予記功嘉獎外，也給予獎勵金；將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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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暑假期間蘭潭計有 3個社團從事於 4所小學之暑期服務工作：國樂團 7月

4-8 日於竹崎沙坑國小舉辦小學國樂營活動；農藝志工服務隊於 8 月 21-27

日分別於竹崎光華及布袋新岑國小為期各 3天偏遠地區小學之服務；四健

會 9月中旬於阿里山香林國小為期兩天之小學服務。 

十九、9月 23、24 日於國際會議廳及劍湖山遊樂世界舉辦全校學生自治團體幹部

訓練，計有社團及系學會幹部 140 人。 

二十、配合新生始業輔導，訂製幹部服裝 400 件，並輔導學生會幹部參與新生服

務。於 9 月 13 日辦理新生迎新『影人入勝』電影欣賞晚會，以紓解新生初

次離家之鄉愁。 

二一、9月 22 日召開服務性社團第一次會議，將各公益團體(聯合報系文化基金

會、天下雜誌、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等)與政府單位(教育部、青輔會

等)之申請補助服務或活動事項作一說明，希望服務性社團多往校外爭取經

費補助與獎勵。 

二二、慢速壘球社 9 月 24、25日兩天舉辦壘球初級裁判講習訓練營，計有三校區

80於位熱愛壘球之學生參與，此講習為嘉大之創舉，相當成功。慢速壘球

社指導老師為史地系李明仁主任。 

二三、9月 20 日起各社團陸續辦理迎新活動，計有世界民族舞蹈社流行音樂坊農

藝志工隊等 35個社團辦理迎新活動，增加大一新生對社團之向心力。 

二四、配合校慶籌辦嘉義大學蘭花節系列藝文活動：蘭花大使選拔、蘭花徵文比

賽、蘭花歌唱大賽、蘭花傳情、蘭花攝影比賽，其計畫已核准，目前已展

開各項籌備工作。 

二五、本校 92~93 學年度各學期辦理就學貸款學生人數如下表，94 學年度第 1學

期學生就學貸款，截至 9 月 27日止申辦就學貸款人數共有 1,541 人。 
 

  學 院 別          92 學年上        92 學年下       93 學年上        93 學年下   

師範學院 243 226 232 224 

  人文藝術學院 199 189 210 211 

  農 學 院 432 385 348 342 

  理工學院 305 296 309 301 

生命科學院 278 283 264 264 

管理學院 153 148 162 164 

      

  合  計 1610 1527 1525 1506  
二六、9月 6日召開「工讀金審查委員會議」，修訂本校「工讀實施要點」，使各項

工讀業務之實施能符合學生與業務單位之需求。每小時工讀費 80元，每人

每月不超過 160小時。依作業日程規定，每月 15日撥款上個月之工讀金。



 

 9 

93 學年度本校總工讀時數為 21萬 7千小時，總經費為 1736 萬元。根據教

育部高教司與技職司 94 年 9 月 26日發布之新聞稿指出：學生校內工讀「有

教育與學習之意義，與勞工工資不能劃上等號。學生仍以課業學習為主，

於校內工讀並不宜從事勞工性質相同之工作。大專校院校內工讀制度之設

立，主要係提供學生在課餘彈性的工讀機會，俾增廣學習面，累積實務經

驗，並培養獨立自主、認真負責之工作態度。」 

二七、93 學年度學期本處承辦之就學補助：發給 336位學生清寒獎學金(每人約 1

萬元)336 萬 2029元；發給 4 位學生清寒助學金(每個月 4千元)16 萬元；

發給 45位學生急難救助金 61萬 5千元。三項獎助學金合計為 413萬 7029

元。 

二八、依據教育部 94 年 7月 1日函「公私立大專校院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規

定，自 94 學年度起學生就學補助，凡家庭年收入低於 40萬元而未請領政

府各項公費減免者（扣除各低收入戶、殘障身分、原住民等類別學生），每

人每年補助 7,000元；凡家庭年收入於 40萬元以上，但低於 60萬元者，

每人每年補助 5,000元。申請之截止日期為 10 月 30 日。截至 10 月 4 日止

共收 237件(蘭潭及林森 130 件、民雄 82 件、進修部 25件)。 

二九、聯華電子公司已撥款新台幣五十萬元整，匯入「清盧獎學金」專戶，本處

課外組訂於 10 月份開始公告接受申請。其餘各項獎學金之申請，本處皆按

規定上網公告，請宣導有需求之學生上網查詢。 

三十、林森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巳完成三部監視器之安裝、社團團室之隔間，

感謝總務處之協助，對本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空間及安全之維護，將有較

大助益。 

三一、9月 28 日嘉義市政府舉辦盛大祭孔活動，由民雄校區國樂社支援擔任樂生，

共計 56人次。 

三二、9月 6日上午完成全校各校區餐廳、便利商店、合作社、餐飲從業人員『餐

飲衛生安全講習』，共計 13 人。 

三三、拜訪嘉義市及民雄鄉各科別優良診所，並簽訂為本校特約診所計新增 10 家，

目前本校特約醫療院所共 23 家。 

三四、9月 20-23 日完成新生體檢三校區共計 2,360 人。約於 10 月 25日會將檢查

結果通知每位學生。 

三五、94 學年度第 1學期輔導教師個別輔導時間表如下，感謝各位輔導教師的協

助，請轉告學生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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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地點 輔導老師 現  職 值班時間 輔導領域 

蘭潭校區 曾迎新 

本校輔導系助理教授兼任學務處

輔中心主任 

ytseng@mail.ncyu.edu.tw  

週三 

10：10-12：00 
催眠治療 

民雄校區 吳芝儀  
本校輔導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chihyiwu@mail.ncyu.edu.tw  

週三 

12：20-14：10 
生涯規劃 

蘭潭校區 房兆虎 
本校輔導系講師兼實輔處組長  

jauhuu@mail.ncyu.edu.tw  

週二 

11：10-13：10 

兩性情感 

心理衛生 

蘭潭校區 施玉麗  

本校輔導系助理教授 

yulis@mail.ncyu.edu.tw 

週二 

15：20-17：10 
沙遊治療 

林森校區 林本喬  
本校輔導系副教授  

lbj@mail.ncyu.edu.tw  

週二 

15：20-17：10 
遊戲治療 

民雄校區 鄭翠娟  
本校輔導系副教授  

ttc@mail.ncyu.edu.tw  

週一 

13：20-15：10 

兩性情感 

生涯規劃 

民雄校區 黃財尉  
本校輔導系助理教授 

twhuang@mail.ncyu.edu.tw  

週二 

10：10-12：00 

生涯規劃 

心理測驗 

蘭潭校區 劉俊豪 
本校輔導系講師  

liu7244@hotmail.com  

週四 

12：20-14：10 

生涯規劃 

心理衛生 

民雄校區 江秋樺 
本校特教系副教教 

lotus@mail.ncyu.tw 

週一 

12：20-13：10 

情緒障礙 

特教輔導 

林森校區 高淑清 
本校家教所副教授 

kaosc@mail.ncyu.edu.tw 

週二 

9：10-11：00 

親子輔導 

家庭溝通 

週二（林森） 

18：30-20：30 

心理劇 

壓力調適 

週三（民雄） 

9：10-11：00 

蘭潭校區 

民雄校區林

森校區 

林姿吟 
本校輔導中心專任輔導老師 

marial1999.tw@yahoo.com.tw 

週五（蘭潭） 

9：10-11：00 

 

民雄校區 林淑芬 
吳鳳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mailto:sflin@mail.wfc.edu.tw 

週三（夜間） 

18：30-20：30 

人際關係 

藥物上癮 

蘭潭校區 劉如蓉 
嘉義地方法院主任觀護人 

mailto:Jung3004@judicial.gov.tw 

週四（夜間） 

18：30-20：30 

心理治療家

族治療 

 

三六、本學年度本校共有 40 位身心障礙生，依教育部規定，94 年度本校身障生輔

導經費教育部本校 90%，金額為 1,451,414元，本校應配合 10%，金額為

161,268元。為改善蘭潭校區身障生服務品質，經協調合作社同意，撥出學

生活動中心賣場的一半空間闢建資源教室，並整建無障礙廁所兩間。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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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奉核可，本處將協調總務處與合作社積極辦理，希望在 11 月底前完成。

教育部特教小組將於 12 月至本校評鑑。 

三七、學輔中心預定 11 月 17、18 日邀請香港大學連明剛教授(教育學院教育心理、

特殊教育與輔導學部主任)帶領強化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與發展工作坊，預計

參加人數為 150 人，除資源教室老師為受邀對象外，將保留 30 個名額給本

校特教系師生。 

三八、學輔中心預定於 11月邀請美國國際催眠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Hypnotists)高級講師艾克曼(charlene R.Ackerman)女士蒞臨本校演講。 

