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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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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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F 瑞穗廳 

主席：李校長明仁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王副校長以仁、古副校長森本（公假）、各行政主管、主任秘書、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附小校長、各學院院長、系

所主任、語言中心主任、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主任、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等如簽到單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 本次會議有二點請各位主管協助轉知其他同仁： 

(一) 個人並未有親戚在本校校內從事商業或其他工作，請各業務承辦人承辦

業務只需依權責，並依相關規定秉公處理。 

(二) 各業務承辦人處理各項業務時應依權責辦理，無需事事以「校長指示辦

理」為辦理依據，避免誤導師生並衍生不必要的困擾；各項議事議案亦

應依規定送相關會議討論審議，議事資料亦應避免出現「校長指示」字

樣，以免影響與會人員討論議案之公正、透明機制。 

二、 各單位叫修各項維修事項，應先填維修單，維修後由總務處派員驗收，

價格一定要先詢價，避免價格過高並落實驗收。 

三、 本校今年度需支付 1 億元工程款，各項工程進度請總務處務必把握進度，

加速腳步。教育大樓 1 億 7000 萬工程經費今年編列有 4,000 萬元，希望

能於 8、9 月間完成發包工作，以免影響執行率；綜合教學大樓各部分工

程亦請相關單位協助及早作業，俾如期完成各項工程進度；各院系所需

維修部分請填維修單；管院大樓、圖資大樓目前使用上若尚有缺失部分，

亦請隨時通知總務處處理，大家共同配合加速各項工程進度及完缺失改

善。 

貳貳貳貳、、、、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 

◎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一、 本校 95 學年度博士班報名人數為 198人，其中國教所 85 人、農學所 19

人、管理研究所 94 人，預定 6月 11日至 18日舉行考試。 

二、 95(一)課程預選，訂於 6月 5日開放系統供學生上網選課，請各系所最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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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學前務必將授課教師(含兼任老師)定案，以利學生選課。 

三、 為能正確核算教師鐘點費，請各系所對於協同教學之合開教師鐘點安排能

詳實無誤且避免衝堂，以免造成開課及核算鐘點費之困擾。 

四、 有關學生於學期中申辦課程停修，因涉學生權益，請各系所主管於受理申

請時，確實瞭解學生停修原因，給予適時輔導，並請同學親自送達教務處

登錄完成，避免因停修不成功衍生困擾。 

五、 本學期暑修課程，目前陸續開課繳費完成，請相關系所協助授課教師之安

排，協助學生順利修課。 

六、 95 學年度行事曆已印製完成，並分送至各單位與專任教師。(另已公告於

教務處網頁)  

七、 依教育部 95 年 5 月 12 日函，有關各校選課機制相關事宜中宣導，請各開

課單位應適當調配及編排課程，且應於規定上課時間內排課，若因特殊情

況需於寒、暑假密集上課或日間部課程排於夜間時段上課者，應專案簽准

後方得實施。 

八、 各院如有必修課程科目、學分調整異動，應研擬相關異動科目抵修對照

表，與新舊生課程配套措施，並充分輔導重修生及轉學生週知，避免學生

修課或畢業條件達成困難及權益受損等情事發生而引發爭議。 

九、 為配合 95 年 6 月 11日（星期日）畢業典禮，學生辦理領取學位證書及離

校手續事宜，各校區教務處辦公時間如下：蘭潭校區上午 8:00~下午 4:00

（中午不休息）；民雄校區上午 9:00 至下午 5:00（中午不休息）；民生校

區下午 1:00~晚上 9:00。由於學生辦理離校手續尚須相關單位配合（如圖

書館-還書、總務處-還學位服及蓋校印、電算中心-校園 IC 卡遺失補發

等），敬請各單位能儘快於期限內完成離校系統維護，並期 6月 11日當日

儘量安排人員留守，以利同學辦理各項相關事宜。 

◎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一、 本校第二期「嘉大學務通訊」已於 5月 14 日出版，除分送本校各班、導

師、社團外，亦分送全國各大學校院及教育部長官參閱。本通訊每學期出

版二期，每期費用約 2 萬元。 

二、 學生宿舍： 

（一）本校 4 個校區 10 棟學生宿舍共提供約 3600個學生床位，本校囿於校

區分散限制，及優先照顧新生之前提下，可提供舊生之宿舍床位，以 95

年舊生抽籤情形本校目前僅蘭潭校區男生提供率 15％（54/352）較低、

蘭潭校區女生 29％(124/435)如二舍增加 100 個床位將達 51.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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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區參加抽籤結果，民雄校區男生 94％（226/241）、女生 65％

（354/547），林森校區男生 64％（72/113）、女生 70％(126/180)，整個

中籤率均高於 50％以上，且今年蘭潭校區舊生可參加其他校區抽籤。有

關宿舍申請資訊隨時於學務處網頁公告。 

（二）學生宿舍自治幹部輔導：95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已由各校區住宿

學生選舉產生，學務處輔導宿委會幹部於 4月 28日在國際會議廳對新任

幹部實施法治教育訓練，新舊任幹部已於 5 月 1 日實施交接，住宿學生

如有反映意見請先向宿舍幹部反映再向生輔組反映。 

（三）本學期宿舍環境與硬體改善計有： 

     1.蘭潭及林森校區宿舍清潔委外作業，整個宿舍環境清潔已大幅提升。 

   2.蘭潭一舍壁癌處理、五舍頂樓防水工程及牆壁粉刷、民雄校區學生宿舍

防漏工程  對學生生活環境品質已有改善。 

暑假期間學生宿舍計畫整修項目如下： 

   1.蘭潭校區：變壓站及配電設施改善、二舍內部設施重新規劃與整修、三

舍窗簾更新、五、六舍水塔清洗及浴廁管路整修。 

2.民雄校區：綠園二舍裝設電梯、綠園一舍及二舍門禁刷卡系統及監視系

統改善。 

     3.林森校區：明德樓一樓窗戶加裝防盜（鋁窗）設施。 

4.民生校區：明德樓寢室重新規劃及整修。  

（四）為簡化行政程序與效率及節約資源，自 95 年起新、舊生之床位申請及

抽籤作業皆委請電算中心協助，以網路申請及電腦抽籤。生輔組將已修

訂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實施，生輔組將持續檢討現行法規與做法，朝『建立管理體系』、

『輔導學生自治功能』與『簡化行政程序』等工作目標。 

（五）大一新生集中於蘭潭校區住宿及上課是學校未來發展之規畫，在配合

措施未完成前不會實施，為逐漸落實此規畫學校將對學生宿舍採取『質

的提昇』及『量的增加』等措施。 

三、 94 學年度畢業典禮日期及時間：蘭潭校區於 95 年 6 月 11日(星期日)上

午 10:00於瑞穗館；民雄校區下午 14:00於大學館；民生校區晚上 17:00

於 A、B棟中間廣場。因分校區辦理畢業典禮會衍生貴賓邀請及總務處協

助人力在三校區間疲於奔命之缺點，未來是否思考三校區共同辦理或以其

他方式辦理，以改善分校區辦理之缺點。 

四、 僑外生輔導活動： 

（一）「94 學年度應屆結業僑生生大學博覽會」假僑大先修班舉行，本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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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務長、僑輔老師林琮瀚及 3位僑生前往宣傳及招攬學生。 

（二）僑務委員會安排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ㄧ行 31人，於 5月 11

日下午到校參訪，本次參訪以台灣農、漁業發展現況及蘭花與水產養殖

相關經驗交流及發展現況，由請園藝技藝中心及水產生物學系協助簡報

及安排參觀導覽，來賓對本校之熱忱接待留下深刻印象，並要求提供本

校招生資訊以便返回馬國後對有意來台求學之學生宣導。 

（三）為增進僑外生對本國之了解，學務處於 5月 27 至 29 日舉辦僑外生海

洋生態參訪活動，本活動獲得教育部 10萬元、僑委會 1萬元補助。 

（四）本處為提生僑生輔導能力，巳爭取辦理教育部 95 年全國僑務老師研習

活動，於 6月 28、29、30日三天於本校及週邊風景區辦理。 

五、 經 5月 2日主管座談決議及 5月 9日行政會議建議，為感謝擔任大一服務

學習任課教師之辛勞，將給予任課教師函勉，並在教師自我評鑑表、升等

審查表中列入加分項目。 

六、 禮賓大使第四期甄選作業、新生訓練與服裝製作等作業已於 4月 8日完

成，將陸續支援各項典禮及其他單位任務中加強訓練與經驗傳授。 

七、 5 月 22 日召開第 2 學期學生獎懲會議，通過廖凌慧等五員記大功案。 

八、 95 學年度新生入學準備及新生始業式第 1次籌備會議預定於 6月 14 日召

開，實施日期為 9月 12、13、14 三天。 

九、 本處課外組已編印完成「嘉大學生社團總覽」，使本校學生團體有完整的

紀錄。本校目前有學生團體 141個，包括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學生議

會)6 個、社團 103個、系學會 32 個(如下表)。 
 

類  別               蘭潭校區    民雄校區    林森校區     合 計 
  學術性社團 9 7 3 19 
  康樂性社團 7 5 1 13 
藝術性社團 5 6 0 11 
音樂性社團 8 8 1 17 

  服務性社團 9 6 0 15 
  體育性社團 11 8 0 19 
  聯誼性社團 7 1 1 9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56565656    41414141    6666    103103103103    
        學生會及議會學生會及議會學生會及議會學生會及議會    2222    2222    2222    6666    
            系系系系    學學學學    會會會會    18181818    10101010    4444    32323232    
      總計 76 53 12 141141141141 

 

十、 學生社團活動成果： 

（一）5月、6月份社團申請舉辦活動計有 91項(附件 1，頁 1-6 )，各社團發揮

特色，將最佳的呈現而出，跨校區社團成果展亦辦得有聲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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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月份媒體報導社團活動計達 11項(附件 2，頁 7)，成果相當豐碩，各社

