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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二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瑞穗廳   

主席：楊校長國賜                                                          記錄：范惠珍 

出席人員：應到人數八十四人，實到人數七十三人如出席簽到表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今天是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藉這個機會向大家協助推動校務的努力與辛勞表示感謝。 

二、校務推動自二月一日國立嘉義大學正式成立以來，在各級行政主管、系所老師及所有同仁共同努力下，工

作推展還算相當順利，過程中難免有些小問題，但均能即時一一予以克服解決。暑假期間整個校園重新規

劃、整修、佈置等工作亦在總務處同仁辛苦趕工下，於九月十五日開學前均能如期完成，感謝各單位的配

合，使各項工作能圓滿達成。 

三、本學期註冊時，因原二校教務行政系統整合問題，造成林森校區、民雄校區老師、同學的困擾，在此向大

家表示歉意，目前已請教務處及電算中心儘快排除，希望於第二學期註冊前，所有準備工作應如期完成。

事實上，學校是一個整體 ，只要任何環節稍有疏忽，即會造成困擾。 

四、上星期及昨天上午分別與民雄校區及蘭潭校區學生座談，針對學生提出之問題，一一加以說明，並提出幾

點感想供同仁參考： 

   １林森校區管理學院學生一再反映，因環境關係給他們帶來一些學習上的困難，學生提出之要求亦屬合理，

一些基本學習設備並未盡如人意，雖經暑假期間與各單位協調，仍無法滿足學生的需要，目前已請各相

關單位積極改善中。林森校區圖書分館已請圖書館重新規劃佈置；餐廳部分已請總務處於原來之餐廳重

新佈置一溫馨且適合用餐及聊天、喝茶的地點；另有關休閒運動場所問題，將於近日邀集進修部、管理

學院、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做協調，將林森校區行政資源釐清，以方便林森校區學生使用。 

 ２大家應建立資源共享的觀念，並珍惜所有資源，不要任意浪費。例如電腦教室若由全校整體來考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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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維護方便、節省維護成本，並可增加其使用率，發揮最大的效益。本校因校區分散，資源亦同時被

分割，大家應共同思考資源如何整合並做最有效運用。國立嘉義大學所有的資源是屬於全校教職員工

生，各校區師生均一視同仁，有同樣的權利使用各校區之資源，請各位代表代為轉知所有同仁及學生。

本人最近協助教育部彙整高等教育白皮書，其中指出公立學校資源嚴重浪費一項，值得大家深思與重

視。未來高等教育的經費會愈來愈緊縮，大家應及早建立資源共享及節流的觀念以為因應。 

 ３本校目前學制較多，若學生心理上有不太平衡之處，請各院系所老師給予適當的開導。請各院系所於召

開院系所務會議時轉知教師於各項學習活動、上課或閒聊時要多注意言談之用詞，不要讓學生有不被尊

重的感覺；各行政主管亦請轉告行政同仁，尊重並善待學生，若學生有不當的言行時，亦應循循善誘，

給予適當的輔導加以導正，提供最高品質的服務。 

 ４大家應做好資源回收工作，一方面是珍惜資源，將仍可使用資源回收；另一方面亦可達垃圾減量之效果，

並維護校園整潔。 

 ５學校各項服務學生之設施亦可尋求與民間企業合作，採外包經營方式，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服務。請總務

處考量並規劃哪些項目可透過與民間企業合作方式，節省經費並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服務。 

五、最後提出幾點校務發展相關事項及未來應努力之方向，請大家指教： 

   １就如何加速擴大本校校務基金規模部分：請研發處參考其他大學做法，在適當時機發動募款活動及校

友募款；亦可發動校內教職員工捐款；或透過建教合作，多爭取合作計畫等，積極尋找資源並爭取

之，擴大本校校務基金規模，以利運用。 

   ２就如何提昇品質部分：我一再強調品質在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未來將建立評鑑制度，包括校務自我評

鑑及教學評鑑二部分。教學評鑑部分教務處已開始規劃，完成後會將評鑑表送各學院及系所徵詢意

見並做增修。校務評鑑部分應主動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對各行政單位做評鑑，找出優、缺點，自我檢

討及改進。未來希望能在校務基金經費許可下，設置競爭性經費，做為評鑑後之獎勵；並對於在教

學研究有特殊績優表現同仁給予獎勵，以激勵同仁更積極、更努力來提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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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推動學習型大學： 

