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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01 年 12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視訊會議）、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新民校區管理學院 4 樓 414 會議室 
主席：邱義源 校長                         記錄：許鈵鑫 
出席人員：蔡渭水副校長、吳煥烘副校長、徐志平教務長、劉玉雯學生事

務長、劉啟東總務長、林翰謙研發長、李安進主任秘書、陳箐繡

館長、洪燕竹主任、郭章信主任、丁志權院長、劉榮義院長、黃

宗成院長、劉景平院長、柯建全院長、黃承輝院長、陳淳斌主任、

陳政見教授（民雄校區）、蔡樹旺副教授（民雄校區）、顏玉雲副教授（民雄校區）、

蔡忠道教授(請假)、潘治民教授(請假)、黃光亮教授(請假)、林金

樹教授、艾 群教授(請假)、章定遠教授、朱紀實教授、吳子雲

簡任秘書、張 雯組長、謝竺均同學、林明謙同學（民雄校區）、林晉

賢同學 
列席人員：教務處招生組鄭榮輝組長、楊弘道組長 

壹、主席報告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與會，校務發展會議為學校教學規劃、學校前

瞻發展及相關軟、硬體建設推動的重要會議，在此再次強調學校必須

保有危機意識，惟有危機意識才能面對整個大環境的改變。大環境改

變也衝擊到全球高等教育，在全球化過程，不能僅侷限於著眼學校本

身範圍作為規劃主題，應以整體大環境作為考量範圍。 
    大環境改變之其中一項為少子化的趨勢，另一部分就是如何在各

大學高等教育之競爭環境中謀求生存空間。以私立大學而言，感受到

生存的壓力比國立大學來得大，因應起步會更早，若國立大學在高等

教育與就業環境的連貫上，無法與私立大學競爭，以學生與家長的角

度觀之，考慮到未來的就業與生涯發展，不見得會在乎學雜費高低的

差別，此時就會影響到國立大學未來生存的發展空間。 
    近來許多預估資料顯示，在大學數量不增加之情形，考慮人口結

構於 2030~2040 年間的變化趨勢，預估 2030 年全國大學招生數已降

至不到 60%。以高鐵通車前後對國內航空公司經營影響為例，對於諸

多預估的資料必須提早因應並審慎視之，藉此提供給關心學校校務發

的諸位委員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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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宣讀 101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錄（請參閱議程附件 1，頁

4-8） 
一、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經審議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

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三條：「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中心主任下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教

學專業發展組長兼任；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推薦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其中刪除執行秘書之設置，修正為：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推薦助理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二、 因應系所評鑑修正本校 100-103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學術單

位版)案，經審議決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三、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提昇本校國際化程度，本校擬於 102

年 2 月 1 日起成立一級行政單位「國際事務處」，綜理全校性國際事

務，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中心、學務處等相關單位配合進行組織調

整案，經審議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國際事務處之「國際學生組」修正為「國際學生事務組」。 
(二) 提案主體方向審議通過，細節之組織架構、人員調整、業務職

掌、文字潤飾及校務發展委員會所提意見等，由教務處、學生

事務處、研究發展處與產學營運中心共同修正後，提案至校務

會議審議。 
決定：紀錄確立。 

參、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有關 101 年 10 月 2 日 101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案件，執行進度追蹤，摘要如下： 
一、審議通過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已提送 101 年 10 月

1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審議因應系所評鑑修正本校 100-103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學

術單位版)案，經提送 101 年 10 月 1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已於 10 月 28 日完成印刷及上傳至本校網頁供

參。 
三、於 102 年 2 月 1 日成立「國際事務處」暨相關單位配合進行組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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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案，經提送 101 年 10 月 16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

議審議通過，復於 11 月 13 日邀集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暨會計

室等行政單位研商國際事務處及相關單位空間配置調整事宜，會議

決議將提送行政會議報告。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1 年○○月○○日臺高通字第○○○○○號函規定，