團從事大型活動，具有相當不錯之創新活動者，課外組將配合公關組作好

媒體宣傳工作，將最好與最佳之成果傳達出去。 

（三）救保社於 5 月 20 日蒞臨嘉義市興嘉國小舉辦小小急救營，計有興嘉國小

學童 90位參與，學童學得開心又實用。 

（四）柔道社於 5 月 28 日參加新營市長盃柔道邀請賽榮獲一項第一名、兩項第

二名、四項第三名表現優異。 

（五）空手道於 5月 20-6 月 10日在嘉義市民族國小舉辦帶動中小學運動風氣—

空手道假日教學活動營計四梯次，每梯次半天 30位學童參與，活動成果良

好。 

（六）農藝志工隊於 5月 27、28日舉辦東區低收入戶家庭農村生活體驗營活動，

本次活動為該服務隊第 9 次舉辦農村生活體驗營活動，計有東區低收入戶

家庭學童 120多位參與，小朋友學包粽子、作麻糬、搓湯圓、捏麵人、彩

繪斗笠、農村園遊會等，度過充實愉快之兩天。 

（七）樂旗隊於 5 月 30 日舉行成果發表會，配合樂隊與旗隊之表演，計演出七

首樂曲，讓在場聆聽之 100多位同學讚不絕口，6月 11日畢業典禮時樂旗

隊更在校園巡禮中擔任前導表演工作。 

（八）勁舞社於 5 月 18 日在瑞穗館舉辦成果發表會，吸引 500 多位觀眾觀賞，

該社團自編歌舞，配合輕快音樂、美妙舞姿，將熱情與活力展現，使現場

High 翻天。 

（九）流行音樂坊於 6 月 2 日於瑞穗館舉辦搖身-Band期末成果發表會，將有近

10支樂團演奏 5小時，希望能帶給全校愛好音樂者更高之聽覺與視覺享受。 

（十）世界民族舞蹈社於 5月 28-6 月 2 日在活動中心一樓舉辦世界民族舞蹈週，

表演各國民族舞蹈，成果極佳吸引許多同學觀賞。 

（十一）彰雲嘉社團博覽會於 5 月 13 日在雲林科技大學舉行，蘭潭校區推派古

箏社參加靜態展覽，勁舞社參加動態交流表演，均得到極為不錯之評價，

尤其古箏社更獲得代表技能教學備受肯定之行星獎，並藉由觀摩吸收外

校豐富之社團經驗。 

（十二）5月 27、28日在高苑科技大學舉行全國社團評鑑，蘭潭校區推派服務性

社團農藝志工隊、民雄校區推派音樂性社團合唱社代表參加，兩社團皆

獲得績優社團。 

（十三）社團網頁的製作，目前已經有劍道社、農藝志工隊、自然資源保育社、

古箏社及植物研習社等 5 個社團製作完成並連結成功，預計 95 年 12 月

舉辦社團網頁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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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5 月 9 日捐贈舊樂器給南投縣政府原住民行政局，將這些儀器轉交給南

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嘉惠原住民小學學童，捐贈活動即為圓滿。 

十二、 於 5月 12 日教育部體育視訪，課外組負責運動性社團資料之整理與報

告，已圓滿結束，與會官員對本校運動性社團之快速發展讚賞有佳。 

十三、 蘭潭學生會於 5月 17日舉行第六屆正、副會長選舉，並同時舉行議員

選舉，此次二合一選舉也是嘉大之創舉，希望明年能如期進行三合一(學

生會正副會長、系學會會長、議員)選舉，選舉結果由獸醫大二邱紹軒同

學當選第六屆學生會會長。 

十四、 為推動校區活動整合之理念並增進三個校區的社團相互交流及觀摩的

機會，5月 3日於嘉義大學舉行三校區學生社團聯展及評鑑，共有 96 個

社團參加評鑑，為了獲得好成績，每一個社團都將平日最優秀的成果展示

出來，上台表演的各社團成員也卯足全力，賣力演出。本次評鑑結果為「優

等 20個」、「甲等 43個」、「乙等 32 個」，另有「林森籃球社」未陳列接受

評鑑，依規定應予停止社團運作(附件 3，頁 8-9)。 

十五、 為提昇社團活動及經營品質，使同學有觀摩學習的機會，於 5月 28日

組隊前往觀摩「95年全國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參與

觀摩之社團幹部收穫良多。 

十六、 應屆畢業班畢業紀念冊於 5月 24 日發放給全校畢業班，本次畢業紀念

冊最大創舉為三校區畢業班製作成一本全校畢業紀念冊，打破以往各校區

各自製作畢業紀念冊之現象。本次畢業生計有 1,286 位購買畢業紀念冊，

畢業生 1863位，購買畢業紀念冊比例約 70%。 

十七、 應中國大陸東北教育大學之邀本校計有生機大三增珮璉等 14 位同學將

於 7月 10-19 日參加『2006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活動』。 

十八、 95 年 3月份核發本校急難救助金：6人、70,000元、學產基金急難救助

金：4人、40,000元。4月份急難救助金共核准 7件，總計金額 70,000元。 

十九、 5 月 24 日召開外國學生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研究生方面有食品科學

所二年級學生楊晉瑚獲得；大學部方面有森林暨自然資源系一年級王牧

葶、動物科學系一年級趙婉伶獲得。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外國學生獎學

金發放要點」第五點規定本獎學金包括二部分：(1)學期獎學金：其額度

包括學雜費基數、學分費及住宿費；分別由教務處、學務處以校內轉帳

方式辦理核銷。(2)每月獎學金：大學生每月支領 6,000元、研究生每月

支領 8,000元，每年發給 12 個月。95 年度教育部補助本校外國學生獎

學金 255,000元。 

二十、 5 月止獲得校外獎學金計有農藝系王筱婷等 14 位同學計 1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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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清寒獎學金於 5月 17日經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

金審查小組審查通過錄取清寒學生 222名，每名 9,000元整。 

二十二、 94 學年度優秀畢業生服務獎計有 58位同學提出申請，於 5月 17日

審查後錄取森林大四劉映孝等 44 人。 

二十三、 為落實本校學生校外團體動態活動之安全，特別與嘉義市紅十字支

會合辦「初級急救員訓練」，已完成辦理第一梯次（3月 18、19 日）有 25

人取得證照，第二梯次（3月 25、26 日）有 35 人取得證照，第三梯次（4

月 22、23日），計有 64 人取得證照。各系已取得合格證書統計如附件(附

件 4，頁 10)。 

二十四、 全校學生團體保險理賠人數，2月份 13人，理賠金額 56,156 元，3

月份 28人理賠金額 2,186,837元，4月份 20人理賠金額 93,953元，如

下表。 

年月 人數 金額（元） 

95.1 32 148,811 

95.2 13 56,156 

95.3 28 2,186,837 

95.4 20    93,953 

合計 93 2,485,757 

二十五、 各校區學生外傷處理人數 2 月份計有 43人次、3月份 251人次； 血

壓測量人數 2 月份 39 人、3月份 107人；測量體脂肪人數 2 月份人數 6

人、3月份人數 61人，如下表。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每月健康服務統計表 服務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合計（人次） 測量血壓 61 39 107 65 268 血壓 130/80 23 3 17 10 53 高血壓衛教 19 12 27 19 77 外傷處理 140 43 251 161 595 協助就醫 1 1 4 4 10 體脂肪檢測-女 64 3 33 18 118 超過理想範圍 22 12 26 20 80 飲食.運動衛教 8 12 26 20 66 體脂肪檢測-男 77 3 28 33 141 超過理想範圍 26 11 20 13 70 飲食.運動衛教 9 11 20 13 53 測量身高 57 25 116 111 309 測量體重 519 70 460 406 1455 
二十六、 針對 95 學年度入學新生的「重大疾病調查表」及「學生健康資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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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依據其必要性、合理性及完整性，已完成修訂工作。 

二十七、 5 月 1日至 5 日衛保組與食科系合辦「認識健康食品」之活動，加

強本校師生對健康食品購買及食用的正確觀念，現場有獎徵答外，並贈送

精美宣導書籤。 

二十八、 爲保障學生在校求學期間的安全及符合需求，針對以往學生平安保

險內容條文，進行全面檢討及修訂。並爲了吸引保險公司前來投標，擬將

保險合約延長為二年，目前已請事務組協助上網招標工作，預計於 6月

12 日開標。 

二十九、 民雄校區 5月 1日邀請施巴藥廠公司，在民雄校區圖書館五樓 C511

教室舉辦醫學皮膚護理及夏季肌膚保講講座。 

三十、 5 月 19 日辦理全校各餐廳餐飲人員衛生講習，聘請嘉義縣衛生局食品課

稽查員林健仕來校授課，題目為「食品中毒案例的探討」。 

三十一、 爲增進學校教職員工生對防疫工作法規與實務的認識，建立本校完

整的通報系統，與校安中心合辦，分別於 5月 10日蘭潭校區及 5月 24

日民雄校區，邀請嘉義市衛生局疾管課課長施義雄主講「校園傳染病通報

及防治」。 

三十二、 5 月 25 日舉辦「認識健康食品」由統一食品公司陳宣佑先生主講，

計 98位參與。 

三十三、 5 月 29、30日大一學生（無 B抗體者）施打 B 型肝炎疫苗第三劑。 

三十四、 95 年 4 月份各院系輔導個案共 67 件如附件(附件 5，頁 11)。師範

學院 15件、人文藝術學院 23 件、農學院 8 件、理工學院 1 件、生命科學

院 13 件、管理學院 7 件。 

三十五、 5 月 11日、18日、25 日連續三週晚上 6：30-9：30，在民雄校區行

政大樓 2樓會議室，邀請催眠大師夏琳.艾克曼來爲同學帶領『愛惜生命

疼惜自己』提升自信心工作坊。 

三十六、 本校優良導師候選人之推薦、甄選，已通知各系由系主任導師於每

年 5月間推薦該系擔任導師年資三年以上之現任導師(含進修部)乙名。經

系務會議初審,送院務會議複審，各學院於每年 6月 10日前推薦乙名人選

送交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彙整，於 7月上旬召開全校優良導師甄選委

員會議，以評選出優良導師代表績優獎及肯定獎各 3 名。 

三十七、 提供本校「自願服務證明書」(範本)1份，請各位主管參閱。本校

學生志願服務累計達 36 小時，於紀錄表中記錄，且未接受任何酬勞或獎

勵者，可將紀錄表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學務處會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

法第 3條發予自願服務證明書，請鼓勵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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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暑假將至，校安中心提供暑期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請

單位協助張貼於公告欄，並叮嚀學生注意假期之各項安全。 

◎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一、  本校各項重大營繕工程進度： 

   工 程 項 目 工     程     進     度 

綜合教學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羅允成 

       

水電：盧頌文） 

1. 本工程土建（主體結構，不含 PVC 地板）部分預定 95 年 5 月

30 日完工，水電部份預定 95 年 7 月完工。 

2.戶外水保景觀工程因變更設計，完工日期將做調整展延，期限

由營建署辦理中。 

3.景觀工程發包資料5月26日奉校長核定，現正製作招標文件中。 

管理學院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吳榮山 

水電空調：盧頌文 

          羅允成） 

1.本校新民校區管理學院大樓水電空調工程目前除污水處理工

程、中央監控、門禁設備及資訊系統等部分尚需本校進行測試

完成後再擇期驗收外，餘皆已完成正式驗收，將俟缺失補正後

再擇期辦理複驗（已於 5 月 23 日第 1 次複驗）。土建工程部分

則因變更設計契約書之數量龐大尚待審查核定，現營建署南工

處已將結算初稿（不含第 3 次變更）及第 3 次變更設計契約書

（釐清補正部分）函報到校。 

5/9 至 5/12 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第 1 次查核本工程，並於

5/23 至 5/25 辦理第 2 次查核。 

2.有關新民校區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之規劃構想及設計理念，

將徵得建築師事務所同意後公佈於本校管理學院網頁。 

3.民生校區運動場暨公共設施新建工程已於94年 9月 9日完成初

驗復查，11 月 28 日辦理正式驗收，12 月 20 日完成複驗，並於

94 年 12 月 24 日由本校點交接管。 

圖書資訊大樓工程 

（承辦人員： 

土建：黃淑惠 

水電空調：羅允成 

          盧頌文） 

1.圖資大樓公共藝術品案於 95 年 3 月 16 日簽約完成（履約期限

至 95 年 7 月 13 日），並於 5 月 8 日辦理現場勘驗。 

2.圖資大樓家具設備案已於 95 年 4 月 28 日部份驗收完成，指標

設備工程部份，俟圖書館搬遷就定位後，由圖書館提供正確標

示名稱，俟本校通知後廠商於二週內交貨並施工完成。（已函請

廠商於 6/10 前完成） 

3.電算中心於本年 4 月 6 日進駐啟用；圖書館於本年 5 月 8 日開

館啟用。 

民雄校區禮堂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1.目前工程皆已驗收完成，辦理最後結算付款（設監費用）事宜。 

