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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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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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訪視評估專案

計畫、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工作小組、系所評

鑑諮詢委員會、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籌備會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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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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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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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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度預定與姊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University of Idaho)、泰

國湄洲大學 (Maijo University)、泰國坤敬大學 (Khon Kaen 

University)、法國國立圖魯茲理工學院 (Institute National 

Polytechnique Toulouse)進行學者互訪、技術交流、研究合作及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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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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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97年度各項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其他機關及民營機構

產學合作計畫。 

2.辦理98年度各項國科會、教育部、農委會、民營機關產學合作及

其他機關計畫申請及請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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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97年度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及各項計畫追蹤及管理。 

4.辦理97年度貴重儀器經費使用分配會議及各項核銷、管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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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經費稽核

委員會、校務諮詢委員會等委員會委員。 

2.遴選校務諮詢委員會委員，召開97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 

3.修正97至100學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4.製作與修正全校性簡介。 

5.辦理教育部系所評鑑之追蹤評鑑、自我改善作業。  

6.規劃辦理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 

7.校務基金籌募及捐贈致謝。 

8.辦理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秘書處業務。 

9.辦理97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訪視評估專案計畫。 

(五)其他 

1.簽辦本處之外機關來文：依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手冊之規定簽辦本

處之外機關來文。 

2.更新本處法規資料：經本處提案至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

將修訂完成之本處規章上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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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種重要資料公告於本處

網頁、收發電子公文。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會議運作 

1.校務諮詢委員會召開1次 

議題：落實本校校務發展定位「以研究支持教學之教學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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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務發展委員會共召開4次 

(1)審議本校修正97-100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案。 

(2)審議農學院利用位於蘭潭校區旁八掌段地號843等7筆土地規

劃為本校學生實習農場用地案。 

(3)審議99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

案。 

(4)審議99學年度於招生名額總量管制內申請增設、調整、整併、

更名、停招系所班組學位學程案。 

(5)審議本校「各校區發展定位及校園規劃」案。 

(6)審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及規劃

書案。 

(7)審議管理學院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自98學年度起先行與運

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進行行政整併案。 

(8)審議中正大學共同合作開發林森校區乙案。 

(9)審議師資培育中心與實習就業輔導處組織整併人員配置規

劃、組織及業務職掌案。 

(10)審議99學年度院、系、所、組及學位學程之增設、更名、停

招及整併案。 

(11)審議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案。 

(12)審議新建中庄實習農場案。 

3.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3次 

(1)遴選97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人 

選舉結果：由潘治民委員當選召集人。 

(2)審議稽核項目與會議時間、經費稽核報告表及受稽單位應提

供之書面資料範圍案。 

(3)稽核財務金融學系「數位金融實驗室」、應用化學系「綜合教

學大樓電力增設工程」經費案。 

(4)審議本校97年度編製完成之決算。 

(5)審議「日間學制97學年度自辦各項招生經費收支結算表」案。 

4.校務基金委員會召開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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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議本校辦理5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支給要點。 

(2)審議修正本校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 

(3)審議修正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列及收支管理要點。 

(4)審議修正本校建教合作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5)審議修正本校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6)審議修正本校研究生資格（學科）考、學位論文考試各項費

用支給標準。 

(7)審議修正本校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8)審議修正本校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 

(9)審議修正本校教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 

(10)審議修正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11)審議修正本校教師赴國外姊妹學校短期研究補助要點。 

(12)審議修正本校薦及外薦交換學生獎助金發放要點。 

(13)審議修正本校客座教師聘任辦法。 

(14)審議修正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15)審議修正本校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論文補助辦法。 

(16)審議修正本校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甄選內

容及獎助要點。 

(17)審議通過「林森校區外(內)庭環境、廁所清潔及垃圾分類資

源回收工作委外服務案」動支場地管理費633,283元。 

(18)審議通過農學院動物試驗場97年度擴大營運不足金額約150

萬元由校務基金支應。 

(19)審議99會計年度概算籌編原則、日程表、分工表。 

(20)審議蘭潭校區邊坡植生及護欄增設經費。 

(21)審議民雄校區初教館及蘭潭校區森林館之既有老舊日光

燈，更換省電型日光燈(T5燈具)。 

(22)審議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緊急供電系統故障整修配管，經

費由97年度資本門工程經費流用支應。 

(23)審議四校區各項硬體設施之修繕與維護工作經費撥用事宜。 



 

