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整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瑞穗廳
主席：楊校長國賜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八十七人，實到人數七十七人，請假一人，公差一人，
如出席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一、首先感謝全體同仁之努力，讓嘉義大學逐漸走出去，並得到社會各界
的肯定。這份肯定給予本校很大的鼓舞，但個人覺得仍有進步與成長
的空間。針對本校未來進步及成長的空間及競爭力上，個人提出二點
意見，供各位代表參考：
1.提升學生競爭力並給予學生合理的要求－根據近日報紙報導，一項
調查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現今大學畢業生有七成四認為應加強
專業知識及語文能力，避免畢業即失業之情形，並認為加強專業知
識及語文能力是提升競爭力最重要的部分；七成三的台灣大學生對
個人競爭力沒有信心，這項調查顥示許多有學生信心不夠。而這些
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學生中，高達五成的人認為主要的原因歸咎於
個人的競爭力不足，這也表示各大學未做好對學生課業的要求及提
升學生專業能力。因此，請各系所務必定位清楚，確定各系所學生
在畢業時應具備何種能力，並在課業上給予合理的要求，提升畢業
生之競爭力。
2.做整合領域的研究－應整合各個不同領域，集中各項資源，全心投
入，發展出具獨創性的研究。本校資源很多，若能予以整合，本著
資源共享的觀念，共同努力，就會有突破性的成果。
為了嘉義大學未來的發展，全體同仁應朝更前瞻、更進步的方向努力，
對於不同的意見，大家應透過理性好好溝通，為了這個團隊整體的上
升，共同來奉獻。
二、請各院系要求班導師於 11 月 7 日(星期四)前，利用導師時間，發動學生
對各自清潔區域進行大掃除，維護校園整潔，並應更落實學生服務教
育，加強學生生活教育訓練，使生活學習空間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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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單位舉辦各項研討會或演講，應將成果或紀錄整理保留，彙印成冊，
做好知識管理工作，並將資料提供學生閱讀，開闊學生知識領域。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洽悉。