2.於本（95）年 4 月 14 日召開本工程設計酬金給付協調會，會中

決議，請建築師再提相關佐證資料，作為憑辦付款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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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校區明德樓結構

加強及整修工程 

（承辦人員：吳榮山） 

1. 4/20 完成招標資料，奉示依會計室意見修正後再簽核。 

2.經 6 次修正後，於 5/24 奉核，5/25上網公告，預定 6/6 10:00

開標，若一切順利將於 7/25 完工。。 

教育館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周基安） 

5/19  14：00 教育部召開本校「民雄校區教育館新建工程」規劃

設計書專案審查會議，並已順利審查通過本新建案。將依與會委

員建議，請設監單位併同進行綠建築標章申請及建照申請，以爭

取時效。另與會委員亦建議本校 96 及 97 年度所列預算可考慮調

整，以免造成日後執行壓力，經協調已將 96 年編列 9000 萬元改

為 7000萬元，97 年編列 4000萬元改為 6000萬元。（原 96 年編列

9000萬元，97 年編列 4000萬元；95 年編列 4000萬元則已定案不

可更改。） 

學生宿舍新建規劃案 

（承辦人員：羅允成） 

本案可行性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已於本（95）年 4 月 7 日上

午開標，並於下午召開評審委員會（第一名為富台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於 4 月 12 日辦理議價簽約，預計於 7 月 26 日完成可行性

評估。 

民雄校區藝術館擴建

工程 

（承辦人員：羅允成） 

本案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於本（95）年 3 月 27 日上

午 9 時開標，並於下午 2 時召開建築師評選委員會議（第一名為

戴榮伸建築師事務所），3 月 31 日議約，4 月 17 日辦理設計說明

會， 5/12修正完成，基本設計同意函於 5/29 發廠商知照。 

昆蟲資源生態館工程 

（承辦人員：郭宏鈞） 

本工程於 94 年 12 月 23 日簽訂技術服務契約書。本（95）年 2 月

9 日下午 2時召開設計圖說審查會議第 1 次會議， 3 月 16 日召開

設計圖說審查會議第 2 次會議，4 月 26 日辦理規劃設計說明會，5

月 1 日完成細部設計，5 月 16 日完成預算（超預算）及細部設計

修正，預定於 6/1協調本工程預算問題。 

農業生物科技大樓新

建工程 

（承辦人員：潘志如） 

本工程建築師評選案於本（95）年 3 月 29 日辦理完竣，3 月 31

日完成議價，4 月 14 日簽訂合約，現已籌組完成諮詢委員會（審

圖）， 5 月 18 日完成基本設計， 5/25 召開規劃設計說明會，訂

於 6/2召開第 1 次諮詢委員會。 

生科院生物科技大樓

新建工程 

（承辦人員：黃淑惠） 

1.本案於本（95）年 3 月 20 日及 3 月 28 日簽奉核准成立評選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 

2.本案於本（95）年 5 月 1 日召開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大樓新建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工作評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3.委託設計監造案上網公告中。（預定 6/23 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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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

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公

共藝術品合併設置案 

（承辦人員：黃淑惠） 

1.95 年 4 月 20 日奉准成立本校「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教學大樓新

建工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 

2.95 年 5 月 24 日召開本校「管理學院大樓及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

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第 1 次會議。 

二、 進修部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班授課鐘點費,已核發 18 週。依教

育部來函，規定以實際上課週數計算，應核發 14 週，其溢領 4 週

鐘點費金額，出納組已依通知專任教師部分於 95 年 6 月份薪資中

扣回，兼任教師部份則於 6 月 5 日前辦理收回。其有關 94 年度綜

合所得增加部分，亦依規定至國稅局辦理更正。 

三、 事務組工作報告： 

(一) 本校膳食管理委員會委託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就進駐本校廠商（含美

食街、自助餐、便利超商、書局等）實施滿意度調查，其中有 7家廠商

表現不太理想，經膳委會 95 年 5 月 29 日開會決議，將公告重新招商，

並於 95 年 8月 1日進駐。 

(二) 學校統籌款經費已於 95 年 3月分配至各單位，若需要採購 10萬元以上

財物，請將規格表及財物購置修繕申請單送至事務組，以利儘速辦理採

購。 

(三) 依據「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95 年 1月 24 日

修正發布），第 3條規定：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優先採購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包括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印

刷品、清服務、餐飲服務、洗車服務、洗衣服務、客服服務、代工服務、

演藝服務、交通服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網站公告之項目。 

本校自今年起凡採購上開物品及服務應有百分之五物品及服務應有百分之五物品及服務應有百分之五物品及服務應有百分之五須向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或團體購買，目前內政部已完成優先網路資訊平台網頁

（（（（http://ptp.moi.gov.twhttp://ptp.moi.gov.twhttp://ptp.moi.gov.twhttp://ptp.moi.gov.tw）））），該網頁可查詢上開物品及服務之產品明

細表、價格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地址、聯絡人及電話。本校各單

位若要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採購該物品及服務，應至內政部優先

網路資訊平台網頁查詢或洽總務處事務組。若各單位自行向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或團體購買該物品及服務，請在核銷之黏貼憑證上註明【本件係本件係本件係本件係

向向向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採購採購採購採購】並影印送總務處事務組或電話通知，以利本

組登錄及彙整採購項目及金額，於每年陳報時有所依據。本校至目前尚

未依規定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採購上開物品及服務，請各單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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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採購上開物品或服務請注意有部份應向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購

買，以免因採購金額比例不足，而使相關人員受懲戒。 

四、  保管組工作報告： 

(一) 本校蘭潭校區土地合併案； 

1.有關土地合併需具備：同一產權、同一使用分區、土地相臨，再按需

要劃分範圍合併土地，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合併。 

2.蘭潭校區共有蘭潭、八掌、鹿寮、短竹等四段，其中蘭潭、鹿寮段經

清查有四百多筆土地(包含縣有)，已申請土地謄本逐一合對產權無誤。 

3.最近已備妥資料送市政府核發土地使用分區中，俟市府核發使用分區

後再規劃合併範圍。 

(二) 標售報廢品：95 年 3月 21日標售報廢品一批含冷氣機、電腦主機、顯

示器等，得標金額 21萬 5,000元；預訂 95 年 6 月 20日標售交通車三輛。 

(三) 借用學位服：學士服 1,408 件、碩士服 290 件、博士服 14件 

五、 駐警隊工作報告： 

(一) 校園緊急事件處理之通報與處理。 

(二) 加強校區門禁管制，維護校園安全。 

(三) 支援環境檢查工作，落實校園清潔維護。 

(四) 增設標線、號誌等設施，維護交通動線順暢安全。 

(五) 加強維護場地管理，不定時巡邏車場。 

(六) 持續管制大門進出驗證、換證工作。 

(七) 持續取締違規停車事件。 

(八) 進行 95 學年度停車證製作調查統計之資料彙整。 

(九) 增設北側門崗哨以維護夜間圖資大樓出入同學之安全。 

(十) 規劃自北側門停車場至食科館後方機車場之之機車道，以利夜間往返

圖資大樓師生之動線安全。 

(十一) 規劃支援蘭潭、民雄、民生各校區畢業典禮交管勤務。 

(十二) 設置北側門停車場監視器及改善照明燈光設備。 

(十三) 增設圖資大樓腳踏車架。 

六、 環安中心 

(一) 本校「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業經嘉義市環保局審查通過。 

(二) 全面清查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缺失，除建檔追蹤外並利於協助解決問題。 

七、 請各位主管轉知研究生，研究生機車進出校門時間仍依規定於晚上 10:00

以後。 

八、 總務處經費係屬維修費用，各單位若有新增工程項目或設備，請各單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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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經費來源，1萬元以上維修費用應先送請示單後辦理。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95 年 4 月公文流程抽查考核結果報告如附件(附件 6，頁 12-13)，請卓參。 

◎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一一一一、、、、    圖書資訊大樓圖書館已於 5月 8日開館正常運作，預定於 6月 11日 9:00

舉行啟用典禮剪綵儀式，請全校師生蒞臨指導。    

二、 本館 95 年度至五月底止中文圖書增加 9,039冊，西文圖書增加 4,910冊，

總計增加 13,949冊。目前本校中文圖書總數為 380,532冊，西文圖書總

數為 85,511冊，合計館藏總數量為 466,043冊。 

三、 本館已於 5月 18日將本年度各學院薦購入館之西文圖書清冊以電子郵件

傳送各院，請各院確實轉知所屬系所教師參考利用。 

四、 本館已發通知請各學院轉知所屬各系所教師推薦專業圖書書目，由院彙整

並排列購買優先順序交本館採購。書目請務必完整正確（含 ISBN），以提

高採購正確率及效率。 

◎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一、 為配合教育部辦理獎助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優秀大學、研究機

構、產經企業機構或專業實習，以培養具國際視野及參與研發團隊經驗之

優秀人才，本校已向教育部提出 95 年度「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

研修-乙類」計畫，以爭取本校學生國際化獎助經費。 

二、 本校預定於本(95)年 6月與大陸廈門大學、福建農業大學簽署「學術科技

合作交流協議」。 

三、 有關本校「申請撥用中正大學經管土地之使用規畫書」，依教育部 95 年 3

月 8 日台高(三)字第 0950023521 暨 95 年 5 月 24 日台高(三)字第

0950073119 號函示辦理，由本處負責修正原規畫書(以下簡稱規畫書)內

容，總務處協助繪製全區平面圖及面積及工程經費表，以不重複設置及本

校未來校務發展方向為修正依據。規畫書已於 6月 2日函送教育部。 

四、 有關『圖書資訊大樓』募款工作，業請圖書館提供募款內容，並由本處辦

理印製及寄發工作，總計已於 95 年 5 月 30日寄出 4,000餘封校友募款信

件。 

◎◎◎◎    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處實習就業輔導處    

一、 94 學年度畢業典禮頒發畢業生實習成績優良獎，獲獎學生為教育系中教

組徐意涵、小教組黃齡儀、輔諮系邱信凱、體育系王孝存、特教系簡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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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吳思緯同學等六位，於典禮上頒給獎狀及獎金 3,000元。依據審查

要點規定，實習成績優良獎須為大四師資生並修習大四上下學期各兩學分

之「教學實習」科目，外語系英教組因下學期未開設「教學實習」科目，

故無法推薦實習成績優良獎。 

二、 95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今年由明道高中承辦，本校公費待分發實

習教師共有 7 名（國小普通科 5名、資賦優異組 1 名、原保生 1 名），於

3月 17日返校參加確認分發志願卡座談會後，本校於 3月 20日備文函送

明道高中，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於 4 月 17日召開會議完成審查工作，明道

高中已於 5月 19 日將分發通知單寄發公費生，通知公費生所分發之縣市。 

三、 師資生下學期欲前往實習之學校，共有 205 所學校非本校原有特約實習

機構，本處均已發函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或國中小隸屬之縣市政府審查其

資格，將於 6月辦理與實習學校簽約作業。 

四、 本處於 5月 30日召開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會中審查新制實習生具備代

理代課教師年資折抵教育實習課程之審查方式、討論本校「辦理另一類科

暨加科（加領域專長）教師資格作業要點」修正草案並討論實習生實習期

間分組作業方式等案。 

五、 本處於 5月 30日召開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會議，審查本校畢結業生申

請辦理另一類科之教師資格，共有申請 38 件，通過 34件，審查通過後將

函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發合格教師證。 

六、 本年度共有 526 位舊制實習教師（94 級實習教師），本處已通知實習教

師填寫複檢表格，待實習成績考評及格後，由本處彙整檢具申請表、學經

歷證件及學分證明書函報嘉義市政府教育局複檢，預計於 6月下旬參加由

嘉義市政府召開之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審查渠等合格教師資格。 

七、 本（94）學年度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應屆畢業師資生共有 398 位，本處已

