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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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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全佑 

出席人員： 

（蘭潭校區） 黃光亮副校長兼管理學院代理院長、朱紀實副校長、古國隆

教務長、林芸薇學務長、黃文理總務長（吳子雲簡任秘書代）、

徐善德研發長、李鴻文國際事務長、黃健政處長（林義森組

長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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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昭旺主任、何慧婉主任、陳

炫任中心主任、彭振昌中心主任、陳明聰院長兼附小校長、

沈榮壽院長兼園藝學系主任、黃俊達院長兼機械與能源工程

學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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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樹主任（廖宇賡教授代）、蘇文

清主任、陳世宜主任、王文德主任、江彥政主任、蔡文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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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嫣講師代）、許政穆

主任、謝奇文主任、許成光主任、陳淑美主任、許富雄主任、

張心怡主任、陳立耿主任 

（民雄校區） 張俊賢院長、洪如玉中心主任、張淑媚主任、張高賓主任、

洪偉欽主任、宣崇慧主任、吳雅萍主任、王思齊主任、陳政

彥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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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義主任、張瑞

娟主任、張淑雲主任 

列席人員：侯龍彬學生代表、蔡璟鴻學生代表 

請假人員：楊德清副校長 

壹、 致贈感謝狀 

頒贈本校 109 年度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有功系所感謝狀，園藝

學系及生化科技學系執行課程審查績效良好。 

受贈單位為︰園藝學系、生化科技學系 

http://www.ncyu.edu.tw/bi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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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頒獎 

一、 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 

(一) 第一名︰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李佩倫副教授。 

(二) 第二名︰食品科學系張文昌助理教授。 

(三) 第三名︰植物醫學系林彥伯助理教授。 

二、 頒發本校 110 年度校務研究推廣與獎勵競賽評選成績優良單位。 

獲獎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校友中心。 

三、 頒發本校「110年度員工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獲獎人員及單

位獎項如下： 

(一) 個人獎： 

1. 金作獎 1 名：教務處江佩璇專案組員，發給獎狀及 2,000 元禮券。 

2. 銀作獎 1 名：教務處簡美玲組員，發給獎狀及 1,500 元禮券。 

3. 銅作獎 1 名：總務處黃榮華辦事員，發給獎狀及 1,000 元禮券。 

4. 佳作獎 6 名：分別為研究發展處黃士豪專案辦事員、研究發展處楊詩

燕組長、校友中心林芝旭組員、總務處張紀宜組員、國際事務處陳亮

君輔導員、教務處蕭茗珍組員，分別發給獎狀及 300 元禮券。 

(二) 團體獎： 

1. 第一名：教務處，發給獎狀。 

2. 第二名：總務處，發給獎狀。 

3. 第三名：研究發展處，發給獎狀。 

四、 頒發本校 110 年度資深優良教師獎勵狀︰ 

(一) 服務屆滿 40 年︰師範學院劉祥通老師。 

(二) 服務屆滿 30 年︰師範學院江秋樺老師、吳昶潤老師、陳明聰老師、

蘇耿賦老師、陳美瑩老師、簡瑞良老師；人文藝術學院張栢祥老師、

余淑瑛老師；農學院周仲光老師；理工學院吳德輝老師、黃俊達老師、

陳永祥老師、邱永川老師；生命科學院吳淑美老師、陳淑美老師；管

理學院劉耀中老師、李佳珍老師、蔡進發老師、徐淑如老師；獸醫學

院張銘煌老師。 

(三) 服務屆滿 20 年︰師範學院林樹聲老師、謝美慧老師、林威秀老師、

何宣甫老師、吳雅萍老師；人文藝術學院胡惠君老師、林麗娟老師、

蔡雅琴老師、楊徵祥老師、周西波老師；農學院莊愷瑋老師、李安勝

老師；理工學院鄭建中老師、張烔堡老師、彭振昌老師、許芳文老師、

李宗隆老師；生命科學院吳游源老師、翁炳孫老師、陳俊憲老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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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張立言老師、董維老師。 

(四) 服務屆滿 10 年︰師範學院楊正誠老師、王佩瑜老師；人文藝術學院

陳希宜老師；農學院周蘭嗣老師、張栢滄老師；管理學院張宏義老師；

師資培育中心林郡雯老師；學生事務處李方君教官、蔡雅惠教官。 

參、 本校 110 年度校務研究專案分享 

專案分享一︰綠能發電-設置太陽光電設備現況分析 

報告人：總務處資產經營與管理組陳鵬文組長 

專案分享二︰改善既有用水、用電報表 

報告人：總務處營繕組王勝賢組長 

肆、 主席報告 

副校長及各位主管，午安。首先感謝今天 2 個單位的校務研究專

案分享，從校務研究數據可以分析未來發展的策略，另系所亦可藉由

教務處招生數據或系所品保教學績效評量結果，有助於招生策略分析

及課程規劃。也感謝許多資深老師參與今天的授獎，服務屆滿 40年及

30年共有 21位老師，可預期約有 100位教職員工在 5年內退休，各系

所在未來延攬優良教師及優秀人才等用人策略上宜因應做彈性運用。

目前開學第 2 週，學校前 3 週實施線上教學，許多學生(尤其新生)在

上課、加退選及一些行政作業上(如就學貸款)需要協助，請轉知各位

導師多費心思幫忙協助輔導，感謝各位。 

(朱副校長報告) 

