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197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二學年度大事記要 
 

92.08.01  增設「精緻農業學系」、「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光

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應用化學系碩士班」、「生物

資源學系碩士班」、「木材科學暨工藝學系進修學士班」、「木

材科學暨工藝學系進修學士班」、「園藝學系進修學士班」、

「體育學系進修學士班」、「美術學系進修學士班」、「食品科

學系進修學士班」、「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進修

學士班」、「生物資源學系進修學士班」等系所。 

停招二年制技術系「農業經營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

「園藝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林產科學系」、二年制在

職專班「幼兒教育學系」、四年制在職專班「幼兒教育學系」

等系班。 
 

92.09.05  頒發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

為：教學特優獎─農學院李明仁教授；教學肯定獎─理工學

院洪燕竹副教授以及人文藝術學院張家瑀助理教授。共計三

位教師獲獎。 

 

92.09.29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及招生案，同

意增設「獸醫學系碩士班」、「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農藝

學系進修學士班」、「森林學系進修學士班」、「獸醫學系進修

學士班」、「幼兒教育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等系所增設

案；「畜產學系」更名為「動物科學系」更名案以及碩士在

職專班「視覺藝術研究所」、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農藝學

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森林學系」等三系所停招案。 

 



附錄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198 

 

92.10.22  第一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成績出爐，各獎項首獎

得主及作品分別為：小說組─王志元，作品名稱「房間」；

散文組─施淑姿，作品名稱「漂洋渡海」；現代詩組─盧韻

如。各組並評審出第二、三名以及佳作各三名，並於校慶典

禮公開頒獎表揚得獎同學。 

 

92.10.23  與韓國國立韓京大學（Han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簽訂「教

育合作協定」備忘錄。 

 

92.10.27  第一屆「嘉大服務品質獎」得主揭曉，獲獎者分別為：「深

耕品質獎」─農學院杜柏勳先生；「創新經營獎」─人文藝

術學院馮文饒助教；「追求卓越獎」─會計室任淑芬小姐。 

 

92.10.28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辦

法，該辦法並經教育部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台高（二）字

第○九二○一七四七二四號函核定，依據該辦法本校原「原

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正式更名為「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

中心」。 

 

92.11.08  本校成立四週年校慶日，楊校長國賜以「飛向未來」為題發

表感言，期許全體教職員工生同仁群策群力，勇於創新，追

求卓越，積極實現本校「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

之願景。 

 

92.11.20  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舉行奠基典禮。為本校整合

成立以來繼民雄禮堂工程、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與管理學

院大樓新建工程之後，第四樁動工的重大工程。本工程總預

算為三億五千萬元，預計於九十四年年底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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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26  教育部函復同意本校「教育學院」自九十三年二月一日起更

名為「師範學院」。 

93.02.01  本校「教育學院」經教育部同意正式更名為「師範學院」。 

 

93.02.05  與英國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簽訂合作協定，建立

雙方夥伴關係。 

 

93.03.01  與加拿大諾瓦史可提亞農業學院（Nova Scotia Agricultural 

College）簽訂合作協定，建立雙方交流機制。 

 

93.03.12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增設碩士班案，同意本校增設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應

用數學系碩士班」以及「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93.04.27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潛能開發與諮商中心

設置要點」、「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設置要

點」。 

 

93.05.14  監察委員黃煌雄、林秋山蒞校訪查本校推動終身教育及家庭

教育之成效，肯定本校推動之各項終身教育與家庭教育之努

力與成就。 

 

93.06.01  本校整合成立後第一樁動土的重大工程「民雄校區大禮堂及

其周邊建築」─「大學館」及「創意樓」落成啟用。 

 

93.06.01  與德國巴特荷納夫波恩國際應用科技大學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ad Honnef. Bonn)簽訂教育合

作協定備忘錄，建立雙方夥伴關係。 

 

93.06.05  本校整合成立後首屆畢業典禮於本校蘭潭校區及民雄校區

分別舉行，並於典禮中頒授本校第二個名譽博士學位予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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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長蕭萬長先生，表彰其對國家經濟成長與社會繁榮之卓

著貢獻，同時亦感念蕭前院長對本校成立之支持與協助。 

 

93.06.18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校園環境

安全管理中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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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主席：楊國賜校長 