參、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書面報告部分：請參閱會議書面資料。
二、口頭補充報告部分：
◎教務處
一、本校選課分為預選暨加退選兩階段。學生預選課程後，應在開學時即
前往上課。然學生若於加退選期間才加選該課程，為尊重學生修課權
益，請授課老師勿以第一次未上課為由而要求其退選。若授課教師有
特殊考量，應於系所彙送課程資料時，事先提出說明，以利學生選課
時有所依循，並養成學生預選課程後審慎負責的態度。
二、為使學生在預選課程時，對該課程教學內容及評量方式有所了解，請
各系所在彙送下學期課程資料時，同時將各科之課程大綱上網，俾便
學生查詢。
三、本校大學部排課原則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之第一節至第八節（必要時勉
予排至第九節）
。為考量學生修課權益及交通安全，不鼓勵安排至夜間
上課，且上課地點應以系所所在之校區為主。若有特殊需求，應專案
簽准後（相關老師、主管及學生簽名）
，由系所自行調整安排及負責學
生上、下課安全。
四、各系所開設選修科目請依照教務會議決議辦理。
◎ 學生事務處
11 月 9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於蘭潭校區瑞穗館舉行校慶慶祝大會，請相關
人員於八時四十五分就位完畢；11 月 10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實習運
動會於民雄校區開幕，下午四時三十分閉幕式；11 月 11 日(星期一)補假一天。
◎ 總務處
一、總務處本年編列有水電費四千萬元，今年一月至十月本校水電費已高
達四千二百萬元，請各單位加強節約用水、用電。
二、本校校園 IC 卡發卡率目前已達 86％，技工工友差勤系統及林森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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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禁系統均已開始使用。
三、民雄校區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今年進度可達 90％，已達行政院及教育
部所要求之進度。圖書資訊大樓因水保計畫關係，預計最高可達 52％，
無法達到行政院的要求。管院大樓原預計十月底發包，因嘉義市政府
對發照有意見，目前正溝通中。綜合教學大樓目前已選出建築師，若
一切順利，預計可於明年四月底發包。
四、活動中心擴建工程，除書籍外，其餘餐飲及便利超商預計可於 11 月 4
日起陸續啟用。
◎ 秘書室
一、本校一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計有「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以及「圖
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等二項，截至九月底止，二項工程實際進度均
較預定進度落後。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預定進度為 65.46%，但因先前
試樁結果不佳以及八、九月份陰雨不定等因素，實際進度為 37.49%，
進度落後 27.97%，目前正全力趕工中；圖書資訊大樓預定進度為
20.12%，因申請水土保持計畫與建築執照進度延後及土建工程決標價
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無法支付預付款等因素，進度落後 27.97%，將
儘速展開趕工計畫。以上兩項工程六、七、八、九月份實際執行情形
詳如附件（附件一，頁 1-8）。
二、11 月 9 日校慶當天中午於蘭潭校區嘉禾館舉行校友及退休教職員工餐
敘活動。
三、第十一期校訊及第五期校友通訊將於今年校慶出刊。
四、為建構更新本校網頁，本室前於本（91）年 9 月 23 日發通知予各單位，
請各單位於 10 月 25 日前將製作完成之英文網頁網址傳送本室，俾便
於建構本校英文網頁，惟截至今（29）日為止，行政單位僅有總務處
總務處
及秘書室完成，學術單位計有應化系
應化系、
林產系、
林業所、
家教所、
及秘書室
應化系
、林產系
、林業所
、家教所
、應
微系、
農藝系、
運輸與物流工程所、
農營系、
應經系、
附小、
微系
、農藝系
、運輸與物流工程所
、農營系
、應經系
、附小
、以及教
育學程中心等單位傳送資料至本室，敬請尚未完成之單位儘速完成。
育學程中心
（可至本校網頁參考總務處
總務處、
應化系、
林產系、
林業所、
物流所等已
總務處
、應化系
、林產系
、林業所
、物流所
於中文網頁上放置英文版之單位）
五、各單位工作成果報告，秘書室將另行通知各單位填寫，並建立機制，
未來每學期彙整一次，提供各位代表參考，並加強單位業務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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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一、圖書館書籍、期刊、資料庫招標工作，最近陸續進行中，感謝會計室、
總務處之協助。
二、圖書館校外志工招募工作已完成，共計招募 50 人，職前訓練講習會已
結束，將於十一、十二月訓練完成後，投入圖書館服務之行列。
◎ 實習就業輔導處
一、就業輔導組(91)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18 日完成師資生參加教師甄試調
查，今(91)年取得教師證書者 656 人，其中公費生 172 人，自費生 484
人。自費生中考取正式教師者 260 人，占 54%；考取代理教師者
119
54%
人，占 25%
5%；其他(包括進修、服役、未錄取、不詳)105 人，占 23%。
已將相關資料轉知學生及教師，希望能提高學生之讀書風氣，以提高
競爭力。
二、9 月 25 日(三)舉辦農學院、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管理學院各系召
開「實習就業輔導會議」，主要決議有二：(1)鑑於一個月的假期校外
