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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9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9 年 9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新

民校區管理學院 4 樓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艾群校長                                       紀錄：蔡任貴 

出席人員： 

（蘭潭校區） 黃光亮副校長、朱紀實副校長、楊德清副校長、古國隆教務

長、林芸薇學務長、黃文理總務長、徐善德研發長、洪燕竹

國際事務長、黃健政處長、陳政見館長、邱志義中心主任、

周良勳中心主任、吳思敬主任秘書、陳信良主任、吳惠珍主

任、何慧婉主任、陳炫任中心主任、洪滉祐中心主任、李鴻

文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林翰謙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沈榮壽

主任代理)、洪滉祐代理院長、陳瑞祥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張

銘煌院長兼獸醫學系主任、莊愷瑋主任、沈榮壽主任、夏滄

琪主任、林炳宏主任、周蘭嗣主任、江彥政主任、郭章信主

任、侯金日學位學程主任、余昌峰主任、李瑜章主任、林仁

彥主任、洪敏勝主任、陳清田主任、許政穆主任、謝奇文主

任、古國隆代理主任、羅至佑主任、許富雄主任、張心怡主

任、陳立耿主任、洪偉欽主任、林玉霞主任 

（民雄校區） 黃月純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張俊賢院長、洪如玉中心主任、

陳明聰附小校長、林明煌主任、張高賓主任、鄭青青主任、

王思齊主任、龔書萍主任、池永歆主任、廖瑞章主任、陳虹

苓主任 

（新民校區） 蔡進發主任、林億明主任、張景行主任、董和昇主任、張瑞

娟主任 

列席人員：侯龍彬學生代表、程進銘學生代表、游祐華學生代表 

缺席人員：林金樹主任、陳淑美主任、陳政彥主任、張淑雲主任 
 
壹、 頒獎 
頒發本校 109 年度資深優良教師獎勵狀： 

一、服務屆滿 40 年：師範學院黃朝嘉老師。 

二、服務屆滿 30 年：師範學院洪偉欽老師、姚如芬老師，農學院郭章信老

師、徐善德老師、侯金日老師、郭濰如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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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屆滿 20 年：人文藝術學院曾毓芬老師，管理學院翁頂升老師，理

工學院王智弘老師、徐超明老師。 

四、服務屆滿 10 年：管理學院張耀仁老師，生命科學院王紹鴻老師。 

 

貳、 主席報告 
今天是開學第一週，配合疫情中心規定，學校開始啟動體溫量測。量

測人員在體溫量測後會蓋戳印，因此，若有學生未蓋體溫量測章到系辦公

室時，也請系辦人員協助體溫量測並蓋體溫量測章，各項措施請主管轉達

系所師生知悉，相關措施造成不便之處，也請各位體諒。 

今年招生報到率大學部達 99 點多%，但學生是否入學仍要查看註冊

率，雖然大學部招生狀況不錯，惟研究所招生有待加強，請各系所思考因

應對策，主動出擊。 

 

參、 宣讀 109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紀錄 
決定：紀錄確立。 

 

肆、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決定：有關論文比對事宜，請教務處再研議後提會報告，餘同意備查。 

 

伍、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提請

報告。 

說明： 

一、依 109 年 1 月 27 日教育部通報暨 109 年 8 月 20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11552 號函辦理。 

二、因應 COVID-19 疫情，本處業於 109 年 1 月 29 日公告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為持續讓本校學生安心就

學，避免因防疫措施屆時無法返校而影響就讀權益，滾動修正本校

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 

三、本彈性修業方案適用對象為開學(109 年 9 月 14 日)後依中央流行疫

情指揮中心公告限制或暫緩入臺之新生暨原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受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限制並於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學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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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無法入境之學生（有正當理由出境，而因政府邊境管制政策無法

