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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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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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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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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榮壽院長兼園藝學系主任、黃俊達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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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金

日副教授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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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威仁助理教授代）、

陳清田主任、許政穆主任、謝奇文主任（張慶鴻教授代）、林

肇民代理主任、許成光主任、陳淑美主任、許富雄主任（邱

郁文副教授代）、張心怡主任、陳立耿主任、張淑媚主任 

（民雄校區） 陳明聰院長兼附小校長、張俊賢院長、洪如玉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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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旻男副教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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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姜心瑜學生代表、林讓秀學生代表 

請假人員：楊德清副校長、吳泓怡院長、林金樹主任 

壹、 致聘 

本校 110學年度名譽教授︰教育學系丁志權名譽教授。 

貳、 頒獎 

一、 頒發本校 110 年度執行高教深耕計畫績優教師獎項(頒發獎勵狀，未

兼任一級行政主管者並核給彈性薪資加給)： 

園藝學系江一蘆老師、沈榮壽老師；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李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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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音樂學系張得恩老師、教育學系張淑媚老師、資訊工程學系許

政穆老師、景觀學系陳佩君老師、水生生物科學系陳淑美老師、行

銷與觀光管理學系蕭至惠老師；應用化學系連經憶老師、陳清玉老

師；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謝佳雯老師、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黃威仁

老師。 

二、 頒發本校 109 學年度優良導師獎： 

(一) 績優獎 6 名：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陳勇祥老師、管理學院企業管理

學系蔡佳翰老師、農學院動物科學系楊卓真老師、理工學院應用數學

系鄭博仁老師、生命科學院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王紹鴻老師、獸

醫學院獸醫學系賴治民老師。 

(二) 肯定獎 5 名：師範學院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倪瑛蓮老師、管理學院財

務金融學系吳宗哲老師、農學院植物醫學系宋一鑫老師、理工學院土

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老師、生命科學院生化科技學系張心怡老

師。 

三、 表揚本校 110 年度資深行政人員︰ 

(一) 服務滿 40 年(各頒發獎勵狀 1 幀及 5,000 元禮券) 

主計室莊美紋技工、教務處張麗貞專任臨時組員 

(二) 服務滿 30 年(各頒發獎勵狀 1 幀及 4,000 元禮券) 

總務處黃存澤技工 

(三) 服務滿 20 年(各頒發獎勵狀 1 幀及 3,000 元禮券) 

研究發展處楊弘道組長、圖書館鄭毓霖組長 

(四) 服務滿 10 年(各頒發獎勵狀 1 幀及 2,000 元禮券) 

教務處陳怡如組員、陳美至組員、黃齡儀專案組員；學生事務處周玉

華專案書記；總務處蘇美蓉組員、朱淑惠組員；圖書館鄭素梅專案

辦事員、李姿青專案辦事員；主計室何秋瑩組員、師範學院李麗卿

組員、黃貞瑜契僱組員；管理學院邱語嫻專案組員；農學院莊畫婷

技士、方珣組員。 

四、 表揚本校 110 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各頒發獎勵狀 1 幀

及 3,000 元禮券)： 

秘書室許鈵鑫秘書、教務處蕭茗珍組員、國際事務處林嘉瑛秘書、總

務處吳三生組員、總務處蔡秀娥組員、研究發展處蕭全佑組員(現為

秘書室專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邱秀貞組長、電子計算機中

心王皓立組長、學生事務處林正韜輔導員、管理學院鄧伊彤專案組員。 

五、 表揚本校 110 年度績優技工工友(各頒發獎勵狀 1 幀及 3,000 元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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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胡采玲工友、秘書室簡秋月技工、總務處黃憲卿工友、總務處

黃存澤技工。 

參、 專案報告 

報告主題：「大學校院分析報告」 

報告人：研究發展處彭振昌副研發長 

肆、 主席報告 

副校長及各位主管，大家午安。今天是本學年度第 3 次的行政會

議，雖然疫情有稍微鬆緩，學校也開始實施實體上課，請學生及老師

在防疫上仍需小心及留意。另本年度校慶延期至 12月 10日至 11日，

校慶期間除了運動會，也有園遊會的活動，請師長多鼓勵同學們參與。

YouBike在蘭潭校區設站將近 1個月時間，目前設置單車數量有 39輛，

週一至週五之每日約有 400-500 人次使用，可見有其使用需求，預計

在校慶舉辦啟用典禮後會增加為 51輛，11(本)月會再做使用情形調查

及評估未來做法。最後，感謝各位主管協助系務及校務的發展，謝謝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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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由：請加強宣導所屬教師於知悉學校發生校園性別事件時，應立即以書面