三九、請各系所主管及教師代表轉知學生及同仁在辦理各項活動時應儘量避免騎

摩托車，維護學生生命安全。 

◎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一、本校各項重大工程進度如下表：    

二、自 93 年 8 月至今年 8 月蘭潭校區共失竊 8 次，計 14 件；民雄校區失竊 3

工 程 項 目 工     程     進     度 

綜合教學大樓 1.土建工程進度 58.11%。 

2.空調、水電工程配合土建進度施工。 

3.部分施工項目於契約中漏項及部分配合現地需辦理變更設計追

加合計 946萬 3131 元業奉核定，由營建署及建築師辦理修正預

算書作業，並於 10 月 15 日復工，土建部分預定 95 年 3 月完工，

水電部分預定 95 年 5 月完工。 

管理學院工程 1.土建部分 6 月 4 日竣工，現正辦理初驗收程序。 

2.水電空調 7 月 2 日竣工，現正辦理結算驗收程序（消防勘查）。 

3.民生校區運動場暨公共設施新建工程已於 9 月 9 日完成初驗復

查，俟結算無誤後繼續辦理正式驗收。 

圖資大樓工程 1.圖資水電設備已交由校方接管。 

2.圖資空調設備排定 10 月 11 日進行複驗。 

3.圖資土建部份排定 10 月 13 日進行複驗。 

4.圖資公共藝術品設置甄選結果報告書，教育部於 9 月 12 日召開

審議委員會，依修正意見儘速修正報部。 

5.傢俱設備標圖說與規範，已於 94 年 10 月 4 日上午 10 時召開招

標文件討論會議，並請建築師儘速修正後送達本校。 

民雄校區禮堂工程 目前工程皆已驗收完成，辦理最後結算付款（設監費用）事宜。 

教育館新建工程 目前已完成鑽探試驗報告分析作業，規劃報告書也由建築師修正

中，俟修正完成後即可再陳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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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計 6件，竊案為同一偷竊集團所為，為加強校園安全管理，未來各校

區出入口燈光夜間均會打開，也希望各系館加強系館安全維護，對陌生人

出入應盤查或通知駐警隊，避免給歹徒可乘之機。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ㄧ、本校 94年度公共建設計畫計有「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大樓」以及「綜合教學

大樓新建工程」等二項，截至 94 年 9月底止，二項工程進度情形詳如列管

表（附件 1，頁 1-2）。 

二、本校94年 8月公文流程抽查考核結果詳如後附查核報告（附件2，頁 3-4），

請 卓參。 

三、本校 7月、8月內部簽核公文出現異常狀況，有 2件「簽」陳核期間超過 1

個月，經奉  示追查公文流程，結果詳如後附特殊公文查核報告（附件 3，

頁 5-6），請 卓參。 

四、93 學年第 2 學期本校各單位工作成果報告書請各位代表審閱。 

◎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一、本學期新生圖書館導覽暨資料庫講習自即日起至 10 月底於各校區熱烈展

開，請轉知新生各班踴躍報名參加。 

二、本校今年度獲教育部補助購書經費 1,500萬，充實圖書館藏。本館於 9 月

27日發出通知，請學院轉知所屬各系所教師推薦專業圖書，每院購書經費

額度以 200萬為原則，由院彙整並排列購買優先順序，於 10 月 14 日前將

推薦書單交予本館採編組，本館將在各學院經費額度內依所列優先順序進

行採購。 

三、本館 94年度至 9月底截止，中文圖書增加 19,255冊數，西文圖書增加6,002

册，總共增加 2萬5千餘冊中西文圖書。 本館已將今年度各學院推薦購入之

圖書清冊以 E-mail傳送至各學院，請學院轉知系所老師參考利用。 

四、民雄校區 94 年度各系所經費自行購置之圖書冊數及金額如下：教科所 18

冊，30,350元；數教所 58冊，75,331元；中文系 703冊，237,815 元；

外語系 78冊，38,080元；音樂系 12冊，44,817 元；總計民雄校區 94 年

度系所經費自行購置之圖書總冊數為 869冊，總金額為 426,393元。 

五、系所經費自行購書或國科會計劃購書，對館藏的提昇有其裨益，但不時會

出現重複購置圖書館已有館藏的圖書資料之情況。計 94 年 1 月至 9 月系所

購書複本率為 18.19﹪（總冊數 869冊中，有 158冊是複本）。各系所購書

複本率調查如下：教科所 2/18冊（11.11%）；數教所 13/58冊（22.41%）；

中文系 129/703冊（18.34%）；外語系 13/78冊（16.67％）；音樂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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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8.33%）。以圖書館的專業考量而言，館藏品質的良窳必須依賴複本控

制來把關，一本書以能發揮其最大使用效益為圖書館的主要考量因素，一

所大學圖書館的館藏應「多樣化」，而非「多量化」。建議各系所在購買圖

書資料之前，請多多查詢本館館藏目錄，以降低購入複本的機率。 

六、鑒於本館視聽資料量不足，為充實本館視聽媒體專業館藏，以利圖書館採

購適合之視聽資料，已請由院轉知所屬系所推薦，由院彙整並排列購買優

先順序，本館將由教育部補助款項額度內依所列優先順序進行採購。 

七、蘭潭校區圖書館於 3 樓提供筆記型電腦上網服務(含無線及有線上網環

境)，歡迎本校老師及學生多加利用。 

◎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 

「9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委員會」業於本(94)年 10 月 6日召開完畢，

其會議重點略述如下： 

（一）本校已配合教育部修訂「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管監辦法」，研提五項自籌收支辦法報部備

查，及制訂相關配套配施。 

(二）依據 94 年 7月 15日台高（三）字第 0940095512號函，教育部表示：

各校所訂五項自籌收入之收支管理規定，應依「收支管理規定檢核

表」檢視，若未依檢核表規定制定者，須補增(修)訂。 

 (三)為辦理上開教育部規定，請權責單位提案討論，其增(修)訂之法規如

表一，並經 9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委員會(94.10.06)討論通過： 

       (表一) 

項次 法  規  名  稱 提 案 單 位 

1 
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

陸（含港澳）地區案件處理要點」 

會計室 

2 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津貼補助要點 研發處 

3 本校「捐贈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 研發處 

4 本校「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 研發處 

5 
本校「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

機制要點」 

總務處 

6 本校「場地設備租借管理收入之收支要點」 總務處 

7 
本校「校務基金支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原則」 

總務處 

8 本校「資產變賣支出處理要點」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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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校「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 財務管理小組 

10 本校「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要點」 財務管理小組 

11 本校「資金之轉投資要點」 財務管理小組 

12 本校「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 進修推廣部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 

    「94 學年度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業於 94 年 10 月 17日召開完畢，其

會議重點略述如下： 

     (一)修正「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二)研擬「本校經費稽核績效考核實施要點(草案)」 

     (三)審議本校 93 年度決算金額最高之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院)案。 

三、配合校慶系列活動： 

    (一)為配合校慶活動並達校長統籌款實質補助之目的，93 年度接受校長統

籌款補助之學院，將於校慶前後，自行舉辦「93 年度校長統籌款成果

發表會」，並請邀請 校長與會，各學院舉辦成果發表會時間如下：       

日  期 時  間 學  院 地  點 

9/15 14：00 師範學院 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501 

10/25 12：00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院長室 

10/27 10：00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館 J-407 

11/4 10：10 理工學院 工程館視廳教室 

11/9 13：30 生命科學院 生科館 3 樓演講廳 

11/16 13：30 農學院 園藝館大視廳教室 

    (二)為配合校慶活動且推廣本校師生豐碩之生物科技研發成果，增進產業

界與學術界之研發合作暨技術移轉之機會，建立學習夥伴關係之發展

模式，並將研發成果落實於產業界，提昇產業競爭力，本校預定於 11

月 5日、6日(地點：嘉禾館)舉辦「2005國立嘉義大學生物科技展及

研發成果發表會」。 

◎    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處    

一、為引導本校畢業師資生遴選實習學校，本處將於 10 月 14、19、26日及 11

月 5日，分別於民雄、蘭潭、林森三校區舉行四場遴選實習學校說明會；

屆時除了印製實習手冊及相關表格分送參與學生外，並聘請中、小學校長

及幼稚園園長當場說明遴選實習學校應考量實習學校特色、本身志向、與

注意事項；希能圓滿找到實習學校明年順利完成一年或半年的教育實習。 



 

 15

二、本校 94學年度師範學院小教組、中教組、特教系、體育系、特教系、幼教

系及英教系畢業生七班共計 297人，將於 94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2 日

三天舉辦外埠教育參觀，本處已於 10 月 14 日中午 12時在民雄校區行政大

樓二樓簡報室舉行外埠教育參觀說明會，由各班派二名代表及實習指導教

師出席參加，會中討論外埠教育參觀三天行程及行前安全相關事宜。 

三、本處將於 10月 28日 10時30分在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舉行大四實習

