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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主席：李校長明仁 

【重要報告事項】 

一、學校經費方面：教育部於本(98)年 5 月通知全面實施折舊方案，亦即從

98 年開始，所有學校的投資，包括教育部、國科會、農委會及各部會的補

助，資本門都必須提列折舊，本校約需提列 2 億多元的折舊，因而造成本

校經費短絀（約 1 億多元），而且因折舊所造成的短絀，依照教育部規定，

若學校前一年度收支決算依方案核算結果為短絀者，則該年度將停止支給

編制內人員待遇以外之給與（含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爰此，對於學校教學研究造成極為嚴重之影響。此外，雖經本校同仁

齊心合力採行節能措施，但由於今年水電費用調漲，原先編列每年 7,000

多萬元的水電費也已於 9 月底告罄，10 月至 12 月還需要約 2,000 多萬元的

經費來支付水電費。為因應此一轉變，必須採取限電措施，請各位代表轉

達其他老師及學生，希望大家共體時艱，能善用經費並撙節使用。 

二、重申重視校園風氣：學校溝通管道暢通，同仁有任何意見，可透過各項

會議或管道充分溝通與討論，也可依行政程序簽核，請勿以匿名信函隨

意至校外舉發，學校的立場是要建立和諧、溫馨及人性化的校

園，不容許匿名檢舉攻擊別人的行為。 

三、為了學校長期的發展，各單位除必須隨時檢視法規的妥適性外，

也請參酌其他國立大學做法，做必要之行政改革，譬如實習鐘點

費的問題、冷氣管制的問題等等，各位師長、同仁、學生若對於

學校各項行政措施有所建議，歡迎踴躍提出建言，請勿因意識形

態而造成誤解。  

四、請大家特別注意性別平等、兩性平權的各項規範，並請多加宣導。 

五、針對莫拉克颱風受災學生，除校內已訂定之補助外，校外尚有財團法人賑

災基金會、智邦公益館、行天宮、家扶基金會等單位提供急難救助金或助

學金供學生申請，但所需條件不一，相關資訊可由學校首頁／莫拉克颱風

受災學生就學補助網頁查詢。9 月 30 日前由各校區學務組承辦人員輔導學

生申請財團法人台北市 TVBS 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 98 學年度補助 88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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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災大專校院學生助學金計 28 件，由生輔組彙總後轉送該基金會，已依

規定先行 e-amil 至該基金會，敬待後續審核通知。 

六、宿舍新增熱泵系統所需總經費共 1,500 萬元，已向能源局申請熱泵系統補

助 500 萬元，其餘 1,000 萬由蘭潭及林森宿舍分五年攤還。本案營繕組 9

月中旬上網招標，9 月底開標，年底施工。目的將改善現有電能熱水器，

熱泵系統屬高度專業技術，且節能率與良好之供應熱水環境為主要目標。

本案建置完成後，未來辦理各階段節能效益驗證，如未達預估節能率時，

本校即不給付當期之款項，以維護本校權益。 

七、品德教育宣導活動，已於新生始業式 9.15 及 9.16 兩日假蘭潭校區、民雄校

區及新民校區，針對新生分別舉辦智慧財產權講座，邀請經濟部智財局講

師長榮大學陳秀峰老師、雲科大詹炳燿老師及台南地院檢查署徐仕瑋檢察

官蒞校講座，宣導尊重及活用智慧財產權及校園著作權之合理使用，以推

動品德教育核心價值。 

八、98 年 9 月 29 日召開 98 年度傑出校友選拔會議，感謝各相關單位及系友會、

校友會協助。98 年度傑出校友為郭東榮、管立豪、羅榮森、謝立賢、鄭清

福、黃金虎、曾人口、林文墻、陳俊榮、王怡欽、張建進、陳岸、李瑞珍、

莊銘城、蔡廣合、黃美賢、邱秋悅、周進華、劉延村、謝水來、林滄賢、

楊清田等 22 人，將於校慶典禮上頒獎。 

九、為擴大慶祝本校 98 年度校慶暨原嘉農創校 90 年農業展，謹訂於 98 年 11

月 5、6、7、8 日（計 4 日）辦理「2009 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並向

