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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國立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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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副校長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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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黃部長上星期赴立法院做有關高等教育政策報告，報告後立法委員

提出問題質詢，其中部分與本校相關。四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大標題報導，

整併或改制後之大學校院，師資結構或論文發表數都在下降，本校亦被列

名在內；報導中並提及立委要求教育部扣減獎補助款作為懲處。以專任教

師中助理教授以上的「師資比」為例，本校為 68%，低於私立臺中健康暨

管理學院的 69%。經請本校人事室計算結果，該項資料顯然有誤。本校師

資結構目前已達 72.3%，今年再增聘後還會更好。本校八十九年二月一日

整併時係概括承受，並未增加新聘人員，舊有師資結構也不斷努力調整

中，每年都有進步，新進教師除特殊情形外一定需具博士學位。 

二、一個學校水準好壞大抵可以論文數來看，因此我一直鼓勵本校老師每人每

年最少需有一篇論文發表，不論是在研討會或國內外知名期刊發表均可。

請各院系所應於相關會議中再度提醒老師，雖然老師們教學負擔已經很

重，但為提升本校研究水準，應儘量將研究或教學心得發表。 

三、黃部長在報告中亦提及未來(大約從明年開始)所有的補助將會以競爭性的

數據為標準。基於這點，特別提醒所有主管應注意這點。今天大專校院愈

來愈多，教育部不得不採取這項措施。近年政府經費不斷減縮，明年本校

預算將比今年少(概算在教育部初刪約一億元左右)，為因應未來高等的調

整及改變，各院系所需更注意開源節流，並確實執行。未來校務基金自籌

部分，包括校務基金募款、計畫爭取、建教合作等項，均需各院系所多多

激勵全體老師共同努力，爭取更多資源。 

四、明年育部會要求各大學依現有資源就定位做一認定，分四個類型：研究型、

教學型、專業型、社區型。依上述分類，本校定位應是屬於研究型及教學

型中間。本案教育部近期將向行政院做報告，定案後即可實施，各校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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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衡量各校現有資源並來做認定。研究型大學將會獲教育部較多之經

費補助，希望能發展出一、二所具國際一流水準的大學。 

五、因應未來的挑戰，我們不論是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所承受的壓力會

愈來愈大，各院系所應擬訂較具體的目標及努力的方向，衡量自身現有資

源，發展出自己的特色，這是我們一再強調的重點。 

六、黃部長近日給全國各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小校長一封公開信，主要是

提醒 SARS 相關問題。本校上星期已由李副校長召集相關主管，召開 SARS

應變小組會議，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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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書面資料洽悉，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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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一、為辦理九十二學年度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作業，教務處已將作業流程暨

時程表及相關資料轉送各系，請各系依時程配合辦理，教務處將會依時程

彙整上網公告各相關訊息。 

二、本年學生畢業資格審查，大學部（含四技、二技）學生請依「國立嘉義大學

學士班學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要點」（92 年 4 月 1 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規定由各學系進行初審，並於 4 月 30 日前送教務處

複審。至於專科部學生之畢業資格審查，仍依往例由教務處逕行審查。 

三、依 92年 4月 1日教務會議決議，本學期之教學評量採網路方式，其作業

系統目前由電算中心辦理中。為確保評量系統運作順暢，將於五月初舉辦

測試及說明會，5月 9日至 6 月 9 日開放學生上網，請各學系協助宣導學

生均需參與評量，並在預選下學期課程前完成評量作業。 

四、九十一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刻正進行中，有關應屆畢業班學生之圈

選結果，本處將於 4月 30日前完成統計後分送各院辦理。請各學院依本校

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於五月下旬完成遴選作業，並提報候選人及附件資

料至教務處彙整，俾便於六月提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五、為使本校專兼任教師均能了解教務相關規定及作業，本處近日已編製成「教

學須知手冊」，內容包含行事曆、各校區教室平面圖、調課、代課、學生

請假及成績處理等，並將手冊資料上網公告，請各學系所轉知授課教師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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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上網查閱。各系新聘教師時，亦可隨時上網下載最新資料，俾便提供教

師參考。 

六、九十二學年度碩士班及管理學院碩專班招生已於 4月 9日放榜，共錄取 378

名研究生，預定於五月上旬再次公告複試錄取名單。 

七、九十二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本校共有特殊教育學系等二十四個學系（組）

參加，其中第一階段報考本校考生共有 13,581人報名，符合第二階段甄

選人數為 1,315名，並於 4月 11、12、13日舉行第二階段甄試完畢，4月

17日放榜。 

八、九十二學年度轉學考招生工作，因須俟校內轉系生辦理內轉完畢，才能確

定各學系之招生名額，預定在五月上旬發售簡章，六月底受理報名，七月

中旬辦理考試。 

九、九十二年度由中國時報所舉辦之第九屆大學博覽會，預定在 7 月 18 日至

20 日舉行，本校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92.3.29 招聯昭字第 015 號

函，於簽核後擬不參加今年大學博覽會。 

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有關本校排課原則及相關事項，請教務處召開各院系所協調會，取

得共識後，重新確定排課共同原則後實施。專任教師應以校內教學

為重，星期一至星期五均可排課，而不應指定排課時間，造成教務

處排課之困擾及上課教室空間之不足。 

◎ 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一、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蘭潭校區學生自治幹部座談會定於 4月 30（星期三）

下午 1:10 舉行，敬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各學院院長、系主任蒞席指導。 

二、九十二年一至三月本校工讀金辦理情形如下：      

年月份 校區 金額 人數 

92.1. 民雄 270,040 114 

 林森、蘭潭 879,120 179 

92.2. 民雄 225,840 110 

 林森、蘭潭 797,200 179 

92.3. 民雄 458,560 170 

 林森、蘭潭 1,026,080 179 

合計  $3,656,840  

※ 各單位請於每月 5日前送件，逾期者將延至次月辦理付款作業。 

※ 作業流程：每月 5日彙整後，課指組作業三天，陳核後送會計室作

帳開支票，總務處出納轉送台銀撥款，台銀撥款至郵局，每月最快

於 15日入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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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蘭潭校區、林森校區日夜間部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人數共計 999 人，

