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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9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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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李明仁校長                              記錄：滕中瑋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二位副校長，各位主管，大家午安，謝謝撥冗參加本學年度第 2

次的行政會議，有幾件事向各位報告。 

一、請大家協助校園安全工作，特別是交通安全以及各項行政程序

SOP 的作業規範，很多事情都是由於一時的疏忽所致，所以分層

負責非常重要。 

二、教育部來函表示，有關採購及驗收方面一定要遵守規定，不可由

請購的人驗收，也不可由承辦單位驗收，更不可請工讀生、研究

生驗收，務必遵照規定辦理。 

三、國科會來函針對查帳結果表示意見，其中有部分要追回及陳述理

由的，都已請相關系所提出說明，請各位主管協助宣導物品採購

須合法、合理。 

四、請加強內控機制，新民校區游泳池即將完工，請劉副校長在 1個

月內召集小組提出委外經營方案，以節省人事成本。 

五、預算執行率仍偏低，教卓計畫、委辦計畫、系所經費的執行及總

務處負責的補強工程都須加速執行，另民雄校區初教館工程的延

宕，請吳院長代為向師範學院師生致歉。 

再次感謝各位主管對學校的努力付出。  

    

貳貳貳貳、、、、宣讀宣讀宣讀宣讀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叁叁叁叁、、、、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肆肆肆肆、、、、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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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校級教育目標、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請各院協助宣

導周知。（請參閱附件第 1頁至第 2頁） 

說明： 

一、為使本校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更能層次分明、各核心能力

之間更具邏輯性，並使核心能力與課程內容建立聯結關係，以

利本校校務評鑑自評報告書之撰寫，經 100 年 8月 3日由劉副

校長豐榮召集小組研擬後，再經 100 年 8月 9日行政會議修正

通過（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二、為增進全體同仁對校級教育目標、基本素養、核心能力內涵與

概念充分的認知與了解，將運用會議、書面通知、海報、刊物

及網頁公告周知，並請各院系協助宣導。 

決定：洽悉，請各院系協助宣導。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大綱上傳率情形，提請  報告。

（請參閱附件第 3頁至第 4頁） 

說明： 

  一、至 100 年 8月 31 日為止，各系所教學大綱上傳率約為 82%。                    

  二、近日已多次將未上傳之課程清單、教師名單通知各系，請各系

所於開學前儘速上傳所有教學大綱，以達 100%上傳率之目標。 

決定：洽悉，請尚未上傳教學大綱的老師儘速上傳。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 100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部新生各學系報到率，提請  報告。（請

參閱附件第 5頁） 

說明： 

  一、本校 100 學年度大學部核定招生人數 1901 人（不含外加名額），  

     至 8 月底完成報到人數為 1827 人，整體報到率為 96.11%。 

  二、各系及學院報到率，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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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廢止本校碩、博士班招生辦法，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

6頁至第 14 頁） 

說明：本校新訂「辦理招生作業規範」業經教育部 100 年 6 月 23 日

台高（一）字第 1000104503 號核備在案，原本校「碩、博士

班招生辦法」之規範內容已併入新法規中，為避免法規適用混

淆，爰予廢止。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 100 年 8月份水費、電費及電話費使用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0 年 8 月自來水費帳單統計表（計量時間 6 月至 16 日

至 7月 14 日） 

項目 本月 去年同期 增減 年度累計 去年同期 增減 

金額(元) 643,091 944,698 -301,607 6,974,721 7,609,799  

度數 40,457 57,411  425,349 462,483  

       備註：99 年 6月之前新民學生宿舍尚未設水表，故前 5期水

費統計含新民學生宿舍用水。 

        二、本校 100 年 8 月電費帳單統計表(計費區間 6 月 29 日至 7 月

27 日) 

項目 本月 去年同期 增減 年度累計 去年同期 增減 

金額

(元) 
6,584,959 7,102,511 -517,552 45,653,231 45,804,762 -151,531 

度數 2,079,417 2,224,775 -145,358 15,246,869 15,386,756 -139,887 

       備註：電費統計不含學生宿舍及嘉師二村之單房間職務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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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 100 年 7月電話費帳單統計表(計費區間 6月 1日至 6月

30 日) 

 