農委會爭取經費補助新台幣 150 萬元，於蘭潭校區嘉禾館內、外舉辦。展

覽區分為精緻農業科技成果展示區、農村景物水墨展示區、室外花卉展示

區、精緻農特產品展售區、古早農業機具展示區，展出內容再以各參展單

位分區展出之方式展示，以訴求呈現健康農業、卓越農業及樂活農業。 

十、本校資安違規事件，於 97 年度共計 167 件(1 至 9 月計 154 件)，98 年至 9

月 30 日止計 59 件，此 2 年度之件數比較如下表。 

其中疑似侵害智財權（P2P 下載）由 141 件降至 26 件，所佔比率由 92%降

至 44%。件數下降，代表陸續實施的 P2P 下載管制措施有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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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8

10

侵害智財權 1 5 4 4 4 7 1 0 0

垃圾信 6 9 3 2 7

網路攻撃 1

外部攻擊 1 2

其他 1 1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資安違規事件統計表(98/1/1 ~ 98/9/30) 總計59件

 

十一、農業推廣中心主辦的有機農產品市集活動，10 月 3 日上午於本校新民校 

      區隆重開幕了，參與民眾熱絡，為首場出擊的市集打響名號，也趁此向 

      民眾機會教育，在活動現場展示有機農業發展海報與生產資材，宣導有 

      機農產品履歷驗證，以及有機農法講壇等，讓民眾在品嚐、購買之餘， 

      也能夠把知識帶回去。有機農產品市集每週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將持續在 

      本校新民校區辦理，有機農產品價格雖然貴一些，但為了身體，民眾還 

      是願意花點小錢買健康。 

十二、農藝學系侯金日主任與食品系馮淑慧老師 7 月 15 日至 26 日帶領 10 位印 

     尼志工團員，到印尼西爪哇茂物市巴隆鄉的努魯亞伊曼習經院，教該院生 

     約 15,000 名有關穴盤育苗及玉米、花生、蕃茄、水稻、豌豆等 12 種作物 

     的栽培管理與實作栽培訓練，並由團員教院生美術繪畫、中文兒歌及麵包 

     製作與食品加工常識。農藝學系張山蔚老師與生管系胡安慶老師 7 月 16 

     日至 27 日帶領 6 位志工前往泰北美斯樂地區，為近 500 名的居民服務， 

     教導他們從事有機農業之栽培與授課，如病蟲害防治、田間雜草防除等農 

     作物田間栽培管理訓練和田間土壤改良講解及戶外實際操作等項目。印尼 

     國際志工隊及泰國農糧蔬果服務團，將服務精神伸展至海外，不僅從事國 

     際人道關懷，將嘉大愛心遠播海外，並培養學生對國際社會人文關懷的使 

     命感、責任感，發揮愛心、服務他人成長自己的學習，對學生人格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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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品德教育的養成都有莫大的助益。 

【決議事項】 

一、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修正案。 

二、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修正案。 

三、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四、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五、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 

六、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案。 

七、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5 條「國立嘉義大學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設置表」修

正案。 

八、通過「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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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時間：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主席：李校長明仁 

【重要報告事項】 

一、理工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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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包括陳俊良、楊翔麟、黃瀚陞、邱培剛、梁仁軒與張育暐等人，

