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105學年度第2次因公出國或赴大陸（含港澳）地區案件
審核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05年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時
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大樓3樓第3會議室
主席：吳煥烘副校長

記錄：丘富元

出席委員：詳如簽名簿
壹、 主席報告(略)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行情形
※決議事項
執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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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案件出國報告書繳交情況，提請報告。
決議：洽悉，請督促出國人員於期限內完成報告繳交程序。
◎執行情形：部分人員報告尚未繳交，請逾限人員盡速於今年底完成。
參、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105 學年度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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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會議通過案件共 30 案，12 案已繳交報告並待國發會點收，2 案免
繳交，9 案尚未達繳交期限，7 案尚未繳交，報告繳交情況如下：
系統識別號

出國人員

出國期間

點收狀態

備註

C10503684

陳清田

105/11/05 至 105/11/13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6/2/13

C10503683

莊富琪

105/11/01 至 105/11/05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6/2/05

C10503682

林幸君

105/10/21 至 105/10/26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85

黃月純

105/10/15 至 105/10/17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6/1/17

C10503681

林明煌

105/10/14 至 105/10/17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6/1/17

C10503679

林億明

105/10/13 至 105/10/17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80

劉祥通

105/10/09 至 105/10/15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78

翁頂升等 2 人

105/10/07 至 105/10/11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6/1/11

C10503677

黃光亮等 4 人

105/09/25 至 105/10/02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6/1/2

C10503676

張瑞娟

105/09/24 至 105/09/28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75

陳政男等 2 人

105/09/22 至 105/09/27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5/12/27

C10503674

陳文俊

105/09/17 至 105/09/24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5/12/24

C10503673

黃月純

105/09/10 至 105/09/18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期限 105/12/18

C10503672

李茂田

105/09/09 至 105/09/11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71

黃健政

105/09/05 至 105/09/09 尚未繳交

已逾期(繳交期限 105/12/09)

C10503670

李堂察

105/09/02 至 105/09/07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陳榮洪

105/08/29 至 105/09/09 免繳交

科技部計畫

C10503567

黃名媛

105/08/28 至 105/09/02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69

陳建元

105/08/26 至 105/09/06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68

賴泳伶

105/08/25 至 105/08/31 尚未繳交

已逾期(繳交期限 105/11/31)

C10503647

徐超明

105/08/23 至 105/08/27 尚未繳交

已逾期(繳交期限 105/11/27)

C10503646

林炳宏

105/08/20 至 105/08/27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45

黃文理

105/08/11 至 105/08/20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44

陳建元

105/08/07 至 105/08/13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1914

林金樹等 2 人

105/08/04 至 105/08/11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503643

吳振賢

105/07/19 至 105/07/23 尚未繳交

已逾期(繳交期限 105/10/23)

C10503641

丁志權

105/07/15 至 105/07/20 尚未繳交

已逾期(繳交期限 105/10/20)

C10503642

林明煌

105/07/15 至 105/07/20 尚未繳交

已逾期(繳交期限 105/10/20)

C10503640

朱彩馨

105/07/13 至 105/09/03 待點收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林金樹

105/07/09 至 105/07/20 免繳交

科技部計畫

決議：請國際處每月定期提醒申請人/團體之報告負責人繳交報告，若報告負
責人逾期未繳交報告則無法再次提案，並自報告繳交之日起 3 個月內不
得再次提案。請國際處依前述修改相關作業要點後公告。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由：有關生農系顏永福教授、王文德副教授與學生一行 6 位，於 105 年 10
月 24 日至 30 日赴姊妹校越南大叻大學辦理雙邊研討會「NCYU-DLU
workshop」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0 月 21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國際交流基金(104F3‐002)項下支應。
三、檢附研討會計畫、國際交流基金 105 年經費支用規劃簽文 (附件 1，頁
7-2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案由：有關數位系黃國鴻教授，於 105 年 11 月 5 日至 8 日赴中國參加 2016 年
創新通訊及工程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0 月 14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黃國鴻教授計畫結餘款 (104B1‐591)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議程 (附件 2，頁 24-28)，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有關理工學院洪滉祐教授兼院長、國際處丘富元專案組員，於 105 年
11 月 10 日至 13 日赴澳門參加 2016 年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乙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0 月 2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國際交流基金(104F3‐002)項下支應。
三、檢附簽文、教育展日程 (附件 3，頁 29-36)，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師範學院
案由：本校應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之邀，組團參加「2016 年海峽兩岸中小
學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本校楊國賜講座教授、吳煥烘副校長、
黃月純院長等 13 位人員參與，提請審議。
說明：

一、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於 105 年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1 日舉辦 2016 年
海峽兩岸中小學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本校楊國賜講座教授、吳煥
烘副校長、黃月純院長等 13 位人員參與。
二、本計畫擬支付出席人員來回機票、辦證費用、因公赴國外保險及租車往
返機場費用等合計約新台幣 14 萬 6,752 元，擬由師範學院碩專班提撥
師範學院經費(C1-100)項下支應。
三、本計畫已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楊國賜講座教授、洪偉欽主
任、張家銘副院長改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支應。
四、檢附簽文(附件 4，頁 37-47)，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案由：有關生農系顏永福教授，於 105 年 11 月 17 日至 26 日赴澳洲參加第一
屆熱帶植物育種國際會議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0 月 2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顏永福教授計畫結餘款(105A4-511、105B1-5031、
105A2-009、104B1-149)項下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議程表 (附件 5，頁 48-5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植物醫學系
案由：有關植醫系郭章信副教授，於 105 年 12 月 1 日至 5 日赴日本出席 2016
第七屆植物醫學國際會議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0 月 14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郭章信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5A3-521)項下支應。
三、檢附會議邀請函 (附件 6，頁 54-57)，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景觀學系
案由：有關景觀系曾碩文助理教授，於 105 年 12 月 3 日至 10 日赴日本參加
2016 IACSS 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1 月 1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曾碩文助理教授計畫結餘款(105A2-514)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論文摘要、議程 (附件 7，頁 58-6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案由：有關土木系陳文俊副教授，於 106 年 1 月 18 日至 24 日赴日本參加 2017
工程與自然科學亞洲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1 月 23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陳文俊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3A2-512)及土木與水資
源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C1-507)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議程 (附件 8，頁 64-68)，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案由：有關森資系李嶸泰助理教授，於 106 年 2 月 5 日至 11 日赴南韓參加 2017
工程及應用科學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1 月 28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李嶸泰助理教授計畫結餘款 (105B2-515)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9，頁 69-71)，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 (上午10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