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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瑞穗廳   

主席：楊校長國賜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八十四人，實到人數七十二人如出席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本次會議為上次校務會議（十月十七日）之延續，將繼續上次會議未完之議案。本延續會議原應於上次會

議結束後一星期內召開，惟因適逢本校校慶前夕，各單位忙於準備校慶系列活動，因此遲至今天才召開會

議，謹向各位代表表示歉意。 

二、本次會議之召開離上次會議有二個多月之時間，這段期間全體師生及各單位均傾全力辦理校慶各項活動，

也藉這個機會向各位主管及與會代表表示感謝之意。此次校慶展現了二校合併整合後之成果，外界亦給予

相當的肯定。當然，在行政運作上尚有些不盡如意的地方，希望大家來年再接再厲，提升行政效率、教學

品質及研究水準。 

三、校務之推動需有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的努力，才能創造本校更美好的形象，希望全體師生對校務推動有任

何意見請隨時提出，使本校校務工作推動更加順暢。 

四、有關本校擬申請 ISO認證案，請施主任秘書與顧問公司洽談研究相關事宜；並請各單位主管充分配合。擬

自明年一月一日起開始規劃進行，預計七、八月間完成。規劃前應事先做好觀念溝通協調及改變工作；各

行政單位應事先思考如何將作業流程簡化及明確化，將行政電腦化的成效發揮至最大。實施之初一定是比

較辛苦，但這是必經的過程，請各單位務必全力配合。  

貳貳貳貳、、、、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如書面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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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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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面報告部分：請參閱會議書面資料。 

二、口頭補充報告部分： 

◎研究發展處 

一、國科會九十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接受申請，至九十年一月三十一日截止，欲申請同仁請於九

十年一月十五日前將完整資料繳回研發處彙整，逾期恕不受理。相關申請資料請上國科會網站查閱；資料

袋留於研發處，歡迎同仁索取。 

二、本學期「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及「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會議皆已召開完畢，

議決事項請參閱附件。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曾委員慶瀛報告 

本委員會除將會議審核情形提送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外，並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提校

務會議報告，謹摘要報告如下： 

一、本會計年度校務基金之利息收入約新台幣二千萬元；經費剩餘約計新台幣一億元左右，可挹注本校校務

基金，於下一會計年度繼續使用。 

二、審查校務基金概算之時間預定為明年三、四月間，俟會計室預算書作成後，屆時將再開會審查預算編製

相關資料。 

三、本校校務基金於平時運作時，其收支、保管與運用均依照相關法規辦理。 

四、有關研商教學、研究、推廣、建築與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開源及節流措施，本委員會決議列有七項

財源開源、六項節流措施，若有遺漏，請同仁隨時向研發處提出。本項開源節流措施將提相關會議通過

後實施。 

五、有關開闢校務基金財源辦法，研發處已草擬「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籌募辦法」草案（如附件），本委

員會決議請研發處再廣徵同仁意見後，提至下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六、為感謝熱心捐助校務基金人士或團體，研發處草擬「國立嘉義大學感謝捐贈辦法」草案（如附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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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若有意見請向研發處提出，並將草案提至下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校長指示：本校「校務基金籌募辦法」草案、「感謝捐贈辦法」草案，請各位代表參閱，有任何修正意見者，請

於一月十日前將修正意見提交研發處彙整。 

◎經費稽核委員會李召集人新鄉報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開本學年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議，僅代表六位委員向各位代表報告經費稽核情形： 

一、經費稽核事項，請各位代表參閱附件資料。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本委員會需將經費稽核

情形提至校務會議報告。 

二、第一次委員會議中，業已針對本會計年度經費收支報表做了解，也將報表送請本會議各位代表做進一步了

解，報表相關資料將請會計室蔡主任做補充報告。 

三、在年度收支報告資料外，第一次委員會亦做成五項決議事項： 

１本次會議為本學年校務會議成立後第一次稽核會議，距十二月二十六日校務會議只有數天，並無充分時間

可進行實際稽核，本次會議同意將會計室所提本會計年度預算收支報告提交校務會議。 

２有關推廣教育學分班之財務運用方面，請本校校務基金管委員會制定相關經費支用標準並提交本會憑辦。 

３自九十年元月起，凡超過五百萬元以上經費運用個案，請依據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知會本會召集