繼去年以「香水混凝土」奪得銀獎後，今年以「魔笛」的創新想法，11 月

初參加台灣混凝土學會在中興大學所舉辦的「第 2 屆創意混凝土競賽」，結

合專業與創意，勇奪 2009 全國創意混凝土競賽大專組金獎。 

二、從現在至年底的期間，學校預算執行將進行總結案，整體而言，

98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順利，資本門部分執行情形頗為正常，經常

門部分由於受到教育部對於經常門的經費係以本校提出預算的 85

折計算，加上今年受到國內水電費漲價的影響，致使本校水電費

的支出發生經費短缺的狀況。為因應經常門經費短絀的困境，從

11 月開始積極落實節流措施，其中包括限電措施，基本上學校係本著該

用當用、該省則省的原則，對於部分的教室冷氣予以管制，但若是師長基

於教學研究需要提出申請，原則上仍然同意予以開放，這一點要特別提出

向各位代表說明。 

    另，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也回歸至教育部的規定，研究生獎助學金由研究

生學雜費收入提撥百分之二十五經費支應，各學院、各系所皆有發放的準

則，公平性是一致的。關於這一點，也接獲部分學生的反映意見，學校也

利用各項管道與同學們充分溝通，並取得同學們的諒解。最近學校同仁的

子弟就讀本校的人數越來越多，也衷心期盼本校大學部畢業的同學們繼續

留在本校碩士班、博士班就讀的人數能繼續增加。 

三、請加強輔導工作：最近陸續發生同學們兩性之間的問題、學習情緒的問題

等等，這都是很嚴肅的課題。請輔導人員輔導個案時，除了務必保守個人

隱私外，也應同時讓同學瞭解，應勇敢將所面臨的困擾告訴父母。就學校

的立場而言，如果我們一昧的只為了保護同學們的秘密，而不讓其父母瞭

解實際狀況，萬一因此發生意外狀況時，不但無法善盡保護同學之責，也

會遭致學生家長的無法諒解。因此，請輔導人員輔導個案時，除應有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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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腹案外，也請務必讓學生家長或監察人瞭解實際狀況。 

