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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開會日期：100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李校長明仁 
 
【重要報告事項】 
一、學校整體的財務狀況良好，總存款有 10 億元左右，學校編制內人

員的調薪費用其中 40％由學校負擔，非編制人員的加薪則全部由

學校負擔，因此校務基金每年約增加 3,000 多萬元的支出，財務健

全是學校穩定的最大力量。 
二、開學至今已 6 週，學生車禍事件仍偏高，大多是機車擦撞，交通

安全須要大家共同努力來宣導，也感謝學務處同仁及教官們的辛

勞付出。 
三、本校奉教育部核定自 100 年 8 月起教師升等正式授權由學校自行

審查，這是各位同仁多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感謝相關單位的

努力。 
四、101 學年度增設、調整、更名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核定如

下： 
（一）新增案：植物醫學系學士班同意設立招生名額由校內總量調

整。 
（二）更名案： 

1.體育學系（含學士班、進學班、碩士班、碩專班）同意更名為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2.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含學士班、進學班、碩士班）同意

更名為【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3.電子物理學系碩士班同意更名為【電子物理學系光電暨固態電

子碩士班】。 
4.獸醫學系碩士班與碩專班更名為「獸醫基礎醫學研究所」【緩

議】，提次一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 
（三）更名整併案：「行銷與運籌研究所碩士班」與「管理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同意整併更名為【行銷與運籌學系】（含學士班、

碩士班）。 
五、積極執行教育部「96 至 99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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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媒合辦理期限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止，核定名額 228
人，截至 9 月 19 日止，成功媒合 146 人，媒合率 64.04％。媒合率

在國立大學中排名第 7 名。 
六、為執行本校 100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D 主軸-「業界見習、業界實習」，

請各學系於本學期（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持續安排學生至業界見

習至少達 24 小時，或者安排學生至業界實習。 
七、國科會於 100 年 8 月 15 日臺會綜二字第 1000057013A 號函核定本

校 100 年度「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人數 41 人，核定補助

金額：662 萬 9,280 元。 
 
【決議事項】 
 
一、 通過有關本校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概念架構案。 
二、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三、 通過本校 100-103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案。 
四、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 
五、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約修正案。 
六、 通過動物醫院擬由任務編組改制為農學院建制單位案。 
七、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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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時間：10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李校長明仁 

【重要報告事項】 
一、 感謝全體同仁代表鼎力支持校務推動，讓學校一步一步穩健發展，

爭取共同榮耀，學校已走入國際舞臺，不僅國內、外各項展演活

動陸續嶄露頭角，如本次棒球梅花旗比賽，本校棒球隊進入決賽，

在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競賽榮獲 2 面銀牌及 1 面特別獎，學務

長帶領的團隊也榮獲大專校院友善校園績優學校特優獎，南區僅

有二所學校獲獎，本校也在其中之一，這些表現都讓我們感到榮

耀，特別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 
二、 各項重要提案均在校務會議中交換意見，達成共識，希望未來仍

秉持團結合作之精神，共同締造更璀璨的歷史。嘉義大學未來仍

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卸任前對學校的期望也是夢想，如果未

來可與聖馬爾定醫院或基督教醫院合作成立醫學院，將是嘉大再

度擴張版圖的契機，嘉義市醫療資源豐富，市長與市政府、地方

各界均殷切企盼有醫學院，大家需有信心與希望，繼續努力，向

理想邁進。 
三、 校務評鑑將在 12 月 26-27 日接受實地訪評，同時還有體育專案評

鑑、性別平等專案評鑑訪視及校園環境管理評鑑，一直到 12 月 28
日才能卸下工作，敬請各位代表轉達我誠摯的請求，請所有師長

務必鼎力支持，順利完成本次校務評鑑，評鑑結果將對學校有重

大之影響，關係本校聲望，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於學校各方面應秉

持相輔相成的立場。國立大學具有充分的民主，學習資源相對更

為充沛，希望同學代表協助轉達，在與訪評委員晤談時適當的對

答，請據實評估學校，避免負面的回應，學校對於同學們各項的

建議，也非常尊重與盡最大力量改善，卸任前最誠摯的企盼，祝

福大家身體健康、幸福美滿、萬事如意。 
四、 盧天麒老師指導學生組隊參加「第六屆臺北數位藝術節 K.T.科藝

獎」，以三維電腦遊戲作品 GoGo 賽馬，榮獲數位遊戲組銅獎。 
五、 學生學習預警制度實施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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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曠課情形：教務處註冊組不定期將學生缺曠課情形送交導師、

