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大事紀
87.10.08

教育部林部長清江邀集部內相關人員及國立嘉義師範學
院黃富順校長與國立嘉義技術學院胡懋麟校長舉行會
議，林部長積極鼓勵兩校合併為嘉義大學。會中並做成下
列四項決議：
1.基於教育資源整合，並配合地方殷切期望，教育部亦樂
於促成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朝整併
為國立嘉義大學之發展趨勢。而二校整合建立之成功模
式，亦可為未來其他學校整合典範。
2.希近期內部次長能赴二校，與教職員再作意見之溝通整
合。
3.二校達成共識並進行籌備後，於規劃國立嘉義大學之前
提下，教育部當予提供必要之支援。
4.於適當時間成立規劃小組，進行相關規劃籌備工作，並
由教育部適時宣佈。

87.11.10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與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共同籌組規劃小
組並舉辦嘉義大學公聽會，廣徵學校師生職工之意見。

87.11.21

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與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嘉義大學
案函請教育部核備。

88.01.12

召開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國立
嘉義大學推動計畫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由教育部楊次長
國賜主持，出席人員為呂主任秘書木琳、高教司黃司長碧
端、技職司黃司長政傑、中教司張司長玉成、人事處吳處
長三靈、會計處楊會計長德川、總務司劉司長奕權、法規
會施參事惠芬、國立嘉義師範學院黃校長富順、國立嘉義
技術學院胡校長懋麟。

88.03.22

召開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國立
嘉義大學推動計畫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

88.05.13

召開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國立
嘉義大學推動計畫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由教育部楊次長
國賜主持，會中並由國立嘉義技術學院邱教務長義源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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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併計畫書內容。
88.06.14

召開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國立嘉義技術學院整併為國立
嘉義大學推動計畫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

88.06.23

教育部部務會報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整併案。

88.10.23

國立嘉義大學籌備處正式成立，由教育部楊次長國賜兼任
籌備處主任。

89.01.20

教育部核定「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設教育、人文藝
術、管理、農、理工及生命科學等六學院，合計三十七系
所；並聘請楊國賜博士擔任首任校長。

89.02.01

本校正式成立揭牌暨校長佈達典禮。

89.05.24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89.06.09

八十八學年度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各科系畢業典禮於本
校蘭潭校區舉行。

89.06.10

八十八學年度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典禮於本
校民雄校區舉行。

89.06.28

教育部朱振昌、江美珠、曾德錦等三位督學蒞校定期視導。

89.10.17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

89.11.11

本校成立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舉行，各
項慶祝活動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於各校區
舉辦。

89.12.26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農學院畜產學系附設畜產試驗場設置
要點」
、
「理工學院附設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
「理工學
院附設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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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工學院生
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廠設置要點」。

90.01.12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籌設案，
同意「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
「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班」
、
「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應用微生
物學系」
、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
「運輸與物流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招生，以及「生物藥學研究所碩士班」
繼續籌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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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16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校歌並正式啟用。

90.02.09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學年度增設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案，同意「國民教育研究所」
、
「管理研究所」
、
「農學研究
所」
、
「視覺藝術研究所」
、
「林業研究所」等五所碩士在職
專班招生案。

90.03.20

校務會議正式通過本校校訓為「誠樸 力行 創新 服務」。

90.03.29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趙榮耀、呂溪木、黃勤鎮、
尹士豪、李友吉、林鉅鋃、陳進利、黃煌雄、謝慶輝等委
員蒞校巡察。
教育部八十九學年度師資培育機構訪評小組蒞校訪評。

90.04.12

教育部彭火炎、宋新民、吳樁榮等三位督學蒞校定期視導。

90.05.08

校務會議延續會議通過本校「家庭教育中心設置要點」及
「幼兒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90.06.08

八十九學年度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各科系畢業典禮於本
校蘭潭校區舉行。

90.06.09

八十九學年度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典禮於本
校民雄校區舉行。

90.08.01

增設「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
「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班」
、
「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
「應用微生
物學系」
、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
「運輸與物流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以及「國民教育研究」、「管理研究
所」
、
「農學研究所」、「視覺藝術研究所」、「林業研究所」
等五所碩士在職專班。

90.08.09

與日本酪農學園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定書。

90.09.04

頒發本校八十九學年度教學績優獎。得獎教師為教育學院
游淑燕副教授、鄭燕貞講師，人文藝術學院徐志平教授、
劉豐榮教授，管理學院陳麗花講師、凌儀玲助理教授，農
學院許文章講師、陳世宜講師，理工學院姚如芬助理教
授、林嬿雯助理教授，生命科學院郭章信副教授、鄭明發
副教授等十二位教師，均獲「教學肯定獎」。

90.09.20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一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及招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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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水產生物學系碩士班」
、
「畜產學系碩士班」
、
「園藝
學系碩士班」
、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碩士班」
、
「史地學
系碩士班」
、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
「生物藥學研
究所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增
班」
、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二
年制技術系」等系所增設案以及「林業研究所碩士班」更
名為「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碩士班」。
90.10.19

與巴拉圭共和國國立亞松森大學簽署教育合作協定。

90.10.30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中草藥研發中心設置要點」
、
「農學院
農業推廣中心設置要點」
、
「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設置要
點」、「管理學院附設農企業經營管理研究中心設置要
點」
、
「管理學院附設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
「管理
學院附設休閒管理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90.11.10

本校第二週年校慶日。慶祝大會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舉行，
總統陳水扁先生親臨大會致賀詞，隨後並與本校楊校長國
賜、校友會蔡理事長武璋以及 1931 年甲子園棒球場參賽
球員蘇正生學長，共同主持「甲子園棒球紀念碑」揭碑典
禮並植樹紀念。各項校慶慶祝活動自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
三十日於各校區舉辦。

90.11.11

與澳洲新英格蘭大學簽訂教育合作協定。

90.11.27

與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簽署教育合作協定。

90.12.11

與中央研究院簽署科技研發與推廣合作備忘錄。

91.02.25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校長續任評鑑委員會議設置
要點」
。

91.03.11

民雄校區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舉行奠基典禮。為本校整合
成立以來第一樁動工的重大工程。

91.05.08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增設博士班案，同意「管理
研究所博士班」招生案。

91.05.17

本校通過 ISO 9001:2000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為提升本校
行政效率、精進服務品質，跨出重要的一步。

91.06.07

與中央研究院簽訂合作辦法，雙方進行研究、教學合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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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91.06.08

九十學年度畢業典禮（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各科系及農學
院、管理學院、理工學院各研究所）於本校蘭潭校區舉行。

91.06.09

九十學年度畢業典禮（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各系所及教育
澩院、人文藝術學院各研究所）於本校民雄校區舉行。

