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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展處 

一、組織系統 

 

 

 

 

 

 

 

 

 

二、組織與員額 

研發處置研發長、校務企劃組組長、技術合作組組長、學術發

展組組長、專員1人、組員1人、專案工作人員3人，工讀生2人。 

 

三、98學年度工作目標 

(一)會議運作 

1.召開會議 

校務諮詢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經費

稽核委員會、學術獎勵審議小組、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因公派

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查小組、交換學生審查小

組、校園規劃小組會議、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工作小組、校務自我評鑑籌備會、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籌備

會暨委員會、2009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籌備會暨工作小組會

議。 

2.其召開次數依實際需求。 

(二)學術發展組 

1.辦理本校教師、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1)辦理教師、學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如未獲國科會或 

   其他機關補助，則依老師提出申請辦理校內補助教師出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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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會議。 

(2)預定執行期限：依教師、學生提出申請案辦理。 

2.辦理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機關各種學術活動申請案 

(1)接受本校老師申請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機關各種學術活動 

   申請案。 

(2)預定執行期限：依教師、學生提出申請案辦理。 

3.辦理交換學生業務 

(1)辦理本校暨姊妹校學生申請交換學生計畫案，並召開交換學 

   生審議小組會議甄選本校薦外及外薦交換學生。 

(2)辦理補助本校暨姊妹校學生申請交換學生獎補助金。 

4.學術交流 

  本學年度與姊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University of Idaho)、日 

  本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日本酪農學園大學(Rakuno  

  Gakuen University)、泰國湄洲大學(Maijo University)、泰國 

  坤敬大學(Khon Kaen University)、泰國皇后詩麗吉植物園 

  (Queen Sirikit Botanic Garden)、法國南特木業學院(Ecole  

  Superieure Du Bois)、大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南京農業大學、 

  福建農林大學進行學者互訪、技術交流、研究合作、交換學生及 

  師生短期訪問交流等合作計畫。 

5.研究成果獎勵 

(1)受理教師提出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申請案。 

(2)執行期限：送件即審。 

6.傑出教師研究獎勵辦法 

(1)受理教師提出本校「傑出教師研究獎勵」申請案。 

(2)預定執行期限：99年9月。 

7.接待外賓及國內外學術參訪 

  依實際到本校參訪之外賓及國內外學術團體予以接待。 

(三)技術合作組 

1.辦理98年度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其他行政機關、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公民營機構等建教合作計畫申請、簽約、請款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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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 

2.執行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七-大專校院研究 

  人才延攬方案、方案八-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 

  力增能方案，及方案九-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業教師方案等三方 

  案。 

3.辦理98年度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及各項計畫追蹤。 

4.管理本處財產及經費 

(1)確實辦理並上網登錄各項經費之請購核銷相關事宜，並隨時 

   檢視經費支用情形，適時報告單位主管。 

(2)辦理財產增加、移轉、報廢及盤點等相關財產管理事宜。 

(四)校務企劃組 

1.改選98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2.辦理2009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 

3.召開98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 

4.彙編98至101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5.製作與修正全校性簡介。 

6.辦理98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作業。  

7.規劃辦理99年度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 

8.校務基金籌募及捐贈致謝。 

9.辦理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秘書處業務。 

(五)其他 

1.簽辦外機關來文：依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手冊之規定簽辦外機關來 

  文。 

2.更新法規資料：經提案至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將修訂完 

  成之規章上網更新。 

3.校內各項會議彙整與提送。 

4.研發處網頁管理、電子信箱之收發：將各式重要資料公告於網 

  頁、收發電子公文。 

 

四、年度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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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運作 

1.校務諮詢委員會召開1次 

  議題：國立嘉義大學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之發展策略。 

2.校務發展委員會共召開4次 

(1)追認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於99學年度再招收進修部 

   學士班。 

(2)追認觀光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取消分組案及財務金融學 

   系增設進修學士班案。 

(3)追認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申請99學年度開設「進修學士 

   班」。 

(4)審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及規 

   劃書乙案。 

(5)審議本校98-101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案。 

(6)審議100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7)審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及規劃書 