項目 本月 去年同期 增減 年度累計 去年同期 增減 

金額(元) 395,862 413,905 -18,043 2,420,941 2,666,695  

       備註：1.電話費統計不含計畫經費負擔或個人自付。 

           2.100 年 1 月起，因中華電信將電話月租費改於次月

收取，故與去年比較，累計繳費額度減少一個月之

月租費金額(本校電話月租費每月約為新台幣

177,436 元)。 

決定：洽悉。 

 

※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請參閱

附件第 15 頁至第 16 頁） 

說明: 

  一、本校 100 年度執行工程預算逾 1000 萬元之重要工程

計 6 案(詳如附表)。各項工程執行屬驗收完成者 2案（農

學院太陽光電、進德樓整修）、施工中 3 案(理工教學大樓、

新民游泳池、耐震補強)、規劃設計中 1 案(台灣魚類保育研

究中心)。 

  二、另大學館研討室整修工程經費約 365 萬元，於 8 月 17

日由設計單位與使用單位現地會勘討論，刻正由建築

師設計中，預定 9 月上旬前完成初步設計。 

決定：洽悉，請依既定進度確實執行，並請總務處同仁全力

協助辦理。 

 

※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 100 年 8月份帳單(7 月份用電)用電量，提請  報告。（請

參閱附件第 17 頁）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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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100年8月份帳單(7月份用電)用電量為221萬0960度(電

費 703萬 0596元)，99年同期用電量為240萬 0460度(電費 768

萬 0313 元)。100 年 7 月用電較 99 年同期用電度數減少 18 萬

9500 度(-7.89%)，電費減少 64 萬 9717 元(-8.46%)。 

  二、各校區用電增減情形：蘭潭校區用電減少 23 萬 5380 度

(-12.56%)；民雄校區用電減少 2140 度(-0.81%)；林森校區減

少 1 萬 7300 度(-20.72%)；新民校區增加 6 萬 5320 度

(+27.93%)。 

三、各校區重要用電增減說明如下： 

    （一）蘭潭校區：減少獸醫系(99 年 10 月)用電；增加森林多樣

性館(99 年 9 月)用電；增加園藝技藝中心太陽光電(100

年 1月)、宿舍改設熱泵供應熱水(99 年 6月)、二舍汰換

T5 燈具(99 年 7月)。 

    （二）林森校區：增加應數系(99 年 7月)、減少青雲齋住宿(99

年 7月)。 

    （三）新民校區：增加獸醫系及動物疾病診斷中心用電（99 年

12 月）。 

  四、各校區及各電表區用電統計如附件。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100年度大學校務評鑑辦理進度及實地訪評乙案，提請  報

告。 

說明： 

一、本校業於8月31日完成提交自我評鑑報告書、附錄資料及校務

評鑑基本資料。另100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之晤談名單，已

依評鑑中心所規定，完成提供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代表名

單，並臚列相關特殊條件於備註欄。 

二、本校為100年度下半年度受評學校，校務評鑑實地訪評時程為

12月26及27日，並分別蘭潭校區（2天）、民雄與新民校區（1

天）由訪評委員分組進行實地訪評。本處近日將規劃實地訪評

籌備及分工事宜，召開籌備小組會議，亦請各單位屆時協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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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及配合。 

三、請各評鑑項目負責單位依自評報告書定稿版之內容，於9月份

進行佐證資料增補及修正作業。 

四、請各單位於辦理學生或教師集會時，協助宣導校務發展及學生

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等相關評鑑資訊，俾利實地訪評晤談作

業。 

決定：洽悉，請各單位協助支援及配合辦理。 

校長指示：相關籌備作業要加緊完成，例如：各系友會的成立，就業

輔導、校外實習、業界實習的加強等，對本校的評鑑有加

分的效果。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乙案，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18

頁至第19頁） 

說明： 

一、本處業於 100 年 4 月 11 日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至本校各學院、系所

及通識教育中心，並公布於研發處網頁，請各教學單位啟動各

項籌備作業。 

二、本校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受評年度為 102 年上半年度，依規定各

系所需於 10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2 月 28 日進行系所自我

評鑑，有關本校第二週期系所評鑑時程表請參閱附件，請各系

所依規定時程進行自評作業。 

決定：洽悉，請各系所依規定時程進行自評作業。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教育部於 100 年 9月 7、8、9日派員到校訪查完畢，提請  報