重要報告事項： 

一、今天學校面臨全球化、國際化的競爭，國與國間、大學與大學間競

爭愈來愈激烈，如果我們沒有更好的表現，就會被淘汰，全體同仁

均應有這樣的體認及覺醒，並更加努力。大學教育的品質含括三方

面： 

(一) 學術品質：含教學、研究、服務。 

(二) 行政品質：大學之經營管理能否有效運作。  

(三) 關係品質：即學校與學生、家長、校友會及社會各界之互動。 

針對上述三項大學教育品質，各院系所應更虛心反省及檢討，對老

師的教學、研究及學生的學習均應有一定的要求，提升教育品質，

整體校務發展才能真正一年比一年進步，一年比一年成長。 

二、本校今年已進入第二階段－起飛階段，更需要全體同仁及學生在

前三年已奠定之穩定基礎上付出更多努力，要創造嘉義大學更良

好的品質，才有可能實現本校「光耀嘉義 揚名全國 躋身國際」

的願景。各院系所應好好檢討後，找出新的方向及努力的目標，

在下一年度全力以赴，達成目標。 

三、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增設系所班組案，業經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二

十九日以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 號函核定如下： 

【日間學制】 

(一) 博士班－農學研究所博士班同意設立招生名額 3名。 

(二) 碩士班－獸醫學系碩士班招收12名及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招

收 15 名，均核給員額 3 名，惟須俟行政院核定後，

才同意設立。 

(三) 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家庭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數位藝術研

究所、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應用數學系碩士班、外國語言學系

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增班及教育學系中等教育組調整為小學

教育組等八案核定結果為「應請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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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制】 

(一)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及進修學士班之農藝學

系、森林學系、獸醫學系等四案，「同意設立」。 

(二) 幼兒教育學系碩專班、史地學系碩專班及科學教育研究所碩

專班等三案，核定結果為「應請緩議」。 

(三) 畜產學系更名為「動物科學系」、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專班停

招及農藝學系、森林學系由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轉型為進修

學士班等四案核定結果為「同意」。 

四、本校經管校外國有眷舍，依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決議：忠義街首長宿舍及嘉師二村職務宿舍擬定使用計畫繼續保

留原來之使用；嘉農新村、嘉師一村因建築年久，房子已老舊損

壞，另擬訂興建計畫，並將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國資會議審核。 

五、本校民生校區內為中正大學經管之土地（於七十九年由原嘉義農

專提供該校興建學人宿舍，惟迄今尚未使用），本校希望該校將該

土地移轉給本校整體規劃，以發揮土地使用效益，雖與該校多次

協商，仍沒結果，目前已函請教育部協助處理。 

六、本校目前正進行中之重大工程： 

    民雄禮堂：經費四億六千萬元，預計九十三年四月完工驗收。  

    蘭潭校區圖書資訊大樓：經費四億三千多萬元，預計九十四年三月完

工驗收。 

    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經費三億五千多萬元，預計九十四年十二

月完工驗收。 

    民生校區管院大樓：經費五億八千多萬元，預計九十四年七月完工

驗收。 

七、本校九十二年度教育部列管一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有「禮堂及

周邊景觀工程」、「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等二項。 

八、新師資培育制度已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實施，全時教育實習減

為半年，取消每個月八千元實習津貼，並須於實習結束後參加檢

定考試，通過後才能取得教師證書。 

九、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金結算作業自九十二年九月起分五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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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還，每年發給結算總金額五分之一。本校已完成中央公教人員

福利互助金結算，並於九月中旬完成第一次發放。離校、調校及

退休之教職員工，由本校依其參加福利互助年資計算一次發給福

利互助結算金。 

十、本校食品科學系田豐鎮教授及美術學系林木貴講師九十二年九月

二十六日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接受九十二學年度服務滿四十年資

深優良教師表揚。 

決議事項： 

一、依研究生教務座談會決議，本校研究生維持目前收費標準，不另

收論文指導費。 

二、改選九十二學年度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教師委員七位：廖

永靜副教授、黃財尉助理教授、馬炳旺教授、郭金美副教授、張

美華助理教授、蕭文鳳教授及黃翠瑛副教授。 

三、改選九十二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劉豐榮教授、徐志平教授、

林正亮教授、劉正川教授、黃金城教授、邱啟明講師、張瑞郎教授、

林啟淵副教授、李新鄉教授、周立勳教授、鍾明宏組長、邱建源同

學  

四、改選九十二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梁毓玲副教授、林建夫

教授、周榮吉教授、張瑞郎教授、潘治民副教授 、蔡榮貴教授、

鍾明宏組長、邱建源同學。 

五、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十七

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

十一條之一、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

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八條及刪除第四十六條至第四

十七條條文修正案。 

六、通過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條文修正案。 

七、通過本校「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更名為「原住民教育及產業

發展中心」；「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設置辦法」修正為「原住民

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辦法」及部分條文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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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三條條文修正案。 

