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大學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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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6月21日（星期三）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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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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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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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案件出國報告書繳交情況，提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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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情形：依會議決議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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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105學年度第3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決議通過、105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更新法規資訊於網站。
參、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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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通過案件共 18 案，17 案已繳交報告並待國發會點收，1 案尚未
達繳交期限，報告繳交情況如下：
系統識別號 出國人員

出國期間

報告日期 點收狀態

C10600969

李茂田

106/05/11 至 106/05/18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71

李亭頤

106/04/24 至 106/05/02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8

蔡忠道

106/04/21 至 106/04/24 尚未繳交 未達繳交限期 106/7/9

系統識別號 出國人員

出國期間

報告日期 點收狀態

C10600956

王俊賢

106/04/11 至 106/04/16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7

董哲煌 等 9 人 106/04/04 至 106/04/09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5

林正亮 等 2 人 106/04/04 至 106/04/09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4

楊德清

106/04/02 至 106/04/07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3

吳煥烘 等 4 人 106/03/29 至 106/04/05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70

顏玉雲

106/03/17 至 106/03/27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2

林幸君

106/03/15 至 106/03/20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1

艾群 等 3 人

106/03/11 至 106/03/17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60

邱義源 等 3 人 106/03/08 至 106/03/11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59

李茂田

106/03/05 至 106/03/08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55

張景行

106/02/24 至 106/03/01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57

李鴻文 等 2 人 106/02/20 至 106/02/22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54

賴泳伶

106/02/16 至 106/02/21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953

洪偉欽 等 3 人 106/01/30 至 106/02/03 已繳交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C10600492

郭章信

已繳交，待國發會點收

106/01/10 至 106/01/14 已繳交

決議：洽悉，請出國或赴大陸人員於限期內繳交公務報告並完成程序。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公務出國(含大陸)報告繳交日期配合教育部法規修正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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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說明：
一、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赴大陸地區案件處理要點第十點：
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赴大陸地區人員，應於返臺後依政府機關
（構）人員從事兩岸交流活動注意事項之規定，於一個月內提出報告。
二、 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理要點第十點：本部及
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之日起二個半月內提出出國
報告。
三、 配合教育部上述要點修正本校相關法規要點，業經105學年度第3次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決議通過、105學年度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後實行，修正
後法規如附件1(頁20-29)。
決議：存參。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處
案由：本校配合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補助學生赴海外體驗暨師生組團赴國外研習
交流計畫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本案配合本校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D主軸執行策略，由全校徵件經審核依據
出國地區及各項評分等級，經本校105學年度第2次國際化小組委員會審議
通過，核定以下計畫(會議記錄如附件2，頁30-37):
(一) 學生海外體驗計畫:共核定22件計畫，補助額度為每人新台幣2萬元，
計畫明細如下列：
編號