入境者需檢附相關證明)。 

四、本校同學如因防疫因素無法如期返校者，可依本方案安心就學措施

辦理，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刻正陳

核中，俟校長核定後於網頁公告周知。 
類別 安心就學具體措施 相關單位 

1.開學選課 

(1)放寬選課機制，109學年度第1學期學生選課不受每

學期最低應修學分數限制。 

(2)學生返校如逾加退選期間，最遲於109年10月5日

前，以人工方式辦理加退選，免予義務服務。 

教務處 

2.註冊繳費 

(1)註册時間可專案處理，至多延後6週(至109年10月23

日止)。 

(2)學生填具「因應新型冠狀病毒延緩註冊申請書」(附

件一)，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並檢具

相關證明。 

(3)學生所修習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得依

所修學分數繳交學分費，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教務處 

總務處出納組 

3.修課方式 

教師在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教師得對受疫情

影響而無法到校之學生實施彈性措施，如以同步或非

同步之遠距教學協助其修讀課程。 

教務處 

電算中心 

授課教師 

4.考試成績 
本校視疫情發展，針對個案得以補考，其補考成績得

按實際成績計算。 

教務處 

授課教師 

5.學生請假 

(1)學生有發燒或呼吸道症狀，以及雖無發燒或呼吸道

症狀，但配合實施14天在家休息暫停「到校上課」

者，可檢附相關證明申請防疫假。 

(2)本假別不列入出缺席紀錄，不受缺課扣考、勒令休

(退)學規定限制。 

教務處 

學務處生輔組 

6.休退學及復學 

(1)休學申請：學生得檢具相關證明以通訊方式向各校

區教務單位申請休學，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

用，不受期末考試開始後不得申請休學規定之限

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復學者，經申請後得予專

案延長休學期限。 

(2)學雜費退回：學生如因疫情影響申請休(退)學，本

校退回之學雜費用，不受學生休(退)學時間點限制。 

(3)放寬退學規定：受疫情影響之學生不受學業成績不

及格之退學規定。 

(4)延長修業期限：若學生因疫情影響，修業期限屆滿

仍無法修畢應修學分者，經申請後得專案延長其修

業期限。 

教務處 

總務處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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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安心就學具體措施 相關單位 

7.畢業資格 

(1)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數：已修滿畢業學分但尚有必

修科目未修畢者，經系所同意得以相關科目辦理抵

免(修)。 

(2)其他畢業資格條件：本校各系所得提供學生替代方

案，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證照考試)。 

教務處 

各系所 

8.資格權利保留 

已獲交換生資格同學，因研修姊妹校暫緩交換計畫，

其交換生資格予以保留1學期(備註:學生出國期間須為

本校在學身分)。 

國際事務處 

 

9.學校相關輔導協

助機制 

(1)依本校109年1月15日108學年度衛生委員會通過「國

立嘉義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計畫」辦理。 

(2)啟動關懷輔導機制、個案追蹤機制，並維護學生隱

私等輔導協助事宜。 

學生事務處 

校安中心 

教務處 

 

決定：洽悉，請各位主管轉達所屬師生知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109年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行情形，提請報告。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9 年 7 月 1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98422G 號函示，本

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1 階段成果報告暨第 2 階段計畫書已依審查意

見完成計畫書修正作業，並於 109 年 8 月 10 日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1 階段成果報告暨第 2 階段修正計畫書送達教育部。 

二、本計畫第 1 期補助款共 1,014 萬 3,420 元，依教育部函示須核銷達

70%(710 萬 394 元)方能申請第 2 期款，統計至 109 年 8 月 18 日本計

畫第 1 期款執行率已達 70%，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總管考辦公室已函送

教育部申請第 2 期款。 

三、截至 109 年 7 月 30 日統計主冊各主軸、附錄、附冊、資本門及上期滾

存款經費之執行及總登帳進度說明如下： 

(一)主冊執行率為 28.20%，總登帳率為 44.62%。 

(二)主冊資本門執行率 16.81%，總登帳率為 62.71%。 

(三)附錄一執行率為 45.94%，總登帳率為 46.11%；附錄二執行率為

57.84%，總登帳率 59.25%。 

(四)附冊執行率為 20.22%，總登帳率為 23.45%。 

(五)108 年滾存經費(5 月開始動支)，執行率為 77.60%，總登帳率為

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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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冊-各主軸109年補助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核定數(A) 

(經常門+資本門) 
實支數(B)