九、通過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條文修正案。 

十、請研發處召集成立專案小組，研擬本校儀器設備管理相關管理辦

法，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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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主席：楊國賜校長 

重要報告事項： 

一、依教育部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台高（一）字第 920192954 號

函，同意本校「教育學院」更名為「師範學院」。 

二、自九十三年元月起，行政同仁差勤刷卡作業改以觸卡方式執行。 

三、本校農藝系志工隊於十一月份榮獲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十

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獎及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第十

一屆大專青年社會服務兩大獎。 

四、本校民雄校區二樓會議室及圖書館三樓會議廳已修護完工。 

決議事項： 

一、通過本校九十四學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系所班組申請案，提

報教育部核定： 

1.教育學系中等教育組調整為小學教育組 

2.中國文學系增設博士班 

3.幼兒教育學系增設博士班 

4.生物科技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5.生命科學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6.家庭教育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7.理工學院增設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二、通過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條至第六條條文修正案。 

三、通過本校教師評量辦法並修正本校教師自我評量表，試行一年後

再檢討。 

四、通過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條文修正案。  

五、通過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九條條文修正案。 

六、通過追認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條

文修正案。 

七、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二至第十三條、第十五

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至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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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條文修正案，報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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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主席：楊國賜校長 

重要報告事項： 

一、本校各項教務工作在平穩狀態下持續成長進步，今年即將有第一

屆大學部學生畢業離校，五專部亦將全數畢業，結束此一學制，

本校已儼然是所道地的綜合大學，也是蓄勢起飛的時候，積極營

造具競爭力的良好校園生態仍是努力的方向，其中課程架構發展

與規劃，將是影響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重要生態內容，由於各院系

的努力規劃與提供智慧及遠見，已有兼顧現實與理想的課程規

劃，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將是指日可期。 

二、本校九十三年度一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計有「圖書資訊大樓新

建工程」以及「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大樓工程」等二項。 

三、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於一月八日召開完

畢，會議事項略述如下： 

(一) 上（九十二）年度重大工程執行率截至十二月底止總進度達

90.91%。 

(二) 本校於編列九十三年度預算案時經教育部已通案刪減各校

經費 7%，致本年度分配標準係以上年度標準 93%分配。 

(三) 本校人事費用已佔學校經費74.5%以上，各單位用人若再膨脹，

未來本校人事費會相當吃緊。 

(四) 利息收入： 

1.九十至九十二年利息收入約 8,500 多萬。   

2.九十二年度利息收入約 1,434 萬元。 

    (五) 水電費用規劃撥至各學院，由各學院管制水電支出。 

    (六) 宿舍費、學費建議調整。 

四、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報告(召集人林建夫教授報告) 

    (一)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

八日召開完畢，會議事項略述如下： 

1.九十二年度十月份止預算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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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部分：各項收入(學雜費、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利

息收入)均如數繳入基金，其中基金利息收入

部分，截十月底止收入數仍達1,079萬元(全

年預算編列500萬元)。 

(2)支出部分，經常性經費均依原訂計畫進度執行，執行

狀況正常。 

2.基金盈餘分配金額為提列公積 351,243 千元，提列基金

424,691 千元，計 775,934 千元。 

3.討論通過九十二年度總務處營繕組及事務組之個案經費

超過 500 萬以上尚未結案案件由新任稽核委員擔任。 

4.通過經費稽核委員任期至次屆召集人選出時止，並提案至

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二)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於三月八日召開完

畢，會議事項略述如下： 

1.九十二年度決算，全年度賸餘為 227,625,670 元，扣除補

辦預算 49,890,349 元，實際結餘為 177,735,321 元。 

2.九十二年度結餘約二億二千萬元，加上八十九至九十一年

度結餘八億三千萬元，共計結餘十億五千萬元，扣除(1)

四年來因資本支出實際執行數較預算編列不敷需補辦預

算 203,750,349 元（八十九年度 26,100,000 元、九十年

度 46,200,000 元、九十一年度 81,560,000 元、九十二

年度 49,890,349 元）(2)自籌工程經費 144,131,000 元

（禮堂工程 94,131,000 元、綜合教學大樓 50,000,000

元），並自九十二年度起由累積賸餘轉列基金，故截至九

十二年度止實際賸餘約七億元，對今後學校之中長期發

展有很大的助益。 

五、九十三年度預算案，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部依立法院通案

刪減原則，對本校共計刪減 19,138 千元（其中人事費 12,030 千

元、業務經費 5,110 千元、固定資產 1,998 千元）。  

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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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案。 