經送財稅中心初審，共計 16 人不符合資格，本學期因應就學貸款部分條

文之修訂，將於五月份辦理講習，以增進學生對於就學貸款的認識。 

四、本校九十二年一至三月急難救助金統計如下： 

一月：三人次，補助 25000 元 

二月：四人次，補助 60000 元 

三月：一人次，補助 10000 元 

合計：             95000 元。 

五、蘭潭校區學生會、學生議會、畢業生聯誼會目前正辦理改選事宜，請各院

系師長推薦優秀學生參選。 

六、蘭潭校區國樂社參加全省絲竹樂比賽，榮獲優等；口琴社參加全省口琴合

奏與口琴四重奏音樂比賽，分別榮獲甲等。 

七、蘭潭校區學生會將於 4月 30日（星期三）辦理「老歌新唱決賽」；古箏社

將於 5月 8日（星期四）辦理「風含情、水含笑  箏樂演奏會」，地點均

在瑞穗館，歡迎踴躍參加欣賞。 

八、5月 3、4日（星期六、日）將於環球技術學院兩校區辦理「九十二年度彰

雲嘉地區社團聯展」，請鼓勵學生踴躍前往參加，本校勁舞社、流行音樂

坊將參加表演。 

九、本校於本月 24日草擬 SARS 疫情應變計畫，25日由李副校長主持召集 SARS

應變先期緊急作業會議，因應重要措施如下：(一) 三個校區總務處已於 4 

月 25、26 二天，請外面廠商針對校園及辦公大樓做全面消毒工作；今天再

就未完成之研究室再做補強消毒。(二) 請學務處、總務處、以及進修部等

三個單位各先行購置N-95活性碳口罩各五百個供教職員工生備用。(三) 總

務處事務組購買消毒水供各處室使用。(四) 各院系所師生同仁若有至醫療

院所進行研究、實驗、實習或義工服務等，均暫緩辦理。(五) 為杜絕病源

進入校園，各單位應暫緩辦理各項容易聚集大量人數或需校外人員入校之

活動或交流。另外，住宿生之會客亦將配合於公告學生週知後，改於門口

的會客室與宿舍餐廳等二個地方進行。(六) 各系主任、導師手機應隨時開

機，以免遇有緊急狀況無法聯絡。(七) 各單位同仁辦公場所及上課教室應

儘量開窗戶，保持通風，少開冷氣。 

十、各單位若發現同仁或學生有疑似 SARS症狀者，應儘速以電話聯絡學務處

(下班時間則聯絡教官室)，由學務處統一處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又在此期間本校是否要執行學生若有感冒症狀，則請其在家休息之措施，

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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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各班若發現學生有感冒症狀同學，應請其儘量留在家中休息。 

◎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 

一、本校謹定每月一日為舊書回收日，請師生將有意捐贈之書籍送至各系、所

辦公室集中存放（或逕送環安組）。由環安組於每月一日（遇假日即順延）

進行舊教科書回收。回收之教科書經彙整後，將轉送圖書館以供借閱。 

二、校園 IC 卡電子錢包配合教務處及電算中心辦理列印成績單，自 91/11/20

～92/04/11止，交易金額共計 6,680 元，92/04/15已由膳食管理委員會

交出納組入帳完成。由於列印失敗，學生退款申請共 4位，已退給 180 元。

自 92/04/21起，可於固定時間(每週一)由校園 IC 卡管控小組製成上週五

之前清算週報表，核對交易資料無誤後送至膳食管理委員會。膳食管理委

員會至各校園 IC 卡電子錢包自動加值機，領取紙鈔，扣除應繳出納組或

其他廠商款項後，餘額並存入郵局「國立嘉義大學膳食管理委員會」帳戶。

校園 IC 卡電子錢包配合電算中心辦理使用網路雷射印表機列印、配合車

輛管理委員會辦理通行證工本費、繳納違規罰款等項目已積極規劃中。 

◎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一、本校「禮堂及周邊景觀工程」以及「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等二項一億

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九十二年二月及三月實際進度執行情形詳如附件(附

件一，頁 1-4 ) 。 

二、在全國大學競爭日趨激烈之際，見報率也成為各大專院校比評之項目，秘書

室公關組秉持企業行銷及傳遞之精神，使嘉大見報率一直維持在一定水準。 

三、本校各單位爾後舉辦各項活動，如體育交流、藝文、社團、學術創育成果

發表等，均能在活動前一星期提供相關訊息通知公共關係組，俾能發布新

聞，提升本校辦學績效。 

◎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一、本學期全校各班圖書推荐通知單，已送達各班級，請鼓勵學生擁躍推荐課

業上所需之圖書。 

二、九十二年各學院整合各系所之圖書採購推荐，皆已送達圖書館，本館將據

以進行採購。 

三、本館新建工程進行順利，目前正加緊規劃內部配備及傢俱。 

四、圖書館自五月初起，每周自博雅百本叢書擇六本書於網站、圖書館公布欄

及餐廳等適當地點公布書本內容簡介，以供學生參考選讀。 

五、圖書館將於網頁設置嘉大博雅網上書評，方便同學於網上提出讀書心得、.

書評等，原已設之網路讀書會則歡迎分享其他書籍之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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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學期圖書館為提升志工專業能力，特舉辦一系列課程－資料庫檢索介紹

(3月 14、3月 21)、簡易電腦維修(4月 25日)、我的英文還有救嗎? (5

月 16 日)等，並於 4月 12日辦理志工戶外烤肉聯誼活動。 

七、本學期圖書館三校區進行電腦汰舊換新，以提供更好的檢索環境服務學校

全體師生。 

◎ 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一、有關教師接受產業界委託輔導計畫須陳報學校，若未經學校同意，不宜以

個人名義與廠商訂定合作合約，以免衍生不必要因擾或涉及其他法律責

任，請系所主任加強對老師宣導;本處將制作表格行文各學院以瞭解目前

教師自行與廠商合作情形，並列冊建檔。 

二、有關上次行政會議決議本處研擬本校產學合作、專利或技術轉移等相關辦

法，本處正審慎研擬。 

三、本校九十一年度之「自我評鑑」，本處已通知各單位辦理，惟此期間獲各

方反應意見為：「去年自我評鑑應改善事項，仍在積極進行中，可否暫緩

實施」。經本處綜合各方意見，若各單位去年「自我評鑑」應改善事項，

尚在進行中，今年得以暫緩辦理，惟各單位應改善事項，須自行列入紀錄，

本處將持續追蹤。 

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校長指示：請各單位衡量「自我評鑑」應改善事項改善情形，若需暫緩辦理「九

十一年度自我評鑑」單位，請於 5月 10日前告知研發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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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師資生 13 個班集中實習預定 4 月 21 日至 5 月 2 日假嘉義縣市的 14

所國小及幼稚園舉行。 

二、為配合本校大學部大四應屆畢業生「集中實習」活動及教育學程師資生，

本處將於 5 月 6 日至 9 日舉辦九十一學年度「教學媒體製作比賽」，比賽

辦法與規定已公告週知，請各系、所鼓勵應屆畢業師資生踴躍報名參加。 

三、本處於 4月 4月日假民雄校區文薈廳辦理九十二學年度公費生分發志願卡

三聯單確認座談會，共 194 人參加，並已於 4 月 10 日將公費生成績及志

願卡函送至台中師院，辦理公費生分發作業。 

四、本校應屆畢業師資生遴選實習學校標準審查表均已順利通過各縣、市政府

審查，將與審查通過實習學校簽定教育實習合作契約。 

五、2003年嘉義地區校園企業徵才博覽會，由嘉義區六所大學院校會辦，已於

3月 26 日 10:00 至 15:00 假中正大學大禮堂舉行完畢，經費由行政院青輔

會補助。本校二技及五專應屆畢業生參與情形踴躍。 



 