執行率

(B/A) 
預估執

行率

登帳未

支數(C) 
總登帳率

(B+C)/A 
餘額 

(D=A-B-C) 

A 25,798,488 7,258,363 28.13% 33.72% 4,778,649 46.66% 13,761,476

B 11,604,873 3,352,944 28.89% 53.68% 2,216,303 47.99% 6,035,626

C 2,111,165 835,653 39.58% 50.00% 38,848 41.42% 1,236,664

D 3,770,136 1,115,091 29.58% 43.09% 875,271 52.79% 1,779,774

總管考 3,393,082 1,209,502 35.65% 38.31% 115,449 39.05% 2,068,131

USR-H
ub 2,200,000 13,529 0.61% - 720 0.65% 2,185,751

合計 48,877,744 13,785,082 28.20% 38.69% 8,025,240 44.62% 27,067,422

備註:USR-Hub 教育部補助款於 109 年 6 月核定，故 6 月以前 Hub 各子計畫以學校配合

補助款動支。 

主冊-各主軸資本門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核定數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支數 總登帳率 餘額 

A 2,921,634 164,095 5.62% 1,961,945 72.77% 795,594

B 6,251,000 1,330,770 21.29% 2,053,830 54.14% 2,866,400

C 487,366 322,966 66.27% 0 66.27% 164,400

D 600,000 100,879 16.81% 499,121 100.00% 0

合計 10,260,000 1,918,710 18.70% 4,514,896 62.71% 3,826,394

附錄-109 年補助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附冊-109 年雲嘉南平原優質友善栽培產業永續深耕及越南蘭花產業創新加

計畫別 核定數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支數
總登帳率 

(含實支及登
帳未支) 

餘額 

附錄一：提升高教公
共性、完善弱勢協助
機制(學生事務處) 

9,407,000 4,321,924 45.94% 15,845 46.11% 5,069,231

附錄二：透過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輔導
原住民學生成效(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 

800,000 462,709 57.84% 11,277 59.25% 3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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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計畫(USR 計畫)補助經費執行率統計 
                               單位:元 

執行單位 
109 年 

核定經費額度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
支數 

總登帳
率 

餘額 

園藝學系 8,100,000 1,637,506 20.22% 261,573 23.45% 6,200,921 

108 年滾存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108 年 

滾存經費額度 
支用數 執行率

登帳 
未支數 

登帳率 餘額 

A-落實教學創新及提
升教學品質-管考 

7,919(人事費) 7,919 100% 0 100% 0

A-提昇師生全球移動
力 

20,000(業務費) 20,000 100% 0 100% 0

C-提升高教公共性 9,428(人事費) 0 0% 0 0% 9,428

計畫總管考 4,750(人事費) 4,750 100% 0 100% 0

合計 42,097 32,669 77.60% 0 77.60% 9,428

備註：教育部於 109 年 4 月 23 日來函同意 108 年滾存經費共 4 萬 2,097 元，於 5 月開

始動支核銷。 

四、檢視各主軸經費執行情形，A 主軸依經費執行規劃，補助款總經費執

行率應於 7 月底達 33.72%，截至 7 月 30 日止補助款總實際執行率為

28.13%，登帳率為 46.66%。雖尚未達到預估執行率，但登帳率已超過，

憑證刻正簽核中，預計 9 月初可於完成執行；B 主軸因「特聘教授」

及「教師獎勵」兩項子計畫皆規劃於 12 月始進行並完成經費執行，其

餘子計畫項目，於 7 月底經費執行率為 60%已達預估執行率；C、D 主

軸部分活動、課程因受疫情影響而調整辦理時程，故執行率略低，已

積極辦理各項活動，以提高經費執行率；資本門經費各主軸均已妥善

規劃，按期程進行各項設備採購事宜；附冊計畫亦受疫情影響，各項

原規劃活動進度均有落後，將持續辦理各項活動；附錄計畫按原訂規

劃，持續推動計畫內容。 

五、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各主軸，8、9 月已辦理或預計舉辦重要活

動如下： 

(一)本校高教深耕計畫 B 主軸因應新農業政策，積極投入新農業技術

相關人才培育，智慧農業研究中心無人機團隊於 108 年獲經濟部水

利署核准使用嘉義市管轄區域土地，作為本校遙控無人機術科考照

及訓練場地，所規劃場地為嘉義市軍輝橋西側河川地，業於 1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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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舉辦訓練場啟用儀式。 

