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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三時整下午三時整下午三時整下午三時整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校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本校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本校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本校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校長國賜楊校長國賜楊校長國賜楊校長國賜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范惠珍范惠珍范惠珍范惠珍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黃副校長富順黃副校長富順黃副校長富順黃副校長富順、、、、李副校長明仁暨本校各單位一級主管如簽到表李副校長明仁暨本校各單位一級主管如簽到表李副校長明仁暨本校各單位一級主管如簽到表李副校長明仁暨本校各單位一級主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 首先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會議。今天將行政會議移至民雄校區舉行，一方面是希望讓蘭潭校區同仁知道

我們在民雄也有一個不錯的校區，二校合併後，希望透過這種交流的方式，讓大家更熟悉，並增進彼此

的認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民雄校區打貓藝術季今天開鑼。學生們以他們的創意製作行動劇，非常活潑；

在嘉義市火車站倉庫有另類空間創作展。學生活動有了老師們的參與及關心，相信會給學生更多的激勵，

希望明年的活動能擴大舉行，讓社區民眾也能共同參與，更可透過召開記者會的方式加以宣傳報導，一

改過去保守的方式，大膽的走出去，讓社會外界知道嘉義大學有許多活動已與社區結合，因此請各系所

未來有藝文或學術活動時應多加宣傳，提高民眾參與之意願，這也是對學生的另一種鼓勵。 

二、未來對學生的各項活動，學校會大力支持，透過各種活動讓學生能展現他們的才華。各系、所未來除要

保持並發揚自己的傳統外，更應思考如何結合新的東西，開新課程，讓學生多方面去嘗試，然後能有所

創新，建立嘉義大學的新形象；行政作為亦需做適度調整，以滿足社會的期望及學生的需求。   

三、昨天於蘭潭校區召開二校區學會及學生社團幹部座談會，主要是把嘉義大學未來的願景及發展方向讓學

生幹部了解，得到學生之認同及支持；另一方面也聽聽學生的意見。二校合併後，學生有一些意見反應

在 BBS 站上，學校除要求各相關行政單位儘快上 BBS 站答覆外，也希望能藉面對面溝通的方式來解開學

生心中的疑惑，並解決他們的問題。在剛合併的這段過渡時期，請各單位主管加強要求行政同仁，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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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熱忱，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服務，並加強溝通協調，使各項行政支援工作能更順暢。 

四、最近各系、所均已開始積極進行各項招生廣告宣傳工作，大家應用心思考如何能爭取到更多優秀學生選

擇就讀本校。請各單位主管也應儘量利用各種機會宣導系、所特色及本校未來的發展方向及願景，以增

加社會各界對本校的了解。 

五、為使全校師生更了解學校未來發展方向，已將相關資料置於本校網頁上，希望全校教職員工生能凝聚共

識，朝此方向共同努力。 

六、介紹二位新任學院籌備處主任： 

１管理學院籌備處主任周逸衡教授： 

周教授現為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為國內管理學界權威，曾擔任過教育部顧問，本校希望能借重周

教授在管理學領域之專長及聲名，提昇本校管理學院各系之水準及知名度。 

２農學院籌備處主任沈再木教授： 

沈教授為本校園藝系教授，學、經歷俱佳。 

目前二位係以籌備主任名義聘兼，負責各該學院籌設之系所規劃及各項相關工作等，八月一日以後將正

式發布為管理學院及農學院院長。 

七、另外四個學院院長人選亦積極以推薦及登報方式徵覓適當人選，希望有新的面目來帶領各學院之發展，

讓各學院均能達到一流的水準。 

八、本校溝通管道暢通，網頁上已建置有「校長信箱」，請全校教職員工生多加利用，將意見反應給學校，若

仍無法解決問題時，歡迎同仁或學生可以事先約定時間之方式至校長室交換意見，讓校務發展得更好。

只要時間許可，我也很願意至各處、室及系、所座談，一方面可認識同仁，另一方面也可聽取同仁意見，

凝聚共識。雖然本校校區分散，在空間上有距離，但希望透過溝通拉近心理的距離，融合成一體。 

九、最近已請研發處研擬辦法，未來各項研究發展工作希望均能在制度化中有好的發展，不分系、所共同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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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請同仁提供建言，俾利學校參考並改進。 

