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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二二二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整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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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人數八十九人，實到人數七十三人，公差一人，公假二人，請

假三人，如出席簽到表 

壹壹壹壹、、、、致贈陳前代理校長國雄名譽致贈陳前代理校長國雄名譽致贈陳前代理校長國雄名譽致贈陳前代理校長國雄名譽教授聘書教授聘書教授聘書教授聘書 

貳貳貳貳、、、、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再過一個星期就是中國農曆新年，在此先向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

春愉快、平安喜樂。在過去一年中，整體校務推展在全體同仁努力耕

耘下，已展現出不錯的成果，但在現今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競爭激烈的

環境中，所有大學均在教育部的督導下全力以赴，希望爭取更多的榮

譽，成為一流的大學，因此本校仍應繼續努力，才能面對激烈的競爭

環境。 

二、今年開始教育部將進行大學評鑑工作，各校辦學績效將做為獎補助之

參考依據，並將調整獎助與補助的比例。自今年開始獎助經費將佔

70%、補助經費佔 30%，各大學校院均會受到衝擊。因此，本校今年

自我評鑑工作請研發處妥善規劃時程，於 6 月以前完成本校自我評鑑

工作，藉自我評鑑工作先做自我檢討及反省，優點繼續發揮，缺失持

續改善，在教育部進行評鑑時，能有更好的表現。 

貳貳貳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洽悉。 

參參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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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副校長李副校長李副校長李副校長 

一、本校各項校務行政電子化工作特別感謝電算中心所有同仁的貢獻。 

二、希望所有導師應更加關心學生，尤其是學生若要辦休學者，應親自與家

長溝通聯繫，了解學生休學之真正原因。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一、本學期即將結束，承蒙大家對教學的執著與積極投注心力，整體教務工

作一直以穩健的步伐進步中，感謝大家的配合及協助。為利於寄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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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單，請各位老師於 1月 16 日前繳交學生學期成績評量表。該評量

表置於本校 e化校園網頁，請老師們上網輸入成績或下載成績評量表

excel 檔使用（二種方式請擇一採用），並請於 1月 16 日前將成績評量

電子檔上傳至教務處，另列印一份成績評量表簽名送至註冊組（民雄校

區請送教務組；林森校區請送教務處辦公室）存查，不必送交磁片。 

二、五專部五年級為五專最後一屆，請任課老師於期末考結束後自行完成補

考手續，並於 1月 20 日前將補考成績繳回教務處。 

三、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評量業已於 92 年 12 月 30 日前由學生

上網填答完畢，其統計結果將依本校教學評量實施辦法之規定，於課程

結束及學期成績送達後，始將調查結果送給任課教師及相關主管參考。 

四、本校教師因課程需要帶領學生校外參觀實習，應依規定在活動前一週填

送「校外參觀實習申請表」，遇活動當天佔用其它課程時間時，亦應與

其授課教師協調補（調）課時間後，始得帶隊赴校外參觀實習。 

五、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已於 92年 12月 9日放榜，共錄取 175位

研究生，12月 25日受理正取生報到，12月 30日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 

六、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暨管理學院碩專班招生簡章，已於 92 年 12 月 25

日開始發售，93 年 2月 18 日至 23 日受理報名，3月 21 日於台北（國

家考場）及嘉義（蘭潭校區）兩地同步舉行考試。 

七、依教育部 92 年 12 月 26 日台高（一）字第 920192954 號函，同意本校

「教育學院」更名為「師範學院」。 

◎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一、為加強蘭潭校區各社團對於消防的認知，於 92 年 11 月 21 日配合總務

處辦理的餐飲人員消防講習，學習正確消防觀念與技能。 

二、92 年 12月辦理春暉專案宣教活動，透過各項活動宣導有關：「不濫用藥

物（反毒）、不吸菸、不嚼檳榔、防制愛滋病、不酗酒」，請全校師生共

同配合與協助辦理。 

三、為加強學生對於「就學貸款」的認識，學務處於 92 年 12 月辦理相關宣

導活動，讓同學在辦理就學貸款時更能正確與迅速。 

四、本校農藝志工隊榮獲聯合報「第十一屆大專青年社會服務獎」部分活動

贊助經費新台幣三萬元整。 

五、校安中心已於 92 年 11 月 24 日簽奉校長核定成立，請各院系協助檢討

危險區域及物品堆置處，便於列管，並將相關資料(含緊急連絡人、實

驗室負責人名冊，)送學務處彙整(e-mail：cs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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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ncyu.edu.tw)，如有任何影響校安事件，請電校安中心，專線

2717058、傳真專線 2717059。 

六、九十二年全國國語文競賽於 92 年 12 月 4-6 日假新竹竹北舉行，本校小

教四學生張萬壽榮獲師院組國語朗讀第五名；特教三洪玉嬋榮獲寫字組

第二名；外文一李宛真榮獲作文組第四名。總成績師院組第三名，為歷

年參賽名次最佳者。 

七、學輔中心於 92 年 11 月、12 月陸續辦理「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預防與處

理」工作坊及暴力防治、兩性情感、生命教育等專題演講。 

八、本校預防 SARS體溫量測實施相關規定 

1.結合導師、任課教師及院系教官等力量，每日督促提醒學生量測體溫

並記錄備查。 

2.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行政人員、助教等，應於所屬區域建築體進出口

設置「體溫檢測站」，對進入人員檢測體溫後（或檢視體溫記錄卡），

始可放行。 

3.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應早晚定期檢測體溫記錄之，並於各「體溫檢

測站」主動出示備查。 

4.實施大門體溫檢測管制，校外人士進入各校區，一律先行檢測體溫（高

於 38 度者，禁止進入，並建議立即就醫），並標示許可證明後，始

可放行。 

九、本校禮賓大使自去年 4月成立至今己有 10 個月，目前共有 29 名禮賓大

使，成立以來協助學校辦理之各項活動，均頗獲好評，近期將再甄選 5

名，各單位若辦理大型活動需禮賓大使支援者，請事先與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聯繫。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一、本校九十二年度公共建設計畫計有「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以及「圖書