 

 國立嘉義大學年報 

 
074 

(24)審議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績優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25)審議師資培育中心97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課程暨授課教師鐘

點費支給事項。 

(26)審議「農學院暨景觀學系大樓新建工程」97年度經費流用事

宜。 

(27)審議99年度電機工程學系第3年專題教學實驗之設備經費。 

(28)審議理工教學大樓（大仁樓改建）新建工程規劃案。 

(29)審議蘭潭校區學人宿舍新建工程傢俱及電器設備費用，校務

基金新台幣360萬元支應。 

(30)審議修正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31)審議修正薦外交換學生獎助金發放要點。 

(32)審議本校99年度各項經費概算案。 

(33)審議附小98年度元月份薪資資金需求代墊。 

(34)審議99年度校區整修工程經費概算編列事宜。 

(35)審議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承接驗證案費用核銷標準案。 

(36)審議校務基金支應101年本校「農產品展售中心」建築物外

觀及附屬設施保養費用新台幣15萬元。 

(37)審議修正本校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法。 

(38)審議修正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39)審議98-100學年度「數位金融實驗室」相關教學系統納入99

年度教學經費編列案。 

(40)審議民雄校區學生活動中心興建工程經費陸仟萬元整，由校

務基金及報部爭取補助案。 

(41)審議昆蟲資源生態館等8案建築公共藝術設置經費。 

(42)審議修正本校建教合作經費收支處理要點。 

(43)審議修正校內學術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44)審議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案。 

(45)審議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管理要點。 

(46)審議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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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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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認秦宗顯教授於97年7月受邀參加「2008中華兩岸水產學術

參訪團」。 

(2)追認沈副校長於97年10月17日至22日赴印尼參加「印尼2008

蘭花大展及研討會」。 

(3)追認劉副校長豐榮、劉主任榮義於97年10月19至21日奉派出

席祝賀集美大學校慶活動。 

(4)審議本校應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之邀組團參與「2008年海

峽兩岸中小學教育學術研討會」。 

(5)審議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應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

員會與蘇州教育局之邀，組團參與「第11屆（2008）海峽兩

岸家庭教育學術研討會—網路時代的家庭教育」。 

(6)追認施雪清老師於97年7月獲教育部同意部分補助「97人文教

育革新中綱計畫-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電腦輔助

翻譯密集課程」，參加美國「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 Computer Assisted Translation」研習。 

(7)審議沈副校長擬於98年4月下旬及暑假期間將分別前往荷蘭

及美國參訪蘭花及花卉產業。 

(8)追認陳文俊副教授於97年12月18日至26日，前往中國南京參

加「海峽兩岸水利與海岸工程學術研討會」。 

(9)追認林金樹教授奉准公差於98年3月9日至18日赴美國巴爾地

摩市，出席美國航測及遙測學會ASPRS 2009年會發表論文。 

(10)審議蔡雅琴老師申請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

際交流計畫，擬於98年6月22日至7月17日前往美國參與「應

用語言學暑期學院課程」。 

(11)審議古國隆副教授與鄭建中教授擬於98年7月25日至98年7

月30日赴日本名古屋參加第14屆國際生物無機化學會議。 

(12)審議農藝系侯金日主任、張山蔚老師、生管系胡安慶老師及

外語系廖招治老師等4人，帶領學生從事國際志工出國服務。 

(13)審議師範學院擬組隊參加大陸東北師範大學兩岸大學生教

育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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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審議棒球運動代表隊擬赴中國大陸，參加廣東棒球邀請賽。 

(15)審議本校師生訪問團參加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舉辦「第3屆海

峽兩岸高校學生暑期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16)審議本校師生訪問團參加南京農業大學舉辦「暑期研習班」。 