十、最後要再次強調行政風格的精緻化、人文化，各單位在處理學生問題時，應儘量站在學生及家長的立場

來考量，以誠懇的態度為學生服務，協助解決他們的問題，如此則不會有紛爭發生。各位主管亦應慢慢

讓同仁改變觀念及態度，建立共識，營造新的氣象，自我突破，讓學生及社會大眾感覺到嘉義大學有不

同於以往的體質，打造出嘉義大學的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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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校慶日期定為本校籌備處成立之日｜十月二十三日。 

    二、餘如書面資料，同意備查，請各相關單位照執行情形執行。 

參參參參、、、、各單各單各單各單位工作報告位工作報告位工作報告位工作報告：：：：    

    一、書面報告部分：請參閱會議書面資料。 

二、口頭補充報告： 

      ◎教務處 

１書面報告一、八十九學年度本校預定招生大學部二十八系三十班計一四九七名，請更正為一四七九名。 

２請欲申請九十學年度院系所新增或調整之單位（包括原已核准籌設之系所），確實提報發展願景、空

間配置及師資來源規劃等詳細計畫書，於三月二十七日前送教務處，俾利彙整並簽請校長核示後於月

底陳報教育部申請。 

３研究所招生簡章目前正出售中，報名情形還算踴躍。 

◎ 學務處 

１學務處為加強各行政單位與學生間之溝通，每週出刊「學生事務通告」，分送至各系所及各班，各單

位業務上如有需轉知學生之事項，請於每週三前將內容及磁片送學務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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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農藝系志工隊代表本校參加行政院青輔會八十九年度績優社團青年服務競賽，獲得團體績優獎，獎金

新台幣五萬元，為校爭光。 

◎總務處 

圖書館及管理學院大樓規劃案資料已大致蒐集完成，俟行政院撥下六百二十萬元經費後，即能上網公告。為

使公告資料更完整起見，將於下星期三下午邀請管理學院籌備處周主任、圖書館鐘館長及相關人員開會。 

◎進修推廣部 

本部所提四項短期推廣教育班簡章已設計完成，共有二十三班別，感謝音教系、美教系、語教系、社教

系大力協助，使本項業務能順利推動。請蘭潭校區各系亦能提供短期推廣班，讓進修推廣部有更多機會

為社區民眾服務。 

◎研發處 

各系所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演講時，請將演講摘要擲送本處，以便彙編成冊。 

◎會計室 

請蘭潭校區各系、科檢討電話線路之使用情形，若使用率太低或非必要的線路是否考慮撤除，改採共用

門號方式，以節省經費。 

◎音教系 

進修推廣部短期推廣班中四班奧福兒童音樂教學班及小提琴、直笛、吉他團體班等均不同於坊間之補習

班，同仁有興趣者可至進修部進一步了解開班情形及相關規定。 

◎附小 

教育部國教司緊急來電，要附小陳報新建教室計畫，因時程匆促，敬請校長協調國教司協助完成本校教

室大樓之興建。 

肆肆肆肆、、、、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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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請審議本校「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一。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八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台﹝八七﹞﹝四﹞字第八七一二二七一七號函辦理。 

二、 參照《原嘉義技術學院及原嘉義師範學院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擬定本校「學生就學補助實施辦法」草案。 

三、 通過後自八十九學年度起施行，並請列入招生宣導資料中加以宣導。 

決議： 

  一、修正草案內容，修正部分如左： 

      壹、宗旨 

為獎勵成績優良學生進入本校．．．．需要協助之本校學生（含進修推廣部），每學年提撥專款，透

過．．．．。 

      修正為： 

      壹、宗旨 

     為獎勵成績優良學生進入本校．．．．需要協助之本校學生（含研究生及進修推廣部），每學年提撥

專款，透過．．．．。 

     玖、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後，報部核備，並陳請校長公布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為： 

