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3 五工程」校內規劃小組第 8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二）10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艾 群副校長

記錄：何鴻裕

出席人員：徐志平副校長、劉玉雯教務長、陳明聰學生事務長、陳瑞祥總務長、林
翰謙研發長、李瑜章國際事務長、陳政男處長(林金龍組長代)、洪燕竹
中心主任、胡文騏主任、鄭夙珍主任、黃月純院長(張家銘副院長代)、
劉榮義院長(李明仁教授 代 )、李鴻文院長、黃光亮院長(徐善德副院長
代)、章定遠院長、朱紀實院長、周世認院長

列席人員：楊弘道組長
壹、 主席致詞
「3 五工程」校內規劃小組會議此次由我主持結束後，下次將由接任的學術副
校長擔任主席，在此感謝各位主管的協助與幫忙，讓「3 五工程」能夠順利逐步往
前推動，將來為了能追蹤與考核「3 五工程」的各構面及各專案進度，預計設置「3
五工程」考核組，俾利控管各構面及各專案之執行情況。
目前教育部已核定嘉農新村學生宿舍及嘉師二村學人宿舍新建案，預估今年應
可委託營建署辦理設計監造招標。
貳、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第 7 次會議紀錄如附件，請參閱。
決定：報告事項四決定內容增列如下：
請產學處對於產學的推動必須注意不能圖利廠商，且須以學校利益為優先考
量，方能執行。
參、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三化教學構面」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教師內化－開設教師專業成長課程：
106 年度已錄製完成 2 門微課程，由教育學系張淑媚老師拍攝以班級經營、
大學生的問題與輔導為主題之課程，及應用歷史系陳希宜老師拍攝以性別平
等、人際關係與溝通藝術為主題之課程。
(一)微課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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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

職稱

課程主題

張淑媚

教授

班級經營

張淑媚

教授

大學生的問題與輔導

陳希宜

助理教授

性別平等

陳希宜

助理教授

人際關係與溝通藝術

(二)拍攝成果

微課程：班級經營

微課程：性別平等

微課程：大學生的問題與輔導

微課程：人際關係與溝通藝術

微課程拍攝實況
微課程拍攝實況
二、教師內化－辦理教師專業成長講座：
本校 106 年度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已辦理 16 場，參與教師人次達 566 位。
(一)已辦理講座
講座日期 主講者

職稱

主講者單位

講座名稱

參加人數

05.24

陳和全

教授

中正大學經濟系

慣性與決策

32

05.24

吳晟

總統府資政

總統府

純園築夢

70

06.07

張文恭

特聘教授

中正大學電機系

漫談電力與能源

59

06.08

葉上葆

教授

義守大學餐旅學院

翻轉學習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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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4

何美慧

教授

台南大學

06.21

江樵

簡報達人

06.21

曾永平

教授

09.13

陳鵬文

教授

中興大學獸醫系

董哲煌

助理教授

水生生物科學系

林政道

助理教授

生物資源學系

09.27

葉瑩

董事長

09.27

莊淇銘

10.06

如何「看」、「待」大專學生的情
緒/行為問題
一目了然的簡報設計術實戰

暨南大學觀光休閒
宜居山城的在地治理與觀光發展
與餐旅管理系

31
26
30

獸醫翻轉教室經驗分享

14

資訊系統在教學上的運用

54

農業科技研究院

談植物醫師制度之規劃與推動

6

教授

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系

談 LQ(學習智商)與
TQ(教學智商)

61

蔡慶修

教授

中興大學
生物科技研究所

啤酒釀製

33

10.11

陳美惠

教授

以生態旅遊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

56

10.11

許家驊

教授

教育學系

教學策略與互動實施

15

10.11

鍾德頌

老師

東海大學景觀系

方舟計畫

8

11.08

饒夢霞

副教授

成功大學教育學系

教師情緒管裡

39

09.20

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二)講座成果

9.13 陳鵬文教授
獸醫翻轉教室經驗分享

9.20 林政道助理教授
資訊系統在教學上的運用

9.27 莊淇銘教授
談 LQ(學習智商)TQ(教學智商)
三、教師內化－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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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饒夢霞副教授
教師情緒管理

本校 106 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業已成立 12 個，主題有「導生輔導」
「跨領
域教學合作」
、
「虛擬教學」
、
「環境教育共學」
、
「教師學術發表與研究申請精
進」
、
「語言治療」
、
「英文作文教學與研究」
、
「微生物發酵應用」
、
「微積分教
師教學」、
「普通物理學教學創新」、
「普通化學教學」等。
(一)教師社群清單
學院

學系

召集人

職稱

社群名稱

師範學院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林菁

教授

導生輔導深化社群

師範學院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王佩瑜

副教授

跨領域教學合作社群

師範學院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王思齊

副教授

虛擬教學訪談關課社群

師範學院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許雅雯 助理教授 教師學術發表與研究申請精進社群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郭怡君