   乙案。 

(8)審議學生事務處就業輔導組更名為「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提供學生職涯諮詢與輔導服務乙案。 

(9)審議為因應國際化發展及整合僑生及外籍生相關業務，擬將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更名為「國際學生組」，英文名採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fairs」。 

(10)審議100學年度各學制招生名額乙案。 

(11)審議本校100學年度院、系、所、組及學位學程之增設、更 

    名、停招及整併乙案。 

(12)審議規劃興建本校蘭潭、民雄、林森校區「專用污水下水 

    道及污水處理廠」，處理規模約1.36萬人之污水處理系統， 

    所需總經費約2億3,731萬元。 

(13)審議爭取國有財產局轄屬嘉義市民國路宿舍無償撥用作為 

    學生宿舍案。 

(14)審議農藝學系擬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撥用「嘉義縣鹿草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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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段土地規劃為實習農場」案。 

(15)審議100年度校務評鑑作業，擬修正本校99-102學年度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學校發展總目標乙案。 

(16)審議因應日益增加之業務，增進本校產學合作之發展，擬 

    將創新育成中心與技術移轉中心整併為「產學營運中心」。 

3.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4次 

(1)稽核本校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 

   形，稽核委員於98年9月28日上午8時前往總務處出納組，進 

   行實地查核作業。 

(2)遴選98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人，推舉結果由吳忠武委 

   員當選召集人。 

(3)稽核日間學制98學年度自辦各項招生經費收支結算表案。 

(4)稽核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案：進修推廣 

   部「開辦各項推廣教育班」、總務處「節約電信服務費用支 

   出、減少空調通風用電、降低水電費支出、夜間走廊及廁所 

   燈火管制、減少電梯使用量、教室、研究生自習室、教師實 

   驗室（研究室）用電管制」。 

(5)稽核校務基金98年度決算。 

(6)稽核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提案審議之補助 

   案：「景觀學系新建系館農學院暨景觀學系大樓經費」、「電 

   機工程學系第3年專題教學實驗設備費」。 

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開4次 

(1)審議景觀學系新建系館「農學院暨景觀學系大樓」所需設備 

   經費1,000萬元。 

(2)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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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修正草案。 

(3)審議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研擬「水工與材料試驗 

   場收繳款處理要點」草案。 

(4)審議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建 

   教合作計畫酬勞支給要點」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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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審議理工學院電機系97年度短缺開辦費1,138,000元及實驗 

   設備費3,400,000元，共計4,538,000元，優先編列於100年 

   校務基金核撥。 

(6)審議100會計年度概算籌編原則、日程表、分工表。 

(7)審議「林森校區外(內)庭環境、廁所清潔及垃圾分類資源回 

   收工作委外案」，支用場地管理費76萬5,330元。 

(8)審議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條文修訂 

   案。 

(9)審議體育室辦理蘭潭校區及民雄校區運動場地增設投幣式 

   管控設備工程，借支校務基金新台幣30萬元。 

(10)審議本校研究生工讀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案。 

(11)追認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案。 

(12)追認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教師學術專書發表 

    獎勵要點」、「傑出教師研究獎勵辦法」、「學生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及廢止「教師出席國 

    際會議補助辦法」案。 

(13)審議本校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廢止案。 

(14)審議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修正案。 

(15)審議動支校務基金，支應獸醫學系系館於100年初搬遷至新 

    民校區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所需搬遷經費共約220萬 

    元。 

(16)審議本校100年度新建及整修工程概算。 

(17)審議附設實驗小學100年度經費概算案。 

(18)審議管理學院估列100年度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旅費概算。 

(19)審議人事室及管理學院估列100年度國外旅費概算。 

(20)審議學務處及教務處估列100年度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經費 

    擬編列6,303萬元。 

(21)審議各單位估列100年度其他政府補助計畫收支乙案。 

(22)審議各單位估列100年度招生考試收支乙案。 

(23)審議各單位估列100年度雜項收入收支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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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審議動物醫院估列100年度醫療收入收支乙案。 