告。 

說明： 

一、教育部派員到校訪查預算執行情形及接受部補助或委辦之經費

運用情形，並至相關單位進行實地查核，感謝各單位配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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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資料之提供查核並派員適時補充說明。 

二、有關查核結果將俟教育部來文通知後再另案報告。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 100 年度資本門截至 100 年 8 月 31 日止經費執行情形，

提請  報告。 

說明：本校 100 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A 版 100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2 億 4,119 萬 8,916 元，截至 100

年 08 月 31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億 3,485 萬 6,916 元，實際

執行數 9,531 萬 2,974 元，預算執行率 70.68﹪，全年度預算

達成率 39.52%。其中營建工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32.99%，教

學設備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49.27%。 

二、B版 100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2,169 萬 2,000 元，截至 100 年 08

月 31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269 萬 6,000 元，實際執行數

3,875 萬 8,245 元，預算執行率 305.28﹪，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178.68%。 

三、合計截至 100 年 08 月 31 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 90.86﹪(已達

教育部規定 90%)，全年度達成率全年度達成率全年度達成率全年度達成率 51.0051.0051.0051.00%%%%(未達教育部規定 8

月份 70%)。 

決定：洽悉，請各相關單位加速執行。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農委會訂於本年 9月 20 日到校查核 100 年度科技計畫財務收

支情形，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 20 至第 23 頁） 

說明： 

一、依農委會 100 年 8月 16 日農糧企字第 1001046162 號函(如附

件)，將於 9月 20 日派員到校查核 100 年度科技計畫財務收支

情形。 

二、本校被抽查之計畫計 10 件，本室備妥相關憑證備查並已通知

各計畫主持人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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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查核重點如下： 

(一)是否按計畫說明書核定本之內容執行及執行情形。 

(二)計畫執行困難及落後原因。 

(三)計畫執行有關設備採購情形。 

(四)計畫執行是否涉及違約情事。 

(五)計畫經費支用情形。 

(六)前期計畫成果有無妥善管理。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會計室 

案由：100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截至 100 年 9月 2日止

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本案教育部核定補助 3,000 萬元，第 3期款項 900 萬元已撥帳，

核定補助金額全數撥付完畢，截至 9 月 2 日中午止本案執行數

1,862 萬 4,652 元，執行率 62.08％。學校配合款 879 萬 3,890

元，執行數 313 萬 4,803 元，執行率 35.65％，各項明細資料

如下表所列： 

 
補助款補助款補助款補助款            

計畫    

代碼 

 核定數 實支數  執行比例 

經常門 資本門 總金額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A 主軸 3,344,740 990,000 4,334,740 2,008,154 895,100 2,903,254 60.04% 90.41% 66.98% 

B 主軸 3,472,459 680,000 4,152,459 1,990,457 678,343 2,668,800 57.32% 99.76% 64.27% 

C 主軸 3,968,665 7,080,000 11,048,665 2,362,911 5,007,257 7,370,168 59.54% 70.72% 66.71% 

D 主軸 2,891,905 250,000 3,141,905 1,302,962 248,650 1,551,612 45.06% 99.46% 49.38% 

總管考 7,322,231 0 7,322,231 4,130,818 0 4,130,818 56.41% 0.00% 56.41% 

總計 21,000,000 9,000,000 30,000,000 11,795,302 6,829,350 18,624,652 56.17% 75.88% 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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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款配合款配合款配合款            

計畫    

代碼 

 核定數  實支數 執行比例 

經常門 資本門 總金額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A 主軸 195,420 0 195,420 39,154 0 39,154 20.04% 0.00% 20.04% 

B 主軸 263,169 1,640,000 1,903,169 24,664 1,135,000 1,159,664 9.37% 69.21% 60.93% 

C 主軸 3,763,792 846,822 4,610,614 493,226 528,316 1,021,542 13.10% 62.39% 22.16% 

D 主軸 949,112 587,563 1,536,675 83,179 581,000 664,179 8.76% 98.88% 43.22% 

總管考 388,012 160,000 548,012 100,500 149,764 250,264 25.90% 93.60% 45.67% 

總計 5,559,505 3,234,385 8,793,890 740,723 2,394,080 3,134,803 13.32% 74.02% 35.65% 

決定：洽悉，請各相關單位加速執行，提高執行率。 

 

※報告事項十四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修正本校「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