計畫名稱
美國加州爾灣大學短期

1

進修
小動物臨床外科暑期實

2

習交流

出國地點
美國

出國期間

系所

106.06.26 - 09.14 行銷與觀光系

日本酪農大學 106.06.29 - 07.29

獸醫系

計畫主持人

出國學生名冊

凌儀玲

1034752 李采諭

吳瑞得

1012294 許應元

藉由觀察日本關西古蹟
3

1044140 鄭文茵

觀光，找出台灣旅遊新 日本中京大學 106.09.01 - 09.12

應用歷史系

吳建昇

貌
日本宗教文化與社會創
4

新在地考察

1044147 顏攸栴
1044835 李雯薪

日本明治大學 106.09.04 - 09.10

應用歷史系

吳建昇

1034142 楊慶緯
1034147 盧柔蓁
1034081 陳雅青
1034042 劉雅芳

5

國際教育學術交流

泰國藝術大學 106.08.10 - 08.20

外語系

蔡雅琴

1034038 慼維容
1034056 魏郁甜
1034074 楊昀靜

前往泰國東方大學訪查
簽約姊妹系之事宜，並
6

參訪姐妹校泰國農業大

1030373 王麗雅
泰國

106.05.28 - 06.07

應用化學系

李瑜章

1022788 洪一汝

學暨參加國際研討會
擴展視野－參與國際研
7

討會＆新加坡風俗民情
體驗之旅

1040363 王昱敏

1023100 蔡佳恒
新加坡

106.07.30 - 08.04

電機系

張慶鴻

1023095 呂東翼
1023068 陳佳村

編號

計畫名稱

出國地點

出國期間

系所

計畫主持人

利用多種電漿源製作奈
8

米微結構光電基材表面 日本香川大學 106.07.03 - 07.28 電子物理學系

蘇炯武

物理結構及特性研究
搜尋頂級掠食者身影－
9

猛禽

泰國

106.08.10 - 08.29

生物資源系

蔡若詩

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暨
10

11

國際交流基金推動專案

出國學生名冊
1022709 陳仲瑋
1036426 張佑任

1023304 陳達智
1023191 彭暄詠

日本

106.09.11 - 09.18

食品科學系

翁義銘

1023206 王俞婷

－學生海外體驗計畫

1023215 邱宜婷

實驗動物模式在生物醫

1023490 王心妤

藥與疾病研究應用增能 中國南京大學 106.07.07 - 07.20

微免系

翁博群

體驗

1033518 顧子奇
1033495 陳家華
1043408 蘇靖雅

12

尋訪幽谷藥都

日本富山大學 106.09.24 - 09.30 生化科技學系

林芸薇

1043422 李嘉傑
1043440 葉聿昕

可食用共生真菌培養技
13

術之探討

日本

106.08.20 - 08.27

森林系

林瑞進

1032145 李明翰

泰國

106.08.10 - 08.29

森林系

劉建男

1022141 廖珮岑

日本

106.06.25 - 07.08

園藝系

江一蘆

1032081 徐筱晴

景觀學系

張高雯

1032544 陳佩賢

106.07.02 - 07.17

森林系

黃名媛

106.09.24 - 09.30

農藝系

黃文理

追尋赤腹鷹的飛行軌跡
14

－猛禽東亞大陸遷徙線
探訪
台日草莓栽培育苗技術

15

研習
日北東京大學地工研究

16

室短期實習計畫

日本東京大學 106.06.26 - 08.11

台灣學生代表參加第 45
17

屆 2017 國際森林學生

南非

年會

1022191 周佳儀
1032159 陳盈安

2017 International
18

Symposium of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韓國浦項工科
大學

1032050 劉地寬

(ISRFG)
琉球群島生態工法社區
19

20

營造

AIESEC 海外成長計劃

1022101 尤仕承
日本沖繩

106.09.14 - 09.21

景觀系

王柏青

1032540 蔡繽娜
1032537 謝卓芸

匈牙利

106.07.24 - 09.10

教育系

陳美瑩

1043587 吳侑禧

編號

計畫名稱

出國地點

出國期間

系所

計畫主持人

出國學生名冊
1010825 蘇衍丞

日本廣島大學學術交流
21

參訪計畫

日本廣島大學 106.07.28 - 08.02

教育系

洪如玉

1040903 陳杏春
1030906 吳冠勳
1040938 洪郁惠
1050908 葉長樟

中日運動文化的交會22

1041024 王昱翔

筑波大學體驗學習與交 日本筑波大學 106.06.26 - 06.30

體育系

流計畫

倪瑛蓮

1031018 鄭靜宜
1023846 林昆憲
1027344 劉晴晴

(二) 本校師生組團赴海外研習計畫:共核定7件計畫，補助額度及計畫明細
如下列：
出國團員
編號

計畫名稱

出國地點

出國期間

系所

補助金額

計畫主持人
學生

1

長崎大學水
產研習

日本

106.09.03 09.07

水生生物學系

黃承輝

1050646 蔡依良

每人

1023370 黃琬婷

15,693

1033356 李旻翰
1033352 辛姿穎

日本名古屋

每人

市立大學、中
2

京大學、愛知
大學名古屋

1021121 范惠珍
日本

106.07.15 07.22

應用歷史系

李明仁

校區海外見

19,088

1048310 羅嘉琪
1024117 翁汝儀
1024141 鄭莘蓓

學
日本宮崎大
3

學獸醫學系
及動物醫院

日本

106.07.22 07.29

獸醫學系

吳瑞得

1022389 吳寶心

每人

1022379 翁子傑

19,088

1022384 黃少鏞
1022307 苑宇耀

參訪
日本農村景
4

觀參訪及海
外學術交流
增能計畫

每人
日本

106.06.22 06.30

景觀所

江彥政

1050258 黃晨洲
1050253 許龍豪

20,000

5

蝙蝠聲紋分
析技術交流

澳洲

東京大學細
6

胞分選技術

日本

研習
日本京都同
7

志社大學海

日本

外見學計畫

106.08.14 08.26
106.08.19 08.26
106.09.11 09.16

每人
農學博

生機系

劉建男

洪敏勝

1040003 周政翰

20,000

1032919 林子婷

每人

1032941 劉家豪

19,088

1032928 羅丞宏
教政所

楊正誠

由教育系、教政

每人

所、數理所共同甄

16,816

選 4 位公費生

二、 各核定計畫學生出國經費來源擬由教學增能計畫學校配合款支應；各帶隊
教師經費來源由國際交流基金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管院碩專班李鴻文教授兼院長、沈宗奇教授，於 106 年 5 月 19 日至
24 日赴中國大陸帶領 EMBA 學生參加玄奘之路第 12 屆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4 月 27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 106 年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106C1‐017)項
下支應。
三、檢附申請表 (附件 3，頁 38-52)，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案由：有關土木系陳建元教授，於 106 年 5 月 25 日至 29 日赴韓國參加 2017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ICCEMS 2017)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1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陳建元教授計畫結餘款(104A1‐502)項下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 (附件 4，頁 53-57)，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音樂學系
案由：有關音樂系劉榮義院長、張俊賢主任、楊千瑩主任、陳千姬助理教授及張
得恩助理教授帶領音樂系學生一行共 15 人，於 106 年 5 月 27 日至 31 日
赴中國大陸浙江進行文化、音樂及經濟交流考察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2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由人文藝術學院項下 C1‐200、102‐F3‐044 等經費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 (附件 5，頁 58-75)，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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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哲助理教授，於 106 年 6 月 6 日至 11 日