(25)審議各單位所提估列100年度建教合作經費乙案。 

(26)審議進修推廣部估列100年度推廣教育經費乙案。 

(27)審議總務處估列100年度利息收入收支案。 

(28)審議各單位所提估列100年度捐款收支案。 

(29)審議各單位估列100年度場地設備及權利金收支案。 

(30)審議教務處及進修推廣部估列100年度學雜費淨收入5億 

    5,402萬元乙案。 

(31)審議100年度其他教學、管總活動經費擬編列2億3,385萬7 

    千元。 

(32)審議100年度概算用人費用及編制外人力及相關費用共擬 

    列11億5,343萬3千元。 

(33)審議100年度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擬編數及校務基金經 

   常性收支短絀乙案。 

(34)審議100年度固定資產經費擬編列 450萬 1,000元及編列 

   學校統籌款2,000萬元。 

(35)追認 98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算B版（不適用預算法版） 

    資本門超支金額369萬1,968元擬補辦預算。 

(36)審議99年度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教學設備553萬6,040元 

    需求案。 

(37)審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輪值表乙案。 

(38)審議興建本校蘭潭、民雄、林森校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及 

    污水處理廠」，處理規模約1.36萬人之污水處理系統，所 

    需總經費約2億3,731萬元。 

(39)審議本校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 

    外人員人事費及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修正案。 

(40)審議本校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案。 

(41)審議本校客座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 

(42)審議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修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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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審議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案。 

(44)審議新增訂「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 

    則」草案。 

(45)審議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擬於7月底完工，預計於9月1日搬 

    遷，尚需第二期工程，同意補助經費600萬元。 

6.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查小組召開4次 

(1)追認本校組團前往大陸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及新疆農業大 

   學簽署學術科技合作交流協議案。 

(2)追認馮淑慧老師參加國際志工印尼團出國服務案。 

(3)追認艾群教授於99年4月5日至7日赴日本福岡參加「ISMAB國 

   際學術論文發表會」。 

(4)追認王鴻濬主任於5月24日至5月30日前往姊妹校福建農林 

   大學進行通識教育學術交流。 

(5)追認沈副校長等4人於暑假期間赴中國大陸參訪蘭花、花卉 

   及有機農業案。 

(6)追認蔡憲昌所長於99年4月25日至4月30日赴中國大陸參加 

   「兩岸三地政治經濟合作論壇」座談會。 

(7)審議洪滉祐副教授於99年4月5日至7日帶領3位研究生赴日 

   本福岡參加「ISMAB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會」。 

(8)審議連振昌副教授於99年4月5日至7日帶領2位研究生赴日 

   本福岡參加「ISMAB國際學術論文發表會」。 

(9)審議棒球隊擬赴大陸漳州參加國際邀請賽。 

(10)審議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2009年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 

(11)審議黃光亮教授擬於11月下旬至日本參訪設施園藝及花卉 

    產業。 

(12)審議沈再木教授擬於5月間赴美加參訪蘭花與花卉產業。 

(13)審議林淑玲教務長擬於99年7月16日至20日赴馬來西亞參 

    加「2010年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 

(14)審議侯嘉政研發長奉 校長指派參加由中華海外聯誼會舉 

    辦之「庚寅年端午湖湘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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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審議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2010年海外教學暨實務參訪。 

