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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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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校長榮貴、李副校長明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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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於教學技巧研會中曾經以「如何塑造嘉義大學的未來」為題向與會

老師做報告，主要是想藉這樣的思考建立共識，讓嘉義大學在未來有更好

的表現。 

二、身為一位主管，在領導過程中很重要的是如何讓院系所同仁有一樣的共

識，利用現有資源及條件，思考規劃院系所未來發展的目標及方向。本校

現有的條件與其他有相當歷史的大學很難比較，合併前二校均有很好的傳

統，如何將過去的經驗轉化為自我信心，建立跨領域及跨學群的整合，有效

組織團隊，在現有環境中找尋創意，重新整合資源建立特色，需要單位主管

與單位內同仁共同來思考及努力。未來的願景、目標及理想要建構在目前

的執行力上，因此各院系所在發展目標及方向明確後，應針對目標提出具

體策略，並於執行過程中隨時檢討改善，各單位主管並應確實督導改革，

真正落實品質管理。 

三、為逐步向更美好的未來邁進，各單位可先由短期目標開始，再以短期目標

推動之績效為基礎，檢討後規劃中長程目標，不斷努力，建立嘉義大學充

滿活力的新形象，並持續強化本校之組織文化，凝聚團隊共識，了解老師、

行政同仁、學生、家長、校友、政府及社會人士之需求及看法，每個環節

緊密結合，加強各單位間之協調溝通。學校整體的發展需要所有同仁攜手

參與共同努力，才能創造嘉義大學更美好的未來。 

四、為因應未來國際化、全球化之趨勢，提高學生競爭力，請外語系規劃，加

強學生英文能力；並請人事室與外語系規劃課程提供同仁進修，加強行政

同仁外語能力之訓練。 

五、民雄校區及林森校區同仁反映停電時電梯應變措施無法啟動及使用 IC 卡

門禁造成不便等問題，請總務處了解後協助改善，保障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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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校長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如書面資料，同意備查。 

參參參參、、、、各單位報告各單位報告各單位報告各單位報告    

◎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一、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課程預選已於 9月 17日辦理完畢，課程加退選

期間則為 9月 20日至10月 1日，請各系所及教師協助學生辦理加退選事宜。 

二、請各系所於開學後一週內（9月 24日前）於課堂上公布教學大綱及 office 

hour，並將書面資料送所屬學系辦公室，俾便上網更新供學生隨時查閱。

同時為協助本校教師檢視教學相關注意事項，教務處本學期開始隨課表附

寄一份「教學實施自我檢視表」，請教師填答後，於開學後一週內送至所

屬系所代收或逕擲教務處課務組彙辦。 

◎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一、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就學貸款自 8月 1日起受理，迄今共計約有 930

人提出申辦，課外活動組將於 9月 13日彙整名冊送出納組，並造冊送財

稅中心審查。 

二、暑假期間本校各社團或志工隊陸續辦理各項研習或社會服務工作，至 9月

18日結束。課外活動組於 8月 17、18日前往瑞里國小慰問農藝志工隊，

並參與該隊的營隊活動。 

三、各單位運用工讀生請依據本校規定，新學年度開始，請儘量選用確實需要

工讀幫助的學生，工讀生基本審查資料請併工讀生工讀情形調查表送課外

活動組建檔，並請於次月五日前將上個月的工讀情形調查表送交課外活動

組，以利工讀費按時撥款。 

四、本校九十三學年度新生於 9月 14日到校住宿，15、16二天辦理新生始業

輔導，學生會指派服務同學至火車站接待新生及家長，並於 9月 21日辦

理蘭潭校區社團之夜，22日辦理社團博覽會，此外還準備辦理迎新演唱會

及新生杯各項競賽，歡迎九十三學年度的嘉大新鮮人。 

五、九十三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於 9月 15、16日舉行，特別感謝各單位之配

合與協助，能順利圓滿的完成各項工作，學務處會針對本次新生始業輔導

所發現的缺失實施內部檢討，以作為下次改進之依據。 

六、九十三學年度新生資料整理已完成全部作業，非常感謝電算中心協助，學

務處會配合電算中心，針對今年缺失提出改進與建議。 

七、新生已於 9月 20日到校上課，考量最近詐騙手法翻新且案件增多，建議

老師上課時能提醒新生，要告知家屬在接到疑似詐騙電話時，依學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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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查證，避免家屬上當。 

八、各學院學系辦理歡迎新生系列活動者，請指導各系學會依據本校「學生團

體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內容（登載於學生事務處網頁），事前完成活

動的申請，並注意租賃遊覽車的安全規定、活動地點及住宿地點的安全。 

九、新生健康檢查定於 9月 29、30日（蘭潭校區），10月 4日（林森校區），

10月 5日（民雄校區），委託慈濟大林分院辦理。 

十、九十三學年度畢業典禮學務處已請畢聯會策畫適當之創新方案，預定提 11

月份行政會議討論。 

◎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一、本校辦理九十三學年度民雄校區及蘭潭學苑餐廳之自助餐重新招商，分別

由佳大餐飲店及學園商行承辦。 

二、民雄校區美食街有三個攤位，其中養生園已簽約，另二個攤位廠商經營意

願不高，將重新辦理招商。又蘭潭校區美食街米羅麵包店、百科旅行社亦

不續約，擬一併再辦理招商。 

三、本校蘭潭校區學生宿舍消毒及環境整理已於 9月 5日完成。 

四、本校校區遼闊，校警巡邏人力不足，請各單位主管務必提醒同仁於下班時，

將貴重物品放入櫃子上鎖，並將門窗關閉，以防止財物被竊。 

五、爲配合中央信託局自 9月 1日起不再接受以「人工傳真」方式訂購共同供

應契約各項商品，事務組已於 9月 8日在電算中心舉辦電子下訂作業流程

說明會。各單位承辦人員若尚有疑問，請洽總務處事務組。            

六、本校各項重大工程進度：  

1.禮堂及週邊整體景觀工程（即大學館暨創意樓）： 

總經費：4億 6413.1萬元（教育部補助 3.7億，餘學校自籌）。 

工程概要：本工程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及屋頂突出物三層，總樓地板

面積 22733.08平方公尺之鋼筋混凝土及鋼構造建築物及其

周邊路燈景觀等等。 

進度現況：已全部完成，現正辦理水電、土建之驗收中。  

2.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 

總經費：4億 3072.7萬元（教育部全額補助）。 

工程概要：本工程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總樓地板面積 23254平方公

尺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 

進度現況：為營建署代辦發包及管理，五樓結構體全部完成，內部裝修

地磚至三樓、天花板至四樓，外牆磁磚剩一樓及玄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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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停車場施工中，預定 94 年 1 月完成。 