 7 

六、92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提前至 4月 16 日至 4月 23

日報名，已轉各系公告同學知照。 

七、「教師之友」第四四卷第二期，已於 92年 4月 15日出刊。 

八、教育部九十二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程與深耕計畫」，大學與國民中小學攜

手合作方案，本校八位教授已於四月初提九個研究計畫，總計 3,246,100

元，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辦理。 

九、本處預定於 5 月 23 日（星期五）全天，在民雄校區文薈廳、樂育堂辦理

「九十二年度自費生實習教師返校座談暨教師甄選知能研習會」，計有國

師班 291人，大學部 276 人返校參加，屆時請教育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進修部、圖書館、體育室及總務處民雄分組同仁協助辦理。 

十、本處研擬「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草案」及「國

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教務會議討論後提行政會議

審議。 

十一、建請教務處於每學期舉行之教學技巧技研討會中可考慮邀請 104人力銀

行總經理演講，就國內最新就業市場做分析，讓老師們對就業市場有更充

分的了解。 

◎ 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進修推廣部    

一、九十二學年度二年制技術系推甄口試，已於本月 6 日在林森校區舉行，

計有來自全省社會各階層菁英 459 人報名參加，較去年的 360 人成長

27.5%。其中以較具特色的「生物事業管理學系」及「應用經濟學系」報

考 96 人與 76 人為最熱門。今年二技甄試科系包括應用經濟、生物事業

管理、食品科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農業經營、獸醫、農藝、植物保

護、生物機電、森林等計十個系，本月 18 日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後放榜。

每學系錄取 20 名，總錄取率為 43.57%。如本次未能順利上榜的考生，

還有一次機會，可在今年 7 月 11 日至 16 日期間，持二技統一入學測驗

成績或五專（二專）在校成績及相關證件至遠東技術學院報名參加嘉南

區技術院校二技進修聯合登記分發入學。 

二、本校碩士專班招生，預定報名至本月 29 日截止，各項招生事宜請各單位

惠予協助廣為宣傳。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一、本校教職員同仁因公出差應行注意事項有關「公差」及「公假」 之規定，

少數同仁並非了解，彙整如下，請轉知所屬參考： 

（一）「公差」係指由上級主管機關或本校指派前往執行一定之任務（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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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處理公務或參加比賽等）者；如情形確屬特殊，需專案報請

核准始得出差。 

（二）上級主管機關規定必須參加或經本校指派參加之會議、講習、研討、

訓練、參觀或見習活動，以公差處理，惟同種類之出差費用不得重複

申領；一般單位邀請之會議、講習、研討、訓練、參觀或見習活動經

報請核准者，或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規定各情事之一者，

以公假登記；辦理各項專題研究者，視該經費狀況給予公差假。 

（三）非經本校指派或推薦，參加校外機關學校或人民團體所舉辦各項會議

或活動（如考試試務、閱卷、著作審查、碩博士論文審查、學術研討

會評論、演講、比賽、裁判、社團活動、其他活動領隊或擔任輔導員

等）經報請核准者，以公假登記。 

（四）教職員應邀參加國外各項活動或學術性會議或發表論文，除報請校長

核准予以報支國外差旅費者外，均以公假登記。 

（五）教師自行前往外地蒐集研究或教學資料，得以公假登記，不另支給差

旅費；惟如處理國科會專題計畫等相關事務，得依該機構規定申請公

差假。 

二、出差如以緊急公務或事實上需要搭乘飛機，應事前報請校長核准，或於出

差請示單上說明原因後報請校長核准，以免造成會計單位審核上之困擾。 

三、出差後申請旅費，應填具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出差人員如為本校教職員、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及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助理，其旅費報告表「主辦人事

人員」欄請送人事室用印；出差人員如係技工、工友，其旅費報告表「主

辦人事人員」欄，請送總務處事務組用印。出差人員如係研究生，其出差

填寫研究生校外探勘研究報告表者，其旅費報告表中「主辦人事人員」欄

請指派單位或教師簽章。 

四、同仁於嘉義市區執行公務或執行專案計畫時請以公假或公出登記，如有必

要仍得以公差登記，惟不得支領出差之相關費用。 

五、兼行政職教師及未銓敘職員同仁自九十二年八月起將實施「國民旅遊卡」

強制休假部分申領補助費之措施，並須於六月底前完成發卡手續，人事室

將儘速通知本校有關人員辦理請卡程序。 

六、本校教職員同仁出勤及差勤查詢系統已大致建置完成，已登載於「人事室差

勤查詢網站」，請同仁踴躍上網測試，如忘記個人密碼，請與人事室聯繫。 

七、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人事行局函釋略以，公教人員喪葬補助：「申請（外）

祖父母喪葬補助，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無力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

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其補助標準五個月薪俸額。」所稱「子女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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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生」係指子女未滿二十歲或年滿二十歲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受

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不能自謀生活。（三）符合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六條所稱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生活（須持有健保局

發給之重大傷病證明卡者）。又「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應

繳驗村里長證明及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 

八、支領退休俸軍官士官就任公職時，應向其任職之機構學校申報為支領退休

俸之軍官或士官，本校教職員工中如有是項人員請向人事室辦理登記。 

◎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一、本校九十三年度概算依教育部高教司 92.04.17 特急件通報補助額度核定如下： 

(一) 下（93）年度概算，經教育部依各校實際需要暨分配原則，概算額

度之核列均採通案刪減原則核給。 

1．扣除各校人事費以外之其他基本需求通案刪減 10%。 

2．人事費、新增基本需求（包括新增班、自然增班、請增員額等經

費），通案刪減 0.35%。 

(二) 本校（93）年度經教育部核定基本需求數（包括新增班、請增員額

等，依比例補助通案刪減）為 1,070,915千元，而本校概算原編列數

為 1,192,371千元減少 121,456千元，請各單位樽節開支提早因應。 

(三) 營建工程資本支出計畫（含延續性及新興工程經費）計 455,000千元。 

1．禮堂及週邊景觀第五期工程     35,000千元 

2．圖書資訊大樓第三期工程      110,000千元 

3．管理學院大樓第三期工程      220,000千元 

4．綜合教學大樓新建第二期工程  90,000千元 

(四) 建築工程設備費15,000千元，係蘭潭校區圖書資訊大樓93年度 15,000

千元；（94 年度 35,000千元）本案應俟報部確定後方得辦理發包作業。 

(五) 教學與研究增設及防火改善校區整修工程為 15,000千元係教育部核

撥為發展性經費，惟本校概算原編列數為 60,000千元、不足部分由

學校自籌 45,000千元。 

二、本校工程自籌經費部分如下： 

93年度營建工程資本支出計畫計 199,000千元。 

    1.教學與研究空間增設及防火改善校區整修工程  45,000千元  

    2.教育學院新建工程                   29,000千元 

    3.民生校區研究生暨大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48,0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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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蘭潭校區研究生暨大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48,000千元 