91.06.10

本校校長續任評鑑委員會議通過楊校長國賜續任本校第
二任校長案，並將本案提本校九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校務會
議報告，經校務會議決議，將本案函報教育部，建議續聘
楊校長國賜為本校第二任校長。

91.06.11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
、
「原住民生
產力中心設置辦法」以及「特殊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91.08.21

頒 授 巴 拉 圭 共 和 國 鞏 薩 雷 斯 總 統 （ Don. Luis A`ngel
Gonza`lez Macchi）名譽博士學位，表彰其對中巴兩國教
育與文化交流發展之卓越貢獻。為本校成立以來第一次頒
授之名譽博士學位。

91.09.11

本校校園 IC 卡正式啟用，為校園 e 化之推動向前邁進一
大步。

91.09.13

頒發本校九十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獲獎教師為教育學院蔡
阿鶴教授、人文藝術學院蕭啟專講師，管理學院李佳珍講
師，農學院林高塚教授，理工學院陳健治教授等五位教
師，均獲「教學肯定獎」。

91.09.24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及招生案，
同意以校內自有員額、經費增設「精緻農業學系」
、
「農業
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
班」
、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
「木
材科學暨工藝學系進修學士班」
、
「木材科學暨工藝學系進
修學士班」
、
「園藝學系進修學士班」
、
「體育學系進修學士
班」
、
「美術學系進修學士班」
、
「食品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
、
「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進修學士班」
、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
「生物
資源學系進修學士班」等系所增設案以及二年制技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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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營學系」
、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園藝系」
、二年
制技術系在職班「林產科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幼兒
教育學系」、四年制在職專班「幼兒教育學系」等五系停
招案。
91.10.29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該辦
法並經教育部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台（九一）師（二）
字第九一一九二五四四號函核定，依據該辦法本校原「教
育學程中心」正式更名為「師資培育中心」。

91.10.30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請增員額、經費系所案，同
意「資訊管理學系」增設案以及以校內自有員額、經費設
立「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91.10.30

與大林慈濟醫院簽訂合作協議書，開啟雙方進行研發合作
事宜之新頁。

91.11.04

蘭潭校區圖書資訊大樓工程舉行奠基典禮。為本校整合成
立以來繼民雄禮堂工程之後，第二樁動工的重大工程。

91.11.10

本校成立三週年校慶日，楊校長國賜以「追求卓越教育
培育一流人才」為題發表感言與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勉。

91.12.10

與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簽訂協議備忘錄，開啟雙方進行
研發交流等合作事宜之扉頁。

92.01.21

教育部人事處朱楠賢處長代表教育部頒發校長聘任聘書
與本校楊國賜校長，聘期自九十二年二月一日至九十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92.02.27

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舉行奠基典禮。為本校整
合成立以來繼民雄禮堂工程及圖書資訊大樓工程之後，第
三樁動工的重大工程。本工程總預算為五億八千六百萬
元，預計於九十四年三月完工啟用。

92.03.04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語言中心設置辦法，該辦法並經教育部
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台高二字第○九二○一一○一六八
號函核定。

92.03.18

與美國奧立岡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定書，正式與該校展開
學術文化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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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3.25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農學院農業生物技術中心設置要
點」
、
「理工學院土木防災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
「理工學院
毒物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
「理工學院自動化研究中心設置
要點」
、
「理工學院數位資訊中心設置要點」。

92.04.11

由本校才學兼備的三十名同學所組成的接待先鋒─「嘉大
禮賓大使」在楊校長國賜的授證下正式成軍。

92.04.23

呂副總統秀蓮蒞校指導，與楊校長國賜共同為本校「中草
藥研發中心」主持揭牌典禮並以「從生命科技談生命價值」
為題發表專題演說。

92.06.24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增設博士班案，同意「農學
研究所博士班」招生案。

92.07.17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委員黃敏惠、郭添
財、錢林慧君以及高教司司長黃宏斌等人蒞校視導，除對
本校各項硬體建設表示支持與肯定外，並對本校園藝團隊
以及中草藥研發團隊之各項研發成果表示讚賞。

92.09.05

頒發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
為：教學特優獎─農學院李明仁教授；教學肯定獎─理工
學院洪燕竹副教授以及人文藝術學院張家瑀助理教授。共
計三位教師獲獎。

92.09.29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及招生案，
同意增設「獸醫學系碩士班」
、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
「農
藝學系進修學士班」
、
「森林學系進修學士班」
、
「獸醫學系
進修學士班」
、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等系
所增設案；「畜產學系」更名為「動物科學系」更名案以
及碩士在職專班「視覺藝術研究所」、二年制技術系在職
班「農藝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森林學系」等三
系所停招案。

92.10.20

與美國奧立岡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定」備忘錄。

92.10.22

第一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成績出爐，各獎項首
獎得主及作品分別為：小說組─王志元，作品名稱「房
間」
；散文組─施淑姿，作品名稱「漂洋渡海」；現代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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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韻如。各組並評審出第二、三名以及佳作各三名，並
於校慶典禮公開頒獎表揚得獎同學。
92.10.27

第一屆「嘉大服務品質獎」得主揭曉，獲獎者分別為：
「深
耕品質獎」─農學院杜柏勳先生；
「創新經營獎」─人文藝
術學院馮文饒助教；
「追求卓越獎」─會計室任淑芬小姐。

92.10.28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
辦法，該辦法並經教育部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台高（二）
字第○九二○一七四七二四號函核定，依據該辦法本校原
「原住民生產力培訓中心」正式更名為「原住民教育及產
業發展中心」
。

92.11.08

本校成立四週年校慶日，楊校長國賜以「飛向未來」為題
發表感言，期許全體教職員工生同仁群策群力，勇於創
新，追求卓越，積極實現本校「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
身國際」之願景。

92.11.20

蘭潭校區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舉行奠基典禮。為本校整
合成立以來繼民雄禮堂工程、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與管
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之後，第四樁動工的重大工程。本工
程總預算為三億五千萬元，預計於九十四年年底完工啟
用。

92.12.26

教育部函復同意本校「教育學院」更名為「師範學院」
。
自九十三年二月一日起「教育學院」正式更名為「師範學
院」。

93.02.01

本校「教育學院」經教育部同意正式更名為「師範學院」。

93.02.05

與英國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簽訂合作

93.03.01

協定，建立雙方夥伴關係。
與 加 拿 大 諾 瓦 史 可 提 亞 農 業 學 院 （ NOVA SCOTIA
AGRICULTURAL COLLEGE）簽訂合作協定，建立雙方
交流機制。

93.03.12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三學年度增設碩士班案，同意本校增
設「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
「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
「應用數學系碩士班」以及「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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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4.27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潛能開發與諮商中
心設置要點」
、
「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設
置要點」
。