(16)審議本校師生應邀參加東北師範大學「2010海峽兩岸大學 

    生夏令營」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第四屆海峽兩岸高校學 

    生暑期文化交流活動」。 

(17)審議園藝學系沈再木教授擬於6月18日至6月27日赴中國大 

    陸福建省及上海等地參訪及參加研討會。 

(18)審議吳煥烘院長與王瑞壎老師擬於7月4日至7月10日帶隊 

    參訪大陸上海與杭州等地學術交流。 

(19)審議何宣甫老師與陳珊華老師擬於7月21日至7月28日帶隊 

    參訪大陸東北等地學術交流。 

(20)審議郭章信副教授擬於99年6月15日至20日赴日本參加亞 

    太質譜年會。 

(21)審議古國隆副教授擬於99年6月15日至99年6月20日赴日本 

    參加亞太質譜年會。 

(22)審議本校擬組團參與姐妹校大陸南京農業大學「2010兩岸 

    大學生新農村建設研習營」。 

(23)審議林金樹主任奉派為蒙古國立農業大學學術合作簽約代 

    表。 

(24)審議侯金日主任等5位老師帶領學生志工從事國際志工出 

    國服務。 

(25)審議應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之邀，組團參與 

    第十三屆（2010）海峽兩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 

(26)審議林金樹教授擬於99年8月8-13日赴日本京都(Kyoto)參 

    加國際航測及遙測學會並發表論文。 

(27)審議林金樹教授擬於99年8月22-29日赴首爾參加世界林學 

    聯會並發表論文。 

(28)審議柯建全教授擬赴奧地利、西班牙參加國際研討會以及 

    參訪歐洲魚產品供銷情形。 

7.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召開4次 

  (1)初審98學年度本校傑出教師研究獎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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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審議本校98、9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3)審議本校98、99年度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研究設備費配合款 

     案。 

  (4)複審98學年度本校傑出教師研究獎勵案。 

  (5)審議本校98學年度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案。 

8.交換學生審查會議召開3次 

  (1)複審本校98學年度姊妹校法國南特高等林業學院(ECOLE   

     SUPERIEURE du BOIS)外薦交換學生複審案。 

  (2)初審本校100年度出國之交換學生資格。 

  (3)審議本校微生物免疫學系林雯歆同學申請至本校姐妹校日本 

     長岡技術科學大學進行短期交換學生課程複審案。 

 

(二)學術發展組 

  1.接待外賓 

(1)於98年9月7日接待天津市寧河區參訪團至本校學術參訪。 

(2)於98年9月22-23日接待國立西螺農工師生訪問團(共計615名) 

   至本校學術參訪。 

(3)於98年10月19日接待浙江省茅臨生副省長等一行蒞校訪問。 

(4)山東省農業科學院代表等一行7人於98年10月13日蒞校訪問。 

(5)浙江省考察團代表等一行12人於98年10月19日蒞校訪問。 

(6)於98年11月21-24日接待泰國皇后詩麗吉植物園副主任Suyanee  

   Vessabutr 博士蒞校訪問。 

(7)於98年12月4-10日接待江蘇省農業訪問團孫頷教授等一行7人 

   蒞校訪問。 

(8)天津市農業訪問團等一行15人於98年12月18日蒞校訪問。 

(9)駐台北韓國代表處具良根代表賢伉儷99年3月1日至校參訪。 

(10)漳州市農產品產銷協會羅炳騰處長等一行16人於99年3月17日 

    至校參訪。 

(11)99年3月9-12日本校邀請外賓「泰國植物園協會」（The  

    Botanical Garden Organization）執行長Mr. Suwit Witchaw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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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行4人至校進行學術參訪。 

