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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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邱校長義源            
 
【重要報告事項】 
一、面臨高等教育大環境快速更迭，少子女化及學用落差的衝擊比預期中

來得更迅速與激烈，在此要感謝全校各單位及教職員工生們及時啟動

機制面對危機，積極創造轉機。同時確信我們具有相當大的潛能與發

揮空間，希望大家更加積極努力，有信心能克服困境，共同營造美好

的成果。 

二、從 103 學年度招生狀況及各學制新生報到率統計分析顯示，碩士班整

體報到率下降至 70.5％，其餘各學制約 95％，學士班達 97％。目前國

內各大學均面臨碩士班招生不足問題，再次強調大家應從數字察覺各

項警訊，並提高警覺，我們不但要拼競爭力，甚至要為拼生存而準備，

須更積極的努力付出，尤其面對 104-105 學年度的少子化更大衝擊，

大家必須具備高度的警覺性，預先做好各項因應措施。 

三、再度肯定大家的努力，本校有許多可以積極發展的空間，近兩年來學

校積極推動產學合作，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培育人才，以提升畢

業生競爭力，啟動教學改革，並透過教學卓越計畫，持續推動各項改

革措施。各場廠中心也結合學術理論及實務，落實研究發展，已有具

體成果，從整體開拓財源之營運績效分析發現，兩年內績效明顯成長

一倍多，所以大家不要怕困難，更不要畏懼挑戰，很多的事情在於不

為，而非不能。最後，在新的學年度開始，期盼大家同心努力，共同

擔負教育使命。 

 

【決議事項】 
一、通過學校發展之自我定位擬調整為「具卓越教學並整合特色研究與產

業實踐之綜合大學」案。 
二、通過本校四大基本素養其一「專業與創新」之核心能力與內涵說明修

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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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四、通過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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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五、通過本校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電子憑證採自然人憑證案。 
六、通過本校 103 學年度「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委員聘任案。 
七、通過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八、通過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9 條修正案。 
九、通過本校大學教師聘約第 2 點、第 4 點修正案。 
十、通過本校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擬自 104 學年度起調高學分費、雜費

及調降畢業所需學分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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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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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邱校長義源            
 
【重要報告事項】 
一、從最近的學校網頁及新聞媒體的報導，本校從校慶開始至今，各單位

確實是很忙碌，也有很多亮麗的成果展現，尤其看到學生們能夠勇敢

走出校園參加公開比賽，還獲得好的成績，希望大家同心協力繼續以

學生為主體，多關照學生，適性揚才且成就每一位學生，造就行行出

狀元的機會。 
二、因為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接觸不同學校的學生，包括國內外大學，比

較起來，嘉義大學的學生有非常好的素質，也有很大發揮潛能的空間，

只是比較欠缺栽培和好的機會平台，所以往後希望能繼續發揮學校的

資源，尤其是所有老師要更關懷學生並找出他們的特色，與學生共同

成長，當然，學生也必須更認真、更努力、更好學。如果我們教職員

工生能夠把我們的特色和強項發揮出來，必然可以走出嘉義大學寬廣

的道路，營造堅實的競爭力，展現優質高等教育學府的績效。在未來

新的一年，期盼我們大家共同勉勵之。 
三、因應本校現階段校務發展自我定位修正為「具卓越教學並整合特色研

究與產業實踐之綜合大學」，滾動式修正本校 103-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書。 
四、本學期持續建置智慧型教室三校區錄製系統，推廣以科技強化學習環

境為前提，持續提升老師與學生之教學互動；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以及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與課堂互動之討論教學，教務處已完成採購

並積極推廣即時回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用以協助

教師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課堂參與度。本學期共有 31 門課程，22
位教師、1,164 位學生使用智慧型教室。 

 
【決議事項】 
一、通過本校學則第 37 條條文修正案。 
二、通過本校 105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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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教育部增設師範學院「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博士班」及生命科學院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博士班」。 
三、通過本校 103-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正案。 
四、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8條、第 22條條文修正草案（104年 2月 1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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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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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邱校長義源            
 
【重要報告事項】 
一、104 年度大學校院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含追蹤評鑑）實地訪評日期： 
（一）農學院植物醫學系：10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5 月 12 日（星期

二）2 天。 
（二）通識教育中心：10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1 天。 
（三）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學系（學士班）：104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1

天。 
二、本校 104 學年度碩士班共計有 1,041 名考生報名，於 104 年 2 月 4 日（星

期三）辦理考試完畢，到考 941 名，缺考 100 名，到考率 90.39%，錄

取 389 名，錄取率為 41.34%。已於 104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一）本校網

頁上公告錄取榜單。 
三、本校自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將實施課程模組化，感謝各院系的