3.民生校區管理學院大樓（含校區公共設施第一期）：  

總經費：5億 8612.2萬元（教育部全額補助）。 

工程概要：本工程為地下一層、地上八層，總樓地板面積 32942.74平

方公尺之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另外含全校區公共設施

（中正大學部分除外），道路給排水系統、路燈、運動場

區、警衛室、圍牆、機車停車棚、景觀植栽等等。 

進度現況：為營建署代辦管理，結構體全部完成，外牆、抿石子、金

屬帷幕施工中，其他內裝天花板施工中，景觀工程、水溝、

圍牆、車棚施工中，預定 94年 7月完成。  

4.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總經費：3億 4599.3萬元（學校自籌 5000萬元，餘由教育部補助）。 

工程概要：RC構造，地上七層、地下一層，總樓地板面積 21855平方

公尺，共同科及生命科學院教學研究使用。 

進度現況：為營建署代辦發包及管理，目前土建工程進行二樓柱、三

樓樑版組模配筋，水電工程配合土建工程施工中，預定 94

年 12月完工。 

5.應化館、應物館：預定於 93年 9月底前完工。 

6.各單位如有修繕工程需營繕組辦理者，請於施工前，洽總務處研議。 

七、文書組直式橫書相關表單及簽、通知等校內行文之範本，均已暫時掛在文

書組網頁供同仁取用，並已在文書組公告欄，公告公文直式橫書相關規

定，俟 94年 1月 1日研考會規定之公文直式橫書正式上路後，所有公文

直式橫書標準格式均會置於公文製作系統內。 

八、目前正在進行規劃本年度重點工作之校園 e化-公文系統公文書橫式書寫

功能增修暨公文檔案影像管理系統相關工作，預計本年底完成。 

九、嘉師及嘉技兩校之歷史檔案共計約 23萬餘件，業已於 8月底完成建置工

作，歷時二年八個月，距國家檔案局規定 93年底完成之期限，提早四個

月完成。 

十、本校各實驗室排氣裝置排氣功能檢測已全部測定完成，未通過合格規定之

實驗室已另行通知改善，並補行測定。 

開學後各密閉空間的退伍軍人菌（引起非典型肺炎）檢測，已開始測定，

以維師生安全。 

十一、請各系所強化資源回收分類，目前垃圾清運仍以每日上、下午各一次，

因校園廣濶，如有遺漏請隨時電知環安組，以利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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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總務處各組(隊、委員會)可隨辦、需待辦業務一覽表一份，提供各單位

洽總務處辦理各項業務時之參考。 

十三、提供各單位 7 、8 月份電話費表，請各單位參考，並請各單位同仁利用

電話洽公時長話短說，節省電話費支出。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請各單位協助推薦今年度之傑出校友，預計在 10月初召開選拔會議。 

◎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一、2005年各學院紙本期刊、電子期刊以及資料庫擬定項目已完成調查，經初

步估價超出圖書館預算甚多，因此先行刪除已包含在資料庫全文期刊的紙

本部分，對資源使用的影響，將以支援每一教師一年 1000元館際影印費

用供向外校影印。  

二、本校訂購紙本期刊經實際進行使用率調查結果，超過一半以上期刊全年未

曾使用，期刊價格昂貴，全年使用率為零，紙本期刊將優先列入刪訂（期

刊使用率清單如附件，附件一，頁 1-20 ），以節省的經費訂購需求的資源。 

三、圖書館正逐步規劃分館各樓視聽數位頻道設施：目前正著手規劃一樓中庭

視聽區及三樓大小團體室視聽區，以充實各項教學媒體與教學資源，預定

於 9月底完成。 

四、更新民雄校區及蘭潭校區圖書館檢索教室廣播教學系統，配合新生導覽活

動，預計開學前完成軟體更新作業。 

五、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新生轉檔將於 9月底陸續完成，以利新生儘快能使用圖

書館資源。 

六、校長及師範學院至英國採購之二手圖書，93年 6月 3日編目起至今完編，

總數為 5,778 冊。 

◎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一、本校「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已實施三年，擬規劃以各學院為單位

辦理成果發表會(發表對象為各學院受補助之教師)。 

  91-93年度國立嘉義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數人數表 

    年度 學院   91   92 93 總 計 

理工學院 2 人   6 人   4 人    12 人 

生科院 2 人   3 人   4 人    9 人 

農學院   0 人   2 人   4 人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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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3 人   2 人   7 人    12 人 

師範學院 3 人   2 人   4 人    9 人 

人文藝術學院 2 人   0 人   1 人    3 人 

通識教育中心   0人   0人   2人    2人 

  二、本校及其他機構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人數如下表： 

    90909090----93939393 年度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人數年度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人數年度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人數年度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人數    

                    教授代號：A    副教授代號：Ｂ   助理教授代號：C    

三三三三、教育部電子報發布「台灣獎學金作業要點」，請各學院上網查閱，儘量爭

取國際學生來校就讀，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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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93)學年度實習教師人數共計 1,008 人(如下表)，其中，小學實習教

師 781人，幼教 158人，特教 28人，中教 41人。舊制 739人，新制 269

人。舊制之實習日期自 7 月 1 日開始，為期一年；新制之實習日期自 8

月 1日開始，為期半年。未來三年期間將是新舊制混雜的過渡期。 

 合計 小學 幼教 特教 中教 

  制 度 別 1008 781 158 28 41 

舊制(1 年)(初、複檢) 739 556 61＋54(暑) 27 41 

新制(半年) 269 225(3 舊) 43 1(1 舊) 0 

二、今年暑期班幼稚園實習教師 54人，已於 8月 27日(星期五)通過嘉義市教

育局初檢審查並核發實習教師證，自 9月 1日開始為期一年教育實習。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其他機構補助人數其他機構補助人數其他機構補助人數其他機構補助人數    

    

本校補助人數本校補助人數本校補助人數本校補助人數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人人人人))))    

獲其他機構補助百分比獲其他機構補助百分比獲其他機構補助百分比獲其他機構補助百分比    

及獲本校補助百分比及獲本校補助百分比及獲本校補助百分比及獲本校補助百分比    

90 教育部：1 名(A=1) 
4 人(A=1,B=1,C=2) 