學校協調會，本處將備文函請民雄國中、林森國小、嘉北國小、嘉大附小、民

雄國小、福樂國小及協同附設幼稚園共七所學校校長及教務主任，共同討論本

校94學年度整學年之教育實習計畫與集中實習教學設計。 

四、本校94學年度進修推廣部暑期實習教師 64人，由嘉義市教育局審核完成初檢

作業，已於 9月 1日正式前往教育實習學校進行一年教育實習。 

五、本校大五、大四實習指導教師會議，已於 9 月 21 日中午 12 時於民雄校區

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舉行，共 56位教師出席參加，會議中決議大四師資生

整學年教育實習計畫及大五實習教師教育實習整體輔導規劃。 

六、94 學年度擬赴國中辦理臨床教學之教師，計有外語系吳家榛老師提出書面

申請，已於 8 月 11 日召開申請人說明會及審查會議通過至嘉義市北興國中

擔任臨床教學之教師。 

七、「教師之友」第 46卷第 4期，已於 94 年 10 月 5日出刊，專題為「鄉土教

育」。12月份專題為「兒童英語教學」，另 95年 2月份專題為「學校行政」

(94 年 11 月 30 日截稿)、4月份專題為「行動研究」(95年 1月 30 日截稿)、

6月份專題為「課程與教學」，請本校教授踴躍賜稿。 

八、為配合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本校擔任教育部指定之師資培

育之大學與「生涯規劃」學科中心策略聯盟之召集學校。本校已於 8 月 11

日召開策略聯盟第一次會議，並請輔導學系吳芝儀主任協助計畫之擬定，

教育部每年補助 20萬元至 98 年止。 

九、本校已於 10 月 6-7日分別辦理中教、小教、幼教及特教職前教育研習會共

1-2 天四場次，實習教師及實習生計 910 人返校參加。 

十、本校承辦教育部與青輔會「攜手計畫—弱勢大專青年國中家教」，嘉義縣提

供 17個名額，嘉義市 15個名額，自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20 日止，本校共

45 位學生上網登錄，經審核推薦通過 19 位同學，至目前為止共有 5 位同

學獲得錄取，至各錄取國中進行為期一學期之課業家教。 

十一、本校將於 1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至 3 時，在民雄校區創意樓大

學館演講廳舉辦「職涯講座活動」，邀請經典雜誌總編輯王志宏先生及歐風

民宿負責人林正雄先生，就【傳播廣告】及【社區營造】二主題，與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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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中文系學生分享經驗。 

十二、本校於 10 月 4 日(星期二)由本處蘇文清組長前往台南就業服務處，參加勞

委會職訓局雲嘉南地區就業服務中心大專校院就業服務第一次聯繫會報，

擬將全國就業 e 網導入校園，並瞭解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資源網路

服務運用。 

十三、本處自 9 月起加入行政院青輔會南一組資源中心（南一組共有雲嘉南地區

27 所大專校院加入），共同推動大專生生涯規劃及就業服務相關業務。 

十四、本處自 9 月起與 1111 人力銀行合作辦理「校園 e化就業」計畫，24小時提

供畢業校友就業及在校生工讀線上媒合機會。 

十五、94 年度高普考於 9 月放榜，經統計本校共錄取高考 35人，普考 22 人，合

計 57人，如下表所示。 

 

 

◎    進進進進修推廣部修推廣部修推廣部修推廣部    

一、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網路加退選於 9 月 19 日-20 日、第 2次網路加退

選於 9 月 22 日至 30 日辦理，學生使用網路情況良好。 

二、94學年度新生辦理學分抵免於 9 月 19 日-26日申請，目前已有 171 人申請。 

三、「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業於本校 94 學年

度第 2次行政會議（94 年 9 月 13 日）提案討論通過本學期開始施行。 

科系別 錄取高考人數 錄取普考人數 

獸醫學系 16 7 

動物科學系 1  

園藝學系 1 1 

生物資源學系 5  

農藝學系 2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2 1 

森林學系 6 5 

幼兒教育學系 

幼學甲 
1 5 

國民教育研究所 1  

科學教育研究所  1 

應用經濟系  1 

總計人數 35 人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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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4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申請學雜費減免於 9 月 19 日-30 日申請，目前已有

128 人申請。 

五、奉校長指示，擬召集提升進修學制（二技、進修學士班）學生學習品質策

略研討會議，請相關學系主管提供意見，再彙集「學則」據以實施。 

六、本部新生始業式於 9 月 19 日順利舉行完畢，特別感謝總務處同仁全力支援

人力，協助嘉禾館會場之布置與復原工作。 

七、本學期第一次班聯會（學生會）幹部會議及班長會議已分別於 9 月 26日及

10月 6日召開，會中特別強調希望各級幹部對本部各性質課外活動多加宣

導及支持。 

八、本學期擬辦理 2～3場演講及規劃參訪、健行或球類比賽活動相關事宜，已

在協調規劃中，提供進修部學生更多元的課外活動的學習，擴展學生之視

野，並承校長指示，儘快辦理社團活動及班級及系聯會之經營訓練。 

九、配合新學雜費代收系統作業需要，94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繳費期限延至 9

月 30日截止。 

十、泰利颱風來襲，林森校區環境受創嚴重，落葉、漏水、風倒木、校園路燈

等，於颱風過後已迅速清理、維修完畢，恢復校容。 

十一、為加強校園環境衛生，開學前清理各廁所化糞池，並洽請嘉義市環保局派

員至林森校區進行校園環境衛生消毒，預防登革熱。 

十二、利用暑假期間檢查、維修各教室桌腳不穩之課桌椅，改善學生上課時座椅

搖晃不舒服之感。 

十三、本校修修學士班今年招生情形不理想，檢討原因除本身課程結構及課程名

稱較不能符合時代需求外，招生日期也不盡理想，進修部己規劃明年度 6 

項招生工作時程，將提相關會議討論。 

◎ 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    

一、今年度全校運動會定於 11 月 11、12 日(星期五、星期六)於蘭潭校區舉行，

此次增加社區民眾參與之競賽活動，讓社區民眾能共襄盛舉；另增加親子

活動，同仁眷屬可共同參與校慶運動會活動。此外，為因應評鑑需要，11

月 9 日將辦理游泳比賽；11 月 10 日上午辦理校園路跑接力，相關籌備活

動正積極進行中，希望各位主管及代表代為宣導，鼓勵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二、請轉知及宣導學生及同仁在禁止時段不要在二校區運動場中間草地練習棒

球或壘球，以免影響其他在運動場運動師生安全。 

◎ 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    

ㄧ、經全民票選結果，行政院核定 9月 3日軍人節為全民國防教育日，我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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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防教育法自 95年 2月 1日正式施行。 

二、本校「國民教育研究所暨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93 學年度暑期推

廣教育國防教育組碩士學分班」計有 21 員軍訓教官完成進修。 

三、依據 94 年 8月 23日國防部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條文修正：

將官及上校重要軍職須完成戰略教育或碩士學位，上校ㄧ般軍職及中校主官

（管）須完成指參教育或碩士學位。 

四、95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報名日期自 94 年 9月 15日凌

晨至 10 月 6日下午 5時止。為輔導同學報考，本室於軍訓網頁公告招生簡

章及注意事項，並分別於民雄校區（9 月 21 日）蘭潭校區（9 月 28 日）林

森校區（9 月 29 日）辦理 3場說明會。 

五、94 年 9 月 12 日-15日協助學務處完成新生宿舍進駐及始業輔導。 

六、9月份各系輔導教官服務成果計：疾病照料 5人、急難救助 1人、情緒疏

導 17人、意外事件處理 15件 18 人次、賃居生訪視 11 次 45人、特殊事件

疏處 7次 10 人次、服務他校學生 1人、學生家長聯繫 27人次、生活輔導

165人次 (附件 4，頁 7) 

七、94 學年度第 1學期各校區、院、系、所輔導教官工作分配表如附件(附件 5，

頁 8)，請 卓參。 

◎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本校編送之「94 年度半年結算報告」及「94 年度截至 8 月底止固定資產計