通知舊制師資生填寫初檢表格，俟學生均能領取畢業證書後，由本處彙整

檢具申請表、畢業證書、教育學分證明書，函報嘉義市政府申請實習教師

證。由於畢業學生有下修課程者可能會延至 7月方能領到畢業證書，預計

於 7 月初才能參加由嘉義市政府召開之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審查實習教

師資格。 

八、 95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於 5月 2日放榜，本校新制實習生共有 338人 

應考，224 人通過，114 人未通過，通過率 66.27%（全國平均通過率為

59.4%）。本校報名各類科人數、及格人數、及格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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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及格人數 報名人數 及格率 

中教 4 人 9 人 44.44% 

小教 172 人 231人 74.46% 

幼稚園 48人 98人 48.99% 

總計 224 人 338人 66.27﹪ 

九、 本處於 5 月 10日辦理 95 年度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會議，討論本 

年度原住民地區中小學輔導工作重點項目，本處依會議決議事項擬定本校

95 年度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及經費概算，已報部申請經

費補助，部核定部份補助 28萬 5,000元。 

十、 本校 95 學年度實習教師(實習生)人數計 608人，共分 32組，參加教育

實習期間之實習指導教師已經核定聘任 35 位，感謝教育系周主任立勳、

師培中心林主任淑玲、幼教系簡主任美宜和特教系謝主任建全協助推薦指

導教師。舊制教育規定實習期間自本（95）年 7月起至 95 年 6 月止，共

12 個月；新制為 94 年 8月起至 95 年 1月止，共 6個月。 

十一、本處已於95年 5月 19日上午 8:00在民雄校區大禮堂辦理舊制教育實習

說明會及分組座談，計 21 組 398人參加。 

十二、本處已於95年 5月 19日上午 10時在民雄校區演講廳辦理新制教育實習

說明會及分組座談，計 11 組 210人參加。 

十三、本處已於 95 年 5 月 26 日下午在民雄校區大學館辦理自費生實習教師職

前就業輔導研習會，計有實習教師 550人參加，本處針對教師甄選規定、

教師生涯規劃，提供各位準教師順利參加教師甄選及應試說明等，以提昇

自費生實習教師職前就業知能。 

十四、本校師資生 94 學年度板書基本能力檢定，已於 95 年 5 月 10、11日在民

雄校區中文系板書教室現場辦理 3場檢測，計 88人參加檢定。評審老師

請中國文學系吳筱鳳、陳靜琪及蔡勝德等三位教授擔任。計有 80 分以上

佳作 33人、85 分以上優異級 21人、90分以上特優級 7人，合計 61人通

過發給證明書，通過率 69.32﹪。感謝中文系協助檢定相關事宜。 

十五、青輔會「大專生 RICH工讀網」持續開放登錄中，共開放輔導英語、數學

及國語等三科，其中嘉義市需求輔導名額為英語 4名，數學 6名；嘉義縣

為英語 29名、數學 33 名、國語 17 名，目前為止，本校共有 16 位同學獲

得錄取，投入中、小學生之課業輔導行列。 

十六、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已建置完成，共分大專畢業同

學（大學、四技、二技、五專、二專）、碩士班畢業同學及博士班畢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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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等三大部分，該平台之建立將有助於了解應屆畢業生之就業規劃，以及

畢業後 1年、3年甚至 5 年後之職業動向及各系畢業生之職業與在校所學

專業之相關性等，可提供系所參考，相關資訊已分發各畢業班並請畢業同

學上網填寫。 

◎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    

一、 95 學年度之招生業務 

(一)、本校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已於 5月 3日報名，共有 1078人報名，整體錄

取率約 20%；5月 19 完成資料審查，並於 5月 27日辦理筆試暨農學所、

中文系口試；5 月 29 日至 6 月 1日進行閱卷，6 月 5 日召開第二次招

生委員會議(土木與水資源、史地系歷史組、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等系

所第一階段放榜)。6月 9日將於金門考場舉辦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乙

組)之口試，6月 10日將辦理土木與水資源、史地系(歷史組)、教育行

政與政策發展(甲組)等系所第二階段考試(口試)，6 月 23 日(暫定)舉

行第三次招生委員會議暨決定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 

(二)、本校 95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暨二年制在職專班入學考試將於 6月 19 日

至 7月 5 日報名，7 月 16 日舉行筆試，8 月 6 日辦理進學士班現場登

記分發作業。 

(三)、本校 95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轉學考招生併入教務處之大學部轉學考試中

辦理，將於 6月 13日至 20日網路報名，7月 6日舉行筆試，7月 14 日

放榜。 

(四)、教育部核定本校辦理「95 學年度幼稚園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稚園

教師職前教育課程專班」兩班，將於 7 月 28、29、30 日現場報名，8

月 13日（日）舉行考試。 

二、 教務工作 

(一) 本部 95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及學士班必

選修科目冊草案，已於 4月 25 日提送教務會議提請審議，通過後即陳

報教育部核備。 

(二) 本部 95 學年度第 1學期之課程已於 4 月 10日通知各相關系所進行排

課作業，敬請各系所於 5月 12 日教務系統關閉前完成系統開課作業，

並將班級橫式課表(含教室分配)及教師時數控制表送交進修推廣部蘭

潭分組，俾使開課作業順利進行。 

(三) 94 學年度轉系作業，請各系協助提供轉系名額及審查標準調查表，於

5月 8日前送交蘭潭分組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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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5 學年度第 1學期在校生課程預選日期於 6月 5日上午 9:00 至 9 日下

午 17:00止。 

三、 學務工作 

(一) 為增加進修部同學之互動，本部於 5 月 6 日（六）辦理「茶山生態之

旅」活動(一日遊)。 

(二) 5 月 15 日（一）晚上 18:30假蘭潭校區瑞穗廳召開本學期第二次幹部

會議，會後舉行畢業班畢業典禮協調會。 

(三) 為提供畢業班學生未來畢業出路之多元思維，本部將於 6月 4日（日）

18:30假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升學研究所講座」。 

(四)、規劃成立進修部學生畢聯會，預定 95 學年度起正式運作。 

四、 推廣教育工作 

(一) 本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非學分班已陸續開課中，5 月底申請勞委會職

訓局「產學訓人才投資方案」之 10餘門課程又獲審核通過，凡符合補

助規定之學員，學分費最高補助 80%，詳細內容請參閱本部網頁。 

(二)  為便利各系(所)推廣教育(B 版)之教學運作，本部已經事前協調會計

室同意協助，在預算奉核定後，將各該計畫之經費支用權限由本部授

權各開班系(所)自行在核定預算範圍管理支用；由於管理費(含校方、

教學、行政)三方，均係於結餘款分配，同時也是執行績效之考核標的，

本部同時也請各系(所)於控管時，能本於撙節原則，妥為運用於推廣

教育計畫。 

(三) 為利各系(所)能即時支用 B版(即推廣教育)管理費，本部業於 95 年 3

月 3日提案，並經本校 94 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

過於「本校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第六點增列「(四)計畫執

行單位之管理費於該班正式上課後，如因業務需要，得在預算額度內

辦理預支，事後併結算辦理。」規定，並己協調會計室協助，於預算

表陳核後，即按本部預估盈餘(約 20%)估列之管理費撥入各開班系(所)

使用。教學單位與本部管理費之分配比例，本學期係依教學單位 70%，

本部 30%擬編，以鼓勵各教學單位踴躍開班。各學院與所屬系(所)之

分配比例，本部經調查各學院意見，已按各學院回覆原則，編定於預

算表中。 

五、 總務工作 

(一) 林森校區樂育堂後方原栽植之白千層大樹 2棵因去年（94）颱風而傾倒

嚴重，雖緊急採取支架撐持，有鑒於颱風季節即將到來，為避免原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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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之樹木倒伏壓毀樂育堂造成設施及人損傷，本部已於 6 月 1日協商

環安中心何組長進行現場會勘。將委請工程包商估價後儘速研擬處理

方案，簽請核准予以妥善處理。 

(二)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於 5 月 21 日（日）及 5 月 30 日（二）租用林森校

區進行 95 學年度教師甄試初試與複試之考場，教師甄試報考共 1,870

人報名，本部全力協助辦理試務相關作業，同時本校同仁 80位亦分別

擔任初試、複試監試工作。 

(三三三三))))    5 月 11、12 日林森校區校門兩側榕樹進行修枝剪葉，校長聘請病蟲害

專家蕭老師現場堪查發現榕樹得了嚴重煤煙病，必須將部分枝幹、枝

葉截鋸以確保榕樹之生存，感謝環保局在 12 日晚 7:30 前全部清運校

內、外所有枝幹、枝葉廢棄物，榕樹之修剪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感謝

事務組全力支援與協助。 

(四) 5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00保管組會同管院、資培中心、教政所與本

部進行第 2 次林森校區空間點交，初步決議管院先清點財產再依各單位

所需之財產辦理轉撥，遺留下之財產全部由保管組保管；目前資培中心

與教政所已進行空間規畫整修，進修推廣部已將 C棟財產及空間全部辦

理點交並移撥保管組保管。 

(五) 林森校區門口有兩個坑洞，前往蘭潭校區學府路上馬路亦有兩個坑洞，

深恐連日豪雨坑洞積水，易造成學生上、下學意外交通事故，本部急速

會同市府工務局完成坑洞修補填平工作。 

◎ 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    

一、 本學期教育部體育訪視已於 5 月 12 日順利辦理完成，感謝各位主管及相

關單位的協助。    

二、 今年全校運動會籌備會議業於 6 月 5 日召開，體育室將儘早公布競賽規

程，讓學生有充分準備時間，展現更好的成續。    

◎ 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    

一、 感謝師範學院教政所於今年碩專班提供 5 個名額給國防教育人員進修，計

有 23位教官報名。 

二、 提供圓桌教育基金會暑期辦理師鐸營活動報名表 1份，請鼓勵副教授以上

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 95 年度資本門（A版）可支用預算 5 億 9,628萬 8,835 元，截至 9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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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1億 6,341萬 6,835 元，截至 95 年 5 月止實際執行數

