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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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1-414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錄：王麗雯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 

兩位副校長、各位主管以及民雄、新民校區的主管、同仁們大家好，

本次行政會議有以下 3點報告： 

一、105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於今日（5 月 10 日）放榜，有鑑於今年

高等教育生源驟減，各校招生競爭激烈，雖然本校各學系絕大部分足

額錄取，但不少學系之備取名額所剩不多或已用罄，各學系應理解目

前仍處於動態平衡的狀態。為避免發生錄取順位超過原備取人數，衍

生報到不足額之情況，請各學系持續強化教學績效及特色，並補強網

際網路及數位資源行銷，讓學生及家長以最快的方式認識本校，提升

新生報到率。 

二、成立校務研究中心或辦公室是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本校將成立校

務研究辦公室，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任，研發長擔任副主任，研究發

展處作為推動平台，研議各項校務推動政策，以強化校務經營效率與

效能，精進校務永續發展。 

三、重申擔任一位主管最重要的是「責任」及「擔當」，並要以身作則做為

表率，紙本公文除需核章外應加註日期及時間，檢視公文內容之完整

性，以完備簽核作業及釐清責任。至於任務如何順利推動其實是一項

藝術，需要衡量主客觀條件作好拿捏，在既定的目標之上，直線看起

來是最短的距離，但卻未必是最順暢完成的執行策略，希望各位主管

能從業務上不斷學習與成長。 

另，於邀請貴賓蒞校時，固然應給予尊崇的禮遇，惟相關經費支出部

分，仍請務必依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貳、 宣讀 104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1 



肆、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3 至 104 學年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及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28

日臺教高（二）第 1040179609 號函（請參閱附件第 2 頁）辦理。 
二、本評鑑業於 105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辦理各校區說明會，待完成工作

項目如下，請須接受評鑑學系依期程規劃辦理： 
（一）學系送外審委員候選人（外審委員：原系、中心課程委員會之外的

優秀業界人士）至院，由院彙整送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逕送教務

處）簽請校長圈選（各系、中心外審委員 4 至 6 位擇優圈選 2 至 3
位）：6 月前。 

（二）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寄送評鑑自我報告書進行書面審查，並送教務

處作先期彙整：7 月。 
（三）回收外審委員意見，並提送系級會議討論及將審查意見、會議紀錄

送至教務處：8 月。 
（四）教務處彙整全校評鑑報告書報部：9 月。 
（五）各院課程委員會備查所屬各學系外審意見：10 月以後（依各學院

實際課程委員會為準）。 
三、評鑑費用由教務處教學增能計畫補助書面審查費（每件每人 810 元）、

報告書印刷費、郵寄費，總計每系至多以 4,500 元為限。 
四、有關評鑑報告格式、領據、問卷、說明會簡報等附件，請至教務處綜

合行政組「課程評鑑－105 年實習課程評鑑」專區下載。 
五、檢附須接受評鑑課程及學系清單（請參閱附件第 3 頁至第 4 頁）、本

校實習課程自我評鑑計畫（請參閱附件第 5 頁至第 6 頁）各 1 份，請

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5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執行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截至 4 月底本計畫各執行策略量化指標達成情形：計 111 項指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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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08 項達成本月預定值。未達成預定值項目如下： 
（一）「A2-1 多元服務學習」參與國際志工人數原可達預定值 2 人，因 1