5 
教育部補助百分比：20% 

本校補助百分比:80% 

91 
國科會：10 名; 

(A=2,B=4,C=4) 

教育部：1 名(B=1) 

6 人(A=2,B=2,C=2) 

17 

國科會及教育部 

補助百分比：65% 

本校補助百分比:35% 

92 
國科會：5 名 

(B=2,C=3) 

5 人(A=1,B=3,C=1) 
10 

國科會補助百分比：50% 

本校補助百分比:50% 

93 (1 到 9 月) 國科會：15 名 

(A=6,B=3,C=6) 

7 人(A=1,B=2,C=4) 
22 

國科會補助百分比：68% 

本校補助百分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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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將於 9月 16日上午 10:00 假民雄校區舉行九十三學年度大四、大五

實習指導教師會議，討論大四外埠教育參觀、集中實習等有關實習相關

事宜及大五整體輔導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四、執行教育部委託本校研訂「師資培育教育實習作業參考原則」及「教育實

習作業手冊」專案(7月至 12月)。8月 16日(一)與 8月 23日(一)分別召

開專案小組會議；9月 1日(三)與 9月 6日(一)分別在在本校林森校區與

國立台北師院召開焦點團體會談。9月 21日至 10月 13日分別在北中南召

開四場公聽會。 

五、本校 10 月份將分別於嘉義大學、國立台北師院、國立新竹師院、高雄師

範大學舉辦四場公聽會，邀請全國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實習機構、縣市教

育局、實習教師之代表參與，廣納各界之建議審慎嚴謹規劃完成教育部委

託本校研訂「師資培育教育實習作業參考原則」及「教育實習作業手冊」。 

六、本處預定於 9 月 29 日(三)下午至台北市雙蓮國小、10 月 20 日至新竹市

國小及 10 月 27 日至高雄市國小辦理 93 年度「實習教師輔導研討會」三

場次，計有國中小及幼稚園校長（園長）、教務主任、輔導教師等 223 所

特約實習學校計 744人參加。 

七、本校顏玉雲老師申請九十三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深耕攜手合作計

畫，獲教育部補助 18 萬元整。執行期間為 93 年 8 月至 94 年 7 月止。九

十二學年度吳芝儀老師、陳聖謨老師之補助計畫計 22 萬元整，已執行完

畢報教育部核備。 

八、本處與史地系預定於 93年 11月 1日合辦「九十三年度社會領域教學學術

研討會」，並已獲教育部補助 10萬元整。 

九、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臨床教學申請案，教育系陳聖謨老師申請至嘉

大實小臨床教學；幼教系簡美宜老師申請延長教學一學期乙案，均經審查

並簽准通過。外語系張淑儀老師已臨床教學一年，預定 93年 9月 16日提

出成果報告。 

十、本處已於 8月 16日至 8月 19日辦理九十三年度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

研習營-暑期兒童樂隊及合唱班基礎班各一班，計四天（32小時）。有國小

教師 41人參加，每人收費 3000元，共收入 123,000元，感謝音樂系劉主

任及老師、同仁協助辦理。 

十一、九十三學年度實習教師職前教育研習會，預定分二梯次，於 9月 23、24

日及 10月 13、14日四天假民雄校區大學館辦理，計有國小類實習教師

853人參加。 

十二、「教師之友」第 45卷第 4期預定於 93年 10月 5日出刊，專題為「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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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展望」、12 份專題「資訊教育、環境教育」、94年 2月份專題「兩性

教育、人權教育」、4月份專題「生涯教育、家政教育」、6月份專題「國

民教育展望」。請各位教授踴躍賜稿。 

十三、本處與秘書室合辦本年「嘉義大學校友校長聯誼會」，已於 93年 8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30，假林森校區樂育堂舉行，由楊校長國賜主持，計

有校友與師長約 40位出席，目前蒐集到中小學校友校長有 320位，感謝

總務處、進修部之協助。 

十四、依教育部規定，完成本校九十三年度師資生及教育學程畢業生取得合格

教師於該年度獲聘為專任小學教師、代理代課教師之人數調查(結果如

附件二，頁 21-22 )，整體獲聘率約在 18％左右，如將代理代課教師算

進，則獲聘率提高至 37％。整體而言，四年制大學部畢業生考取率高於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其中英語師資班考取率高達 79.2%；教育學程學生

考取率較低。然除國教所、幼研所及特研所外，各系所修習教育學程者，

幾乎無人上榜。 

十五、編印國小教師甄試教育專業科目試題彙編、國語文試題彙編、數學試題

彙編、幼稚園教師甄試教育專業科目試題彙編、中學教師甄試教育專業

科目試題彙編等五本資料，供學生參閱。 

十六、本處承辦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九十三學年度補助大學及技專校院辦理

就業學（課）程計畫」，本校計有應用微生物系提出「醫學生物技術模

組課程」並獲 57 萬元補助，本課程主要聘請業界師資上課，可強化學

生實務能力，增加未來就業能力。 

十七、本處預定於 10 月起對本校首屆大學畢業生進行就業概況調查，本次調

查以一般生為主，採信件及電子郵件方式進行，除分析畢業生就業概況

外，期能建立畢業生聯絡網。 

十八、承辦青輔會計畫「新興服務產業研討會」，預定於 10月、11月舉辦，本

活動為嘉義縣市五所大專院校之跨校活動，由本校主辦，主在提供畢業

生對新興服務產業如文化創意產業、數位內容產業等之認知，供未來就

業或職業選擇之參考。 

十九、預定在本學期與青輔會合作舉辦兩場「產業與職涯講座」系列活動，此

講座針對在校生以「主題演講」及「經驗分享」方式進行，屆時敬請相

關系所協助。    

◎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    

一、九十三學年度新生報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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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十三年度暑期班畢（結）業人數： 