5,201萬 7,917元，分配預算執行率 31.83﹪，全年度預算執行率 8.72﹪，

執行率偏低請各單位加強執行，。 

截至 95 年 5 月止本校今年專列預算 0%執行率工程為：民雄校區供水設施

改善工程、大學館隔音工程、農場整地工程、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今年

預算 1億 1,817萬 3298元)、綜合教學大樓設備費(3,500萬元)；執行率

10%以下工程：藝術館擴建工程、農業生物科技大樓土建工程(1,500萬元)、

生科院生物科技大樓工程(1,500萬元)、圖資大樓工程費、管院大樓工程

費等。 

重大工程經費影響資本門執行進步，請各相關單位加速執行。 

二、 本室新進人員郭怡君組員於 5月 1日完成報到，負責農學院、管理學院、

師範學院、代收款、保管款、A版廠場、中心等業務審核、其他臨時交辦

事項。 

三、 4 月份完成林菁所長等 33案國科會研究計畫收支結報。 

四、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教學作業預算執行要點」 

◎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一、 95 年 5 月 3日召開理工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 

二、 95 年 5 月 24 日召開 94 學年度員額配置審查小組第 3次會議。 

三、 95 年 4月 26 日及 5月 24 日召開大學法修正後研訂相關配套措施專案小組

第 2 次及第 3次會議，討論有關校長續任、遴選、學術主管解聘、行政主

管任期、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修訂事宜。 

四、 依據行政院 95 年 3月 30日院授人給字第 0950006432號函復審計處略以，

為利國立大學校院校務推展，在不造成各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同

意辦理 5 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得比照教師於該收入內支給工

作酬勞，惟其合計總數（連同教師非法定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仍

應受不超過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

為限。並請 貴部儘速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

符實需。綜上顯示，各國立大專院校若於 94 年繼續發放行政工作費，即於

法無據（附件 7，頁 14-18）。 

五、 本校 95 年暑假彈性上班方式依往例辦理，在暑假彈性上班期間（95 年 7

月 3日至 9 月 8日止），每週二、三均須全日上班；其餘上班時間得在不影

響業務下擇日補休，惟各單位仍須留適當人力，以維持校務之正常運作。 

六、 人事重要章則訂（修）定，條文內容請至本校首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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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95年3月14日94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兼

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第3及第8點條文；95年5月23日94學年度第7次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7點條文。 

（二）本校95年3月21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

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4條、第5條及第11條條文。 

（三）本校95年3月21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電子

計算機中心」、「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

心」及「台灣原住民族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等中心設置辦法及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等最

後條文。 

（四）本校95年3月21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學

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 

（五）教育部95年4月25日台高（二）字第0950054261號函核定「本校組織規

程」第5條、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3條、第18條、第32

條、第33條、第38條、第39條、第41條、第42條、第44條及第48條修

正條文。 

（六）本校95年4月25日94學年度第10次職員甄審委員會修正通過「本校職員

考績委員會審議原則」第3點、第4點及第5點條文。 

（七）「教師請假規則」業經教育部95年5月8日台參字第0950062083 C號令公

布實施。 

七、 94 學年度教師升等經教育部審定通過情形如下： 

（一）教授：姜得勝、陳淳斌、吳宗瓊、陶蓓麗、洪炎明、王璧娟等 6人。 

（二）副教授：陳聖謨、洪如玉、許家驊、邱永川、黃財尉、吳瓊洳、吳思

敬、林翰謙、楊大輝、林嬿雯、張淑儀、張芳琪、吳靜芬等

13人。 

（三）助理教授：邱啟明、連振昌、朱健松等 3人。 

八、 人事異動： 

（一）新進人員：總務處技佐宋嘉鴻先生、書記蔡崇元先生；會計室組員郭

怡君小姐。 

（二）復職：語言中心組員王照文先生於95年5月10日復職。 

（三）退休：校長室秘書周銘懷先生申請於95年6月16日退休。 

九、 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科學教育研究所莊奇勳教授、體育系王金成教

授、蘇博泰教授、陳柏榮講師、土木系黃中偉副教授、輔導學系房兆虎講

師等 6人申請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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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94 學年度兼行政教師國民旅遊卡休假旅遊，至遲請於 95年 7月 31日前至

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十一、 95 年 5 月 19 日辦理「戰勝憂鬱症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大展」知性之旅，

計有 40人參加。 

十二、 預計辦理重要活動有： 

（一）辦理理工學院、管理學院下任院長遴選相關事宜。 

（二）歡送退休人員餐會訂於 95 年 6 月 13日下午 6時，假新民路「神戶

日本料理」舉行，懇請大家務必參加。 

（三）預訂於 95 年 6 月 16 日辦理員工文康聯誼活動，前往茂林國家風景

區旅遊。 

◎ 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    

一、 在本校「e化校園」中新增由本校網頁列印繳費單，取代原由中信銀所提

供的列印程式，學生可隨時上網即時列印最新的繳費單。 

二、 繼上學期開放新生上網登記申請宿舍功能，本學期新增在校舊生上網申請

宿舍，並以亂數抽籤方式於 5月 9日在學務處順利完成在校生抽籤作業，

同時提供抽中者及依序的遞補名單，以供學務處公布於網頁。 

三、 配合 95 年度使用中央印製廠證書專用紙列印相關證書及畢業獎狀，完成

修正學位證書(畢業證書)列印程式，在畢業證書中加上防偽功能。並新增

各項專業學程(教育學程以外)修習證明書(正面)及科目學分表(背面)，證

明書字號維護等程式。 

四、 「校園網路升級專案」設備已安裝完畢，目前進入測試階段。每個系所均

已安裝新的，可管理介面的交換器，取代原先的設備。 

五、 中華電信連外光纖，已改接至第二光網，且路由已可以到國高和 TANET。 

六、 民生校區 IP分配已改成固定 IP取代原先的 DHCP。 

七、 四校區行政單位 IP配置採用 Public 和 Private 兩者並行。 

八、 辦理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定作業 

九、 辦理網路輔助教學及數位教材製作推廣教育訓練 

十、 辦理本校網路課程相關作業及平台之維護 

十一、 整合影音伺服器與網路教學平台之數位資料同步上傳 

十二、 執行網路課程開發設計工作 

十三、 執行本校 AccessGrid網路視訊實驗計畫 

十四、 協助民雄校區教師與國外大學網路視訊會議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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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本學期於民生校區新設立電算中心辦公室及電腦教室 1間，目前由 2名

電腦維護工讀生支援業務，開放時間除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外，另每週夜

間開放 4天，待宿舍完成後，依需求再調整開放時間。 

十六、 本校校園 CA授權軟體將辦理採購。 

十七、 本校中、英文主網站已通過第三優先（AAA等級）無障礙網頁檢測。 

十八、 校園 IC 卡系統整合工作計畫案，每週五下午固定與計畫主持人與研究

生開發團隊開會，目前分析門禁、車輛系統、Mifare 寫卡。 

十九、 辦理例行性換、補發錄卡及寫卡等卡務作業。本期間，補/換發卡統計：

遺失 178 件、壞卡 46件、更改姓名 25件、卡片毀損 21 件、轉系 2件、

其他 15件，共 287 件。其中以遺失 62 %的比率最高。 

二十、 有關門禁相關設備，凡仍在保固期限內之新增門禁點，如有故障請使用

單位洽詢保固廠商。 

◎◎◎◎    附小附小附小附小    

本校小學部畢業典禮訂於 6月 22 日（星期四）晚上 6:00 舉行，幼稚園部訂於

6月 23日（星期五）晚上 5:30（備有餐點），歡迎各位長官同仁蒞臨參加，共

襄盛舉。 

◎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嘉大通識學報第 4 期目前已有稿件 10多篇，將全部送外審，預計可於 9月份順

利出刊。 

◎ 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一、 中等教育學程高中(國中)英文、歷史、地理領域專門修正後送回教育部複審。 

二、 中等學校文書事務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餐飲管理

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修訂草案送回教育部複審。 

三、 協助審核各系所畢業初審表。 

四、 5/16.17 分別於民雄林森舉辦師生座談會與選課說明會；5/23.24 分別於

民雄林森舉辦新生座談會。 

五、 5/18（星期四）嘉義縣阿里山鄉新美國小萬淑蓮主任專題演講－鄒族的文化

之美 

六、 中心在 4 月 11日召開課程與教學委員會，完成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之

相關審查作業，已抵免結果通知學生。 

七、 中已於 4 月 3日、4 日及 4 月 6 日、7日分別在華南商職、宏仁女中、民

雄國中試辦中等教育商業類科教學、視覺藝術教學、音樂藝術教學的集中

實習課程，並於 4 月 24 日集合三校之教育主任及班級導師、幹部召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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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實習檢討會。 

八、 中心開課與選課作業與教務處同步，已完成 95 年度第 1學期開課初步作

業，並於 5月 16、17日的師生座談會及 5月 23、24 日的新生座談會說明

選課注意事項。 

九、 中心已於 5月 29 日完成自我評鑑，教育部將於 10月份辦理複評。 

◎ 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    

一、 教育部委託特教中心辦理「輔導區特教班到校訪視輔導及指導教學」已於

4月 17日開始執行，至五月底前已輔導 5所學校：嘉義市宏仁女中、嘉

義高商、興華中學、大同商職、嘉義縣協志中學。輔導重點為參觀教學、

解答疑難、溝通座談、輔導教學、提供資料、轉達意見、處理個案、協助

教師解決課程、教學、學生行為以及班級經營、指導教師進修等問題。訪

視結果彙整後，提供雲嘉三縣市教育局參考之。 

二、 教育部委託特教中心辦理「情緒障礙工作坊」，自 4 月 17日起至 6 月 28

日止，每週三下午假本校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A404 教室上課，邀請本

系陳政見老師、江秋樺老師、唐榮昌老師擔任講座，報名人數計 50人。

目的為探討應用行為分析的各種策略，協助教師輔導學生減輕及預防其情

緒性行為的發生。並引介認知行為改變技術的原理及其運用，協助教師以

自我教導策略矯正學生偏差或不當行為。藉由實例的介紹，以討論及經驗

分享的方式，增進教師在學生情緒行為處理的能力。課程結後，將推廣研

習成果，彙編專輯，以供雲嘉輔導區中小學教師輔導學生之參考。 

三、 本學院特教中心辦理「直觀教學法－教師壓力調適訓練團體」，自 5

月 17日至 6 月 28日止，每週三下午假本校民雄校區行政大樓四樓 A402

教室，由本系簡瑞良老師、張美華老師帶領，共計 12 人。目的為增進融

合教育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的了解及處理問題行為和壓力調適的能力。 

四、 本學院特教系為增加學生職場就業機會，由本系江秋樺老師領隊，辦理二

梯次特殊教育機構參訪活動， 95 年 4 月 30日參訪台中聲暉綜合知能發

展中心與信望愛知能發展中心；5月 19 日參訪臺南德蘭啟智能中心與蘆

葦啟智中心。學生參加踴躍，對增加對特殊機構的認識，深感獲益良多。 

五、 本學院特教系本學期共辦理四場次專題演講：第一場 3月 15 日邀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李永昌教授，主講：視覺障礙學生教育與輔導；第二

場 4 月 19 日邀請台南市日新國小吳庭耀老師，主講：自閉症暨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學童社會技能教案及教材實作技巧；第三場 5 月 3日邀請本校輔

諮系曾迎新教授，主講：催眠治療在身心障礙學生的運用；第四場，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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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錡寶香教授，主講：語言障礙學生教育與輔導。

師生迴響熱烈。 

六、 教育部委託本中心辦理「輔助性科技種子教師培育與認證成果發表會」已

定於 6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邀請台灣師範大學王華沛老師、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李淑玲老師、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藍瑋琛老師、屏東教育大學張