（填寫各類校安事件告知單）（請參閱附件第 1頁）向本校學生事務

處軍訓組（通報權責單位）通報，並由通報權責單位於 24 小時內完

成通報，以免觸法，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16 條規定，學校校長、

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者，依性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應立即以書面或其他通訊

方式通報學校防治規定所定學校權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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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性平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未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者，並由權責通報單位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緩（處罰

個人）；且同法第 36-1 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再度發生校園

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

證據者，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三、 本校校園性別事件申訴通報窗口（學生事務處軍訓組）專線

05-2717311、2717312【上班時間】、校安通報專線 05-2717373【教官

值勤專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秘書室）專線 05-2717009【上

班時間】。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秘書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由：請加強宣導所屬教師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或違反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法律效果，避免

因違反規定致影響個人權益，提請報告。 

說明： 

一、 教師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或有違反防治準則第 7 條第

1 項所定「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

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

業倫理之關係。」之行為，經調查屬實者，依教師法規定，所致法律

效果如下： 

行為態樣 教師法相關條文 法律效果 

1.性侵害。 第 14條第 1項第 4款 終身不得再任教師。 

2.性騷擾或性霸凌有解聘及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第 14條第 1項第 5款 終身不得再任教師。 

3.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有解聘之必

要。 

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 教評會應審酌案件情

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 

4.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未達解聘之

程度，而有終局停聘之必要者。 

第 18 條第 1 項 教評會應審酌案件情

節，停聘六個月至三

年。停聘期間，不得申

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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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態樣 教師法相關條文 法律效果 

任教（教師法第 18 條

第 2 項）。 

5.行為雖未符合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之要件，但已有違反專業倫理

之師生不當交往行為，以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認有

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

要。 

第 14 條第 1 項第 11

款 

終身不得再任教師。 

6.行為雖未符合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之要件，但已有違反專業倫理

之師生不當交往行為，以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認有

解聘之必要。 

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 教評會應審酌案件情

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 

7.行為雖未符合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之要件，但已有違反專業倫理

之師生不當交往行為，以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查證屬實，未達

解聘之程度，而有終局停聘之必要

者。 

第 18 條第 1 項 教評會應審酌案件情

節，停聘六個月至三

年。停聘期間，不得申

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

任教（教師法第 18 條

第 2 項）。 

二、 考量前述法律效果，屬改變教師身分或法律上利益之重大影響事項，

爰請各級教學單位利用各項時機確實宣導所屬教師周知，並紀錄備

查，納入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成果。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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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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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5%，總登帳率為 71.45%。 

(二) 附錄一執行率為 59.83%，總登帳率為 60.97 %；附錄二執行率為

53.89%，總登帳率 81.79%。 

(三) 109 年滾存經費執行率為 68%，總登帳率為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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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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7,729 53.88% 4,476,088 70.79% 7,728,530 

B 12,577,832 4,348,306 34.57% 5,431,697 77.76% 2,797,829 

C 1,908,258 1,383,048 72.48% 191,371 82.51% 333,839 

D 3,130,949 1,561,859 49.88% 167,492 55.23% 1,401,598 

總管考 2,498,141 1,363,659 54.59% 315,193 67.20% 819,289 

USR-Hub 2,200,000 1,353,643 61.53% 0 61.53% 846,357 

合計 48,777,527 24,268,244 49.75% 10,581,841 71.45% 13,92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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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0,260 59.83% 110,919 60.97% 3,80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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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 565,837 53.89% 292,951 81.79% 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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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7 16% 113,014 

B-發展學校特色-管考(業務費) 253,994 137,473 54% 1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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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825 904,000 68% 432,825 