實習，廠場感到困擾，意願低，本校教授無法督導，各系情況不一，
學生安全與生活費問題等；未來大學部學生是否辦理校外實習，由各
系決定，技專體系則仍照既有規定辦理。如果需要行文，請洽就業輔
導組辦理。(2)校外參觀實習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請總務處車輛能
儘量配合教師帶領學生校外參觀，以提升教師帶領學生赴校外參觀之
意願。建請總務處訂定油料費等各項費用支付標準。
三、實輔處已購置 82 至 90 年度國家考試試題光碟共九片，存放於就業輔
導組，歡迎全校師生借用。
◎ 研究發展處
一、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修正案業於行政會議通過，請各位老師上網參閱。
二、研究成果獎勵及出席國際會議獎勵辦法修訂案預定提十一月份行政會
議審議。
三、研發處目前正蒐集國內各大學辦理「國際大學師生交換辦法」相關資
料，與會代表若有高見，請提供研發處做為訂定辦法之參考。
四、本校中文簡介、折疊式中英文簡介預定校慶前出刊。
五、第十屆亞太酪農學術研討會定於 11 月 7 日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與
會代表有日本、韓國等本校姊妹校及國內屏東科技大學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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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部「輔導新設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補助款五千五百萬元，已分
配至相關單位，請各相關單位積極執行，並於 12 月 10 日前執行完成。
七、本校自我評鑑計畫已如期完成，並將相關資料報部。
◎ 人事室
一、本校九十學年度退休（離職）人員合計三十六人，其中教師二十四人，
職員七人，教官五人。新進職員六人。
二、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新進教師（含教官）合計三十九人，其中教授一人，
副教授七人，助理教授二十六人，講師一人，教官四人。
三、本校九十學年度教師升等通過人數為：教授二人，副教授三人，助理
教授一人；升等報部審查人數九人，通過六人，通過率為百分之六十
六點六。
四、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申請升等人數為：教授三人，副教授五人，助理教
授一人，合計九人，均已報部審查；另有教師四人辦理申訴中。
五、本校最近四年教師送審升等通過比率尚未達授權自審教師資格標準，
教育部答覆本案暫緩。本校近年著作送審通過比率稍降低，教師初審
作業程序請各單位建立機制，加強辦理教師資格送審工作。
六、本校八十九學年度共有四十個系所，九十學年度有四十八個系所、九
十一學年度有五十六個系所，而二校合併前只有二十五個系所，系所
成長率高。
七、本校九十一年度編制有八百四十八人，現有員額為七百零二人，總缺
額為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教師缺額一百一十一人、職員二十六人、駐
警一人、技工工友八人。教師缺額雖有一百一十一人，惟兼任教師及
兼任行政主管減授鐘點均需含在教師缺額中，且自九十三學年度起教
師均不得再有超支鐘點，員額亦會增加，未來本校至少有七個研究所
及幾個博士班要陸續成立，在增加員額困難的情形下，大概均會以總
量管制來申請增設系所，需控留部分員額給新增系所使用。
◎會計室
一、本校九十二年度預算編列有二十三億三千七百四十二萬餘元，比二校
合併前成長百分之七十七，主要是校長積極爭取經費及本校幾項重大
工程之預算。事實上本校下年度預算經常門編列有十五億元左右、資
本門八億元左右，下年度經常門經費較本年度尚少二千多萬元，主要
增加的部分是在重大建設部分，希望大家仍應愛惜使用。
二、本（九十一）會計年度即將於 12 月 31 日結束，行政院主計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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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計處、審計部等單位多次以公文、通報、電話方式要求各機關學
校之決算務必如期完成，為順利辦理年度決算業務，擬請各單位配合
辦理下列事項：
１本（九十一）年度發生之財務購置及修繕案件、出差旅費及用人相關
費用，均須於當年度完成報銷（即發票、收據日期為十二月份以前），
各單位之請購案件如限於經費或其他因素無法於本年度完成請購，請
俟下（九十二）年度經費有著落時再行請購（不得以 91 年 12 月份以
前之發票、收據於九十二年度辦理報銷）
２授權額度（十萬元）以下之財物購置及修繕案件，請於 12 月 10 日前
完成請購及報銷程序。
３授權額度（十萬元）以上之財物購置及修繕案件，請於 12 月 10 日前
完成請購程序，12 月 20 日前完成報銷程序。
４各單位人員之出差、加班、值勤、休假補助、工讀金、助理薪資等用
人相關費用，12 月 10 日以前發生者，報銷期限如第二、三點之規定
（須上網登錄），12 月 10 日至 31 日發生者，請於事實完成後三日內
辦理報銷程序，並於憑證上填註「計畫編號」即可，無須上網登錄。
附註：九十一年一至十二月份發生之出差旅費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下（九
十二）年度辦理報銷。
５為配合請購期限之限制，網路登錄作業之會計系統將於 12 月 10 日起
關閉。
６各項委辦計畫，如因合約期限或其他特殊因素，以致上述請購、報銷
期限有執行上之困難時，請與本室聯繫，予以另案處理。
７已先行借支之各種「預借款項」案件，請於 12 月 20 日完成核銷，俾
便辦理轉帳程序。
８上述請購、報銷期限之限制，係指本室收件之日期，各單位應自行推
估作業流程之日期，並隨時追蹤案件之流向，逾期請購、報銷之案件，
本室不再受理，敬請配合辦理。
◎ 教育學院
一、本學院 10 月 25 日、26 日（星期五、六）於民雄校區舉辦九十一學年
度教育學術論文發表會，分成五場次，計有六十七篇文章於會場發表，