1. 輔導學分班：45人。 

2. 幼兒教育學系：66人。 

三、九十三學年度學生轉系審查委員會會議於 8 月 24 日召開完畢；計有 9 人

次申請，審查同意轉系有 5 人次。 

四、九十三學年度嘉南區技術校院二技進修部聯合登記分發工作，8 月 16 日於

遠東技術學院分發完畢；本校各系招生總人數 240名，總錄取人數 215名，

整體報到率達 89.6 %。 

五、利用暑假期間，搭鷹架維修林森校區樂育堂高頂天花板及更換燈具、燈管，

並檢修各教學場所破損玻璃。 

六、本部林森校區宿舍申請、抽籤作業已於 8月 20日完成，剩餘床位自 8月

27日起受理進修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學生申請。 

七、進修部學士後、二技部新生始業式定於 9月 20日 18:30 假蘭潭校區瑞穗館

舉行，始業式結束後隨即舉行班會，請各班導師主持班會，20:10開始上課。 

八、8月 10日行政會議通過之「進修部學生請假規定」，已公告於本部網站，

爾後請假單亦可於網路下載使用。 

九、進修部行政人員寒暑假補休問題，請人事協助給予明確之每日加班時間，

以利進修部行政人員寒暑假期間能與其他單位同仁一樣有固定的補休天

數。 

十、請各系所主管轉知各授課教師不要利用夜間上課時間辦理迎新送舊活動。 

十一、進修部在蘭潭校區要支援師培中心課程有二十個班，請各相關單位支援

空間，以利師資培育課程上課。 

十二、今年進修部新生課程抵免只在開學後辦理一次，請各系所主管轉知學生。 

招生種類 招生名額 報到人數 

二年制技術學系班(八系) 400 人 380 人 

幼兒教育學系在職進修專班 50 人 50 人 

進修學士班 605 人 593 人 

國研所、農研所、家研所、林研所、教政所、土

研所、中研所、幼研所碩士在職專班 
203 人 203 人 

學士後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職前學分班 45 人 45 人 

學士後國民小學教師職前學分班 90 人 90 人 

幼稚園及托兒所教師在職專班 45 人 45 人 

學士後幼稚園教師職前學分班 45 人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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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    

一一一一、、、、進修部人員寒暑假補休相關事宜請人事室協助辦理進修部人員寒暑假補休相關事宜請人事室協助辦理進修部人員寒暑假補休相關事宜請人事室協助辦理進修部人員寒暑假補休相關事宜請人事室協助辦理。。。。    

二二二二、、、、請進修部及日間部將新生學分抵免時間列入行事曆中請進修部及日間部將新生學分抵免時間列入行事曆中請進修部及日間部將新生學分抵免時間列入行事曆中請進修部及日間部將新生學分抵免時間列入行事曆中，，，，並依行事並依行事並依行事並依行事曆所訂日曆所訂日曆所訂日曆所訂日

期辦理期辦理期辦理期辦理，，，，其餘時間其餘時間其餘時間其餘時間則則則則不再辦理不再辦理不再辦理不再辦理。。。。    

三三三三、、、、蘭潭校區蘭潭校區蘭潭校區蘭潭校區教育學程上課教育學程上課教育學程上課教育學程上課空間空間空間空間問題請教務處及相關問題請教務處及相關問題請教務處及相關問題請教務處及相關院系院系院系院系協助支援可利用空間協助支援可利用空間協助支援可利用空間協助支援可利用空間。。。。    

◎ 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體育室    

九十三年度全校運動會預計在 11月 12-13日(五、六)在民雄校區運動場舉行，

體育室正積極籌備中。 

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請體育室於籌備會時將行政人員組列入運動會各項請體育室於籌備會時將行政人員組列入運動會各項請體育室於籌備會時將行政人員組列入運動會各項請體育室於籌備會時將行政人員組列入運動會各項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活動中，，，，規劃行規劃行規劃行規劃行

政人員競賽項目政人員競賽項目政人員競賽項目政人員競賽項目，，，，希望行政同仁均希望行政同仁均希望行政同仁均希望行政同仁均能參與能參與能參與能參與運動會開運動會開運動會開運動會開幕幕幕幕及各項活動及各項活動及各項活動及各項活動。。。。    

◎ 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軍訓室    

一、去年預備軍士官考選本校計冇 239位報名，錄取 146位(預備軍官 12位)，

國防訓儲部分有 20位報名，錄取二名(國防預士)。明年中午一時將在三

個校區今年辦理今年預官及國防訓儲考選作業及說明會，請各位主管鼓勵

學生踴躍參加。 

二、請各位主管提醒大一新生多注意自身之生活及學習上之安全，多一份提

醒，少一份意外傷害之發生。 

三、新生家長座談時家長所提相關宿舍問題，經對住宿學生做通盤調查，資料

已整理完成。 

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為加強校園安全維護為加強校園安全維護為加強校園安全維護為加強校園安全維護，，，，校園較偏僻死角校園較偏僻死角校園較偏僻死角校園較偏僻死角，，，，請駐警隊於每天晚上十時請駐警隊於每天晚上十時請駐警隊於每天晚上十時請駐警隊於每天晚上十時

學生下課後學生下課後學生下課後學生下課後，，，，再加強巡查再加強巡查再加強巡查再加強巡查，，，，以維校園安全以維校園安全以維校園安全以維校園安全。。。。    

◎◎◎◎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本校辦理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金第二年結算作業，實付金額 795萬 2,886

元，已併入九月份薪津發放。 

二、本校編送之「九十三年度半年結算報告」及「九十三年度截至七月底止固

定資產計劃執行情形表」，經教育部會計處審查完竣，皆無缺失。 

三、九十四年度預算書已依教育部會計處通報，如期（8月 22日前）送立法院

共 464本（已先送 314本，後另送 150本備供新科委員使用）。 

四、為配合「公文橫書書寫推動方案」，本室已將相關表格文件陸續修正完成。 

五、本年度（九十三）預算已執行至第三季，有關經費執行之應辦待辦事項請

儘速辦理。 

◎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一、8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2:30，假本校行政大樓四樓瑞穗廳辦理九十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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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由校長及各相關主管列席座談，提供人事服務手冊，