93.05.14

監察委員黃煌雄、林秋山蒞校訪查本校推動終身教育及家
庭教育之成效，肯定本校推動之各項終身教育與家庭教育

93.06.01

之努力與成就。
本校整合成立後第一樁動土的重大工程「民雄校區大禮堂

93.06.01

及其周邊建築」─「大學館」及「創意樓」落成啟用。
與德國巴特荷納夫波恩國際應用科技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ad Honnef. Bonn）簽訂教
育合作協定備忘錄，建立雙方夥伴關係。

93.06.05

本校整合成立後首屆畢業典禮於本校蘭潭校區及民雄校
區分別舉行，並於典禮中頒授本校第二個名譽博士學位予
前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表彰其對國家經濟成長與社會繁
榮之卓著貢獻，同時亦感念蕭前院長對本校成立之支持與

93.06.18

協助。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設置辦法」
、
「校園環
境安全管理中心設置辦法」。

93.09.17

頒發本校九十二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
為：教學特優獎─人文藝術學院余玉照教授、教育學院游
淑燕副教授；教學肯定獎─人文藝術學院馬炳旺教授、蔡
忠道副教授，生命科學院吳游源助理教授，管理學院侯嘉
政副教授，理工學院譚言正講師、陳耀輝副教授。共計八
位教師獲獎。

93.10.04

教育部核定本校九十四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及招生案，
同意增設「動物科學系進修學士班」
、
「輔導與諮商學系進
修學士班」
、
「史地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
「教育學系國小教
育組學士班」等系所增設案；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分組為「商業遊憩管理組」以及「鄉村休閒管理組」
；
「輔
導學系」更名為「輔導與諮商學系」
、
「森林學系」更名為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等二學系更名案以及進修學士班
「美術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動物科學系」、「植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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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水產養殖系」
、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生物機電工
程學系」
、
「農業經營學系」
、
「植物保護系」等三系班停招
案。
93.10.13

第二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成績出爐，各獎項首
獎得主及作品分別為：短篇小說組─王昱翔，作品名稱「海
岸」
；散文組─許聿先，作品名稱「肉身旅程」；現代詩組
─張瓊霙，作品名稱「我在你的笛聲中喘息」。各組並評
審出第二、三名以及佳作各三名，並於校慶典禮公開頒獎
表揚得獎同學。

93.10.25

第二屆「嘉大服務品質獎」得主揭曉，獲獎者為：
「團體獎」
─實習就業輔導處。

93.11.06

本校成立五週年校慶典禮，楊校長國賜以「創造嘉義大學
美好的未來」為題發表感言，期許全體師生以「一步一腳
印」的篤實精神，努力完成本校「光耀嘉義、揚名全國、
躋身國際」之願景。

93.12.28

本校跨校區視訊會議系統正式啟用，校務行政 e 化再跨大
步。

94.01.07

楊校長國 賜 參訪 法 國歐 洲 商業 學 院（CERAM Sophia
Antipolis, European School of Business, France ）接受該校
授與榮譽博士學位，並與其簽署姊妹校合約。

94.01.18

本校整合成立後第二樁動土的重大工程—蘭潭校區「圖書
資訊館」以及新建之「應物二館」
、
「應化二館」落成啟用。

94.01.31
94.02.01

本校首任暨第二任校長楊國賜校長屆齡退休。
本校第三任校長李明仁博士就職典禮。

94.02.18

與大陸廈門集美大學簽訂學術交流意願書，建立雙方學術
夥伴關係。

94.03.29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設置
辦法，該辦法並經教育部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台高（二）
字第○九四○○七○四六三號函核定，依據該辦法本校「原
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正式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族教
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校務會議通過本校「人文藝術中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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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4.18

九十三學年度大學校務評鑑，本校首次受評，於四月十
八、十九兩日接受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全校師生總動員，
為爭取最佳評鑑結果全力以赴。

94.04.26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師範學院中小學校長、教師暨文教人員
成長中心設置要點。

94.05.10

與澳洲南十字星大學（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簽訂備
忘錄，建立雙方教育合作夥伴關係。

94.05.31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理工學院光電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94.06.10

九十三學年度畢業典禮分別於本校蘭潭校區及民雄校區
隆重舉行。

94.06.14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生命科學院附設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
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生命科學院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發
中心設置要點，根據該要點本校中草藥研發中心更名為生
命科學院中草藥暨微生物利用研發中心。

94.08.11

與紐西蘭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簽署學術合作備
忘錄，建立雙方學術交流機制。

94.09.16

頒發本校 93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
為：教學特優獎─教育學院周煥臣教授；教學肯定獎─人
文藝術學院王玫珍副教授、陳虹苓副教授、張芳琪助理教
授，農學院羅登源講師，理工學院陳明娟副教授、鄭秋平
助理教授，生命科學院陳瑞祥副教授，管理學院蕭至惠助
理教授等共計 9 位教師獲獎。

94.09.26

「嘉大樂旗隊」正式成軍，首創國內綜合大學成立行進樂
隊之先例。

94.10.03

李校長明仁博士率團赴日本琉球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參
訪。

94.10.04

教育部核定本校 95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及招生案，同
意增設「景觀學系」
、
「數位設計學習與管理學系」
、
「生物
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
「應用經濟學系碩士班」
、
「微生物
與免疫學系碩士班」以及「音樂與表演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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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所增設案；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分組為「一般管理組」
以及「休閒事業管理組」
；
「水產生物學系」更名為「水生
生物科學系」
、
「精緻農業學系」更名為「生物農業科技學
系」
、
「應用微生物學系」更名為「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等
學系更名案以及碩士班「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進修
學士班「農業經營學系」
、
「獸醫學系」
，二年制技術系「農
藝系」
、
「園藝系」
、
「森林系」
、
「生物機電工程系」
、
「土木
與水資源工程系」、「食品系」，二年制技術系在職班「獸
醫系」等系所班停招案。
94.10.19

第三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比賽成績出爐，各獎項首
獎得主及作品分別為：小說組─張瓊霙，作品名稱「父子
關係」；散文組─陳珈吟，作品名稱「凱風」
；現代詩組─
林婉婷，作品名稱「夢中詩、流浪貓、遺失」。各組並評
審出第二、三名以及佳作各三名。

94.10.26

第三屆「嘉大服務品質獎」得主揭曉，獲獎者為：
「團體
獎」─教務處；
「個人獎」─深耕品質獎：吳瑟鏗助教。

94.11.05

本校成立 6 週年校慶典禮，李校長明仁博士以「發揚嘉大
精神全面提升競爭力」為題發表感言，期許全體師生發揮
團隊精神，創新研發、追求卓越，以提升競爭力、邁向國
際化。