另安排十八篇文章壁報發表，10 月 26 日邀請教育部黃部長榮村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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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教育部施政構想、教育之規劃與革新作專題演講，本次研討會預
計有國立師範院校及設有教育學程之專家學者、學生及研究生約四百
人參與。
二、體育系為配合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校慶活動，定於 11 月 2、3 日（星期
六、日）兩天，辦理「2002 年適應體育發展與教學策略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中除邀請日本知名學者作專題演講外，脊髓損傷者 twin
basketball 規則及方法實際演練介紹、國內殘障團體活動成果及資料
展示等。本次研討會內容有適應體育教學方法、適應體育教學策略與
應用、適應體育活動與復健、失能者之動作學習與發展、修正式遊戲
與身體活動、融合式體育教學研究與應用、有關適應體育相關專題研
究等，屆時歡迎各位先進能蒞臨指教，共襄盛舉。
三、教育學院正辦理本校教師評鑑工作，初步規劃工作已完成，請各學院
儘快派代表參與，協助本項工作進行。
◎ 人文藝術學院
本學院「創意開發學術研討會」在歷經一年的籌辦過程後，於 10 月 19 日
在非常有創意的揭幕式中展開，分兩場次，與會人士共計約 350 人，盛況
空前，反映熱烈。全部論文及相關資料合輯成一冊達 335 頁之論文集。
◎ 農學院
今年校慶 11 月 8-10 日於農學院園藝技藝中心舉辦產學合作成果展，內容包括：
蝴蝶蘭健康種苗生產科技、南科植物種原蒐集及育種、蘭花花藝及裝飾展、蘭花
栽培及催花技術展，展出時間為每天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
蒞臨指導。
◎ 理工學院
一、理工學院將於 10 月 30 日上午十一時與大林慈濟醫院簽約，相關資料
見附件二，第 9-10 頁。
二、由於本學院明年即將成立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及應用化學所，可以
增加研究能量及培養足夠之研究人力。目前加拿大 Mc Gill University
已與本院建立教育及研究合作關係，明年兩所招生後立即派教授來校
進行研究交流及開授課程(附件三，頁 11-12 )，另外台灣積體電路公
司將與本院簽訂教育合作計畫，由該公司派遣十餘位工程師至本院開
設半導體教育訓練課程來培育人才，作為未來南科新廠需求人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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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機電系將於 11 月 4 日至 7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行「農業與生物生產
系統機電整合國際學術會議」
，目前已知有二十幾國約計五、六十位國
際專家與會，約估有二百篇論文發表，敬請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九十一至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聘任案，提請
同意。
說明：
一、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管理委員會
設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
為無給職任期兩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二、案經各學院推薦教育學院周煥臣教授、農學院王怡仁教授、管理學
院董維助理教授、人文藝術學院張峻嘉副教授、理工學院李茂田教
授、生命科學院林清龍教授等六人為教師代表，併同校長參酌往
例，按職務指派余副校長玉照、李副校長明仁、吳學務長煥烘、周
總務長天令、林處長高塚、施主任耀昇、郭主秘金美、蔡主任正文
等八人，共遴選十四名委員（校長為召集人）(附件四，頁 13 )。，
提請本會同意。
決議： 照案通過。
※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請改選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以利業務運作。
說明：
一、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如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由
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之成員重疊。
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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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項改選，依往例考量代表性，由各學院教師代表各推選一人，教
官代表、職員及助教代表、技工工友代表、學生代表等推選一人，
共計七人。
三、有關教師委員部分，已事先請各學院各推選出一名，計有劉景平教
授、李富言教授、劉豐榮教授、侯嘉政副教授、邱一盛教授、周微
茂教授等六人當選。
四、至於另一名委員，由教官代表、職員及助教代表、技工工友代表、
學生代表等共推選一人，因事涉多個單位，爰於本會議中推選。
決議：當場投開票結果，職員代表李彰生專門委員與學生代表王予仕同學
得票數同為三票最高，經當場抽籤，由學生代表應用經濟系二年級
王予仕同學當選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
共發出選票十三張，各代表得票如下：
李彰生專門委員 三票

