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務會議通過行政規章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 

89.05.24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車輛管理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準則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89 學年度 

89.10.17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 

89.12.26  8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組織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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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畜產學系附設畜產試驗場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附設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

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場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0.03.20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90.05.08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準則修正 

90.06.22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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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90 學年度 

90.10.30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經費編列及處理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附設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附設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附設休閒管理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中草藥研發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設置要點 

91.01.21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團體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中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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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 

91.02.25  90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續任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續任評鑑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91.03.26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中央研究院國立嘉義大學合作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自我評量表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團體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術講座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制度與施行細則 

91.06.11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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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6.27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91 學年度 

91.10.29  9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經費編列及處理要點修正  

92.03.04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92.06.24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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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2 學年度 

92.10.28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

義大學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93.01.13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量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自我評量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部分修正   

93.03.30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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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試驗場設置要點(自 93 年 8 月 1 日生效)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93.06.18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設置辦法 

93.07.20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93 學年度 

93.10.26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設置要點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家

庭教育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93.12.07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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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4.01.25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94.03.29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著作抄襲處理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名稱修正為「國

立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教育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中心設置辦法 

94.05.10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94.06.27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侵害或性騷擾處理辦法—適用對象為至少有一方為國立

嘉義大學學生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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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附表)  

 

94 學年度 

94.10.18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學

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4.12.27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經費稽核暨運用績效考核實施要點 

95.03.21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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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95.06.13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95.06.23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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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5 學年度 

95.10.17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95.12.26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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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附屬單位（含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6.03.20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

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96.06.05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96 學年度 

96.10.16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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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修正 

96.12.18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97.03.18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97.06.17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專科部學則廢止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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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著作抄襲處理辦法修正（名稱修正為國立嘉

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97 學年度 

97.10.21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車輛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

修正 

97.12.16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車輛管理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98.03.17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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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8.06.16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5 條「國立嘉義大學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

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 10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4 項、第 4 條第 1 款、第 9 條案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98 學年度 

98.10.20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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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5 條「國立嘉義大學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

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8.12.01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7 條及第 36 條修正 

99.03.16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 

99.06.1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14 條、第 14 條之 1、第 32 條及第 44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9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倫理守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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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育成中心與技術移轉中心整併為「產學營運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 99 學年度組織規程第 5 條附表（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

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修正 

訂 定國立嘉義大學校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99 學年度 

99.10.19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倫理守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產學營運中心設置辦法暨規劃書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99.12.28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管理學院附設休閒管理研究中心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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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3.22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4、6、7、9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修正 

100.04.26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無修正法案 

100.06.21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16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自我定位為「具卓越教學與特色研究之綜合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 99 學年度組織規程第 5 條附表（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

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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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 3 點、第 15 點、第

22 點、第 25 點第 2 項修正及增訂第 32 點 

國立嘉義大學軍訓室組織調整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基本素養「品格素養、專業素養、人文素養、多元關懷、

創新思維、全球視野」 

 

100 學年度 

100.10.18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100.12.20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概念架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5 點增列第 2 項 

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 

動物醫院擬由任務編組改制為農學院建制單位案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 

101.03.20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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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修正 

101.06.19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學生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 101 學年度組織規程第 5 條附表（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

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 

 

101 學年度 

101.10.16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3 條、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

評分表及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學術研究成果評分表（外審成績除外）等

相關表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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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101.12.25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1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7 條、第 8 條、第 24 條、第 30 條及第 40 條等

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 10 條及第 18 條條文修正 

102.03.19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7、9、12、13、29、40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9、12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 

102.06.25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7、13、41 條條文及第 5 條附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7 章第 28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4、6、9、10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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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 

102.10.0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擬由任務編組改制為建制單位及設

置要點修正 

102.12.17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14 條增訂第 2 項 

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6、11、13點修正 

103.03.18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第 3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名稱、部分規定

及專案教學人員契約書（含提繳勞工退休金版及提繳離職儲金版）修正 

103.06.03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7、8、13 條條文及第 5 條附表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擬自 103 學年度起與教務處整併，原訂設置辦

法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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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10 條修文修正 

 

103 學年度 

103.10.21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學生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9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第 2 點、第 4 點修正 

103.12.16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37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8條、第 22條條文修正 

104.03.17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37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5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9 條、第 13 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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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條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104.06.16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第 5 條條文附表及第 7 條條文修正（104 年 8 月 1

日生效）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作業準則 

國立嘉義大學碩、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要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學生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3 條條文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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