劃執行情形表」，經教育部會計處審查完竣，評列甲等，績效良好。 

二、94 年度 9月止預算執行情形： 

(一) 收入部：各項收入（學雜費、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利息收入）收入

狀況良好，預計至年度結束可達成年度收入預算目標。 

(二) 支出部：經常性經費均配合教學研究進度執行，另本校 94 年度資本

門可用預算 5億 7,845 萬 5,000元另 93 年度保留款 3,402萬 4,273

元，合計本年度可用預算數為 6 億 1,247 萬 9,273 元，截至 9 月份

實際執行數為 2億 3,446 萬 6 元執行率 38.28%，請總務處及相關單

位積極趕辦，達成年度資本門預算目標。 

三、編送本校「九十四年度第二期分期實施計畫預定進度報告」，陳報教育部

同意備查在案。 

四、94 年度教學訓輔經費第二期 (94 年 8-12 月) 分配數業於 9 月 30 日通知

各學院辦理撥款，學年度中已陸續調整增撥研究生獎助學金 760 萬元撥

入各所研究生獎助學金帳戶內，另增撥94學年度辦理研討會補助經費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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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8,960 元、各院教學及研究計畫經費 9,079 萬 4,000 元、全校運動會

經費 147 萬 9,720 元、貴重儀器維護補助經費 1,000 萬元，均陸續撥入

各院專項帳戶內。 

五、本校截至 94 年度 9月底止定期存款共有 12億 179萬 6,806 元，存放於台

灣銀行國庫定期存款戶 4億 2,502萬 2,000元，利率 1.2﹪、另本年度轉

存於郵局 5億 7,597 萬 4,806 元一年期機動定期存款，年利率 1.87﹪、

中信銀 2億 80萬元銀行利 1.84﹪，俟定存單屆期陸續轉存較高利率之定

存以獲優惠之孳息，預估可增加利息收入 250萬元，挹注本校校務基金。 

六、本校 96度概算作業開始籌編，屆時將在本校當期總收入額度內（含政府

補助款），依各單位 96年度實施計畫需求彙編，並依既定預算籌編原則、

時程表辦理相關預算籌編作業。 

七、本（94）年 4月 26日由會計室對出納業務進行不定期查核工作，查核結

果建議改善事項已提本校「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工

作小組會議，提醒相關單位注意辦理。 

     八、本校 94 年度截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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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機關 95 41,162,133  國科會 166 96,343,600  農委會 115 90,980,400  教育部 36 96,964,728  推廣教育 22 10,957,787  在職專班 11 22,913,044  合計 445 359,321,692  
九、本校 95 年度預算案立法院排定於 10 月 19 日分組審查，將請校長及總務長

一併列席備詢，希望本校 95 年度校務基金預算能在立法院審議順利通過。 

◎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一、研修法令規章： 

（一）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管理要

點」第八點條文，前揭要點業經本校 94 年 9 月 13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條文內容請至人事室網頁校訂規章處查閱。 

（二）協助研訂本校遴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 

（三）參與教育部「行政人力契僱化」專題研究,研題相關配套子題二項，

送研討小組彙整。 

二、教評會運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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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3 學年度辦理教師升等教授 6人，升等副教授 21 人，升等助理教授

9 人，兼任教授 1 人，已報教育部審查。 

（二）本(94)學年新進教師計有 29 人。 

（三）九十四學年第一次校教評會業於 94 年 9 月 21 日召開，審議教師專

案升等 1 案、新聘專任教師 1 案、兼任教師 126 人及其他法規修正

4 案；另為利各院、系、所、中心教評會運作，本學年已先排訂召開

校教評會 7次。 

三、行政人力運用： 

（一）本校於 94年 7月份至 10月份召開4次職員甄審委員會，共審理職員任

免遷調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進用案13件、職員獎懲 14件、專案計畫工

作人員薪級提敘疑義 1件；另尚有獸醫學系技士1職缺辦理徵才中、總

務處書記1職缺業申辦考試分發作業，預估將於 95年10月報到訓練，

分發人員到任前聘僱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以應用人單位業務需求。 

（二）辦理行政員公務人力資本衝量評估，研提強化人力資本重點工作7項，

作為未來強化人力運用之參考。 

四、有效提升組織學習： 

（一）94 年 6 月 30 日辦理教職員知性參訪活動，參觀敦煌藝術展，計有

80 人參加。 

（二）94 年 7 月 4 日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辦理行政人員行政研討會，計有

行政同仁 140 人參加。 

（三）本（94）年 9月 15日上午 8時 50 分假蘭潭校區行政大樓四樓瑞穗廳

舉行「94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人事室除將印製新進教師服務手冊

外，會中亦將請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及會計室

主管就業務簡要說明（每單位 10分鐘），已請各院轉知院長及新進教

師出席與會，並邀請最近 2 年之新進教師與會，計有 61 位新進教師

參加。 

（四）94 年 10 月 7日辦理 94 年新進行政人員座談，計有新進行政同仁及

專任研究助理 41 人參加。 

五、待遇福利： 

94 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受理申請，欲申請之同仁請於

94年 11月底前將子女註冊後之學生證影本連同申請表各乙份送人事室辦

理（國中、小免附單據或學生證影本；申請表請逕至人事室網頁下載）。 

六、繼續辦理文康聯誼活動： 

（一）本校於 94 年 8 月 26、27日舉辦本年度第 2梯次教職員工文康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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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高雄環港、旗津、墾丁國家公園之旅，計有 2部車教職員工、

退休同仁及眷屬參加，於 8 月 27日下午約 6時前，平安返抵學校。 

（二）本校 94 年 8 月 16 至 22 日辦理 94 年度暑期教職員工及眷屬親子壘

球投準趣味競賽，由本校教職員工組成 7隊參賽隊伍，比賽開始由

李校長明仁主持開球，這場錦標賽，經過數天的激戰，獲得冠軍隊

伍為農學院、亞軍理工學院、季軍教務處聯隊；壘球投準趣味競賽

部分，女子組分別由簡美玲獲得冠軍、沈盈宅獲得亞軍、張美芳獲

得季軍，男子組則由賴南豪獲得冠軍、周志宏獲得亞軍、賴弘智及

王建雄並列季軍。 

（三）94 年度第 3季（7月至 9 月）教職員工慶生會於本（94）年 9月 15

日上午 10 時 45分假蘭潭校區行政大樓四樓舉行，邀請 7月至 9 月

份壽星暨教職員蒞臨參加，共同為壽星慶生。 

（四）本校預定於 9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辦理教職員登山健行活動，

名額 80名，屆時請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七、未來規劃辦理事項： 

（一）編印教師聘任、升等作業法規彙編。 

（二）研訂 95年辦理行政人員績效評估及績效獎金實施計畫。 

（三）賡續與電算中心合作推動差勤管理線上作業事宜。 

（四）賡續推動簡化人事作業流程及人事業務資訊化等事宜。 

◎    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    

一、配合學務處需求，開發「宿舍管理系統」程式，供生輔組使用，已於 8 月

25日正式上線，94學年入學的大學及二技新生即可上網申請宿舍，並由系

統進行分派床位，然後於網頁上公告申請結果。另舊生的宿舍床位，因已

先行由人工排定，亦由業務單位提供匯入備查。 

二、學生人工加簽作業網路化，將自 94 年 9月正式上線，學生上網登錄加簽科

目，並印出加簽單以供老師及相關單位簽核。 

三、更新學校主網頁，以充分利用功能項目設置空間；並完成全校性「法規彙編」

系統程式，由各教學及行政單位統一編列條文格式置放於各單位網站，再由

主程式引入於本校首頁「法規彙編」項下供點閱。 

四、本中心訂於 10 月 20 及 21 日在蘭潭民雄兩校區各辦理一場本校教師網路輔

助教學平台啟用說明會。 

五、為提升本校學生應用電腦能力將於 10 月 28 日在蘭潭及民雄二校區各辦理

一場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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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網路升級專案已進行相關招標作業和施工事宜。 

七、配合民生校區施工進度，進行採購網路設備事宜。 

八、蘭潭電算中心機房搬遷至圖資大樓事宜，目前配合施工進度進行。 

九、評估多家廠商阻擋垃圾郵件方案，並擴增電子郵件及網頁伺服器使用者空間。 

十、升級宿網流量管理及網管設備，並定期與宿網工讀生座談，了解並解決宿

網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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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已於 10 月 4 日正式收到教育部「94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中心評鑑」

結果，本中心國小教育學程獲得「一等」、中教學程獲得「二等」（此次評

鑑對象總計 45校 59 個師資類科，其中獲得「一等」師資類科計 19 個、「二

等」計 35個，「三等」計 5個），非常感謝各單位的協助與幫忙。 

二、本學期將於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3 日辦理專門課程學分抵免，屆時將請各相

關系所主任協助辦理。 

三、10 月初將辦理「請領學分證明書調查表」以及「學分核對表」，煩請各系

所協助發送給同學。 

四、本學期將於 10 月 3 日至 10 月 13 日辦理教育專業課程抵免，預計 11 月初

召開中心教學與課程委員會進行審核。 

五、本中心加退選時程與方式，與教務處加退選作業完全同步，並採用新的加

簽方式進行加選作業。 

六、10 月 25日假民雄校區科學館 I106教室辦理一場教育學程授課教師座談

會，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七、為增加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教育方面知識，10 月 31 日假民雄校區科學館 I106