(二)為推廣嘉雲南地區藝文，本校高教深耕計畫 D 主軸執行嘉大藝文

與地方風華薈萃計畫，於 109 年 9 月 12、13 日在嘉義市政府文化

局音樂廳演出《仙履奇緣》音樂劇，歡迎校內教職員工生共襄盛舉。 

(三)A 主軸預計於 109 年 9 月 23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於蘭潭校

區圖書館地下一樓舉辦高教深耕計畫 A 主軸成果展，當日現場有師

生創新教學作品互動攤位及師生計畫分享會，請協助向貴系所師生

宣傳並請踴躍參加。 

(四)為利本校學生了解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項獎助學金申請作業，C 主

軸規劃於 109 年 9 月 25 日、10 月 2 日、10 月 16 日，分別於民雄

校區大學館演講廳、蘭潭校區國際會議廳及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辦

理 109-1 學期獎助學金說明會。 

(五)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公聽會將安排於 109 年 9 月 30 日（星期三）

於蘭潭、民雄及新民三校區同時舉辦，請鼓勵貴單位師生踴躍參加

並提供意見，以達成全校參與及共榮共進的目標。 

決定：洽悉。 

 

陸、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職員因公出差應行注意事項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臚陳案揭注意事項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列公差之權責分工法令依據(修正第 3 點)。 

    (二)茲以公差之派遣，應視任務性質及事實需要審核，爰依科技部、

教育部及農委會實地查核意見，增列載明出差地點及所需往返時

間之原則性規範(修正第 9 點、第 12 點)。 

    (三)增列出差合理性之規範，如地點為桃園以北、宜蘭、花東地區時，

出差人當日往返且搭乘火車、客運或自行開車者，即應敘明理

由，以作為准駁之依據(增列第 10 點)。 

    (四)增列計畫案密集出差管控機制(增列第 17 點)。 

  二、案揭修正條文經函請各單位提供意見(詳如建議修正意見表)，並提經

109 年 8 月 18 日行政學術主管座談會討論，業依相關建議酌修條文

如附修正草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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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檢附本校教職員因公出差應行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草案全文、

現行規定全文、各單位建議修正意見表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

件第3頁至第19頁）各1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修正規定第 17 點：「本校教師因執行產

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計畫需要，至校外蒐集資料、

訪談或辦理相關事宜…」；修正為：「本校教師因執行產學合作（含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計畫需要，非寒暑假期間至校外蒐集資

料、訪談或辦理相關事宜…」。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訂定本校農學院「植物醫學系植物教學醫院收費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院植物醫學系於 107 年 11 月 1 日成立「植物教學醫院」，為強化

植物醫學領域教學、研究、實習，並辦理對外機構、個人委託之植

物病蟲害診斷服務，依據本校附屬單位收費辦法訂定「植物醫學系

植物教學醫院收費要點」。 

二、植物醫學系於 108 年 8 月 1 日 108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提

送農學院院務會議審議。 

三、農學院於 109 年 8 月 4 日 109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提送學

校行政會議審議。 

四、檢附本院植物醫學系植物教學醫院收費要點逐點說明、草案全文、

植物醫學系 108 學年度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摘錄）、農學院 109 學

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摘錄）及奉核可簽（請參閱附件第 20 頁

至第 28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本案緩議，修正後再提行政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109學年度行事曆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配合體育室109年9月8日簽奉核定，為符合教育部體育署大專校院校

務發展體育運動資料庫之評分標準，擬將109年11月20日至21日之109



 9

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運動會」修正為「全校綜合性運動會」，並於

109學年度第2學期新增「水上運動會」，水上運動會舉行時間為110

年5月26日。 

二、 檢附修正後109學年度行事曆及奉核可簽(請參閱臨時提案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柒、 臨時動議（無） 

捌、 主席結語（略） 

玖、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