教授

語言治療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蔡雅琴

教授

英文作文教學與研究成長社群

人文藝術學院

外國語言學系

劉沛琳

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王紹鴻

副教授 酷師發聲跨領域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副教授

微生物發酵應用教師社群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源學系

蔡若詩 助理教授

環境教育共學社群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鄭博仁 助理教授

微積分教師教學

理工學院

電子物理學系

理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林立弘

副教授

黃家琪 助理教授

普通物理學教學創新
普通化學教學

(二)活動成果

10.2 虛擬教學訪談觀課社群
11.8 語言治療社群
拍攝測試+訪談拍攝
語言治療社群經營分享講座
四、教法進化－導入創新教學建立混成及翻轉教學典範：
106 年度為提升教師數位教學專業素養，開設 3C 科技在教學應用、數位學
習的理論與應用及網路科技與教學設計等相關研習課程，藉以活化教師授課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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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劉沛琳老師及張宏義老師
混成教學課程及 MOOC 課程製作
與上線經營之經驗分享

4.14 許政穆老師
MOOC+SPOC+翻轉課堂

4.14 許政穆老師
5.12 李龍盛組長
MOOC+SPOC+翻轉課堂
教師資訊研習活動
五、課程轉化－推動產業無縫接軌學習：
106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 C2(產學融合式教學促進)由 34 個學系共聘請 216 位
業師，課程數達 162 門，105-2 學期期末學生回饋業師教學之滿意度總平均
值為 4.44，106-1 學期待統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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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系-機械工作法實習
(陳家澤業師)

木設系-高等紙質文物保存與維護學
(張正松業師)

行銷系-行銷管理(羅桂岱業師)

數位系-作品集呈現(李燕芬業師)

外語系-英語聽說教學(王勝忠業師)

資管系-書報討論(邱威傑業師)

決定：
一、 請教務處持續推動並追蹤「三化教學構面」之各項進度。
二、 請教務處將「三化教學構面」每個階段目標予以量化跟質化，並制定相
關指標。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三生教育構面、學生宿舍建案」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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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報告。
說明：
一、三生教育部分：
規劃項目
三生教育生活教育安全生活

計畫內容簡述
一、強化安全生活
(一)學生安全專題講座
(二)賃居校外學生優質品
格生活評選
(三)圖示校園死角及危險
地帶

主辦單位
軍訓組

二、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一)辦理健康宿舍措施
(二)實施宿舍同儕輔導
(三)規劃興建設節能多功
能學生宿舍
(四)推動學生宿舍文化
(五)全校品德及生活教育
模範選拔
(六)嘉大有品徵文、勵志
小語競賽活動
(七)各場館、廁所無障礙
斜坡
(八)行車有禮

生輔組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一、
(一)106 學年度 9 月執行 3 場次，計 2,000 人次：12
月執行 3 場次，計 2,000 人次。
(二)106 學年度租屋安全研習講座規劃於 107 年 3
月份執行。
(三)106 年度已完成規劃製作並公告。

軍訓組
軍訓組

二、
(一)106 學年度健康寢室申請人數共計 37 人。
(二)宿舍同儕輔導持續辦理中。

生輔組
生輔組

(三)蘭潭學生宿舍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內政部
「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計畫」補助 150 萬元並配
合自籌經費 63 萬元，已完成 T8 燈具汰換。(已完成)
(四)
1.蘭潭學生宿舍於106年10月1日辦理「106學年度宿
舍闖關活動」，參加人數共計88人。
2.學生宿舍辦理106年度耶誕冬至系列活動，藉由活
動之進行增進住宿生彼此情誼。各宿舍辦理日期
為：民雄宿舍12月11日；進德樓宿舍12月12日；
新民宿舍12月13日；林森宿舍12月14日。總計1,077
人參加。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五)108學年度辦理
(六)完成投稿37件數(散文18篇、新詩19篇)，於106
年6月7日頒獎共17位得獎，並完成刊物。(已完成)
(七)民雄、蘭潭及新民校區場館、廁所無障礙斜坡
檢視共 23 處。蘭潭校區無障礙設施(寢室及廁所)修
繕，獲教育部補助 300 萬，9 月 14 日已完成驗收。
(八)
1.106 學年度於新生始業式辦理行車有禮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參加師生約 2,000 人。
2.三校區車棚懸掛交通安全宣導布條 10 條。
3.106 年 9-12 月學安通報內容含交通安全宣導。

特資中心

軍訓組

三生教育生活教育公民責任

一、正式課程-通識課程
公民意識與法治相關通識
課程：「法律與生活」、
「公民與 生活」、「法學
緒論」、「網路民主與公
民社會」、「民主政治與
現代公民」、「智慧財產
權」、「性別平等與法律