7.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召開3次 

(1)初審97學年度本校傑出教師研究獎勵案。 

(2)審議本校97、9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3)審議本校97、98年度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研究設備費配合款

案。 

(4)複審97學年度本校傑出教師研究獎勵案。 

(5)審議本校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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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交換學生資格。 

(2)審議98年度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本校推薦交換生人數及

金額。 

(3)審議本校學生申請至姊妹校日本明治大學進行交換課程之    

交換生人選。 

(4)審議本校學生申請98學年度至姊妹校法國南特木業學院 

(ECOLE SUPERIEURE DU BOIS)至本校進行研修之交換學

生資格及獎助金額案。 

9.交換學生業務宣導說明會 

為增進本校師生與國外姊妹校學術交流機會，於97年7月辦理「師

生留遊學暨短期研究心得分享會」，邀請本校曾赴姊妹校研修之

師生分享出國研習經驗。 

(二)學術發展組 

1.接待外賓 

(1)嘉義高中代表一行於97年9月蒞校訪問。 

(2)黑龍江文教參訪團學者一行13人於97年11月11日蒞校訪   

問。 

(3)中華教育交流推廣協會安排大陸安徽省地方志會會長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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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7年12月26日蒞校訪問。 

(4)台南藝術大學代表一行55人於97年11月28日蒞校訪問。 

(5)暨南大學暨海峽兩岸高等教育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貴賓於98  

年1月12日蒞校訪問。 

(6)昆明市市長、海峽兩岸交流協會會長等一行23人於98年3月26

日蒞校訪問。 

(7)宏仁女中師生訪問團一行130人於98年3月31日蒞校訪問。 

(8)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of. Hee Jae Lee於98年4月7日蒞   

校訪問。 

(9)寧夏漁業協會代表於98年4月14日蒞校訪問。 

(10)昆明市教育人員文教訪問團等一行於4月28日蒞校訪問。 

(11)亞太科技協會代表暨大陸教育訪問團等一行41人於4月29    

日蒞校訪問。 

(12)世新大學及大陸經濟界雜誌社學者於98年6月11日蒞校訪  

問。 

(13)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Prof. Frank Lam於98年6月15        

日蒞校訪問。 

(14)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代表於98年6月18日蒞校訪問。 

(15)姐妹校澳洲南十字星大學(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語言中

心副主任Ms. Karen Jessen於98年7月1日蒞校訪問。 

(16)中華跨世紀企業家商品認證協會於98年7月24日蒞校訪問。 

2.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計有國科會補助14件、校內補助27件。 

3.學生出席國際會議 

計有國科會補助6件、校內補助64件。 

4.學術交流 

(1)本校姊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師生訪問團一行10名於97年5月

19-24日蒞校學術交流。 

(2)本校學術訪問團於97年7月訪問姊妹校泰國湄州大學。 

(3)本校姊妹校美國愛達荷大學代表Dr.Robert Haggerty 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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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日蒞校參與本校校慶。 

(4)姊妹校泰國湄洲大學(Maijo University)副校長Dr. Songvut 

Phetpradap 於97年9月11日率領學術訪問團至本校進行學術

參訪。 

(5)本校李明仁校長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康默斯分校(TAMU-C)

於97年10月22日簽訂學術合作協定，雙方締結姊妹校，推動

兩校間平等互惠的學術及文化交流。 

(6)本校姊妹校泰國坤敬大學於97年10月27日與本校簽署交流協

定。 

(7)本校於97年12月1日與西班牙韋爾瓦大學（University of 

Huelva）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推動兩校平等互惠學術及文

化交流。 

(8)本校與法國Institute National Polytechnique Toulouse於97年12

月簽署交流協定。 

(9)本校於97年12月頒發姊妹校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校長President 