資訊大樓新建工程」等二項，截至 12 月底止，二項工程實際進度均較

預定進度落後。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預定進度為 100%，但設備工程因舞

台布幕、燈光操控方式由手動改自動操控，時程有所順延，目前實際進

度為 92.46%，落後 7.54%，已要求各廠商配合進度加緊趕工，進度可望

逐步趕上。圖書資訊大樓預定進度為 100%，因材料進場速度緩慢，影響

施作工程，致進度未如預期，目前實際進度為 92.03%，落後 7.97%，已

請代辦管理營建署及建築師督促承商積極趕工。以上兩項工程 10 至 12

月之詳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附件一，計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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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所年度課程若有修正，應檢視網頁，儘速更新並修正相關公告事項，

提供校內外人士參考。 

◎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一、本年度圖書館經實際對各系所調查及經費考量，計購買中文期刊 136

種,外文期刊 456 種，資料庫 14 種，增訂 Nature，報紙全文資料庫及

ProQuest ARL 暫緩訂購。 

二、教育部「輔導新設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本館購書經費 1,200 萬元

業已執行採購及招標工作，預估可增購圖書館藏 8,473 冊。 

◎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一、93 年度申請國科會「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各學院系所申請件數如下表： 

幼兒教育學系 6 

科學教育研究所 4 

國民教育研究所 4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3 

教育科技研究所 2 

教育學系 6 

教育學程中心 2 

家庭教育研究所 2 

特殊教育學系 7 

數學教育研究所 2 

輔導學系 7 

體育學系 11 

教育學院 

56 

中國文學系 4 

史地學系 5 

外國語言學系 5 

美術學系 1 

人文藝術學院 

15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2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3 

企業管理學系 1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 3 

管理研究所 1 

管理學院 

10 

林產科學系 4 

畜產學系 6 

農學院 

森林學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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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學系 4 

16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研究所 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2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11 

資訊工程研究所 10 

資訊工程學系 7 

資訊管理學系 2 

應用化學系 10 

應用物理學系 11 

應用數學系 5 

運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 5 

理工學院 

64 

分子與生物化學系 4 

水產生物學系 3 

食品科學系 9 

應用微生物學系 2 

生物科技研究所 7 

生物資源學系 3 

生物藥學研究所 3 

生命科學院 

3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92 

二二二二、、、、9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申請國科會申請國科會申請國科會申請國科會「「「「國家型國家型國家型國家型專題研究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各學院系所申請件數各學院系所申請件數各學院系所申請件數各學院系所申請件數如下表如下表如下表如下表: 

理工學院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 

三三三三、、、、國科會九十三年第一期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計畫已開始申請，

請教師同仁把握機會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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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日上午 8:50 於民雄校區圖書館召開本校實習指導教授教育實習輔

導工作研討會，分享輔導工作經驗心得，計 50 位老師參加。 

二、1月 9日下午 2:00 於民雄校區圖書館舉辦大五實習教師各組組長及大四

師資生各班班代表座談會，籌劃實習教師甄試活動及討論實習相關業務。 

三、大四外埠教育參觀於 92 年 11 月 19-21 日三天順利辦理完畢。參觀成果

展於 12 月 8-11 日在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中廊展出 5 天。雖然外埠教育參

觀天數由以往的 7 天減為 3 天，但各班展出的內容相當豐富，顯示同學

們收穫豐碩，感謝各領隊老師的指導與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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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增進本校與實習學校的溝通，規劃於寒假期間辦理兩場實習教師輔導

研討會，由實習學校校長、主任及實習輔導教師參加。2 月 3 日在台中

市辦理，由台中縣市及彰投等四縣市實習學校參加；2 月 5 日在台南市

辦理，由台南縣市實習學校參加。 

五、為輔導本校畢結業實習教師參加教師甄試，規劃於 3月間辦理試教與口

試模擬。 

六、為強化本校師資生基本能力，規劃於 4月間辦理板書能力檢定，採自由

報名收費方式。評審老師請中文系教授擔任，通過者發給證書。 

七、本處協助盧富美老師、周煥臣老師、鄭麗玉老師、丁志權老師等輔導之

實習教師於 92 年 12 月 17 日辦理教師甄試教學演示及經驗分享，共約

120 位實習教師參加，邀請四位剛考取台中市、嘉義市、高雄市正式教

師校友主演。參加者每人繳費一百元，參加之實習教師會後均感收穫

多。本處亦當場錄影，製作成三片 CD，分送各組實習指導教師參考。 

八、本處與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學生事務處於 92 年 12 月 1日在蘭潭校區國

際會議廳辦理「九十二年度第一屆雲嘉地區兩性平等教育學術研討

會」，計有 150 人參加。 

九、「教師之友」第四四卷第五期，已於 92 年 12 月 5日出刊，出刊專題「幼

兒教育與特殊教育」；93 年 2 月專題「建康與體育領域課程與教學」、4

月專題「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6月專題「綜合活動領域課程與教學」，

請踴躍賜稿。 

十、本學期總計簽請 50 人次本校老師前往各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輔導及出

席相關會議。 

十一、就輔組執行青輔會「大陸就業市場面面觀」專案計畫，邀請中國化學製

藥公司副總經理孫蔭南先生，於 92 年 10 月 22 日對理工學院學生進行

演講「WTO與大陸就業市場」；另邀請本校校友李昆澤經理對林產科學系

學生演講有關「兩岸家具市場現況」。 

十二、就輔組已整理完成 82 年至 92 年高普考各科書面試題，陳列於就輔組供

同學借閱參考，敬請宣導。目前彙編完成之科目計有農藝技師、農藝高

考、園藝技師、園藝高考、畜牧技師、畜牧高考、林業技師、林業高考、

農業機械高考、生物資源動物組高考、植物病蟲害高考、漁撈技師、水

產養殖高考、水產養殖技師、水產漁撈、農業化學、公職獸醫師、獸醫

師、獸醫佐等。 

十三、就輔組執行青輔會「社會新鮮人巡迴講座」，分別邀請 104 人力銀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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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仁先生、卡內基訓練師陳樵偉先生及崇禮文教基金會董事蔡長鈞先