系主任及家長，俾便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適時予以輔導。而學

生亦可上網查詢了解個人缺曠課記錄，以採取必要補救措施。 
（二）期初預警：每學期開學2週內，由教務處列印前一學期之學期成

績總表、在校期間已有1學期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之

同學名單、修業期限屆滿名交予導師及系主任，俾便了解學生

學習情形，得以加強輔導。導師並需於2週後，將輔導成效報告

表填寫完畢，經系主任核章後送至教務處備查。 
（三）期中預警：授課教師於期中考後2週內需上網登錄學生期中各項

考核成績，再由教務處列印期中成績總表並分送導師及系主任

瞭解與輔導，必要時由導師另行通知家長，俾利落實預警機制。

導師並需於2週後，將輔導成效報告表填寫完畢，經系主任核章

後送至教務處備查。 
六、 執行 100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D 主軸-學生就業力精進-業界見習、

實習計畫，第 3 次學生見習、實習心得撰寫比賽，業於 100 年 11
月 13 日截稿，總計投稿篇數，業界見習 115 篇，業界實習 34 篇。

現已將文稿轉送各學系進行初評，訂於 11 月 25 日進行複選，11
月 30 日公告獲獎名單。獲獎學生可獲獎狀及獎金 500 元，獎狀由

各系所轉頒，獎金則逕撥入學生帳戶。 
七、 同儕學習社群輔導：同儕學習社群主要為提升學習風氣及加強讀

書風氣性質的學習團體，藉由成員間分享和討論，更深入的了解

學習領域，重新確立學習標的，以提升學習品質。本學期共成立

44 社群（包含 8 個班級式互助學習社群及 36 個自主式同儕學習社

群），農學院 9 個、理工學院 16 個、生命科學院 5 個、管理學院

4 個、人文藝術學院 7 個、師範學院 3 個，共 731 人參加，感謝各

院系輔導協助。 
八、 執行教育部「96-99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簡

稱第 2 階段），媒合期限已於 100 年 9 月 30 日截止，實習機構補

助截止日預計於 101 年 3 月 31 日止，預計於 101 年 5 月 31 日結

案，核定名額 228 人，截至 9 月 30 日媒合截止日，成功媒合 154
人，媒合率 67.54％。媒合率在國立大學中排名第 6 名。 

九、 自 100 年１月至 11 月 20 日的資安違規事件累計共 31 件。寄發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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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信/廣告信件類的案件有 13 件（42％）；網路攻擊類的案件有

13 件（42％），其他類的案件有 5 件（16％），無侵害智財權案

件。 
十、 農學院林產系李安勝副教授帶領該系碩士班一年級何怡如同學所

創作的「伸縮衣架」及大學部四年級吳佳真、食品科學系大學部

四年級李佑軒和李騰箖 3 位同學研發的「易攜帶多功能護具」兩

項作品，參加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於 30 餘國家 750 件作品中

脫穎而出，分別獲得銀牌，是唯一獲得特別獎殊榮的代表隊團體。 
十一、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與本院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合辦之

「建國百年，阿里山林業機具文物展」於 100 年 11 月 1 日(二)
上午 10 時，在本校蘭潭校區木材利用工廠舉行開幕典禮，現場

準備 1,000 份禮物及 200 組 DIY 木製品贈送。 
 

【決議事項】 
一、通過國立嘉義大學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

位學程案。 
二、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案。 
三、通過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四、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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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重點摘要 
 
開會日期：101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持人：邱校長義源 
 

【重要報告事項】 
一、 恭喜師範學院黃清雲教授、農學院林高塚教授、理工學院羅光耀

教授榮獲特聘教授之殊榮。特聘教授為校內崇高之職銜，評審過

程嚴謹，可作為校內優質教師一項重要指標，亦為教師、同仁及

學生間的學習典範。 
二、 非常感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對於學校的支持，也讓我有這個機會