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一案，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 24

頁至第 31 頁）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年 8月 31 日台人（二）字第 1000153069 號函

轉內政部 100 年 8月 23 日內授移字第 1000928891 號函辦理。 

二、旨揭申請表於背面注意事項增註小叮嚀四：如係第 1 次赴陸，

建議赴陸前先行參加「赴陸相關規範與程序」相關研習課程，

或至「e等公務園」網站（http://elearning.hrd.gov.tw/）

閱讀「公務員，赴陸知多少？」線上課程。 

三、另內政部「直轄市長、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

職）、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亦修

正增註小叮嚀「四」，初次赴陸前請先行了解相關赴陸規範，

併此敘明。 

四、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及相關表件各 1份（如附件），請  卓參。 

決定：洽悉，請依規定辦理。 

 

※報告事項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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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 100 年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專案評鑑及 100 學年性別平等教

育推動事項，提請  報告。（請參閱附件第 32 頁至第 36 頁） 

說明： 

  一、本校 100 年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專案評鑑自我實地訪視業於 6月

24 日辦理完竣，感謝各相關單位協助。正式自評報告書業依

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規定於 8月 31 日前寄送該會。 

  二、100 年校務評鑑性別平等教育專案評鑑本校排定日期為 100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時至 5時 30 分(行程及相關注意

事項如附件)，訪視項目有師生晤談一項，秘書室業通知各相

關單位協助提供符合晤談規定之教職員工生訪談名單，請各相

關單位協助於期限內提供名單。 

  三、為落實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提供師生一個無性別歧視

之友善校園，營造多元校園文化，請各單位依提送性平會之

100 學年度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確實執行各項工作，

並請各分組(一)課程教材與教學組(組長丁教務長)；(二) 校

園環境安全組(組長侯總務長)；(三) 宣導與防治組(組長林學

務長)；(四) 性別事件處理工作組(組長水生系吳淑美老師)

督導各組工作計畫辦理情形，由不同面向共同推動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工作，建構友善多元之校園。 

  四、新學期開始，請各系所協助加強於集會場合或導師時間宣導性

別平等教育，建立學生正確之性別平等意識及對性別事件之敏

感度，並於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能及時尋求學校或校外

資源協助，維護學生人身安全。 

決定：洽悉，請性平會各分組共同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建構

友善多元之校園，並協助加強宣導學生性別平等教育。 

 

※臨時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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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系所惠予協助辦理。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於 100 年 8 月 1 日以臺高通字第 1000129572 號函

通知修正 100 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 

二、本校「弱勢生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計畫」經 98 年 6月 30 日本校

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在

案。原明訂領取弱勢學生助學金學生皆需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2020202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並由各各各各

系所安排工作內容系所安排工作內容系所安排工作內容系所安排工作內容等，因 100 學年度教育部統一規範學生服務

時數上限，明訂學生領取弱勢金的後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合理

原則：服務學習時數各校得於不影響學生課業學習原則下，自

行規劃，並以每週 3 小時或每學期 50 小時為上限。另訂定彈

性制宜原則:各校得針對應屆畢業學生、研究生、僅於夜間或

假日上課、臨時休退學，或因故無法完成服務學習學生擬定替

代方案。 

三、本次修訂主要係為修正本校學生生活服務學習時數的規範:考

量學期開始第 1週、期中考週、期末考週學生無法進行生活服

務學習，其餘 15 週每週服務 2 小時，1 學期合計可訂定服務

30 小時，故將弱勢學生每人生活服務時數由原弱勢學生每人生活服務時數由原弱勢學生每人生活服務時數由原弱勢學生每人生活服務時數由原 20202020 小時調為小時調為小時調為小時調為 3030303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四、另依教育部彈性制宜原則，訂定本校應屆畢業生應屆畢業生應屆畢業生應屆畢業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僅僅僅僅

於夜間或假於夜間或假於夜間或假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日上課日上課日上課、、、、臨時休退學臨時休退學臨時休退學臨時休退學，，，，或因故無法完成義務生活服或因故無法完成義務生活服或因故無法完成義務生活服或因故無法完成義務生活服

務務務務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生的替代方案學生的替代方案學生的替代方案學生的替代方案如下:    參加系所院校級於校內舉辦之參加系所院校級於校內舉辦之參加系所院校級於校內舉辦之參加系所院校級於校內舉辦之