人，協請輪值稽核委員全程參與，唯訂定底價除外。 

４本會計年度之校務基金決算稽核預定於明年一、二月中實施。 

５本年度校務基金由於經費調度得宜，預計有二千萬元之利息收入可挹注校務基金，於下年度繼續運用，故

請李謀監委員依行政作業程序報請獎勵會計室主任。 

校長指示：本校校務基金資金調度及運用頗有績效，依經費稽核委員會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委員會建議，請會

計室提擬相關人員敘獎名單，依行政程序處理。 

◎會計室蔡主任正文報告 

本會計年度跨一年半的時間，期間又逢二校合併，原二校之預算繼續執行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明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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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則為嘉義大學預算。本會計年度之盈餘主要有下列幾個原因： 

１自二月一日校長到任以來，從教育部爭取約有新台幣三億元之經費，使本校各項經費之調度比較寬鬆。 

２合併前二校均屬公務預算，自去年七月一日開始轉成校務基金，於五、六月間時，二校均已將相關經費執

行完成，將公務預算節餘款加以運用，因此，在轉成校務基金時，能有較多的經費結餘。 

３實施校務基金後，節餘款可保留至下一會計年度使用；利息收入亦可轉入校務基金使用。 

４預計本年度節餘款將有一億餘元，俟本會計年度結束後，會計室會將本年度經費執行情形先提送經費稽核

委員會後，再提至校務會議報告。 

◎余副校長報告 

ISO 認證是屬於全校整體的計畫案，建議選課系統應獨立於該案之外，以急迫案件專案處理。且為讓學生能

儘快使用以方便選課，應訂出完成進度表，請電算中心及教務處能加快完成。至於是採自行開發方式或向他

校購買已使用良好的系統，各有利弊，自行開發系統，可免除日後系統維修上的困擾，由電算中心自行來處

理維修事宜。 

◎李副校長報告 

建議成立緊急小組，由電算中心、資工所等相關電算了人力儘速佈署，並請教務、學務二處需使用系統之業

務承辦人一起召開緊急會議，充分溝通後儘速辦理，使本項工作能儘快完成，以因應未來之狀況。 

校長指示：請邱教務長擔任緊急小組會議召集人。 

肆肆肆肆、、、、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規則草案」（附件三，頁八｜十），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依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設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本校重要校務事項、審議本校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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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章則。 

二、本規則草案明定會議組織、召開時間、審議事項及與會議相關之事項，以作為開會遵循依據及提高議事

效率。 

三、本案於上次校務會議決議緩議，請與會代表將規則草案攜回，有任何修正意見請於十月底前送秘書室整

理，再由秘書室邀集專案小組代表開會。 

四、至十月底止並無修正意見提出，專案小組於十二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召開會議討論，小組建議將原「校

務會議規則」修正為「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並建議修正部分條文，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頁十一｜十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組織要點草案」（附件五，頁十四），請審議。 

說明： 

一、為提昇校務會議議事效率，節省與會人員時間，擬訂本要點，凡校務會議提案需先送經本小組審查並排

定審議優先順序後，再提會審議。 

二、本案於上次校務會議決議緩議，請與會代表將要點草案攜回，有任何修正意見請於十月底前送秘書室整

理，再由秘書室邀集專案小組代表開會。 

三、至十月底止並無修正意見提出，專案小組於十二月五日（星期二）下午召開會議討論，建議修正部分條

文，修正後提案審查小組組織要點草案如附件六（頁十五）。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余副校長 



 6
 

案由：謹遵示研擬本校校歌暨校訓（附件七、八，頁十六、十七），是否適當可用，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校長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手諭辦理。 

  二、謹遵照校長指示參酌原嘉師及嘉技校歌與校訓，初擬嘉大新校歌及校訓，有鑒於校歌代表本校辦學之宗

旨與發展願景，爰特藉此闡發校長揭示之治校理想：「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積極塑造資訊