     （１）現今是知識爆炸的時代，社會的進步一日千里，為鼓勵教職員同仁進修，請人事室積極規劃，

希望能有整體的計畫，讓同仁持續進修並吸收新知。 

     （２）加強資訊及網路教育，將資訊及網路與教學結合，並藉著網路增加與學生及外界之連繫。請

電算中心積極規劃，如何來充實全校師生資訊方面之技巧及能力。 

              （３）除推動全校教職員工積極努力，永續學習外；亦應積極辦理回流教育。大學的目標應包括教

學、研究及服務三項，現今各大學均已積極配合辦理服務工作，在回流教育上提供社區居民

及社會各界更多再充電及學習的機會，請各系所在院長帶動下，踴躍提供此項機會，建立本

校新形象 

      ４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今年開始已讓學生自己選導師，學務處正積極規劃建立輔導新體制，未來嘉義

大學每位老師均是導師，除教學外，亦同時扮演訓輔之角色，在體制建立後，可充分發揮輔導學生

功能，同時也應加強學生諮詢服務的網路，在學生輔導中心設置學生諮詢服務網路，提供另一項輔

導服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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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書面報告部分：請參閱書面資料 

二、口頭補充報告部分： 

◎教務處 

一、本學期教務行政電腦系統使用時產生一些困擾，因原嘉師、嘉技二校之系統均無法包容原二校之系統，因

此需有一套新系統能包容原二校之舊系統，並前瞻未來嘉義大學至少十年之教務行政系統，雖經電算中心

及廠商努力設計、測試、修正，仍造成困擾，在此特別表示歉意，目前已有改善，這星期會有具體測試結

果。 

二、九十學年度本校准予籌設的系所有：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生物機電工程研所碩士班、生物藥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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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應用微生物學系、農業經營學系進修學士班、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總計四所二系。 

◎總務處 

一、自從車輛管理委員會決定收取進入校園停車費後，老師及學生紛紛透過 e-mail及 BBS對此一問題提出反對

意見，總務處經徵求各方意見後，認為可如此考慮：（一）廠商車輛進入校園一小時內不收費，超過一小

時收三十元。（二）學生家長經學務處或系所老師核章證明者，不收費。（三）朋友來訪，經本校同仁通知

或簽名註明者，不收費。基於上列三個方向之考量後，相信可以減少很多的困擾，同仁若有較好之意見請

隨時提出，若大家認為上述三個方向可行，將自即日起實施。 

二、為爭取時效及考量未來空間需求，民雄校區多功能禮堂原設計為挑高三層，總務處已請教教務長、學務長、

主任秘書、會計主任、教育學院蔡院長及人文藝術學院余院長，並徵求大家意見，將三層變更為六層。總

務處亦於上星期五下午與天杉科技公司建築師討論過，若依據建築師之說法，設計需六十天，上網需二十

八天，則此項工程很難在本年度發包；且教育部中教司及公共工程委員會也許仍會有意見，種種困難可能

需相當努力去解決，總務處希望這件工程能克服這些困難，如期於十二月底發包，但這些目前仍無法完全

掌握。 

三、林森校區圖書分館、餐廳、飲茶及運動休閒地區，總務處正積極辦理中，希望能提供林森校區同學一個較

溫馨的休閒及用餐的地方，感謝會計室在經費上的支持。蘭潭校區活動中心擴建，希望能儘快籌設嘉大書

局及設一個有品味的餐廳及類似 7-11 或麥當勞等之服務處所，讓校園能更多元化。蘭潭校區校園因呈帶狀

分佈，有些系館與餐廳距離較遠，用餐不便，總務處正積極與相關單位協調努力，希望能找一適當處所，

規劃一個提供師生用餐更方便的地方。 

校長指示： 

      一、圖書資訊大樓、管理學院大樓規劃案下個月評選出建築師後，應儘快提出規劃案送教育部營繕小組

評審，以便早日通過小組審查，編列預算建造。 

      二、綜合教學大樓規劃草案請總務處與教務處協調並儘快完成，未來綜合教學大樓應蓋多少層及事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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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等均應思考學校未來發展需求，再與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相配合，向教育部爭取經費。 

      三、各單位應有資源共享之觀念，在空間不足的情況下，如何讓全校資源共享，有更多空間及資源來支

持學校未來的發展。 

◎ 圖書館 

一、為考量圖書館人力及系統之維護問題及資源共享觀念之落實，目前全校圖書採集中管理，統一在每個校區

設圖書分館為點來管理，也讓全校圖書資源發揮最大的功效。 

二、國科會經費所購買的圖書係屬學校財產，原則決定第一年歸各計畫主持人，新書由圖書館統一編目後，由

各申購人管理使用，一年後則歸圖書館管理，讓資源做更有效的利用。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保管組重新清點自二月一日合併後各單位之財產，建立清冊，並請各單位確實管理單位財產。 

