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102學年度第3次因公出國或赴大 陸（含港澳）地區案件
審核小組會議 紀錄
時間：103年3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大樓3樓第3會議室
主席：吳副校長煥烘
記錄：江依潓
出席委員：徐教務長志平、劉學務長玉雯(假)、劉總務長啓東(吳簡任秘書子雲
代 )、林研發長翰謙、李國際長瑜章、李主任秘書安進(假)、丁院長志
權、劉院長榮義(趙主任恆振 代 )、周院長世認、朱院長紀實、黃院長
宗成、洪院長滉祐、謝主任勝文、鄭主任夙珍(劉組長玉玲 代 )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102 學年度第 2 次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核小組會議通過
案件出國報告書繳交情況，提請 報告。
說明：
102 學年度第 2 次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核小組會議通過案件
共 10 案，報告繳交情況如下：
出國號碼

出國姓名

出國時間

報告上傳日期

報告繳交情況

C10204989 蔡忠 道

102/10/17 至 102/10/21

103/01/21

退回修改中

C10204648 黃宗 成

102/10/21 至 102/10/27

102/12/14

退回修改中

C10205009 林金 樹

102/10/30 至 102/11/02

103/01/05

繳交完成

C10205018 丁志 權

102/12/20 至 102/12/22

103/02/13

繳交完成

C10300033 丁志 權

103/01/19 至 103/01/23

103/02/11

退回修改中

C10205021 顏永 福

103/01/23 至 103/02/02

林威秀 102/10/23

至

未編輯

102/10/28

102/12/23

退回修改中

C10204988 顏玉 雲

103/01/05 至 103/01/08

103/01/23

退回修改中

C10205022 王瑞 壎

102/12/31 至 103/01/08

103/02/14

繳交完成

C10204986

備註

決定：洽悉，國際事務處請加強返國人員撰寫報告注意事項宣導，以提高行政

效率。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教職員出國申請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書」及「校務基金
自籌經費支應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申請表」表單調整乙案，提
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案經 102 學年度第 2 次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核小組會
議決議：由國際事務處邀集教務處、人事室、主計室及學院代表-丁院長
志權等相關單位及人員開會研議，以求周延。
二、是項會議已於 2 月 12 日召開完竣，檢附會議紀錄、相關表單修改及申請
流程圖 (附件 1，頁 6-11 )，請卓參。
三、修改後之表單及流程圖內容已公告於國際事務處網頁周知。
決定：「校務基金自籌經費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申請表」新增注意事
項：(二) 赴大陸地區者，需另填「國立嘉義大學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於返國後一星期填寫
「返臺意見反映表」送人事室。
參、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水生生物科學系
案由：有關水生生物科系賴弘智教授於103年2月7日至16日赴美國西雅圖參加第
14屆Aquaculture America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乙案，提請 追認。
說明：
一、本項會議於103年 2月 9日至 12日在美國西雅圖Washington State
Convention Center舉行。
二、本次會議部分出差旅費，由賴弘智教授計畫結餘款 (101A3-508) 項下支
應。
三、檢附奉核可申請表、會議議程表、變更出席會議簽呈、論文接受函、出
國申請表紙本各乙份(附件2，頁12-22)，供 卓參。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本校教育學系洪如玉老師於 103年3月6-12日受邀至德國柏林2014年
德國教育學會年會(2014 GERA)發表論文乙案，提請 追認。
說明：

一、 本會議於 103 年 3 月 9 日至 12 日在德國柏林洪堡特大學舉 行。
二、 本案部本補助費用 65,200 元整，由 102A3-511 其他機關結餘款再運用
(101A3-071)支應。
三、 檢附奉核可申請表、洪老師出國申請表、會議議程、研討會邀請函(附件
3，頁 23-3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水生生物科學系
案由：有關水生生物科學系黃承輝教授出席第 45 次亞洲水產學會理事會議，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會議舉辦時間為103年4月20-22日。
二、會議舉辦地點為馬來西亞吉隆坡。
三、本次部分出差旅費將由黃承輝教授國科會計畫結餘款支應。
四、檢附奉核可申請表(附件4，頁33-34)，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案由：有關 3 月 31 日~4 月 5 日音樂學系劉榮義教授、林士偉老師帶領學生赴香
港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進行雙方交流音樂會暨洽談後續學術交流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次活動由學生自發規劃行程、籌組樂團，相關費用均由學生自付，行
程詳見本案企劃書。
二、 為促進國際間音樂交流及提升學校知名度，將由人文藝術學院劉榮義院
長於香港演藝學院進行客席講座暨洽談雙方學術合作事宜。
三、 本次活動帶隊老師劉榮義教授及林士偉老師之差旅費擬由音樂學系補助
募款經費(100F3-017、103F3-008)共 50,000 元。
四、 檢附奉核可簽、計畫書各乙份(附件 5，頁 35-48)，供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案由：有關吳副校長煥烘帶領教政所張宇樑所長等6位教師、23位學生至日本大
阪參加2014 Asia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2014 ACAH)國際學

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2014 Asia Conference on Arts and Humanities (2014 ACAH)國際學術研討
會於日本大阪舉行。
二、本次會議期間為 103 年 4 月 3 日至 4 月 7 日。
三、吳副校長煥烘經費由師範學院碩專班結餘款項下支應，教政所師生經費
由教政所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項下補助每位
教師 30,000 元、學生 10,000 元。
四、檢附申請表核准影本、行程計畫書、所務會議紀錄 (附件 6，頁 49-60)，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碩士在職專班 2014 年(嘉義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2014 年嘉義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計畫規劃以 2 梯次辦理，分別為越南
團與泰國團，預計拜會當地跨國或台商企業。
二、本次活動領隊教師王俊賢副教授、余曉靜助理教授所需差旅經費，擬由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C1-501】支應。
三、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2014 年嘉義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案業於本(103)
年 1 月 29 日簽陳 校長核可，簽呈影本暨實施計畫如附件(附件 7，頁 60-63)，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2014 年(台北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乙案，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2014 年(台北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計畫分為日本團共三梯次辦理，預
計拜會當地跨國或台商企業及知名大學。第一梯次師生 16 人預定於 103
年 4 月 10 日至 14 日前往日本，由本院鄭天明老師擔任領隊；第二梯次
師生 20 人預定於 103 年 4 月 12 日至 16 日前往日本，由本院翁頂升老師
擔任領隊；第三梯次師生 22 人預定於 103 年 4 月 16 日至 20 日前往日本，
由本院陳碧秀老師及沈宗奇老師擔任領隊。
二、本案鄭天明老師、翁頂升老師、陳碧秀老師及沈宗奇老師所需差旅經費，
擬由本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C1-502）支應。

三、本項 2014 年(台北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案業於 103 年 3 月 4 日專案簽
陳校長核示，申請書影本暨實施計畫如附件(附件 8，頁 64-74)，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數理教育研究所
案由：有關數理教育所林樹聲副教授前往日本大阪參加 2014ACAH 口頭發表論
文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次會議舉辦時間：103 年 4 月 2 日至 7 日。。
二、本次會議舉辦地點：日本大阪。
三、林樹聲老師國外差旅經費擬由林樹聲老師計畫結餘款項(100B1-519)下支
應
四、檢附申請表核准影本、論文接受函、會議相關資訊 (附件 9，頁 75-79)，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