校長、副校長及各位主管，大家好。本校與泰國清邁大學、日本

香川大學聯合舉辦國際研討會已圓滿完成，代表 2 個學校的副校長感

謝國際處後勤支援及師生們熱心參與，也肯定本校有能力舉辦國際研

討會。另外在國際交流時，老師們收到他校的聘書，聘書註記未支薪

水及無財政支援，可作為未來各學系推動國際交流的一個示範。 

伍、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決議暨執行情形 

決定：紀錄確立，執行情形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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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10 學年度 1 第學期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提請報

告。 

說明： 

一、 依據 109年 1月 27日教育部通報(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

及 109 年 8 月 20 日臺教高通字 1090119552 號函辦理。 

二、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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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後續疫情發展，同時考量個案特殊性，提供彈性修業機制，

以妥適安排相關學生之開學選課、註冊繳費、修課方式、成績考核、

請假、休復學、輔導協助等事宜。 

三、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於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後仍限制

或暫緩入臺之學生及因防疫因素無法如期返校者，皆可依本方案辦

理。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高教深耕計畫總管考辦公室 

案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執行情形及相關事宜，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截至 110 年 8 月 31 日統計主冊各主軸、附錄、附冊、資本門經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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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總登帳率為 58.69%。 

(二) 附錄一執行率為 58.20%，總登帳率為 59.03%；附錄二執行率為

43.54%，總登帳率 43.54%。 

(三) 109 年滾存經費執行率為 56%，總登帳率為 56%。 

主冊-各主軸110年經費執行率統計表 單位:元 

 核定數(A) 

(經常門+資本門) 
實支數(B) 

執行率

(B/A) 

登帳未支數

(C) 

總登帳率

(B+C)/A 

餘額 

(D=A-B-C) 

A 26,462,347 10,398,268 39.29% 4,996,057 58.17% 11,068,022 

B 12,577,832 3,470,531 27.59% 4,888,211 66.46% 4,21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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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數(A) 

(經常門+資本門) 
實支數(B) 

執行率

(B/A) 

登帳未支數

(C) 

總登帳率

(B+C)/A 

餘額 

(D=A-B-C) 

C 2,054,747 1,093,454 53.22% 170,176 61.50% 791,117 

D 3,077,211 1,248,385 40.57% 98,201 43.76% 1,730,625 

總管考 2,405,390 1,067,358 44.37% 258,703 55.13% 1,079,329 

USR-Hub 2,200,000 936,228 42.56% 0 42.56% 1,263,772 

合計 48,777,527 18,214,224 37.34% 10,411,348 58.69% 20,151,955 

附錄-110 年經費執行率統計表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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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1,000  5,681,086  58.20% 80,629  59.03% 3,99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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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 457,209 43.54% 0 43.54% 592,791  

備註：附錄一計畫經費為教育部核定補助數(不含學校募款 460 萬元)。 

109 年滾存經費執行率統計表 單位:元 

執行單位 
109 年 

滾存經費額度 
支用數 執行率 餘額 

B-發展學校特色-持續健全校內法

規、彈性薪資、跨領域整合，提供

優質教研及產學環境(人事費) 

203,290 0 0% 203,290 

A-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教師專業成長(業務費) 
134,041 2,989 2% 131,052 

B-發展學校特色-管考(業務費) 253,994 1,920 1% 252,074 

B-發展學校特色-推動食農產業菁

英教育與食農產業菁英教研中心

(設備費) 

745,500 745,500 100% 0 

合計 1,336,825 750,409 56% 586,416 

二、 本計畫擬配合本校校慶舉辦系列成果展，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參加，

請協助向師生同仁宣傳並鼓勵踴躍報名參加，可了解本校努力推動的

豐碩成果，享受現場互動且具知識性的創意歡樂時間，目前活動規劃

如下： 

(一) 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三)舉辦線上計畫成果分享會活動，將有師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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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執行計畫經驗與收穫，並提供線上即時問答，報名網址將公告於本

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網頁。 

(二) 實體成果展規劃舉辦兩場，分別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三)在民雄校區

大學館及 11 月 5 日(五)在蘭潭校區舉行，將有科普繪本發表紀者會、

執行計畫師生提供互動體驗攤位、DIY 教室等，活動豐富有趣，歡迎

全校師生同仁蒞臨參與及加入本計畫培育優秀多元人才。 

決定：洽悉。 

※臨時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校分析報告說明會重點摘要，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召開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高

教深耕計畫)學校分析報告說明會指示，計畫未來方向報告如下: 