須於○○○年○○月○○日前提報教育部審查(俟教育部來函填

註)。 
二、本案主要審議項目為下列四類： 

（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增設案。 

（二）博士班增設、涉及領域變更之調整案。 

（三）醫學及其他涉及醫事相關類科之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

或領域變更調整案。 

（四）外國學生專班及全英語授課之碩博士班。 

※碩、博士班增設每校至多各提 3 案，且教育部未提供教師與學生名額。 
三、本校 103 學年度提請增設案計有： 

（一）博士班部分 

1.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博士班。 

2.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二）碩士班部分 

1.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2.獸醫學系臨床獸醫學碩士班。 

3.景觀學系碩士班。 
四、103 學年度申請特殊項目增設案，其外審結果（請參閱議程附件 2，

頁 9-2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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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班部分 

1.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博士班：「極力推薦成立」3 票。 

2.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博士班：「極力推薦成立」2 票、

「推薦成立」1 票。 

（二）碩士班部分 

1.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極力推薦成立」3 票。 

2.獸醫學系臨床獸醫學碩士班：「極力推薦成立」3 票。 

3.景觀學系碩士班：「極力推薦成立」2 票、「推薦成立」1 票。 

  ※提報標準：3 票「極力推薦成立」優先提報；如博士班、碩士班申請增

設名額均未超過 3 案，則 2 票「極力推薦成立」、1 票「推

薦成立」亦可提報。 
決議： 

一、臨時提案一同意納入一併討論。 
二、全英語授課之「教學專業碩士學位國際學程」名稱修正為「教學專

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三、博士班部分提報 2 案如下： 

(一)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博士班。 

(二)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四、碩士班部分提報 3 案如下： 

(一)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二)獸醫學系臨床獸醫學碩士班。 

(三)景觀學系碩士班。 
五、全英語學程部分提報 1 案：師範學院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另為營造本校國際教學環境，未來規劃目標為每學院開設一個隸屬

於學院之國際學位學程。 
六、計畫書內容請相關單位補強，全案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碩、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案前於 101 年 6 月 6 日 100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提案

審議，會議決議緩議，保留於下次會議研議。經修正要點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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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本次會議審議。 
二、為公平合理調整本校碩、博士班招生名額，並因應教育部頒之師資

質量審核作業要點，以避免招生名額遭教育部調降，特擬訂招生名

額調整要點草案（請參閱議程附件 3，頁 24），請 討論。 
決議： 
一、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註冊率：同一系所連續 2 年實

際註冊率未達 70%、80%、90%，分別調整 15%、10%、5%。※註

冊率=註冊人數/核定招生名額」修正為：「同一系所連續 2 年註冊率

未達 70%者調整 15％，未達 80%者調整 10%。(註冊率=註冊人數/
核定招生名額)」。 

二、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調增系所之錄取率須低於全校

錄取率之平均值。」修正為：「調增系所之錄取率須低於全校錄取率

平均值。」 
三、新增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註冊率自 101 學年度起核計。」 
四、刪除修正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校長得依據校務發展委員會之

決議在 10~15%額度內作調整，並送校務會議決議。」 
五、修正要點第七點「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

亦同。」修正為：「本要點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行。」 
六、餘照案通過。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本學院 103 學年度申請增設「教學專業碩士學位國際學程」案，提

請 審議。 
說明： 

一、 為提升本學院國際化水準，並配合本校及教育部國際化政策。 
二、 本學程採全英文上課，預定自 103 學年度起開辦，每年招收 15 名

外籍生，第 1年以招收 8名為目標。 
三、 本學程整合本學院 6 個系所教師 17 名，另由外語系、音樂系、視

覺藝術學系各支援教師 1名。 
四、 檢附「教學專業碩士學位國際學程」計畫書（詳附件）乙份，供卓

參。 
決議：併入提案一討論。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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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