英鵬老師、花蓮教育大學楊熾康老師、本校陳明聰老師擔任評論者，參加

名額為 100人次。目的為提升特殊教育教師對輔助科技的認識，透過研究

成果發表瞭解輔具的種類及其適用對象、輔助科技的評量技術，並認識如

何針對學生需求，應用輔助科技於不同環境中幫助身心障礙學生，例如學

校、家庭、社區、及工作場所。 

七、 教育部委託特教中心辦理「資優教育工作坊-進階課程」已定於 7月 12

日至 14 日三天舉行，邀請台南大學吳昆壽老師、高雄師範大學蔡典謨老

師、本校謝建全老師、賴翠媛老師擔任講座，參加名額為 60人。目的為

協助中小學教師資優教育的專業知能，增進其對資優生及資優課程教學與

輔導的認識。 

八、 幼教所預定於 95 年 6 月 3日(星期六)上午 10:00起邀請台北市立教育大

學幼教系林佩蓉教授蒞校演講，演講題目為「失衡、失焦與失控的幼師培

育政策」。 

九、 幼教系與幼教學術發展學會於 95 年 6 月 17日、18日舉辦「2006 台灣幼

兒教育發展新趨勢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教育部及內政部長官蒞臨演

講，請全校有興趣參加之師生踴躍上網報名以暸解目前幼教議題。 

十、 輔諮系於 5月 25 日(星期四)由王以仁老師、林本喬老師及房兆虎老師共

同帶領輔四同學，至維多利亞雙語小學、和興國小及中竂國小等學校參觀。 

十一、 輔諮系受嘉義市政府委託，於 5月 25 日(星期四)、5月 26 日(星期五)

共辦理三場「中輟及危機邊緣學生輔導個案研討會」，由輔諮系施玉麗老

師及曾迎新老師分別支持，與會者包括嘉義市國中、小教師及相關業務替

代役男、本系輔三、輔四及研究所學生等。 

十二、 輔諮系受教育部委託，分別於北中南三區辦理「高中職生涯規劃課程種

子教師研習活動」。 

南區 95 年 5 月 30日(星期二)，高雄市立中正高中第三會議室 

北區 95年 6月 5日 (星期一)，台北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階梯教室 

中區 95年 6月 7日 (星期三)，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A501階梯教室 

十三、 輔諮系將於 94 學年度暑期開設輔導與諮商碩士學分班，擬開設課程包

括：哀傷諮商實習、測驗編製實習、生涯諮商實習、哀傷諮商研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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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研究、生涯諮商研究。 

十四、 家教所於 5月 23日邀請聯合大學周德榮講師主講「性別平等在生命中

的對話」，會中包含家教所、國教所、輔諮所研究生共同參與，反應熱列。 

十五、 家教所於 5月 26 日舉辦本學期「第三次教師教學研討會」，由高淑清副

教授主講「迎向多元文化的家庭教育」，分享其六年來投入外籍配偶家庭

教育研究之經驗。 

十六、 家教所於 5月 27日舉辦本學期「第三次研究生學術研討會」，邀請大理

高中高松景主任主講「性教育與價值教學法」。會後於學生餐廳辦理「家

庭日」，增進全所師生交流。 

十七、 教育部委託家庭教育研究中心辦理「優先接受家庭教育對象之親職教育

手冊及教材編撰計畫－新移民親職教育教材研發計畫」，已於 5月 7、21

日各舉行第二、三次研究團隊會議，會中邀請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姐妹會秘

書長介紹該姐妹會執行情況。 

十八、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執行編輯「家庭與諮商研究」期刊，已於 5月 3日舉

行第一次期刊編輯委員會議，由總編輯王以仁副校長主持，校外編輯委員

有吳鳳技術學院黃光雄教授、施耀昇教授、中正大學法律系施慧玲教授等

蒞臨與會。預定於 6份對外徵稿，11份出版第一期。 

十九、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於 6月份主編教育部家庭教育聯合網電子報。 

二十、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受嘉義市政府新聞課委託調查「嘉義市各項市政施

政暨生活品質滿意度」調查，已完成簽約。 

二十一、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受富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調查「嘉義

大學學生宿舍之可行性研究」一案，調查事項於 6月初開始進行。 

二十二、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受富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調查「烏來

台車調查」一案，調查事項於 6月 2至 6 月 10日開始進行。 

二十三、 教育研究暨調查中心近日洽談中的計畫案有「嘉義監獄受刑人調查

案」。 

二十四、 教政所接受嘉義縣政府委託辦理嘉義縣政府委託辦理推廣教育 95

年公務人員「轉換教育行政專長」碩士學分班，已於 5月 23日得標，預

計於 6月 7日於嘉義縣政府創新學院開課並舉行開訓典禮。 

二十五、 國教所與教政所6月 1日下午 3:20邀請致遠管理學院王如哲副校長

蒞校演講，演講題目「大學教學評鑑：以澳洲為例」，演講地點於本校林

森校區二樓國際會議廳。 

◎ 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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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學院於 4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20 至 3:10假民雄校區人文館 J407

教室，舉辦「人文藝術研究論壇」，邀請嘉義地方法院張道周法官擔任主

講人，講題為：「學術研究與智慧財產權」。 

二、 本學院於 5月 10日（三）院週會時間 假民雄校區大學館，舉辦「校長講

座」，會中並開放現場提問，使學生能與師長面對面問答。 李校長、劉院

長及各位主任皆詳細為學生解惑，現場有嚴謹地對答，亦有相當有趣幽默

的一面，流暢地建立實際之溝通管道。 

三、 94 學年度第三屆「人文藝術學院學生研究論文院長獎」，得獎名如下表： 

「第三屆人文藝術學院學生研究論文院長獎」得獎名單 經 95.5.12 人文藝術學院第 17 次主管會議複審通過 
組別 名次 系別、年級 學生姓

名 

論文名稱 指導老師 

1 
中文系四年級 黃致均 禁書到經典-論曹雪芹的情

色哲學 

陳茂仁老師 中國文

學類 

2 
中文系四年級 林蔚穎 遠焦距的勾勒—論翁鬧對寫

實題材之詮釋 

周美慧老師 

1 

外語系英教三 莊允芳 

曾文祈 

蘇詩涵 

吳禎芸 

Common and Effective 

Functions of the 

Code-Switching in the 

University English 

Classroom 

沈添鉦老師 外國語

言學類 

2 

外語系應外四 鄺玉芳 

謝宇欣 

劉姿蘭 

吳明璇 

黃琬婷 

To what extent Taiwanese 

children adapt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through 

reading storybooks? 

陳淑嬌老師 

音樂類 1 音樂系三年級 許嘉韋 德布西鋼琴作品中的音畫 陳虹苓老師 

1 
美術系四年級 鍾旻家 比較迪士尼與宮崎駿動畫作

品之特質與女性角色之詮釋 

何文玲老師 美術類 

2 
美術系四年級 吳青玉 

黃啟倫 

藝術創作課程是否能對青少

年行為產生實質上的影響 

何文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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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文系擬於 7月 1日至 7月 4 日辦理「全國高中生中國文學營」，宣傳活

動已展開，報名活動至 6 月 15 日截止，預定招收 80 名高中生，課程從小

說、新詩、散文三大方面入手，使學員對中國文學有概括性的認識。 

五、 中文系大四生畢業公演－苧蘿紗古典劇，已在 5 月 17日成功演出，內容

相當深刻，布景華麗、配樂尤為動人，演員表現優異，獲得觀賞師生及佳

賓一致的好評。本戲從編劇、導演到布景，都是由同學策畫安排，並商請

本系蔡勝德老師、陳茂仁老師、陳靜琪老師指導表演技巧，本活動在同學

們齊心協力的努力、老師們熱心的指導下，交出了一張完美的成績單。 

六、 全校「博雅百本叢書徵文比賽」及大一「大學國文能力測驗」已審查完畢，

預定在 6月 14 日於民雄校區舉行頒獎典禮。 

七、 中文系於 5 月 15 日邀請淡江大學林保淳教授為全系師生演講「台灣武俠

小說的演變」，林教授熟悉武俠掌故，用語活潑，言談風趣，同學們笑聲

不斷，在輕鬆中獲益良多。 

八、 外語系業於 4月 1日、2日(六、日)辦理 2006「第一屆應用語言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與會者來自 13個不同國家，參與大約 300人，另有 7家書

商參展，研討會圓滿成功。 

九、 外語系共有張芳琪老師、張淑儀老師、吳靜芬老師等 3位榮升副教授。 

十、 外語系英語教學組、應用外語組一年級同學，由陳淑嬌主任擔任召集人，

倪碧華老師擔任指導老師，代表人文藝術學院參加 94 學年度全校合唱比

賽，榮獲第三名。 

十一、 外語系女子排球隊，參加第六屆南部英語相關科系及國立嘉義大學三校

區聯合系季盃排球比賽，分別榮獲亞軍及季軍。 

十二、 史地系於 5 月 17 日(三)週會時間於民雄校區大學館演講廳舉辦專題演

講，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蘇淑娟教授主講「What's New about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an epistemological discussion 新經濟地理

學?什麼是新的? ~知識論的探討」，為同學指引另一個學習新經濟地理學

的方向，現場師生反應熱烈。 

十三、 史地系研究生學會於 95 年 5 月 18日(四)15：20 至 17：10於民雄校區

科學館 J106階梯教室舉辦專題演講，邀請那仁教授(蒙古國立大學外國文

化學院、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客座)主講「蒙古的宗教信仰」，對於佛教傳入

蒙古的過程、階段與其相互關係，有非常精闢深入的講解，師生均感獲益

良多。 

十四、 由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史地系承辦之「2006 台灣大百科計畫歷史類南區

研習營」，已於 95 年 5 月 5-6 日圓滿辦理完成，在兩天一夜的活動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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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國史館張炎憲館長、中研院翁佳音教授、世新大學李筱峰教授、靜宜

大學簡炯仁教授及政治大學陳文賢教授，針對台灣各時期的發展特色與主

體性問題進行精闢的講演外，本系黃阿有老師亦規劃導覽兩個小時的戶外

古蹟參觀，希望藉由實地的參觀走訪，帶領大家緬懷探索過去先賢遺留下

的歷史足跡。 

十五、 美術系九十五級全省畢業巡迴展，敬請全校師生蒞臨指導 

時間 地點 

03.29—04.16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04.23—05.06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05.12—05.20 台北市立社教館 

05.24—05.28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十六、 人文藝術中心為斗六市福興宮策劃製作之「藝術牆」一組四面，已於 5