    5.民雄校區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                 29,000千元 

三、本校校務基金節餘款中程運用計畫 723,781千元（如下表），較原節餘款 6

億 5千餘元已不足 73,781千元。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校 務 基 金 結 餘 中 程 運 用 計 畫 

                                                             新台幣千元 

工程名稱 總經費 92年度 93年度 94年度 備註 

禮堂及週邊景觀

第四期工程 

94,131 94,131   分五年編列，本校自籌財源92年度94,131千

元。 

綜合教學大樓第

一期工程 

50,000 50,000   分三年編列，本校自籌財源92年度50,000千

元。 

教學與研究空間

增設及防火改善

校區整修工程 

45,000  45,000  總經費60,000千元，學校自籌45,000千元，教

育部補助15, 000千元，均於93年執行。 

教育學院大樓新

建工程 

98,000  29,000 69,000 總經費98,000千元，分二年執行，全部由學校

自籌。 

民生校區管理學

院學生宿舍新建

工程 

162,307  48,000 114,307 總經費162,307千元，分二年執行，全部由學

校自籌。 

蘭潭校區研究生

暨大學生宿舍新

建工程 

162,307  48,000 114,307 總經費162,307千元，分二年執行，全部由學

校自籌。 

民雄校區研究生

宿舍新建工程 

97,036  29,000 68,036 總經費97,036千元，分二年執行，全部由學校

自籌。 

合         計 708,781 144,131 199,000 365,650 本校自合併以來經費賸餘共6億5仟餘萬元，

92-94年度自籌經費共需723,781千元，已不足

73,781千元。 

四、有關學雜費彈性調整方案之說明： 

(一) 有關四月十四日中央日報曾刊載「本校學雜費調漲不符合教育部彈性

調漲規範」，上述報導與事實有所出入。 

(二) 依教育部所訂之學雜費彈性方案中規定：公立大學學雜費收入不得高

於學校應自籌數【計算方公式為：學校年度預算中「管理及總務費用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含圖儀設備）」、「學生公費及獎勵金」，三

項支出扣減政府補助款即為各校應自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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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自 89 年 2月整併成立迄今，來自教育部補助款，由於校長極力

爭取，核撥經費時較為寬列，同時考量近年來經濟不景氣，為免增加

家長負擔，因此三年來從未調漲學雜費（在國立大專院校中亦屬少

數），下（92）學年度亦無調漲計畫。 

(四) 本校與鄰近大學學雜費相較（如下表，由各校網站取得），學生每一

學年度學雜費平均約少 4 千元（每學期 2 千元），以現有全校學生人

數約 7,890人（研究所 802人、大學部 5,905人、專科部 1,183人），

全年較鄰近大學約短收 3,156萬元。 

(五) 另依教育部學雜費彈性方案中，各校就學雜費收入總額應提撥「學生

就學獎補助經費」百分比規定（不調整學雜費之學校提撥 3﹪、調整

學雜費之學校提撥 5%），本校雖然三年來均未調漲學雜費，但對獎勵

學生之績優獎助學金、清寒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工讀金、功勛子女

公費及研究生獎助學金等之發放，每年之提撥率均高於學雜費總額之

5﹪；另辦理助學貸款學生之貸款利率調降差額亦全數由學校吸收。 

成    功 
本校與  中    正  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比較一覽表 

                    雲林科技 

  校      名 理工學院 農學院 生命學院 

  學雜費 與本校比較 學雜費 與本校比較 學雜費 與本校比較 

嘉義大學 24320 24120 24120 

成功大學 27300 +2980 27070 +2950   

中正大學 26500 +2180     

大學部 

雲林科技大學 26519 +2199     

  

嘉義大學 11000 10600 11000 

(每一學分數） 1350 1350 1350 

成功大學 12670 +1670     

(每一學分數） 1490 +140     
中正大學 12420 +1420     

(每一學分數） 1470 +120     

雲林科技大學 12324 +1324     

研究所 

(每一學分數） 146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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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名 教育人文 管理學院 

  學雜費 與本校比較 學雜費 與本校比較 

嘉義大學 20790 21110 

成功大學 23330 +2540 23690 +2580

中正大學 23000 +1890

大學部 

雲林科技大學 23030 +1920

   

嘉義大學 9400/9800 9800 

(每一學分數） 1350 1350 

成功大學 10550 +1150/+750 10710 +910

(每一學分數） 1490 +140 1490 +140

中正大學 10490 +690

(每一學分數） 1470 +120

雲林科技大學 10418 +618

研究所 

(每一學分數) 1467 +117

    

◎ 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電算中心    

一、 民雄校區各單位之網路維修將改由民雄分中心負責。 

二、民雄校區科學館、初教館及人文館網路線路重佈工程已招標中。    

◎ 附小附小附小附小    

一、本校於 4 月 26 日（星期六）辦理九十一學年度校慶暨教學大樓啟用典禮，

感謝校長蒞臨剪綵及各單位同仁的參與和指導。 

二、預定五月上旬辦理九十二學年度嘉大教職員工子女就讀本校小學部和幼稚

園入學登記作業，請需要的同仁向人事室或附小申請辦理。 

◎ 教育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教育學院    

一、本學院與嘉義基督教醫院 4月 18 日於林森校區，商訂有關師資的合作教

學策略事宜。根據這項合作計畫，未來本校教育學院的醫療領域課程教學

品質將可大大提升，嘉基的專業人力物力資源亦將能發揮更大效能。嘉基

願意配合嘉大教育學院各系所課程之需要，提供專業師資。今後本學院體

育學系、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特教系所涉及的醫療專業課程，如人體

生理學、復健醫學概論、意外傷害處理、多重障礙照護技巧、身心障礙者

職能評估與職業復健等科目師資，未來將由基督教醫院臨床經驗豐富的專

業醫療團隊支援，將有助於醫療課程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效果。 

二、教育學院及教育學系共同向教育部申請委託辦理有關「人權教育與其他相

關教育議題理論整合與教學」研究計劃正式獲得教育部通過，本計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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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為蔡院長榮貴，研究人員周立勳主任、黃芳銘、洪如玉及許家驊等