生分別於 92 年 11 月 18 日-20 日，在本校、吳鳳技術學院及稻江管理學

院進行三場演講。 

十四、配合行政院青輔會辦理「產業與職涯校園巡迴講座系列活動」，於 92 年

12 月 3日(三)邀請 104 人力銀行總經理楊基寬先生、台灣休閒發展協會

理事長張清來先生蒞校演講。 

十五、就輔組向行政院青輔會申請專案計畫補助，擬於 93 年 4月中旬辦理『社

會新鮮人職場規劃工作坊』，結合嘉義縣市 6 所大專院校畢業生，進行

為期二天一夜之活動，協助畢業生順利進入職場並做好生涯規劃；另配

合國家總體計畫，擬於 93 年 10 月左右，針對畢業生辦理『新興服務產

業研討會』，使學生對地方產業再造、文化創意設計、農林休閒產業經

營、社區總體營造及新興服務業等現況有更深入之瞭解，俾利有興趣學

生及早準備。 

十六、行政院青輔會補助辦理『校園徵才博覽會』，本校擬於 3 月 23 日辦理。

嘉義縣場次由中正大學主辦，嘉義市場次則由本校主辦，並結合大同技

術學院、稻江技術學院共同辦理，擬邀約廠商設攤招才並舉辦多場企業

說明會，以協助應屆畢業生就業，屆時敬請各學院踴躍提供廠商名單。 

◎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    

一、九十三學年度進修推廣部共辦理九項招生考試: 

1.碩士在職專班： 

國研所、農研所、林研所、中研所、家教所、教策所、土木研究所，

各所招收 15-25 人，招生人數共計 183 人。 

2.二年制幼兒教育學系，招收夜間一班 50 人。 

3.學士後幼稚園教師職前學分班，招收夜間一班 50 人。 

4.進修學士班: 

      美術學系、食品科學系、生物資源學系、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體育學系、木材科學暨工藝學系、農業經營學

系、園藝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農藝學系、獸醫學系、森林學

系共 13 系，每班約 40-50 人，招生名額共計 605 人。 

5.二年制技術學系班: 

獸醫系、食品科學系、生物機電工程系、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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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學系、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植物保護學系、應用經濟系共 8系，

每班 50 人，採二種方式招生 1.甄選 2.聯合登記分發(遠東技術學

院)，甄試報名日期於 93 年 2月 1~6日，甄試日期於 93 年 4月 10 日;

申請入學登記於 93 年 7月 12~16 日。 

6.輔導學分班招收暑期一班 45 人、夜間一班 45 人。不須考試，甄選方

式入學。 

7.學士後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職前學分班，招收日間一班 45 人。 

8.學士後國民小學教師職前學分班，招收日間二班 90 人。 

9.幼稚園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招

收週末一班 50 人。 

另依教育部函示，於 93 至 96 年度研擬開「現職國小教師持偏遠或特殊

地區教師證書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 

二、為防範 SARS再度流行，進修部已購三千支水銀體溫計，於 92 年 12 月 1

日提供給各班轉發每位學生各自每日量測體溫並登記錄卡；另各辦公室

亦備有額溫槍以量測前來洽公人員之體溫。 

三、林森校區機車停車棚新建三座花台並種植花木美化。 

四、本部於 1 月 2 日（星期五）晚上 7:00，假蘭潭校區瑞穗館為夜四技(一

班)、夜二技(十二班)辦理畢業典禮。 

五、今年度國小師資班在學生與實習生有意參加幼童軍木章訓練活動者，預

定於 93 年 2、3月各辦理乙梯，現正受理報名中。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上（92）年度已結束感謝各院、處室配合使能順利關帳，其中重大工程

執行率截至 12 月底止總進度達 90.91%，希望下年度本校之重大工程能

依正常進度執行。 

二、本（93）年度預算案經立法院預算教育委員會初審通過，惟尚未完成三

讀程序，為不影響正常校務教學運作，各院、處室經費本次暫先行撥付

20 萬元，另 93 年 1-7 月份經費本室正核算中。 

三、下（94）年度概算案即將於春節後彙編，請各處室事先規劃提供卓見，

俾便辦理。 

四、春節年終獎金依行政院規定於春節前十天（1 月 11 日）撥入個人帳戶，

提領時請注意現金安全。 

五、會計室於 92 年 12 月 22 日接獲教育部特急件通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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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單位對工程計畫應實依行政院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

葉要點」所定計畫及預算編列期程，縝密規劃與設計，嗣後每年 3月

底前未能依規定完成 30%細部設計者，下年度預算將不予核列。 

2.資本支出計畫預算凡經編定送立法院審議，其需辦理之採購，應即先

進行相關籌劃作業。 

3.上（92）年度資本支出考核若有執行率未達 90%者，將作為酌減以後

年度歲出概算額度之重要依據。 

◎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一、本校九十二年職員年終考績案已於 92 年 12 月 24 日召開考績委員會審

議通過，受考人數 114 人，計考列甲等 85 人，乙等 29 人，考列甲等人

數 74.56﹪，考績獎金預定於 93 年春節前發給。 

二、自 93 年元月起，行政同仁差勤刷卡作業改以觸卡方式執行。 

三、93 年春節假期為 1月 21 日至 1月 26 日共 6天。 

四、本校教職員申請 93 年 2 月 1 日退休者計有盧富美、張寶連、吳明權、

林木貴、林錫鑫、張平、鄭榮賢、廖秀敏、譚一明等九人。 

五、93 年春節聯歡活動預定於 1 月 27 日（大年初六）（星期二）上午 10:00

在民雄校區文薈廳舉行，會中備有摸彩獎品及茶點，請轉知同仁踴躍參加。 

◎ 教育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    

一、本校民雄校區二樓會議室暨圖書館三樓會議廳已相繼修護完工，尤其二

樓會議室經費是校長積極向教育部爭取經費，並獲教育部三百萬經費補

助，感謝總務處及相關單位協助，使此項工程順利完成。 

二、科教中心 92 年 12 月 15 日於民雄校區科學館一樓階梯教室辦理「九十

二年度應用教學科技於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研討三大主題，論文發

表共 12篇，邀請美國田納西大學教學科技系教授兼系主任 Dr. Michael 

Waugh專題演講，講題：Instructional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Distance Education /On-Line Learning Courses Taught by Georgia 

Distance Learning Pioneers，另教科所於 92 年 12 月 16 日邀請 Dr. 