◎進修推廣部  

一、 進修推廣部申請八十九學年度在職進修計七案，在人文藝術學院余院長、教育學院蔡院長及相關主管配合

下，應可於十月底前如期報部。 

二、二技在職班一年級學生原已規劃移至林森校區上課，在開學第一、二個星期實施良好，但目前有每下愈況

的情形，請各相關系主任多加宣導，讓此項任務能順利完成。 

三、開學後，進修推廣部本著資源共享之原則，所有資源提供管理學院學生借用，為能妥善管理，相關借用手

續亦與進修部學生相同。 

◎會計室 

一、 本校九十年度預算案經校長極力爭取，已奉行政院主計處核定，目前送立法院待審中；九十年度預算案編

列總額為十六億一、三九五萬二千元，包括：   

  （一）經常費用為十四億二、三三八萬六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折合為一年數十二億三七一萬五千元，增加二

億一、九六七萬一千元（包括新增系所經費、調整換班經費、新增員額十五人之人事費等計一億五、

００七萬五千元，及退撫基金、保險、各項補助等經費計六、九五九萬六千元），不含保險等各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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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費實際成長比例為十二．四七％。 

  （二）資本支出為一億九、０五六萬六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二億二、六三五萬一千元，減少三、五七八萬

五千元。           

二、 本年度新增系所之相關經費（包括人事費、教學訓輔維持費、導師鐘點費、開辦費等），依教育部八十九年

八月廿五日台（八九）會（一）字第八０一００二九三號函規定：凡未核給員額之新增班及自然增班，不

核給任何經費，嗣後請各學院、教務處辦理申請新增系所時，審慎衡酌，避免造成日後經費無法運作之窘

境，進而影響教學品質。二校合併前原有二十三系，而目前有二十八系，增加最多的是研究所部分，原僅

有國民教育研究所及家庭教育研究所，目前則有十四個研究所及一個博士班，人事費及鐘點費部分會膨脹

的很嚴重，希望大家能有開源節流之觀念，經費本當省則省，當用則用原則。  

三、 教育部來函請本校檢討資本支出執行落後原因，經查係編列於民雄校區之禮堂工程，迄今尚未執行，另兩

項重大工程（管理學院及圖書資訊大樓規劃案），亦請加速進行。 

四、 新會計年度已修正為曆年制，惟與學年度（每年八月至翌年七月）不一，為配合校務之運作，今後各處室、

院系所之經費，將分兩次分配，第一次為八月至十二月（五／十二），第二次為一至七月（七／十二）。 

五、 由於校區分散多處，本室為提高行政效率，將自下年度（九十年一月）起，將所有請購案件由各處室、院

系所直接上網登錄簽證，請各單位予以協助配合，以期業務之推動更為順暢。 

六、 校長爭取不易之經費，請各相關單位儘快執行，如期完成，相信這麼多的經費對學校整體發展會有大助益。 

校長指示：經費未來應做妥善分配並思考應如何開源節流。教育部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業已於八十六年八月一

日廢止，並授權各校自行訂定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以工讀方式發放，領取研究生獎助學金的研究

生應協助部分所務工作，基於經費因素考量，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請學務處重新提出檢討後修

正，以免因經費過度膨脹而影響學校經費之運用。 

◎ 體育室 

十月十六日本校校慶籌備會第四次會議決議，學生實習運動會比賽日期為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學生以系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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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開幕典禮當天有民雄校區一、二、三年級大會舞表演；蘭潭校區大一學生大會操表演。此外，為鼓勵各系

發揮團隊精神，本次運動會設有精神錦標。教職員則按處室分，有壘球擲遠、男女教職員三千公尺競賽、閉幕

典禮之前有教職員同仁慢跑等活動。十一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校慶典禮結束後，在田徑場舉行開幕典禮及大會表

演節目；十二日下午為教職員活動、大隊接力及閉幕典禮，請轉知各單位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校長指示：今年校慶特別邀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學生蒞校表演，預定於民雄校區及蘭潭校區各表演一場。請秘

書室及相關單位草擬邀請名單，邀請各民意代表及社區人士共襄盛舉，並藉此機會敦親睦鄰。 

◎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為激發學生創意、展現學生才藝、促進師生聯誼、加強社區互動，特於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八

時至十時於民雄校區樂育堂舉辦「金色年華｜才藝饗宴」創意週會，讓學生在週會時間來展現其才華，藉此機

會熱誠邀請各位代表及全校同仁屆時至民雄校區樂育堂指導。 

◎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將於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時三十分邀請新浪網總裁姜豐年先生於蘭潭校區瑞穗館演講，講題｜未