    根據天下雜誌的報導，現在年青人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其

次是對於自己沒有信心，不知道自己的價值是什麼？不知道社會能提供給

他們什麼？值此經濟不景氣的時代，在這樣的氛圍底下，同學們可能會迷

失了方向，因此，需要師長多給予耐心、愛心溝通輔導。最近學校也針對

學生輔導工作開會檢討，發現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校外生的訪視及毒品的防

範管理，請學務處確實執行防範毒品的相關調查工作。 

四、請宣導踴躍申請各項計畫：請各院、系（所）、中心積極向教育部、國科

會、農委會、環保署等政府機關提報計畫，申請經費補助，以挹注本校財

務。另，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率偏低，請各主軸計畫召集人協助督促相關單

位積極執行經費，務必於 12 月 10 日前達成經常門之經費執行率 70％之目

標。 

五、這一年（98 年度）將作整體總檢視，包括節能減碳措施及各項教學研究改

進措施，並通知各院系所，請大家多予幫忙。展望明年，除持續增加姊妹

校及大幅增加姊妹校各項學術研究交流合作項目外，亦冀盼各系所能成立

中心（這些中心是無編列員額及經費補助），譬如：農藝學系可成立育種中

心、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可成立環境監測中心，並藉由中心組織的設置，

可以爭取更多的研究計畫與經費補助的機會。學校的發展需要大家共同的

努力。 

六、本校學生因莫拉克風災受災致家庭發生困難，經募款後開始輔導學生申請，

學務處及進修部學務組依各系所通報受災學生名單及學生自行詢問者，皆

盡心盡力協助申請校內及校外補助，此次風災仁愛救助金募得 1,057,294

元，目前計有 94 位學生獲補助及生活助學等，因尚有 1 案待審理中，故預

計於 12 月將全部支出情形公告週知。因善款籌得不易，本校清寒學生獎助

學金審查小組皆秉持謹慎公平方式審理學生申請案件。各學務業務單位亦

積極輔導學生申請校外風災補助，如 TVBS 關懷文教基金會、賑災基金會、

家扶中心、行天宮急難濟助及教育部緊急紓困金等，並隨時公告相關資訊

供學生參考。 

七、本校禮賓大使因支援嘉義市政府舉辦『2009 健康城市全國工作坊暨獎項評

選頒獎典禮』活動，市府高度肯定本校禮賓大使協助配合，特於 98 年 10

月 27 日假市府 6F 第 2 會議室頒發感謝狀。 

八、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生及民眾意見處理原則」，將意見處理程序標準化並



附錄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394 

製作意見反映記錄單，爰請各單位於處理師生民眾等與論意見時配合辦

理，相關表單請至秘書室網頁「服務品質」欄參閱下載。 

九、教育部所辦學術機構分組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說明：本校於 4

月份時，依規定推派分屬 26 單位之 175 位行政同仁參加教育部所辦學術機

構分組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部於下半年演練測試期間

(98/11/08 至 98/11/24)抽其中 88 位同仁實際參與演練測試，每人寄送 10 封

主題不同的測試信，本校計有 38 位同仁開啟測試信件 120 封信，開啟比例

為 43.18%(38/88)；其中並有 21 人次點選所附網址或開啟附件，開啟比例

為 23.86%(21/88)。由於演練結果成績未達到 98 年及格標準(開啟率 16%，

點擊率 9%)，將擬訂計畫進行改善並報部備查。 

十、本校植物園承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費補助，歷時 1 年半多興建於 98

年 10 月 10 日完工。並於 98 年 11 月 5 日舉行揭牌啟用典禮，會中邀請嘉

義市市長黃敏惠、林務局局長顏仁德等各界貴賓。嘉大植物園位於該校蘭

潭校區後山紅毛埤林場，環境優美，兼顧教學、研究、推廣與教育效能，

敬邀全體師生入園參觀。 

十一、電機工程學系謝宏毅老師投稿於「IEEE PEDS 2009 知名國際會議」，經 

      歷各方世界級的評審委員給予評選後，在為數眾多的專業論文中，獲得 

      「最佳論文獎（Best Paper Award）」的最高榮譽，相信對於提升本校國 

      際知名度及推動本校國際化，將有實質的助益。 

十二、本校「香水香精香料」研發團隊歷經漫長的研發歷程，以芙蓉香氣為香 

      水的主要基調，再添加多種天然精油成分，於嘉大 98 年度校慶期間，推 

      出嘉大再加一號「芙蓉香水」(NCYU No. 1+ Cologne, Life)產品。芙蓉香 

      水尚未正式發表，即已受到產業界的青睞，國內知名以旅行業起家之巨 

      派長春生技有限公司，積極與本校研商製造高級芙蓉香水(Perfume)產 

      品，並於 98 年 11 月 3 日正式與嘉大校長 李明仁博士簽定一年一百萬之 

      「芙蓉香水」市場試銷售產學合作計畫，看好創造百萬商機之潛力。 

【決議事項】 

一、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則第 7 條及第 36 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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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李校長明仁 

【重要報告事項】 

一、明年為 6 年 1 次的大學校務評鑑，評鑑的結果關係本校形象的確認。檢視

此次校務評鑑項目，有些評鑑項目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已有長足的進步，但

也有些評鑑項目則令人擔憂，亟需大家同心協力儘速改善。首先，師生比

尚未達到標準及師資員額不足的系所，請儘速改善。並請全面檢視及審慎

評估開課數及課程架構。師資結構係為評鑑很重要的指標，請林教務長、

各院院長及系所主管妥善處理。 

二、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方面，績效不盡理想。本校雖擁有技職體系的優勢，

但技術轉移的件數明顯不足，來自政府或民間企業產學合作的經費也有減

少的現象，數字會說話，這是令人憂心的警訊，大家必須知所警惕。在此

誠懇的期盼各院、系、所、中心能痛定思痛，加緊改革的腳步，互相支援

發展為整合型團隊，以充分發揮本校各方面的研發人力與創新能量及增加

與企業的產學合作。 

三、畢業生就業輔導方面，請相關院、系、所全力協助就業輔導組辦理就業博

覽會，以增加本校畢業生就業面試的機會。畢業生就業百分比與畢業生追

蹤調查亦為校務評鑑的重要項目，請大家特別幫忙。 

四、本學期工作重點： 

    （一）全面逐項檢討各項校務評鑑項目（包括：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理 

          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 

          機制等五項）及相對應之參考效標。 

    （二）全面落實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請各院、系、所、中 

          心全力協助教務處完成此項工作。 

五、本校學生因莫拉克風災受災致家庭發生困難，經募款後開始輔導學生申請，

學務處及進修部學務組依各系所通報受災學生名單及自行詢問的學生，皆

盡心盡力協助申請校內及校外補助，此次風災仁愛救助金募得 1,057,294

元，共計有 95 位學生獲急難補助、其中 5 位受災嚴重獲學雜費全免、生活

助學金及優先免費住宿等，已支出 780,494 元，全部支出情形已公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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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供查詢。本學期此波受災嚴重學生若通過社政單位