     玖、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後，報部核備，並陳請校長公布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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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學務長於會後邀集教務長、會計主任、國教所所長、家教所所長、蘭潭校區三系主任、民雄校區三系主任

開會研議，將研究生獎勵辦法部分列入草案中，修正草案內容及文字後，按行政程序簽核後實施。 

※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民生校區內之嘉義市下路頭段六一八│四、六二六│一地號等二筆土地，其所有權屬台灣省嘉南農田

水利會，為考量校地之完整性及利於規劃使用，擬依土地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徵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行政院已於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發布行政

命令將主管機關變更為經濟部水利處，並依據水利法第十二條之規定為公法人，對於該土地之合法取得，

需以徵收方式辦理。 

二、 該等土地位於本校民生校區範圍內﹝使用區分文大用地﹞，為考量校地之完整性及利於規劃使用，實有徵

收必要。 

三、 該二筆土地面積合計四、八九二平方公尺，如依八十八年七月公告現值再加四成辦理徵收時，按現行徵收

作業辦法約需新台幣一一二、八三二、八六○元。 

四、 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本案緩議，請總務處先撤回。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請討論八十九學年度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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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十八學年度學生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每年、每車汽車捌佰元、機車肆佰元，進修部及學分班汽車肆佰

元、機車貳佰元，八十九學年度比照辦理；另原嘉義師院車輛是否一併收費。 

 二、婚紗攝影禮服公司每次收費伍佰元，維持不變。 

 三、收取廠商及訪客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每年、每車汽車壹仟元、機車伍佰元。 

 四、收取短期訓練班、隊，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每月、每車汽車壹佰元、機車伍拾元。 

決議： 

  一、名稱修正為「八十九學年度車輛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 

  二、民雄、林森校區車輛是否收費問題，請民雄、林森二校區各主管協助反應此一訊息，並徵詢學生意見，於

下星期與該二校區學生座談溝通後再議。 

  三、各類通行證發放辦法於評估後再議。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正車輛管理辦法部分內容，如附件二，請討論。 

說明： 

  一、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車輛管理辦法更名為國立嘉義大學車輛管理辦法。 

 二、依總務會議紀錄修正部分條文如下： 

 １條文第三條第一款，修正為本校公務車、貴賓車及執行公務之車輛（如郵政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救

援車等）得自由進出校門，其他車輛如無特別規定，一律憑通行證進出校門。 

 ２條文第四條第一款，修正為車輛需按通行證種類分別停放於適當停車位置，學生汽車之停車位，一律限定

停放於本校外環道路自瑞穗館前路口至養殖館前路口之道路兩旁停車位，但十七時三十分至二十二時，

則不予限制，惟不得停放於教職員停車位；本校得依實際情形酌收停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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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條文第五條第七款，修正為校區內無法辨識之違規車輛，以就地加鎖或拖吊處理，開鎖費用汽車三佰元、

機車一佰元，拖吊費用汽車一仟元、機車三佰元，車主需繳清違規罰款或拖吊費後始予放行。 

 ４條文第五條之違規處理，增列∣進入校區汽、機車所使用之車輛通行證，如有偽造、冒用、盜用和轉借者，

得當場沒收，並追繳場地維護費。 

  三、本辦法可適用於本校所有校區。 

決議：照修正條文通過後提校務會議審議。民雄、林森二校區適用問題俟與該二校區學生溝通後再一併辦理。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請成立車輛管理委員會。 

說明： 

  一、各大學皆設有車輛管理委員會，制定校園車輛行駛、停放、管理、疑義裁決等事宜。 

 二、組成人員如下：委員十五人由總務長、學務長、軍訓室主任、事務組長、駐警隊小隊長、各學院教師代表

各一人、全校職員、技工代表各一人、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會總幹事；主任委員由總務長兼並任召集