月 27日完工。 

十七、 人文藝術中心邀請之台北市立國樂團，於 5月 3日下午 1:30-3:00在民

雄校區演藝廳演出，無論合奏或獨奏，均精湛絕倫，嬴得滿堂喝采，劉院

長豐榮特贈「雅樂天韻」水晶璧，以為留念。本中心復與該團預約明年至

本校演出事宜，已獲同意之默契。 

十八、 人文藝術中心將於今年 7-11 月推出「國立嘉義大學 95 年度人文藝術

季」，活動總計 13項，包括：（一）第三屆創意開發學術研討會 1項；（二）

追尋造物之美 7項藝術創作比賽：自然科學之美、科幻繪畫、庭園景觀設

計風景畫、雕塑模型、書法、現代都市景觀、現代人物畫像（以上收件至

9 月 10日止）；（三）教職員工暑期（7-8月）音樂活動 2 項：「雅韻學旅：

二胡、小提琴修習班」、「家常樂聚：演唱敘聚」。（四）展覽 2 項：「揮灑

心中的獨白：陳政見情緒書法創作展」、「起飛的燦爛：校慶藝術聯展」；（五）

演唱會 1項：「淳樸風華：校慶教職員工演唱晚會」。以上活動，近期將會

發出詳細表單，更藉此敬請同仁注意下列三點： 

(一) 專為同仁舉辦之活動，請踴躍參加與指導； 

(二) 項藝術創作之參賽對象，無身份限制，亦請踴躍參賽； 

(三) 藝術創作比賽中，特為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農學院師生設計者

有三項：1.自然科學之美、2.科幻繪畫、3.庭園景觀設計風景畫；

例如以 1來說，是要超越科技（例如電腦、鐳射）應用於藝術創作

的表面層次，讓藝術內涵（美）與自然科學內涵（例如太空、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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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幾何、分子結構、奈米空間）產生對話、交會，進而融合成創新

的「藝術」與「美」！故敬請同仁踴躍參賽，並廣為宣導。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一、 管理學院與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嘉義市中小企業協會合作辦理

「蕭萬長菁英企業家講座－『創意生活產業』傑出企業講壇」第二期，

針對創意生活產業相關主題，邀請講師提出個人精闢見解及實務成功經

驗。第二期六場次專題演講已於 4月份辦理完成，相關講題及主講人資料

彙總如下表： 

日期 講題 主講人 

95/3/25(六) 台灣經濟的挑戰與願景 中華經濟研究院蕭萬長董事長 

95/3/30(四) 從文化創意談地方特色產業輔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杉桂處長 

95/4/6(四) 點文化成金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張光民執行長 

95/4/13(四) 台糖創意行銷經驗談 台灣糖業公司魏巍總經理 

95/4/20(四) 創意品牌行銷 104 人力銀行邱文仁行銷總監 

95/4/27(四) 連鎖飯店的發展趨勢 中信飯店黃炳彰董事長 

二、 管理學院為協助應屆畢業學生踏入職場前之準備工作，特於五月份週會時

間安排二場次之專題演講活動，講題及主講人資料如下：(1) 5 月 3日邀

請 104 人力銀行方光瑋行銷經理針對「如何提高職場競爭力」進行專題演

講；(2) 5 月 23 日邀請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石滋宜董事長針對「我的

第一份工作」進行專題演講。 

三、 管理學院於 5 月 20日參加成功大學管理學院舉辦之「第七屆南管盃師生

聯誼賽」，共計獲得慢速壘球第一名、環校越野賽個人組第一名、男子排

球第三名、20人 21腳第三名等佳績，並與參賽之成大、中山、中正、高

雄第一科大、屏科大等校師生相互交流，為後續各校管理學院間之交流合

作奠立良好之基礎。 

四、 應用經濟學系、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台灣經濟學會於 5

月 27日(六)於本校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共同主辦 2006 年「第七屆全國實

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共計有國立中正大學等 13所學校参與協辦此一研

討會。本次研討會上午將有五個場次的論文發表，主題包括數量方法、總

體經濟（貨幣經濟、經濟發展與經濟成長）、國際經濟、農業經濟、環境

及自然資源經濟等。下午亦有五個場次的論文發表，主題包括產業經濟、

生產力研究、公共經濟、勞動及人口經濟、財務經濟等。中午舉行午宴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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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由古副校長、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及台灣經

濟學會理事長致詞。開幕典禮後進行一場圓桌論壇，邀請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勝正院士及台灣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行政院

主計處、寶華經濟研究院等國內知名之景氣預測單位就台灣之經濟趨勢與

發展做對談。本次研討會除獲得學校大力支援外，另外國家科學委員會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及台灣經濟學會，分別贊助 12 萬元及 15 萬元；另外高雄

大學、靜宜大學等多家大學亦有金額不等之贊助。此次研討會有來自全台

灣各大學及研究單位之經濟學者參與，對於提升本校之聲譽將有很大的幫

助，也能使社會各界，對本校管理學院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五、 企業管理學系（含管理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於 6 月 1～2 日

舉辦「產業菁英論壇，2006！」」」」及「「「「2006服務業管理暨實務研討會」，除

邀請劍湖山王子大飯店游國謙副董事長、兆邦國際理財規劃顧問公司顏懷

江副總經理、和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售後服務本部張民杰協理、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 大中國區技術與服務中心周光仁副總裁，分別針對

休閒產業、金融產業、汽車產業、科技產業進行專題演講外，另舉辦服務

業管理暨實務學術研討會，提供兩岸三地服務業管理之專家學者交換研究

成果及實務經驗的機會，以提昇學術水準與研究風氣，進而提供政府與民

間管理之建議與方案。 

六、 企管系（含管研所、行銷所）蕭至惠、蔡進發二位老師指導企二甲學生饒

文貴、吳力衍、張鐀云、王韻筑、王怡寧、余明威等 6位，參加「飛利浦

電鬍刀校園徵才」決賽活動，自 300 隊參賽隊伍脫穎而出榮獲全國第 1

名。 

七、 企管系二甲學生王怡寧自上千名參賽同學中脫穎而出，榮獲錄取飛利浦校

園徵才競賽的「最年輕行銷顧問」。 

八、 為歡送企管系畢業生，系學會將於 95 年 6 月 10日晚上假林森校區樂育堂

舉辦畢業歡送會。歡送會預計有 40 餘位畢業生、130 餘位在校生、及畢

業校友 30餘位，共計約 200人參加。將安排餐會、表演節目、時空膠囊、

回顧影片及校園巡禮等活動。 

◎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一、 本學院農藝學系許巧佩、邱雅怡  林佳儀、張晏靜同學當選 95 年全國優

秀大專青年。 

二、 本學院農藝志工隊於 5月 27--28日在蘭潭校區試驗農場舉辦農村生活體

驗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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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學院依據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已提計畫案申請於 96 年度新建森

林生物多樣性教學研究大樓，全案正循行政程序辦理中。 

四、 本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目前正積極辦理籌備成立系友會事宜。 

五、 本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已與嘉義林區管理處協調談妥教學研究合作

計畫，嘉義林管處已原則同意於所轄阿里山事業區以及大埔事業區，設置

教學研究實驗林場。全案正簽請校長同意後，即可函請嘉義林管處轉呈林

務局同意後簽約。教學實驗林場一旦得到林務局同意成立，將可改善本校

實驗林場嚴重不足情況，並開創官學合作典範。 

六、 本學院動物科學系 6月 8日(星期四)上午 10:20-11:50，邀請農委會畜牧

處處長黃英豪博士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我國的畜牧政策」。 

七、 本學院動物科學系 6月 13日與中華民國養羊協會將於本系館視聽教室共

同辦理「優質畜產品產銷技術及經營策略研討會」。 

八、 本學院獸醫學系與台灣省畜牧獸醫學會共同舉辦的「95 年春季學術研討

會」，5月 13日在獸醫館舉行，本次研討會邀請台大、中興、屏東科技大

學等獸醫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發表論文並進行研討，計有 250人報名參

加。研討會當天上午，特別邀請校長蒞臨致詞，接著由本系羅登源老師進

行專題講座，講題為「Dexamethasone 與甘蔗萃取物對豬隻免疫影響之研

究」，下午則進行口頭論文發表，壁報論文 78篇、口頭論文 49篇。會場

並安排獸醫相關精密儀器廠商來校參展。 

九、 本校蘭潭校區「流浪動物收容中心新建工程」已開始動工興建。 

十、 本校與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研究與推廣聯繫會議，於5月 10日(星期三)

上午 10：30假本校行政中心二樓會議室舉行，會中校長指示該項會議至

少每 6 個月辦理 1次。 

十一、 本校農推中心接受嘉義監獄委託辦理「多元生命理論統整」之課程規

劃，其中有關「體驗生命」植物認識與栽種課程，培養受刑人體驗生命意

義之相關課程，訂於 5月 25 日開始，為期八週。 

十二、 園藝技藝中心參與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95 年 4 月份月例審查會，

HT014#4優良蠟質黃花蝴蝶蘭單株獲得優秀獎，HT014#4 與 HT014#9 等 2

優良蝴蝶蘭單株經個體審查評定為 SM 銀牌獎（Silver Medal; SM），

HT014#10、HT014#15 與 HT107#39 等 3 參賽優良單株則評定為 BM銅牌獎

（Bronze Medal; BM）。 

十三、 園藝技藝中心參與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95 年度第一次開放日

「蝴蝶蘭屬及其聯屬類」之競賽，本校參賽優良單株 Dtps. Chiada Brian 

‘HT008#18’榮獲粉紅、紫紅花及線條花交配種組第一獎（獎金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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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Dtps. Jiaho’s Red ‘Chiada#1’榮獲花徑 7cm以下迷你多花交配

種組第二獎（獎金 1,000元），Phal. (Taisuco Gold* Taisuco Glory) 

‘Chiada#2’榮獲黃花與其他花色交配種組第二獎（獎金 1,000元），Phal. 

I-Hsin Canary ‘Chiada#20’榮獲斑點花、深紫與紅塊黑花交配種組第

三獎（獎金 500元），其中 Dtps. Chiada Brian ‘HT008#18’賽優良單

株，經個體審查評定為 SM 銀牌獎（Silver Medal; SM），共計獲得五獎

項和獎金 4,500元。 

十四、 本學院動物試驗場興建羊舍一棟，已經完工驗收，預期養羊頭數將可大

幅增加，可以充分供應優質羊乳給同仁。 

◎ 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    

一、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黃英源先生學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於 95 年

5 月 10日 94 學年度理工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凡理工學院

在學學生合乎設置要點規定均可申請獎助學金。 

二、  95 年 5 月 10日 94 學年度理工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本院擬於

96 學年度申請增設電機工程學系新系，以及運輸與物流所新增「決策科

學與系統工程學系」。  

三、  94 學年度優良導師推薦甄選，理工學院推薦資工系李龍盛老師參加全校

甄選。  

四、  理工學院於 95 年 5 月 15 日 94 學年度生物奈米科技學程第 2 次委員會審

議通過 14 位學生申請修習生物奈米科技學程，以及 3位申請生物奈米科

技學程證明書核發。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 食品科學系將於 6 月 28日 15:00假食品科學系館二樓視聽教室邀請台灣

大學生命科學院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潘子明所長專題演講「基因改造食

品之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希望藉著潘所長之專長為食品科學系及有興

趣之師生提供探索基因改造食品發展處境之機會歡迎踴躍參與。 

二、 食品科學系於 6月 20日（中午 11：00）假食品科學系系館三樓會議室舉

行「95 學年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為新鮮人講解新生注意事項並勉勵新生

能以專心、用心的態度進入本系研究所。 

三、 水生生物科學系學會在校生為了讓畢業在即的學長姐們留下美好的回

憶，系學會全體在校生於 5 月 18日舉辦水生生物學系送舊晚會，晚會中

在校生同學紛紛使出渾身解數表演，創造許多與學長姐在一起的笑容，晚

會結束前在校生同學內心充滿不捨，學長姐們備受學弟妹們用心所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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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表述〝說再見是為了有一天能再見面〞，並鼓勵學弟妹們應該更努力

用功開創美好的將來。 

四、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系學會於 5 月 26 日舉辦分生系送舊晚會，分子與生物