(12)99年3月11-14日邀請外賓「泰國納瑞宣大學」（Naresuan  

    Phayao University）主任Dr. Weerachai Nanakorn等一行5 

    人至校進行為期四天之學術參訪。 

(13)印尼布勞爪哇大學(University of Brawijaya)負責雙聯學位 

    業務主管Liliek  Sulistyowati教授分別於 4月19日及6月 

    28-30日蒞校訪問。 

(14)99年4月27日大陸福建省「兩岸自然災害防治、綠色農業」交 

    流訪問團蒞校訪問。 

(15)99年5月7日「臺布職訓合作計畫」代表:布吉納法索代表及中 

    區職訓局代表蒞校訪問。 

(16)99年5月14日「大陸浙江省農業科學院」交流訪問團蒞校學術 

    參訪。 

(17)大陸福建省教科文衛體工會交流訪問團於6月25日蒞校訪問。 

  2.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計有國科會補助8件、校內補助26件。 

  3.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計有國科會補助22件、校內補助11件。 

  4.學術交流 

    (1)98年8月11-13日本校姐妹校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 

       園藝系訪問團蒞校参訪。 

    (2)本校於98年8月19日辦理「98年度交換學生行前說明會」。 

    (3)98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本校姊妹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侯曦副 

       校長等一行蒞臨本校學術交流。 

    (4)本校姊妹校大陸集美大學蘇文金校長等一行5人於98年12月30 

       日蒞校訪問。 

    (5)本校姊妹校大陸「福建農林大學」鄭金貴校長等一行19人於99 

       年3月9日至校參訪。 

    (6)99年3月12-13日本校姐妹校「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副校長Dr. Chumnian Yosraj等一行3人至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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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二天之學術參訪。 

    (7)姐妹校大陸南京農業大學校長鄭小波校長等一行於99年5月26 

       日蒞校訪問。 

    (8)本校姊妹校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薦送6名學生於5 

       月至本校園藝系進行為期1個月短期實習課程。 

    (9)大陸華東師範大學師生訪問團於99年6月2-3日蒞校訪問並與 

       本校簽署合作協議。 

    (10)99年6月7-12日本校姐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農業暨自然科學 

        院學術訪問團蒞校參訪。 

    (11)本校師生訪問團99年7月12至19日至本校姊妹校大陸西北農 

        林科技大學參加該校舉辦之「第四屆海峽兩岸高校學生暑期 

        文化交流活動」。 

    (12)本校師生訪問團99年7月7-16日參與姐妹校大陸南京農業大 

        學「2010兩岸大學生新農村建設研習營」。 

    (13)本校姐妹校南京農業大學師生訪問團於99年7月27-29日蒞校 

        訪問。 

    (14)本校99年7月與俄羅斯Irkutsk State Academy of  

        Agriculture、Buryat State Academy of Agriculture及 

        Novosibirsk State Agrarian University討論簽署合作協議 

        事宜。 

(三)技術合作組 

1.98年度各類委託/補助計畫件數及核定金額 

委託/補助計畫 件數 核定金額 

國科會計畫 195 202,679,000 

教育部委辦計畫 4 7,600,895 

教育部補助計畫 86 264,837,792 

農委會委辦計畫 114 83,974,350 

農委會補助計畫 49 47,556,190 

其他機關委辦計畫 125 51,924,408 

其他機關補助計畫 42 28,94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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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615 687,514,112 

 

2.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七-大專校院研究人才 

  延攬方案 

  (1)本方案教育部共計核定博士後研究人員3名，研究助理56名。 

  (2)本校共計58位計畫主持人，59件計畫獲本方案補助，且共計 

     進用3位博士後研究人員及71位研究助理。 

3.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八-大專校院教學、職涯 

  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 

  (1)本方案教育部共計核定博士教師2名、教學(行政)助理43人、 

     專案管理人40人、駐校藝術家3名。 

  (2)進用人員分駐各院系所(中心)、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 

     研發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圖書館、電算中心等單 

     位，協助教學、學術研究、及學生輔導與服務等相關事務。 

4.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九-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 

