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102學年度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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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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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教務長志平代理)

記錄：江依潓

出席委員：徐教務長志平、劉學務長玉雯、劉總務長啓東、林研發長翰謙、李
國際長瑜章、李主任秘書安進、丁院長志權、劉院長榮、周院長世
認(詹昆衛特別助理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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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人員：陳主任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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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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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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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弘智

103/02/09 至 103/02/12

免填

C10300890

洪如玉

103/03/06 至 103/03/12

103/04/08

待點收

C10300891

黃承輝

103/04/20 至 103/04/22

103/05/08

繳交完成

C10300893

劉榮 義

103/03/31 至 103/04/05

103/05/15

待點收

C10300894

張宇樑

103/04/03 至 103/04/07

C10300896

王俊賢

103/02/27 至 103/03/03

103/05/21

待點收

C10300895

余曉靜

103/02/25 至 103/03/01

103/04/22

待點收

103/05/01

待點收

C10300897

鄭天明 103/04/10

至 103/04/14

報告繳交情況

備註
科技部執
行中計畫

未編輯

C10300898 翁頂 升

103/04/12 至 103/04/16

C10300899 陳碧 秀

103/04/16 至 103/04/20

林樹 聲

103/04/24

待點收
未編輯

免填

科技部執
行中計畫

決定： 洽悉，請國際事務處務必督促返國人員於期限內上傳出國報告。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大陸姐妹校「南京農業大學」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4 年暑期
師生互訪活動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項 2014 年大陸姐妹校師生互訪活動業於 103 年 5 月 13 日專案簽陳 校
長鑒核，簽影本如附件(附件 1，頁 10-11)。
二、本校師生訪問團擬於 7 月 22-29 日由生化系陳瑞祥主任及生機系朱健松老
師帶隊前往本校姊妹校南京農業大學參與該校暑期交流活動。
三、本校師生訪問團擬於 7 月 7-14 日由李安進主任秘書及洪燕竹主任帶隊前
往本校姊妹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參與該校暑期交流活動。
四、本次活動為對方校落地接待，本校帶隊教師之國外差旅費由推動科技經
費支應。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劉漢欽副教授於103年4月2日至8日赴美國
費城參加2014年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ERA)年會研討會發表論文乙案，提
請 追認。
說明：
一、本項會議於103年4月3日至7日在美國費城舉行。
二、本次會議部分出差旅費，由劉漢欽老師計畫結餘款 (101B1-536、
102B1-522) 項下支應。
三、檢附奉核可申請表、論文接受函及論文摘要各乙份(附件2，頁12-17)，供
卓參。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案由：有關本校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連振昌老師於103年4月15-20日赴大陸上海參