教務處

一、
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公民意識與法治相關之通
識課程如下：
1.「人權與法律」15門，課程約798人修課。
2.「公民與生活」1門，約55人修課。
3.「憲政體制與民主發展」7門，約348人修課。
4.「思考教育與民主素養」1門，約15人修課。
5.「性別平等教育」1門，約19人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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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項目

三生教育生活教育健康生活

三生教育生命教育

計畫內容簡述
」、「議事研習法律」等
課程開設
二、公民講座
「民主法治教育」、「網
路言論之法律責任」、「
校園智慧財產權」、「個
人資料保護法」等講座
三、強化學生公民知能
(一)學生自治幹部訓練講
習
(二)校外賃居學生優質品
格生活評選
(三)生活法律知識王競賽
一、正式課程-通識、體育
課程
健康人生、食品安全、衛
生保健、體育課程
二、全校教職員工健康活
動
三、健康體位講座
(一)提倡運動 531，培養自
主健康管理能力
(二)健康體位活動
四、自我生命探索
辦理班級輔導、自我探索
成長團體、生命教育電影
賞析、生命體驗工作坊、
講座等

一、正式課程-通識課程
(一)開設自我探索與成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6.「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3門，約179人修課。

教務處

二、106年12月4日辦理「三萬英呎的機艙社會學」
講座，邀請李牧宜專欄作家蒞校演講，約有346人參
與。
三、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 5-8 日辦理 7 場次。
(二)107 年規劃中。

課外組
軍訓組
軍訓組

(三)106 學年度新生始業式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及地
震避難防護教育演練有獎徵答活動共 3 場次，參加
師生約 2,000 人

教務處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健康人生、食品安全、
衛生保健等相關之通識課程如下：
1.「人體生理與健康」3門，約165人修課。
2.「認識食品」1門，約21人修課。
3.「認識疾病」1門，約60人修課。
4.「微生物與生活」1門，約41人修課。
5.「飲食與健康」7門，約370人修課。
1.10 月 25 日舉行全校路跑活動，11 月 3、4 日舉行
全校運動會，11 月 1 日舉行水上運動會。
2.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充實體育器材設 備」補
助 150 萬元執行完成。
3.民雄及林森校區羽球場地板整修完成。
二、規劃預計107年2月8日辦理嘉大蘭潭後山健行活
動。

體育室
體育系
教務處

人事室

環安衛中心 三、9-12月無辦理相關活動
學輔中心 四、
(一)
1. 1.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班級輔導17場次，共
564人次參與。
2.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自我探索成長團體2個16
場次，共152人次參與。
3.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3場學院講座3場，470人
參加。
學輔中心 (二)
1. 1.106年度辦理桌遊種子教師桌遊實作工作坊2場
次，共27人參加。
2.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支持性工作坊暨心靈讀
書會8場次，共64人次。
教務處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
(一)與自我探索與成長、情緒管理、壓力管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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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項目
和諧關係

計畫內容簡述
主辦單位
長、情緒管理、壓力
管理等課程
(二)開設人際關係、愛
情、團隊合作與道德
倫理等人際課程
(三)生命教育課程
二、建立生命感恩觀念
(一)辦理班級輔導、自我
探索成長團體、生命
教育電影賞析、生命
體驗工作坊、自殺防
治守門人等關懷身邊
親友主題講座等
(二)配合節慶意義辦理活 學輔中心
動，例如：祖父母節、
父親節、母親節、教
師節等
(三)推動全校教職員工生
每學期捐血活動
(四)推廣博雅叢書閱讀
(五)辦理博雅徵文比賽
三、生命關懷
學輔中心
(一)安養或特教機構服務
學習
課外組
(二)動物大體老師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之通識課程如下：
1.「教育與心理」7門，約409人修課。
2.「行為科學」2門，約120人修課。
(二)與人際關係、愛情、團隊合作與道德倫理等相
關之通識課程如下：
1.「人際關係與溝通」2門，約88人修課。
2.「音樂家的感情與創作」1門，約60人修課。
3.「社交禮儀實作」1門，約60人修課。
4.「文化與國際生活禮儀」2門，約120人修課。
(三)與生命教育相關之通識教育課程如下:
1.「生死學」1門，約60人修課。
2.「人權與法律」15門，798人修課
3.「動物保護與福利」5門，約276人修課。
二、
(一)
1.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班級輔導18場，564人參
加。
2.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2個成長團體，共計16場
次，152人次。
3.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3場學院講座3場，470人
參加。
(二)106年度「愛的投遞信箱」寄送參與人次為450
人。
(三)
1. 106學年度9月25-26日蘭潭及民雄校區辦理捐血
活動，共147袋。
2. 106學年度12月26-27日蘭潭校區辦理捐血活動，
95袋。
(四)106年4月至12月借閱博雅叢書讀者，計有442
人，借閱1,114冊。
(五)預計106學年度辦理
三、
(一)
1. 106學年度第1學期已辦理19場次：
(1)106 年 9 月 21-106 年 12 月 21 日，One Way 團
契志工隊每週於文雅社區進行社區長者關懷照
顧服務。
(2)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6 年 10 月 28 日玉山扶青
團與弦喆吉他社至福興護理之家參訪服務。
(3)106 年 11 月 25 日，樵夫志工隊於東洋護理之家
辦理「樵見您的護理之家」活動。
(4)106 年 12 月 16 日，蘭潭國樂團於家福護理之家
辦理服務學習活動。