二、 本計畫執行重點活動摘錄如下︰ 

(一) 本計畫(A 主軸)於 110 年 9 月 1 日舉辦「2021 臺泰日三校線上研討

會」，本次活動由泰國清邁大學、日本香川大學及本校三所學校聯合

舉辦。本校有 25 名來自各領域優秀學生參與 SDGs 議題討論，透過

各分場會議提供三所學校教職員生一個相互分享的場域。期待未來持

續加強互動關係，開啟更多新的合作項目。 

(二) 本計畫(D 主軸)響應 110 年 9 月 28 日世界狂犬病日，本校 USR 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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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偕同嘉義縣家畜所、嘉義縣保護動物協會及諸羅護生協會於新港鄉

辦理狂犬病日相關系列活動，現場除提供犬貓免費絕育、認領養及動

保闖關活動，更提供犬貓狂犬病疫苗無限量免費注射，服務嘉義縣民

眾。 

(三) 本計畫(B 主軸)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與國軍花蓮總醫院及易啟國際行

銷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簽署遠距醫療急救無人機產官學合作備忘錄，並

預計 11 月 14 日與急診野外學會合作辦理醫療界無人機應用服務課

程，期盼更多產官學研界人士加入無人機應用服務，提升醫界學界及

產業偕同合作的機會。 

(四) 本計畫(C 主軸)於 110 年 10 月 23 日舉辦高教深耕助學金感恩活動，

由嘉大學生事務處學務長林芸薇及廣源慈善基金會執行長宋美芬共

同頒發獎助學金 300 萬元給本校 60 位學生，助其安心順利就學，期

許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本校各單位應確實依本校進用身心障礙人

員實施方案，足額進用具身心障礙身分之人員，請各單位協助配合辦

理，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本校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以下簡稱身障人員)實施方案辦理。 

二、 查總務處 110 年 10月各進用單位勞保投保預估人數統計本校 10月份

公勞保總人數為 1491 人，法定應進用身障人員為 44 人，已進用身障

人員為 45 人，目前身障人員僅超額進用 1 人次，請未足額進用身障

人員之單位，檢討人力運用情形，提供適當工作聘僱具身障身分之人

員。 

三、 本校進用身障人員人次計算基準以行政單位(合併為 4 個責任群組)、

學術單位(以 7 個學院為計算單位)分別計算之。另身障進用人數計

算，依總務處提供當月 1 日之各進用單位勞保投保總人數除以 30(即

每滿 30 人應進用 1 人)，計算至小數點第 1 位四捨五入取整數，即為

應進用人數。 

四、 本校各單位屆期若未足額進用者，有關不足額進用須繳納之差額補助

費部分，採先行計算方式，如遇不足額情形致接獲地方主管機關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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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繳納未足額進用身障人員差額補助費時，核算本校應繳納之差額補

助費及進用身障人員經費後，依各單位不足額進用人數比例分攤金

額，並依下列措施辦理： 

(一) 暫緩職員及專案工作人員新進人員進用，直至足額進用身障人員為

止。 

(二) 用人單位應提供適合身障人員之工作性質，由人事室協助透過嘉義市

政府推介媒合進用身障人員，以補足不足額進用身障人員情形。 

(三) 由人事室控管適當職缺優先進用身障人員，如有需要，將額外進用身

障人員，並分配至校內不足額進用之單位，人事費由該用人單位相關

經費支應。 

五、 檢附本校各責任群組 110 年 10 月份勞保人數及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一覽表 1 份（請參閱附件第 2頁）。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訂於 110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3 時止，辦

理本校第八任校長遴選「教師對個別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投票作

業，並分別於本校蘭潭、民雄及新民等 3 校區同時辦理，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本校第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及本校第八任校長遴選

委員會第 3 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查本校第八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第 7 點第 4 款規定略以，

治校理念說明會結束後，於七日內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含舊制助

教)，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對個別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行使同意

權時，應親自為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三、 又為利本次投票作業之順利執行與完成，投票作業除由遴選委員會 6

位委員於各校區負責投票期間輪值場控、選票拆封、投票箱彌封及開

票作業之投票箱開封、開票過程等監選事宜之外，另由於本次「教師

對個別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將分別於本校蘭潭、民雄及新民等

3 校區同時進行，須大量本校同仁擔任工作人員始能於 3 個校區內同

時執行「教師對個別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投票作業，爰規劃教師

行使同意權之工作人員名單，屆時請被分配工作之同仁能依分配項目

妥適辦理，以共同完成本校第八任校長遴選同意權投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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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案由：本校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EMI)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行政院「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高等教育階段將以「強