Michael Waugh至所上專題演講「Instructional networking : 

Internet-base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activities for 

pre-college students and teachers」。 

三、教育系與嘉義市公共事務關懷協會於 92 年 12 月 24 日、31 日（星期三），

於民雄校區圖書館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人權與人權教育理論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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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研討會--教師如何善用教室中的權利語言」。 

四、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王金成教授指導學生參加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年度

學術論文發表會, 論文題目「優秀男女耐力跑選手在原地跑步機上不同

跑步速度腳跟運動軌跡範圍之研究」榮獲論文發表優等獎。 

五、數教所劉祥通老師指導學生翁宜青碩士論文「一位國小學生解比例問題

之研究」，榮獲 92年國科會碩士論文獎。 

六、家教所籌辦「廿一世紀的親職教育」~第六屆兩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

已發文給教育部及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等機構申請補助；目前正徵

稿中。 

七、家教中心「受刑人家庭教育推展觀摩會」已於 92 年 12 月 22 日圓滿辦

理完竣，除教育部及法務部長官親臨指導外，並有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及各監獄長官與會。會中除了針對五年來該中心所辦理受刑人家庭支持

方案的成果加以呈現外，現場還同時進行靜態的海報展示解說及動態的

受刑人家庭日活動，深獲外界一致的好評與肯定。 

八、師培中心將利用寒假期間協助修習教育學程學生進行修習學分核對事宜。 

◎ 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一、本學院於 92 年 12 月 10 日舉辦「擴大創意週會」，為本學期舉辦之第三

場「創意週會」，此為余副校長創意思考中又一樁新猷。當天特別邀請

中正大學來參與，演出的節目分別為美術系：「美人 LIVE SHOW」；中文

系：「金庸群俠歪傳-華山論劍」；中正大學國際標準舞社：「上海灘風

雲」；外語系：「經典英文老歌演唱」；史地系：「葉公之新鍘梅案」；音

樂系：「古典？流行？」等。全場一千多人，全部陶醉於創意之歡樂聲

中，台上台下，全部“High”翻天；也吸引許多新聞媒體及社區民眾參

與，共享創意之豐美果實。對於社區意識之凝聚、師生視野之提升及校

際聯誼，都有大助益。更重大的意義則在於藉此充滿創意的才藝活動，

可以更進一步深化學生對於創意價值的體認，同時激發學生對於創意追

求的興趣與熱誠。 

二、余玉照院長於 92 年 12 月 17 日與美術系全體師生舉行「與院長有約」

師生座談會，會場反應熱烈。 

三、92 年 12 月 24 日舉辦「音樂饗宴」擴大創意週會，由音樂系師生於樂育

堂共同演出，深具質感的演出，廣獲好評。 

四、中文系九十二年度教師論文發表會第一場於 92 年 11 月 5日舉行，由陳

茂仁助理教授發表研究成果，發表主題為「敦煌寫卷＜勵忠節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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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六則」，會中並請中正大學黃靜吟助理教授擔任論文發表特約討

論人。第二場於 12 月 30 日舉行，由陳靜琪助理教授發表研究成果，發

表主題為「宋代四大家行草特質之研究」，會中並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系主任蔡崇名教授擔任論文發表特約討論人。 

五、中文系 92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三）邀請國內知名詩人渡也蒞校演講「詩

與散文」，讓學生與創作者共體文學之美；11 月 27 日邀請國內知名作家

司馬中原先生蒞校演講「對青年朋友談人生」，讓同學們共同參與大師

的人生經歷；12 月 17 日（星期三）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

現任吳鳳技術學院通識中心中文科召集人周虎林教授演講「魏晉八卦－

談世說知名女性」，同學反應熱烈，演講圓滿完成。 

六、中文系 92 年 11 月 29 日舉辦「第二十五屆中區中文所研究生論文發表

會」，本次發表會對象為中區九所大專院校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與對

中國文學有興趣之社會人士約 100 人參與。計有嘉大、中正、東海、逢

甲、彰師大、靜宜、雲科大、中興、暨南等九所學校研究生發表及講評

論文 15篇。 

七、中文系承辦之「第一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已於 92 年 10 月 15 日辦理決

審，並於 11 月 8日頒獎。 

八、為落實「將語文、生活與藝術結合」之宗旨，中文研究所於 92 年 10 月

4日、5日組隊至阿里山達那伊谷辦理鄒族文化研習營，實地瞭解達那

伊谷社區總體營造之成果並探討鄒族人藝術圖騰之象徵意涵，增進該所

師生對鄒族原住民文化之瞭解。 

九、外語系於 92 年 12 月 19-21 日(星期五、六、日)與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

文教學學會，在本校蘭潭校區合辦「第一屆亞太多媒體語文教學研討會」

及「第七屆國際電腦多媒體語文教學研討會」。本次研討會承接教育部

專案研究題目「全民網路英語能力檢定」、全民網路故事寫故事比賽、

多媒體語意字網等工作坊，發表論文數共計 50篇及三場專題座談會，

與會人數共計百餘位，感謝各相關單位之協助。 

十、史地系一年級年屆成年的同學共 40 人，於 92 年 12 月 8日參加嘉義縣

宗教禮俗課主辦之「大地兒女闖天關  達娜伊谷成年禮」活動，此活動

於風景優美的阿里山達娜伊谷舉行，內容包含靜態講座及考驗闖關活動

等，希望能讓同學由活動中了解到成人之後應有的責任與義務，並策勵

自己接受生活歷練，迎向各種挑戰。 

十一、音樂系積極轉型中，管弦樂團為發展的重點方向。為拓展學生演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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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積極安排多場演出（詳如下表），成果豐碩；另研議將「國立嘉