圖書館
圖書館
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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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項目

計畫內容簡述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5)106 年 12 月 23 日，農藝志工隊於聖馬爾定芳安
護理之家辦理「花開的季節」護理之家送暖慶生
活動。
(6)106 年 12 月 24 日，樵夫志工隊於瑞泰護理之家
辦理「夫哩 hug-擁抱送溫暖」活動。

獸醫學院

三生教育生命教育
生態友善

三生教育生命教育
弱勢關懷

一、正式課程-通識課程
開設環境生態教育課程，
例如：綠色地球、人與地
球的關係、四省大作戰、
環保生態等
二、建立人與環境共同體
的概念，推動校園環保意
識
(一)校園增設資源回收
桶，落實資源回收與
減量；綠色環保；善
用能源等
(二)與學校相關社團合
作，進行校園垃圾減
量和珍惜能源宣導及
活動、蚊子電影院活
動
(三)成立教職員工生環保
志工團隊
(四)環保配方-酵素的研
發與推動
三、延續物命活動
(一)誠實二手義賣商店
(二)全校教職員工生延續
物命日：每月 1 日捐
贈物
一、正式課程-通識課程
(一)設計相關課程融入通
用設計
二、愛與關懷活動
(一)結合獎學金配套，辦
理愛與感恩相關議題
講座
(二)辦理心靈成長相關講
座

(二)106學年度第1學期「獸醫解剖學實習」、「屍
體解剖及實習」等課程，在訓練過程中以大體老師
進行模擬手術或病理教學等，修課人數113人。
教務處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環境生態教育相關之
通識課程如下：
1.「環境生態與生物多樣性」8門，約453人修課。
2.「有機農業與生活」2門，約99人修課。
3.「原住民生態智慧」1門，約49人修課。
4.「全球農業發展」2門，約101人修課。
5.「永續環境」1門，約39人修課。
環安衛中心 二、
(一)確實執行本校垃圾分類實施要點，訂定相關罰
則及分類要點，落實及加強宣導垃圾分類以達資源
全回收。
課外組
(二)106年10月11日學生社團期初座談會與106年12
月27日學生社團期末座談會宣導。
課外組
(三)105 學年度起由自然資源保育社執行環保志工
事宜。(已完成)
學務處
(四)9-12 月未辦理。
學務處
三、
(一)106年9月1日-106年12月30日捐贈物計35件。
學務處
(二)106年9月1日-106年12月30日共35件，收入3334
元，平均誠實度82.15%。

教務處

生輔組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與生命教育弱勢關懷之
通識課程如下：
1.「生死學」1門，約60人修課。
2.「認識情緒與壓力管理」1門，約60人修課。
3.「公民與生活」1門，約55人修課。
4.「動物保護與福利」5門，約276人修課。
二、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於3校區已完成辦理3場助學
措施說明會，協助學生瞭解就學貸款及各項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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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項目

計畫內容簡述
(三)辦理身障體驗營
(四)與社會公益非營利組
織或者醫院合作，進
行學生生命教育參訪
及講座活動
(五)結合學生社團至國中
小學實施拒毒萌芽反
毒宣導推廣活動
(六)社區服務活動
三、關懷扶助弱勢
(一)辦理就學貸款及學雜
費減免等各項補助措
施。
(二)積極輔導學生申請校
外獎助金
(三)提供急難慰助金
(四)弱勢生課輔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資訊，總計1,355人參加。