助理教授，本計劃為期二年，總研究經費為 93萬元。 

三、教育學院原定 5月 7日邀請前考試院陳英豪委員蒞校做專題演講，因 SARS

因素暫時取消。 

四、幼兒教育研究所 4月 19 日(星期六)於民雄校區行政大樓五樓視聽教室，

舉辦學術專題演講，邀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林顯宗教授擔任講座，講

題為「兩性親密關係的建立—談如何提高戀愛生活品質」，會中研究生反

應熱烈，且表示獲益良多。 

五、幼教系擬於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台南市幼兒教育發展協會委託之幼

教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及學士學分班各一班，預定 92年 5月中下旬開課；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幼教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二班，預定 92

年 9月初開課，現正籌備中。 

六、幼教中心辦理雲林縣政府委託 91年度兒童福利專業人員丙類保育人員訓

練計畫（乙班），計畫執行順利，將於 5月 3日假民雄校區辦理結訓典禮。 

七、幼教中心擬規劃辦理雲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 92年度兒童福利專業人員戊類

主管人員訓練計畫（乙班），本案預定92年 5月初開始招生，現正籌備中。 

八、幼教中心目前正協助雲林縣政府教育局辦理92年度公私立幼稚園評鑑工作。 

九、家教所 3月 29 日在本校林森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敬邀江立委綺雯蒞臨演講，題目：家庭教育法，時間：08:30-11:00。江

立委積極參與推動家庭教育法通過，會中立委針對家庭教育法推動及法案

內容深入介紹，全所師生獲益良多。11:30-12:30於學生餐廳辦理家庭日，

增進全所師生交流，氣氛融洽愉快。 

十、家教所 4月 11日於視聽教室辦理本學期第二次教師教學研討會，敦請藝

研所劉所長豐榮擔任講座，講題：藝術欣賞。劉所長於會中配合幻燈片及

各種媒體介紹各類型豐富畫作，並解說各畫作時代背景特色，內容精闢，

全所師生獲益良多。 

十一、家教所 4月 26 日於國際會議聽辦理研究生學術活動，邀請內政部兒童

局黃局長碧霞擔任講座上課，講題為：兒童議題與家庭教育。 

十二、因應母親節的即將到來，家教中心將於 4月 21日於鹿草嘉義監獄辦理

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之第十次家庭日活動，會中將舉辦彩繪 T恤與製作

母親節卡，讓受刑人表達對母親的感恩及思念之情。 

十三、為推動學習型家庭及親子共學專案，家教中心將協助人事室辦理「家庭

環保 DIY大家一起來」五場，預計將於五、六月份辦理完畢。 

十四、為辦理「受刑人家庭教育推展觀摩會」活動需要，家教中心目前針對台

灣台北監獄等十三所矯正機關收容人進行「收容人家庭狀況問卷調查」



 

 14

共壹萬份，預計將於五月底前完成統計及成果分析。 

十五、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學程課程，選課業務已全部完

成，教師鐘點費已請出納組辦理撥款事宜；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

作業目前正進行中，預定於 4月 25日前完成開課業務。 

十六、師資培育中心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學程課程學分申請抵免目前正

積極辦理抵免業務。 

十七、九十二學年度修習國小教育學程甄選工作，報名已於 4月 8日截止，目

前正進行資料審核及成績計算業務，預定於 5月 9日以前放榜。 

十八、師資培育中心將於九十二學年度增聘兩位教師，目前正進行相關作業。 

十九、師資培育中心將於五月中旬出刊中心第一期簡訊，目前正進行編輯相關

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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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推動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提昇嘉義大學學生國文能力，4月 9日

邀請李威熊教授於農學院演講「語文學習與自我實現」，深受好評。  

二、中研所於 4月 11日舉辦劉文起教授專題講座「研治古典文獻的入門途徑」；

4月 23日舉辦汪中文教授專題講座「資訊科技在國文教學與研究上之運用」。 

四、中文系主辦之第一屆「嘉大現代文學獎」徵文辦法，已分發全校各系所及

網頁公告，本屆收件自 92年 4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止。目前正廣為宣傳，

鼓勵同學踴躍投稿中。 

五、外語系籌辦的「2003兩岸英語教育學術研討會」，最近因為 SARS 疫情在兩

岸三地相繼發生，對於兩岸三地的學術與文化交流造成很大的衝擊，很多

兩岸及國際的展演及研討活動都被迫取消或延期。經請示本次研討會指導

單位(教育部及陸委會)以及本校楊校長，咸認為原訂今年 5月 30日至 31

日舉行的「兩岸英語教育學術研討會」應延期舉行，以避免到時因 SARS

疫情而無法召開會議的窘境。3月 9日星期三中午召集籌備會各小組會議，

余副校長亦撥冗與會，在衡量 SARS 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以及國內及本校

相關研討會的時程後，決議把研討會延期至 2004年的五月上旬舉行，已

錄取之研討會論文全部予以保留。 

六、3月 18 日下午三時外語系於民雄校區科學館一樓演藝廳與研發處協辦暑期

美國奧瑞岡大學遊學說明會，會中由外語系沈添鉦主任擔任主持人，並邀

請美國奧瑞岡大學 AEI（American English Institute）主任 Christa 

Hansen擔任主講人。說明會內容除對奧瑞岡大學的歷史、沿革作說明外，

並運用簡報軟體對該校週邊環境、課程規劃、住宿家庭等相關議題做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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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詳細介紹。與會學生約一百人次，紛紛表示很感興趣。目前外語系正積