王予仕同學 三票

鍾明宏組長 二票

王健聖同學

二票

蔡秀純秘書 一票

李桂萍組長 一票

周銘懷組長

一票

※提案三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請遴選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教師委員
七名（男教師三名、女教師四名）。
說明：
一、依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規定：本校特設性騷擾
性騷擾
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處理校園性騷擾及性侵犯事件，該委員會隸
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
屬於校務會議，置常務委員十五人，-----教師委員由校務會議遴選
教師委員由校務會議遴選
-----，委員任期一年。---二、本校九十學年度教師委員為：李富言教授、馬炳旺教授、廖永靜副
教授、何素華教授、蕭文鳳教授、郭金美副教授及黃翠瑛副教授等
七名。
決議：
一、全體與會代表鼓掌通過，請九十學年度教師委員繼續連任九十一學
年度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委員。
二、本校九十一學年度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教師委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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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言教授、馬炳旺教授、廖永靜副教授、何素華教授
蕭文鳳教授、郭金美副教授、黃翠瑛副教授。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附件五，
頁 14)，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台（九０）訓（二）字第九０一七九四八九號函擬訂。
二、依據本校實際情形擬訂「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
法」，於 91 年 10 月 14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依教育部函示(附件六，頁 15)，本辦法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教
育部核定。
決議：修正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十條「督導及保管」修正為「督導或保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學生服務教育實施辦法修訂案，增修訂服務教育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
說明：
一、 本修訂案經 10 月 14 日學生事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會審議。
二、 修訂重點如下：
1.增加大二以上學生可選修服務教育之規定。
2.強化資源回收暨垃圾分類工作。
3.律訂大二以上學生選修服務教育課程之相關規範，以為大三以上
學生服務社區弱勢團體及擔任校內外志工基礎。
4.調整服務教育人力規劃運用，避免形成人力資源之浪費。
修訂條文對照表：
辦 法

原

條

文

修 訂 條 文

實施辦法 第三條 實施要領：
第三條 實施要領：
第三條
一、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
一、實施對象：
一年級學生必須參加服
（一）大學部一年級學生
務教育。
必須參加服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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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範圍：服務教育責
任區以各系館教學及實
習區之環境整理維護為
主，校內各公共區域為
輔，工作範圍及內容由
服務教育組協調總務處
暨各院系共同規劃。
三、實施方式：服務教育課
程為必修零學分，每週
二小時，由服務教育組
協調教務處課務組排入
課表管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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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二）二年級以上學生依
興趣選項選修由通
識中心所開服務教
育相關課程。
二、實施範圍：
（一）大一：服務教育責
任區以各學院系館
教學、實習區之室
內、外環境整理維
護及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為主，校內各
公共區域為輔，工
作範圍及內容由服
務教育組協調總務
處暨各院系共同規
劃。
（二）大二以上：於大一
修畢服務教育工作
並於二年級時選修
通識中心所開之服
務教育相關課程及
格後，三年級以上
時方可申請服務教
育護照，有關服務
護照之申請、實施
範圍、實施方式及
認證之規定等均於
服務護照實施要點
中另訂之。
三、實施方式：
（一）服務教育課程為
必修零學分，每週
二小時，由服務教
育組協調教務處
課務組排入課表
管制實施。
（二）各院系大一各班
學生依學號區分
單號、雙號二大組
單號負責系館、教
學區之清潔維
護，雙號負責公共
區域、實習區之清