加「出 席2014年春季國際化工程與技術大會(SECT2014)論文發表費用補助
案，提請 追認。
說明：
一、 本會議於 103 年 4 月 15 日至 20 日在大陸上海舉行。
二、 本次發表國際學術論文所需經費(註冊費、機票費及生活費等)，由連振
昌老師執行之 B 版計畫結餘款 (103D2-50、102D2-046) 項下支應。
三、 檢附奉核可申請表、會議議程、論文接受函、及論文全文各乙份(附件 3，
頁 18-24)，供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特殊教育學系陳明聰教授赴大陸南京參與創造力教育研討會並發表
論文乙案，提請 追認。
說明：
一、本案陳明聰教授5月12至15日至南京曉莊學院教育學院參加研討會並進
行演講，16-17日到蘇州參加創造力教育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二、本案之出差旅費將由102B1-502計畫結餘款支應。
三、檢附奉核可申請表、邀請函、議程(附件4，頁25-31)，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農藝學系
案由：有關農藝學系研究生林芳竹、陳禹 亘及農學博士學程農藝組焦婉婷同學，
申請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
地區案件處理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學生學術研究獎助要
點辦理。
二、 103 年 3 月 20 日農藝學系 102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同學補助 3 位同學
赴韓國濟州島參加第 20 屆世界土壤學年會發表論文之註冊費及機票補
助。
三、 本經費支出由周欽俊先生捐贈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學生學術研
究獎助會計帳戶經費(101F3-054)支應
四、 檢附農藝系系務會議紀錄、學生申請表、會議議程、論文接受函各乙份(附
件 5，頁 32-48)，供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陳秋榮助理教授於103年6月20日至7月9日
赴芬蘭參加2014 EdMedia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項會議於 103 年 6 月 23 日至 26 日在芬蘭 University of Tampere and
Tamper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舉行。
二、本次會議部分出差旅費，由陳秋榮助理教授計畫結餘款 (101B1-531) 項
下支應。
三、檢附奉核可申請表、論文接受函、論文摘要各乙份(附件 6，頁 49-55)，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有關資訊管理學系李彥賢老師於103年6月24日至6月29日赴大陸四川成都
參加2014亞太信息系統年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項會議於 103 年 6 月 24 日至 29 日於大陸四川成都西南財經大學舉辦。
二、本次會議部分出差旅費，由李彥賢老師計畫結餘款(101B1-502)項下支
應。
三、檢附奉核可申請表、論文接受函、論文全文各乙份(附件 7，頁 56-62)，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中國文學系
案由：有關中國文學系康世昌主任、蘇子敬教授帶領系上選派學生赴中國大陸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及華東師範學院出版社實習補助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中國文學系為配合學校強化國際交流政策，於 103 年 7-8 月遴選 6 位大學
部學生分別前往中國大陸地區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及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學習與交流，以期增進中文系之國際視野及能見度。
二、中國文學系康世昌主任將於 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帶隊前往北京中國傳媒
大學；蘇子敬教授將於 7 月 4 日至 7 月 7 日帶隊前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協助學生實習事宜並輔導熟悉實習環境，並與中國傳媒大學及華東師範
大學洽談後續合作事宜。
三、本案康世昌主任帶隊出差旅費(生活費 28,800 元、機票 17,000 元)；蘇子

敬教授帶隊出差旅費(生活費 22,950 元、機票 17,000 元)及選送實習交流
6 名學生機票補助 48,000 元(每人 8,000 元)，由中研所碩士在職專班結餘
款支應。
四、檢附奉核可申請表、中國傳媒大學實習出版社簡介、華東師範大學實習
出版社簡介、出版社邀請及經費估算表各乙份(附件 8，頁 63-81)，供 卓
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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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 2014 年(台北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案業於 103 年 5 月 2 日專案簽
陳 校長核示，申請表影本暨實施計畫如附件(附件 9，頁 82-87)。
二、2014 年(台北班)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計畫泰國團，預計拜會當地跨國或
台商企業及知名大學，共計師生 17 人。
三、本次帶隊教師盧永祥老師所需差旅經費，擬由本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
(C1-502)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管理學院黃宗成院長受邀赴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及希臘馬其頓大學
進行教育合作與學術交流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黃宗成院長將於 7 月 7 日至 14 日赴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及希臘馬其頓大
學進行學術交流。
二、本案業於 5 月 20 日專案簽陳 校長核示。
三、黃宗成院長本次所需差旅經費擬由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C1-502)
下支應
四、檢附申請表核准影本、邀請函、會議相關資訊 (附件 10，頁 88-97)，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案由：有關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陳榮洪教授於 103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 日赴日

