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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14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艾群校長                                       紀錄：蕭全佑 

出席人員︰朱紀實委員、黃光亮委員、楊德清委員、古國隆委員、黃財尉委員、

黃文理委員、徐善德委員、洪燕竹委員、吳思敬委員、陳政見委員、

邱志義委員、黃健政委員、黃月純委員、張俊賢委員、李鴻文委員、

林翰謙委員、章定遠委員、陳瑞祥委員、張銘煌委員、王思齊委員、

黃芳進委員、徐志平委員、蔡雅琴委員、張立言委員(請假)、李安勝

委員(請假)、王文德委員、林正亮委員(請假)、陳文龍委員、廖慧芬委

員、賴治民委員、盧青延委員、楊弘道委員、郭雅筑委員(請假)、吳

威融委員(請假)、程進銘委員(請假) 

列席人員：陳信良主任、楊詩燕組長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09年3月3日14時) 

提案一：本校 110 學年度應用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送校務會議。 

◎執行情形：本案於 109年 3月 13日以嘉大教字第 1099001014號函陳報教育

部核定中，並於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109

年 3月 17日召開)。 

提案二：本校 110 學年度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分配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教務處 

決議：修正通過，110學年度日間學制音樂學系碩士班招生名額由13位調降為

11位、日間學制碩士班招生名額總計調降為564位；音樂學系應完成系

務會議及院務會議等行政程序，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09 年 3 月

17 日召開)，教育部預定於 7 月核定各學制總量，8 月核定分配

名額。 

臨時提案一：本中心擬增設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簡稱幼教學程)乙案，提

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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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決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案說明二應修正為增設幼教學程計畫相關說明，並同時修正附

件。 

（二）本案續提送校務會議前，請再全盤檢視及補足計畫書不足之內

容，如︰計畫書第 19 頁教育專業課程修業規定與規劃等。 

二、請幼教系主任列席 3 月 17 日校務會議。 

◎執行情形： 

一、依據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本案續提 109年 3月 17日校務會議，

審議結果為原則同意，請承辦單位依建議修正報部。 

二、有關本校於 109學年度增設幼兒園師資類科一案，已經教育部中

華民國 109年 3月 10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31263號函核定，

並於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22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055358號函

核定本校 109學年度幼兒園師資類科增額 74名(含幼教系碩士班

29名及師資培育中心 45名)。 

三、有關本校 109學年度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

分表，業經 109年 5月 6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幼兒教育

學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決議修訂及 109 年 5 月 13 日師資培育中

心業務會議討論，將於 109 年 6 月 16 日召開中心課程委員會議

提列案由討論後再報部。 

決定：洽悉。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案由:嘉義市政府為辦理「水園道-北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擬規劃使用本

校林森校區操場北側土地建置地下化水淨場設施，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嘉義市政府 109 年 1 月 20 日府工水字第 1092100797 號函（含土地

使用計畫書）、109 年 4 月 14 日核准簽及 109 年 4 月 28 日本校 108 學年

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有關市府辦理「水園道-北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使用本校土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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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另已於 107 年 3 月 20 日提案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因整體排水改善計畫嘉義獄政博物館部分區段設計未

能與市民達成共識，尚有諸多疑義，因而計畫暫時停止。 

三、市府於 108 年重啟改善計畫，大幅修正前規劃案有爭議設計，以降低影

響程度，並於 108 年 12 月 4 日召開工作坊邀請地方代表、里民等人員

參與，以修正後方案說明計畫規劃內容，並將參與人員所提疑慮逐一回

覆，達成一定程度之共識。 

四、市府修正規劃於本校林森校區操場北側土地作為水淨場預定地，刪除原

操場左側水岸景觀設施，使用面積 2,863M2，水淨場主要設施採地下化

設置，地下設施使用 627M2，地上設施使用 108M2，其餘地面依據校方

要求恢復功能並規劃增設停車場，如本校決議需保留原運動空間，市府

可再配合調整空間設置以符合本校校園規劃需求。 

五、體育室於 109-110 年間，計畫於林森校區現存無使用之網球場區域建置

戊級室內打擊場，與市府水淨場預定地無重疊，併陳報告。 

六、檢附本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紀錄、函、奉准簽、市政府來函及補充評估

說明(請參閱附件，第 1頁至第 30頁)。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教育部針對本校校區整併計畫書建議事項之校內相關單位回復內

容，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1 月 20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141315 號函及 109 年

4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研究發展處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校園整體規劃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討論教育部來函意見，並於 108 年 12 月 28 日通知校內相關單位針對教

育部回函所提校區整併規劃之建議事項提供回復說明，俾利提送校園整

體規劃專案小組討論，業經 109 年 4 月 13 日校園整體規劃專案小組第 4

次會議及 109 年 4 月 2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

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檢附本校校區整併計畫教育部意見及相關單

位回復內容(請參閱附件，第 31頁至第 107頁)。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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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 1

份，提請報告。 

說明: 

一、經檢視近年來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運作情形，係屬本校校務會議先前會

議，其審議本校各單位所提重大校務發展事項為主，參照清華大學等 5

所學校相關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設置辦法規定，擬調整修訂本委員會任務

及職掌。另，為落實當然委員無法出席時之代理出席規定，參考行政院

秘書處 87 年函示「合議制機關代出席之法制疑義」，合議制機關之委員

不克出席委員會會議，得由他人代為出席，應併認其得計入出席人數及

具有參與會議之權責(例如發言、表決)。 

二、本次主要修訂旨揭設置辦法第 2、3、9 條︰ 

（一）第 2 條︰修訂本委員會任務及職掌為審議學校相關重大校務發展

事項。 

（二）第 3 條︰刪除學生委員以大學部、研究所、進修學制各一名為原則。 

（三）第 9 條︰補充說明委員無法出席時之代理規定。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文草案及奉核簽(請參閱附件，第 108