潔維護暨垃圾分
類資源回收工
作，一學期各組輪
換一次，相關辦法
由各院系訂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特殊管制申請
特殊管制申請增設博士班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
特殊管制申請
決議由食品科學系、農學研究所等二個系所向教育部提出博士班之申
請，提請追認。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1 年 8 月 22 日台（九一）高（一）字第九一一二九七
五一號函辦理。
二、依據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由食品科學
系、農學研究所等二個系所向教育部提出博士班之申請。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理工學院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列入九十二學年總量管制申請案，
提請追認。
說明：
一、理工學院應用物理系所提申請增設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因外審
成績優異(附件七，頁 16-17 )，根據本校九十學年度第四次校務發
展委員會決議以九十三學年度特殊管制申請，並送經九十學年度第
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於 91 年 8 月 28 日來文告知已
停止辦理九十三學年度提供員額之特殊管制申請。而其他有提供員
額之計畫，如矽島計畫等必須用已成立之研究所為單位才可以申請
專案補助之員額與資源。由於該所符合國家重點特色需求，應儘速
成立，希望以總量管制方式補送申請，經應用物理系洽高教司，高
教司願意於 9 月 7 日前配合補送作業。由於時間緊迫，應用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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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月 3 日簽請校長核示後(附件八，頁 18 )，教務處將該案補送
至教育部，提請校務會議追認。
二、依據本校 91 年 6 月 27 日九十學年度第四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
如下：
九十三學年度特殊管制案：
1.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2.人文藝術學院英語研究所碩士班
3.農學院農學研究所博士班
4.理工學院光電暨固態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5.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博士班、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九十二學年度總量管制案
1.農學院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精緻農業學系由二技調整
2.理工學院應化系碩士班
3.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4.進修推廣部計有：
(1) 增設碩士在職專班：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管理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調整。
(2) 增設進修學士學位班：
體育學系、美術學系、外國語言學系、食品科學系、土木與水
資源學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應用經濟學系、生物事業管理
學系、園藝學系、木材科學暨工藝學系
(3) 停止招生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二年制、四年制在職進修專班、園藝學系、林產
科學系二年制技術在職班
依九十二學年本校總量管制之額度(最多 650 名)內斟酌調整。
三、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針對說明二校務發展委員
會所提本校申請九十三學年度特殊管制及九十二學年度總量管制案
之決議為：照案通過。惟請進修部確認增設進修學士學位班各系是
否完成相關程序，並依九十二學年本校總量管制之額度(最多 650 名)
內斟酌調整。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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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
：修訂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條、第
五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附件九，頁 19-23）
，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台（九一）人（二）字第九一一
○四六五二號書函（附件十，頁 24-26）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前開函示：
（一）第二條與第五條之「校長或校長代理人」，修正為「校長或
代理校長」。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經教育部書函說明二之（二），指本校
校長遴選辦法中之「行政人員代表」包括編制內軍護人員、
助教等人員，與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之「行政人員代
表」不合，建議另列一類；惟經衡酌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人
數分配比例，擬將「軍護人員及助教」併入各所屬學院，為
各系、所「院務會議代表」之選舉人，於校長遴選辦法中則
不另作規定。
（三）第四條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喪失委員資格，加入「經校
長遴選委員會決議後」之程序。
（四）第五條第一項「其職掌如下」，修正為「其任務如下」。
（五）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惟遴選委員不得參與連署」之「惟」
字修正為「但」。
決議：
：修訂案照案通過。
※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十一，頁 27 ）
，
請審議。
說明：依據九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本校語言中心提升
為校級單位，並決議請人文藝術學院語言中心先擬定設置辦法，再