(一) 未來教育部相關計畫或資源，原則上將彙整於高教深耕計畫。 

(二) 高教深耕計畫旨在整合校務發展（中長程發展計畫），以利學校發展

特色及永續經營。 

(三) 未來教育部檢核學校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效，將著重學校實證資料。 

二、 另此次教育部委託臺大陳東升教授執行之高教深耕計畫學校分析的

目的及用途： 

(一) 以一校一本方式，提供各校專屬的高教深耕計畫學校分析報告，內容

以數據及質性方式描述，但不作評論及建議。 

(二) 分析報告整合各項來源之數據或文字資料，數據資料依大專校院學生

基本資料庫、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高教

公共性檢核表、財政部、教育部統計處及高教深耕計畫等相關數據；

文字資料依各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高教深耕計畫(含成果報告及

委員審查建議)、106 年延續性計畫及實地訪評委員建議等進行成效評

估，該報告將供各校參考並作為教育部相關審查參考用(例如高教深

耕計畫及高教評鑑等)。 

(三) 教育部將於 9 月底函送各校分析報告。 

決定︰請研究發展處會後將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書及本校所申請之計畫書

寄送各單位參考，作為明年本校啟動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之前置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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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另可思考將創新人才培育(包括課程規劃)、課程與產業連結、數

位轉型等面向納入未來新計畫書內容。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第 3 點、第 6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現有法規限制大學部新生領有公費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為使碩、博

士班新生申請資格與大學部新生申請資格一致，修正第 3 點碩、博士

班新生申請資格，並說明適用法規新生入學年度。 

二、 檢附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優秀新生獎學金發放要點」第 3 點、第 6 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1 頁至第 5

頁)。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規定第 3 點第 1 項第 2 款︰「……名列報考系所組之

前一名，頒給獎學金每名新台幣 3 萬元整」；修正為︰「……名列報

考系所組之第一名，頒給獎學金每名新台幣 3 萬元整」。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單位調整教師歸建(屬)作業原則第 3 點、第 4 點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依 110 年 9 月 2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系所合併運作及教師專長歸建推

動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 增列作業原則第 3 點第 4 款，說明因應教育部系所教師員額設置標準

需要，學系(所)教師調整至學位學程任教之行政程序。 

三、 修正作業原則第 4 點，第 4 點各款修正說明如下：第 2 款增列調整教

師在教學、指導學生及教學經費分配之權益；第 3 款對調整教師升等

提出說明；第 4 款增列調整教師可列席系務會議；增列第 5 款，說明

調整教師其產學合作計畫歸屬之方式；增列第 6 款，說明調整教師其

學術研究成果歸屬之方式。 

四、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單位調整教師歸建(屬)作業原則第 3 點、第 4 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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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奉核可簽及 110 學年度第 1 次系所合併運

作及教師專長歸建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 6 頁至第 16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教師學術期刊論文獎勵辦法第 4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0 年 5 月 18 日本校 109 學年度第 6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提案

事項二決議辦理，並經 110 年 9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在案。 

二、 本次修正增訂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目，該款第 1 目至第 4 目獎勵

期刊之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人數在 1 人以上，依人數均分各該期刊規

定之獎勵金額或點數。 

三、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本校 109 學年度第 6 次學術審

議小組會議紀錄及本校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

錄(請參閱附件第 17 頁至第 25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第 6 點、第 10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0 年 8 月 17 日行政學術主管座談決議暨主席指示事項辦理，

並經 110 年 9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修正通過在案。 

二、 本次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 配合要點體例一致性，將第 6 點各項（款、目）所提及之「百分之十」

文字，修正為 10%。 

(二) 考量執行計畫學術或行政單位及執行檢驗業務附屬中心之實質貢

獻，爰修正第 10 點第 1 款，提高第 2 目執行計畫學術、校級中心或

行政單位行政管理費分配比率 2.5%（由原 12.5%調升為 15%），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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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目業務相關行政單位行政管理費分配比率 2.5%（由原 10%調降

為 7.5%）；另修正第 10 點第 2 款第 2 目，提高院級中心（系所)檢驗

收入行政管理費分配比率 2%（由原 5%調升為 7%），調降學院檢驗

收入行政管理費分配比率 2%（由原 5%調降為 3%）。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奉核可簽、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 26 頁至第 35 頁)，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薦外交換學生審查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一) 因本要點已訂有審查評分標準，為提升行政效率，故由國際事務處依

據該標準進行評分即可，故擬修訂原規定第二點。 

(二) 原條文會議成員與國際事務會議成員重疊，為提升行政效率，避免不

同會議彼此疊床架屋，故改以必要時得送國際事務會議審核，不再另

行成立審核小組，因此擬修訂原規定第三點。 

(三) 為明確申請人應具備之資格，避免爭議，故新增第四點規定。 

(四) 餘為條次修訂或文字酌修。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36 頁至

第 41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案由：本校語言輔導檢測費收費要點第 3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疫情影響，為減輕學生經濟負擔，擬修正語言輔導檢測費收費相

關條文。 

二、 收費要點業經本中心 110 年 8 月 16 日業務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本要點第 3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本校語言中心 110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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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業務會議紀錄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42 頁

至第 48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語(略) 

壹拾、 散會（下午 3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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