化學系的同學們為了讓學長姐們留下美好的回憶，在校生同學們細心的排

練、體貼的用心演出頗讓學長姐們感動，顯得依依不捨之餘，頻頻勸誡在

校生學弟妹好好享受在學生活、努力讀書，充實自己大學四年的生活以不

留下遺憾。 

五、 生物資源學系於 5 月 22 日至 26 日假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生資週─「生之

舞」，在生之舞活動中，生物資源學系的同學們的用心可見一斑。此期間

在活動中心裡佈置了許多各式各樣的自然資源環境、昆蟲及動植物，同學

們更安排詳細的解說與介紹，宛如進入生態博物館，「生之舞」內容豐富

又有趣，也充滿知識與智慧，同學們善用生物資源學系的資源與學習背景

及內容，吸引參觀者對自然資源的了解。。 

六、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6月 6日 13:30假生科館三樓演講廳

(A25-307)邀請台灣大學顧記華副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Development 

of Anti-tumor Agents。 

七、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5 月 24 日 15:20假生科館三樓演講

廳(A25-307)邀請中正大學曾銘仁副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Notch 

signaling and cell fate。 

八、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5 月 17日 15:20假生科館三樓演講

廳(A25-307)邀請成功大學陳炳焜助理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Growth 

factor signal。 

九、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5 月 17日 10:00假食品科學院二樓

聽教室（A06-206）邀請靜宜大學化妝品科學系系主任楊昭順博士進行專

題演講。 

十、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5 月 10日 15:20假生科館三樓演講

廳(A25-307)邀請成功大學洪良宜助理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

Signaling pathways of receptor and non-receptor protein tyrosine 

kinases。 

十一、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5 月 10日 10:00假食品科學院二

樓聽教室（A06-206）邀請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部曾組長文怡，

針對生物技術相關專利議題進行演講，講題：生物技術相關專利議題。 

十二、 應用微生物學系、生物藥學研究所於 5月 3日 15:20假生科館三樓演講

廳(A25-307)邀請成功大學曾大千助理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Calc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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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ignal transduction。 

十三、 為配合應用微生物學系更改系名為『微生物與免疫學系』，應微系、生藥

所行政合併運作，自 5 月 1日至 5 月 5 日假本校蘭潭校區生科院前廣場，

舉辦為期 5天的「微免、分生暨生藥週」。將介紹本系所更名之後的發展遠

景與特色，這也是首次「微免及生藥週」和「分生週」一起合辦，吸引師

生們共同參與，圓滿落幕。應微系辦理「生命科學專題研究」學生論文競

賽結果，錄取優等 2名、佳作 2名，各頒發 5,000元、3,000元獎學金和

獎狀。 

十四、 應用微生物學系朱紀實助理教授於 5月 21日至 5月 25日獲國科會補助

參加美國 106屆微生物學會(Orlando, FL, USA)，並發表研究成果論文。 

十五、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暨生物科技研究所 蔡巨才教授於 6 月 17-30 日受邀

至福州大學開會，並參與第四屆中國福建項目成果交易發表會。 

十六、 應用微生物學系蔡竹固教授以通訊作者的方式於 95 年 3 月植物保護學

會會刊發表「利用核糖體核酸內轉錄間隔區鑑別二種露菌病菌」；及於 95

年 3 月植物保護學會會刊發表「台灣苦蘵白粉病之病原鑑定」；及於 95

年 3 月植物保護學會會刊發表「Fusarium sdani fsp. Cucurbitae 引

起之甜瓜冠腐及基腐病」。 

◎    語言中心語言中心語言中心語言中心    

一、 中心 7 月 30 日將協助 ETS 台灣區代表辦理多益、托福紙筆測驗，報名           

日期自 5 月 29 日至 6 月 21 日，在三校區語言中心受理報名，校內師生

報名可享優惠。 

二、 中心於 5 月 3日、11日辦理 94 學年度大一英檢，成績目前正核算中；6 月

7日將辦理大二英檢，各院成績第一名將頒發獎狀；全校性第一名將頒發

獎金及獎狀， 

◎ 台灣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台灣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台灣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台灣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    

中心 5 月份重要工作事項如下： 

(一) 5 月 1日參加高雄縣三民鄉春之頌－布農射耳祭。 

(二) 5 月 10日赴東部調查原住民民宿資料；5月 15 日赴北部調查原住民民

宿資料，原住民民宿合法化及相關調查將於 6月份結案。 

(三) 5 月 11日參加本校民雄校區原住民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會議。 

◎ 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一、舉辦活動： 

(一) 共同舉辦育成廠商共同舉辦育成廠商共同舉辦育成廠商共同舉辦育成廠商「「「「生技列車生技列車生技列車生技列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35  

活動目的：為增加本中心進駐廠商與本校合作培育成果之產品曝光

度，擬結合他校育成中心，如屏東科技大學、成功大學、

中正大學、中國醫大、高雄醫大等校育成中心之進駐廠商，

舉辦「創新育成中心生技列車」活動，目前規劃時間檔期

均配合各百貨公司重要檔期，人潮可期。 

活動時間：a.高雄新光三越場：5/31(三)~6/12(一) 

b.高雄大遠百場：6/16(五)-6/25(日)  

c.台中/台北新光三越場：目前雙方仍洽談中 

參展對象：各育成中心進駐廠商  

(二) 舉辦「在地生活，在地創業講座-小額創業成功秘訣」 

       活動目的：本場活動將告訴有心創業的朋友，該如何開始這一切美好的

夢想，透過了解小店創業成功之秘訣以及創業成功案例分

享，讓與會民眾了解小額創業的真實面貌，進而開創屬於自

己的事業。 

主辦單位：創新育成中心、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活動時間：95 年 7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14:00-16:20 

     活動地點：本校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 

       參加對象：本校有興趣之教職員工生與一般民眾 

(三) 參加「Bio Taiwan第四屆台灣生技月」活動 

       活動時間/地點：7/26(四)~7/30(日)，共計 4天/台北世貿展覽中心一舘 

       活動目的：此活動由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指導並推動，也是台

灣地區規模最大的國際性生技活動。本中心欲藉由參與此次

盛事，將嘉義大學農學、生命科學與理工等學院近年來在生

物科技領域的研究成果展示在國內外與會來賓面前，期盼藉

此活動爭取與國內外生技業者合作的機會。 

(四)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定於本年度 8月 31日至 9 月 3日在台北世貿展覽中

心舉辦「2006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展出領域為電子電器、

機械與土木建材、交通運輸、生技、醫藥與保健產品、紡織品、教學輔

助設備、日常生活用品及光電與通訊、機械與運輸、材料與化工等技術。 

二二二二、、、、進駐廠商家數： 

(一) 截至目前，共有 16 家廠商進駐。 

(二) 5 月份申請進駐(正審理中)企業名單：：：：    

                            1.伍鑫酵素工業有限公司；2.伍蓮香業開發有限公司； 

                                3.啟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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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轉中心準備農委會評鑑作業進度報告技轉中心準備農委會評鑑作業進度報告技轉中心準備農委會評鑑作業進度報告技轉中心準備農委會評鑑作業進度報告 

(一) 申請評鑑前訪視輔導 

1. 接受農委會技轉評鑑，本中心已完成之相關法規、表單與程序 (請

參閱附件一)。 

2. 向評鑑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管理科學會提出訪視輔導申請，輔導作業

可於六月中前進行。 

3. 專家進行輔導訪視，將可有效提出本中心接受評鑑先期準備之盲點

並建議，本中心可針對缺失進行改善，以提高通過農委會評鑑之機

率。 

(二) 網頁資料庫規劃與建構 

1. 計畫本週前能先初步建構基本欄位放置技轉與專利申請等相關辦法

與表單供校內同仁瀏覽與下載。 

2. 校內同仁有意願進行技術移轉或專利申請等，可與技轉中心同仁聯

絡或可先上網下載相關表單填寫。技轉中心校內分機：7293，聯絡

人：張喬博。 

(三) 提供各單位技術移轉辦法、表單等書面資料 

1. 技轉中心已將技轉與專利申請方面較常使用之相關辦法、表單集結

成冊(參閱提供之書面資料)提供給各單位，請各系(所)能置於辦公

室供所屬同仁參閱。 

參參參參、、、、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請討論 95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調整案。 

說明： 

一、 本案經校長 95.5.28指示及早作準備，業已於 95.6.1召開專案小組會

議，會中達成共識，95 學年度將學雜費調整案，擬訂調漲 2%及 3%兩案，

以提校內相關會議審議；至於音樂個別指導費調漲 23%及資訊管理學

系比照理工學院收費案，係反應本校支出成本及參酌他校做法，並依

本校去年相關會議決議，本次擬比照調整。 

二、 本案預訂於 95.6.5、95.6.8及 95.6.12 分別召開三校區說明會，會中

將提供本校調整學雜費之理由說明，以供學生閱讀及了解，請會計室、

研發處、總務處、學務處提供相關數據及資料以利彙整，並於說明會

中列席說明。嗣後本案將提至 95 年 6 月份校務會議審議後報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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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整 2%、3%後學雜費實收金額一覽表各 1份(附件 8，頁 19-20 )，請卓

參 

 決議：95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 2%，並請教務處依行政程序提校務會議審議後報

部審核。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實習就業輔導處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第三條條文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請參閱「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後全文(附件9，頁21-22)。 

決議：修正通過。 

      要點第 3點第(三)項修正為「(三) 進修學士班各學制：各年級均繳交學

分費及雜費」。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室長途電話使用與管理要點」草案 1份(附

件 10，頁 23-24)，請審議。 

說明: 為規範本校教師研究室長途電話申請、使用、維護及管理等事項，特訂

定本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四四四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修正草案)(附件 11，頁

25-27)」，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於2005年 12月 26日 

召開期刊評審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核 TSSCI資料庫之收錄名單，已取

消正式名單與觀察名單之區別，通過審查之期刊皆為 TSSCI資料庫之

收錄期刊(附件 12，頁 28)。 

二、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於 2005 年 1月 16 日已改制更名為「科技政

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並改隸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附件 13，

頁 29)，原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業

務因改隸後已停辦。 

三、  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四條係參考上述所訂定，因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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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擬建請修訂。 

四、  關於資管系教師於校長座談會建議增列英文編修（不含翻譯）費用部

分，已將其列入本辦法第四條。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研擬「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教學作業預算執行要點」（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 95 年 3月 21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校長指示

事項第 15 項「請王副校長召集丁學務長、各學院院長及相關人員，在

合法、合情的前提下，參考其他國立大學情形，研議本校『經費報支』

原則供各單位遵循」辦理。 

二、 案經王副校長於 95 年 5 月 16、23日召集古副校長、教務、學務、總務、

研發等四長、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學術、行政主管討論通過。 

三、 檢附「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教學作業預算執行要點」（草案）總說明、

對照表、條文(附件 14，頁 30-45)，請 卓參。 

決議：本案緩議，請各單位就執行要點條文詳細審視，於一星期內將修正意見

提送秘書室彙送專案小組參考修正。 

※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

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94.11.23土木與水資源系94學年度第 4次系（所）

務會議及 95.5.10理工學院 94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 「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之設置要點等相

關資料如附件(附件 15，頁 46-47)。  

三、 依設置要點第九點，本案經院務會議修正審議通過後，提請行政會議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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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 4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