依程序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保留。請人文藝術學院依本校「附屬單位(含中心) 設置辦法」之
規定規劃完成，修正設置要點條文，提相關會議討論後再送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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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育學程中心
案由：「本校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第一次修訂內容草案(附件十二，頁
28)，請審議。
說明：
一、 修訂內容對照表如附件(附件十三，頁 29 )。
二、本修訂內容係經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決議
辦理，其中第三條「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並設置專任教師十人」
此十人係依據會議決議：請中心參考各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專任師資
情形，再決定專任教師人數，提校務會議審議。
三、檢附國內各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師資人數一覽表（附件十四，頁 30）。
四、本校目前每年有小學學程 10 班（修業 3 年計，共 30 班）
，小學學程
至少須修 40 學分（教學實習 1 學分 2 小時）
，共 42 小時。42 小時×
30 班＝1260 小時，1260 小時÷6（分六學期修課）＝210 小時，210
小時÷10 小時（助理教授）＝21 人。
本學期所開課程共 140 小時(二個年級)，140 小時÷10 小時（助
理教授）＝14 人。
五、擬請比照一個系之教師員額編制，准予設置專任教師十人，不足之
處，再請本校其他相關系所教師支援。
決議：修正通過。置專任教師部分暫予保留，未來視教學需要，再酌予增加。
1.「教育學程中心」名稱修訂為「師資培育中心」。
2.本辦法名稱修訂為「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3.第一條「教育學程中心」修訂為「師資培育中心」。
4.第三條「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並設置專任教師十人」修訂為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並得置專任教師若干人」。
5.組織規程各條文與本修正案相關之文字，請人事室配合修正。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七至第九條、第十二至第十三條、第十六至第
十七條、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條、第二十六至二十七條、第四十條及
新增第三十一條之一案，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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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91）年 3 月 26 日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
議決議辦理。
二、本修正案業提本（91）年 10 月 16 日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表(附件十五，
頁 31-38)。
決議：修正通過。組織規程其餘條文與第七條修正相關之條文文字請人事室
配合修正。
；第九
1.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課外活動」修正為「課外活動指導」
款「實習就業輔導室：設校友服務、地方教育輔導與實習及就業
輔導三組」修正為「實習就業輔導處：設實習、地方教育輔導、
就業輔導三組」；第十款「秘書室：設議事、綜合業務及公共關
係三組」修正為「秘書室：設議事、綜合業務及公共關係、校友
服務四組」。
2. 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實習就業輔導室主任』名稱修正案，請人
事室請示教育部、銓敘部後與實輔處丁處長協調修正之，其餘相
關條文請人事室配合修正。
3. 學生代表建議第七條第一款增列林森校區教務、第二款增列林森
校區學務組部分緩議，俟未來管理學院遷至民生校區後再議。請
教務處、學務處考慮調整適當人員派至林森校區，加強林森校區
教務、學務方面之服務。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英語文能力實施辦法草案」（附件十六，頁 39 ），提
請審議。
說明：草案經 91 年 10 月 1 日教務會議修正後提校務會審議。
決議：同意備查。辦法第十條修正為「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
※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修訂本校推廣教育經費編列及處理要點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1 年 8 月 6 日台（九一）高（四）字第九一一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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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號書函暨 91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本校進修推廣業務暨經費編列
協調會決議辦理。
二、本要點報部後教育部以前函覆略以「大學辦理推廣教育，以有賸餘
為原則，案內要點第三點有關結案餘款，可由主辦單位就餘款之百
分之八十提出再應用計畫乙節，建請修正為餘款悉數納入校務基金
統籌運用，俾充裕校務基金。請依前項說明修正後再行報部。」暨
校長於本學年第一次行政會議，指示余副校長召集前項會議一併檢
討本校推廣教育之開辦及經費使用，提高納入校務基金之比例，以
充實校務基金，爰依該決議內容修訂相關條文，詳見修訂條文對照
表（附件十七，頁 40-42）。
決議：照案通過後報部核定，並試辦一年後再檢討。

伍、臨時動議
※ 提案一
提案人：學生代表邱建源同學
案由：建議學校儘快擬訂與大陸學校交流相關辦法，增進本校學生與大陸
各校學生之交流。
決議：大陸學歷認證目前還未開放，與大陸學校文教交流活動則必需本校
與大陸學校簽有合作協定始能進行，學分認定部分，請研發處研究
辦理。

陸、散會
下午六時二十分

保存年限：永久
編 號：014-3-0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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