94.11.30

澳洲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Paul Taylor 博
士蒞校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

94.12.08

日本佐賀大學（Saga University）副校長古賀和文教授及
國際交流課課長光武勳博士蒞校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

95.01.17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附設臺灣文化研究中心
設置要點。

95.02.21

與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簽約，於蘭潭校區成立多益及托
福紙筆測驗嘉義大學協辦中心。

95.03.03

李校長明仁率領「國立嘉義大學 2006 年音樂訪問團」赴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奧瑞岡大學以及愛達荷大學等三所
姊妹學校進行為期十天的音樂親善交流之旅。
12

95.03.06

本校姊妹校美國奧瑞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 負責
國際學生事務代表 Ms. Cynthia Stenger 及 Ms. Leslie
Opp-Beckman 蒞校訪問並針對交換學生事宜與本校進行
討論。

95.03.08

本校姊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University of Idaho) 負責國
際學生招生代表 Mr. Simba Tirima 蒞校參訪，並針對交換
學生事宜與本校進行討論。

95.03.08

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50023521 號函，原則同意本校「申
請撥用中正大學經管民生校區土地之使用規劃書」，請本
校逕洽嘉義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95.03.14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技術移轉中心設置辦法。

95.03.25

民生校區管理學院新建大樓落成啟用。

95.03.30

澳洲拉特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Dr. Kaori Okano
蒞校訪問討論學術交流事宜。

95.03.31

與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簽訂教育合作協定，建立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之機制。

95.04.11

以 書 信 交 換 方 式 與 美 國 莫 瑞 大 學 （ Murray State
University）簽署學術交流協定書（含附則）
，建立雙方學
術合作與師生交流機制。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師範學院輔導學系潛能開發與諮商中
心」更名為「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
心」。

95.04.21

與國立華南高商、國立民雄農工、宏仁女中、輔仁中學、
協志高中、嘉華中學、嘉義縣立竹崎高中、民雄國中等八
所中等學校締結教育夥伴關係協定，行動落實教育資源共
享理念。

95.05.08

蘭潭校區圖書館自行政大樓搬遷至圖書資訊大樓，正式開
館啟用，以嶄新的面貌，提供師生更多元完善的服務。

95.05.09

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師範學院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要點。

95.05.12

交換學生會議決議薦送本校 3 名學生赴美國姊妹學校奧
瑞岡大學及莫瑞大學研讀一年，落實交換學生(交換生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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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 95 年 9 月入學)學術交流事宜。
95.06.08

李校長明仁率本校學術訪問團與福建農林大學簽訂學術
科技合作交流協議書，建立雙方之學術科技合作交流之機
制；並訪問廈門大學和集美大學建立合作交流管道。

95.06.11

九十四學年度畢業典禮分三場次於本校蘭潭校區、民雄校
區及民生校區隆重舉行。

95.06.29

教育部以台高（一）字第 0950091717 號函核定本校 96 學
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系所班組申請案，同意本校「應
用化學系博士班」及「食品科學系博士班」增設案。

95.07.17

教育部以台高（二）字第 0950101362F 號函核定本校 9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案，本校榮獲專案補
助伍仟捌佰萬元。

95.08.28

依教育部台社（一）字第 0950127114B 號函本校榮獲 95
年度推動終身學習-機關或雇主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優
等獎，並於 95.09.21 於教育部大禮堂接受頒獎。

95.09.15

94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為：教學特
優獎—人文藝術學院何文玲講師；教學肯定獎—人文藝術
學院劉榮義教授，師範學院賴翠媛副教授，農學院張銘煌
副教授、林翰謙副教授，理工學院陳嘉文教授、王智弘助
理教授，生命科學院吳思敬副教授，管理學院吳宗瓊教授
等共計 9 位教師獲獎。

95.10.03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50147577 號函核定本校 96 學年
度「家庭教育研究所」更名為「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
「生物藥學研究所」更名為「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停
招生物事業管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食品科學系二年制
在職專班及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進修學士班；新增國防與
國家安全研究所、生化科技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食品科
學暨生物藥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應用化學系博士班、
食品科學系博士班、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碩專班、輔導與
諮商學系碩專班。

95.10.04

與日本上越教育大學簽署教育研究交流協定暨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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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內容包含兩校相互提供學術資料及文獻、教職員交
流以及學生交換等項目。
95.10.17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學生事務處下設置「僑生
及外籍生輔導組」
，以配合教育部國際化政策，提升對僑
外學生輔導品質。

95.10.17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
辦法」先行試辦一年，原訂之教師評量辦法同時予以廢止。

95.10.18

第四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各獎項首獎得主及作品分別
為：小說組─從缺；散文組─林婉婷，作品名稱「千金」；
現代詩組─周盈秀，作品名稱「我遺失了一首詩」。各組
並評審出第二、三名以及佳作數名。

95.10.20

李校長明仁率領「國立嘉義大學音樂系交響樂團」赴福建
農林大學、武夷學院、廈門大學及集美大學四所學校進行
為期 10 天之音樂親善交流之旅。

95.11.04

本校成立 7 週年校慶典禮，李校長明仁博士以「發揚光輝
歷史開創嘉大新猷」為題發表感言，期許嘉大人團結合
作，努力提昇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的品質，以提昇整體
競爭力，開創嘉大新猷。校慶當日並辦理「嘉農亭」
、
「飲
水思源」完工落成剪綵活動及圖資大樓「蕭萬長院長資料
室」揭牌儀式。

95.11.06

嘉義市政府府授文資字第 0950202474 號函通知，本校經
管之忠孝路宿舍經嘉義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審議委員會第一屆第 2 次定期會會議決議指定為嘉義市
市定古蹟，名稱為「原嘉義農林學校校長官舍」。

95.11.14

9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將「民生校區」更名為「新
民校區」
。

95.11.16

本校昆蟲資源生態館舉行動土奠基典禮。

95.11.27

本校經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民衛字第 0950038710 號通
知評選為進用原住民績優機關，並於 95.12.16 日於陽明山
中山樓接受頒獎。

95.12.02

李校長明仁帶領農生所古森本教授、農藝系張平順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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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系陳美瑩助理教授赴印尼回教大學（Al-Zaytun）
及茂物農業大學（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進行為期
5 天之交流訪問。
95.12.12

95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理工學院附屬能源與
感測器中心設置要點。

95.12.15

李校長明仁經「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第 2 屆第 4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投票選出當選為第 3 屆理事長，並由本校研發
處擔任聯盟秘書處。

95.12.20

與法國南特（Nantes）高等林業學院(Ecole Superieure du
Bois) 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96.01.09

95 學年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農學院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中心設置要點、農產品藥物毒物殘留和污染檢驗中心設置
要點、附設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設置要點、附設動物醫
院設置要點。