  業教師方案 

  (1)本方案教育部共計核定業界教師29名。 

  (2)本校業界教師協助系所與產業連結，指導學生實習及業界產 

     訪實習等事宜。 

2.98年度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 

  (1)98年3月9日召開98年度第1次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共計分配 

     2,315萬5,867元（經常門：950萬5,673元、資本門：1,365 

     萬0,194元）。 

  (2)98年9月25日召開98年度第2次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共計分 

     配929萬1,511元（經常門：269萬5,023元、資本門：659萬6,488 

     元）。 

3.完成98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國科會98年度8月1日起之計 

  畫管理費分配。 

4.爲加強本校教師及研究助理人員法治觀念，避免教師執行計畫時 

  不慎觸犯法令，業於99年5月12日於本校蘭潭校區國會議廳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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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度法治教育研習」，共有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人員及教 

  職員工約200餘人參加。 

5.97年度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成果 

  (1)98年7月27日假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97年度重要特 

     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期中成果發表會」，與會代表及師生 

     共計200餘人出席。 

  (2)藉以本計畫展現本校特色，可促進產官學研各界之間之經驗 

     交流與分享，並提升知名度。 

  (3)本計畫執行成果卓越，執行率百分之一百已無餘款，另分項 

     計畫A、B業以分項計畫A1-1、A1-2併入98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賡續推展，以展現本校特色。 

6.「中華民國第49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及「嘉義市98年度『創意 

  諸羅城  科學168』科學及創造力教育博覽會」各項協辦事宜： 

  (1)中華民國第49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活動主題：全國科展來我嘉 

     活動日期：98年7月27日～8月2日 

     活動地點：本校蘭潭校區（主場地於圖書資訊館） 

  (2)「嘉義市98年度『創意諸羅城  科學168』科學及創造力教育 

     博覽會」： 

     活動主題：牽牛接蝠來我嘉 

     活動日期：98年7月25日～7月31日 

     活動地點：嘉義市西區港坪運動公園 

7.本校研究計畫專（兼）任約用助理人員約用及管理機制： 

  (1)依據本校99年4月14日第0990500264號簽案陳請校長同意，本 

     校各類計畫項下聘僱之專任研究助理、兼任研究助理、臨時 

     工（以下簡稱約用助理人員）一律需辦理約用手續，並皆以 

     99年4月21日更新版本之「國立嘉義大學研究計畫專（兼）任 

     約用助理人員申請書」及相關規定辦理約用手續。 

  (2)為有效管理約用助理人員之差勤，參酌其他國立大學現行作 

     法，援例委請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並請約用助理人員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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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下班時間確實辦理簽到與簽退，該簽到（退）正本按 

     月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留存，並於每月5日前傳送前1 

     個月份表單影本至研究發展處備查。 

  (3)98學年度第2學期（99.02.01～99.07.31）專（兼）任約用助 

     理人員之約用申請，專任研究助理計有67人次，兼任研究助 

     理（含臨時工）計有543人次，合計申請案共610人次。 

8.法規修訂 

  本校「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業經99年2月9日98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及99年3月1日98學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四)校務企劃組 

1.完成改選校務發展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2.完成校務諮詢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案件審查會議、校 

  園規劃小組會議、98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作業、健全財務秩序與 

  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工作小組、2009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籌 

  備會、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籌備會暨委員會等會議資料彙整 

  及紀錄整理工作。 

3.通知本校各處室、學院及中心等編列100年度捐贈收入、預計派 

  員赴大陸事務相關計畫之表件彙整工作。 

4.完成辦理98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作業相關事宜。 

5.完成辦理2009雲嘉南精緻農業成果展各項籌備事宜。 

6.完成辦理98學年度捐贈感謝狀印製感謝狀等事宜。 

7.完成彙編98-101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 

8.完成彙編全校性簡介。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99年3月園藝技藝中心與姐妹校姐妹校「泰國湄州大學」（Mae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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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簽署合作備忘錄。 

  (二)99年6月本校農學院與「泉州市農業科學研究所」簽署學術科技 

      合作交流協議書。 

  (三)99年6月本校與大陸華東師範大學簽署學術科技合作交流協議 

      書。 

  (四)99年6月本校與蒙古農業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五)規劃建置捐贈管理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