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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計算機諮詢委員會暨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邱義源校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記    錄：楊閔瑛 
 
壹、主席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本會議是例行性會議，請相關單位做工作報告。電算中心

同仁以及相關的老師，在過去都是盡心盡力做全校校務規劃。因為我們學校

分散四個校區，在 e 化業務上困難度是比較高的，碰到的挑戰也比較多。近

幾年來電算業務都有很大的進步，也因為困難度高所遭遇到的問題仍然有許

多待解決，部分是限於經費無法即時改善，希望未來能盡快解決相關問題。 

 
貳、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請參閱會議書面資料） 

洪主任：首先在這裡做個總結性的報告，本中心本年度預計要進行的目標與方向 

有三項：第一、朝向雲端來處理，已請李組長在規劃以及測試，以後陸續 

會把校務系統透過雲端來處理。第二、無所不在環境無線網路化，網路組 

楊組長近年來持續規劃全校無線網路，在因經費有限只能逐一建置。無線 

網路並會配合最新的 ipad、iphone 智慧型手機需求，讓學生在校內使用手 

機都有自由上網的環境。第三、改善學生的教學平台走向人性與互動化。 

若各位委員對中心目標及團隊有任何意見，歡迎隨時給予建議及指導。 

主席：由學生及老師們使用教學平台的使用數據，可以看出來這幾年進步狀況，

是否可以做一些統計資料，提供給各院各系作為評鑑使用。 

洪主任：我們可以提供學生上網以及老師使用教學平台使用次數給各院系參考。 

丁教務長：目前學校有一半老師尚未使用教學平台，建議是否把各老師的使用狀 

      況情形提供給各院系，由各院系去推動使用教學平台。 

洪主任：這幾年來我們中心一直在推動教學平台，教學平台也不斷更新。使用過 

的老師們也會帶動其他老師們使用，再加上新進老師規定一定要使用此平 

台的政策，相信未來成果一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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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最近有學生以及同仁有詢問到校園 IC 卡學生證否是可以結合悠遊卡使用， 

未來有沒有發展的可行性。 

洪主任：之前電算中心已經有做過評估，在中南部環境之下能用悠遊卡的地方不 

多，再來本校學生證製作都是配合銀行來付費的，如結合悠遊卡的成本很 

高，銀行願不願吸收還需要洽談，所以中心初步共識是嘉義縣市公車能全 

面改用悠遊卡時我們再來處理。 

林主秘：有關於學生資訊，例如洪主任所提的無線網路以及教學平台等，目前電 

算中心已做到什麼程度以及未來規劃如何，建議是否能利用學務處舉辦的 

學生集會上作說明，而不是學生提出問題才答覆；教師歷程檔案的資料是 

否提供為教師評鑑資料，目前資料尚未很完善，這部分是否由老師們自行 

建檔，惠請說明。 

丁教務長：我們也接受到老師的抱怨，資料重複建檔好幾次，這部分還是請電算 

中心幫忙，評鑑資料可由教師歷程檔案系統列印下來使用。 

電算中心李組長：系統今年才剛上線，舊有的資料可以轉入新系統，但是原本未 

建檔的中心則無法轉入，所以只能請系所協助老師們增補相關資料。 

主席：老師們個人資料由個人自行建立，一方面以鼓勵方式去做，另外系統是否 

可以直接抓取網頁上的資料，這樣可以避免老師們一直在做重複性的事。 

電算中心李組長：目前系統上有相關支援，老師只要複製網頁超連結就可以抓取， 

可能是宣導做的不夠，導致老師不知道有此訊息。即日起會再加強宣導。 

劉總務長：有關門禁部分出問題時，系統是由電算中心管理，但有設備上問題 

請廠商前往處理時，廠商權責到哪裡？有時甚至還需要收費，收費是否合 

理？ 

電算中心李組長：早期校園 IC 卡開始使用的門禁到現在應早過了保固期，也壞的 

差不多，所以中心在四年前開始汰換這些老舊、已不能使用的門禁設備， 

礙於經費有限共分三年三期進行。早期設備壞了也沒有備品可換，而學校 

又沒與廠商簽訂維護合約，當然請廠商來維護就要付費，汰換案第一期也 

在今年過保固期，除了汰換案第二期與第三期在保固期內維護不用付費之 

外，其維護經費都需設備所屬單位自行付費。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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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說明： 

一、原要點於 94 年 11 月 8 日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二、修改第二點、第四點及第五點文字。 

三、修訂要點對照表如下。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訂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國立嘉義大學（簡稱本

校），因推動 e 化教學

課程之需要，設立國立

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二、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15

人主要由校長、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及師資

培育中心主任、數位學

習設計與管理學系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

任及由校長指定之遠

距教學相關教師 3 名

擔任委員。 

三、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

議一次，由校長主持，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四、 本委員會主要職責包

括遠距教學課程規

劃、審查及評鑑等事

宜。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一、 國立嘉義大學（簡稱本

校），因推動 e 化教學

課程之需要，設立國立

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二、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15

人主要由校長、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及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教育科技

所所長、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及由校長指定之

遠距教學相關教師 3 名

擔任委員。 

 

三、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

議一次，由校長主持，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四、 其主要職責包括解決遠

距教學課程之相關爭

議，審核遠距教學課程

之優先順序及評鑑遠距

教學課程的成效等工

作。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文字修訂 

 

 

 

 

 

 

 

 

 

 

 

 

 

文字修訂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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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

施。 

後，並報請校長核可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本校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審查，請審議。 

說明： 

一、 100 學年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資料如圖所示 。 

100(1) 遠距教學課程成效評鑑資料表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期末評鑑 修課人數 

網際網路導論 王皓立 4.43 83 

人權與法律 陳佳慧 4.58 118 

生活與園藝 沈榮壽 4.36 70 

科學與生活 王皓立 4.51 104 

管理學概論 池進通 4.38 26 

人力資源管理 池進通 4.41 61 

網際網路導論 李龍盛 4.31 33 

特殊教育治療法 陳政見 4.87 7 

書藝與生活 陳政見 4.54 43 

教育研究法研究 王佩瑜 4.26 17 

二、 所開課程包含網際網路導論、人權與法律、生活與園藝、管理學概論

等 10 門。 

三、 各科期末評鑑分數都超過 4 分。 

四、 建請上述遠距教學課程審查通過，可以續開全網路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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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建請購置 SPSS 軟體(19.0 版  20 套)提供教學研究用，提請討論。 

說明：SPSS 軟體為教師教學常用統計應用軟體，研究也需用到 SPSS 軟體分析及

統計，本校現階段為 SPSS12，擬建議電算中心購置 SPSS 軟體(19.0 版 20

套)，置於電算中心，以提供教學研究用。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使採購需求明確，建議提供「增換採購門禁設備管理規範」供需求單位

參考，以提升採購效益，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目前 IC 卡務管理系統與各單位門禁設備之處理模式，須由電算中

心轉出指定進出人員之校園 IC 卡卡號，且新進、離校或換補發卡片時，

也須由電算中心轉出異動卡號資料給使用單位再轉入該門禁設備，以

控管全校整體門禁。 

二、各單位自行採購之門禁設備應與本校校園 IC 卡系統結合，以利使用及 

管理，以免增加人力與財力負擔。 

      三、建議由電算中心提供門禁設備規範需求資料給相關單位，俾利提升採

購效益。 

四、未來若需求單位未依電算中心所提供之「增換採購門禁設備管理規範」

而逕行採購無法與本校門禁系統結合之設備，請由各單位自行控管維

護。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上午 11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