96.01.09

95 學年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師範學院教學發展中心於 96
年 2 月 1 日起改隸教務處。

96.01.21

李校長明仁與農生所古森本教授赴越南農林大學（Nong
Lam University）
、師範大學（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Pedagogy）及經濟大學（University of Economics）進行為
期 4 天之交流訪問，並與農林大學及師範大學簽署兩校合
作交流備忘錄。

96.02.07

民雄校區教育館舉行奠基動土典禮。

96.02.26

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60021377 號函函知本校 95 年度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評鑑成績等級
評列為「一等」
。

96.03.05

與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簽署學術交流協定。

96.03.08

與台北教育大學簽訂策略聯盟備忘錄。

96.04.09

姊妹校印尼茂物農業大學 Dr.Ir. Euis Sunarti 於 4 月 9 日至
4 月 12 日蒞校進行學術參訪。

96.04.10

教育部台秘企字第 0960051447B 號函知「第 9 屆教育部
服務品質獎」本校榮獲優等，並於 96.07.25 至教育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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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
96.05.04

舉行壓力管理中心揭牌典禮。

96.05.07

舉行生物科技大樓奠基動土典禮。

96.05.15

舉行綜合教學大樓落成揭牌典禮。

96.06.05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行使李校長續任同
意權案，投票結果獲校務會議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決議向教育部建議續聘。

96.06.09

95 學年度畢業典禮分三場次於蘭潭校區、民雄校區及新
民校區隆重舉行。總務處文書組並配合於蘭潭校區及民雄
校區辦理「國立嘉義大學~蛻變與成長檔案展」
，並於蘭潭
校區舉行開展剪綵。

96.07.16

舉行民雄校區新藝樓奠基動土典禮。

96.08.28

李明仁校長與印尼蘇迪曼大學（Sudirman University）副
校長 Dr. Nurul Anwar 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內容包括交
換教師、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合作參與學術活動等。

96.08.31

教育部台總（四）字第 0960129042 號函知本校榮獲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第五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
並獲教育部補助 100 萬元經費。

96.09.01

李校長明仁與本校同仁赴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北京林業大
學、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南京農業大學進行為期 8 天之
交流訪問，並於 9 月 3 日及 9 月 5 日分別與中國農業大學
及南京農業大學簽署學術科技合作交流協議書及合作意
向書。

96.09.14

頒發本校 95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
為：教學特優獎--生命科學院謝佳雯老師、人文藝術學院
王源東老師；教學肯定獎--人文藝術學院白任遠老師、師
範學院楊惠芳老師、人文藝術學院陳茂仁老師、師範學院
陳明聰老師、生命科學院劉怡文老師、理工學院余昌峰老
師、管理學院徐淑如老師等共計 9 位教師獲獎。

96.10.12

與日本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納谷廣美校長簽署合
作協議書及學生交流計畫備忘錄，建立兩校師生赴日本進
17

行短期進修及共同研究管道。
96.10.15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60157389 號函核定本校 97 學年
度「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及「教育科技研究所」系
所合一更名為「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停招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幼兒教
育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應用經濟學系及管理研究所博士
班休閒事物業管組；新增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電機工程
學系學士班、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班。

96.10.16

96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
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以有效推動本校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及研議重大校務發展事項。

96.10.18

第五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各獎項首獎得主及作品分別
為：小說組─周盈秀，作品名稱「戒」；散文組─吳欣純，
作品名稱「遺失的彩虹」
；新詩組─陳珈吟，作品名稱「火
車窗裡的愛情哲學」
、「日數 1460」
、
「蟑螂心事」
。各組並
評審出第二、三名以及佳作數名。

96.10.23

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ign）以書信簽署方式簽訂合作協議書。

96.11.05

行政院院授財產接字第 0960030412 號函，本校為校地需
要，申請撥用嘉義市下路頭段 617-6 地號等 39 筆國有土
地，合計面積 3.7107 公頃乙案，准予撥用。

96.11.06

96 年服務品質獎經評審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團體獎」
為電子計算機中心；
「深耕品質獎」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
動組侯金日組長、學生輔導中心林姿吟老師及圖書館吳永
勤組員；「創意經營獎」為電算中心資訊網路組蔡佩旻專
案計畫人員；「追求卓越獎」為總務處文書組張雯組長。
得獎團體及個人獲得獎金及獎牌，並於校慶慶祝大會中公
開頒獎表揚。

96.11.10

本校成立 8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舉行。
全校運動會並配合於 11 月 9 日、10 日舉行。校慶當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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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昆蟲生態展」
。
96.11.13

9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產
銷履歷驗證中心設置要點」
、
「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生
物資源學系附設生物多樣性中心設置要點」
、
「國立嘉義大
學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設置要
點」。

96.11.15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嘉地一字第 0960010761 號函，本校下
路頭段 617-6 地號等 39 筆國有土地撥用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完竣；本校整合成立以來，歷經楊國賜校長與李明仁校
長長達 8 年的努力，並透過嘉大校友會蔡武璋、吳慎德、
張燕卿等諸多校友戮力合作，及黃敏惠委員、蔡同榮委
員、國有財產局、嘉義市政府等相關人員的協助下，終於
取回新民校區（原民生校區）下路頭段校地。

96.12.19

與國防大學簽署校際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促進兩校學術
交流及教學研究之合作。

97.01.23

與大葉大學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促進校際合
作，提升雙方學術水準，並就學術合作、教師合聘、研究
發展、圖書與資訊及國際交流等五方面，依互惠原則進行
交流合作。

97.01.28

於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李明仁校長續任暨新任一級
主管佈達典禮，李校長聘書由教育部人事處陳國輝處長致
聘。

97.01.31

舉行「嘉大昆蟲館」落成啟用暨開幕典禮，開啟本校昆蟲
生態資源研究及產學合作新頁。

97.03.20

舉行嘉大植物溫室奠基典禮。

97.05.02

舉行嘉大學人宿舍奠基典禮。

97.05.20

舉行嘉大農學院暨景觀大樓奠基典禮。

97.05.20

與日本長岡技術科學大學簽署交換學生協定，落實雙方學
術合作關係。

97.06.07

96 學年度畢業典禮分三場次於蘭潭校區、民雄校區及新
民校區隆重舉行。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凡妮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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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參加蘭潭校區畢業典禮，為畢業生祝福。
97.07.14

舉行嘉大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大樓奠基典禮。

97.07.20

李校長明仁率團至姐妹校泰國湄州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
參訪，促進雙方學術合作關係。

97.07.28

舉行嘉大生物多樣性教學研究大樓奠基典禮。

97.09.02

榮獲國防部 97 年度「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團體獎。

97.09.09

97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立嘉義大學新進教師導
入要點」、「國立嘉義大學業界師資禮遇辦法」、
「國立嘉義
大學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廢止理工學院「光電研
究中心」。