極籌辦暑期遊學計畫相關事宜，已將問卷發出並張貼於網頁上，擬於四月

底針對有意參與者辦理更詳細的說明會。 

七、史地系於 4月 9日下午 1:30 至 3:00 舉辦校外學者學術專題演講，邀請台

灣大學歷史系劉景輝教授蒞臨演講，主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概述」，關

聯到伊拉克古文明，深具現實意義，獲得熱烈的迴響。 

八、史地系碩士班第一屆一年級研究生謝濟全、曹秀卿以「歷史研究法」課程

所嚴格要求的學期專題論文作業，於 4月 10日推薦獲准參加「第四屆兩

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為史地碩士班研究生啟開追求學術深

度的熱誠與風氣，該會將在今年 10月間於武漢舉行。 

九、音樂系舉辦一年一度的「學生協奏曲比賽」甫於 4月 9日圓滿結束，由於

優勝同學將獲得與嘉大管弦樂團合作之機會與榮譽，此次比賽共吸引了 40

位優秀同學踴躍參加。為表對本屆比賽的重視與推廣，系上特別禮聘了師

大徐家駒教授等八位國內知名音樂名家擔任評審。當日比賽共分四組同時

舉行，四位脫穎而出的優勝同學分別為鋼琴組音二李曉文、弦樂組音一林

亭吟（大提琴）、管樂組音二徐鳳吟（單簧管）與聲樂組音四張郁棻。她

們將與嘉大管弦樂團連袂於 5月 28 日（三）、6月 6日（五）分別於本校

蘭潭校區瑞穗館與民雄校區文薈廳盛大演出貝多芬第一號交響曲與四首

經典協奏曲，歡迎大家蒞臨欣賞。 

十、音樂系於 4月 23日下午熱誠歡迎遠道前來觀摩的台中市光復國小管弦樂團。

希望能夠藉由校際交流活動，積極參與社區總體營造及全市藝文活動，推廣

至大眾文化，由曲高和寡而至雅俗共賞，落實拓展音樂教育之理念。 

十一、美術系於 3月 26 日下午 1:20邀請西班牙客座藝術教育家梁君午教授專

題演講，講題為：「談畢卡索由格爾尼加」。 

十二、美術系於 4月 9日下午 1:20邀請藝術家獨立策展人及藝評人姚瑞中先

生蒞校專題演講，講題為：「九○年代台灣裝置藝術概況」。 

十三、視覺藝術研究所於 4月 10日至 12日辦理「第二屆藝術理論創作與學術

研討會」，計有該所教師、研究所及在職專班同學約 100餘人參加，本

次研討會共發表 32篇論文，對提升視覺藝術研究所研究生視覺藝術專

業素養，助益頗大。 

十四、因 SARS 因素，本學院 4 月 30 日院週會及 5 月 14 日擴大創意週會均延

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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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一、管院碩士在職專班(EMBA班)92 學年度招生第二階段口試作業，業已於 4

月 25 日、26 日辦理完成，預計將由 135 名口試考生中錄取 80 名；另管理

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第二階段口

試作業，亦將於 5 月 2 日、3 日分別辦理完成。 

二、管院於 4 月 8 日、9 日、15 日、23 日舉辦 92 學年度徵聘教師之面晤活動，

共計邀請財務管理、統計計量分析、行銷管理、休閒遊憩、資訊管理、人

力資源管理、農企業管理、行為科學、會計、經濟等專業領域教師 32 名進

行面晤，俾進一步瞭解其在教學、研究等各方面之專長與興趣，以作為各

系所新聘專任教師之參考。 

三、管理研究所 4 月 23 日安排美國丹佛大學企管系主任 Robert P. McGown 教

授蒞校進行「策略管理」專題演講，同時並針對丹佛大學之 MBA 課程進

行簡介說明，其精闢見解頗獲本院師生之好評。 

四、管院預訂於 5 月 30 日於台南縣關子嶺勞工育樂中心舉辦「第二屆服務業

行銷及管理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之主題內容相當廣泛，包括：休閒事

業行銷暨管理研究、農企業行銷暨管理研究、觀光與餐旅業行銷暨管理研

究、生物科技業行銷暨管理研究、運輸與物流行銷暨管理研究、行銷暨管

理個案、醫療事業行銷暨管理研究、應用經濟研究、金融事業行銷暨管理

研究、資訊管理研究等十項議題，歡迎本校有興趣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五、為提升嘉義地區中小企業之競爭力，管院電子商務中心與嘉義市中小企業

協會合辦「中小企業網頁設計研習班」，利用 4 月 24 日至 6 月 12 日間之每

星期四晚上時間，於管院電腦教室開設電腦基本概念及網頁設計相關課

程，總計將有 36 位嘉義地區中小企業業主或承辦人員參加此一訓練課程。 

六、企業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系三年級吳筱瑩、盧靜怡、朱鈞瑋、黃于芹、

游志怡等五名學生，組隊參加安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亞都麗緻大飯

店、蕃薯藤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ibl 國

際商管實驗室共同舉辦之「A&T 2003 年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初

賽擊敗政大企研所、台大國企系等勁敵，於參賽之 74 隊中晉級複賽前 16

名，近日將與台大商研所、台大國企所、政大企研所、成大國企所、中央

企研所、政大會研所、台大財金系等隊伍競爭晉級決賽前 5 名之機會，優

異表現值得嘉勉。 

◎ 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一、農藝學系志工隊林志信等同學，於 3 月 4 日受到  陳總統及台北市馬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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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表揚獲頒第十屆全國傑出社團獎。 

二、農藝學系畢業校友吳瑰琦、王惠瑩兩位考取 9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 

三、為配合青輔會辦理 2003 年全球青年活動日之青年大使騎腳踏車環台活動，

農藝學系 4 月 8 日派遣志工隊成員 30 位負責從吳鳳技術學院騎腳踏車至

台南縣隆田段。 

四、嘉義林區管理處 4 月 3 日贈送林產科學系 30M
3的柳杉原木並送到製材廠

製材，約可獲得板材 6480才，對師生教學研究助益良多。 

五、畜產學系於 4 月 11 日舉辦豬場電腦管理訓練講習，由呂副教授鳴宇及台灣

動物科技研究所李芳名先生與粘碧珠小姐擔任講師，畜產學系派大三同學

參加外，尚有養豬業者 30 人參加。 

六、本年度農村青年中、短期農業專業訓練計畫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部辦

公室核定五個班次，經費約一百萬元，預計九月底前執行完畢。 

七、本年度推動農業資訊化－「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之推廣與輔導計畫

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由農推中心農業推廣教授黃翠瑛所主持，經

費約六十七萬元，預計十二月底前執行完畢。 

八、園藝技藝中心五月份將與農推中心舉辦「設施蘭花栽培訓練班」；七月份

開辦「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技術學分班」，目前已積極進行各項行政作業。 

◎ 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理工學院    

一、生物機電系於 3 月 14 日（五）下午二時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未來

技職教育發展及高職生物機電科發展方向與課程規劃」研討會。會中邀請

台中高農、桃園農工、員林農工、旗山農工、民雄農工、台南高農、霧峰

農工、苗栗農工、北港農工、內埔農工、佳冬農校、岡山農工、西螺農工、

台東農工、花蓮農校、虎尾農工、台大生機系、、中興大學生機系、宜蘭

技術學院生機系、屏科大生工系等系主任及台大生機系周瑞仁教授、中興

大學盛中德教授、玖義公司林錫麟先生、鑫達公司陳金柏先生等學術界及

業界先進蒞場指導。本研討會討論高職生物機電科的發展方向與定位、教

學課程規劃、教具與教材編製。會中並邀請教育部技職司周燦德司長就「未

來技職教育發展」發表專題演講。 

二、生物機電系於九十二年四月期間協助台大生物機電系辦理「台灣生物機電

學會」會員招收工作。 

三、資工系賴泳伶主任及洪燕竹老師帶領研究生陳政豪、黃紹德、林居鶴參加

4月 24日至 26 日在台師大舉行之第 11 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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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I2003)，並於會中發表三篇論文。 