本東京參加 2014 再生能源國際研討會(2014GRE)發表論文乙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29 日簽陳核可在案。
二、本案所需出差旅費，由陳榮洪教授國科會計畫結餘款及其他機關計畫結
餘款再運用項下支應。
三、檢附本案申請表核准影本、論文接受函 (附件 11，頁 98-109)，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案由：有關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教師及碩專班研究生至大陸雲南師範學院參加
「2014 年全國高校體育教師教育科學論文報告會」並發表論文乙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一、 中國學校體育研究會邀請本系張家銘主任、教師及研究生，於 103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4 日雲南師範大學舉辦之「2014 年全國高校體育教師教育
科學論文報告會」並發表論文。
二、 本案 8 位教師及 3 位碩專班研究生共 11 位，每人補助 12,000 元，由體
育系碩專班結餘款(C1-517)項下支應，其餘費用自付。
三、 檢附本案申請表核准影本、邀請函及計畫書 (附件 12，頁 110-115)，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由：有關於生物農業科技學系顏永福教授於 103 年 8 月 15 日至 25 日赴澳洲
參加 2014 國際園藝學會第 29 屆國際會議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3 年 3 月 13 日簽陳核可在案。
二、 本案所需出差旅費，由顏永福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項下支應。
三、 檢附本案申請表核准影本、論文接受函 (附件 13，頁 116-120)，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有關師範學院丁志權院長 103 年 9 月 21 至 10 月 4 日參加教育部主辦之
103 年度英國師資培育制度出國考察計畫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5 月 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30067404 號函辦理(附件
13，頁 121-136)。
二、 本學院由丁志權院長出席教育部主辦之「103 年英國師資培育制度考察
計畫」，考察項目包括：
(一)了解英國之教育改革現況。
(二)探討英國師資培育之發展、特色以及背景因素。
(三)探討英國教師評鑑制度。
(四)探討英國教師專業發展實施情況。
(五)所獲得之資料，做為國內師資培育及教師評鑑政策擬定之參考。
三、 依教育部來函說明三預估約需 13 萬元，屆時依規定核實報支，由師範
學院(C1-100)碩專班提撥師範學院經費下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行銷與運籌學系
案由：有關行銷與運籌學系游鵬勝老師於 103 年 7 月 1 日至 7 日赴日本大阪參
加 2014 國際企管與資訊研討會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29 日簽陳核可在案。
二、 本案所需部分國外出差旅費，由游鵬勝老師計畫結餘款再運用
(101B1-511)項下支應。
三、 檢附本案申請表核准影本、論文接受函 (附件 15，頁 137-140)，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有關 102 學年度第 1 次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第九條規定「碩專班收入補助本
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係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
澳)地區案件處理要點」辦理，其補助標準比照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有關各申請教師補助金額，提請 審議。
二、本次申請教師共 2 位，資料檢陳如下，奉核可申請書如附件 16，頁
141-166：
管理學院
系所
姓名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預算申請
備註

林幸君

應用經濟系

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許明峰
助理教授

2014/02/12
|
2014/02/14
2014/07/03
|
2014/07/09

韓國

旅

費：9,478

釜山

註冊費：9,300

日本

旅

費：14,000

(本案補助上

大阪

註冊費：10,672

限30,000元)

(本案補助上限
30,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應用經濟系林幸君老師18,778元(旅費9,478元，註冊費 9,300
元)；財務金融系許明峰老師24,672元(旅費14,000元，註冊費10,672元)。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因公出國報告追蹤及審核管理業務處理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4 月 28 日「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學校公務出國報告追
蹤及管理作業研習會」紀錄及 103 年 5 月 2 日臺教綜(三)字第 1030053067
號函辦理
二、各機關學校以政府經費補助辦理之公務出國報告，除屬機密者，或依科
技部相關規定上傳科技部網站者外，均應上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惟
由學校校務基金 5 項自籌支應者，無需上傳。
三、有關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及典範大學計畫等政府補助款及相關
計畫預算結餘款因應教授需求支應之出國計畫，將待國發會確認是否需
上傳報告後，由教育部轉知各大專校院辦理。
四、研習會紀錄決議，各機關學校公務出國報告窗口，可電洽國發會申請多
組帳號密碼，惟原則仍以代碼 A0 者為彙辦窗口，目前本校 A0 窗口為人
事室，B0 為國際事務處。
五、國際事務處將配合教育部修正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或
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處理要點」。
六、配合教育部相關業務分工，擬將出國人員之出國報告審核事宜由各計畫
主辦單位審核，並由人事室(A0)彙報教育部及相關單位。
七、檢附研習會紀錄及教育部公文(附件 17，頁 167-186)，請 卓參。
決議：擇日召開相關協調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12時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