認定或依教育部規定指示者，學雜費最長可減免 3 年，故需預留款項，再

者，因善款籌得不易，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皆秉持謹慎公平方

式審理學生申請案件。本校學務處生輔組、民雄學務組及進修部學務組皆

積極輔導學生申請校外風災補助，如 TVBS 關懷文教基金會、賑災基金會、

家扶中心、行天宮急難濟助及教育部緊急紓困助學金等，並隨時公告相關

資訊供學生參考。賑災基金會已核撥助學款項予 36 位同學每人 15,000 元、

共計 540,000 元；教育部已核撥款項予 89 位同學，每人 5,000 至 15,000 不

等、共計 475,000 元。TVBS 關懷文教基金會核撥助學生予 26 位同學，每

人 20,000 元、共計 520,000 元。 

六、99 年寒假學生社團計有 21 個活動營隊，分別為蘭潭國樂團、口語藝術傳播

社、課業輔導社、競技國標社、八色鳥活動隊、新聞資訊傳播社、數位學習

志工隊、手工藝&勁舞社、空手道社&古典吉他社、樵夫志工隊、資管志工

隊、農藝志工隊、慈光社、四健會、救保社、英語志工社、A.O 生命品格教

育社、民雄跆拳社等 20 社團組成的營隊，其中蘭潭國樂團、口語藝術傳播

社、課業輔導社、競技國標社、八色鳥活動隊、新聞資訊傳播社、數位學習

志工隊、手工藝&勁舞社、空手道社&古典吉他社、樵夫志工隊、資管志工

隊、農藝志工隊等 12 個社團申請青輔會「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服務營隊活動」

計畫案，補助金額為 14 萬 4 仟元，並於 99 年 1 月 14 日舉辦授旗典禮，由

李明仁校長頒授給今年寒假下鄉服務的學生團隊，並勉勵同學秉持操守品

德、責任心服務小學。 

七、本校參加 98 學年度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組南區決賽，各項比賽成績

斐然，蘭潭管樂社榮獲管樂室內男隊大專團體 B 組優等，蘭潭國樂團及民

雄國樂社分別獲得絲竹室內樂合奏-絲竹樂大專團體 B 組優等，蘭潭國樂團

並獲得國樂合奏大專團體 B 組優等。 

八、本校代收學雜費之管道，原以臨櫃分行、郵局、ATM、網際網路、匯款、

電話語音、信用卡等方式，郵局代收費用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負擔，惟為

提供更多元之繳費管道，自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已新增超商通路

（7-ELEVEN、全家、萊爾富、OK）代收學雜費，而超商代收費用亦由銀

行吸收，同學對此措施反映頗佳。 

九、為解決上班時段電話時常佔線情形，並力行長話短說及節約本校電話費，

本校將規劃四校區電話通話時間限時 3 分鐘管控。各單位如有公務業務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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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請專案簽奉  校長核准後始予解除管控，惟其通話費用仍由使用單位

自行負擔。 

十、通識中心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辦「嘉大通識教育報」，樣式為全開大小，

分為四個版面。內容包含：通識教育中心整學期之業務執行與成果、教學

卓越計畫 C3、C4 之教育活動及成果報導、學生心得、活動花絮、本中心

教師專長、通識教育課程簡介、通識常見選課問題、通識能力指標、通識

小常識，邀稿對象為全校師生。 

十一、TVBS 無線衛星電視台於 99 年 2 月 24 日下午 2 時至本院動物試驗場， 

      採訪本場所生產及研發的學生實習產品鮮乳與優格，該電視台於 3 月底 

      將在「食尚玩家」的美食節目中介紹播出。 

十二、生命科學院附設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具備齊全之分析檢驗儀 

      器及最先進之貴重精密設備，提供高效率及精確之分析檢測服務，分析 

      檢測項目涵蓋食品檢驗、植物檢疫、水產品檢驗以及微生物與分子鑑定 

      等，可應業界需求協助新產品研發、品管制度規劃建立、生產技術指導、 

      委託訓練等等，提供產業界高度專業之實質服務。服務顧客有鳳山熱帶 

      園藝試驗分所、農業試驗所、工研院、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豆朋農 

      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田鄉農會、西港鄉農會、左鎮鄉農會、中 

      埔鄉農會、北門鄉農會、水上鄉農會、菩提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實味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頂舜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雙駿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立川農場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養殖漁業生產 

      區發展協會、嘉義市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諸羅養殖漁業產銷發 

      展協會、雲林區漁會、嘉義區漁會…等等國內外知名廠商。97 年度接受 

      委託案件計 489 件 (共 107 家)；98 年度計 563 件 (共 167 家)，整體營 

      收成長 16 ％。 

【決議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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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二、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 

三、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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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李校長明仁 