頁至第 126頁)。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體育室預計於 109-110 年間計畫於林森校區建置戊級室內打擊場，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 10 月 3 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80034660 號

及 109 年 4 月 1 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090011016 號函辦理（含國立嘉

義大學 109 年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計畫書）。 

二、體育室預計於 109-110 年間，計畫於林森校區建置戊級室內打擊場，並

經教育部體育署邀請委員建議建置於現存無使用之網球場區域，已經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提案三審議照案通過，惟本計畫如

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後續規劃設計前請務必徵詢本會議之專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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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建議。本案續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 

三、檢附 109 年補助各級學校新建、修整建棒球運動場地計畫書、相關核准

簽、校園規劃小組會議紀錄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第 127頁至第 156

頁)。 

決議：照案通過。規劃時除依校園規劃小組決議徵詢專業委員意見外，請考量

本案與嘉義市政府地下化水淨場工程期程有否重疊、設置收費投球機之

可行性及打擊產生之噪音問題等。 

※提案二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新民校區排球場整修及擴建工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新民校區目前僅司令台後方一座排球場及排球練習牆，因不敷使用，前

以緊鄰民生南路之一座籃球場改為排球場，但上課及練球時，排球經常

越過圍網，打到路上機車騎士及路人，險象環生。 

二、基於安全考量，本學期起撤除籃球場旁之排球網，暫停該球場之使用，

但接獲無數新民校區同學反映，期待學校為其解決排球練習之場地問

題。 

三、為滿足新民校區熱愛排球之師生需求，規劃於現有排球練習場場地，延

伸擴建為一座完整排球場，並整修原排球場破損地面，提供新民校區師

生使用。 

四、本案業依 108 學年度第 2 次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決議，於本校新民校區排

球場整修及擴建工程計畫書增列標定明確之排球場位置圖(請參閱附

件，第 174頁至第 175頁)。 

五、檢附校園規劃小組會議紀錄、新民校區擴建現場示意圖、工程計畫書及

奉核簽(請參閱附件，第 157頁至第 177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有關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擬申請撤銷停招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學程自 105 學年度成立以來，於 105 學年度、106 學年度、107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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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別招收國際學生 0、1、1 人。因連續 3 年招收學生人數遠低於預期，

又教育部新增規定自 109 學年度起，學位學程需有兩名專任教師編制，

考量每年入學學生數與部定專任教師編制，此學位學程不符本院整體發

展效益，因此於 108 年 6 月 12 日生科院 107 學年度第三次院務議決議

於 110 學年度停招，並經 108 年 10 月 1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

發展委員會會議及 108 年 10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

議通過(請參閱附件，第 178頁至第 182頁)。 

二、因 108 學年度招收 4 名學生，招生人數已在逐漸成長，幾年的努力和積

累已漸有成效，又 109 年 3 月 11 日與師生進行停招溝通，會議中，全

數老師和學生提出希望能繼續保留此學程，檢附說明會議紀錄(請參閱

附件，第 183頁)。 

三、爰此本學程簽請校長核示撤銷學程停招案，校長批示本案暫緩報部，並

請依教務處與研發處意見辦理後續程序，檢附簽案(請參閱附件，第 184

頁至第 185頁)。 

四、本案後經 109 年 3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

學程事務會議及 109 年 4 月 29 日生命科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撤回

停招案(請參閱附件，第 186頁至第 187頁)。 

決議：照案通過。學程規劃應符合教育部相關師資規定。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加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4 條規定略以「大學組成大學系統，應提

出籌組大學系統計畫，並經參與系統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國立及私立

大學報教育部核定，其餘公立大學報所屬地方政府核定」。 

二、目前擬加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成員學校為中興大學、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勤益科技大學、聯合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彰化師

範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及雲林科技大學，期各校在既有的基礎上發揮各

校特色與專業領域，並透過「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的結合，發揮整合綜

效，達到資源共享、價值共創及合作共榮的模式。 

三、本校加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的優點及不確定性分析如下： 

(一)優點：招生宣導、跨校輔系或雙主修、跨校合作爭取產業界支持或

政府大型研究計畫、教師跨校授課、館藏資源共購共享、提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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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等。 

(二)不確定性：各校屬性不同，能否凝結共創更佳聲望；系統內大學位

置所在北至苗栗，南至嘉義，距離長達 150 公里，學生跨校修課有

難度；聯合招生是有助於擴大生源基礎、還是朝大者恆大、M 型分

布發展，這需要仔細評估。 

四、為處理大學系統行政業務及有效推動各校間共同相關研究業務，將設系

統行政總部，總部經費以目前需要專任助理 1 位、工讀生 1 位及相關庶

務參與，估計每年約需新臺幣 1 百萬元，此經費將由各校共同依比例分

擔，日後人力增加時所需經費亦然。 

五、檢附「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計畫書草案、目前臺灣大專院系統與聯盟一

覽表及奉核簽(請參閱附件，第 188頁至第 244頁)。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15 時 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