教室針對修讀教育學程學生辦理一場專題演講，並預計 12 月於林森校區辦

理第二場專題演講。 

◎ 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    

一、本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與國民教育研究所將於 94 年 10 月 21

日於民雄校區二樓簡報室舉辦「弱勢族群教育成效研究計畫工作坊」，會中

將邀請美國奧瑞岡大學教授 Dr. Martin Kaufman、英國學者 Dr. Leon Paul 

Tikly及本國學者屏東教育大學劉慶中校長等人與會參與研討。 

二、本學院預訂於 94 年 11 月 22、23 日於民雄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05

年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本研討會以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

改革與學校經營發展為主題，邀請大陸及台灣從事中小學教育改革及學校

經營研究者及實務工作者，約 120 人左右，其中大陸學者與實務工作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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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藉此研討會加強兩岸從事中小學教育研究者及工作者之交流，以分享

雙方研究及實施教育及經驗與心得。 

三、本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暨研究所辦理之「第一屆中小學校輔導與諮商學術

研討會」業於 94 年 10 月 29-30 日假民雄校區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本次研討會與會者多為雲嘉南高地區高中職與國中小輔導教師、主任與校

長，本學院亦邀集國內輔導與諮商領域相關學者發表論文，並進行分組座

談與綜合座談活動以進行理論與實務之討論，藉此一研討會的舉辦，提供

嘉雲南地區中等學校以下學校輔導工作者，充分掌握有關學校輔導與諮商

之最新教育思潮，探討現階段學校輔導與諮商工作之相關議題，提昇參與

人員學校輔導與諮商專業之專業知能。 

四、本學院特教系系配合校慶，預訂於 11 月 30 日假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一樓

I106教室舉辦「2005年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提供特殊教

育之專業研究人員、學校（班）教師在特殊教育教學理論與實務發表機會，

促進特殊教育人員共享研究成果，提升特殊教育專業知能。 

五、幼教系配合校慶訂於 10 月 5日、12 日、19 日及 11 月 2 日、9日、16日下

午 1時於本校民雄校區科學館 1 樓 I106教室舉行「幼兒視力保健推廣活動

研習會」,竭誠歡迎本校教師及同學參加。 

六、本學院科教所訂於 10 月 26在民雄校區科學館舉辦中小學教師科學教學研

習---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與教學，，，，提供現職中、小學教師了解基因改造食

品的相關知識，並學習此一議題的單元設計和教學的機會。藉由相關理論

與實務的解說，充實自我對基因改造食品的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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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將於 10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20-3:00，舉行假人文館 J406、

407 教室，舉行全院教職員工座談會，此次活動委由外語系承辦（日後並

由各系輪流承辦），進行全院同仁之意見與情感交流。另外，本學院並將於

11 月 2 日假大學館，舉行全院師生座談會，請本學院教師為學生們進行感

情面、課業上及知性生活等各方面全方位之交流對談與輔導。 

二、中文系於 10 月 1 日，2日將舉辦「台灣視角下的漢文化傳承與創新學術研

討會」，本次會議由老師與多位研究生發表相關論文，並邀請中正大學黃錦

珠教授擔任講評人，期待在師生的互動中，增加對議題的深入了解並提昇

學術研究的風氣，並促進學術交流。 

三、第三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初審於 8 月 15日完成，預定開 10月 19 日舉辦決審

會，此次除校內任課外並邀請詩人吳晟、小說家王幼華、王國偉、蔡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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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外並邀請成大陳昌明教授與南華大學侯作珍助理教授擔任評審委員。 

四、中文系本屆新生大學部 52 人（含三名僑生），研究所 15人（其中 2名因實

習休學），碩專班 15人，報到率高達 99%，招生狀況良好。 

五、中文系已依本校研究生獎助學生辦法訂定本系施行細則，將研究生獎助學

金每月提高至 3500元，研究生都非常高興，感謝學校的用心。 

六、中文系本學期申請修讀五年一貫學程的同學有兩位，均已通過審查，並已

開始選修研究所課程。 

七、外語系將於 94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舉辦台灣文化研究案成果發表會系列

---「台灣語言、文學、文化及教育」研討會，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八、外語系將於 94 年 10 月 5日(星期三)舉辦英教組科系大會，與系上英教組

學生，增進師生交流機會。 

九、史地系訂於 9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週會時間於圖書館 512 教室舉辦一場

專題演講，邀請濱島敦俊教授(日本知名明清史家、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講「明清江南老百姓的總管信仰」，歡迎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本校師生踴躍

參加。 

十、史地系訂於 94 年 11 月 4日舉辦「台灣生活文化空間學術研討會」，會中擬

邀請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進行一場專題演講，並有薛化元教授(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中央研究院)、Ann Heylen教授(Research Unit 

on Taiw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uhr University Bochum,Germany)

參與研討，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十一、本校實輔處就業輔導組訂於 94 年 11 月 9 日週會時間於民雄校區大學館演

講廳，辦理一場「產業與職涯校園巡迴講座活動」，並由史地系及中文系合

辦，歡迎本校各系所同學屆時踴躍參加。 

十二、音樂系奉指示規劃明年春天以樂團演出型式，赴美國與姐妹校交流，計有

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奧勒岡

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regon）及愛德荷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daho）等三所學校，目前已完成初步計畫上簽中。 

十三、音樂系本學期規劃之演出行程如下： 

(一)交響樂團 

第一場  12 月 13 日（二）1900 時  岡山航空技術學院演出 

第二場  12 月 14 日（三）1930 時  高雄市音樂館演出 

第三場  12 月 18 日（日）1520 時  台南市社教館 

第四場  12 月 21 日（三）1930 時  民雄校區大館 

(二)管樂團 



 

 25

第一場  12 月 27日 （二）1930 時  岡山航空技術學院演出 

第二場  12 月 28 日 （三）1930 時  高雄市音樂館演出 

第三場  12 月 30 日 （五）1930 時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配合嘉義市管樂節） 

第四場  12 月 21 日（三）1320 時  蘭潭校區瑞穗館 

十四、音樂系將於 11 月 16、23 日分別辦理第四屆協奏曲比賽之初、決賽，屆時

將邀請國內學者專家蒞校評審。 

十五、配合校慶，音樂系擬於 11 月 4 日（五）1930 時假民雄校區文薈廳辦理「畢

業校友音樂會」。  

十六、美術系暨視覺藝術研究所本學期由文化建設基金會補助，延聘美國印第安

那大學 Enid Zimmerman教授來系上授課，共開「特殊藝術教育專題」、「藝

術教育之性別議題」及「文化概論」等三門課程，全程外語教學。 

十七、本校特約教授郭東榮先生，自本學期開始在視覺藝術研究所開授「藝術創

作工作室」，近日(10 月 4 日至 10 月 30 日)在台北長流美術館舉行個人 79

長流回顧展，歡迎全校師生前往參觀。 

十八、美術系暨視覺藝術研究所將於 11 月 3日(星期四)舉行「台灣藝術與文化學

術研討會」，歡迎全校師生蒞臨指導。 

十九、為配合本校蘭花節活動，美術系將舉辦「2005NCYU蘭花節繪畫創作比賽」，收

件截止日期為10月 25日，敬請各單位協助鼓勵學生踴躍參加。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一、本學院與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嘉義市中小企業協會合作辦理「蕭

萬長菁英企業家講座－『創意生活產業』傑出企業講壇」，預計於本（94）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舉辦六個場次之專題演講活動，邀請創意生活產業中

之傑出人士或相關學術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為講師，針對創意生活產業主題

提出個人精闢見解及實務成功經驗，並與參加來賓進行對談交流。其中上

學期六個場次專題演講將安排於 10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每星期四晚上

6:30~9:30於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二、本學院 EMBA班為迎接 94 學年度入學新生，並建立 EMBA學員情感交流，促

進師生情誼，特安排於 10 月 1日中午假神戶日本料理舉行迎新活動，俾使

新生儘速融入 EMBA大家庭，塑立薪火傳承之文化。 

三、企業管理學系（含管理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董維助理教授榮

獲信義文化基金會「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畫」之優良企業倫理教師獎項，

將配合該基金會共同推廣企業倫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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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研究生宋憶萍與指導教授陶蓓麗主任所發表「線上

消費者享樂動機之探索性研究」論文，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之第十

屆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文獎碩士組優勝。 

五、企業管理學系（含管理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於 94.09.30舉辦專

題演講，邀請雙向溝通股份有限公司劉總監致堯蒞臨演講，講題為企業行銷

管理診斷輔導實務。Q＆A時間中與同學雙向交流，獲廣大迴響，座無虛席。 

六、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積極籌畫於 10 月 14 日～15日假苗栗西濱海洋園區舉

辦“來企露營迎新活動”，反應熱烈、報名人數相當踴躍。 

七、資訊管理學系於 10 月 3日下午 2時於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邀請國立中正

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系暨美國邁阿密大學 Raymond E. Glos 講座教授嚴紀

中 教授， 主講“An East-West Comparison of IS Professionals’ 

Performance and Knowledge/Skil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U.S.A. vs. 