四、應用數學系、應用化學系與應用物理學系各申請到教育部補助之「基礎科

學教育改進計畫」，以提升數理化之教學設備及改善教學教材。 

五、生物機電系洪昇利副教授與應用化學系楊鐘松助理教授合作與大林慈濟醫

院牙科部張主任正共同進行研發牙齒之生物奈米替代材料。 

六、土木系於 4月 24日舉辦「永續發展與輕質骨材混凝土研討會」，會中邀請

中興大學顏聰校長做專題演講，國內許多產官學專家蒞臨與會，討論熱烈。 

◎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院    

一、生科院近期辦理學術專題演講如下： 

(一) 水生系於 3月 20日邀請國立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研究所陳建初教授蒞

校演講，講題「環境水與生活」。 

(二) 生藥所於 3月 26 日邀請中研院植物所黃麗春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矮

牽牛花期延長基因轉殖」。 

(三) 生藥所於 4月 9日邀請中山大學海洋資源所沈雅敬教授蒞校演講，講

題「海洋及陸地之抗癌天然物」。 

(四) 生科所於 3月 20日邀請本校獸醫系張文興博士演講，講題「以人工

授精來製造基因轉殖動物」。 

(五) 食品系於 4月 21日邀請台灣大學園藝系許明仁教授蒞校演講，講題

「澄清果汁的製造」。 

(六) 生資系於 4月 10日邀請防檢局台中分局洪玉泉副分局長蒞校演講，

講題「檢疫害蟲之重要性與實例」。 

二、楊玲玲院長、陳立耿老師於 92年 3月 22日至 23日，帶領研究生許桐境、

陳昱霖、陳詩蘋、陳志杰同學參加第十八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並發

表五篇論文。 

三、生科院於 3月 26 日假嘉義基督教醫院 D棟 12樓第四會議室，由校長楊國

賜與嘉義基督教醫院陳誠仁院長簽定作協議記者會，期有效運用雙方之技

術、儀器設備及其他資源，以相互支援醫療與教學研究工作，提昇雲嘉地

區醫療與文教水準；會中楊玲玲院長並發表「嘉大柔蜜皮膚化粧水」、「嘉

大柔潤美白肌膚洗面粉」，是完全無香精、無化學合成及抗生物質的美容

聖品，院長楊玲玲強調，這將是國人健康亮麗之皮膚再現的最佳選擇，更

冀望透過簽約合作，結合中醫美容，為保護愛美民眾「水水的臉」把關。 

四、楊玲玲院長於 4月 11日邀請林榮耀院士蒞校演講，講題「現代台灣基因

體與蛋白質體研究發展」，透過基因體與蛋白質體的研究，以近代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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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藥物開發，研發抗癌藥物及治療糖尿病方法，讓同學更了解生物技術，

也擴展學識領域。 

五、楊玲玲院長於 4月 16 日，邀請嘉督教醫院感染科許國忠主任蒞校演講，

講題「SARS之認識」，在今日人人對 SARS的恐懼，作一通盤說明，並提出

預防的方法，會中討論熱烈；楊玲玲院長並將近期刊登在經濟日報有關預

防 SARS提升免疫力藥膳之訊息告知大家，一起防疫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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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副校長室 

案由：為徹底解決校園停車問題，建請通盤務實地研提一套完整可行之增建停

車空間設施計劃案。 

說明： 

一、因校園空地有限而停車需求又不斷增加，必須合理節制地面停車場所需

用地，盡量朝地下停車場的興建方向努力。 

二、目前興建中的幾座大樓除民生校區管院大樓規劃設置約五十個停車位之

外，民雄校區大禮堂與蘭潭校區圖書資訊大樓都沒有規劃地下停車場，

殊為可惜。建請在未來如有機會興建其他大樓時，至祈儘可能爭取經

費，將大樓地下停車場之興建納入整體計劃之中。 

三、至於其他小型地面停車場，尤其是機車停車場，建請參採高雄大學建半

地下式之設計模式，藉以擴增停車位並節約用地。 

決議：請總務處參考余副校長意見，並觀摩其他學校之做法，提出一套完整可

行之擴增停車空間方案，適時於相關會議再提出討論。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提案單位：余副校長室 

案由：請審議「國立嘉義大學嘉大品質獎實施要點草案」(附件二，頁 5 )。 

說明： 

一、本要點草案業經國立嘉義大學「嘉大品質獎」籌備小組 92年 3月 24日

及 4月 18 日二次會議修訂，並簽陳  校長核閱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依嘉大品質獎第一屆工作

計畫書時程辦理第一屆嘉大品質獎選拔相關事項。 

決議：修正通過。 

１．要點名稱「國立嘉義大學嘉大品質獎實施要點」修正為「國立嘉義

大學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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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點一「國立嘉義大學嘉大品質獎實施要點」修正為「國立嘉義大

學服務品質獎實施要點」。 

３．要點二「嘉大品質獎」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獎」。 

４．要點四「嘉大品質獎評審委員會」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服務品質

獎評審委員會」。 

※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擬維持九十一學年度學雜費之收費標準不

予調整，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2年 3月 24日台高（四）字第 0920038473 號函辦理。  

二、經徵詢會計室意見，認為本校學雜費無調整空間，擬以不調整為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開設網路教學課程經費補助來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獎勵開設網路課程經費補助辦法業已於 91年 10月 2日教務會議討

論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 

二、辦法中第三條規定：「新開設之網路課程補助，每一課程每學期之「課

程補助費」以四萬元為原則，「助教津貼」以二萬元為原則；續開之課

程不補助「課程補助費」，仍補助「助教津貼」二萬元為原則。……..」。 

三、有關課程補助費部分，由「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建立嘉義大學 e 化

環境以推動創意教學」之專案所推動的網路課程，其課程補助經費係由

專案計畫支應（計畫自 91年 9月至 94年 8月止）；而助教津貼部分，

因專案計畫無申請編列，故由本校支應（本學期暫由教務處經費支出）。 

四、長遠而言，網路課程之助教係由授課教師任用及管理，其津貼自九十二

學年度起是否改由使用單位（各院或各系）編列經費或由本校工讀助學

金支應為宜，且各系欲自行開設網路課程者，其課程補助費如何編列因

應，請討論。 

五、請參閱附件「國立嘉義大學開設網路課程辦法」、「國立嘉義大學獎勵開

設網路課程經費補助辦法」。(附件三，四，頁 6,7) 

決議：網路教學是本校未來發展的既定目標，未來網路教學還是會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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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老師新創網路教學課程，原教育部專案計畫補助部分依規定由教

育部經費支應，助教津貼暫由教務處於合理範圍內以教務處經費及招生

經費結餘部分，依學校相關規定勻支，並由研究所學生協助老師網路教

學工作。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學位服借用管理要點草案」一份 (附件五，頁 8)，

