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主旨：檢陳本校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1份(如
附件)，請鑒核。

說明：
一、旨揭會議業於本(111)年11月29日上午11時20分召開完竣。
二、本案奉核可後，將會議紀錄電子檔傳送委員與相關單位依
會議決議辦理。

會辦單位：主計室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長 楊詩燕 111/12/01 09:53:19(承辦) :
-----------------------------------------------------------------

2.研究發展處 簡任秘書 盧青延 111/12/01 09:54:14(核示) :
-----------------------------------------------------------------

3.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黃財尉 111/12/01 11:52:14(核示) :
-----------------------------------------------------------------

4.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組員 蔡宜蓉 111/12/01 13:25:22(會辦) :
-----------------------------------------------------------------

5.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系主任 龔書萍 111/12/01 13:52:46(會辦) :
有關碩專班計畫書所提到的招生名額，因為每兩年才招生一次，故擬每次招收15
名。據知學校目前空出來學生員額只有四名，外語系是希望至少在員額會議中能有

其他系所能再提供2名員額，至少達到開班6名基本名額。若員額會議中有更多名員
額釋出，外語系非常樂意接收，但最多15名。

-----------------------------------------------------------------

6.人文藝術學院 核稿秘書 林昭慧 111/12/02 10:19:48(會辦) :
-----------------------------------------------------------------

7.人文藝術學院 院長 陳茂仁 111/12/02 10:35:04(會辦) :
有關外語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乙事,原係申請招生六名,唯為使開課更具靈活性,
祈請於相關招生名額調整會中予以優先討論,並請盡力給予增額,至謝！

-----------------------------------------------------------------

8.教務處 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楊玄姐 111/12/01 16:01:36(會辦) :
有關鬆綁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方式，攸關學校經費預算，建請敬會主計室惠示卓

見。

-----------------------------------------------------------------

9.教務處 專門委員 沈盈宅 111/12/01 17:52:59(會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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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務處 教務長 鄭青青 111/12/01 18:21:08(會辦) :
-----------------------------------------------------------------

11.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長 楊詩燕 111/12/02 13:50:50(承辦) :
-----------------------------------------------------------------

12.研究發展處 核稿秘書 楊弘道 代 簡任秘書 盧青延 111/12/02 13:56:48(核示) :
-----------------------------------------------------------------

13.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黃財尉 111/12/02 14:09:32(核示) :
-----------------------------------------------------------------

14.主計室 第一組 專員 林資雲 代 組員 吳致玲 111/12/02 14:56:14(會辦) :
本案擬建請於不加重本校財政負擔原則下，有關教師鐘點費核計規定，由教務處本

於權責辦理。

-----------------------------------------------------------------

15.主計室 第一組 組長 莊瑞琦 111/12/02 14:58:12(會辦) :
-----------------------------------------------------------------

16.主計室 主任 吳昭旺 111/12/02 16:05:54(會辦) :
-----------------------------------------------------------------

17.秘書室 專門委員 范惠珍 111/12/02 16:19:21(核示) :
-----------------------------------------------------------------

18.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芸薇 111/12/05 10:05:26(核示) :
-----------------------------------------------------------------

19.校長室 校長 林翰謙 111/12/05 12:05:52(決行) :
如擬。並參會辦意見辦理。

詳如核示意見
-----------------------------------------------------------------

20.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長 楊詩燕 111/12/05 13:53:10(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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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 

主席：林翰謙校長                                         紀錄：楊詩燕 

出席人員:陳瑞祥副校長、張俊賢副校長、李鴻文副校長、鄭青青教務長、唐榮

昌學務長、朱健松總務長、黃財尉研發長、周蘭嗣國際長(林松興組長

代)、林芸薇主任秘書、章定遠館長、邱志義中心主任、李永琮處長(吳

正喨組員代)、陳明聰院長、陳茂仁院長(曾金承主任代)、吳泓怡院長、

沈榮壽院長、黃俊達院長、賴弘智院長、賴治民院長、陳政見委員、

陳珊華委員、蘇復興委員、池永歆委員、蕭至惠委員、張宏義委員、

徐善德委員、黃文理委員(請假)、徐超明委員(請假)、彭振昌委員(請

假)、林政道委員(請假)、王紹鴻委員、郭鴻志委員(請假)、盧青延委

員、林彩玉委員、謝宜芬委員、蔡璟鴻委員(請假)、邱柔毓委員 

列席人員:張心怡主任、楊詩燕組長、陳靜怡專任助理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全力支持，今年 103 年校慶圓滿結束，接下來人文藝術學院