來網路商機，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 生命科學院 

一、建請未來於修訂組織規程時，應考量並釐清助理教授於本校組織章程中之定位。 

二、本院於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辦生命科學典範系列演講，邀請四位在台灣努力扎根的國際級學

者：楊振忠院士、陳定信院士、廖一久院士及林榮耀院士蒞臨本校演講，並安排學生與院士們有面對面之

機會，四位院士研究的領域含括蛋白化學、病毒學、水產生物學及分子生化學，歡迎大家踴躍蒞臨聽講。 

參參參參、、、、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規則草案」（附件三，頁五｜七），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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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校依組織規程第九條規定設校務會議，為本校最高決策會議，議決本校重要校務事項、審議本校各項

重要章則。 

  二、本規則草案明定會議組織、召開時間、審議事項及與會議相關之事項，以作為開會遵循依據及提高議事

效率。 

決議： 

一、成立專案小組，就本校各項行政規章位階編定及名稱之一致性開會討論後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小組成員：人事室周主任、施主任秘書、蔡教授阿鶴、傅教授榮珂、楊教授正護、黃教授景春、 

      邱教授乃乾、張教授瑞郎，請主秘擔任召集人。 

  二、本案緩議，請各位代表將規則攜回，有任何修正意見請於十月底前送秘書室整理，再由秘書室邀集小組

代表開會。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校務會議提案審查小組組織要點草案」（附件四，頁八），請審議。 

說明：為提升校務會議議事效率，節省與會人員時間，擬訂本要點，凡校務會議提案需先送經本小組審查並排

定審議優先順序後，再提會審議。 

決議：併提案一辦理。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請決議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人數及每位代表最多圈選人數，並票選出本校八十九學年

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以利業務運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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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業經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附件五，頁九）。 

  二、依該設置要點第二條第二、三項規定，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

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重疊。 

    掌理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三、提供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名單如下： 

楊校長國賜、余副校長玉照、李副校長明仁、邱教務長義源、吳學務長煥烘、 周總務長天令 

曾處長慶瀛、施主任秘書耀昇、李主任素蘭、蔡主任正文、李教授富言、侯副教授嘉政 

蔡教授崑堭、林副教授德溫、林副教授清龍 

  四、請先討論決議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人數及每位代表最多圈選人數後，依該設置要點第二條第二、三項規

定及所附選票，票選出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決議： 

一、經與會代表決議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人數七人。 

二、為考量代表性，經費稽核委員採推選產生，由各學院教師代表各推選一人，教官代表、職員及助教代表、

技工工友代表、學生代表等推選一人，共計七人。。 

三、本校八十九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當選名單： 

李教授新鄉 陳教授朝陽 劉教授景平 黃教授景春 李教授謀監 黃教授承輝 李專門委員彰生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特殊管制項目系所增設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八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台（八九）高（一）字第八九一０三一七三號函辦理。 

  二、申請增設系所計有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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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史地學系碩士班。 

決議：同意追認。 

※提案五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部  

案由：請審議本校九十學年度申請增設國民教育研究所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農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管

理研究所碩士在職進修專班案。 

說明：依據教育部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台(八九)高(一)字第八九○八五七二七號函規定，本項增設案需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核，截止日期為十月三十一日。 

決議： 

  一、加列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林業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請森林系儘速將相關申請資料提送進

修部，於簽陳校長核定後報部。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六，頁十｜十三），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係由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嘉義技術學院原

有相關規定整合訂定，提請本會審議，以利嗣後業務遵循。 

決議：修正通過。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草案）」係由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嘉義技術學院原有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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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整合訂定，提請本會審議，以利嗣後業務遵循。 

決議： 

  一、請各院系所主管將草案攜回，於十月三十一日前提出修正意見及理由，送至人事室彙整後，提送校教評

會審慎處理。 

  二、校教評會五人小組開會時，請音樂、美術系主任或老師列席參加。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程中心設置辦法」。（附件七，頁十四） 

說明：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設置教育學程中心。 

決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一條、第六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學院依本校組規程第五條之規定，．．．．，以提供本校大二以上及碩士、博士

班在校學生選讀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師資之學程。 

      修正為：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學院依本校組規程第五條之規定，．．．．，以提供本校大二以上及碩

士、博士班在校學生選讀中、小學師資之學程。 

     第六條  本中心得設左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 

             二、招生甄選委員會。 

             三、教學與課程委員會。 

      修正為：第六條  本中心得設左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 

                      二、招生甄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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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與課程委員會。 