二、通過本校九十三學年度不調整住宿費案。 

四、通過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第二點、第

四點、第十點條文修正案。 

五、通過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修正案。 

六、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七條、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案。 

七、通過本校「農學院附設畜產試驗場」更名為「農學院附設動物畜

驗場」；「農學院附設畜產試驗場設置要點」修正為「農學院附設

動物試驗場設置要點」及部分條文修正案。  

八、通過本校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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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主席：楊國賜校長 

重要報告事項： 

一、本校九十三學年度行事曆，業經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行政會議

通過，並報部備查在案。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上課日為九

月二十日，第二學期正式上課日為九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本校各項營繕工程執行情形如下： 

1.民雄校區禮堂及週邊整體景觀工程（完工驗收中。） 

2.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結構體完成，內外裝飾施工中，預定

九十三年九月土建完工，水電空調十月完工。） 

3.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施工中，目前至七樓結構體

完成，預定九十四年二月土建完工，水電空調三月完工。） 

4.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施工中，目前至地下室頂版結構體完

成，預定九十四年十月土建完工，水電空調十一月完工。） 

5.應化系實驗室與研究室工程（已完成至二樓，正增建第三、四

樓工程，目前在工廠裁製鋼材中，即將組裝，預定九十三年九

月完工。） 

6.應物系實驗室與研究室工程（施工中，目前至四樓結構體完成，

預定九十三年九月完工。） 

7.蘭潭校區整體水土保持工程規劃設計（規劃設計報告，向本校

簡報審查中，預定九十三年七月送市政府審查，九十三年十一

月完成外審審查作業。） 

8.民生校區明德樓學生宿舍整修工程（施工中，目前至三樓結構

體，預定九十三年十月完工。） 

9.民雄校區教育館新建工程（完成建築師徵選，委託規劃設計中。） 

10.民雄校區美術館擴建工程（建築師徵選中。） 

11.蘭潭校區教職員工宿舍擴建工程（建築師徵選中。） 

三、九十二年度本校辦理政府採購電子領標執行率77.88﹪（事務組81.78

﹪、營繕組 67.21﹪、附小 0﹪），達成中央機關規定 50﹪。本年度



附錄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211 

一月至今電子領標執行率--事務組100﹪、營繕組79.17﹪、附小100

﹪，九十三度亦可達成規定之80﹪年度目標。 

四、台電公司之嘉民～新營＃37～＃40 高壓輸電線路，橫跨本校蘭潭

校區，不僅妨礙本校土地使用，影響校園景觀，其電磁波對人體

健康之影響，也普遍引起師生疑慮與惶恐。在本校合併為大學後，

經與台電營運處、施工處等單位多次協商仍無結果，後由經濟部

國營會召開二次協調會，台電公司卻要求本校負擔一半經費（約

新台幣八仟萬元），於是商請教育部召開協商會，也透過校友會各

種管道協助處理，並向監察院委員陳情。另方面也蒐集有關台電

高壓輸電線地下化之案例，以要求比照辦理，及函請嘉義縣市中

央民代協助，歷經四年，台電公司才於九十三年六月八日正式來

函同意免費辦理該線路地下化。預估該工程完成後，不僅可以改

善蘭潭校園景觀，解除土地使用限制，更有利本校土地整體規劃，

為本校創造永續經營根基。 

五、本校蘭潭校區因受限保安林地及水源保護區，可以開發使用校地

有限。且自合併為大學後，在校長大力爭取經費下，使蘭潭校區

內之圖書資訊大樓、綜合教學大樓、應物應化實驗室等工程均已

順利動工興建，因此蘭潭校區之空間顯得窘迫。校長有感於教育

是百年大計，若要發展為一所具有競爭力綜合大學，首要條件是

要有足夠發展空間，指示總務處擬訂撥用與本校毗鄰彈藥庫約三

十公頃土地之規劃說明書，將透過中央民代協助爭取撥用。該案

若能實現，將提供本校各中心、學院所需之土地及師生宿舍用地，

以備將來能發揮綜合大學多樣發展及資源共享目標，並繼續加強

國際合作，追求卓越之學術成就，早日實現「光耀嘉義，揚名全

國，躋身國際」之發展願景。 

六、依據行政院「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國立學校凡有

土地位於校外之住宅區、商業區均應擬訂使用或興建計畫，陳報

教育部審核通過，並轉行政院國資委員會審議同意，才能保留使

用（未申請留用或申請留用審查未通過，一律要繳回國財產標

售）。並依所擬訂之計畫興建或使用。本校依規定陳報並獲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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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之校外建築用地有嘉農新村、嘉師一村、嘉師二村、忠孝路