期能讓新進教師了解人事法令，認識個人權利義務。 

二、9月 1日辦理本校人事室主任交接典禮，原任本校人事室主任周鋒銓調任

國立暨南大學，新任人事室主任由國立中山大學人事室主任李少華調任。 

三、辦理中央公教人員福利互助結算第二次發放作業，計有教職員 565人、技

工工友 86人，所需經費 8,526,270元，已於 9月 1日完成第二次發放。 

四、九十三年度第一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受理申請，欲申請之同仁請

將子女註冊後之學生證影本連同申請表各一份送人事室辦理（國中、小免

附單據或學生證影本）。 

五、九十二學年度兼行政職教師不休假加班費，預計 10月 1日撥入兼行政職

教師帳戶。 

六、行政院己校定自今年 8 月 1 日開始，各校可選擇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

提供行政院核定之「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表」一份，請各位

主管參閱。其相關之配套措施則是各校應建立教師評鑑機制，其評鑑基本

項目為學術成就、研究成果、教學表現及行政服務，經過嚴謹的教學評鑑

後，各校可針對學術研究費部分採行分級制。此一制度之優點有利於本校

延攬優良師資，學校可依教師之具體表現給予較高等級之學術研究費，但

制度難免會有缺點，人事室也將優缺點做一分析，提供各位主管參考。因

此一分級制度與教師評鑑制度有關，人事室將視其他學校辦理情形後，並

會同本校教務處、研發處共同朝這個方向規劃。 

主指指示主指指示主指指示主指指示：：：：成立專案小組研議成立專案小組研議成立專案小組研議成立專案小組研議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本校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本校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本校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本校實施學術研究費分級制相關事宜相關事宜相關事宜相關事宜，，，，專案專案專案專案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請請請請李副校長召集李副校長召集李副校長召集李副校長召集，，，，人事人事人事人事主任主任主任主任、、、、教務教務教務教務長長長長、、、、會計會計會計會計主任主任主任主任、、、、各學院推派各學院推派各學院推派各學院推派

一位代表參加一位代表參加一位代表參加一位代表參加((((通識中心列入人文藝術學院推派通識中心列入人文藝術學院推派通識中心列入人文藝術學院推派通識中心列入人文藝術學院推派))))。。。。    

◎ 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    

一、協助教務處及進修推廣部開放網路選課作業，開放時程如下： 

1.管院碩專班加退選，採即時選課模式，日期為 9月 6日中午 12時至 9

月 11日下午 5時。 

2.全校新生預選，採登記選課模式，日期為 9月 13日上午 9時至 9月 16

日下午 5時。 

3.全校第一次加退選，採登記選課模式，日期為 9月 20日上午 9時至 9

月 22日下午 5 時。 

4.全校第二次加退選，採即時選課模式，日期為 9 月 24 日上午 9 時至 9

月 27日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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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雄校區電算中心搬遷事宜，目前正在進行中。 

三、8月 23日 8:00~14:30因中華電信公司設備故障，造成對外網路中斷，已

要求該公司詳細說明此一異常狀況。 

四、應數館、生科院、及應物館光纖搬遷，目前已完工。 

◎ 附小附小附小附小    

一、感謝李副校長向林務局申請補助本校辦理九十三年度「平地景觀造林及綠

美化－校園景觀綠美化計畫」工程。總經費 977,000元整，已於 8月 13

日動工，預計工期一個月。完工後將使附小校園氣象一新、綠意盎然。 

二、本校前棟老舊大樓已奉教育部核准拆除，並將進行新大樓規劃及興建事宜。  

◎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教育部希望各大學院校從九十三學年度起能開設「安全衛生通識」課程，從三

十門課程中選開十六門課程（集體開課，每星期一門課二小時），為鼓勵教師

開課及學生選修，開課教師將來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會優先核准。學生兼研究

計畫之研究助理須修過「安全衛生通識」課程方能聘任。開課學校教育部優先

補助「環安」經費。開課經費由教育部委託之「中區安全衛生教育中心」（設

於中國醫藥大學）支付，鐘點費每小時 1,200元（講師至教授同待遇，與主辦

或訓練機關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學校人員每節鐘點費 1200/小時，主辦或訓

練機關學校人員，每節鐘點費 800元/小時），外聘教師另補助交通費（不受學

校超鐘點之限制）。開課對象以自然科學類學生為主（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

農學院），第一學期在星期一第五、六節（生命科學院、農學院）（大二），第

二學期在星期二第五、六節（理工學院）（大二），請各院院長、系、所主任多

鼓勵教師開課，並鼓勵學生修課，並請有意願開課老師在能開課項目勾選，擲

交本中心(安全衛生通識授課分配表如附件)。(附件三，頁 23) 

◎ 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師範學院    

一、本學院於 9月 16日召開擴大院務會議，介紹行政主管，並歡迎新老師加

入本學院行列，會中推選本校相關委員會委員，及討論院務發展。 

二、本學院應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之邀，將於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9 日

組團參加「2004 年海峽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研討」，計有教育學者專

家、小學或中學校長等約 40 人與會，研討主軸為課程改革與教師專

業化發展等內容。 

三、本學院本學年度承辦「全國教育學院院長聯繫會議」，預訂於 12月中旬

召開。 

四、家教所 8月 27日於蘭潭國際會議廳舉辦「人口結構變化—外籍配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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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教育的影響及因應對策」研討會，與會人員包括教育部及直轄市、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相關單位人員、民間社團及學者專家、相關學術單位、

各縣市社教館及社教站相關人員計約 250人，此次會議結合實務分享，所

有與會者均收穫頗多，各界建言則提供教育部對外籍配偶政策提供具體的

參考。 

五、為增進教師之特殊教育知能，提升特教專業知識，特教中心於 6月底至 10

月共計辦理「學習障礙測驗工具研習」、「學習障礙補救教學策略研習－進

階課程」、「特教兒童專業團隊知能研習」、「特殊教育基礎知能研習」等四

場研習，共計 260位學員參加，提供教師瞭解特殊障礙學生之需求，以提

供適切性教育。 

六、教育部委託本學院特教中心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在職進修溝通障礙教育學

分班」及，以提升中區中小學特殊教育教師溝通訓練專業知能。 

七、雲林縣政府委託本學院特教中心辦理「九十三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公私立幼

稚園在職教師進修特殊教育學分班」，以提升普通教師特教專業知能 

八、本學院幼教系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幼教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原上課地

點定於本校民雄、林森校區各一班，其中林森校區一班地點更換至澎湖馬

公國小。 

九、國民教育研究所及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擬辦

理之學術活動計有─國際性學術論壇及教育論壇各一場、定期舉辦之學術

專題演講共五場，有關各論壇與學術演講主題將於近期發送海報至各單

位，請踴躍參加並廣為宣傳。 

十、師培中心已完成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實得學分之輸入

工作，學分證明書草稿將於開學日發送學生，讓學生核對。 

十一、師培中心完成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授課教師及授課教室安排，

並發送班級資料給授課教師，現進行第四期「中心簡訊」編輯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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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所舉辦之「第二屆創意開發學術研討會」，已於 9月 10 日舉行論文