與人文藝術中心在 12月還有許多活動，邀請各位委員繼續支持。今年校慶主軸

為傳承創新，首先，學校有清楚的願景，即為「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

際」，第二是對於學校的發展持續改進、改善或是自評，都有一定的機制，例如

中長程計畫的修訂，是學校在傳承與創新之間精進的做法，在精進的過程中品

質更重要，所以有了校務發展委員會的設置，本委員會是校務會議的會前會，

會針對各種不同議題的細項討論，以夥伴的關係共同提升學校發展之政策，在

有限資源下進行有效的分配與強化管理功效，並持續推動國家教育政策，請各

位委員不吝指教。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會議時間：111 年 9 月 27 日 14 時) 

提案一：外國語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請審議。 

執行單位：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教務處、主計室 

決議： 

一、依校內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調整要點規定，原則上 6 個名額以上(含)是招

生基本條件，請經由教務處召開之本校招生名額審議委員會，由各學院協

調後，再依行政程序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另未來有關增設系所若涉及教師員額的簽案，除會簽人事室外，另加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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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針對全校師資員額總量及學校財務支應情形，整體考量表示意見。 

三、通過增設案，另參酌委員建議修訂計畫書內容: 

(一) 請統一增設之班制別名稱。 

(二) 修訂計畫書之碩專班發展重點，以納入更多元的生源。 

(三) 適度配合新一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訂計畫書中相關內容。 

◎執行情形： 

【外國語言學系】 

一、依建議修訂計畫書內容。 

二、業於 111 年 10 月 18 日將校發會紀錄摘錄提送招生名額審議委員會。 

【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一、有關本案增設所需之招生名額，將提 112 年 1 月 10 日召開之 113 學年度

招生名額調整會議討論決議，俟會議紀錄簽核後送外語系憑辦，依程序

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案俟完備行政程序後，擬於 112 年 3 月中旬完成報部事宜。 

【主計室】 

有關「外國語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已於 10 月 5 日會簽本室時表示意

見，並於 10 月 6 日簽奉校長核可。 

提案二：擬請規劃「本校新進教師教學與研究支援系統」，以利學校攬才留才，

提請討論。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決議：請教務處、研究發展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研議，將初步共識送至行政學

術主管座談討論。 

◎執行情形：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已依決議於 111 年 10 月 7 日敦請張副校長主持，先行召開討論會

議達成初步共識後，再提送 111 年 10 月 18 日行政學術主管座談達成共識。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有關規劃新進教師支援系統，業於 111 年 11 月 7 日簽請校長修正本校「教師

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核示在案，預定提送 112 年 1 月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擬請規劃「於校區內附設托嬰、托幼場所」案，以利新進教職員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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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發揮所長，提請討論。 

執行單位：人事室 

決議： 

一、請將學校附幼、附小及鄰近地區托育相關資訊，提供教職員工生參考。 

二、未來視整體需求再參考其他大專院校做法及法規，研議辦理之可行性。 

◎執行情形：人事室依會議決議彙整本校及鄰近地區托育托嬰設施相關資訊，並

以本校 111年 11月 2 日嘉大人字第 1119005330 號函公告周知在案。 

【蘇復興委員補充】 

針對提案一外國語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該班制招生名額建議調整為

至少 7 名；另有關提案二建議授課鐘點核計不應有新舊之分，兼行政職教師

可支領超支鐘點費，而一般教師未能支領，易生差別待遇之觀感。 

決定︰ 

一、新設班制別名額的調整建議，請至招生名額調整委員會討論決議。 

二、關於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規定，請教務處針對委員意見進行討論。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成立本校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工作小組」，提請報告。 