化、科技化、人文化之優良學風，達成「提升品質，追求卓越」之願望。歌辭可分三個層次稍加說明：

首先指出嘉大是「嘉義之寶，國家之光」，以充滿信心的口吻說出立足嘉義，為國育才的期許，同時希望

吾人「器識崇弘師玉山；為學效法太平洋」，並強調「重科技，愛人文；全人教育真正理想」的核心理念。

其中，「玉山」和「太平洋」不只點明本校之地理位置，而且意味著吾人當向大自然看齊，應有遠大宏闊

的眼光氣度，在「學海」中力學不懈，永不自滿。但更重要的是嘉大以實施「全人教育」為職志，以追

求「重科技愛人文」的平衡境界為最高理想。其次，呈現「美化人生，造福人群」之校訓，此乃順應時

代潮流，響應社會期望之重大宣示，意在落實「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明訓，以充實自我出發，以服

務國家社會為終身奮鬥之目標。此一校訓跳脫以往只挑出若干「德目」之思維方式，突顯吾人畢生努力

之正確方向，較能擴展師生想像的空間，不再侷限於少數幾個「德目」的思想範疇。又，此校訓推崇以

人文價值為根本的信念，並符合「大學法」有關大學所負任務之提示。最後，在歌辭結尾重複「嘉義之

寶，國家之光」一句，以便於透過音調旋律之重現強調吾人深以嘉大為榮，矢志「追求卓越，迎向國際；

創新發展，名聲遠揚」，為樹立嘉大良好聲望而全力以赴。綜觀整首歌，緊緊扣住本校願景，簡明扼要地

標舉本校辦學的憧憬，充分傳達出「樂觀進取、充滿自信」的心聲。就文字而言，用辭簡潔易懂，長句

短語相間，以便於譜出輕快活潑有力的旋律，方能使年輕人樂於歌唱。校訓很自然地嵌入校歌歌辭之中，

將有助於深化為吾人新的價值觀，久而久之將形成易於日常生活中力行實踐的一股力量。 

  三、如蒙核定，擬建請編曲專家據以譜成歌曲，校訓部分則建請利用適當醒目之字體和形式在合適場所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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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四、本案於十月十七日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決議：請電算中心將校歌、校訓初稿上網，

並將本案說明二一併上網，徵詢全校師生意見，若有意見者請於十一月十五日前送秘書室彙整後，提下

次校務會議審議。 

  五、本案業遵上次會議決議，將上述資料上網公告，至十一月十五日止，計有一位同仁就校歌歌詞提供意見，

建議將「器識崇弘師玉山 為學效法太平洋」更之以「為學崇師玉山群 器識（氣度）效法太平洋」。 

決議： 

  一、校歌歌詞依余副校長校所擬校歌歌詞初稿通過。 

  二、校歌歌曲部分請作曲鄭啟宏老師將「嘉大 嘉大」音調稍加提高，於一月分行政會議中試聽通過後，正式

公開啟用。 

  三、校訓部分與會代表另建議有「追求卓越 造福人群」、「創新卓越 造福人群」、「敦品勵學 造福人群」等三

項，請電算中心將余副校長原擬校訓初稿「美化人生 造福人群」及與會代表之建議上網，廣徵校內、外

人士意見，並請余副校長召集各學院院長、周總務長、朱鳳玉主任、傅榮珂教授組成小組，於一月十日

前開會討論後，提下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啟用。  

※提案四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畜產學系附設畜產試驗場設置辦法（附件九，頁十八），請審議。 

說明：本案經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決議：修正通過。 

一、名稱「設置辦法」修正為「設置要點」。 

二、其餘修正條文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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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第三條文末增列「任期一年」。 

第四條文末「得減少若干授課時數」刪除。 

第六條條文修正為「本場得置工友三人，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之。」 

第七、第八、第九條條文刪除。 

增列第七、第八條條文： 

第七條 本場所有業務執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場於每年年底前提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經行政會議審議後實施。 