全文專業分類審查會議完畢，當日共有 11位校外審查委員親赴本校進行

論文全文審查。另外，有三位審查委員不能親赴現場，亦事先比照「人文

藝術學報」外審制度，郵寄密送審查。研討會預定於 10月 23日舉辦，計

於三個會場舉行。屆時，歡迎同仁踴躍參與，蒞臨指導。 

二、本學院「創意迎新會」於 9月 16日上午舉辦，此次活動完全由系學會主

導及串連，以熱誠之行動歡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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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院自我評鑑將於 10月 1日舉辦，目前各系已陸續寄送外審中。屆時，

將依研發處會議決議，敬邀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研發長等四長列席

指導。 

五、第二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稿已於 7月 31日截止，共收稿件 51件，並

已於 8月 25日召開初審會議，會中決議預定 10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召開決審會。 

六、中文系原有教師研究室 9間位於蘭潭校區大仁樓，已於 7月間全數搬回民

雄校區，非常感謝總務處派員協助辦理搬遷。 

七、中文系九三年招生情況如下：大學部招生 50 名，碩士班招生 11 名（其中

1 名申請保留學籍）、並有 2 名研究生申請復學，碩專班招生 15 名。 

八、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主辦之 2004大墩獎，視覺藝術研究所計有研究生

陳兆良獲版畫類首獎、林必強獲膠彩類第三名，廖伯健西畫類入選，九十

二學年度畢業校友陳慧玲、吳泰和水墨畫入選，陳俊華西畫類入選。 

九、西班牙 Ferrol第十七屆國際版畫展，來自世界許多不同國家，無數參賽

作品中，入圍 34件，台灣僅入圍 2件，分別由視覺藝術研究所學生葉家

豪與陳兆良入選，表現傑出。 

十、美術系所陳箐繡副教授於 93年 8月 7日至 93年 8月 22日假嘉義鐵道藝

術村四號倉庫，舉辦「舞動空集合」--陳箐繡個展。 

十一、美術系所張家瑀助理教授於 93年 9月 11日至 93年 9月 26日假嘉義鐵

道藝術村，舉辦「台灣←→西班牙  國際版畫交流展」。 

十二、由嘉義縣政府文化局所主辦之「金屬寓言」展覽，由美術系所陳箐繡副

教授策展，兼任教師李耀生與林博彥等藝術家聯合展出。 

◎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董維助理教授榮獲信義文化基金會「企業倫理教育

紮根計畫－企業倫理教師選拔活動」評選通過，將與信義文化基金會合作

共同推動企業倫理教育。 

二、本學院與嘉義市中小企業協會、台灣糖業協會、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於

九十三學年度合作辦理「蕭萬長菁英企業家講座」，將於 93年 10月至 94

年 4月間舉辦 12場次之專題演講，預計將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蕭萬長董

事長、國立成功大學高強校長、台鹽公司鄭寶清董事長、天仁茗茶李勝治

董事長、安泰銀行邱正雄董事長、新光保全黃其光名譽董事長、國立清華

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史欽泰院長、南僑集團陳飛龍董事長、東森得易購李傳

偉副總經理、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所司徒達賢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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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所徐強教授、台灣工業銀行駱錦明董事長等產學研菁英蒞校演

講，屆時相關訊息將公告於本學院網頁

http://adm.ncyu.edu.tw/~gramgt/cindex.htm，歡迎本校師生、企業界

人士及一般社會大眾踴躍報名參加。 

三、有鑑於大學教育與研究所教育之差異，為使新進之研究所新生能夠快速適

應研究所學習生活，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特發起新生教育訓練活動，期

能協助新進研究生快速適應研究所生活，並提供研究所學生團隊合作之實

作良機及互動訓練，該項企劃案並獲得管理研究所及資訊管理學系之響應

與參與。本次研究所新生教育訓練活動於 9月 16日至 9月 18日於林森校

區舉行，除有關校園環境、研究所生活之基本介紹外，亦邀請成大工管所

徐強教授（前中船董事長）、中正大學行銷所曾光華所長與本學院行銷所董

維老師、本校家教所國高淑清助理教授分別針對「談立志」、「創意思考」、

「情緒/壓力管理」等主題進行專題演講，另由本學院侯嘉政老師、凌儀玲

老師、董和昇老師協助進行各所之專業訓練，最後一天並安排創意個案競

賽，相信三天密集、紮實之訓練課程，能帶給各所新生最豐碩之收穫。 

四、管理研究所因新生之大學背景分別來自商管相關學系或非商管相關學系

（含：文、法、理、工、醫、農相關學系），由於研究所之課程內容深度、

教授之授課方式、研究生之學習方法，皆與大學部有相當大之差距，為儘

早培養管理研究所新生正確之學習態度及方法，以便能銜接 MBA繁重之訓

練，特於暑期期間辦理『新生課業學習計畫』，由侯嘉政老師選定「管理

是什麼？」、「新世紀管理大師」、「麥肯錫的專業思維：透析全球頂尖顧問

公司的管理與問題解決技巧」、「企業巫醫」等專業管理叢書，透過課前研

讀、分組研討、課堂報告與分享交流等方式，引領新生初探管理領域之奧

妙，頗受學生之好評。 

五、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於 6月 24日舉辦研究所新生座談會，會中除說明學生

手冊之內容及新生入學相關注意事項外，亦安排新生認識老師及學長姊，並

針對入學後在學業與生活方面相關事宜，提出完整的說明；另於 7月 22日 為

新生舉行入學產業報告說明會及迎新餐會。 

六、企業管理學系利用暑假期間，分別於各縣市辦理迎新活動，由各縣市學長

姊與新生做面對面之接觸，並將學校的大略概況及學校生活經驗與新生做

分享，讓新生在到校前即充分感受到學長姊的關心與熱情。新生訓練期

間，系學會幹部將全員到齊，協助新生訓練活動，並在第一天各系運用時

間安排活動，以建立彼此的互動，並讓新生有認識班上同學的機會並選出

班級幹部。開學當週將舉辦迎新茶會，讓新生與學長姊同樂，建立和諧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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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氣氛，充分表現出企管系的活力，另外亦認直屬學長姊；當週亦將舉