名國際志工於出國服務前已辦妥離校手續，已非屬本校學生，不予

列入計算，俟暑假可完成計畫書目標值。 
（二）「C4 校外專業實習：全學期 80 人/海外 20 人」，未達預定目標值，

將於 105 年第 1 學期選課前加強宣導，待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可達

計畫書目標值。 
二、依本計畫經費執行期程，補助款總經費於 105 年 4 月底預定執行率為

53.65%，截至 4 月 26 日止補助款總實際執行率為 49.52%，登帳率為

55.34%；學校配合款總經費於 4 月底預定執行率為 9.10%，截至 4
月 26 日止總實際執行率為 0.00%，登帳率為 2.79%。補助款及配合

款執行情形，如下表所示： 

主軸別 
補助款 

核定數 
（A） 

實支數 
（B） 

4 月份預定 
執行率（C） 

實際執行率 
（D=B/A） 

登帳未支數 
（E） 

登帳率
（F=B+E）/A 

A 主軸 5,008,000 2,312,364 51.84% 46.17% 828,106 62.71% 
B 主軸 4,850,000 2,665,653 62.39% 54.96% 164,210 58.35% 
C 主軸 4,720,000 2,482,389 52.06% 52.59% 138,261 55.52% 
D 主軸 1,300,000 591,321 54.09% 45.49% 19,850 47.01% 

管考辦公室 4,122,000 1,853,177 47.72% 44.96% 12,325 45.26% 
計畫總經費 20,000,000 9,904,904 53.65% 49.52% 1,162,752 55.34% 

主軸別 
配合款 

核定數 
（A） 

實支數 
（B） 

4 月份預定 
執行率（C） 

實際執行率 
（D=B/A） 

登帳未支數 
（E） 

登帳率
（F=B+E）/A 

A 主軸
（A2-1） 120,000 0 16.67% 0.00% 10,000 8.33% 

D 主軸 
（D1、D2） 850,000 0 6.59% 0.00% 0 0.00% 

管考辦公室 30,000 0 50.00% 0.00% 17,925 59.75% 
計畫總經費 1,000,000 0 9.10% 0.00% 27,925 2.79% 

（截至 4 月 26 日會計系統統計資料） 

三、規劃於 105 年 6 月 5 日本校畢業典禮（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在蘭

潭校區瑞穗館外廣場舉辦教學增能計畫成果展，供當日蒞校來賓、觀

禮家長及同學閱覽，為豐富展示內容，請各主軸相關執行單位配合提

供成果資料，屆時亦請師長們撥冗指導。 
四、105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召開第 3 次實地訪視暨邁向教

學卓越輔導諮詢會議，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國立成功大

學及國立中正大學）將蒞校指導，並請執行計畫單位師長與同仁撥冗

參加。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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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 105-106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得標廠商及保險契約條款，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案經 2 次公開招標作業程序，於 105 年 4 月 7 日由遠雄人夀保險 

公司得標，得標金額為每人 506元。學校補助每人 100元，特殊身分

學生補助 313元，其餘金額由學生分別於上、下學期繳納予保險公司。 
二、檢附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條款（請參閱附件第 7 頁至第 19 頁）1

份，請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籌備情形，提請報告。 

說明：  

一、畢業典禮第 3 次籌備會將於 105 年 5 月 18 日下午 2 時召開。 
二、邀請卡（草案）已提經第 2 次籌備會討論，並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印

製，將於 5 月 13 日發放邀請卡。 
三、各校區校園巡禮路線、順序及起迄時間等細節已確認，公告於畢業典

禮專欄網站，並請各院系協助轉知畢業生。 
四、各一級單位主管代表出席三校區校園巡禮及典禮儀式名單彙整完畢，

將規劃安排貴賓座位區，並提供相關資訊予代表出席人員。 
五、三校區同步於活動當日展出「畢業典禮成果展」，展出地點分別為蘭

潭校區瑞穗館前廣場、民雄校區大學館內、新民校區 211 階梯教室外

廣場，各校區已分別調查統計參展意願及物資需求。 
六、各校區裝置藝術及佈置：刻正洽相關廠商配合設置。 
七、三校區聯合視訊轉播測試：5 月 23 日、27 日及 6 月 1 日辦理。 
八、三校區聯合視訊暨預演：6 月 1 日下午 1 時於各場館同步舉行，請全

體得獎同學、畢業班各班代表、工作人員及學生志工等出席預演。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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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本校 105年度資本門截至 105年 4月 30日止經費執行情形，提請報

告。 

說明：本校 105年度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 

一、A 版 105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5,881 萬 3,000 元，截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700 萬 8,000 元，實際執行數 1,014 萬 4,760

元，預算執行率 144.76﹪，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17.25%。其中營建工