赴日本執行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2017 年台北班海外教學暨實務參訪計
畫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2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 106 年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106C1‐018)項
下支應。
三、檢附核准申請表 (附件 6，頁 76-7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師培中心林明煌副教授，於 106 年 6 月 16 日至 19 日赴日本參加 2017
年日本「國際教育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4 月 14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林明煌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3B1-170、104B1-583)項下
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 (附件 7，頁 80-82)，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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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年 6 月 17 日至 26 日赴保加利亞參加「第
五屆農業和食品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4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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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A2-517)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8，頁 8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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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土木系陳建元教授，於 106 年 6 月 23 日至 29 日赴泰國參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7 (ICATI2017)並發表論
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7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陳建元教授計畫結餘款(104A1‐502)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9，頁 90-9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案由：有關體健系師生於 106 年 6 月 26 日至 30 日赴日本執行 106 年嘉義大學體
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海外參訪交流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3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此次參訪團由師範學院張家銘副院長及體健系洪偉欽主任率領帶隊教師
共 11 名、行政助理 1 名及學生 12 位所組成。
三、本次出國費用：(一)本系 11 名教師及 1 位行政助理差旅費由體健休系碩專
班結餘款(C1-517)項下支應；(二)12 名學生由本系碩專班結餘款(C1-517)
項下每人補助 1 萬 5 仟元為原則。
四、檢附簽文及計畫 (附件 10，頁 94-10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案由：有關數位系林菁教授，於 106 年 7 月 1 日至 18 日赴西班牙參加教育學習
17：第九屆教育和新學習科技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2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林菁教授計畫結餘款(101B1-509、104B1-520)項下支
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11，頁 104-108)，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企業管理學系
案由：有關企管系游鵬勝教授，於 106 年 7 月 1 日至 9 日赴日本參加 2017 企管
資訊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1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游鵬勝教授計畫結餘款(104B1‐530)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論文摘要 (附件 12，頁 109-11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中國文學系
案由：有關中文系陳茂仁系主任，於 106 年 7 月 3 日至 7 日赴中國大陸執行中文
系教師帶領選派學生赴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及華東師範學院出版社實習
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配合學校強化國際交流政策，中文系於今年遴選 6 位大學部學生於 2017
年 7-8 月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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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協助及輔導學生熟識實習環境及內容，陳茂仁主任於 7 月 3 日至 7 日前
往上海、曾金承老師於 2017 年 7 月 3 日至 7 日前往北京出差。
三、本次出國費用擬由中研所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項下支應，定額補助出差教
師機票及生活費；部分補助學生機票費，每學生 8 千元為原則。
四、本案業於 5 月 2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五、檢附中文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紀錄、出版社邀請函簡介 (附件 13，頁
114-124)，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案由：有關數位系王思齊副教授，於 106 年 7 月 3 日至 25 日赴加拿大、日本等
地參加人機互動國際研討會、創新與管理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
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12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王思齊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5B1‐134、103B1‐535)項下支
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14，頁 125-132)，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有關邱義源校長領隊之校級訪問團將於 106 年 7 月 4 日至 8 日赴馬來西亞