學輔中心

(二)106 年 9 月 12 日辦理安心在嘉-心靈健康講座 1
場次，參與人數為 2,000 人。
(四)108年規劃。

學輔中心
課外組
課外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生輔組
特資中心
原資中心

三生教育生命教育
職涯軟實

一、正式課程-通識課程
(一)開授批判思考—學習
策略、辯論課程

教務處

(五)107年將結合寒假學生營隊至國小校實施反毒
宣導活動。
(六)
1.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辦理 19 場次：
(1)106 年 9 月 21-106 年 12 月 21 日，One Way 團
契志工隊每週於文雅社區進行社區長者關懷照
顧服務。
(2)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6 年 10 月 28 日玉山扶青
團與弦喆吉他社至福興護理之家參訪服務。
(3)106 年 11 月 25 日，樵夫志工隊於東洋護理之家
辦理「樵見您的護理之家」活動。
(4)106 年 12 月 16 日，蘭潭國樂團於家福護理之家
辦理服務學習活動。
(5)106 年 12 月 23 日，農藝志工隊於聖馬爾定芳安
護理之家辦理「花開的季節」護理之家送暖慶生
活動。
(6)106 年 12 月 24 日，樵夫志工隊於瑞泰護理之家
辦理「夫哩 hug-擁抱送溫暖」活動。
三、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863 位同學申請學雜費
減免；1,906 位同學申請就學貸款。
(二)
1.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
學金計有 82 位同學申請，共獲獎助學金 41 萬元。
2.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統計至 12 月止，校外獎學金
計有 82 人申請，70 人獲獎助學金 138 萬 4,500
元。
(三)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統計至 12 月止，急難慰助
金共補助 21 位學生。
(四)特殊教育學生課程學伴 116 位，輔導 235 人次、
1,976 小時；課業輔導學生 1,620 人次、335 小時。
原住民族學生課程小老師 3 位，輔導 232 小時、89
人次。
106 第 2 學期持續辦理中。
一、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之通識課程如下：
(一)與批判思考相關課程：
1.「思考教育與民主素養」1門，約有15人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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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項目
力

三生教育生命教育
服務力行

三生教育生命教育
生涯選擇

計畫內容簡述
(二)社團、服務學習課程
(三)發展職涯探索與定向
課程
二、職場軟實力
(一)自傳及面試能力講座
及訓練
(二)成立社團經營種子教
師培訓計畫案，培訓
相關師資，以取得結
訓證書，方得擔任社
團指導老師
(三)透過舉辦全校性辦論
比賽
(四)辦理禮賓大使體驗營
(五)企業參訪活動
(六)辦理企業講座
一、服務學習活動
(一)服務學習護照：配合
服務學習學分，登錄
學生社團結合教育優
先區小學、寒暑假營
隊等進行社區服務營
隊、學生結合校內、
外活動進行服務學習
時數次數，登錄學習
護照
(二)服務學習線上課程
一、辦理校外產業實習
二、辦理職涯探索活動
(一)職涯講座
(二)職涯日
三、完善職涯發展資訊-建
置職涯知能平台
(一)職涯導航系統雛型建
置
(二)學生職涯導航健檢表
單、流程及輔導機制
(三)畢業生流向調查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2.「理解公共事務」1門，約5人修課。
3.「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3門，約179人修課。
4.「教育與社會」7門，約302人修課。
(二)「服務學習」課程門40門，約1,932人修課。
(三)與職涯探索有關課程：
1.「共通核心職能課程」1門，約25人修課。
2.「創業講座」1門，約80人修課。

職涯中心

二、
(一)9-12月無辦理。
(二)107 年 1 月 17 日邀請台南應用科技大張同廟老
師蒞臨演講，主題為服務學習課程設計。
(三)全校性辦論比賽已規劃於 107 年 5 月辦理。

課外組
課外組
課外組
職涯中心
職涯中心
課外組

課外組

(四)106 年 12 月 16-17 日辦理禮賓大使體驗營，共
28 人參加。
(五)106 年 9-12 月辦理 1 場次企業參訪，總參與人
次為 30 人。
(六)106 年 9-12 月無辦理相關活動。
一、
(一)107 年 1 月 11 日執行服務學習護照登錄已達 120
人。
(二)106 年 9 月 28 日已辦理 1 場次。

職涯中心

一、106年共處理36件校外實習申請公文，薦送59份
申請表。

職涯中心

二、
(一)106 年 9-12 月辦理職涯講座(職業興趣探索施
測 1 場次、專題講座 16 場次)共 17 場次。
(二)預定 107 月 5 月辦理
三、
(一)職涯導航系統
1.「職涯諮詢預約」系統於 106 年 4 月 12 日上線，
106 年 9-12 月職涯諮詢 2 人次。
2.求才網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完成系統各項功能，
目前已進入上線測試階段。
(二)待職涯導航系統雛型建置完成再建立學生職涯
導航健檢表單、流程及輔導機制
(三)待職涯導航系統雛型建置完成再與畢業生流向

職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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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項目