配合，目前已將課程模組化草案規劃完成，並經系、院課程規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隨之在 104 年 3 月 24 日校務課程規劃審議，續提 4 月

份教務會議核備後即可實施。而有關課程模組化後之行政配套措施，

包括教務行政系統已與電算中心研商建置中。為使 104 年 9 月入學新

生能清楚了解課程架構及畢業規定，各學系可開始構思新生修讀及說

明手冊，以利屆時宣導學生周知。 
 
【決議事項】 
一、通過向教育部推薦續聘邱校長義源續任案。 

二、通過本校學則第 37條條文修正案。 

三、通過本校蘭潭校區學生第七宿舍新建工程案。 

四、通過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5點修正案。 

五、通過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6條、第 7條、第 9條、第 13條及第 20

條修正案。 

六、通過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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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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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6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主席：邱校長義源            
 
【重要報告事項】 
一、面對高等教育大環境的快速改變，本校如何積極創新轉型以特色品質

建立永續經營的基礎，已是當前全校必須面對的嚴峻考驗，尤其面對

明年 105 學年度少子女化最大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從現在開

始的後續幾年，可以說是本校即將面對歷史上最艱辛困苦的階段，也

可說是高等教育的戰國時代，有可能在戰場上挫敗而難以翻身，也有

可能因積極備戰勇敢應戰而建立永續發展的機會。其實，事在人為，

只要有策略性逐年持續推動，就可看出成果，例如這幾年本校鼓勵申

請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搭配學碩一貫學制，以及發動國際交流基

金募款，目前已可看出成果，以大專生計畫通過數而言，從前年 29 件

去年 42 件到今年 75 件，而學碩一貫的學生數也快速增加。 
二、各院系在本月底前確實成立招生策略與推動委員會，並從教學訓輔經

費中匡列招生事務費用，可結合院系學會的學生組織，建構有效的招

生宣傳網絡，尤其要掌握 7 月下旬的 104 學年度最後一批入學管道學

生，104 學年度若能逆勢成長必然可以緩和 105 學年度的衝擊力，需要

時請教務處招生組提供相關全校招生資訊，並分享歷年招生所累積的

經驗。 
三、強化網頁資料的內容與及時更新，尤其會議所決議之事項，在簽核擬

辦項目中，加註核可後更新網頁公告內容。各系所網頁資料中，積極

建構系所特色與具學生吸引力就讀的宣傳資料，尤其教師陣容或師生

團隊的績效成果，包括媒體揭露的成果或參與競賽的成績等，均是有

利的宣傳，目前電算中心已將本校首頁改版，相關網頁建構可諮詢電

算中心並請求相關的協助。 
四、強化各單位主管的行政效能，包括行政單位主管及組長與教學單位的

院系主管，必須發揮學校整體組織運作的功能，將透過講習以及建構

明確考核機制以期提升。雖然去年的共識營已產生明顯績效，有些單

位主管領頭羊的功能仍需再強化，始足以應付更嚴峻的挑戰，例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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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管外務太多常不在學校，有人星期五固定不在學校，也有畢業典

禮找不到系主任撥穗的狀況等，都是造成難以服人，領導能力不彰的

現象，不但發揮不了領頭羊帶眾一起向前衝的氣勢，也會造成不敢嚴

格要求屬下的狀況，該單位則很容易變成群龍無首。 
五、期勉各系所教授能建立典範，作為較低職級教師及學生學習的楷模對

象，希望各位教授能以崇高的職級又具有豐富的教學與學術研究歷練

加上長久累積的人脈資源，以母雞帶小雞的模式組成團隊強化競爭

力。尤其本校已將整合特色研究與產業實踐作為自我定位的重要內

涵，更須發揮團隊的作戰實力，相信這也是眾多副教授、助理教授或

專案教學人員共同的期待。往後在各系所績效考評中，會將教授職級

教師的平均績效另列一個項目，納入各系所整體績效評比的採計。此

外，也希望準備升等教授者，要有更高的自我要求的品質目標，共同

努力以提升本校整體教授陣容的水平與口碑。 
 
【決議事項】 
一、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5 條條文附表及第 7 條條文修正案（104 年 8 月 1

日生效）。 
二、通過本校 105 學年度系所增設、整併、更名、停招及裁撤案。 
三、通過本校 105 學年度各學制系所（組）擬招生名額案。 
四、訂定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作業準則案。 
五、通過本校碩、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要點修正案。 
六、通過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 
七、通過本校日間部碩、博士班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暨進修學制管理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EMBA）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案。 
八、通過本校師範學院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所）104 學年度起入學新

生之收費標準暨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自 104 學年度起新、舊

生收費標準比照理工學院收費案。 
九、通過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十、通過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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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十一、通過本校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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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通過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3 條條文修正案。 
十三、通過本校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 
十四、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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