程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47.55%，教學設備全年度實際達成率 15.62%。 

二、B 版 105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7,608 萬 7,000 元，截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止累計預算分配數 1,165 萬 4,000 元，實際執行數 569 萬 1,064

元，預算執行率 48.83﹪，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7.48%。 

三、合計截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止，預算分配執行率 84.86﹪（未達行政

院主計總處規定執行率 90%），全年度達成率 11.74%（未達教育部規

定達成率 40%）。 

決定：請各單位配合積極執行各項預算計畫。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執行本校特色大學試辦計畫-Ａ主軸：大學成為區域知識中心案，提

請報告。 

說明： 

一、本計畫於 105年 5月 13日至 7月 10日在本校蘭潭校區圖書資訊館 1

樓，舉辦「IMAGINARY：Infinity & Beyond 超越無限．數學印象」

特展（嘉義場），請全校師生共襄盛舉蒞臨觀展。 

二、檢附本活動宣傳 DM 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第 20 頁至第 24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定：請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前往觀展。 
 
※臨時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程序，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 105 年 4月 19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5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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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辦理。 

二、本案前於 105年 5 月 4日嘉大人字第 1059001890 號函知各學院、系

（所、中心）在案。 

三、嗣後各系（所、中心）如欲新聘專任教師，請於系務會議決議該職

缺為專任教師，並進行初步審查，原則上提報三倍人選（併同會議

紀錄、合格名冊、不合格名冊、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流程及應繳

資料檢覈表、各項學歷文件「含經驗證之國外學歷文件」、足資直接

證明之經歷證件），提送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議。 

四、各系提送本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審議之資料不齊備者（含國

外或大陸經歷未驗證完成、未檢附聘書、證書、服務證明等），視同

資格條件不符，不予提會審議。 

五、檢附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程序表、專任教師甄選人名冊（含合格名

冊及不合格名冊）、新聘專任教師甄選作業流程及應繳資料檢覈表（請

參閱附件第 96 頁至第 100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定：洽悉。 
 
※臨時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貫徹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政策，本校不足額進用之責任群組經費

將流用改由學校統籌徵才，以避免罰款及懲處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5年 3月 29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35837號函（請參

閱附件第 101 頁）示，為兼顧學生兼任助理及身心障礙者之勞動權

益，並為免因法令變更致本校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而繳納差額

補助費等相關問題，請本校積極進用是類人員以預為因應。 

二、復依行政院頒「進用身心障礙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略以，未足額

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機關首長屆時將受懲處。  

三、為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前提經 104 年度 12 月份行政主管座談會

議報告，請不足額進用之責任群組於 105 年度 2 月底前完成渠等人員

足額進用之作業，屆時如未足額進用，將於相關單位之分配款中辦理

就業代金扣款，並另存於本校專戶以利渠等人員之統籌進用。 

四、惟目前各責任群組迄今尚不足額進用 7 人，仍請相關單位積極進用是

類人員，105年 6月底前如仍有未足額進用者，將簽請由不足額進用

單位流用用人經費至學校校務基金人事費專戶，由人事室統一辦理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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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作業，相關群組如下：（請參閱附件第 102 頁） 

（一）教務處所屬群組（含學生事務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進修

推廣部）：不足額 1 人。 
（二）師範學院：不足額 1 人。 
（三）人文藝術學院：不足額 1 人。 
（四）管理學院：不足額 2 人。 
（五）體育室所屬群組（含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台

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不

足額 2 人。 

決定：請配合政府人力資源政策落實推動。 
 
※李安進主任秘書補充報告：最近幾次會議臨時報告事項及臨時提案之件

數明顯增加，為避免法規修正案未依正常程序簽核，並壓縮與會主管事

先審閱會議資料時間，影響議事品質，惠請各單位依據開會通知所訂期

限提供各項會議資料，以利秘書室彙整。 
※吳副校長補充說明：行政會議審查之議案均涉及全校教職員工生權益，

各與會主管須於會議前下載議程及附件資料，並充分檢視各議案內容及

查閱相關規定，於會議中提供妥適修正建議，以建立嚴謹的審查制度。

若各單位以臨時提案方式於會中快速審查通過，易發生法規未盡周延情

形，影響行政品質。爾後各單位之報告事項及提案若未如期繳交，除上

級主管機關來文須立即配合執行推動或校長臨時交辦者外，請秘書室列

入下次會議再行審議。 
※校長指示：擔任行政主管須確實妥善掌握時效，以維持良好的組織運作，

提升行政品質及效率。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校友申辦畢業證書遺失補發作業流程及本校教務處證明文件收