計畫內容簡述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調查進行整合

二、學生宿舍部分：
規劃項目
學生宿舍

計畫內容簡述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因應本校未來校區整併後，民雄校區部分系所 生活輔導組
將遷至蘭潭校區，學生住宿問題因應而生。
蘭潭學生宿舍目前之床位數不足以容納大一新
生及大二以上之學生住宿。且蘭潭學生宿舍老
舊，除三舍外，其餘宿舍屋齡均已超過 30 年，
特別是一舍屋齡已達 42 年。因此須於蘭潭校區
再興建 1 棟可容納 1300 位學生之宿舍，逐漸汰
換老舊宿舍，提供學生較優質的住宿環境，吸
引學生申請住宿，使家長不需再為子女居住環
境擔憂，學生亦能安心就學，全心投入學習、
研究，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先期規劃
構想需求說明書已擬訂。
另因應未來校區整併，已著
手規劃現有蘭潭學生宿舍整
修工程與更新相關設施，可
延長宿舍使用年限，提升宿
舍住宿品質。

決定：請學務處持續推動並追蹤「三生教育構面、學生宿舍建案」之各項進度。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三合校園構面」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合理友善-安全及無障礙校園規劃
(一) 瑞穗館及周邊無障礙設施改善案，經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2 日核定部分補助
「106 年補助大專校院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案」70 萬，已於 12 月 13 日驗
收完成。
(二) 學生六舍無障礙設施改善案獲教育部補助 270 萬元，自籌 30 萬元，工程於
5 月 2 日決標，5 月 22 日開工，8 月 30 完工，11 月 3 日驗收完成。
(三) 蘭潭校區大門入口意象美化工程，細部設計完成，9 月 20 日決標，9 月 22
日開工，10 月 30 日竣工，已完成驗收及付款。
二、合作共榮-結合外部資源共創榮景
嘉大植物園除內部推窗及遮陽簾整修中。另市府整修蘭潭後山步道及北側
門廣場工程流標 2 次，目前修改經費辦理發包中，俟工程完成或不影響人
員進出時再行公告。
三、合時精進-資產活化與永續經營
(一) 建置校園共同管溝系統，升級蘭潭校區公共設施，執行情形如下：
1.新民校區配合排水工程施作埋設過路共同管溝 4 處。
2.蘭潭校區外環道配合供水設施改善工程管路施作施作埋設過路共同管溝 2 處。
3.蘭潭校區之校學行政區、宿舍區供電迴路各增設連絡變壓器一組，提升供電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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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度，刻正施工中，8 月 25 日竣工，9 月 20 日驗收完畢。
4.蘭潭校區高壓變電站設備汰換，汰換老舊劣化設備以提升供電穩定度，已於
12 月 18 日驗收完畢。
(二)「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及「嘉師二村學人宿舍新建工程」等 2 案委
請內政部營建署全程專業代辦採購案已獲原則同意，並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辦理現勘會議，目前營建署草擬委託設計監造招標文件中，本校辦理現
況植栽測量中。
四、3 五工程「三合校園」構面 107 年度推動計畫如下：
規劃項目
合理友善-安全及
無障礙校園規劃
合時精進-校園永
續基盤規劃

計畫內容
檢討既有無障礙設施環境，進行無障礙設
施之修繕更新及維護
建置校園共同管溝系統，升級蘭潭校區公共
設施

107 年度執行內容
林森校區 E 棟大樓增設無障礙電梯
(450 萬元)
1. 蘭潭校區道路鋪面改善(500 萬元)
2. 為穩定供水供電辦理供水供電設施
更新 (500 萬元)
3. 蘭潭校區籃球場整修(693 萬元)
4. 行政中心屋頂防漏 (858 萬元)
5. 工程館屋頂防漏 (232 萬元)
6. 大學館演藝廳整修 (1,500 萬元)
合時精進-資產活 委外辦理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土地使用 辦理實習農埸土地 20 筆變更文大用地
化與永續經營
分區由農業區變更為文大用地
勞務採購，預算 150 萬元

決定：
一、 請總務處持續推動並追蹤「三合校園構面」之各項進度。
二、 請總務處將學校空間進行 E 化管理，以利租借申請及資源有效運用。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三創研究構面」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研究發展處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說明如下：
(一)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
107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本校申請種子型 1 件、萌芽型 3
件，合計 4 件；其中園藝系「嘉義平原區優質友善栽培產業茁壯計畫」，已於
107 年 1 月 2 日至教育部進行簡報複審，其餘 3 件尚未接獲通知，相關結果須
俟教育部正式函文確定。
(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高教深耕計畫初步構想規劃書於 8 月 31 日親送教育部，並依教育部「初審各
校審查意見」及「初審共同審查意見」進行修正，於 106 年 11 月 27 日將正式
計畫書連同回覆說明送達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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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所提正式計畫書經審查小組進行書面複審後，於 107 年 1 月 12 日至國家
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進行簡報審查及待釐清事項說明，本次簡報審查出席人員
為校長、艾群副校長及劉玉雯教務長，並由艾副校長擔任簡報人員。
3.本處已將「三創研究」相關推動事項納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發展學校
特色」
，包括培養具「現代科技」與「實務管理」素養之食農產業菁英教育深
耕計畫及落實整合特色研究與產業實踐之學校定位，將賡續配合進行相關業務
推動。
二、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說明如下：
(一)積極輔導學生創業或築夢計畫，開設「產業接軌與學生創業」課程，並辦理
企業講座、成果發表及業界參訪等，相關輔導過程及活動成果如下：