義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更名為「國立嘉義大學交響樂團」，使更具號

召力。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各場次演出統計表（學生演出） 

日期 內容 地點 演出同學 邀約單位 

92.09.04 創意迎新 
民雄校區 

文薈廳 
鄭家麟等3人 

人文藝術學

院 

92.10.08 
第一屆協奏曲比賽優勝者

演出（第一場） 

蘭潭校區 

瑞穗館 

管弦樂全體

成員 
理工學院 

92.10.09 
第一屆協奏曲比賽優勝者

演出（第二場） 

嘉義市 

南華會館 

管弦樂全體

成員 
系上安排 

92.10.31 管、弦樂團演出（室內樂） 

嘉義 

中油訓練

所 

黃彥霖等 11

人 
中油公司 

92.11.15 
打貓情，瓜果節 

（各重奏室內樂及聲樂） 

民雄 

早安公園 

莊森雄等 25

人 

民雄文教基

金會 

92.12.10 創意週會（古典？流行？） 
民雄校區 

樂育堂 

陳詩涵等 15

人 

人文藝術學

院 

92.12.19 高中巡迴演出（招生宣導） 
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 

陳玫君等 36

人 

嘉義、新莊、

鳳新高中、台

南、屏東女中 

92.12.19 弦樂四重奏（室內樂） 
嘉義市 

皇家飯店 
黃彥霖等4人 外語系 

92.12.23 管弦樂團成果展（第一場） 協志高中 
陳貫今等 80

人 
協志高中 

92.12.24 管弦樂團成果展（第二場） 
民雄校區 

樂育堂 

陳貫今等 80

人 
系上安排 

92.12.30 
2003 年關子嶺溫泉音樂

節（銅管） 

台南縣 

關子嶺 
吳慧倫等9人 台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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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31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 
嘉義市 

中正公園 

莊森雄等 70

人 
嘉義市政府 

93.01.10 弦樂（室內樂） 蘭潭校區 蔡旻錡等9人 

中華 

扶輪教育基

金會 

93.01.14 銅管（室內樂） 
嘉義 

空軍基地 
張介凡等9人 

嘉義空軍聯

隊 

十二、為回饋社會，並與社區積極互動，美術系 70 名學生於 92 年 10 月 15 日

當天由該系張家瑀、廖瑞章兩位老師帶領，響應由安泰人壽保險公司所

舉辦之「彩繪水鴨獻愛心－疼惜咱ㄟ阿公阿媽」活動，不但義務為上百

隻木雕水鴨上色創作，還指導多名阿公阿媽彩繪，創作作品並於 11 月 1

日於嘉義市文化中心義賣，所得款項全數捐贈嘉義基督教醫院蘭潭老人

服務中心。 

十三、美術系系學會於本年度校慶中，精心籌畫校慶進場活動，以「驅鬼儀式」

為主題，裝扮成世界各國別具特色的鬼，及兩尊大吉祥物，搭配音樂及

俏皮逗趣的舞蹈進場，象徵為本校帶來吉祥與祝福。活動創新且別具意

義，榮獲校慶活動之精神總錦標。 

十四、美術系 92 年 11 月 12 日邀請藝術家蘇嘉男先生蒞臨該系演講「嘉義之

美—寫生地探詢」。 

十五、美術系 92 年 11 月 16 日舉行「實習與教師甄選之路」研習，本活動邀

請師資培育中心林明煌老師舉行講座，講題為：「教師甄試因應之道」，

並由畢業學長姐分享實習及參加教師甄試之相關經驗及準備方法。 

十六、美術系暨視覺藝術研究所 92 年 11 月 19 日邀請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客座

教授，國際知名藝術家廖修平教授蒞臨演講，當天中午為大學部學生舉

行專題講座「版畫創作之風格與理念」；晚上與研究所學生舉行「與大

師對談」學術座談會，與會學生與大師就視覺藝術相關領域進行對話，

獲益良多。  

十七、視覺藝術研究所將於 1月 20 日邀請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美教系許自貴教

授蒞校演講「現代是傳統的逆子」。 

十八、視覺藝術研究所師生 40 人於 92 年 12 月 6日前往屏東師院視覺藝術教

育研究所參加研究生聯合學術論文發表會，戴慧燕、蘇聖文、黃宇立等

三位畢業生代表分別發表「兒童藝術中語文表現之研究」、「虛幻與真實



 

 14

的模糊分際」、「中國繪畫中有無與虛實之審美創造」等三篇論文。 

十九、美術系九十二學年度系展 92 年 12 月 8日開始徵件，92 年 12 月 22 日

至 93 年 1月 2日期間於民雄校區文薈廳展出。 

二十、由美術系所張家瑀老師所負責本校紀念品 Logo徵件及設計，業於 92 年

12 月 10 完成複審作業，得獎名單如下：首獎：徐錦鴻；二獎：陳惠慈；

三獎：李洸慧；優選：簡靖恬、洪振啟、盧劍雄、楊馥任；佳作：陳兆

良、吳春中。 

二一、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業經揭曉，美術系所獲獎項如下： 

1.水墨畫類優等獎（全國第二名） 

得獎人：美術系四年級徐錦鴻 

指導老師：何文玲老師 

題目：三星堆傳奇 

2.水墨畫類入選獎 

得獎人：美術系二年級梁又云 

指導老師：藍再興老師 

題目：當黑夜來臨時 

二二、美術系 92 年 12 月 24 日邀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邱怡仁教

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從數位內容產業到動畫人力培養」。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一、管院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已獲教育部核准於 93 學年度成立，該系刻正