接掌校務。過去、現在及將來均需要靠大家的協助，嘉義大學具

有非常良好的軟、硬體體質，尤其自 2000 年以來，在楊校長及李

校長的卓越領導以及全校教職員工生用心共同經營下，學校確實

走過轉型、快速發展的階段。往後，只要大家共同繼續努力、更

加把勁，學校確有起飛的契機。 
三、 不過，大環境快速的改變，雖然我們持續進步，但國際及國內環

境更快速地改變與進步中，必將衍生衝擊與危機。其中一個危機，

即為招生問題，第二個危機為經費及相關資源問題，本校將會面

臨許多挑戰。教育部為因應這些挑戰，亦於多年前啟動各項評鑑

及大學退場機制；學校絕不能高枕無憂，往後如何在有限資源下，

凸顯我們最強之特色項目，尤其要顧慮本校整體最基本的教學面，

學校如何教育出具有競爭力及具備良好思考邏輯、問題解決能力

的學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尤其明年系所即將評鑑，期許

大家能以具體的教學成效做為最重要的評鑑指標。 
四、 在就職不到 2 個月的時間裡，令人相當感動的是，看到各級主管、

教師、同仁及學生均能共體時艱，以充分的信心與智慧，勇敢面

對困難與高難度的挑戰，相信大家團結一致，勇敢面對共同尋求

解決之道，再大的困難我們必然都可以克服，使校務持續精進，

共同為嘉義大學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最後再次藉由這個機會，

感謝大家的支持。 
五、 為兼顧內部與外部回饋之自我改善機制，設置「教學卓越計畫諮

詢委員會」，由校內一級主管及校外委員亞洲大學楊國賜教授、臺

灣師大楊深坑教授、靜宜大學王俊權教授、逢甲大學李秉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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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101 年度第 1 次會議訂於 10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假蘭潭校區瑞穗廳召開，惠請各位主管撥冗指導。 
六、 畢業校友服務-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一)執行教育部「96-99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第

2 階段計畫，核定名額 228 人，媒合期限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截

止，成功媒合 154 人，媒合率 67.54％。 
(二)本案為瞭解實習員在企業職場實習的狀況，目前實地訪視已完成

10 家實習機構。 
(三)本案教育部核定經費 12,110,400 元（實習機構人事費補助款

10,560,000 元與學校業務費 1,550,400 元），截至 2 月 29 日止經

費核銷 6,304,041 元，執行率為 52.05％。 
(四)實習機構補助核銷截止日為 101 年 3 月 31 日，預定 101 年 5 月

31 日結案。 
七、 2-3 月辦理國外學術交流活動如下： 

(一)姊妹校印尼布勞爪哇大學經濟學院訪問團於 2 月 12-15 日蒞校參

訪。 
(二)姊妹校法國南特高等林業學院及大陸福建農林大學交換生共計 7

名，分別於 2 月 20 日及 21 日抵達本校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

系進行為期 1 學期之交換課程。 
(三)姊妹校日本國立高知大學師生訪問團一行 6 人於 3 月 7-14 日蒞

校交流訪問。 
(四)姊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師生訪問團一行 8 人於 3 月 12-17 日蒞校

交流訪問。 
八、 農學院林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李安勝老師指導該系學生何怡如

和許栢宗參加 2011 年運動科技創新設計比賽，以「I×Dumbbell」
作品參賽，榮獲銅牌獎，為校爭光。 

 
【決議事項】 
一、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課程規劃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二、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案。 
三、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條文修

正案。 
四、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2 點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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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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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主席：邱校長義源 
 

【重要報告事項】 
一、 這兩天正逢罕見的谷超及泰利兩個颱風同時威脅臺灣，上午已啟

動緊急防災機制，建立校安聯絡系統，做好防災準備及應變處理

規劃，期望將可能的災害降到最低。 
二、 這一學期來，承蒙各位校務會議代表的關心與支持，在全校教職

員工生的共同努力下，整體校務一直在穩定中持續進步，在此表

示最高的謝意與敬意。然而，大環境在快速改變中，各項評比的

資訊透明化，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如何提高危機意識、開源節

流，做更有效率的整合，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成為我們必須努

力面對的課題，包括招生、評鑑、國際化及積極籌組研發團隊充

實研究能量等，以維持我們持續成長進步的特色。 
三、 依據本校優秀畢業學生選拔辦法第 5 條、第 10 條規定，畢業班每

班學業平均成績前 3 名者，畢業典禮時頒發獎狀乙幀。100 學年度

第 2 學期大學部學士班畢業生智育獎計有農藝系大四黃宇安等

120 名獲獎，於 6 月 9 日畢業典禮時頒發獎狀。 
四、 100 學年度設置 12 個跨領域學程、24 個微學程，並有 462 位學生

申請修讀，為推動本校學分學程，本校 101 年度持續辦理學分學

程招生宣導，已請各學院辦理所屬學程之說明會，以強化學生對

於學程認知，提升學生修讀意願。各學院辦理學程博覽會方式可

採多元進行，利用院週會時間或另訂時間辦理，其形式亦不拘，

包括專題演講、海報展示，發送文宣手冊等。 
五、 101 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共計資管志工隊、空手道社、數位