Taiwan ”。 

八、資訊管理學系系學會會長張家豪同學因服務熱忱且品學兼優，獲推薦於 8

月 10 日至 12 日代表本校參加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主辦之『第四屆圓

桌青年領袖營』，共計有公私立大專院校共計四十名同學參加。 

九、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王國欽老師於 9 月 23 日率同研究生至東森集團進行實

務參訪，參訪企業包括：東森購物頻道、東森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小巨蛋等。 

十、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於 9 月 26、28 日舉行研一新生休閒產業基礎調查口試，

另安排於 10 月初舉辦研二研究生之論文計畫書口試。 

十一、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於 9 月 29 日晚上舉辦迎新籃球賽，全所師生熱情參

與，在激烈球賽中增進師生彼此間之認識。 

◎    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一、本學院將於校慶期間結合政府和民間社團之能量辦理蘭花節系列活動，期

盼營造社區活力和提升相關產業發展。有關今年校慶蘭展展覽日期、展覽

項目及展覽地點，業經 94 年 8 月 23 日「嘉義大學蘭展」第 1次籌備會議

決定如下表： 

展覽日期 展覽項目 展覽地點 

11/5（六）~11/12（六） 戶外蘭花景觀布置與競賽 蘭潭校區校門口 

11/5（六）~11/6（日） 台灣蘭花產業發展研討會 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11/5（六）~11/6（日） 蘭花競賽與審查 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11/5（六）~11/12（六） 蘭花栽培示範與觀摩 園藝技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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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六）~11/12（六） 花藝展 園藝技藝中心中廊 

戶外蘭花景觀布置與競賽、蘭花栽培示範與觀摩、花藝展之開放時間為 9:00~17:30 

二、為慶祝本校校慶，林產科學系除了在 11月 5日假森林館視聽教室辦理「書

畫修復與科學的對話」外，亦於 11 月 16日或 23 日假國際會議廳辦理「機

能性木材塗裝技術研討會」等二場學術研討會，屆時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前

往參與。 

三、林產科學系 9月 30 日(星期五)~10 月 2 日(星期日)共三天，假中興大學新

化林場舉辦大一新生潘朵拉迎新活動，節目包括營歌教唱、第一支舞、大

地遊戲、夜遊、水球大戰、早操帶動唱、林產介紹、黃金傳奇、營火晚會、

感性時間、木工 DIY及頒獎結業等，內容豐富有趣，對促進新、舊生情誼

及同學向心力助益頗大。 

四、林產科學系 94學年度第 1學期獲贈之獎助學金，計有校友許健生先生獎助

學金 10名，每名 1萬元，孫海獎學金 1名，每名 2萬元，陳天信獎學金 1

名，每名 2萬元，李科永獎學金 1名，每名 1萬 5仟元。 

五、獸醫學系畢業校友參加 94年第2次專技高考獸醫師及獸醫佐考試，成績斐然，

總計有33名考上獸醫師，2位考上獸醫佐。其中，94年應屆畢業校友之錄取率

更是創歷年新紀錄，錄取率高達 72.7%（22名參加考試，錄取 16名）。 

六、農學所畢業校友范國慶、吳晶綉分別錄取農藝高考及普考；農藝學系畢業

校友陳瑞金、吳晶綉分別錄取農藝高考及普考。 

七、農藝學系 9月 28 日邀請本校名譽教授林中茂博士作專題演講；農學所 9 月

28 日邀請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吳永培博士作學術演講。。 

八、教育部「生物技術人才培訓計畫」經費補助本院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於

暑期開授大學部「進階生物技術與實驗」課程及研究所「農業生物技術研

究法與實驗」二門課，修習人數極為踴躍。 

九、農生所顏永福老師在農委會國際合作計畫支持下於 8 月初至 8 月中旬到美

國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University of Idaho，與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參訪進行合作交流。 

十、農生所古森本老師於7月31日至 8月 17日到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作短期訪問，進行研究工作。 

十一、美國加州 Mendel Biotechnology 的 Research Director,Dr. James Zhang,

於 9 月 26、27日訪問農生所與農學院，商討合作計畫改良作物的生長。並於

27 日在農園館視聽教室發表專題演講：Functional genomics of plant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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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由教育部〝生物技術人才培育計畫〞與本校配合款支持下購買的最新 ABI Gene 

Sequencer 已開始運作，歡迎校內同仁利用此一最新設備。需要基因定序之

校內同仁請與農生所張岳隆老師聯絡。 

十三、由農生所提出之〝尖端生物技術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已獲教育部初審通過，

可望得到第三階段為期四年的補助，將採購多項精密儀器，並陸續開設相

關的新實驗課程。 

十四、配合校慶，農生所將於 11 月 3 日（星期四）在嘉大國際會議廳舉辦〝農業生

物科技之現況與展望〞研討會。除本所老師之外，應邀的演講者包括：中研院

與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賀端華博士，亞洲蔬菜研究中心主任 Dr.Thomas 

Lumpkin,與畜產所成功表達人類第八凝血因子基因羊的研究者。 

十五、園藝技藝中心配合「蘭花生物技術產業輔導」計畫之辦理，於 94 年 8 月 22

日由計畫成立之「蘭花生物技術產業服務團」成員，赴番路鄉隙頂花卉產銷

第三班進行蝴蝶蘭業者實地參訪。 

十六、園藝技藝中心配合本校育成中心參與台中世貿中心舉辦之生技月展覽（94 年

8月 12日-94 年 8月 14日），提供相關展覽資料。 

十七、園藝技藝中心參與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8 月份月例審查會，共選取 4 株

蝴蝶蘭單株（2品系）參與蝴蝶蘭組評審。本次 P. Taipei Gold × P. Brother 

Stage “HT251” 獲得優秀獎，並經審查達到 BM銅牌獎。此外，雜交組合

“HT251”另外 2 株兄弟株與 P. Ching Her Buddha × P. Sogo Lisa  

“HT172＃1，也經審查達到 BM銅牌獎。共計獲得 1優秀獎和 4 BM銅牌獎。 

十八、園藝技藝中心參與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9 月份月例審查會，共選取 4 株

蝴蝶蘭單株（4品系）參與蝴蝶蘭組評審，其中兩單株獲得優秀獎，並經審

查達到 BM銅牌獎。 

十九、園藝技藝中心 9月份配合本校水生系、教務處、總務處、進修部和育成中心

等單位，協助始業式、教與學研討會和經濟部訪視等會場布置美化工作，共

計 5場次。 

二十、園藝技藝中心於 9 月 13 日至 9 月 15日三天，協助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拍攝「寶島鄉土情」，內容包括中心現有之蝴蝶蘭研發軟硬體建置與成

果，以及中心主辦之蘭花產業人才培訓上課實錄，同時赴隙頂青山蘭花採

訪蝴蝶蘭山上催花與外銷出貨之實務。上項內容將於 94 年 10 月 1 日（星

期六）中午 12 時於臺灣電視頻道播出。 

◎ 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 

一、為配合教育部附屬單位的規定，原土木材料場變更為系附屬單位，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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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主任劉正川教授兼任，另聘請張義隆副教授為材料組組長，張進益副

教授為水工組組長，所有經費自給自足。 

二、理工學院 94 學年度共新聘 9 位教師，計有應用數學系 吳忠武教授 1 位，

應用化學系 蘇明德教授及邱秀貞助理教授 2 位，資訊工程系 徐超明助理

教授、王浩立助理教授及 陳宗和助理教授 3 位，應用物理系 蘇炯武助理

教授、陳思翰助理教授及陳慶緒助理教授 3 位。 

三、教育部顧問室「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9 月 16日來校訪視理工學

院應數系、應物系及應化系三系，綜合座談會時 李校長明仁與 艾院長群

親自與會，訪視委員對三系所執行的計畫成果相當肯定及滿意。 

四、本學院於 10 月 11 日至 16 日邀請湖南大學化工學院魏萬之副院長、周小平

副院長及化學生物傳感與計量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羅勝聯副主任蒞院訪問。 

五、理工學院將於 12 月 28 日邀請工研院林信義董事長到校演講，演講題目：青

年領袖與人生志業，歡迎全校師生到場聆聽。會後並舉辦一場教師座談會進

行經驗交流。 

六、艾院長於 9 月 1 日受雲林科技大學邀請，在雲科大之「主管共識營」中演

講有關「科技大學評鑑」講題。 

七、提供理工學院校慶演講系列活動一覽表請各位代表參閱並踴躍參與。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生命科學院為配合校慶活動，將於 12 月 12-13 日在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

議廳舉辦”植物化合物國際研討會 (Phytochemicals: Bioactives, Genomics, 

and Proteomics)”，會中將邀請來自美國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 Dr. 