費標準調整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現行校友遺失畢業證書而申請補發時，原需繳交照片黏貼於畢業證 

明書上，但申請人親辦時常忘記攜帶，抱怨不便，或提供生活照及非

近期照片等，造成行政作業困擾。經考量補發畢業證明書旨在證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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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資格，且多數學校亦無在畢業證書上黏貼照片之規定，爰取消申

辦畢業證書遺失補發需繳交照片之措施。 
二、為因應校友申請需求，考量紙張及人力成本，擬調整部分教務處證明

文件收費標準： 
（一）增訂中文畢業證書影印加蓋印信證明費：每份 10 元。 
（二）調整中文學業成績優良證明費用：由 30 元調整為 20 元，以與現行

英文學業成績優良證明收費標準一致。 
（三）提高彌封之信封費用：由每封 3 元，調整為每封 5 元。 
三、檢附本校教務處證明文件收費標準調整草案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件

第 25 頁至第 27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提升校譽與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提升校譽與產學合作績效獎勵辦法經 104 年 2 月 10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依據本辦法第 7 條陳請校長核定後

先行試辦一年。 
二、綜合各單位意見並經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會議決議，酌作修

正，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刪除「對校譽提升有重要貢獻者」獎項，並增加獎勵項目「產學合

作績優中心」及「學界科專計畫總主持人獎或科技部國家型整合計

畫總主持人獎」。 
（二）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獎勵名額及獎勵方式修正為全校取 10 名、各

學院取 1 名，獎金額度修改。 
三、檢附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奉核可簽、105 年 3 月 15

日及 29 日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會議紀錄摘錄（請參閱附件第

28 頁至第 46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9 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先行試

辦一年」；修正為：「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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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4 年 9 月 3 日公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2 條，將「建教合作收入」修正為「產學合作收入及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爰配合修正本要點名稱及相關規

定。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有關「建教合作」文字修正為「產學合作」。 
（二）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5 條明訂產學合

作應與合作機構訂定書面契約。（第 5 點） 
（三）將計畫作業人員之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資格修正為須為本校在職 

編制內、外教師或行政單位主管。（第 9 點） 
三、檢附本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奉核可簽及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請參閱附件第 47 頁至第 60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9 點第 1 款：「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須為本校在職編制

內、外教師或行政單位主管」；修正為：「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為教

師者，須為專任或專案講師以上資格；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為職員

者，須為單位主管或具有技術人員技士以上資格」。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嘉大文創館管理與清潔收費要點第 3 點及第 6 點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為鼓勵遊客及旅行社利用非假日時段參觀嘉大文創館及降低假日營 

運成本，爰修正本要點第 3 點，取消假日時段團體優惠價格。 

二、嘉大文創館 103 年 10 月至 105 年 3 月計有 1,059 人次參觀，為配合

本校校園博物館化及與世帝喜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之期約至 106 年 6 月 19 日，爰修正本要點第 6 點，賡續依本要點辦

理文創館相關業務。 

三、檢附本要點第 3 點及第 6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及奉核可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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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附件第 61 頁至第 63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訂定本校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公費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及本

校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公費生受領公費獎助學金契約書草

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 年 4 月 28 日農輔字第 1040020110 號函 

核定本校 104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園藝學系農場管理組公費生培育計

畫、教育部 104年 10月 20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142841號函，

訂定本要點，據以發放公費生獎助學金。 

二、本要點及契約書草案業經 105 年 3 月 17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農學院農場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籌備處第 1 次籌備委員會及 105