志工隊、蘭潭國樂團、八色鳥活動隊、樵夫志工隊、手工藝社、

慈光社、課業輔導社、益智遊戲社、生命品格教育社等 11 隊，服

務偏遠小學服務。 
六、 101 年暑假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申請案計有水生輔幼社、蘭潭國樂

團、八色鳥活動隊、樵夫志工隊、嘉簡呈儲戲劇坊、農藝志工隊、

手工藝社、資管志工隊、慈光社、課業輔導社等 10 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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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1 年帶動中小學服務經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 5 萬，計有課業輔導

社、慈光社、特教志工隊、水生輔幼社、資管志工隊等 5 隊，共

服務 7 所小學。 
八、 101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分別於 3 月 2、4、6 日假嘉義市崇文國

小、文化中心辦理，本校學生社團蘭潭國樂團分別榮獲大專團體 B
組團體合奏優等、絲竹樂優等；嵐韻合唱社榮獲混聲合唱優等。 

九、 10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

活動於 3 月 24、25 日假新竹玄奘大學辦理，蘭潭國樂團、課業輔

導社分別榮獲「學術性、學藝性」及「服務性」類組特優獎，蘭

潭學生會榮獲「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類組績優奬，「101 年全社

評宣傳短片」嘉大新聞資訊傳播社、嘉簡呈儲戲劇坊及勁舞社共

同編製「嘉義大學、好社之徒、非你莫屬」影片脫穎而出，榮獲

「金像獎」，整體表現十分優異、亮眼。 
十、 101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獲教育部經費補助 22

萬 5,000 元。 
十一、 畢業典禮 
（一） 依據 4 月 26 日召開畢業典禮臨時籌備會，決議採取票選結果

以「跨校區聯合視訊畢業典禮」辦理。 
（二） 業於 101 年 6 月 9 日上午 9 時在本校蘭潭校區瑞穗館、民雄校

區大學館及新民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100學年度跨校區聯合視

訊畢業典禮。 
十二、 執行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泰國潑水節活動，於 4 月 25

日順利舉辦完成。活動內容包括吐西瓜子比賽、展演泰國文化

展、潑水節祈福儀式與潑水同樂活動，計有 220 位師生參與實

際活動演出。同時本次活動結合本校 101 年度校園就業博覽會

舉辦，湧進人潮至少 2,000 人次，加強宣傳異國文化之特色，提

升本校師生之多元文化觀。 
十三、 為深化國際學生對臺灣文化之認識，4 月 28 日（星期日）辦理

瑞太古道健走及賞螢活動，計有 30 餘位國際學生參加。活動除

加強學生體能，亦能體驗當地居民維護生態環境之努力外，也

讓學生親自體驗製作狀元糕和了解臺灣冷熱泡茶茶藝文化。 
十四、 畢業校友服務-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執行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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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9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計畫（簡稱第

2 階段），核定名額 228 人，媒合期限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截止，

成功媒合 154 人，媒合率 67.54％，實習機構補助核銷截止日為

101 年 3 月 31 日，於 101 年 5 月 31 日結案。 
十五、 自 100 年 1 月至 5 月 30 日資安違規事件累計共 8 件。網路攻擊

類案件有 7 件（87.5％），其他類案件有 1 件（12.5％）；侵害

智財權案件、寄發垃圾信/廣告信件、外部攻擊、惡意程式類的

案件皆為 0 件。 
十六、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要點」進行校內傑

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於 101 年 5 月 16 日第 3 次通識教育委員

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推薦公共政策研究所陳佳慧副

教授、外國語言學系劉沛琳副教授、中國文學系陳茂仁副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王皓立助理教授及農藝學系張山蔚講師，獲選為

本年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另推薦本校公共政策研究所陳佳慧

副教授、外國語言學系劉沛琳副教授參加教育部舉辦第 5 屆全

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 
 
【決議事項】 
一、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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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修正案。 
三、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

案。 
四、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 
五、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六、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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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八、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約修正案。 
九、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 
十、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