講座或服務性社團校內公益活動講座或服務性社團校內公益活動講座或服務性社團校內公益活動講座或服務性社團校內公益活動擔任志工擔任志工擔任志工擔任志工得扣抵部得扣抵部得扣抵部得扣抵部分分分分服務時服務時服務時服務時

數數數數((((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不超過 15151515 小時為原則小時為原則小時為原則小時為原則))))。。。。若有特殊困難學生若有特殊困難學生若有特殊困難學生若有特殊困難學生，，，，得由系所認得由系所認得由系所認得由系所認

定增加扣抵時數定增加扣抵時數定增加扣抵時數定增加扣抵時數。。。。    

五、檢附修正後本校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計畫（請參閱附件

第 123 頁），本修正案業已於 100 年 9月 9日陳校長核定在案。

請各系所惠予協助配合辦理。 

決定：洽悉，請各系所積極協助配合辦理。 

 
※ 臨時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100 年度校慶典禮籌辦概況，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第 1次校慶典禮籌備會議已於 9月 8日下午 2時召開，已

確定於 11 月 5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假蘭潭校區瑞穗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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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典禮，其校慶典禮程序、籌備成員執掌表及工作流程管制

表等已完備。 

二、會議決議訂定本年度校慶活動主題為「精彩百年、魅力校園」。 

三、預定於 9 月 20 日（星期二）召開第 2 次籌備會協調各單位籌

辦進度。 

決定：洽悉。另校慶活動主題更正為「精彩百年、活活活活力校園」。 

    

伍伍伍伍、、、、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學士班招生辦法廢止案，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37 

頁至第 45 頁） 

說明：本校新訂「辦理招生作業規範」業經教育部 100 年 6 月 23 日

台高（一）字第 1000104503 號核備在案，原本校「學士班招

生辦法」之規範內容已併入新法規中，為避免法規適用混淆，

故提請廢止。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提請  審議。

（請參閱附件第 46 頁至第 50 頁） 

說明： 

  一、本次修正主要係為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修正本要點續

案申請（即第 2次以後提出申請）助學金案件的審查程序；另

修正申請期限、提高續案申請者學業及操行成績限制、繳交附

件等。 

  二、本修正案業於 100 年 9月 2日簽核在案，檢附「國立嘉義大學

清寒學生扶助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前要點（如

附件），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規定第 2 點申請條件：「凡本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大學部

及進修學士班學生，家庭發生下列情況，致經濟陷入絕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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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繼續就學者。（一）父母雙亡家無恆產。（二）父母一方亡故，

且另方重病或殘障無工作能力。（三）遭逢巨大災變、家破人

亡等重大事故。本扶助金不受理享有公費待遇之學生申請，另

大一新生第一學期或第一次申請者不做成績限制，續案申請

者，其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達 70 分以上始得申請。」，

修正為：「凡本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學

生，家庭發生下列情況，致經濟陷入困困困困境，無力繼續就學者。

合於下列合於下列合於下列合於下列三三三三款之款之款之款之一一一一者者者者：：：：（一）父母雙亡家無恆產。（二）父母一

方亡故，且另方重病或殘障無工作能力。（三）遭逢巨大災變、

家破人亡等重大事故。本扶助金不受理享有公費待遇之學生申

請，另大一新生第一學期或第一次申請者不做成績限制，續案

申請者，其前一學期學業學業學業學業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60606060 分分分分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及操行成績操行成績操行成績操行成績 70707070 分分分分以上

始得申請。」。 

二、修正規定第 4點：「繳交附件：（一）申請書（二）前一年度全

家人國稅局所得清單及財產清單（三）一年內全戶戶籍謄本、

重病或殘障無工作能力證明、除戶謄本（四）其他（如前一學

期成績單、巨大災變證明、最近半年內清寒證明等）」，修正為：

「繳交下列下列下列下列附件：（（（（一一一一））））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二二二二））））戶籍謄本戶籍謄本戶籍謄本戶籍謄本、、、、前一學期成前一學期成前一學期成前一學期成

績單績單績單績單、、、、巨大災變證明巨大災變證明巨大災變證明巨大災變證明及及及及最近半年內清寒證明等最近半年內清寒證明等最近半年內清寒證明等最近半年內清寒證明等。。。。」。」。」。」。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提請   審議。