著手辦理所務及相關招生之規劃事宜。 

二、管院各系所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合計六名，新聘專任教

師名單分別為：管理研究所王毓敏副教授、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王國欽

副教授、企業管理學系李鴻文助理教授、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李俊彥副教

授、生物事業管理學系邱宗治副教授、資訊管理學系董和昇助理教授。 

三、管院「未來管理」高峰論壇（ⅡⅡⅡⅡ）已於 93 年 1 月 6 日（二）晚上 7:00

於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淡江大學管理學院陳定國院長（兼中

華民國企業經理協會理事長）及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徐強董事長（成

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兩位與談人，針對「企業將帥與有效

經營」之主題與在場業界人士進行互動討論，共計有本校師生及企業界

人士近百人參加，現場氣氛相當熱烈。 

四、管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九十三學年度預計將招收新生 100 名，為有效



 

 15

推廣管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提升本校及管院之知名度，除利用各種

管道進行文宣推廣工作外，特於 92 年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28 日參加中

時人力網、中時教育網及中時報系於台北舉辦之「第三屆 EMBA 暨高階

進修教育博覽會」，現場反應相當熱絡。有關管院 EMBA班之招生資訊，

請參閱管院網頁 http://adm.ncyu.edu.tw/~gramgt/cindex.htm。 

五、管院預訂於 93 年 5月 21 日於劍湖山世界－王子大飯店舉辦「第三屆服

務業行銷及管理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之主題內容相當廣泛，共計包括：

休閒事業行銷暨管理研究、兩岸服務業之比較研究、觀光與餐旅業行銷

暨管理研究、零售業行銷暨管理研究、運輸與流通行銷暨管理研究、生

物科技業行銷暨管理研究、醫療事業行銷暨管理研究、服務業人力資源

管理、農企業行銷暨管理研究、服務業資訊管理、行銷暨管理個案、服

務業作業管理、行銷研究、服務企業倫理、金融暨財務管理、一般服務

業行銷暨管理研究、其他(與服務業相關議題)等多項議題；論文摘要之

截止時間為 93 年 2月 28 日，歡迎本校同仁踴躍報名參加，詳細徵文辦

法及重要訊息請參閱管院網頁

http://www.ncyu.edu.tw/~gramgt/cindex.htm。 

六、管理研究所碩士學分班第八期刻正辦理招生及選課作業，本次預計將錄

取碩士學分班新學員 120 人（含嘉義班 60 人、台北班 60 人），並將於

2月 7日、2月 16 日分別於台北、嘉義兩地正式上課。 

◎ 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一、農藝系志工隊11月份榮獲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

校傑出服務性社團獎及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第十一屆大專青年社會服務

兩大獎。 

二、農藝系志工隊於 92 年 12 月 6日、7日兩天於農藝系實習農田舉辦嘉義

市西區低收入家庭學童農村體驗營活動。 

三、九十三年全國農園盃球類競賽，將於 2月 10 日至 12 日寒假期間，假本

校蘭潭校區舉行，此次活動係由園藝系系學會主辦，農藝系系學會協

辦，屆時請同仁蒞臨指導。 

四、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向教育部申提「植物生物技術教學改進計畫」，業

已通過複審，目前已送教育部「生物技術教學改進計畫」小組審查。 

五、林產科學系協助嘉義縣政府梅山鄉產業文化節親子木工 DIY活動及參加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舉辦之「溪頭風情、竹藝飄香，竹文化節活動」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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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杉造林木 DIY創作與推廣作品 20餘件，獲得極高評價，提升該系所

知名度。 

六、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黃俊傑同學以「光芒四射」作品參加國產造林疏

伐木應用於環境美化及日常用品之 DIY作品創意設計競賽，獲得首獎及

獎金五萬元殊榮，並於 92 年 12 月 27 日中華林產事業協會會員大會公

開頒獎。另黃裕淳、林柏成同學的「柳影花絮」獲得佳作，成果豐碩。 

七、林產科學系及林業暨自然資源研究所參加中華林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研究所分別獲得育林組第二名，樹木生態組一、二、三名，大學部林產

組(壁報論文)二、三名以及佳作數篇等殊榮。 

八、林產科學系木材利用工廠 92 學年度接受農委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

理處、高雄特殊教育學校、本校相關單位及校外廠商委任檢驗、鑑別等

技術服務，營收約 110 萬元，訂單源源不斷，對教學研究助益良多。 

九、林產科學系木材利用工廠協助嘉義縣梅山鄉東和社區、高雄特殊教育學

校教師辦理木工 DIY研習活動，獲得與會教師熱烈迴響。 

十、畜產學系於 92 年 12 月 6-7 日辦理「全國大專院校畜產盃」活動，共有

台大、宜蘭、文化、中興、東海、嘉大和屏科大等七所畜產學系 638 名

男女學生共襄盛舉。比賽項目包括壘球、籃球、排球、羽球、桌球、五

子棋、橋牌、趣味競賽及拔河比賽等。 

十一、畜產學系畢業校友莊志豪先生考取 92 年畜牧類高考榜首。 

十二、92年 11月 19日在獸醫系系館視聽教室舉辦「流浪動物學術研討會」，藉

由研討會之舉辦，加強宣導動物保護法，實施犬隻早期節育及動物收容所

評估方法之研究。會中並邀請安生動物醫院廖茂淞院長頒發國立嘉義大學

農學院獸醫學系「廖茂淞先生學生獎助學金」共五名，每名壹萬元整。 

十三、台灣諾華（股）公司動物保健事業部業務處來校頒發第十二屆獎學金，

獸醫系專科部六年級陳怡潔同學、大學部四年級邱宗義同學榮獲獎學金。 

十四、獸醫系畢業校友參加國立臺灣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獸醫學系碩士班甄試

招生錄取一名：黃安婷；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碩士班甄試招生錄取六

人（基礎組：林家凱、黃安婷，臨床組：張偉政、陳書凱，甄試備取生

一名：陳振欽）；博士班錄取一名：鄭清福。 

十五、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訓練課程業於 92年 12月 28日完成培訓工作，培訓