拜訪南方大學學院、新紀元大學學院並簽署姊妹校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2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此次校級訪問團成員為邱義源校長、特教系林玉霞主任、生管系盧永祥教
授及園藝系郭濰如教師。
三、本次出國成員費用經費來源：邱義源校長擬由推動科技經費項下支應、林
玉霞主任擬由師範學院碩專班提撥經費(C1-100)、盧永祥教授擬由管理學
院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嘉義班)(C1-501)、郭濰如教師擬由農學院碩專班結
餘款(C1-508)項下支應。
四、檢附 (附件 15，頁 133-137)，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案由：有關吳煥烘副校長、師範學院黃月純院長，於 106 年 7 月 5 日至 9 日赴韓
國執行 2017 年教政所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化與教育政策研究」課程暑期
出國參訪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1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教政所碩專班結餘款(C1‐505)項下支應。
三、檢附計畫書 (附件 16，頁 138-144)，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六
提案單位：音樂學系
案由：有關音樂系曾毓芬教授，於 106 年 7 月 6 日至 14 日帶領音樂系學生赴中
國大陸浙江進行暑期師生交流活動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受贈收入(102‐F3‐044)項下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 (附件 17，頁 145-150)，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資訊管理學系
案由：有關資管系陶蓓麗教授，於 106 年 7 月 7 日至 27 日赴捷克參加第十九屆
國際數位媒體溝通與資訊管理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1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科技部計畫收入(105B1-094)、不足的部分由陶蓓麗教授
計畫結餘款(105B1-5084)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18，頁 151-156)，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有關師培中心蔡福興副教授，於 106 年 7 月 7 日至 24 日赴加拿大、美國
參加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2017) 及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AHFE 2017)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5 月 23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蔡福興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5B1-5003)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19，頁 157-16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農藝學系
案由：農藝學系大二林妮蓉同學赴國外參加交流活動申請校務基金自籌經費補助
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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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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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戶編號（104F2-039）支應。
二、林同學代表台灣農業學生會(TAAS)，於 7 月 9 日至 7 月 30 日在墨西哥舉
行國際農業與相關科技學生會(IAAS)世界大會交流活動，業經農藝學系
105 學年度第 13 次系務會議通過，同意補助來回經濟艙機票費用之三分之
ㄧ，但以不超過ㄧ萬元為上限。
三、檢附系務會議紀錄摘要、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農藝學系學生學術研究獎助
要點及大會邀請函(附件 20，頁 164-167)提供參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電子物理學系
案由：有關電物系蘇炯武教授，於 106 年 7 月 13 日至 19 日赴日本香川大學工學
部協助學生執行海外體驗計畫、學術交流及實地參與觀摩實驗乙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5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理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C1‐300)項下支應。
三、檢附同意函、海外體驗計畫核准名冊 (附件 21，頁 168-17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電子物理學系
案由：有關電物系林立弘副教授，於 106 年 7 月 15 日至 22 日赴美國參加 Edison20
國際會議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5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林立弘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4B1‐503)項下支應，經費不
足部分自費。
三、檢附邀請函、議程、海報內容大綱 (附件 22，頁 174-17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學院
案由：有關人文院劉榮義院長，於 106 年 7 月 18 日至 23 日受邀至中國大陸參加
2017 青島國際雙簧管藝術節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2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由劉榮義院長計畫結餘款(102A2-511)項下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 (附件 23，頁 180-183)，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特教系林玉霞主任，於 106 年 7 月 22 日至 8 月 13 日赴美國執行教育
部補助「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跨國界赴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
見習課程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由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資生跨國界赴美國華盛頓
大學教育見習課程計畫(105D1-070) 項下支應 1,235,000 元;本校統籌款
(106T104-04)：315,000 元。
三、檢附核准申請表、教育部核定函、本案計畫書 (附件 24，頁 184-213)，請
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水生生物科學系
案由：有關水生系吳淑美教授，於 106 年 7 月 23 日至 28 日帶領 1 位學生及助理
赴日本參加 2017 生物技術、化學工程和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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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吳淑美教授計畫結餘款(105B1-5075、105A2-508)項下支
應，並補助學生及助理發表論文註冊費。