辦系學會新生說明會，讓新生了解系學會目前的概況，並讓新生有機會參

與系學會之活動，俾藉由團隊合作，以增進彼此的情誼。 

七、應用經濟學系系學會安排於 9月 17-18日假溪頭森林遊樂區舉辦全系迎迎迎新新新

宿宿宿營營營，，，除除除規規規劃劃劃大地遊戲、營火晚會、野炊烤肉等團康活動，讓新生與學長

姊有互動及經驗分享機會外，並由林啟淵主任及系學會幹部分別為新生介

紹嘉大校園環境及應用經濟學系之相關課程與規定，俾使新生在開學後能

更快適應新環境。藉由這次活動，不但能初步與學長姊建立良好關係，也

可以提早與班上的同學彼此交流。 

八、生物事業管理學系於 8 月 23 日至 27 日分別於北、中、南、高屏四區舉辦

分區迎新，由各區學長姊為新生簡介學校概況及校園生活經驗。另除配合

學校辦理新生始業式外，將於 9月 29日舉辦迎新晚會，正式歡迎新鮮人進

入生管系大家庭；迎新宿營暨系遊則安排於 10月中旬舉行。 

九、資訊管理學系於 7 月 21 日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會中除說明碩士班新

生入學學則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外，並輔導學生瞭解入學相關問題及生

活起居事宜。另大學部系學會已製作大學部入學新生手冊，並於北、中、

南三區舉辦迎新相關活動，使入學新生能夠儘快融入新環境。 

◎ 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一、農學院於 9月 16日（四）上午 8:00 假瑞穗館辦理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二、農學院訂於 10月 1日（五）上午 10:00，假本校農特產品展售中心（大門

口右側）辦理農特產品展售中心招商說明會，歡迎具有營利事業登記之公

司、法人團體及個人進駐，請各位主管及同仁協助提供相關廠商資訊，聯

絡人：周榮吉主任。 

三、農學院森林系李明仁教授執行環境綠美化計畫，育成多種植栽用苗木，接

受各級學校，縣市鄉鎮等行政單位及社區團體申請撥贈。其中又以嘉義縣

市各級學校反應熱烈。本贈送苗木之活動並獲嘉義市政府頒獎表揚。 

◎ 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    

一、理工學院於 9 月 6 日至 8 日派特別助理楊大輝老師參加國科會辦理之工程

教育研習會，內容包括工程教育課程設計、教學及學習理論、學習評量之

方法、工程教育之研究方法及如何撰寫工程教育的研究計畫書。會中並推

廣課程學程認證系統，與會人員將相關資料帶回理工學院各系所參考。 

二、本學院艾群院長將於 9 月 20 日赴日本神戶大學參加「生物機電與農業自

動化國際研討會」，並受邀演講「機電技術應用於台灣農業與生物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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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生物機電系將有六位老師前往參加。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生命科學院職員由林淑娟小姐擔任，特別助理由應微系邱賢松助理教授擔

任。全院將在原有的基礎上積極努力，創造佳績。 

二、本學院邱院長義源於 8月 24日起五天，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舉行之

「生物活性多酚化合物」研討會，並發表花生芽白黎蘆醇研發成果，會後

並參訪瑞士蘇黎世大學，收獲匪淺。 

三、生物藥學研究所蕭文鳳所長參加 8月 24日為期三天之「海峽兩岸第六屆

菌物研討會」，除發表論文「蟲生真菌白殭菌是防治蔬菜害蟲小菜蛾的另

一選擇嗎？」外，並於研討會結束後到天山自然保護區及喀那斯自然景觀

保護區考察及真菌採集。 

四、生物藥學研究所陳立耿老師於 8月 22日參加為期四天之「美國化學年會

第一一八屆年會」，並發表論文一篇。 

五、生物藥學研究所陳立耿助理教授於 2004年 8月 22日至 26日前往美國費

城參加美國化學會第 228 次全國會議(228
th
ACS National Meeting)，並發

表論文「馬尼拉橄欖仁之抗癌活性成分(Antitumor principle 

constituents of Terminalia calamansanai)」、「香椿葉之抗發炎活性成

分(Antiinflammatory principle constituents from leaves of Toona 

sinensis)」、「中草藥之誘導型一氧化氮合成酶抑制劑-山竹(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hibitors of Chinese herbs IV：Garcinia 

mangostana)」。 

六、由本校原住民教育及產業發展中心及嘉義市文化局博物課舉辦之「阿里山

生態之美 ~ 昆蟲與鳥」活動，已於 9月 5日圓滿結束，為期 25 天，參觀

人數約 5000人，展出之昆蟲標本由生資大四唐昌迪同學、鳥類標本由生

資大四黃雯杰及生資所研一林明杰同學提供。整個活動是由蕭文鳳教授籌

畫，助理林悅強、莊凱順，生資研一學生陳百葦、簡大淵、姜獻智、林明

杰，大四學生蔡忠頴、唐昌迪，植保二技二王湘雲、曾麗月、余秋潔協助

辦理及解說。 

七、本校「生物技術學程委員會」於暑假期間委託應用微生物學系、分子及生

物化學系、生物科技研究所合作開設基礎生物技術及實習課程，提供給大

三、二技二同學選修。本課程為密集課程，週一至週五全天上課及實習，

修習時數二週 80小時，共 3學分。本次課程開設甲、乙兩班，共有 55 名

學生報名，最後僅有 37 名學生完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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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語言中心語言中心語言中心 

日期 活動名稱 備註 

93.12.08 英文作文比賽 民雄、蘭潭校區同時進行 

93.12.15 大二 GEPT會考 理工、生科、管理三學院 

93.12.29 英文演講比賽 民雄校區舉辦 

94.03.30 創意英語短劇 民雄校區舉辦 

94.05.11 大二 GEPT會考 人文、師範、農三學院 

94.05.25 英文說故事 蘭潭校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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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本校「辦理考試經費收支要點」闈場工作酬勞日間工作每人每天

由原 1,500元提高到 2,000元；夜間工作每人每天由原 1,000元提高到

1,500元，請討論。 

說明： 

一、考量闈場內工作同仁在有限時間內須完成試題整備工作非常辛勞，且現

階段闈外考場試務（監考）工作人員單日（日間）工作費已達 3,000

元以上，闈內工作人員之工作費實有調整之必要。 

二、參酌國內各大型招生（如大學聯招、二技學測）或各大學研究所招生單

日闈場工作費均已超過 4,000元，本校闈場酬勞偏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研擬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四，

頁 24 )，並裁撤「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

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93年 6月 23日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附件五，頁 25-34 ）

第六條規定：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建立無性別歧視之

教育環境、實現兩性平等。 

二、教育部於 93年 7月 22日函（附件六，頁 35-38）請各校裁撤「兩性平

等教育委員會」及「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委員會」，改由「性別平等教性別平等教性別平等教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育委員會育委員會育委員會」執行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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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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本校「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要點(草案)」(附

件七，頁 39-41)，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3年 6月 8日農科字第 0930020300號函示：執