學員對課程內容表達滿意及謝意，為落實學校資源與專業人力實例展現。 

十六、92年度蝴蝶蘭商業種苗生產產學合作結算，中心獲利績效為 112萬 6千

元整，依產學合作辦法提撥納入校務基金及再營運計畫繼續執行。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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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前生產規模約有 8 萬餘盆，蘭株生長與品質皆能與產業接軌，充分

運用溫室設施功能與專業技術建立企業化蝴蝶蘭栽培與種苗生產體系。 

◎ 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    

一、理工學院 92 年度執行國科會計畫共計 42 件，研究成果發表之 SCI期刊

論文有 44篇、SSCI有 2篇、EI有 3篇等，國內外期刊論文共計 60篇。 

二、資工系 92 級碩士研究生學生賴俊宇獲選中華民國資訊學會 2003 年「碩

士最佳論文獎」佳作，指導老師為林嬿雯助理教授，論文名稱為「適用

於 WLAN/GPRS異質網路行動群播方法」。 

三、理工學院與台積電之建教合作，下學期台積電將於本校開授有關半導體

設備自動化課程，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與選修。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生命科學院於 92 年 11 月 27 日邀請吳正彥博士，為生命科學院全體師

生演說「Mode of action of taurine as a neuroprotection agent in 

the brain」，講座中吳博士勉勵生命科學院全體學生更加努力，增進自

己的專業與能力，並爭取申請到國外學校就讀的機會。 

二、水產生物學系於 92 年 11 月 27 日舉辦「水生週」活動，在活動中同學

們展示了水產生物領域中優秀的學習成果，並指派專人為參觀者解說各

式各樣的水生動物、各種水域週邊產品與書籍，提供參觀者更清楚的概

念與印象，與會貴賓對於學生活潑的學習方式與優異的學習成果留下深

刻的印象。 

三、92 年 11 月 24 日、26 日、12 月 4日生命科學院於階梯教室舉辦院長與

各班代表三人及系學會會長座談會，分別與食科系、分生系、水生系、

應微系、生藥所、生資系、植保系學生座談，座談會中學生對生命科學

院提出多項建言與鼓勵，學生發言踴躍，充分表現出學生對院務的參與

力與對生命科學院的期許。 

四、針對生命科學院院長與各班學生代表座談，學生所提到的升學就業問

題，生命科學院於是安排了多場的升學就業演講講座，分生系邀請到李

文森教授（哈佛大學醫學博士）「學習計畫與抗癌研究」、水生系邀請到

廖聰崢總經理（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專業與敬業」、食品系邀請到

江良山董事長（百家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從創業故事看創新與競爭

力」等，讓學生更加瞭解產業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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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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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九十四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系所班組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2 年 12 月 16 日台高(一)字第 0920187770 號函，規定九十

四學年度申請增設案(國立大學請增員額、經費之系所班組案除外)應

於 93 年 1 月 15 日前報部審核。 

  二、各申請案資料經教務處彙整提送 1 月 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結果，

申請案七案均提校務會議審議，各申請案如下: 

1.教育學系中等教育組調整為小學教育組 

2.中國文學系增設博士班 

3.幼兒教育學系增設博士班 

4.生物科技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5.生命科學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6.家庭教育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7.理工學院增設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決議：照案通過，報教育部核定。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附件二，頁

5-6)，請審議。 

說明： 

一、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任期若以一年為限，則次屆召集人尚未選出

時，則有空窗期，故修正其任期。 

  二、本案業經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會(92.11.18)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量辦法（草案）」(附件三，頁 7-8)，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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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92 年 11 月 25 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決議：為使辦法

更週延，並能真正落實實施，本案緩議。請各學院於 12 月 15 日前將

本案具體修正意見送研發處彙整後，請研發處於 12 月底前商請李副

校長並邀請各學院院長及相關主管，綜合各學院意見，於 1月份召開

校務會議討論。 

  二、研發處依規定回收各學院之意見於 92 年 12 月 15 日召開「國立嘉義

大學教師評量辦法（草案）」討論會議，重擬本辦法(草案)。 

  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自我評量表如附件(附件四，頁 9-11)。 

決議： 

一、 經與會代表討論，有甲、乙二案： 

     甲案：依與會代表意見修正辦法草案及教師自我量表，試行一年後再

檢討。 

     乙案：暫時擱置緩議。 

經與會代表舉手表決結果(本次會議出席代表計 73 人)，甲案：40票；

乙案：0票。甲案超過半數，依甲案辦理。 

二、「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量辦法」修正通過，試行一年後再檢討。 

1.第三條條文修正為「凡本校教師一律接受評量，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得免接受評量：．．．‧」。 

2.第四條條文修正為「人事室於每學年第一學期期末前，列出下學期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師名單，交由各院、通識教育中心轉達各相關教

師，教師需於每學年三月底完成自我評量表之填寫工作並繳交至所

屬系所或中心。教學及服務事蹟以前一學年度(八月一日至次年七

月三十一日)，研究著作以前三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執行研究計畫數則依所屬機構之計畫起訖性質為憑。」 

3.第六條「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簽請給予獎勵」文字修正為「由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建請校長給予獎勵」。 

4.第七條、第八條條文刪除。 

5.第九條條次修正為第七條，文字修正為「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試行一年後再檢討。」。 

三、「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自我評量表」修正通過。 

1.項目一「教學」增列「(四)、其他」項並修正部分項目文字。 

第 2 項文字修正為「授課計畫周延並有創意，教學進度掌握適切。」 



 