年 5月 9日本校農學院 104學年度第 7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要點草案對照表、草案全文（含契約書）、奉核可簽及相關會

議紀錄（請參閱附件第 64 頁至第 74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本草案第 4 點：「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獎助學金待

遇，並返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助學金：（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

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助學金、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

故不就學。（二）未經本校核准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三）

受領公費助學金一年內未修課程。（四）未依規定取得畢業證書，但

具有兵役義務者或特殊狀況（重大疾病），其期限得配合役期延長

之」；修正為：「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公費獎助學金待遇，

並返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獎助學金：（一）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

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獎助學金、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

故不就學。（二）未經本校核准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三）

受領公費獎助學金一年內未修課程。（四）未依規定取得畢業證書，

但具有兵役義務者或特殊狀況（重大疾病），其期限得配合役期延長

之」。 

二、本草案第 6 點第 1 款：「辦理離校手續時，向教務處或相關單位領取

返還公費申請書並核算應返還公費獎助學金金額」；修正為：「辦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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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手續時，向教務處或相關單位領取返還公費獎助學金申請書並核算

應返還公費獎助學金金額」。 

三、本草案第 7 點第 1 款：「檢具下列文件向學校畢業生輔導單位提出申

請：1.返還公費申請書。2.從事農業經營服務年資之證明文件。3.退
伍證、免兵役證明（女生免附）」；修正為：「檢具下列文件向學校畢

業生輔導單位提出申請：1.返還公費獎助學金申請書。2.從事農業經

營服務年資之證明文件。3.退伍證、免兵役證明（女生免附）」。 

四、本草案第 7 點第 2 款：「由學校畢業生輔導單位核算尚未服務年數後 
，並核算應返還公費助學金金額」；修正為：「由學校畢業生輔導單

位核算尚未服務年數後，並核算應返還公費獎助學金金額」。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配合政令修正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來源項目；因應農學院動物醫院吸引優秀臨床獸醫師來校執行診

療業務，前奉鈞長核可專案主治獸醫師月支給專業加給新台幣

12,000元、專案總獸醫師月支給專業加給新台幣 10,000元，爰增列

專案主治獸醫師及專案總獸醫師職稱及相關進用資格條件；增訂專

業加給之支給標準，並對於支領專業加給人員之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另對於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兼職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以資

明確。本次擬修正規定計 4 要點及修正二附表、增訂一附表，增修

重點如次： 

（一）修正第 2點：因應「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其管理監

督辦法修法、本校修訂之「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規則」第 4條，配合修正自籌經費相關文字。 

（二）修正第 3點：因應農學院動物醫院執行動物診療業務之需要，於專

業類人員增列專案主治獸醫師及專案總醫師等二職稱，並增列相關

資格條件，酌作文字修正；另本校目前除「專案資訊師」及「專案

諮商心理師」、「專案諮商輔導員」之專業類人員外，尚有「資訊

技術」類之專案工作人員訂有專業加給支給標準，爰於本條文第 8

項刪除「專業類」文字，酌作修正。 

（三）修正第 7點：配合另訂專業類人員專業加給標準表格式，酌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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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四）修正第 14 點：為明確規範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兼職之規定， 

配合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26條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五）修正附表五「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陞遷序列表」 

：配合本修正要點第 3點，於「專業類人員」類別之第二序列中增

列專案主治獸醫師及專案總獸醫師職稱，並增訂陞遷資格條件。 

（六）修正附表八「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 

：配合本修正要點第 3點，增列專案主治獸醫師及專案總獸醫師工

作職責程度、所需資格條件及支薪標準。 

（七）增訂附表八之一「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專業加給

表」，將支領專業加給人員及支給標準另以表列，以資明確。 

二、本修正草案前以 105年 4月 20日嘉大人字第 1059001629號函轉各

單位修正預告，截至收件日止未接獲修正意見。本案並提經本校 104

學年度第 7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草

案總說明」、「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員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增修之相關附表及本案原簽等資料（請

參閱附件第 75 頁至第 95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略） 

捌、 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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