化學生英語力，推動全英語授課（EMI），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

為願景。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授課為目標，本校

「獎勵開設英語全程授課補助要點」已多年未修正，為符合國家政

策，爰修正本要點名稱為「國立嘉義大學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EMI)

實施要點」。 

二、 為增進學生英語能力，從大學基礎課程及專業課程鼓勵教師以全英語

授課(EMI)為目標，鼓勵學系、教師開設學士班基礎學科、學系專業

全英語 EMI 課程並搭配 Mentor、培訓教學助理等措施。 

三、 檢附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要點原條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

參閱附件，第 3 頁至第 9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規定第 3 點第 1 款︰「(一)全英語通識課程(不含大一

英文)。」；修正為︰「(一)全英語通識課程(不含通識語文應用與溝通

實務領域課程)。」。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學生懷孕事件輔導及處理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3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00072134C 號函檢

送修正發布「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內容，配合檢視

並修正本校學生懷孕事件輔導及處理要點與作業流程。 

二、 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 增訂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有輔導及協助需求之學生為適用對象並分款

次明列。（修正規定第 2 點） 

(二) 增訂本要點適用之學生受教權益範圍。（修正規定第 3 點） 

(三) 將現行規定第 4 點與第 5 點第 1 款合併，未成年學生與成年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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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方式按款次呈現。（修正規定第 5 點） 

(四) 將現行規定第 5 點第 2 款挪移新增，增列可由校長指派校內主管擔任

處理小組召集人，並訂定相關書件表單【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

表、未成年懷孕個案服務轉介單】。（修正規定第 6 點） 

(五) 增訂相關單位應辦理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教權及情感教育相關議題

之宣導、訓練與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辦理情形提性平會報告。（修

正規定第 7 點） 

(六) 配合修正輔導與處理流程圖，增列區分「成年」與「未成年」適用學

生及是否提出「協助需求」分別列出處理流程，並增列輔導與處理情

形須提性平會報告。 

三、 上開修正內容經 110 年 10 月 1 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性

平會審議修正通過，會中修正內容摘述如下： 

(一) 修正規定第 6 點第 1 項第 1 款，本要點處理小組當然委員組成包含性

平會委員 2 位以上之人員。 

(二) 修正規定第 6 點第 6 款第 2 目，「行政人員」為「教職員」，並加註「任

課教師」應依相關法規，對懷孕學生之成績考查或評量，以特殊事故

方式處理。 

(三) 流程圖中未成年加註「未滿 20 歲」文字，並依學生輔導中心個案會

議現行執行情況，修正為「視情況召開個案會議訂定/修正輔導計畫」。 

四、 檢陳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對照表、修正草案（含分工表、流程圖與

書件表單）、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紀錄（摘

錄提案四）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10 頁至第 34 頁），請卓

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委員會成員組成方式與任務內容，工作小組組成方式與業務

範圍，及新增開會人數門檻、決議方法與本辦法修正程序。 

二、 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本校 110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

權推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摘錄提案二)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

附件第 35 頁至第 39 頁），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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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違反計畫執行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第 1 點、第 2 點及第 3 點修

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本要點之科技部法源依據為「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

點」。（修正規定第 1 點） 

(二) 參考「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及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詳列違反學術倫理之態樣。（修正規定第

2 點） 

(三) 修正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執行產學合作（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

理)計畫之研究人員。（修正規定第 3 點） 

二、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40

頁至第 44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自 111 學年度起廢止本校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要點，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本校 105-109 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分析報告於 110 年 9 月 1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提會報告後，經提送 110 年

10 月 19 日行政學術主管座談討論，決議自 111 學年度起廢止本校教

師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要點，並請研究發展處依行政程序提送相關

會議審議。 

二、 本校 105-109 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分析報告結論如下： 

(一) 近五年申請專書專章發表獎勵之教師人數（17 人、26 人次）僅占全

校教師人數 1.1%，且有集中於少數教師現象（4 人、13 人次，占申

請人次之 50%）；近五年申請期刊論文獎勵之教師人數則占全校教師

人數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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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五年獲專書專章獎勵教師 17 人中，有 10 位教師亦獲得期刊論文獎