 20

        第 5 項文字修正為「教材符合課程需要。」 

        第 7 項文字修正為「教學方法(如．．參觀等)具有創意，調配得宜。 

2.項目二「研究」部分項目文字修正。 

 評核項「良：得分在 10-15 分者」修正為「良：得分在 11-15 分者」 

第 13 項(5)與(7)項次對調；(10)與(12)項次對調；(4)至(13)項中「藝

術」二字均刪除。 

第 15 項增列「TSSCI」等文字。 

第 19 項「經公開出版發行之專書(有 ISBN 者)，每本 5 分」文字修

正為「經公開出版發行之專書(有 ISBN 者)，分數由各院自訂」。 

3.項目三「服務」部分項目文字修正。 

 評核項「可：得分在 10 分以下者。」修正為「可：得分在 8 分以

下者。」；「良：得分在 10-15 分者」修正為「良：得分在 9-12 分者。」；

「優：得分在 16 分以上者。」修正為「優：得分在 13 分以上者。」 

第 1 項「兼任一級主管，每年三分。」刪除；第 2 項後其餘項次隨

之調整。 

第 6 項「或兼任導師」等文字刪除。 

4.總評項「優、佳、中、待改進」文字修正為「優、佳、良、可」。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附件五，頁 12)，

請審議。 

說明：依據 92 年 10 月 28 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決議：

請研發處於下次提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案，於推選代表增列

「通識教育中心委員」及其產生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五五五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九條，擬修正增列「除教師升等得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同意通過升等外」暨文字修飾，修正條

文對照表如附件(附件六，頁 13)，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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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二條業經 92 年 10 月 28 日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為「經校教評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通過升

等者」，亟需補修正本校教評會設置辦法第九條。 

二、上開校教評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業經 92 年 12 月 23 日九十二學年度第

二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2年 12 月 11 日台中（二）字第 0920173177 號函辦理(附

件七，頁 14-15)。 

二、師培中心依教育部函示意見修正相關條文，並於 92 年 12 月 18 日將修

正草案陳報教育部。 

三、本案經 92 年 12 月 31 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教育學程諮議委員會議同

意追認。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附件八，頁 16-18)。 

決議：同意追認。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七七七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二至第十三條、第十五條、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至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如「國立嘉義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九，頁 19-29)，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已奉教育部 92 年 12 月 22 日台高二字第 0920186879 號

函核定（影本如附件，附件十，頁 30-31），惟依其說明二對本校組織

規程部分條文尚有意見，因此，針對前述條文研提修正建議提請本會

審議。另依教育部 92年 8月 1日台參字第0920116243A號令發布之「大

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四條規定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四條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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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修正內容如下： 

1.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原訂分組辦事，基於教育部要求分組明確

化，故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九款參酌鄰近大學分設環境保護及工業安

全衛生二組。 

2.第九條、十二條、十三條、第十五條僅係文字修正。 

3.第二十一條，總務長如為教師兼任才有配合校長任期之限制，爰配

合修正。 

4.第二十三及二十四條因研發長及實習就業輔導處長非屬大學法施

行細則上之職員名稱，因此刪除職員專任之規定。 

5.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一條依教育部函說明二規定

修正。 

6.第三十四條增列師資培育中心組織及運作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報教育部核定。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    

提案人：余副校長(連署人：劉豐榮教授、劉榮義教授、阮忠仁副教授、沈

添鉦教授、徐志平教授) 

案由：為積極配合教育部政策，積極推動「創造力教育」，並促使行政創意

革新，俾使本校順利轉型為一所專以創意研發見長之「創意大學」，

特建請創立一套完善之創意研發系統，以期全面有效地推動各項創意

教學與創意行政革新相關工作。 

說明： 

一、本校人文藝術學院為積極推動創意教育並激勵學生用心學習、開發創

意，曾舉辦許多創意活動，例如創意開發學術研討會、創意迎新會、

創意週會、創意講座等，已初具成效。 

二、為積極配合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所揭示之建設一個「創造力

國度」的（Republic of Creativity）的遠大願景，應加緊推動創意

教育，惟目前本校僅人文藝術學院有相關作為，至盼全校能夠同步推

行之。 

三、創意之研發與應用已成為全球學術、產業各界普受重視之主流趨勢（請

參閱〈「創造學」是永遠的顯學！〉），國內現有少數大學院校正積極推

展創意相關之研發計畫（例如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設有「創造思考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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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優異教育研究所暨創造思考教育中心」、真理大學麻豆校區設有「創

意管理學系」、遠東技術學院設有「創造力中心」、政治大學設有「創

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高雄空中大學開設「創意」相關課程等），並

有以推動創意研發為宗旨之若干學術組織（包括中華創意發展協會及

中華創造學會）亦在努力推展相關工作，在此創意研發日趨熱門之大

環境下，本校實宜加速推動此項工作，以便搶得先機，大幅提升本校

各方面之競爭力。 

四、具體建議： 

1.建構一套完善之創意研發系統與機制，包括成立一校級之創意委員會

及各級教學、行政單位分別成立之創意小組，俾便全面有效地推動各

項創意教學與創意行政革新相關工作。 

2.全面開設有關「創意學」之通識課程。 

3.現有「創新經營獎」易名為「創意經營獎」；同時創設「創意領導獎」、

「創意教學獎」、「創意研究論文獎」。 

4.請管理學院研議籌設「創意管理學系」之可行性。 

5.現有「嘉大校訊」開闢「創意專欄」，以大量刊登有關教學及行政各

方面之創意新猷資訊。 

6.請圖書館大量優先採購創意書籍，並透過一套創意做法鼓勵師生同仁

善加利用。 

7.鼓勵全體教職員生積極投入創意之研發工作。 

8.申請加入國內外創意學術組織成為團體/個人會員，並積極參與其主

辦之學術活動；同時主辦各類創意學術研討會。 

9.在正式文獻上將本校轉型成為一所「創意大學」列為本校之新願景。    

10.請各單位之創意小組在海闊天空、無邊無際之創意領域盡量發揮創

意、不斷追求創意構想，以推動獨特之創意策略（例如人文藝術學

院將成立「創意培育中心」，期求樹立一種特殊之創意風格）。    

決議： 

一、請各院系及行政單位參考余副校長具體建議事項並觀摩人文藝術學院

創意做法來運作，逐步推動。 

二、請余副校長召集專案會議，各學院院長暨推派一至二名教師、各行政

單位主管共同參與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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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五時二十分                             

保存年限：永久 編    號：014-3-01-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