三、檢附接受函、論文摘要 (附件 25，頁 214-21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案由：有關課活組賴泳伶組長，於 106 年 7 月 25 日至 8 月 1 日帶領 oneway 團契
國際志工隊赴泰國服務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教學增能計畫(106D1‐A2‐1)項下支應。
三、檢附活動申請表及計畫 (附件 26，頁 220-22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六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教育學系洪如玉教授，於 106 年 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赴日本與日本
廣島大學洽談學術交流參訪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2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洪如玉教授計畫結餘款 (105D1-507、 105B1-5035 、
104B1-117B)項下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附件 27，頁 230-235)，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七
提案單位：應用經濟系
案由：有關應經系林幸君教授兼主任，於 106 年 8 月 5 日至 9 日赴新加坡參加 2017
第七屆東亞經濟與環境資源學會年會暨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9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林幸君教授計畫結餘款(106A3-521、105B1-5090)項下支

應。
三、檢附接受函、論文摘要 (附件 28，頁 236-23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八
提案單位：管院碩士在職專班
案由：有關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嘉義班赴日本九州及越南河內市辦理「2017
年海外教學暨實務參訪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9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106 年 8 月 16 日至 20 日由李佳珍副教授帶隊赴日本九州參訪當地企業及
文創產業。
三、106 年 8 月 19 日至 23 日由陳旻男助理教授帶隊赴越南河內市參訪當地企
業及文創產業。
四、以上分案參訪出國費用由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計畫經費(106C1‐017)項
下支應。
五、檢附核准申請表 (附件 29，頁 240-245)，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九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案由：有關語中吳靜芬主任、潘彥瑾專案助理教授及吳沂玲專案辦事員，於 106
年 8 月 17 日至 21 日至韓國進行華語課程之招生作業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7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語言中心推廣教育結餘款(GG‐B16)項下支應。
三、檢附簽文 (附件 30，頁 246-257)，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
提案單位：數理研究所
案由：有關數理所林樹聲教授，於 106 年 8 月 19 日至 9 月 2 日赴歐洲參加 2017

第 12 屆歐洲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7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林樹聲教授計畫結餘款(104B1-508)項下支應。
三、檢附接受函 (附件 31，頁 258-261)，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教育系洪如玉教授，於 106 年 8 月 20 日至 9 月 3 日赴丹麥參加 2017
歐洲教育學會(ECER)年會並發表論文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2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洪如玉教授計畫結餘款 (105D1-507、 105B1-5035 、
104B1-117B)項下支應。
三、檢附論文接受函、註冊證明 (附件 32，頁 262-266)，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二
提案單位：水生生物科學系
案由：有關陳淑美副教授，於 106 年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赴日本長崎大學洽談
學術合作交流訪問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2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陳淑美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4A3-518、103D1-502)項下
支應。
三、檢附長崎大學邀請函 (附件 33，頁 267-269)，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三
提案單位：水生生物科學系
案由：有關黃承輝特聘教授，於 106 年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帶領學生赴日本國
立長崎大學研習及執行海外體驗計畫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5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部分獲國際交流基金(104F3‐002)補助，部分由黃承輝特聘教
授計畫結餘款(105B1‐5053)項下支應。
三、檢附海外體驗計畫核准名冊 (附件 34，頁 270-272)，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四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為吸引更多境外生至本校就讀及宣傳本校特色，於 106 年 7 月 5 日至 12
日赴馬來西亞參加 2017 年馬來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次教育展由教務處李明仁副教務長、國際處林松興組長前往。
二、本案業於 106 年 3 月 27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三、上述出國人員費用由嘉大國際交流基金(104F3‐002)項下支應。
四、檢附簽、行程表(附件 35，頁 273‐278)，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五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2017 暑期與大陸姐妹校西北農林科技大學進行師生交流活動乙
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8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活動於 7 月 7 日至 14 日舉行，由應用化學系梁孟主任、森林暨自然資源
學系何坤益主任帶隊前往。
三、本次活動為落地接待；帶隊教師之國外差旅費擬由推動科技經費項下支應，
每人至多補助上限 2 萬 5 千元整。
四、檢附簽(附件 36，頁 279-288)，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六
提案單位：食品科學系
案由：有關黃建政副教授，於 106 年 8 月 23 日至 27 日赴日本參加「2017 年日
本東京國際水產品及技術展/東京水產展覽會」乙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16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擬由黃建政副教授計畫結餘款(106A3-525)項下支應。
三、檢附邀請函、計畫書 (附件 37，頁 289-302)，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教育學系博士生李世昌，於 106 年 3 月 31 日至 106 年 4 月 5 日赴日
本東京參加第三屆教育國際會議東亞的社會發展與教育改革研討會發表
論文乙案，提請追認。
說明：
一、本案業於 106 年 3 月 23 日簽奉主任同意提案申請。
二、本次出國費用由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C1-515)項下支應。
三、檢附核准申請表、邀請函及議程影本(附件 1，頁 2-8)，請卓參。
決議：經查本案補助學生一萬元，請揭示補助金額於原申請表後本案予以通過。
※臨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2017 暑期與大陸姐妹校南京農業大學進行師生交流活動乙案，
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於 6 月 20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
二、活動於 7 月 20 日至 27 日舉行，由機械與能源工程系丁慶華主任帶隊前往。
三、本次活動採落地接待；帶隊教師之差旅費擬由推動科技經費項下支應。
四、檢附簽(附件 2，頁 9-10)，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散會(下午3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