97.09.11

姊妹校泰國湄洲大學(Maijo University)副校長 Dr. Songvut
Phetpradap 率領學術訪問團至本校進行學術參訪。

97.09.12

頒發本校 96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獎項及獲獎教師分別為：
教學特優獎—農學院張銘煌老師、管理學院蕭至惠老師、
理工學院王皓立老師；教學肯定獎—農學院蘇文清老師及
郭濰如老師、管理學院董和昇老師、理工學院蘇炯武老師、
人文藝術學院張俊賢老師及吳俊雄老師等共計 9 位教師獲
獎。

97.09.26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70187952A 號函核定本校 98 學
年度生物農業科技學系與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系所合一為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日間學制分
設「土木工程組與水利工程組」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在
98 學年度起改隸「管理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商業
遊憩管理組與鄉村管理組更名為「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觀
光休閒產業管理組與觀光遊憩資源管理組」
；林產科學系更
名為「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教育部於 97 年 10 月
21 日台高（一）字第 0970209421 號函同意核備）
；停招農
藝學系進修學士班、微生物與免疫學系碩士班；新增企業

97.09.29
97.10.10

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
舉行嘉大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奠基典禮。
蕭副總統、夫人及吳豐山監察委員等人，偕同 50 餘位諸羅
會鄉親至蘭潭校區圖資大樓「蕭萬長院長資料室」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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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仁校長陪同、接待。
97.10.17

97 年服務品質獎評審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團體獎」為
軍訓室；
「深耕品質獎」為教務處黃組員連貺先生、圖書館
專案工作人員陳昭君小姐及家教所專案工作人員楊雅琪小
姐；「創意經營獎」為學務處張瑞發組長；「追求卓越獎」

97.10.22

為人事室鍾家政組長。
李明仁校長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康默斯分校(TAMU-C)簽
訂學術合作協定，雙方締結姐妹校，推動兩校間平等互惠
的學術及文化交流。

97.10.25

校友捐贈「永懷師恩紀念石碑」揭碑典禮，紀念嘉農時期
日籍老師松崎呈次對學校的優越貢獻及感念師恩。

97.10.25
97.10.27

頒贈本校校友會榮譽理事長蔡武璋名譽農學博士。
李明仁校長與泰國坤敬大學(Khon Kaen University )校長
Dr. Sumon Sakolchai 共同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雙方締結
姐妹校，增進彼此交流合作。

97.11.11

9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機構典藏
系統作業要點」
、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志工服務作業辦
法」；廢止理工學院「毒物研究中心」。

97.11.21

舉行民雄校區新藝樓落成揭牌典禮。

97.11.28

推動員工帶薪學習，連續 3 年榮獲教育部「機關或雇主推
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獎勵競賽」優等獎。

97.12.01

與西班牙韋爾瓦大學（University of Huelva）簽訂學術合
作備忘錄，推動兩校平等互惠學術及文化交流。

97.12.02

財團法人嘉義市嘉大仁愛教育事務基金會解散並將依法
清算賸餘財產新台幣 441 萬 979 元，以指定用途方式捐贈

97.12.03

本校校務基金。
頒贈巴拉圭亞松森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Asuncion)
鞏薩雷斯校長（Ing.Pedro Gerardo Gonzales）教育學名譽
博士，表彰他長期致力於台、巴兩國學術文化交流之貢獻。

97.12.03

本校辦理「97 年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
，教育部
鄭瑞城部長蒞校。

97.12.06

印尼國際志工服務團榮獲青輔會「2008 年 GYSD 績優團
隊獎競賽」國際志工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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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16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廢止師範學院「科學教育
中心」
、
「幼兒教育中心」
、
「中小學校長、教師暨文教人員
成長中心」。

97.12.26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措施表現優異，榮
獲教育部頒獎。

97.12.26

校友王怡欽董事長捐贈新台幣 2 百萬元做為作育英才及
校務發展之用，該項捐款創歷年校務基金捐款單筆最高金
額，特於 97 年 12 月 26 日下午舉辦捐贈儀式。

98.01.13

9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公費生缺額遞補要點」
、
「國立嘉義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
費補助實施要點」、「國立嘉義大學數位教學助理實施要
點」、「國立嘉義大學基礎學科學力競賽辦法」；廢止「國
立嘉義大學英文能力優異學生獎勵金要點」
。

98.02.10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推動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預

98.02.11

防工作計畫」。
舉行蘭潭校區生物農業科技二館落成揭牌典禮。

98.02.12
98.02.15

於新民校區舉行「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奠基典禮。
舉行民雄校區教育館落成揭牌典禮。

98.03.19
98.03.25

舉行蘭潭校區學生活動廣場啟用典禮。
本校與嘉義地區嘉義高中、嘉義女中、東石高中、輔仁中
學、嘉華高中、協志高中、宏仁女中、竹崎高中、新港藝
術高中、嘉義高工、嘉義高商、華南商職、民雄農工、民

98.03.26

雄國中等 14 所學校締結教育夥伴關係協定。
李明仁校長與大陸廣州華南農業大學陳曉陽校長簽署學術
合作備忘錄，雙方承諾推動互惠互補之學術科技合作計
畫，安排教師及研究人員進行學術參訪或研討、交換師生

98.04.14

短期研習等，使兩岸教育合作再進一程。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仁愛救助金實施要點」。

98.04.14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社口
實驗林場場地借用管理要點」。

98.04.14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鼓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
測驗獎勵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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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5.01

本校推動環保校園、生態園區，重視校區綠美化，力行節
能減碳，成效卓著，日前從 36 所大專校院中脫穎而出，獲
選為教育部首屆（98 年）綠色大學示範學校之一。

98.05.05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進修推廣部優秀畢業學生選
拔辦法」。

98.05.12

本校姐妹校泰國坤敬大學農學院學術訪問團蒞校參訪，並
與本校農學院簽署交換學生協議。

98.05.19
98.05.26

成立校級「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
。
學生代表以行動表達對校方實現綠色大學理念的認同，發
表聲明支持，並遞交本校教職員工生連署之塔樂禮宣言予
李校長，共同為推動永續生態校園，力行保護地球永續盡

98.06.07

應盡之社會責任。
97 學年度畢業典禮分三場次於本校蘭潭校區、民雄校區及

98.06.16

新民校區隆重舉行。
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

98.06.16

究人員實施要點」。
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

98.06.17

李明仁校長榮獲美國愛達荷大學傑出校友金銀獎（The

98.06.29

University of Idaho Alumni Silver and Gold Award）之殊榮。
召開校務諮詢委員會議，針對如何落實「以研究支持教學
之教學型大學」之校務發展定位，邀請大師級學者，以他
們豐富的學養及閱歷提出多項建言，供本校作為發展特

