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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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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義源校長                                 記錄：王麗雯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艾群副校長暫代校長主持） 

各位主管大家好，因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蒞校座談，目前由校長陪

同林主委與本校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座談中，為掌握會議時

間及效率，先由本人暫為代理主持會議，俟座談結束，再由校長接續主持

本次行政會議。 

學校將於 5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20 分在蘭潭、民雄及新民校

區以視訊方式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申請說明會，請各學系派員並鼓勵所屬教

師踴躍參與。高教深耕計畫主要以各校自我定位、特色發展及落實創新教

學為基礎，由各校自訂各面向之發展內容及績效指標，剛好符合本校目前

推動 3 五工程計畫第一階段「創新轉型」，而申請計畫也是以 5 年為一期程，

學校將於 5 月底完成初步構想書，6-8 月教育部將安排諮詢小組進行評估並

提出意見書，學校依諮詢小組意見 8-11 月完成構想書及計畫書撰寫，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1 月為計畫書實質審查，確認審查結果及經費核配額度。 

申請書撰寫部分，建議可朝向教學卓越、特色研究（跨域整合）及產

業實踐，輔以頂石課程（Capstone Course）規劃，以及問題導向學習（PBL）

方式撰寫，本案攸關各單位及院、系未來發展之經費挹注，請轉知全校教

師踴躍參加說明會及提出申請計畫。 

※應用數學系嚴志弘主任分享弟子規感想及看法。 

※下次由艾群副校長分享。 

 

貳、 宣讀 10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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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6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執行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教育部於 3 月 15 日來函通知各校有關「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推動方

式與內容，指示獲「教學增能計畫」等經費補助學校，應以 106 年度

補助延續性計畫經費至少 20%推動該計畫。總管考辦公室業依函示

檢視教學增能計畫內容符合要求項目，已達總經費 20%以上，並邀

請各院系、單位擬提新計畫，以豐富、完整計畫內容。 

二、教育部於 3 月 31 日函示有關「第三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

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總考評情形」，並核定補助經費提高至

1,150 萬元，分 2 期請撥。 

三、教務處業於 5 月 1 日前完成「教學增能計畫：總考評暨 106 年度延續

性計畫」報部事宜。 

四、截至 4 月底，本計畫執行情形如下： 

（一）各執行策略量化指標達成情形，共計 107 項指標，其中 105 項達成

4 月預定值。 

（二）未達成預定值項目 

1.舉辦海外體驗計畫學生返國心得分享會 1~2場：延後至 5月 2日、

5月 4日及 5月 5日於三校區各舉辦一場返國心得分享會。 

2.規劃新南向政策及東南亞文化相關講座 3 場：原安排 4 月辦理 1

場次，但因配合講師時間延至 5 月 10 日舉辦。 

決定：洽悉。 

 

（邱校長接續主持）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 105 學年度跨校區聯合視訊畢業典禮籌辦概況，提請報告。 

說明：  

一、第 3 次籌備會議將於 10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召開。 

二、預演時間訂於 106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於蘭潭校區

瑞穗館辦理。 

三、本次畢業典禮訂於 106 年 6 月 4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於蘭潭校區瑞

穗館舉行，民雄校區畢業典禮併於蘭潭校區舉辦，新民校區以視訊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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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方式辦理。 

四、本（105）學年度畢業主題為「曾幾何時 築夢踏實」，檢附蘭潭、新

民校區校園巡禮路線圖（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3 頁）各 1 份，請卓

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106年度資本門截至106年4月30日止經費執行情形， 提請報告。 

說明：本校106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A 版（政府補助收入支應）106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5,785 萬 4,000 元，

截至 106年 4月 30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900萬 8,000元，實際執行

數 361萬 9,905元，預算執行率 40.19﹪，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6.26%。

其中營建工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3.21%，教學設備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6.61%。 

二、B 版（自籌收入支應）106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7,587 萬 5,000 元，截

至 106年 4月 30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230萬 5,000元，實際執行

數 410萬 6,120元，預算執行率 33.37﹪，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5.41%。 

三、C 版合計截至 106 年 4 月 30 日止，實際執行數 772 萬 6,025 元，預

算分配執行率 36.25﹪（未達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教育部規定執行率

90%），全年度達成率 5.78%（未達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教育部規定達成

率 40%）。 

四、購建固定資產達成率係每年教育部考核及審計部審查重點項目，請各

單位於本年度核定之固定資產額度內，儘速積極辦理各項固定資產之

採購執行，以期年度執行率達 90%以上。 

決定：洽悉。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第 2點、第 4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 106 年 2月 1日起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編入「環境保護及安全

衛生中心」及總務處保管組更名為「資產經營管理組」，爰修正本校

膳食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膳委會）組織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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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膳委會行政組分工，補列總務處出納組組長為本會當然委員。 

三、新民校區目前有管理學院、獸醫學院兩院，考量委員代表性，將原「管

理學院秘書」為當然委員部分，修正為由校長指定一名行政人員擔任。 

四、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4

頁至第 7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要點第 1 點：「為加強餐廳衛生，督導餐廳經營，維護全校師生用

膳品質，確保飲食安全，特依據教育部暨衛生署頒行之「學校餐廳廚

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成立膳食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餐廳衛生，

督導餐廳經營，維護全校師生用膳品質，確保飲食安全，特依據教育

部暨衛生署頒行之「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成

立膳食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修正規定第 2 點：「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總務長、學務長、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組長、環境

保護組組長、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營繕組組長、出納組組長、

事務組組長、文書組組長、民雄總務組組長、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

軍訓組組長為當然委員…」；修正為：「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總務長、

學生事務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衛

生保健組組長、環境保護組組長、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組長、營繕

組組長、出納組組長、事務組組長、文書組組長、民雄總務組組長、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軍訓組組長為當然委員…」。 