行敏感科技計畫機關須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

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規定建立安全管制機制。 

  二、研發處已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

制作業手冊」置於網頁供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修「國立嘉義大學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修正草案）」(附件八，頁

42-46)，請審議。  

說明： 

一、申請本校出席國際會議補助須向國科會提出申請，如未獲補助者，始得

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國科會原則上一年只補助一次，教師一年須出席二次以上，若須申請本

校補助，仍須向國科會提出申請，造成本校與國科會行政作業困擾，故

配合修訂。 

三、本校整併後，為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應儘量鼓勵教師以本校名義出席

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並為本校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四、為拓展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增訂第六條條文。 

決議：修正通過。 

      1.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在國際學術會議宣讀者」修正為「在國際學術

會議發表者」；第二款「曾經向國科會申請補助而獲准者」修正為「己

向國科會申請補助而獲准者」。 

      2.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於「會議議程一份」文字後增列「(含註冊標準)」

等文字；第四、五、六款條文文字改列於第七條；第七款調整款序為

第四款。  

      3.第七條於「凡接受本校補助者，應檢附有關單據及證明文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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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增列「包括機票票根正本、註冊費收據、外幣兌換水單或出國前一

天(如逢假日往前順推)台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證明」等文字。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提「國立嘉義大學接待家庭要點(草案)」(附件九，頁 47 )，請審議。 

說明： 

一、為推展國際交流活動，協助至本校研究、講學之國際學人適應在台生活。 

二、國立嘉義大學接待家庭申請表如附件(附件十，頁 48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提「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術交流工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草案）」一份，

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93年 5月 25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六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有

關本校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專責單位部分，請人事室研擬朝任務編組方式

規劃調整辦理，希望能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推動實施，以強化本校國際

學術交流活動。」 

二、人事室於 93年 6月 28日研提「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術交流工作推動小

組設置要點（草案）」一份，奉  校長 93年 7月 5日批示提行政會議討

論後再議。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國際學術交流工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草案）」一

份(附件十一，頁 49-50)。 

決議：本案緩議。請人事室再蒐集參考其他大學相關辦法後，朝設置委員會方式重

擬設置要點後，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 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院長遴選辦法第二條條文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校現行院長遴選辦法第二條規定：各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為五

至七人，除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校長就各該學院教

授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遴聘。各學院教師代表以不少於二分之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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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查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略以：：：：院長之產生，由校長組織遴選

委員會遴選具教授資格者二至三人，報請校長擇聘之。遴選委員會應包

括該學院教師代表及校外專業人士，教師代表由該學院推舉產生，且人

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三、擬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修正本校院長遴選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條文為：「其餘委員包括該學院教師代表及校外專業人士。

教師代表由該學院推舉產生，且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校外專業人士

由校長就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遴聘之。」 

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第二條修正／現行條文對照表」及國

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法各乙份（附件十二、十三 ，頁 51、52 ）。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二項第一款修正案， 

請審議。 

說明： 

一、為鼓勵本校職員暨技術人員進修，擬將申請荐送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員 

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時間，由原訂之三年縮短為二年。 

二、本項修正案經93年4月23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職員評審委員會修正

通過，提會審議。 

三、檢附「國立嘉義大學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十四，頁53-5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 

提案單位：電算中心 

案由: 研修「國立嘉義大學電算中心網路主機帳號管理要點」第九條條文，請

審議。  

說明： 

一、本修訂案經 93年 7月 7日電算中心會議討論通過後提會審議。 

二、擬將教職員工郵件帳號於離職或退休時，由目前帳號保留半年的情形更

改成可永久使用。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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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九、學生帳號於畢業、退學時，及教

職員工帳號於離職或退休時，均

可永久保留。其他相關規定，請

參考國立嘉義大學校友電子郵

件帳號管理要點。 

九、學生帳號於畢業、退學時，

可最多保留一個月。教職員

工帳號於離職或退休時，則

保留半年。 

 

四、離職或退休教職員工郵件帳號可使用空間暫定為 100MB。  

決議：照案通過。 

※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    

提案單位：校園 IC卡管控小組(召集人：理工學院艾院長) 

案由：校園臨時 IC卡(新生臨時 IC卡除外)是否收退保證金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為控管臨時 IC卡回收及成本，兹提出建議如下： 

1.調查他校臨時 IC卡保證金收費金額如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申請臨時卡須付押金 NT$1,000 元，繳回卡，

退還保證金。 

＊私立逢甲大學，申請臨時卡須付押金 NT$1,000 元，繳回卡，退還

保證金。 

2.非申請正式校園 IC卡身分，因門禁需要，申請臨時卡者，擬收保證

金 500元整，臨時卡繳回同步退還原保證金。 

3.若遺失臨時卡建議收費 500元，並繳交總務處出納組入帳。 

4.目前已發放的臨時卡共 235人，若保證金擬收費 500元，總金額共約

134,500元。因申請臨時卡人數激增，保證金金額總數龐大，擬請總

務處出納組協助辦理收、退臨時卡保證金事宜。 

5.臨時 IC卡，原則上給予一年期限，到期須由相關主管單位核章申請

展期。(展期申請表，如附件十五，頁 56)。 

決議：照案通過。 

伍伍伍伍、、、、建議案建議案建議案建議案        

一、本校禮賓大使服裝顏色為深藍色，雖然穩重但顯暮氣沉沉，為節省經費，

建議男生能搭配紅色領帶，女生則搭配黃色或粉紅色領巾，讓禮賓大使服

裝看起活潑有朝氣。(建議人：通識中心蔡憲昌主任) 

二、部分大專院校圴有舉辦能代表或象徵該校或該校所在地域之節日活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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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正之鳳梨節、師大之西瓜節)，建議本校也可擇一能代表本校特色之

節日，辦理類似之活動。(建議人：通識中心蔡憲昌主任)  

三、為鼓勵單位辦理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建議學校訂定各單位辦理各類研

討會之補助標準，讓各單位在辦理研討會時有可依循之補助標準。(建議

人：中文系徐志平主任) 

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主席指示：：：：    

一、建議案一請學務處研議考量辦理。 

二、建議案二請史地系及同仁共同考據及思考最能代表或象徵本校之節日名稱

後再考量辦理。  

三、建議案三請研發處加強學術發展基金之募款。各單位辦理各類研討會除向

相關單位爭取經費外，需校務基金補助者，可會相關單位並簽請核定後由

校務基金挹注。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四時三十分    

保存年限：永久 表單編號：014-3-01-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