Ching-Shih Chen、英國的 Yongping Bao 及瑞典卡洛琳學院的 Dr.Yihai Cao；

另有國內此領域的專家約 12 位知名學者發表有關植物化合物之生物活性

成分及其功能性之最新研究成果，並藉此機會進行研究心得交流及學術論

文海報於兩天會期中展出發表，屆時預計將有校內外約 200 位研究人員參

與此國際研討會，將是重要的學術交流盛事，並可對外展現本校過去幾年

來的研究成果。 

二、水產生物學系賴弘智副教授於 8 月 4日前往南投日月潭執行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明潭外來水產生物之生態調查與防治」研究計畫。  

三、生物資源學系蕭文鳳教授於 9 月 29 日至 10 月 01 日前往台中參加「2005自

然物標本與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整合國際研討會暨 species2000亞太地區論

壇」。 

四、生物資源學系郭章信副教授於 9 月 26 日至 28 日與日本真菌學者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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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山、阿里山等地採集菌類標本。 

五、生物藥學研究所陳立耿助理教授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3 日參加國際東洋

醫學會發表論文。 

六、食品科學系邱義源教授以通訊作者於「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SCI）發表論文「Germination of peanut kernels to enhance 

resvertrol biosynthesis and prepare sprouts as a functional vegetable」，於 2005

年 2 月出刊。 

七、食品科學系曾慶瀛教授以通訊作者於「台灣農業化學與食品科學」發表論

文「高氏柴胡湯之生物活性成分與抗氧化功能」，並於 94 年 6 月出版；以

通訊作者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發

表其論文「Qualities and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f Bread as affected by the 

incorporation of yam flour in the formulation」。 

八、水產生物學系陳淑美講師以第一作者於「台灣水產學會編輯委員會」發表

論文「水溫及殘氯對白星笛鯛行為及生理之影響」於 94 年 6 月出版。 

九、水產生物學系吳淑美副教授於「Zoological Studies」(SCI)、「生物學報」發

表其論文「Exogenous steroids enhance the copper resistance of tilapia 

larvae(Oreochromis mossambicus)」、「探討亞致死濃度銅暴露對吳郭魚鈉與

鈣離子平衡之時間效應」，於 94 年 9 月 1 日出版。 

十、水產生物學系林清龍教授以通訊暨第一順位作者於「台灣水產學會刊」發

表其論文「Three Species of Nothobomolochus Vervoort, 1962 (Copepoda: 

Bomolochidae)Parasitic on Marine Fisfes Landed at Dong-shih Fishing Port in 

Central Taiwan」、「Three Species of 

Bomolochus(Copepoda:Bomolochidae)Parasitic on Marine Fishes of Taiwan. 

Journal of the Fisheries Society of Taiwan」，分別於 2005 年 3 月及 2005 年 6

月出刊。 

十一、分子與生物化學系楊奕玲助理教授分別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於

「Neuroscience」(SCI)、「Neuroscience Letters」(SCI)、「Journal of 

Neurotorauma」(SCI)、「Neuroscience Letters」(SCI)，發表其論文「Facilitation 

of conditioned fear extinction by D-cycloserine is mediated by mitogen 

activate protein synthesis in basolateral nucleus of amygdala」、「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Egb761 facilitates fear conditioning measured by 

fear-potentiated startle」、「Effect of Interleukin-1 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Induced Damage to Hippocampal Neurons」、「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mediated IL-1 induceed cortical neuron damage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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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tic brain injury」，分別於 2005 年 7 月 14 日、7 月 22 日、8 月 1 日及

9 月 23 日出刊。 

十二、分子與生物化學系廖慧芬老師以通訊暨第一作者於「Life sciences」(SCI)發

表其論文「A novel polysaccharice of black soybean promotes myelopoiesis and 

reconstitutes bone marrow after 5-flurouracil-and irradiation-induced 

myelosuppression」，於 2005 年 6 月出刊。 

十三、水產生物學系賴弘智老師於「Journal of the Fisheries Society of Taiwan」

發表論文「Complete larval development of Palaemon 

serrifer(Stimpson,1860)(Crustaeca, Decapoda, Palaemonidae)reared 

in Laboratory」，於 2005年 3月出刊。 

肆肆肆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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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第 3條及第 6條條文及辦法名稱，如說

明，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94年 5月24日召開之「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服務教育委員會議」決議

辦理。 

二、檢附 3條及第 6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本校服務教育實施辦法及

台大等七所大學實施服務教育相關規定(附件 6、7、8，頁 9、10-11、

12-14)。 

三、為強調學生方面的「學習」意涵，並符合目前較普遍用語擬將本辦法全

稱的「服務教育」改為「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先後於 91 年 6月 25日於 90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

議修正通過；93 年 4 月 27日於 92 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教師法於 92 年 1 月 15日修正公布，其中第 17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教

師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同條第 2項規定，擔任導師之辦法，由各校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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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定之。 

三、教育部亦於 92 年 5月 30 日台訓（一）字第 0920074060號函示，將廢止

「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學校應依「教師法」第 17條規定，

於 92 年 9 月底前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

告周知。 

四、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教師法相關規定、教育部函示如附件(附件 9，頁

15-21)。 

決議：修正通過。 

      第 1條文字「以下簡稱本法」修正為「以下簡稱本辦法」。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請改選本校 94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10，頁 22-23）辦

理。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委員為無給職，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 

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電算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各學

院院長、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二）推選委員： 

(1)教師委員：由各學院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分別互選產生

之。由各學院依其出席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人數之五分之一計

算，四捨五入，至少一名，至多二名，分屬不同系所（組）。 

(2)職員助教委員：由出席校務會議之職員助教代表互選一人產生之。 

(3)學生委員：由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互選一人產生之。 

   （三）推選委員 

            （1）教師委員：各學院教師推選委員如下： 

  師範學院：陳政見教授、林淑玲教授。 

  人文藝術學院：徐志平主任、陳淑嬌主任。 

  管理學院：陶蓓麗副教授。 

  農學院：黃光亮主任、王建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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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學院：尤憲堂副教授、陳文俊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翁義銘主任。 

  （2）職員助教委員：由出席校務會議之職員助教代表互選一人

產生之。 

            （3）學生委員：由出席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互選一人產生之。 

決議：本校 94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推選委員名單如下： 

     1.教師委員：依各學院推選名單。 

2.職員助教委員選舉結果：李彰生專門委員當選。 

李彰生專門委員 4票    殷世朋組員 1票   

3.學生委員選舉結果：何柏青同學當選。 

何柏青同學 6票。 

※※※※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請改選本校 94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說明： 

  一、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11，頁 24）辦理。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由校務

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之成員重疊。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三、93-94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下： 

      李明仁校長、艾群院長、黃柏農院長、李新鄉院長、翁義銘主任、張平

順副教授、羅光耀副教授、潘治民副教授、薛寅講師。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各學院推選委員如下： 

      師範學院：陳政見教授、黃清雲主任。 

      人文藝術學院：阮忠仁主任、劉榮義主任。 

      管理學院：蔡渭水主任、陳惠美副教授。 

      農學院：李瑞興主任、李堂察教授。 

      理工學院：洪滉祐副教授、林正亮主任。 

      生命科學院：蔡竹固主任、陳瑞祥副教授。 

  五、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15人，各學院已各推選 2 人，建請就職員助

教委員及學生委員推選 1名或 3名。 

決議： 

一、會議決議推選職員助教委員及學生委員各 1人。推選結果： 

1.職員助教委員選舉結果：殷世朋組員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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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世朋組員 2票  范惠珍組長 1票  滕中瑋組員 1票    

2.學生委員選舉結果：王振城同學當選。 

王振城同學 6票。 

二、本校 94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陳政見教授、黃清雲主任、阮忠仁主任、劉榮義主任、蔡渭水主任、陳

惠美副教授、李瑞興主任、李堂察教授、洪滉祐副教授、林正亮主任、

蔡竹固主任、陳瑞祥副教授、殷世朋組員、王振城同學。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五五五五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辦法自民國90年由研發處研訂迄今，相關法源如「大學推廣教育實 施

辦法」、「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劃審查要點」、「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等母法均歷經修正暨本校推廣教育實施五年以來，亦發現有

再作通盤檢討及調整之需要，爰依照 校長指示暨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94 學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重新檢討，並提出修正案。 