勵，比率為 58.8%；獲專書專章獎勵 3 次以上之 4 位教師（占申請人

次之 50%），近五年均曾獲得期刊論文獎勵，顯示申請專書專章獎勵

之教師多數亦同時申請期刊論文獎勵。 

(三) 本校學術獎勵由過去的「普遍性獎勵」逐步轉變為「擇優獎勵」，學

術期刊論文獎勵自 109 年起採計各學院教師升等著作第一級期刊，均

屬審查制度嚴謹之國內外知名學術期刊；專書專章申請人雖需檢附出

版單位評審委員之審查意見表，並經系、院、校三級會議審議，惟出

版社及專書品質缺乏客觀一致之評定標準。現行專書獎勵 1 萬至 3 萬

元，專章國內發表獎勵 2 仟元、國外發表獎勵 4 仟元，而 109 年期刊

論文獎勵每 1 點僅 446 元，最基本獎勵（點數 4 點）僅獲 1,784 元，

就二者審查嚴謹度而言，亦有失衡情形。 

(四) 教學、研究及服務為教師本職工作，獎勵制度則為引領達成學校發展

目標之措施。目前主要之世界大學排名系統，其評比項目在學術研究

面向之指標主要與期刊論文有關，包括：論文被引用情形、高被引用

學者人數、論文篇數等，與專書專章發表較無直接之關聯性。 

三、 考量學校獎勵資源有限（105-109 年學術發展基金收支情形如下表），

且專書專章之品質缺乏客觀一致之評定標準，擬自 111 學年度起（111

年 8 月 1 日起）廢止本校教師學術專書專章獎勵要點，俾集中獎勵資

源於期刊論文獎勵，以鼓勵教師積極發表國內外知名學術期刊論文，

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與世界大學排名。 

本校 105-109 年學術發展費用收支情形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支出-期刊論文獎勵 771,248  656,751  649,413  688,845  563,336  

支出-專書專章獎勵 57,067  18,342  34,647  26,494  38,799  

支出-學術獎勵合計 828,315 675,093 684,060 715,339 602,135 

支出-學術團體年費 220,000  80,000  245,000  205,000  235,000  

總支出合計 1,048,315 755,093 929,060 920,339 837,135 

總收入 1,130,202 1,071,944 1,003,883 932,710 836,654 

註：1.各年度附屬中心檢驗收入之行政管理費提撥 60%為『學術發展費用』。 

2.106 年部分學術團體年費由 104 年以前結餘支應。 

3.109 年度不足額度由結餘款應支應。 

四、 檢附 105-109年度學術專書專章發表獎勵分析報告及本校教師學術專

書專章發表獎勵要點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45 頁至第 53

頁），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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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同意廢止。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出席國際會議及活動補助辦法第 2 條及第 4 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9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依原辦法第 8 條需續提行政會議。 

二、 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一) 為明確經費來源，避免爭議，擬修正第 2 條關於經費來源文字。 

(二) 因本補助辦法補助項目及標準皆已明確訂定，為提升行政效率、簡化

程序，改以備查方式辦理，故擬修正第 4 條第 2 項條文。 

三、 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110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54 頁至第 60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法規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二、依據『國立嘉義大

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一項之百分之一

提供各學院作為學術發展使用經費。」；修正為︰「二、依據『國立

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提撥百分之一提供

各學院作為學術發展使用經費。」。 

※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第 2 條、第 4 條及第 5 條修正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9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依原辦法第 10 條需續提行政會議。 

二、 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一) 為明確經費來源，避免爭議，擬修正第二條關於經費來源文字。 

(二) 因本補助辦法補助項目及標準皆已明確訂定，且於初審階段業已確認

核定金額，為提升行政效率、簡化程序，改以備查方式辦理，故擬修

正第四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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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餘為條次修訂或刪除。 

三、 檢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110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61 頁至第 67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法規第 2 條︰「本辦法之經費來源係指『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

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第四條第一項之百分之一提供各學院

作為學術發展使用經費。」；修正為︰「本辦法之經費來源係指依據

『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提撥百分之

一提供各學院作為學術發展使用經費。」。 

二、修正法規第 9 條︰「…其補助標準比照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修正為︰「…其補助標準比照本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辦理。」。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國際交流基金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0 年 9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決議修正後通過，依原辦法第 8 條需續提行政會議。 