說明： 

一、 為提升本委員會議事效率，在各單位提送校務發展議案後，由小組先依

校內縱向或橫向溝通連結，請相關業務單位就單項事項說明可能面臨的

問題及處理面向，藉由充足資訊的提供，使委員能更深入了解議案的相

關可行性，亦能使會議進行順遂，再將會議共識提送校務會議審議。爰

本處簽請成立本校「校務發展工作小組」，並由校長指派成員，任期為一

學年(附件 1，第 2 至 5 頁)。小組召集人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員擔任，

小組成員由校務發展委員會中成員 4-6 名擔任，並得視需要請校內相關業

務單位或專家列席說明與提供諮詢意見。 

二、 經本次委員會討論，修改本案說明內容如上，提請報告。 

決定：小組組成屬幕僚前置作業，小組名稱請研發處再行討論。另依本校校務

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點規定，應先將本委員會各款任務分設小組成

員名單確立，以利日後委員會視議題需要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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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由：有關生命科學院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自 113 學年度起停招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經教育部核准，於 105 學年度起招收國際

學生研讀碩士學位。該學程自啟動起，於 105 學年度、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108 學年度、109 學年度、110 學年度及 111 學年度分別招收國

際學生 0、1、1、4、0、0 及 0 名。 

二、因招收學生人數遠低於預期，又教育部規定自 109 學年度起，學位學程

需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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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學程不符學院整體發展效益。 

三、本學位學程停招案業經 111 年 8 月 30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生命科學全英

文碩士學位學程事務會議、111 年 10 月 12 日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

程停招說明會及 111 年 10 月 12 日 111 學年度生命科第 3 次院會議決議

通過於 113 學年度停招。(附件 2，第 6 至 9 頁) 

四、112 學年度仍續招生，113 學年度停招，112 學年度招收的學生，將會優

先輔導轉入生命科學院其他系所就讀或就讀本學程，本學位學程之課程

亦將持續開課至學生畢業，且每位學生均有指定之指導教授負責督導其

畢業論文之完成，因此不影響學生之受教權。 

五、檢附生命科學院全英文碩士學位學程停招計畫書(附件 2，第 10 至 14 頁)

及奉核簽。(附件 2，第 15 至 16 頁) 

決議：照案通過，再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化科技學系 

案由：生化科技學系擬更名為「醫學科學暨生醫材料學系」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作業準則辦理(附件 3，第 17 至 20 頁)。 

二、本案於 111 年 9 月 8 日本系 111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111 年 9 月 2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111 年 10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

會議，及生命科學院 111 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附件 3，第 21 至 26 頁)。 

三、檢附生化科技學系更名計畫書(附件 3，第 27 至 66 頁)及奉核簽(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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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 至 69 頁)。 

決議：通過更名。另更名後學系英文名稱請生科院及生化系再進行討論後，提

送校務會議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獸醫學系 

案由：本校獸醫學院獸醫學系碩士班擬於 113 學年度更名為「獸醫學及管理碩

士班」，提請審議。 

說明： 

一、近年因伴侶動物產業發達，相關市場規模亦大幅增長，因而各家醫院將經

營重點轉向企業管理模式，在原有的醫學人才需求下，能同時進行管理的

人才逐漸成為重點，本系對於碩士班未來發展與目標經系務會議充分討論

與評估後，擬配合社會時勢需求申請碩士班更名。 

二、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及 111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獸醫學系碩士班更名計畫書(附件 4，第 70 至 88 頁)及奉核簽(附件 4，

第 89 至 90 頁)。 

決議：通過更名。惟說明請依委員以正向敘述之意見修正(已修正如上)，另請在

計畫書第 1 頁中將更名後碩士班英文名稱加註，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謝謝各位委員與會討論，期待學校發展能永續順利。 

 

柒、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