  二、經審慎檢討分析後，改變較大的部分，為辦理單位將由過去多元辦理的

方向，調整為單一窗口辦理。由於此一改變係重大決策，進修部先研擬

兩項方案，並向校長及相關單位主管簡報，經 校長裁示採方案二：即「未

來應院系所負責教學支援，進修推廣部統籌負責行政業務。」本修正條

文即係遵照 校長指示之方向研擬。 

  三、有關推廣教育之規定，散見教育部各項規章中，同仁如對相關法規不熟，

不易掌握全貌，亦常因此滋生誤會。乘本次檢討之便，特將相關重要規定

整理併入本辦法中，並一一註明出處，以便各單位日後易於遵照，除較不

致有所疏漏外，更可免除不必要之誤解。 

  四、有關系(所)開設學分班之提出及審查程序，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94年 8

月 30日 94學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再修正為「需經系(所)務會議及院主管

會議通過->進修推廣部(就適法性提供意見)->提會審議->附審查意見後->

送請 校長核定。」，責成本部提請本次校務會議同意修正。按此一細節程

序業已變更第3次(大致係回到第一次狀態)，依法規制定宜考量「維持穩

定暨兼具彈性」之一般原則，類此細節似可以授權實際執行單位，以便因

時制宜，較為妥適。建議此部分可以授權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自訂，詳

見第11條修正條文。 



 

 35

   五、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12，頁 25-31）。 

決議：修正通過。 

          第 2條第 2項文字「推廣教育之教學由相關系(所)支援，…」修正為「推

廣教育之教學由相關系(所、中心)支援，…」。 

※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3條條文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本修正草案業經 94 年 9月 20 日 94 學年度第 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13，頁

32)。 

決議：修正通過。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以及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訂定

該系（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各系（所）應依據

本辦法以及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訂定該系（所）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細則…」。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七七七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94 年 8 月 19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40110484C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34條規定：「現有申評會之

組織與本準則規定不符者，除性別平等教育法另有規定外，應自本準則

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調整之。」爰參照部訂準則修正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二、檢附「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附件 14，頁 33-43）。 

  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要點第 3點條文修正如下： 

三、申評會置委員十七人，其組成如下： 

(一) 本校專任教師：由本校各學院各推選未兼行政職務且未擔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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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委員之專任教師二人及通識教育中心推選未兼行政職務

且未擔任教評會委員之專任教師一人。本項教師代表不得少於

委員總額三分之二。 

(二) 本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一人：由校長遴聘。 

（三）教育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一人：由校長遴聘。 

(四) 本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人：由本校函請本地區教師組織

或分會推薦之。 

前項申評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申評會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其繼任人

員之產生依前述之規定辦理，任期至原出缺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人士得支領交通費及出席費。 

申評會業務由本校人事室承辦。 

」 ※※※※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專任教師聘約，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9條第 4 項規定以：「為增進本校競

爭力，提昇教學、研究與服務水準，自九十四學年度起本校新聘助理教

授、副教授，須於到職後四年內達系所升等基本條件並提第一次升等申

請，四年內未達系所升等基本條件並提出申請者，自第五年起不予晉

薪。」爰於本校專任教師聘約增列第 4 點，請 卓參。 

   二、本案業提94年 10月 4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檢

附「本校專任教師聘約」1份(附件 15，頁 4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九九九九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建請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第 2條條文。 

說明： 

一、本校「名譽教授」之敦聘須學經歷俱佳，學術聲望崇隆，對本校校務發

展貢獻卓越方能敦聘，而余玉照前副校長符合本條件，卻受限於十年條

款而未能受聘為「名譽教授」，實乃本校之損失，為免遺珠之憾，乃建

請修改本要點。 

二、修訂第 2條第 1款「基本條件」為：擔任本校校長、副校長三年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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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本校教授十年以上者，若曾留職停薪除返校義務授課者外應予扣除

期間年資，惟扣除後，前後年資得累積計算。 

修訂第 2條第 2款「特殊條件」之第 2項為：曾任本校校長或副校長一

任(三年)以上，學術聲望崇隆，對本校校務發展貢獻卓越者。 

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16，頁 45-46) 

四、本建議案經 94 年 8 月 9 日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並簽會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十十十十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建請修訂「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34條條文。 

說明： 

一、第 34條俢訂為：「本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教師若干人，及職

員若干人，主任綜理全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之。  

    本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中

心業務，並置五名以上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負責規劃推動

教育學程教學及教育實習課程輔導有關之各項業務。 

    本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得

連任一次。」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17，頁 47) 

三、本建議案經 94 年 8 月 9 日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並簽會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 3條、第 4條條文，

請討論。 

說明： 

一、第 3條修改為「本中心為本校通識教育之教學、規劃、研究單位」。 

  二、第 4條修改為「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教師若干人，及職員若干人，

主任綜理全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

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三、本案經 94 年 8 月 9 日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四、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 18，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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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 

      第 4條文字「…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

次。」修正為「…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任期以三年為原則，

得連任一次。」。 

※ 提案十二提案十二提案十二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農學院動物試驗場、園藝技藝中心、農推中心等附屬單位為本校建制二

級單位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4年 6月 20日 93 學年度第 5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附件 19，頁 49-50）。 

  二、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動物試驗場設置要點」草案、「國立嘉義大學

農學院園藝技藝中心設置要點」草案及「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

中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 20-22，頁 51-53）。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三提案十三提案十三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 23，頁 54-55)，請討

論。 

說明： 

一、本草案業提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94.03.29)討論，決議： 

    本案緩議，請研發處蒐集相關資料送經費稽核委員會修訂後再提會討論。 

二、為配合上述決議事項，本草案又分別提案至 93 學年度第 4次經費稽核委

員會(94.06.06)及 94 學年度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94.10.17)討論通

過。 

三、要點三任務增列：研發成果管理制度之經費稽核事項，說明如下： 

    (一)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7條規定(附件 24，頁 56-59)，為加強研發成果單位進行研發成果

管理制度之評鑑;執行單位未通過評鑑前，其研發成果應歸屬國家

所有，並由農委會機關管理。 

(二) 為爭取執行農委會計畫之成果歸屬本校所有，本校擬規劃參加農委

會委託辦理「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評鑑」。 

(三) 目前參加農委會評鑑之學校，未能通過評鑑原因之一為「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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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解決上述問題，農委會於 94 年 6月 27日召開「農委會委託辦理

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評鑑專家座會」(附件 25，60-62)決議：有關

研發成果管理制度之稽核制度，可透過修訂法規納入各校經費稽核

委員會職掌，加以運用。 

(五) 建請在「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三：委員會任務增列：研

發成果管理制度之稽核制度。 

(六)本案業經 94 學年度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94.10.17)決議如下： 

        1.「要點三」任務增列：研發成果管理制度之經費稽核事項。 

        2.有關「研發成果管理制度之稽核制度」是否明定於本草案，建請

提案至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本案保留。請研發處提下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討論，將本校研發成果管理

制度之稽核制度納入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職掌後再提會審議。 

※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四四四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擬本校「經費稽核運用績效考核實施要點 (草案)(附件 26，63-64)，

請討論。 

說明：本校「經費稽核績效運用考核實施要點 (草案)」，業經本校 94 學年度第

1次經費稽核委員會(94.10.17)討論通過。 

  決議：本案保留。請研發處提行政會議討論。 

伍伍伍伍、、、、校務會議代表建議事項校務會議代表建議事項校務會議代表建議事項校務會議代表建議事項    

一、因進修部大部分學生在蘭潭校區上課，建請學校考量在蘭潭校區保留部分

學生宿舍供進修部學生申請。(建議人：學生代表王振城同學) 

二、為讓進修部學生自治及社團幹部熟悉自治團體之運作，建議比照日間部每

年辦理進修部學生自治幹部訓練。(建議人：學生代表王振城同學)  

三、建請學校於瑞穗館中廊設置飲水機，方便辦理各項活動時參與人員使用；

並請學校擴建停車場，改善學生機車停車場擁擠情形；請學校加強取締無

機車通行證車輛停車問題，以符公平原則。(建議人：學生代表戴雨辰同

學) 

主席說明及指示主席說明及指示主席說明及指示主席說明及指示：：：：    

一、學生宿舍基本上以供大學部及研究生申請為主，有剩餘床位會公告請進修

部學生申請，學校也積極規劃朝 BOT方式或以校務基金興建，以解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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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不足問題，在未完成前也請軍訓室教官協助尋覓校外適合學生住宿處

所，建立輔導名單，提供學生參考。 

二、進修部學生自治幹部訓練事宜，請進修部研議辦理。 

三、瑞穗館中廊設置飲水機建議案請總務處儘速辦理。 

四、學生機車停車場改善問題，總務處已積極規劃辦理中，並請駐警隊加強取

締無機車通行證車輛停車問題。。 

陸陸陸陸、、、、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柒柒柒柒、、、、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 5時 20 分                             

保存年限：永久 編    號：014-3-01-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