提請審議。 

說明：為加強本校學位服管理，並使教職員工生借用學位服時，有所遵循依據，

乃訂定本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 

１．要點十之（一）於「學士服」文字後增列「（含學士帽）」等文字。 

   ２．要點十之（二）於「碩、博士服」文字後增列「（含碩、博士帽）」

等文字。 

      ３．要點十一之（一）「學士服新台幣捌仟元」修正為「學士服新台幣

捌佰元」。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提案單位：實習就業輔導處  

案由：謹擬訂「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草案」一份

(附件六，頁 9-12)，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前身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最後一屆學生，將於今(92)年六月畢業，現

行「國立嘉義大學修畢（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教育實習辦法」(附

件七，頁 13-14)將不再適用。為重新規劃本校大四師資生之「教學實

習」科目，並提升實習效果與師資培育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草案經 3 月 19 日上午教育學院各學系主任、人文藝術學院外

語系主任、教務處代表及實習任課教師研議、3月 24日上午教育學院

各學系主任研議，再經 4月 1日下午教務會議討論。 

決議：「國立嘉義大學修畢（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教育實習辦法」停止

適用。「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課程教學實習科目實施要點」修正通過。 

１．要點二十七刪除「、行政會議」等文字。 

※※※※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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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實習就業輔導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一份(附件八，頁

15-18)，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前身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所訂「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臨床教學實施辦法」

(附件九，頁 19-20)曾於82年9月 9日經本校前身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行政

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 82年 12月 21日臺82師字第070956號同意備查。 

  二、本校於 89 年 2月 1日整併成為綜合大學後，師資培育之功能仍然延續，

除原有小學、幼稚園與特殊教育師資之培育外，又增加中學師資之培

育，成為國內具備最完整師資培育功能之綜合大學。原有「國立嘉義師

範學院臨床教學實施辦法」已無法完全適用，且須經現行本校法制作業

程序完成審議。 

  三、本校部分擔任師資培育課程教師(teachers educator)未具中小學教師

經驗，容易使理論與實務脫節。「臨床教學」(clinical teaching)主要

目標在使本校未具中小學教師經驗之教師，能有前往中小學及幼稚園實

地教學之機會，以提升其教學效果。因此，「臨床教學」也是「大學師

資再培訓」(faculty development)的策略之一。 

決議：修正通過。 

１．名稱「國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要點」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臨

床教學實施辦法」，條文中相關「要點」二字均隨之修正為「辦法」。 

２．辦法第十五條刪除，原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條次調整為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３．修正後第十六條條文「核備」二字修正為「備查」。 

※※※※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提「國立嘉義大學職員差勤管理要點」草案（附件十，頁 21-23），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要點係依據 92年 3月 11日行政主管座談會指示，並依原「國立嘉義

大學職員差勤管理注意事項」修正訂定。 

二、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一）要點一：明訂本要點之目的。 

（二）要點三之（二）之 1：增列「必要時，由人事室簽請  校長核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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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刷卡二次規定」 

（三）要點三之（二）之 2之（1）增列「改為刷卡二次時，則取消下午

上班刷卡」。 

（四）要點三之（二）之 2之（4）增列「中午依規定執行輪值之同仁當

日仍須刷卡三次，中午刷卡時間為十二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五）要點三之（二）之 5增列「請假滿一日（八小時）者，不必刷上、

下班卡，但未滿一日或短程公出者，均應於到校或離校時，依實際

進出時間刷卡」。 

（六）配合未來實施每日刷卡二次，擬定配套規定，增列第九點：「實施

全日上班刷卡二次時，除人事單位加強查勤外，各單位主管應加強

勤惰管理，如經查勤結果勤惰管理異常或經單位主管、其他師生反

映上下班不正常者，除依勤惰管理法規辦理外，人事室得專案簽請  

校長核定該單位全部或部分職員恢復每日刷卡三次」。 

（七） 將原注意事項九至十一點點次變更為十至十二點，並將要點十一

「其他」二字修正為「本要點」。 

（八）要點十二修正為：「本要點提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試辦一年再檢討。試辦期間，請人事室加強中午查勤工作。 

※※※※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職員暨技術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要點第六條條文（附件十一，頁

24），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2 年 4 月 3 日台人（二）字第 0920037244號函轉行政院

92 年 3 月 11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200531014號函辦理（附件十二，頁

25-26）。 

二、本修正案業經 92 年 4 月 15 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八次職員評審委員會

審議修正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由：擬請校方考慮優先補助教師對外所提研究計畫設備之配合款，以申請儀

器設備費之 25%為基準。系所及院對外所提之教育改進或整合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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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優先補助所需配合款，並再增加 10%的配合款以提高計畫之競爭性，

為學校爭取資源，提請討論。 

說明： 

一、近年來國科會等國家單位的計畫將大幅降低通過率，而學校在相關研究

的配合亦是計畫審查時的標準之一。建議學校鼓勵教師進行研究並有更

實質的協助，如能補助計畫所需的中大型儀器設備費，不僅能提高計畫

通過率對於學校的硬體資源也有相對補強，同時也增加教師對學校的認

同感及向心力。 

二、目前國內提供申請的大型整合型計畫很多，但競爭的學校多，通過機會

並不大。當系所或院提出整合型計畫時，學校能優先通過配合款的補助

並提高額度，以展現學校在計畫之支持及配合來提高計畫的通過率。 

決議：照案通過。先試辦一年再行檢討。 

※※※※提案十一提案十一提案十一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於課堂上點名後，欲移送「學生缺曠課通知單」時，應於

當日課程結束後一週內送達教務處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學生一學期中曠課累計達四十五節課者，

即勒令退學」。第二十四條規定：「某一科目缺曠課累積缺課時數達該科

目授課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試」。 

   二、本校並無強制點名制度，授課教師於課堂上點名後可將學生缺曠課情形

列入學生成績考核，亦可填寫「學生缺曠課通知單」移送教務處依前項

學則規定處理。 

   三、由於以往未規定教師繳交「學生缺曠課通知單」之期限，部分教師累積

一段時間才送出，不僅延宕缺曠課統計作業，家長亦反應接獲扣考或退

學通知時，早已錯過輔導時機。基於家長關心子女及本校可適時預警通

知之考量，擬請授課教師點名後，欲依學校規定處理時，能於當日上課

後一週內將「學生缺曠課通知單」送達教務處，逾期者不列入學生缺曠

課時數統計。 

 決議：照案通過。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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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余副校長 

案由：為增進本校畢業典禮之創意風格與溫馨氣氛，建請於今年起，在畢業典

禮增列播唱「珍重再見」歌之節目，請討論。 

說明： 

一、本人近作「珍重再見」新歌，擬作為送給畢業生的一項禮物。 

二、這首歌由音樂系鄭啟宏老師協助配樂，已由音樂系學生合唱，並由鄭老

師獨唱，錄音帶可立即播放給各位主管試聽後裁決。 

決議：照案通過，於畢業典禮結束時播放。   

陸陸陸陸、、、、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無無無無))))    

柒柒柒柒、、、、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下午四時四十分 

保存年限：永久 表單編號：014-3-01-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