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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研發處會議室 

主席：劉榮義副校長                                      記錄：李文茹 

出席人員：徐善德研發長、黃月純院長、李明仁院長(曾毓芬副院長代理)、李鴻

文院長、林翰謙院長、章定遠院長、吳思敬代理院長(陳瑞祥副院長代

理)、周世認院長 

列席人員：連振昌處長(林金龍組長代理)、張幸蕙代理主任(莊瑞琦組長代理)、

余昌峰副研發長、盧青延簡任秘書、楊弘道組長、蔡任貴專員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實習產品銷售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 為健全實習產品安全管理，促進學生實習效果與員生消費權益，特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實習產品銷售管理要點」草案。 

二、本案前由黃副校長於107年7月3日召集相關系所、產學營運及推廣處、主

計室及員工消費合作社共同討論後，由研究發展處依據會議決議修正草

案。另於會議記錄簽核過程中 (如附件1，頁1~6)，主計室再建議修正第

二點及第五點。 

三、本案提送本次會議報告，續蒐集各學院意見，修正後由產學營運及推廣

處簽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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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要點草案第 2 點「本要點適用於本校相關單位之師生參與實習產品、研

發、輔導、產學合作及自費研究等產品。」修正為「本要點適用於本校相

關單位師生參與實習及研發之產品。」 

二、 要點草案第 3 點「實習產品應經系所會議審議通過，並提送本校智慧財

產及技術移轉審議委員會備查後，委託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及系所自行

銷售予本校教職員工生。」修正為「實習產品應經生產單位會議審議通過，

並提送本校智慧財產及技術移轉審議委員會備查後，委託本校員生消費

合作社及系所自行銷售予本校教職員工生。」 

三、 要點草案第 5 點「實習產品銷售所得支用比例原則為學校管理費 10%，

生產單位 90% (年度結餘經費結轉次年度繼續使用)。」修正為「實習產

品銷售所得支用比率原則為 10%歸學校統籌運用，生產單位 90% (年度結

餘經費結轉次年度繼續使用)。」 

四、 餘洽悉，修正後由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簽提行政會議審議。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7 年度第 2 次學校統籌款會議各類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申請

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決議，嗣後有關

各類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申請案，修改為申請計畫時免送學審會審議，

俟計畫核定後再提統籌款會議審議，以簡化申請流程(如附件 2，頁 7~8)。 

二、本校 107 年度第 2 次學校統籌款會議各類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申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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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事務處、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理工學院及生命科學院 7 件

申請案，總金額為 120 萬 2,826 元，其中經常門 104 萬 7,020 元，資本門

15 萬 5,806 元 (如附件 3，頁 9~10)。 

三、本案業於 107 年 9 月 11 日簽奉校長核可提送 107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審議

小組會議報告，並提送 107 年度第 2 次學校統籌款會議審議，俾利各類

研究計畫順利推展 (如附件 4，頁 11)。 

四、本校 107 年度第 2 次學校統籌款會議各類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申請案審

議資料陳列於會場供委員查閱。 

決定：洽悉，並提送 107 年度第 2 次學校統籌款會議審議。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師範學院變更科技部補助「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申請

書」推薦名單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 107 年 6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中，審議

通過各學院推薦申請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受補助

人員。其中，師範學院推薦 5 名，分別為教政所張宇樑教授、數理所楊

德清教授、數理所姚如芬教授、師培中心蔡福興副教授、體休系許雅雯

助理教授。 

二、 師範學院於 107年 6月 29日簽請將推薦名單中數理所姚如芬教授變更為

教育系洪如玉教授，並於 107 年 7 月 3 日奉校長同意變更 (如附件 5，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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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需於 7 月 6 日前文抵科技部，本處依上述簽呈將師範學院推薦名單

修改為教政所張宇樑教授、數理所楊德清教授、教育系洪如玉教授、師培

中心蔡福興副教授、體休系許雅雯助理教授等 5 名，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追認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科技部補助「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提請審議。 

說明： 

一、科技部「107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申請案，本校申請360萬

2,309元，科技部核定補助360萬2,309元 (核定公文如附件6，頁18~19)。 

二、本補助案之機關負擔補充保費，依來文說明三由本補助款支應，並以支

出分攤表核實列支，分攤總額不得超過獎勵總額之1.91%。 

三、依107年6月26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決議，獎勵金

每人每月支領1萬元，其中楊德清教授因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每月支領2

萬元以上，其獎勵金核給計算方式以科技部補助總額扣除每人每月1萬元

及健保公提金後之剩餘額度獎勵 (含健保公提)。依此決議，本校申請書

規劃28名，27人每人每月支領1萬元，楊德清教授每月支領2萬4,500元 (試

算表如附件7，頁20~21)。 

四、申請名冊及獎勵額度如下表，擬經學術審議小組會議決議後通知獲獎人

及所屬學院知悉，並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支給

規定第 7 點，請受獎勵人於受獎日起 6 個月內提繳期中進度報告，獎助

結束前 3 個月提送書面執行績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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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略) 

陸、散會：上午 11 時 

學院別 學院提送名單 獎助額度 

師範學院 

1.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張宇樑教授 

2.數理教育研究所楊德清教授 

3.教育學系洪如玉教授 

4.師資培育中心蔡福興副教授 

5.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許雅雯助理教授（首次獲本項獎助） 

1.27人每人每月支

領 1 萬元。 

2.楊德清教授因曾

獲科技部傑出研

究獎每月支領 2

萬 4,500 元。 人文藝術學院 1.中國文學系朱鳳玉教授 

管理學院 

1.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曹勝雄教授 

2.財務金融學系黃鴻禧教授 

3.資訊管理學系張宏義副教授 

4.資訊管理學系李彥賢副教授（首次獲本項獎助） 

農學院 

1.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林金樹教授 

2.農藝學系莊愷瑋教授 

3.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王文德副教授（首次獲本項獎助） 

獸醫學院 1.獸醫學系黃漢翔副教授 

理工學院 

1.電子物理學系高柏青副教授（首次獲本項獎助） 

2.應用化學系陳文龍教授（首次獲本項獎助） 

3.應用化學系李瑜章教授 

4.應用化學系連經憶助理教授（首次獲本獎助） 

5.生物機電工程系艾群教授 

6.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吳南靖專案助理教授（首次獲本項獎助） 

7.資訊工程學系林楚迪副教授（首次獲本獎助） 

8.電機工程學張慶鴻副教授 

9.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烔堡教授（首次獲本獎助） 

生命科學院 

1.食品科學系王璧娟教授 

2.水生生物科學系賴弘智教授 

3.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劉怡文教授 

4.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謝佳雯助理教授 

5.生物資源學系陳宣汶助理教授（首次獲本獎助） 

合計 28 名（教授 15 名、副教授以下 13 名） 

獎勵金合計 3,534,000 元 

含二代健保機關公提金後金額 3,601,500 

獲補助額度 3,602,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