二、 本次修正說明如下： 

(一) 配合「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業於 110 年 8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訂為「國立嘉義大學國

際事務會議設置要點」，爰旨揭要點第 3 點之會議名稱亦一併修訂。 

(二) 本國際交流基金原即有交換學生、雙聯學位生及師生海外體驗(見學)

計畫之獎補助，配合 109 年度內部控制內部稽核結果，需明定各項學

生研修補助法令，明確獎補助法源，爰增訂部份項次。 

(三) 配合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修正第 4 點、

第 5 點文字。 

(四) 新增第 5 點第 2 項「各項用途經費支應金額及名額視當年度經費額度

而定，並送國際事務會議審議決定」文字。 

(五) 餘為點次修訂或變更。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110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68 頁至第 73 頁），請卓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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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本校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第 4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使教師證書之審核會議能更符合時效性、簡化重複審查之行政程

序，修改第 4 點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成員。 

二、 教師證書資格於召開會議前已經師培中心及各相關系所先行審核，故

小組成員調整為師資培育中心各組組長及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三、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業務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附件第 74 頁至第

79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農學院(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案由：有關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8 學年度入學郭○○同學因遭受重

大疾病未能完成學業，申請免償還已受領之公費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學位學程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郭○○同學(以下簡稱郭生)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申請退學，依本學位學程公費生受領公費獎助學金契約書

第 7 條，乙方(郭生)在學期間，若中途退學或遭受退學處分者，其在

學期間受領甲方(國立嘉義大學)公費獎助學金，應將受領金額全數償

還甲方。 

二、 郭生 110 年 9 月 30 日因情緒極度低落，於臉書張貼擬自殺文章後失

聯，使其親人擔心進行報案及驚動所屬師生，郭生當日於嘉義市某商

旅平安尋獲，但情緒仍持續不穩，有建議親人近期需陪伴在側切勿落

單，並請其回診治療，但親人轉述，雖有回診卻無按時服藥控制實在

困擾。 

三、 郭生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辦理退學，其申請退學之沉重決定，實因其

兩年多在學期間，受鬱症、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以致情緒極度低落、

失眠與到校見師長會恐慌，期間 109 學年度有申請休學返家休養，仍

無有效減緩症狀，經醫生評估因病情影響無法繼續完成學業，另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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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心理師評估建議郭生近期要進行住院治療。 

四、 郭生平時開銷節儉，經濟來源由自身到校外工作賺取，在學期間沒有

穩定收入，使自身財務陷入困境，郭生家庭經濟狀況長期入不敷出，

若再進行償還受領之公費金額 16 萬 6,380 元，難以維持支出，因此

做出沉重決定，離開學校先進行治療，避免其他更嚴重之憾事發生。 

五、 本學位學程於 110 年 10 月 13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 次事務會議，審

酌郭生面臨的實際狀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公費及獎助學

金實施要點」第 10 點及本學位學程「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經出席委員們一致同意郭生確因遭逢重大疾病以致無法如

期完成學業，應符合本要點免償還已受領之公費獎助學金條件。 

六、 檢附郭生退學申請書、本學位學程公費生受領公費獎助學金契約書、

診斷證明書、應返還獎勵金額審核相關證明、本校農場管理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110學年度第 1次學程事務會議紀錄及奉核可提案簽（請參

閱附件第 80 頁至第 90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 KANO棒球基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0 年 6 月 30日 109 學年度第 2次棒球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

由體育室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及棒球隊教練討論，修訂本

校 KANO棒球基金實施要點，包含定額編列每年經費、修訂支給標準、

獎勵辦法及體育室對本基金之相關權責與義務等。 

二、 為使本校棒球基金經費管考更臻完備，進行原條文之增刪修訂。 

三、 本修正案業經 110年 11月 16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要點原條文、109學年度第 2次棒

球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110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奉核可提案簽（請參閱臨時提案附件第 1 頁至第 7 頁），

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規定第 2 點︰「…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修正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 



 

會議紀錄，第 17頁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語(略) 

壹拾、 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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