第十條修正為第九條。 

※提案五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附件十，頁十九)。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理工學院第三次院務會審議通過，提

請校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二、本案經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二、第三條條文。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由院長就本院副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

一年。，修正為「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由院長就本院相關系所主管中遴選，

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一年。」 

第三條 本中心得依業務之需要設組，並置組長、組員或技士若干人，協助推動有關業務。設置所需員額

於本院總員額內調配之。修正為「本中心得依業務之需要置組員或技士若干人，協助推動有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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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附件十一，頁二十 )。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理工學院第三次院務會審議通過，提

請校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二、本案經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二、第三條條文。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院長遴聘本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報請校長聘兼任之，

任期一年。修正為「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院長遴聘本院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報請校長聘兼任之，得減少若干授課時數，任期一年。」 

第三條  本中心得依業務之需要設組，並置組長、組員或技士若干人，協助推動有關業務。設置所需員

額於本院總員額內調配之。修正為「本中心得依業務之需要置組員或技士若干人，協助推動有

關業務。」 

※提案七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附設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附件十二，頁

二一)。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附設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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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院務會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二、本案經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三、第四條條文：第八條修正為第九條；增列第八條條文。 

第三條 本場置場主任一人，綜理本場業務，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經院長同意後報請

校長聘兼之。修正為「本場置場主任一人，綜理本場業務，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副教授以上教

師經院長同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四條 本場得設下列二組 

                 一、水工試驗組 

                 二、材料試驗組 

                每組置組長一人，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專任教師經院長同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本場置具相關專業背景之技士若干人，設置員額由本院總員額調配之。 

修正為： 

本場得設下列二組 

                一、水工試驗組 

                二、材料試驗組        

本場置具相關專業背景之技士若干人，設置員額由本院總員額調配之。 

          原第八條修正為第九條。 

增列第八條條文。 

第八條 本場於每年年底前提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經行政會議審議後實施。 

※提案八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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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場設置要點』(附件十三，頁二二)。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場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理工學院第三次院務會

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二、本案經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三、四條條文。 

第三條 本場置場主任一人，綜理本場業務，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經院長同意後報請校長

聘兼之。修正為「本場置場主任一人，綜理本場業務，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副教授以上教師經院長

同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一年。」 

第四條 本場得設下列二組 

             一、教學服務組 

             二、研究試驗組 

             每組置組長一人，由系主任提名本系專任教師經院長同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各組得設具相關專業背景之技士若干人，其名額由本院總員額調配之。 

修正為： 

第四條 本場得設下列二組 

             一、教學服務組 

             二、研究試驗組 

各組得置具相關專業背景之技士若干人，其名額由本院總員額調配之。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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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延長服務」，建議刪除，擬請本校不要辦理教師延

長服務。 

說明： 

一、依據八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教育學系、國民教育研究所系所務聯繫會議會中提出。 

二、本案經上次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決議： 

  一、經與會代表表決決議，刪除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四條第一項「延長服務」。 

  二、對於在學術上有特殊貢獻或卓越有聲望之退休教師，另訂名譽教授或名譽博士頒贈辦法；授課辦法另訂。 

  三、請秘書室蒐集其他各大學校院有關名譽教授、名譽博士頒贈辦法暨各類講座設置辦法，作為研擬訂定本

校相關辦法之參考。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專科部學則修正案，請討論，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十四（頁二三 ｜二五 ）。 

說明： 

一、依據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日常考查成績、期中考試成績及學期考試成績佔

學期總成績之百分比，由授課老師自行訂定並公布於授課大綱中。 

二、為配合本校自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停止招收專科部學生，將本校專科部學則的第二章招生及第四章轉

學予於刪除。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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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討論本校申辦九十學年度「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更名為「國民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案。 

說明： 

一、 依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本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申辦「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並於八十九年

十月三十日八九嘉大進字第八九０五六三三號函陳報教育部核定中。 

二、 教育部建議更改名稱為「國民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草案）（附件十五，頁二六｜三一）暨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