三、本要點第 5 點：「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修正為：「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主

席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四、本要點第 6 點：「本會開會時，主席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刪除；第

7點遞移為第 6點。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校友熱心服務獎選拔辦法第2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擴大表彰對校友總會或各校友會具有貢獻事蹟之熱心服務校友， 

爰依據高雄市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會（請參閱附件第 8頁）建議，修正

本校校友熱心服務獎選拔辦法第 2條，候選人資格增列「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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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

第 9 頁至第 11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自 89 年 9 月 26 日行政會議通過至今 

已 16年，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爰參考國內其他國立大學圖書館諮

詢委員會設置規定，修正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

條文。 

二、本修正案業經圖書館 106年 3月 13日館務會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 

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12 頁至第 15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 1 條：「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集思廣益，共

謀圖書館業務發展，提升服務品質，特設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集思廣

益共謀圖書館業務發展，以有效支援師生研究與學習，特設圖書館諮

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修正條文第 2 條：「本委員會由圖書館館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大學部及研究生代表各一人組成。圖書館館

長為當然委員，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派」；修正為：「本委員會由圖書

館館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大學部及研

究所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派」。 

 

※提案四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訂定本校棒球基金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傑出校友會於 106年 3月 5日第 1次理監事會議決議成立「嘉大

KANO棒球基金」，並募得新台幣 1千萬元，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棒球基

金，爰訂定本要點。 

三、檢附本校棒球基金實施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草案全文及奉核可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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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附件第 16 頁至第 18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草案第 1 點：「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續「KANO」

棒球優良傳統，重塑甲子園「天下嘉農」風華，培養優秀棒球選手為

臺灣棒球運動作出更多貢獻，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棒球基金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延續「KANO」棒球優良傳統，重塑甲子園「天下嘉農」風華，培

養優秀棒球選手為臺灣棒球運動作出更多貢獻，特設立「國立嘉義大

學棒球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棒球基金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草案第 3 點：「為審查本基金經費支出使用及各年度棒球基金培育

計畫，特設「國立嘉義大學棒球基金管理委員會」，由行政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體育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人事室主任、主任秘書及棒球隊教練組成，必要時可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並提供意見」；修正為：「為審查本基金經費支出使用及各年度

棒球基金培育計畫，特設「國立嘉義大學棒球基金管理委員會」，由

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體育室主

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主任秘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系主

任及棒球隊教練組成，必要時可邀請相關人員列席並提供意見」。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

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第 1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年 1月 16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75287B號令（ 

請參閱附件第 19 頁至第 21 頁）辦理。 

二、前令廢止「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 

敘薪級原則」，其相關事項已另於「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訂

定之，爰配合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

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之法

源依據。 

三、檢附本校講師以上教師採計國內外具有規模且為國際著名之非研究 

性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認定基準原則第 1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

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22 頁至第 24 頁）各 1份，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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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本校理工學院能源與感測器中心裁撤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院能源與感測器中心成立於本院設立之初，尚未有能源及感測器之

專業系所。 

二、目前本院已有「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及「電機工程學系」之專業系

所，該中心之階段任務已完成。 

三、本案業經本院 106年 4月 25日 105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請參閱附件第 25 頁至第 27 頁）。 

四、檢附本校理工學院能源與感測器中心設置要點（請參閱附件第 28

頁）、規劃書（請參閱附件第 29 頁）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30

頁至第 31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案由：本校獎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國家華語測驗工作推動委員會 102年 1月修正其考試級數及名稱（ 

請參閱附件第 32 頁至第 33 頁），爰配合修正本獎勵辦法相關規定。 

二、本修正案業經 106年 4月 12日語言中心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

業務會議（請參閱附件第 34 頁至第 36 頁）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獎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37 頁至第 41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廢止本校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及訂定本校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

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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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已將教學品質保證之精神及機制融入現有校、院及系（所）課程

規劃委員會，如另成立各級教學品質保證委員會將職權重疊，並徒增

行政繁瑣，故建請予以廢止並另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進組

織設置要點」，以達成精進本校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目的。 

二、本校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經 106 年 3 月 1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及 5月 2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校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草案共計 7點，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設立依據及主旨（第 1點）。 

（二）設立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及教學專案了解小組之意旨（第 2點）。 

（三）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組成及職掌（第 3點）。 

（四）教學專案了解小組組成及職掌（第 4點）。 

（五）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及教學專案了解小組應遵守相關規定，審慎處

理及評議（第 5點）。 

（六）教師應配合教學專案了解小組之處理程序及評議結果（第 6點）。 

（七）本要點之審議及實施程序（第 7點）。 

四、檢附本校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請參閱附件第 42 頁至第 44 頁）、

本校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草案總說明（請參閱附件第 45 頁）、

逐點說明（請參閱附件第 46 頁至第 47 頁）、草案全文（請參閱附件

第 48 頁至第 49 頁）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50 頁至第 51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 

一、同意廢止「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要點」。 

二、「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

下： 

（一）本草案第 1 點：「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精進及檢核課

程規劃實施成效，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四條規

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精進並檢

核課程規劃實施成效、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及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特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

四條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學品質精進組織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草案第 2 點：「為結合本校教師專長、教學經驗及行政機制，協

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增進專業素養及教學識能，應成立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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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委員會及教學專案了解小組」；修正為：「為結合本校教師專

長、教學經驗及行政機制，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增進專業素養

及教學識能，成立教學品質精進委員會及教學專案瞭解小組」。 

（三）本草案用詞統一：「了解」修正為「瞭解」。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略） 

捌、 散會（下午 4 時 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