委員，駐警隊小隊長為執行秘書綜理業務工作。 

三、每學期召開車輛管理委員會議乙次，得視需要增加會議。 

決議：修正後提校議會議審議。組成人員於學務長後加入進修推廣部主任。修正後條文如左： 

      二、組成人員如下：委員十六人由總務長、學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軍訓室主任、事務組長、駐警隊小

隊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全校職員、技工代表各一人、學生會會長、進修部學生會總幹事；主

任委員由總務長兼並任召集委員，駐警隊小隊長為執行秘書綜理業務工作。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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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討論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審核要點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請各學術主管將該要點草案攜回，與系所老師交換意見，形成共識後，於三月三十日前將修正意見送研發

處彙整，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草案，如附件四。 

決議：請各學術主管將辦法草案攜回，與系所老師研議，交換意見後，於三月三十日前將修正意見送研發處彙整，

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學術研究專案補助辦法草案，如附件五。 

決議：請各學術主管將辦法草案攜回，與系所老師研議，交換意見後，於三月三十日前將修正意見送研發處彙整，

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請討論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暨國內進修要點草案，如附件六。 

決議：請各學術主管將要點草案攜回，與系所老師，交換意見後，於三月三十日前將修正意見送研發處彙整，提

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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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討論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七。 

決議：請各學術主管將要點草案攜回，與系所老師交換意見後，於三月三十日前將修正意見提研發處彙整，提下

次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十一提案十一提案十一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圖書館、電算中心 

案由：為促進非書資料之館藏作業及電腦化管理，請將非書資料組調整編入圖書館，以加強對師生之使用服務。 

說明： 

 一、非書資料組於嘉義大學處室分組時編入電算中心，掌管原視聽中心業務。 

  二、非書資料組業務範圍乃在處理視聽軟體之採購、編目、典藏、流通與維護等工作，與圖書館作業範圍一致，

管理方式亦相同(目前民雄校區視聽中心使用圖書館之管理系統)。 

  三、目前本校視聽媒體未作完整的編目工作，以致無法進行線上查詢，進而影響到視聽媒體效能之發揮及對師

生的服務品質。 

辦法：請先行將非書資料組業務調整到圖書館，爾後於組織編制表修改時才將該組改編入圖書館。 

決議：照案通過。先將非書資料組業務調整至圖書館，俟組織編制表修改時再予以改編入圖書館。   

※※※※提案十二提案十二提案十二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圖書館過期休閒性雜誌，移送宿舍供學生閱覽，以充實學生生活並養成閱讀習慣。 

說明： 

 一、休閒性雜誌如時報周刊、家庭月刊、薇薇、黛等等，無長久保留參考價值，圖書館宜定期處理。 

 二、該類雜誌由圖書館篩選後，週刊保留半年、月刊保留一年，過期由圖書館加蓋過期雜誌章，蘭潭校區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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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校區圖書館分別送該校區男、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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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案由：本校附屬單位設置審核要點、講座鐘點費支給要點、教師參與學術活動獎勵要點、稀少性科技人員升等審查

作業要點等四件要點暨本校教職員獎懲實施要點草案、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職員遴用及升遷甄審

要點草案等三件草案，提請討論，如附件八。 

說明：上開七件要點、草案業經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立嘉義大學籌備處第十次會議修正通過，其中三件草

案係因應實際業務需要再略作修正。 

決議： 

  一、「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設置審核要點」修正後提校務會議審議。要點十修正為：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參與學術活動獎勵要點」併提案七辦理，並以研發處所提要點為準。 

  三、「國立嘉義大學職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修正通過，於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草案要點二、修正為： 

      二、本會置委員十五人，除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等八人為當然委員外，另遴聘．．．．。委員任期一年，並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四、「國立嘉義大學講座鐘點費支給要點」、「國立嘉義大學稀少性科技人員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國立嘉義大學

職員獎懲實施要點」草案、「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甄審要點」草案等四案照案通過。施行時若有困

難 ，再提行政會議修正。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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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案人：音教系蕭主任奕燦 