「產業接軌與學生創業」課程上課狀況

「產業接軌與學生創業」課程上課狀況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15

業界參訪-澄霖味道森林館
業界參訪-柒貳玖生態工作室
(二)為提升學生創業熱忱及使用空間，並活化校區空間使用，目前規劃於林森校
區設置三創基地，提供對創業有興趣的師生預約使用使本校學生有一個將構
想實體化的場域與資源，同時可以互相學習、教學相長，本中心亦規劃於本
空間舉辦不同主題的 DIY 共享課程，使本校學生有一個將構想實體化的場
域與資源，相關規劃圖如下：

(三)有關上次會議決定，制定民間產學合作標準作業程序，並於 10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後，將相關承辦流程通知全校教師及各行政單位，相關資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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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請研發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持續推動並追蹤「三創研究構面」之各項
進度。
二、 請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於民間產學合作標準作業程序（SOP）另再加註，倘
產學合作有涉及與生物安全規範相關事項，於申請過程必須先經生物安
全委員會同意後才能接續執行。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三品人才構面」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規劃項目

計畫內容簡述

主辦單位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1.辦公、洽公不穿拖鞋禮儀

學務處

2.全校師生有禮活動
(1) 正確停放車輛、校園內不騎
機車及不隨意飆車。
(2) 購物自備餐具及購物袋。

總務處

辦公室前張貼海報及洽公勸導計 6 處。
(1) 106 年 1 月至 12 月取締違規車輛
237 件。5 月至 12 月特殊需求申請
進入校園機車計 52 輛次。
(2) 部分學餐攤商自備餐具可折抵餐
費；購物袋部分依政府限塑法規
辦理。
(3)品德講座、電影賞析
106 年 11 月 22、24 日分別在蘭潭校
區、民雄校區辦理「品德講座」，
共計 416 人參加。
學生宿舍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23 日辦理電影欣賞活動，共計
211 人參加。
(4)持續宣導及推動維護公用空間管
理、禮讓、環境清潔宣導規劃辦理
蘭潭學生宿舍有禮活動-「點你真
好」，選拔每月模範外包清潔人
員，培養學生同理及感恩的心；暑
假期間進行宿舍空間維護整修，大
型修繕費用計 53 萬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拾物及拾金不
昧，計敘獎 65 位。

(一)
身教
言教 (3) 辦理品德講座、電影賞析。
(4) 學生宿舍有禮活動：維護公
用空間管理、禮讓、環境清
一、做人
潔等活動。
有品德

3.倫理教育：獎勵學生拾金不
昧。
1.愛心銀行
結合全校教職員工每月進行
社區關懷活動及二手物募
(二)
集，推動愛心銀行，將物資送
誠實
給需要的對象。
實踐
2.愛心腳踏車
將無人認養之腳踏車，整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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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106 年 9 月-12 月捐贈物計 35 件。

總務處

依 106 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車輛管理委
員會決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園綠

規劃項目

計畫內容簡述
校內愛心腳踏車，並依 U-Bike
概念規劃校內停放位置，提供
校內騎乘。

3.誠實商店
設置誠實商店，並透過每月延
續物命日募集二手物品，培養
樂於助人、付出無所求之美
德，以無人管理方式經營，啟
發誠實(良心)、付出(愛心)之
美德，提升有品校園文化。

主辦單位

學務處

1.好心
(1) 推動跨校區三好活動：三校
區學生會及學生宿舍於每學
期推動一好運動，如蘭潭校
區感恩系列、民雄校區尊重
系列、新民校區愛系列等。
(2) 拾金不昧好心活動。

學務處

2.好事
(三) (1) 每學期辦理1次教職員工生
三好
社區服務：規劃社區關懷活
力行
動。
(2) 結合鄰近中小學辦理持續性
課後輔導。
(3) 成立師生糾察隊：主動舉發
校內抽菸、亂停放汽機、腳
踏車、違反校規事宜等。

學務處
總務處

3.好話
(1) 電 子 好 話 連 篇 ： 透 過 跑 馬
燈、電視牆推動好話連篇。
(2) 好話書卡傳情：每學期1次。
(3) 敬友、敬師好話牆：規劃好
話牆祝福。
(一)鼓勵學生擔任幹部，培養責任心。
二、做事
(二) 舉辦班級小老師(課程小老師)活
有品質
動，鼓勵認真負責的課程小老師。
三、生活 (一) 1.辦理品味講座。
有品味 陶冶 2.舉辦學生社團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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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能代步車借還方式」，採認領使用及
登記借用方式辦理，各校區綠能代步
車為蘭潭校區 36 部、民雄校區 27 部、
新民校區 11 部，共計 74 部，預計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