                      以上各委員會之委員由本中心簽陳校長核准後組成。 

※提案九 

提案單位： 

學生事務處 

案由：請遴選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教師委員七名（男教師三名、女教師四名）。 

說明：依據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四規定：．．．該委員會隸屬校務會議，置常務委員十五

人，其中教師委員七名（男教師三名、女教師四名）．．．教師委員由校務會議遴選。 

決議：本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教師委員七名（男教師三名、女教師四名）遴選結果，名單如下： 

      男教師委員：廖永靜教授  李富言教授  馬炳旺教授  （候補葉慶章副教授） 

   女教師委員：郭金美副教授  何素華教授 黃翠瑛副教授  蕭文鳳教授（候補方惠卿副教授） 

※提案十 

提案人：余副校長 

案由：謹遵示研擬本校校歌暨校訓（附件八、九，頁十五｜十六），是否適當可用，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校長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手諭辦理（附件十，頁十七）。 

  二、謹遵照校長指示參酌原嘉師及嘉技校歌與校訓，初擬嘉大新校歌及校訓（附件十一、十二，頁十八｜二

十三），有鑒於校歌代表本校辦學之宗旨與發展願景，爰特藉此闡發校長揭示之治校理想：「光耀嘉義，

揚名全國，躋身國際」，積極塑造資訊化、科技化、人文化之優良學風，達成「提升品質，追求卓越」之

願望。歌辭可分三個層次稍加說明：首先指出嘉大是「嘉義之寶，國家之光」，以充滿信心的口吻說出立

足嘉義，為國育才的期許，同時希望吾人「器識崇弘師玉山；為學效法太平洋」，並強調「重科技，愛人

文；全人教育真正理想」的核心理念。其中，「玉山」和「太平洋」不只點明本校之地理位置，而且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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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吾人當向大自然看齊，應有遠大宏闊的眼光氣度，在「學海」中力學不懈，永不自滿。但更重要的是

嘉大以實施「全人教育」為職志，以追求「重科技愛人文」的平衡境界為最高理想。其次，呈現「美化

人生，造福人群」之校訓，此乃順應時代潮流，響應社會期望之重大宣示，意在落實「己立立人，己達

達人」之明訓，以充實自我出發，以服務國家社會為終身奮鬥之目標。此一校訓跳脫以往只挑出若干「德

目」之思維方式，突顯吾人畢生努力之正確方向，較能擴展師生想像的空間，不再侷限於少數幾個「德

目」的思想範疇。又，此校訓推崇以人文價值為根本的信念，並符合「大學法」有關大學所負任務之提

示。最後，在歌辭結尾重複「嘉義之寶，國家之光」一句，以便於透過音調旋律之重現強調吾人深以嘉

大為榮，矢志「追求卓越，迎向國際；創新發展，名聲遠揚」，為樹立嘉大良好聲望而全力以赴。綜觀整

首歌，緊緊扣住本校願景，簡明扼要地標舉本校辦學的憧憬，充分傳達出「樂觀進取、充滿自信」的心

聲。就文字而言，用辭簡潔易懂，長句短語相間，以便於譜出輕快活潑有力的旋律，方能使年輕人樂於

歌唱。校訓很自然地嵌入校歌歌辭之中，將有助於深化為吾人新的價值觀，久而久之將形成易於日常生

活中力行實踐的一股力量。 

  三、如蒙核定，擬建請編曲專家據以譜成歌曲，校訓部分則建請利用適當醒目之字體和形式在合適場所加以

展示。 

決議：請電算中心將校歌、校訓初稿上網，並將本案說明二一併上網，徵詢全校師生意見，並請將意見於十一

月十五日前送秘書室彙整後，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畜產學系附設畜產試驗場設置辦法（附件十三，頁二十四），請審議。 

決議：本案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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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附件十四，頁二十五)。 

說明：『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本院第三次院務會審議通過，提請校

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決議：本案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附件十五，頁二十六)。 

說明：『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附設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本院第三次院務會審議通過，提請校

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決議：本案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附設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附件十六，頁

二十七)。 

說明：『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附設水工與材料試驗場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本院第三

次院務會審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決議：本案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場設置要點』(附件十七，頁二十八)。 

說明：『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附設實習工場設置要點』已於十月六日本院第三次院務會審議

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以便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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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延長服務」，建議刪除，擬請本校不要辦理教師延

長服務。 

說明：依據八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教育學系、國民教育研究所系所務聯繫會議會中提出。 

決議：本案保留至十二月分第二次校務會議再議。 

肆肆肆肆、、、、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很抱歉，因時間關係，部分提案無法於今天討論完，尚未討論完成之提案保留至十二月之校務會議再審議。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六時二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