（請參閱附件第 51 頁至第 60 頁） 

說明： 

  一、為因應教育部 100 年 8 月 1 日臺高通字第 1000129572 號函通

知修正 100 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配合修訂本要

點以符教育部規定。 

  二、本次修正主要係將助學計畫中「生活學習獎助金」修正為「生

活助學金」，「免費住宿」修正為「住宿優惠」；並加入限中華

民國國籍學生方得申請，及修改申請期限等。 

  三、本修正案已於 100 年 8 月 31 日簽核在案，檢附「國立嘉義大

學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前要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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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修正要點第 3 點：「助學金補助對象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就

讀本校具有學籍（不含空中大學、研究所在職專班）」，修正為：

「助學金補助對象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就讀本校具有學籍

（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    

二、修正要點第 7點：「申請助學金之學生應於每年 10 月 20 日前，

上網登錄並填具申請書，檢附戶籍謄本及成績單及成績單及成績單及成績單向本校學務處

或進修推廣部申請家庭所得查核。」，修正為：「申請助學金之

學生應於每年 10 月 20 日前，上網登錄並填具申請書，檢附戶檢附戶檢附戶檢附戶

籍謄本籍謄本籍謄本籍謄本向本校學務處或進修推廣部申請家庭所得查核。」。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工讀實施要點」，提請   審議。 

（請參閱附件第 61 頁至第 71 頁） 

 

說明： 

一、為提升本校工讀生工作效益，擬修正原要點中部分申請資格及

考評方式。 

二、本修正案已於 100 年 9月 2日簽核在案，檢附「國立嘉義大學

學生工讀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要點（如附件），

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典藏文物外借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審

議。（請參閱附件第 72 頁至第 80 頁） 

說明： 

一、為妥善保管與加強本校各單位典藏文物之利用與活化，得將校

內各單位典藏物品出借供展覽或研究之需，並使各單位對各類

文物外借使用有所依循，特訂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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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要點所稱之文物，係指一般具紀念性、歷史性或價值性之文

物及美術品。 

三、檢附本要點草案說明表及總務處保管組 100 年 8 月 18 日簽呈

影本(如附件)，請  卓參。 

決議：本案請總務處增訂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審查機制，並參酌劉副

校長所提意見，會法規小組後，循行政程序簽核。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恢復新進教師研究計畫補助乙案，提請  討論。（請參閱

附件第 81 頁至第 87 頁） 

說明： 

一、依據教學發展中心 99 學年第 2 學期新進教師與輔導教師座談

會議紀錄，會中教師建議新進教師提出國科會計畫補助比較困

難，建議學校統籌款補助新進教師計畫經費。 

二、本校原訂有「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補助新進教

師專題研究計畫。本辦法於 99 年 2月 9日 98 學年度第 5次行

政會議及99年 3月 1日 98學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同意廢止（如附件）。 

三、檢附本處 100 年 7月 28 日簽呈(如附件)，請  卓參。 

決議：本案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議。（請

參閱附件第 88 頁至第 94 頁）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0 年 7月 18 日臺高(三)字第 100117729 號函辦理。 

二、檢附本處 100 年 8 月 19 日簽呈及本校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

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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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修正草案），提請

□  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95 頁至第 100 頁） 

說明：    

一、本校為充分配合政府調增薪資之政策，並提振同仁工作士氣，

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以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進用之契僱人

員及專案工作人員，比照編制內教職員工調增薪資 3％，並依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6月22日院授人給字第10000406581

號函，及行政院所訂「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

支給報酬標準表」每一薪點乘以折合率 121.1 元範圍內自行

核定支給等規定，訂定渠等人員每一薪級調增之新台幣金額。 

二、配合上開調增薪資比例，原專案資訊專業加給及專案諮商心

理師專業加給併案調增 3％後，每月專業加給調整為：專案資

訊師 2,770 元、專案技士 2,060 元，專案技佐 1,030 元，專

案諮商心理師 3,090 元。 

三、本項調增薪資方案，經邀集各相關單位主管並於 100 年 8 月

16 日召開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 100 年度下半年薪資

調增研商會議，業簽奉  核可並提經本校100年 8月 31日 100

學年度第 1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在案。 

四、檢附行政院原函影本、相關會議紀錄、本校修正草案及現行

規定之報酬標準表各 1份（如附件），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增訂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第 65 條之