色，提高競爭力的參考。
98.07.01~07.03 本校協助承辦 98 學年度大學指定考試科目雲林考區
98.08.10

試務。
本校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雙方締結姐妹校，增進彼此交

98.08.11

流合作。
本校與新疆農業大學，雙方締結姐妹校，增進彼此交流合

98.08.18

作。
教育部網頁公告本校通過 98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98.08.18

審查，榮獲 6,900 萬元經費補助。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研究生獎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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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實施要點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修正、本校
外國學生獎學金發放要點修正、本校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
修正、本校校友證申請作業要點修正、本校職員甄審委員
會設置要點修正、本校提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辦法修正、
訂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升師資生英語能力補助要點、本
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訂定本校教育實
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本校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更名為
「測驗評量與調查中心」之設置要點修正、廢止本校教職
員工體育績優獎勵作業要點，共計 12 件。
98.09.0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車輛管理辦法
修正、本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第 5
點修正、本校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修正、
訂定本校受災學生救助金發放標準（適用莫拉克風災）、
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訂定本校大陸地區外賓來校
參訪接待要點、本校進修學士班招生辦法第 6、7 及 16 條
修正、訂定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共計 8 件。

98.09.18

頒發本校 97 學年度教學績優獎。獲得教學特優獎者為人文
藝術學院音樂系劉榮義老師；教學肯定獎得主為生命科學
院吳思敬老師、人文藝術學院李明仁老師、理工學院陳清
玉老師及吳忠武老師、管理學院黃傳欽老師、師範學院許
家驊老師等等共計 7 位教師獲獎。

98.09.18

頒獎表揚本校 97 學年度優良導師共 6 位。獲績優獎者：生
命科學院陳桐榮老師、師範學院陳麗圓老師、農學院宋洪
丁老師；獲肯定獎者：人文藝術學院張芳琪老師、管理學

98.09.24

院葉進儀老師、理工學院邱活泉老師。
教育部 98 年 9 月 24 日台高（一）字第 0980163582A 號函
核定本校 99 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與「管理研究所」整
併為「企業管理學系」；
「體育學系」與「體育與健康休閒
研究所」整併為「體育學系」；
「音樂學系」與「音樂與表
演藝術研究所」整併為「音樂學系」；
「教育學系」與「國
民教育研究所」整併為「教育學系」；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
究所」與「輔導與諮商學系」整併為「輔導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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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觀光休閒產業管理組」、「觀光遊憩資源管理組」分組
整併；
「美術學系」與「視覺藝術研究所」整併更名為「視
覺藝術學系」；「科學教育研究所」與「數學教育研究所」
整併更名為「數理教育研究所」
；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
與「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整併更名為「行銷與運籌研
究所」；「應用物理學系」與「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整
併更名為「電子物理學系」；「微生物與免疫學系」與「生
物醫藥科學研究所」整併更名為「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系」；「農藝學系」與「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整併為
「農藝學系」
；原「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更名為「公共
政策研究所」
。
進修學士班部分：新增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及資訊工
程學系進修學士班；進修學士班停招之學系包括：美術學
系、輔導與諮商學系、生物資源學系；森林暨自然資源學
系進修學士班復招。學位學程招生部分新增管理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及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教育部以 98 年 5 月
20 日台高（一）字第 0980087440A 號函同意農學研究所博
98.10.20

士班更名為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
修正、本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修正、本校名
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本校
教師聘約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5 條「本校各學院系所學

98.11.03

位學程設置表」修正、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本校推出生命科學院香水香精香料研發團隊的新研發產品
--嘉大再加 1 號「芙蓉古龍水」(NCYU No. 1+ Cologne,
Life)，並與巨派長春生技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計畫。

98.11.05

本校蘭潭校區植物園舉行「嘉大植物園落成揭牌典禮」。

98.11.05

為慶祝 98 年度校慶暨嘉農創校 90 週年系列活動，特別舉

98.11.07

辦「2009 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
校慶典禮頒發 98 年服務品質獎，
「團體獎」為電算中心；
「個
人獎深耕品質獎」為圖書館張君夷小姐、
「追求卓越獎」為
人事室徐妙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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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1.07

舉辦校友羅清元捐贈本校甲子園紀念球盃揭球典禮。

98.11.10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書卷獎實施要
點第 2 點修正、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
正、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管考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本校研
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
助實施要點修正、訂定本校師生及民眾意見處理原則、訂
定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成績考核委員會設置辦法、
本校職場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與申訴處理要點修正、本校
臨床教學實施辦法修正、本校農學院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

98.11.11

學系附設木材利用工廠設置要點修正，共計 10 件。
本校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劉玉雯教授領導的「綠混凝土
與結構」研究室勇奪 2009 全國創意混凝土競賽大專組金
獎。

98.12.01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7 條及
第 36 條修正。

98.12.11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於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嘉義
2009 公眾外交—從台灣看世界，從世界看台灣」研習營活
動，邀請媒體創意大師王偉忠與外交部楊進添部長進行心
靈對話。

98.12.13

99.01.12

本校印尼國際志工團參加行政院青輔會『98 年區域和平志
工績優團隊競賽活動』
，在「國際志工類」獎項中脫穎而出
榮獲全國第一名。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學生急難救助
金實施要點修正、本校清寒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本
校學生仁愛救助金實施要點修正、本校場地設備租借管理
要點修正、本校招待所管理要點修正、本校單身宿舍管理
費、水電費收費標準修正、本校公務車輛派車收費標準修
正、本校財物管理要點修正、本校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修
正、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
港澳)地區案件處理要點」第三點修正、本校碩士在職專班
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修正、本校職員遴用及陞遷甄審
要點及本校職員陞遷序列表修正、本校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
師及職員選拔要點第三點修正、本校電腦與網路使用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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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要點修正、訂定本校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
工與材料試驗場收繳款處理要點、本校理工學院水工與材
料試驗場建教合作計畫酬勞支給要點修正、本校人體試驗
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
本校研究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本校外國研究生獎
學金發放要點第六點修正、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
勞動契約書部分內容修正、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
正、本校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修正、本校傑出研究
教師獎勵辦法修正、本校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辦法修正、訂定本校執行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辦理學
科知識診斷測驗編製費支給要點、本校語言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廢止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管理要點，共計 28 件。
99.01.21

本校與興華高中，雙方締結夥伴關係，落實建立高中職畢
業生升學及回流教育體系之終身學習政策，以達成共同的
教育理想與目標。

99.02.09

98 學年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自我評鑑實施要點、廢止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計
畫補助辦法、國立嘉義大學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修
正，共計 3 件。

