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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3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第 1 次籌備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4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第 4 會議室 

主席：艾 群副校長                               記錄：許鈵鑫 
出席人員：艾 群副校長、徐志平教務長、陳瑞祥總務長、林翰謙研發長、李瑜

章國際事務長、陳碧秀主任、丁志權院長、劉榮義院長(康世昌主任

代)、周世認院長、洪滉祐院長、朱紀實院長 
列席人員：研發處劉耀中主任、黃振瑋經理、潘宏裕組長、楊弘道組長 

壹、主席報告(略)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有關 103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議辦理規劃及討論議題建議，於 104 年

3 月 6 日經簽奉核可預計於 104 年 6 月 18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依校外

委員多數可出席時間召開，會議時間為 1 日，上午場次為學院分組討論，

下午場次為綜合討論，本次會議討論議題為「如何針對未來十年少子女

化及學用落差衝擊建立永續發展機制」(請參閱議程附件 1，頁 5-7)。 

二、另有關前次會議(102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之答覆內容

及改進措施，援例於本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召開前，完成彙整後續執

行成果並供委員參閱。 

三、為針對本學年度校諮會討論議題彙整各相關單位因應規劃內容，並補充

前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之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執行成果，爰召開本次籌

備會議。 

參、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102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事項之答覆內容及改進措施後續執行

成果補充資料，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有關 102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之答覆內容及改進措

施，前於 103 年 10 月 29 日彙整各業務單位提供資料並陳送諮詢校外委

員在案(請參閱議程附件 2，頁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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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納入持續改善與推動執行成果資料，請各彙整單位補充後續執行成果

(資料時間截至 104 年 4 月)，補充修正內容請以紅色字體標註並依據時

程於 5 月 13 日前提交。 

決定：洽悉，並請依時程辦理。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 103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議上午場次─學院分組討論，其空間規

劃與辦理方式，提請 報告。 

說明： 

一、本案空間規劃與辦理方式，擬比照 102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議上午場

次辦理方式： 

(一) 會議當日規劃 10:10~12:10(時間暫定)進行各學院分組討論，討論項目

如提案一，由各學院院長進行簡報及引言。 

(二) 分組討論參加人員為： 

1. 校外校務諮詢委員 1~2 位(名單於 5 月中旬由研發處提供)。 

2. 學院院長。 

3. 學院校務發展委員教師代表。 

4. 學院系(所)主管。 

5. 各系(所)教師代表 1~2 人。 

(三) 為俾委員就近參與各學院分組討論並提供諮詢，各學院分組討論會議

室如下： 
師範學院 行政中心 2 樓第 1 會議室(可容納 30~50 人) 
人文藝術學院 行政中心 2 樓人事室會議室(可容納 18 人) 
管理學院 行政中心 4 樓第 4 會議室(可容納 25 人) 
農學院 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可容納 80 人) 
理工學院 工程館 4 樓視聽教室(可容納 100 人) 
生命科學院 綜合教學大樓7樓生命科學院會議室(可容納42人)

二、分組討論會議議程及院長簡報資料可由各學院自行安排及規劃，請各學

院至遲於 5 月 22 日前將議程與簡報紙本經院長核章後送研發處。 

決定：洽悉。各學院空間規劃如有需調整請將相關訊息告知研發處；並依限將

議程、簡報資料及分組討論參加人員名單提供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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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103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討論議題規劃方向與負責撰寫單位，提請 審

議。 

說明： 

一、針對「如何針對未來十年少子女化及學用落差衝擊建立永續發展機制」，

因應衝擊策略目標建議如下： 

(一) 因應少子女化環境之面向： 

1. 學生來源減少，招生人數遞減及不穩定，影響系所規模及運作。

→強化系所多元合作發展，建立以學院為主體的跨領域人才培育

機制。 

2. 面對高等教育全球化趨勢，高教環境競爭相當激烈。→擴展境外

學生來源。 

3. 學校財源受學雜費收入衝擊影響。→校產活化與擴展，增進資源

效率。 

4. 學校經營管理方向重新檢討。→衍生企業之可行性/樂齡學習進修

教育發展/系所轉型整併之方向。 

(二) 因應學用落差衝擊之面向： 

1. 課程跨領域整合及分流。 

2. 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建構產學人才培育機制 

二、討論議題規劃內容撰寫單位建議如下： 
場 次 討論項目 負責撰寫單位 

學院分組討論 

（上午場次） 

1. 強化系所多元合作發展，建立以學院

為主體的跨領域人才培育機制擴展

境外學生來源。 

2. 課程跨領域整合及分流。 

3. 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建構產學

人才培育機制。 

4. 系所轉型整併之方向。 

5. 有關學院特色與院務永續發展。 

各學院 

綜合討論 

（下午場次） 

1. 強化系所多元合作發展，建立以學院

為主體的跨領域人才培育機制。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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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次 討論項目 負責撰寫單位 

2. 擴展境外學生來源。 

3. 課程跨域整合及分流。 

4. 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習，建構產學

人才培育機制。 

5. 校產活化與擴展，增進資源效率。 

6. 衍生企業之可行性。 

7. 樂齡學習進修教育發展。 

國際事務處 

教務處 

研究發展處、教

務處 

總務處 

研究發展處 

進修推廣部 

三、請負責撰寫單位以本校 104-106 學年度校務中程計畫為基礎，審慎研提

未來十年(105 學年度~114 學年度)具體推動策略與具體措施【建議分近

期(105 學年度~107 學年度)、中期(108 學年度~110 學年度)、長期(111 學

年度~114 學年度)進行規劃】。 

四、為順利辦理 103 學年度校務諮詢委員會，經研擬推動時程表(請參閱議程

附件 3，頁 51)，有關規劃內容資料請撰寫單位依據時程及撰寫參考格式

(請參閱議程附件 4，頁 52)於 5 月 18 日前提交。 

決議：請學院各系(所)針對學院討論項目，透過系務會議討論提出規劃建議並製

作會議紀錄，再由學院彙整後依限提送至研發處。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略) 

柒、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