【重要報告事項】 

一、再度呼籲團結對於學校整體的校務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接獲

教育部來函表示對於本校教師鼎力協助教育部填答「98 學年度大專

院校專任教師工作現況與意見調查表」回收率及大一及大三學生填答網路

問卷調查填答率（大一填答率為 90.62％、大三填答率為 91.72％）的優異

表現，給予高度肯定，全校表現可圈可點，充分展現全體師生對於學校的

團結力量與忠誠度，相當令人珍惜。 

    本校這學期績效方面也有很出色的表現，譬如：秘書室承辦之服務品質獎，

在全校各單位的配合及全體同仁盡心盡力的協助下，本校 98 年度推動提升

服務品質執行計畫獲教育部評定優等，成績斐然。但也有需要改進之處，

昨天（99 年 6 月 14 日）教育部長官配合「大學校院國際學生學習環境調

查訪評計畫」蒞校實地訪視，由於承辦單位事前規劃作業未盡周延，整個

訪視過程出現許多需要檢討改進之處，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儘速檢討改善。 

二、重申校園和諧的重要，最近接獲許多教師有關升等方面的申訴信件，由於

教師升等是各級教評會的權限，因此請各級教評會對於教師升等著作審查

務必要審慎嚴謹，必須尊重學術倫理，凡事依規定及制度辦理，不夠周延

之處隨時提出修正，使升等制度更加嚴謹與圓滿。 

三、請承辦業務單位務必要認真辦理每件公文，所承辦之業務要忠實執行，持

續追蹤管控，不可凡事僅以代為決行、存查就敷衍了事。承辦人員要勇於

任事，且應以善意與積極服務的態度協助洽公的師生與民眾。請秘書室與

人事室協調於適當會議或舉辦研習，宣導提升公文效率、品質與承辦人勇

於任事的工作態度。 

四、暑假即將來臨，請各位主管、代表幫忙注意各項安全措施，以確保學生安

全。尤其此次暑假期間，有許多校外及國外參訪活動，請帶隊教師要多費

心留意學生的安全，也請注意學生輔導，輔導工作做得好，校園才能更祥

和。 

五、請各位主管、代表協助宣導同仁們要利用暑假期間多多進修及學習新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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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落實終身學習理念。 

六、為辦理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D 主軸計畫之分項計畫 D2：學習社

群支援輔導，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分別於蘭潭、民雄校區開辦「快樂學習

工作坊」，蘭潭校區業於 99 年 4 月 14 日辦理完成，參加人次共計約 190 人

次。民雄校區辦理時間分別於 5/5、5/12、5/19、5/26、6/2、6/9，週三

12:30-3:00，共 6 週，該活動係由學生輔導中心曾迎新主任擔任主講，協助

有學習挫敗、困擾的學生了解其困擾癥結，並以演練的方式幫助學生進行

放鬆訓練，同時使用生理回饋儀紀錄學生放鬆與專注力狀態，以增進學生

自主學習，強化學習成效達成、減低學習困擾，目前工作坊已進行 4 週每

週參加人次為 25 人。 

七、為辦理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D 主軸計畫之分項計畫 D2：學習社

群支援輔導，第 1 場心智圖法(Mind mapping)學習工作坊業於 99 年 3 月 13

日在蘭潭校區辦理完成，參加學員共計 36 人，第 2 場於 99 年 5 月 22 日在

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舉行，該工作坊邀請「孫易新心智圖法」-

王心怡老師主講，該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習效能，參加同學反應熱烈，本場

次學員為 32 人。 

八、感謝各學院、系所和研究中心熱烈支持 2010 年 5 月 12 日嘉義大學校園徵

才暨職涯博覽會，當天參與活動廠商共計 60 家，廠商出席人數共計 189 人；

另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由研發處實習與就業輔導組組員帶領 25 位學生參

與本次活動。本校參與「教學及研發成果展」的攤位共計 25 個，出席人數

共計 127 人。本校學生出席人數更是非常踴躍，依據簽到資料顯示，本校

大三大四共有 2569 位學生熱情參與，創下歷史紀錄。 

九、5 月 10 日發行第 19 期校友通訊。新建置完成之校友通訊電子報系統在本

次發行一併開放申請訂閱。其校友通訊內容亦公布在校友聯絡組網站。 

十、99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已舉行完畢，本校師

資生今年共有 488 人報考，通過檢定考者 270 人，通過率 55.33%（全國通

過率 63.86%）。本中心今年中教類及小教類通過率均有提高，尤以中教類

提高 11.3%成長較明顯。 

【決議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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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案。 

二、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第 9 點」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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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倫理守則」修正案。 

四、通過「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五、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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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六、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修正案。 

七、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修正案。 

八、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案。 

九、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客座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 

十、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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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 

十一、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十二、通過創新育成中心與技術移轉中心整併為「產學營運中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