宿舍、忠義街宿舍等五處，其中嘉師二村屋況尚良好，使用密度

較高，除其中四戶為眷舍需搬遷外，其餘可繼續作為職務宿舍使

用，剩餘四處因房屋老舊，低度使用（建築容積率未達百分之五

十）等因素，依規定必須重新規劃興建，並作為與校務有直接關

係之使用，而住於該宿舍區之眷舍（於七十二年五月一日以前借

住）與職務宿舍之現住人應配合學校興建時程完成搬遷，合法眷

舍現住人於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搬遷，可申領搬遷補

助費新台幣十二萬～二十四萬元（請領金額依房子大小，座落位

置不同）。總務處目前已著手整理相關資料，將發函通知各眷舍及

職務宿舍之現住人。 

七、圖書館已於今年三月加入TEBNET台灣電子書聯盟，預計今年購入271

冊電子書，加盟後可與其他加盟學校共享全文電子書。 

八、為推動創新育成中心各項業務及建立本校與民間企業之互動關

係，本校將舉辦「彰雲嘉中小企業創新育成與產學合作座談會」，

以延攬廠商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與建立產學合作。座談會訂於

七月五日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 

九、本校組織規程暨職員員額編制表修正案，業經教育部九十三年六月

一日台人（一）字第0930070548B 號函報銓敘部轉考試院核備中。 

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將全面實施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護照電子化。 

十一、退休公教人員如於九十年二月十九日前在大陸地區繼續居住逾

四年，改領一次退休金，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領用大陸地區

護照，轉換為大陸地區人民，其原儲存之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

老給付之優惠存款無法辦理續存，如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

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其優惠存款仍得辦理續存，為避免已轉

換身份為大陸地區人民仍委託在台親友辦理優惠存款續存之情

事，經修正為退休人員如赴大陸地者，其原儲存之優惠存款到

期時，應視其優惠儲存一年或二年期，由當事人檢具相關證件

親至台灣銀行辦理優惠存款續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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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人事行政局研商九十三年度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金結算金發

還作業結論：福利互助結算金額在新台幣五仟元以下者應於九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一次發還，是項人員，本校擬併於本

（九十三）年九月，辦理第二次結算金作業時一次發還。 

十三、監察院黃煌雄、林秋山二位委員，偕同教育部社教司副司長陳

雪玉及相關人員組成「推動終身教育及家庭教育之成效與檢討

專案調查研究」考察團，於五月十四日蒞臨本校家教所訪查家

庭教育之成效與檢討並進行座談。 

決議事項： 

一、通過本校九十四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學系招生名額案、九十四學年

度日間學制二年制技術系招生名額案、九十四學年度碩博士班暨碩

專班招生名額及新增設案、九十四學年度進修學制招生名額案、

管理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九十四學年度分組招生案，報部核

定。 

二、通過本校師範學院「輔導學系」自九十四學年度起更名為「輔導

與諮商學系」案；進修學士班「輔導學系」自九十四學年度起隨之

更名。本校「森林學系」自九十四學年度更名為「森林暨自然資源

學系」(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案。進

修學士班「森林學系」自九十四學年度起隨之更名。 

三、本校推舉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專案小組依本校校長續任專案小組設置辦法成員產生方式辦理。

小組成員七人：各學院各推選一位代表(通識教育中心併入人文藝

術學院推選)、教官及行政人員代表一人。請人事室依本校校長遴

選時程，於會後通知各相關單位依期並依相關規定提送專案小組

代表。 

四、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至三十四條修正案緩議。請各校務會議代

表將全案攜回仔細研閱，若有修正意見請送人事室彙整；並請組

織規程專案小組於下次校務會議前再召開會議，充分討論本案後

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五、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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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條文修正案。 

七、通過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 

八、通過本校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設置辦法。 

九、通過本校進修推廣部「農業經營系」進修學士班自九十四學年度

更名為「精緻農業學系」進修學士班案。 

十、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七條第四款修正案請組織規程專案小組再召

開會議討論後，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