辦法」（草案）（附件十六，頁三二｜三三），提請審議。 

說明：上開草案業經校教評會五人專案小組於本（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參考反映意見，充分交換討論後

完成草案之研擬，並於十二月十三日提經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 

一、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通過。 

       第三條「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訂為「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系（所）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要點」修正為「系（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 

          第四條四、成就傑出之教授，合於本校相關辦法之規定者，得聘為講座教授，其辦法另訂之。其中「講

座教授」修正為「講座或名譽教授」。 

          第十四條五、「．．．，惟於升等過後始被發現著作抄襲者．．．」修正為「．．．，惟於升等通過後始

被發現著作抄襲者．．．」。 

          第十八條「得個案申請升等助理教授」修正為「得專案申請升等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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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正通過。 

    附件「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行政服務」二、兼任二級主管，負責盡職，績效良好者，每 

滿一年加０．五分。修正為「每滿一年加一分」。 

三、其餘文字修正部分，請人事室依與會代表意見修正。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草案（附件十七，頁三四），請審議。 

說明：依據本校組職規程第十四條規定，本校得設校務發展委員會。 

決議：成立專案小組，請研發處曾處長擔任召集人，就本草案召開小組會議，充分討論研議修正後再提會審議。

請各學院推派一位教授代表參與小組會議，名單於一月五日前送研發處，俾利召開小組會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修訂草案，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十八（頁三五｜三六）  。 

說明：依據教育部八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台（八九）師（二）字第八九一三九六一三號函（附件十九，頁三七｜

三八）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請討論如何加強本校學生英語溝通能力案。 

說明： 

一、英語為最通用的國際語言，為了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其就業競爭力與自我發展潛力，有必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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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英語溝通能力。 

二、加強學生英語溝通能力的作法至少可以從三個方向來思考： 

作法一：不設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但設定比較嚴格的課程管制：加強必修英語課程之設計與教學，採能

力分級教學，延長必修英語課程之年限，並逐年考核學生之英語學習，提供補救教學課程、英

文小老師、多媒體語言學習資源等，以加強學生之英語學習。 

作法二：不設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英語也不列必修，而是採取鼓勵的方式，提供豐富多樣的選修課程及

語言學習資源，讓學生選習、利用。 

作法三：設英語能力畢業門檻，但容許學生比較大的課程自主：提供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等選修課程及其

他語言學習資源，供學生選習或自修，並容許學生以相當之英語能力抵免學分。 

三、以上作法牽涉到學生畢業條件、學分配置、課程設計、教學的實施、及人力與物力資源的分配等，茲事

體大，必須從長計議，審慎進行。 

  建議：成立專案委員會，廣泛蒐集意見，形成共識後，於校務會議提出具體建議。 

決議：本案移請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商國立嘉義高工（以下簡稱嘉工）附屬於本校之可行性，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嘉工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中，主席（伊慶箴校長）做結

論時指出：嘉工校友會及家長會對「附屬案」均樂觀其成，並當場徵求與會同仁的意見，結果熱烈鼓掌

通過。 

 二、嘉工校友會於八十九年（第十一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八十九年十月八號）中對「附屬案」作成如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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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母校為永續發展且永遠為國立學校，故若與嘉義大學合作，附屬於嘉大，需與嘉大溝通三條件： 

     １為免影響母校教職員工任用資格及權益，高工部繼續存在。 

     ２社區學院立法通過後，請嘉大申請籌設社區學院，並在母校校區設立，母校教師獲有碩士學位或取得甲

級技術士證照者，請嘉大准於優先任用在社區學院服務。 

     ３嘉大各研究所招生時，請研商保障若干名額予母校教職員進修。 

決議： 

一、與會代表鼓掌通過國立嘉義高工附屬本校案。校務會議決議結果將陳報教育部核示。 

二、嘉工校友會理監事會議中對「附屬案」結論，溝通條件三請本校於研究所招生時，研商保障若干名額予

該校教職員進修部分，因牽涉教育部公開招生原則，非本校權責能決定，請研發處曾處長轉知嘉工相關

單位。 

伍伍伍伍、、、、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略略略略））））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六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