99.02.22

辦理教與學研討會並頒發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績優
教師獎狀，本校計有 120 門課程的教學評量，共有 4 位教
師 5 門課程在教學評量成績中獲得滿分（5 分）
，分別是電
機工程學系陳中政教授學士班的「電子電路學實驗(II)」及
「電路學(II)」兩門課程、應用經濟學系潘治民教授碩班的
「產業組織」
、園藝學系沈榮壽副教授碩專班的「高等作物
組織培養」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蔡東霖助理教授進學班

99.03.05
-03.11

的「防洪工程概論」
。
蘭潭國樂社榮獲 98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南區決賽大專團
體 B 組絲竹室內樂合奏及國樂合奏優等；管樂社榮獲大專
團體 B 組管樂室內男隊優等；民雄潄音國樂社榮獲大專團
體 B 組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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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08

本校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雙方簽署續訂策略聯盟備忘錄。

99.03.09

由本校姐妹校大陸福建農林大學鄭金貴校長所帶領的福建
農林大學、福建農科院、福建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及福建省
淡水水產研究所等單位 19 位學者專家所組成的福建省文
教考察團蒞校參訪。

99.03.10

本校與泰國植物園協會，雙方簽署學術合作交流協定。

99.03.12

本校姐妹校「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副校長
Dr.Chumnian Yosraj 等一行 3 人至本校進行為期二天之學
術參訪，並與本校園藝技藝中心簽署備忘錄。

99.03.16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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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3 件。

99.03.17

農學院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舉行開幕啟用典禮。

99.03.30

農學院景觀大樓暨裝修工程驗收。

99.04.02

生物多樣性教學研究大樓暨裝修工程驗收。

99.03.25

生科院健康館（原生物科技大樓）暨裝修工程驗收。

99.03.28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本校課業輔導社榮獲「服
務性類組」特優獎、八色鳥活動隊榮獲「體育、康樂性類
組」優等獎。

99.04.13

98 學年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倫理守
則、國立嘉義大學公務行動電話使用與繳費管理要點修
正、國立嘉義大學招待所管理要點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接
受捐贈致謝辦法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
正、廢止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藥物毒物殘留和污染檢驗中
心，共計 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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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22

本校榮獲教育部 98 年政府服務品質獎優等， 4 月 22 日下
午在中正紀念堂由教育部吳清基部長頒獎，李明仁校長出
席領獎，並針對 98 年度推動提升服務品質績效簡報，分享
創新經驗。

99.05.07

非洲布吉納法索總理府官員皮耶安培加先生（Mr. Pierre
Ambega）及大使館合作組資深專員伊斯朵波格馬先生（Mr.
Isidore Bougouma）至本校蘭潭校區參訪，希冀本校能就畜
牧及農產品加工技術及人才培育等資源，提供該國外交援
助。

99.05.11

98 學年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
則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禮賓大使設置要點第 7 點修正、訂
定國立嘉義大學進階英文溝通訓練網路課程實施要點，共
計 3 件。

99.05.12

蘭潭校區舉辦「勇往職前，夢想起飛」校園徵才職涯博覽
會，會場共有近 60 家廠商提供 1000 餘個職缺，除現場安
排一對一的履歷自傳健診、職涯諮詢服務和線上心理測驗
服務解釋外，各學院、系所及研究中心也在同時舉辦「教
學及研發成果展」，提供各類進修資訊與諮詢服務。

99.05.17

本校「香水香精香料研發團隊」分別以本土生物資材研發
「嘉大 1 號 NCYU No. 1 野薑花夢幻香水」及「嘉大再加 1
號 NCYU No. 1+芙蓉香水」
，並以「利用本土生物資材調製
高級夢幻香水之研發」為題，榮獲第七屆國家新創獎，5
月 17 日於台北接受頒獎。

99.05.26

本校姐妹校大陸南京農業大學鄭小波校長蒞臨本校蘭潭校
區參訪，並進行學術交流。

99.06.02

本校與大陸華東師範大學簽訂學術科技合作交流協議書，
推動互助互惠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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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6.05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分 3 場次於本校蘭潭校區、民雄校區及
新民校區隆重舉行。蕭副總統特別蒞臨蘭潭校區為即將步
出校園的畢業生們祝福，勉勵他們畢業後在職場上要終身
學習，持續追求專業和知識，充實才能。

99.06.07

本校姐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University of Idaho)農業暨
生命科學院學術訪問團蒞臨本校進行為期一週學術訪問。

99.06.09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訂定本校校教育目標及
核心能力。

99.06.1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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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點修正、國立嘉義大學
教師倫理守則修正、創新育成中心與技術移轉中心整併為
「產學營運中心」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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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2 件。

99.06.15

98 學年度全校優良導師績優獎：師範學院張淑媚老師、農
學院蘇文清老師、理工學院彭振昌老師。肯定獎：管理學
院蔡進發老師、生命科學院鄭秋玲老師、人文藝術學院阮
忠仁老師。

99.06.20

本校農學院與大陸「泉州市農業科學研究所」簽署學術科
技合作交流協議書。

99.06.25

學生宿舍熱水系統及宿舍區照明系統改善驗收。

99.07.07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林翰謙主任及園藝學系徐善德主任
率領本校農學院師生訪問團參訪本校姐妹校大陸南京農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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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99.07.09

本校 2010 華語服務泰國團出發至泰國 Sarasas Ektva Bilingual
School，從 7 月 9 日至 7 月 24 日展開為期 16 天之服務。

99.07.11

李明仁 校長 與 蒙古 國 立農 業大 學 簽署 學 術合 作 備忘 錄
（MOU）。

99.07.12

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夏滄琪老師率領本校師生訪問團
參訪本校姐妹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99.07.14

99 年越南少數民族農業技術服務團於 7 月 14 日起至 7 月
23 日止至越南中南部林同省及北部河西省地區從事為期
10 天之服務。

99.07.15

本校吳芝儀主任於 7 月 15 至 24 日率領本校師生訪問團前
往大陸東北師範大學參與「第四屆海峽兩岸高校學生暑期
文化交流活動」。

99.07.16

嘉大印尼國際志工團啟程出發前往印尼西爪哇巴隆鄉努魯
亞伊曼習經院，展開 7 月 16 至 27 日為期 12 天的志工服務，
傳授農業與多樣化技能。

99.07.20

98 學年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書卷獎實施
要點第 2 點及第 4 點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就業輔導工
作作業要點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膳食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 3 條修正、國立
嘉義勞動契約書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昇
師資生英語能力補助要點第 3 點及第 4 點修正、國立嘉義
大學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第 4
點修正、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
心設置要點、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國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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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學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廢止案，共計
12 件。
99.07.21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新建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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