案由：建議於嘉義大學系主任遴選辦法尚無法運作前，以行政會議做成決議，由各系召開系務會議選出系主任，

簽請校長核准後權宜聘任至遴選辦法實施時為止。 

 說明：嘉義大學系主任若仍由原師院或嘉義技術學院系主任遴選辦法遴選產生，體制上似有不宜之處。 

 決議： 

   一、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教育部核定，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系主任之產生由院長組織遴選委員會，推薦適

當人選，再簽請校長圈選。本校各學院院長應可在四月底至五月初確定，屆時即可照規織規程規定遴選

各系所主任。 

   二、請人事室將遴選系主任相關規定提供各系所參考。 

 二、提案人：邱教務長義源 

 案由：建請積極向教育部提出請中正大學歸還本校撥交該校之民生校區土地之請求，以利本校未來校務發展之

需求。 

 說明： 

   一、該地地利良好，面臨世賢路，又緊鄰本校民生校區。未來本校將在該校區設管理學院，若能向教育部爭

取要回該土地，有利本校之規劃使用。   

   二、該地已撥交中正大學多年，該校一直未做有效利用，徒然浪費資源，目前雖已編定為文大用地，本校亦

有能力將該地做最好的利用，使該地發揮最大之經濟效益。  

 管理學院籌備處周主任補充說明：  

   一、該校區將做為管理學院之用，推廣教育是嘉義地區民眾對本校管理學院最大的期待，教育部實無 理由讓

二所大學之社區學院在同一個地點設立，而造成惡性競爭之情形。  

二、 建議陳述理由並提出本校之使用規劃書，陳報教育部，請教育部協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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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有鑑於本校已具發揮該用地原先規劃之各項用途功能，請總務處彙總教務長暨周籌備主任意見後，併同

本校對該校區整體規劃計畫書提報教育部，請教育部協調解決。   

 三、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實施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各學術主管將辦法草案攜回，與系所老師交換意見後，於三月三十日前將修正意見擲交研發處彙整，提

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四、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由：本校開辦各項短期推廣課程，建議教職工生、眷屬及附小學生參加研習者，費用以九折優待，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若為附小學生又是本校員工眷屬者以八五折優待。  

 五、提案人：自科系莊主任奇勳 

案由：本校目前已登報並上網增聘老師，其作業流程及增聘老師之專長領域如何決定，請說明。另科學教育研究

所目前師資缺乏，是否能再增補，至少再增聘一位老師。 

說明： 

   一、科教所在教育部核定表備註中有特別註明：同意設立，儘速增聘相關師資一位，所長應由相近學系系主任

兼任。本系實迫切需要科學教育法及科學史之師資。 

   二、建議往後於增聘師資時應讓各系所充分了解，並召開系務會議決定所需專長領域之老師，提人事室後開會

決定。   

 邱教務長說明： 

 此次增聘老師主要有三點依據，第一點係針對八十九學年度招生迫切需求為主要考量，第二點則是依精算（因有

部分編制尚未確定），第三點則是依據嘉義大學整併時之原則，即按二校原有基礎進行整併。因此在申請系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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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時，大都以調整方式辦理，無法增加員額及經費。本校八十九學年度教育部只核給四系計十二位員額；再加上

自然增班二系計六位員額，共計有十八位員額。本次增聘老師主要是依據上述三點，並經與校長、二位副校長、

人事主任、會計主任、主任秘書討論後提出之腹案。至於各系所是否需再增聘員額，將再進一步研究。 

 主席裁示： 

 一、各系所在考量增聘師資時，應以未來之發展方向為主要評估重點，要考慮未來轉型後之發展，並審慎評估，

若各系所仍確有師資不足之情形者，請提出需求，在經費許可下，學校會再考慮增聘。 

 二、請教務長與人事室研究增聘師資作業方式，希望在課程規劃及分配之考量下，儘量滿足各系所之需求，未來

老師之進修亦應有所規劃，針對該系所不足之部分加強，讓老師的專長不要有太多的重疊，避免排課之困擾

及影響系所未來的發展。 

    陸陸陸陸、、、、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略） 

    柒柒柒柒、、、、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六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