1修正草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101 頁至第 114 頁）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年 2月 9日臺人（二）字第 1000003371 號函）

轉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

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第 1條第 2項規定略以，各機關

應於工友及臨時人員之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載明渠等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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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辦理事務維持中立之規定，並加強宣

導。爰配合於本工作規則第 7條第 1項第 7款增訂相關內容。 

二、復依教育部 100 年 2月 10 日臺參字第 1000010432C 號令修正

發布施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34 條規定略以，

將第 7條、第 8條之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並加強宣導周

知，以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發生，維護校園安全。

爰配合於本工作規則增訂第 65 條之 1相關內容。 

三、本案業提經本校100年 6月 29日第 1屆第 5次勞資會議及100

年 8月 31日 100 學年度第 1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討

論通過在案。 

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增訂第 7條第 1項第 7

款及第 65 條之 1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

工工作規則（修正草案）」各 1份（如附件），請卓  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勞動契約書第 9 條及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修正

草案，提請□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115 頁至第 119 頁）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9 年 12 月 21 日召開第 1屆第 3次勞資會議紀錄決

議略以，有關年終獎金發放約定內容，建請酌作文字修正，

爰配合該決議事項修正本契約書第 9條相關文字。 

二、依據教育部 100 年 2月 9日臺人（二）字第 1000003371 號函

轉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

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第 1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各機關

應於工友及臨時人員之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載明渠等應遵守

本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辦理事務維持中立之規定，並加強宣

導。爰配合於本契約書增訂第 16 條第 1項第 2款相關內容。 

三、復依教育部 100 年 2月 10 日臺參字第 1000010432C 號令修正

發布施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34 條規定略以，

將第 7 條、第 8 條之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並加強宣導周

知，以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發生，維護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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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配合於本契約書增訂第 16 條第 1項第 3款相關內容。 

四、本案業提本校 100 年 6 月 29 日第 1 屆第 5 次勞資會議及 100

年 8 月 31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討

論通過在案。 

五、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勞動契約書第 9 條及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款修正草案對照表」及「國立嘉義大學勞動契約書（修

正草案）」各 1份（如附件），請  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9點：「甲方於年度終了時，有關年終獎金之發給，

視本校經費狀況而定。」，修正為：「甲方於年度終了時，有關

年終獎金之發給，應視應視應視應視乙方工作績效及甲方乙方工作績效及甲方乙方工作績效及甲方乙方工作績效及甲方經費狀況而定。」。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台灣嘉義大學校友會來函建請本校校慶週年以時間最長、

最具歷史象徵的年份定位，將今年定位為 92 週年校慶案，請   

討論。（請參閱附件第 120 頁至第 122 頁） 

說明： 

一、依據台灣嘉義大學校友會 100 年 8 月 24 日台灣嘉大友字第

1000000013 號函辦理。 

二、經查本校校慶皆以年度表示（例如本年為「100 年度校慶」），

另本校成立至今已屆 11 年（嘉農 92年、嘉師 54 年）。 

三、檢附台灣嘉義大學校友會 100 年 8 月 24 日台灣嘉大友字第

1000000013 號函（如附件），請  卓參。 

決議：同意，請嘉大校友會發函給各地區校友會對本案表示意見。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配合明（101）年 1月 14 日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擬同意本

學期期末考試最後一天（101 年 1月 16 日），由任課教師與同

學協議彈性選訂考試日期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曆，期末考試為 101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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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星期二）至 16 日（星期一）。 

二、經查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101 年 1 月 14 日（星期六）舉

行，考量同學當天返鄉投票後，若 1 月 16 日（星期一）尚有

科目舉行期末考，須再返校考試，甚為不便，且有交通安全之

虞。 

三、另查 101 年 1月 22 日（星期日）為除夕。 

擬辦：擬同意 101 年 1 月 16 日期末考之科目，由教師與學生協商時

間，提前於前一週舉行期末考試。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 101 年 1 月 16 日期末考試之科目由教師與學

生協商考試時間，提前於 1月 10 日至 13 日間舉行。 

 

陸陸陸陸、、、、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柒柒柒柒、、、、主席結語主席結語主席結語主席結語（（（（無無無無））））    

捌捌捌捌、、、、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4 時時時時 10 分分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