106 年 9-12 月收入 3,334 元，平均誠
實度 82.15%。

(1) 三好活動
106 年 9 月 20-21 日，福智青年社於
蘭潭及新民校區各辦理 1 場「教師
節卡片傳恩情」活動，共有 52 人參
加。
106 年 11 月 30 日民雄學務組於民雄
科學館辦理「2017 冬季大學人權國
際交流」講座，共計 108 人參加。
(2)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拾物及拾
金不昧，計敘獎 65 位。
(1) Oneway 團契國際志工隊106年12月
7日蘭潭教會社區長者關懷服務；
樵夫志工隊11月25日私立東洋護
理之家、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
蘭潭教會、12月24日於嘉義文創園
區及瑞泰護理之家各辦理1場「夫
哩 Hug 擁抱送溫暖」活動。
(2) 106年9-12月，已辦理37場次中小
學持續性課後輔導。
(3) 學生檢舉校園車輛違規計5件。
(1) 106年9-12月刊登跑馬燈好話連篇
播放10則。
(2) 106年度「愛的投遞信箱」寄送參
與人次為450人。
(3) 106年度新願述心願活動參與人次
為264人。
特殊教育學生課程學伴116位，輔導
235人次、1,976小時；原住民學生課
程小老師3位，輔導232小時、89人次。
1、學生宿舍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辦理
宿舍講座，參與人數共計 30 人。

規劃項目

計畫內容簡述

主辦單位

品味
(二)
校園 1.設置校園愛的小路。
美化

(三)三品人生
推動三品暨服務護照，讓學生修習相關
課程，參與演講、座談等活動後，由相
關單位認證核章。

推動現況(請提供量化成果)
2、106 年 12 月 8 日辦理校內社團成果
展成果評鑑 2 場次。

總務處

愛的小路已設置完成。

學務處

1.國立嘉義大學校園美景攝影比賽活
動投票業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截止，
投票及抽獎活動結果已公告於課外
活動指導組網站，並完成製作校園
美景年曆。
2、106 學年度推動 E 化三品護照，已
規劃結合學生歷程檔案，將請電算
中心協助技術支援。

決定：
一、 請秘書室持續推動並追蹤「三品人才構面」之各項進度。
二、 請秘書室於做人有品德之說好話部分，增加電話禮貌測試項目。
三、 請學務處將社團得獎部分納入做事有品質項目內。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師範大樓建案」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本學院各系所已針教學空間提出規劃需求，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空間規劃小組會議審查空間規劃，並將師資培育中心納入空間規劃。
二、系所、中心已修訂完成初步空間規劃。
決定：請師範學院持續推動並追蹤「師範大樓建案」之各項進度。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人文大樓、藝術大樓建案」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有關人文藝術學院人文大樓與藝術大樓使用規劃案，本院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召開主管會議，將外包廠商設計之藝術大樓
3D 視覺圖進行說明與討論，並請各單位主管提出是否有需修改處，以利
藝術大樓後續工程進行。
決定：請人文藝術學院持續推動並追蹤「人文大樓、藝術大樓建案」之各項進
度。
21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農學院
案由：有關 3 五工程「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建案」執行進度及推動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107 年度校務基金編列「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新建工程預算 1500 萬元。
本案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簽會總務處、主計室。
(一)因上開原有實習農場構想書係以該農場座落土地目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農
業區)為依據所撰寫，但農業區無法申請建築執照興建建築物設施；考量本
校(院)未來發展所需，計畫將該農場土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為文大用
地，上開都市計畫變更乙節，初步經教育部 106 年 2 月 8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60014197 號函原則同意在案。
(二)實習農場開發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等工作，
均與農場之規劃內容相關連動，故擬先就旨揭農場規劃構想按文大用地性質
重新撰寫規劃構想書，以利後續各項工作之推動。
(三)主計室建請暫列 150 萬元經常門費用納入 107 年度專項分配，以避免匡列全
數經費後排擠全校教學業務支出；如 107 年度實際執行所需經費逾 150 萬元
時，再申請統籌款支應。
二、106 年 12 月 31 日，辦理「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圍籬架設工程」完畢。
三、107 年 1 月 11 日，辦理「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規劃構想書委託技術服務」
開標，因流標，擇期再公告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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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請農學院持續推動並追蹤「農學院學生實習農場建案」之各項進度。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
有關「3 五工程」5 個發展構面在 3 個不同階段的推動策略及目標，請於下次
會議時提出討論。
陸、 散會（11 時 10 分）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