Pedro Gerardo Gonzalez名譽博士學位。 

(10)本校李明仁校長於98年2月獲頒姊妹校泰國湄州大學農學榮

譽博士之榮譽。 

(11)本校於98年3月與嘉義縣市14所中學締結教育夥伴關係。 

(12)本校姊妹校泰國坤敬大學農學院Mr. Anan Polthanee院長一

行7人學術訪問團於5月12-13日上午蒞校參訪，並與本校農

學院簽署交換學生協定。 

(13)本校李明仁校長於98年2月赴美國接受姊妹校愛達荷大學頒

予的傑出校友金銀獎（The University of Idaho Alumni Silver 

and Gold Award）之殊榮。 

(14)姊妹校泰國湄洲大學(Maijo University)副校長Dr. Songvut 

Phetpradap 於98年6月受邀蒞臨本校畢業典禮。 

(15)本校師生訪問團分別於98年7月15日及25日赴大陸南京農業

大學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進行為期10天之交流訪問活動。 

(16)本校於98年7月24日至8月2日接待姊妹校大陸南京大學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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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農林大學師生訪問團計32人蒞校學術交流。 

 

(三)技術合作組 

1.辦理各項申請計畫案(97年度) 

委託/委辦計畫 件數 金額 

國科會 181 140,422,746 

教育部 74 53,401,567 

農委員 129 172,853,940 

其他機關 146 59,974,060 

總計 530 426,652,313 

 

2.學校統籌款 

(1)召開97年度學校統籌款分配會議2次，共計分配7,900萬4,944

元。 

(2)辦理學校統籌款補助計畫之列管及追蹤執行進度。 

3.審議通過97年度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計9件，通過補助金額79

萬5,000元。  

4.審議通過97年度貴重儀器維護費73萬元。 

5.修訂「貴重儀器中心手冊」，編印後分送各院、系所、中心。 

6.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成果 

(1)96年度計畫 

97年12月25日假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96年度重

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成果發表會」，與會代表及

師生共計200餘人出席。 

98年2月5日完成執行教育部「96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

育改進計畫期末成果報告」。 

(2)97年度計畫 

98年2月3日續獲教育部補助執行「97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

才培育改進計畫」。各分項計畫之經費需求，A計畫847萬

元，B計畫935萬元，合計1,782萬元（含學校配合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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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度分項計畫經費分配並積極執行。 

98年4月27日完成辦理「97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

進計畫期中成果報告」。 

98年7月27日假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完成辦理「97年

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期中成果發表會」。 

7.97年10月25日假本校蘭潭校區嘉禾館完成辦理97學年度校慶「學

術研究成果發表會暨產學合作產品展售會」。 

8.法規修訂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項下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業經97年8月

27日97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97年9

月9日97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97年12月8日台

高（三）字第0970248218號函修正後同意備查。 

 

(四)校務企劃組 

1.完成改選校務諮詢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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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訪視評估專案計

畫、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工作小組、系所評鑑

諮詢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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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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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系所班組案，送外審

委員審查工作。 

5.完成辦理96學年度系所評鑑後續追蹤、自我改善成果等事宜。 

6.完成辦理97年度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事宜。  

7.完成辦理97學年度捐贈印製感謝狀等相關事宜。 

8.97年10月25日完成辦理76級校友王怡欽捐贈本校新台幣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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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儀式。 

 

五、年度創新業務與成果 

(一)2008香水香料香精產官學研論壇及研習班 

1.97年8月23日於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完成辦理「2008香水香

料香精產官學研論壇」，與會人士共計240人出席，各界反應熱烈。 

2.97年8月25～29日為期5日，假綜合教學大樓辦理「2008香水香料

香精產研習班」，研習人員共計50人，課程圓滿結束。 

(二) 97年11月12日完成辦理97年度附屬單位（含中心）評鑑作業。評

鑑結果推薦績優單位有「園藝技藝中心」、「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人文

藝術中心」等5單位。 

(三) 97年10月22日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康默斯分校(TAMU-C)簽訂學

術合作協定，雙方締結姊妹校，推動兩校間平等互惠的學術及文

化交流。 

(四) 97年10月27日與泰國坤敬大學本校簽署交流協定。 

(五) 97年12月1日與西班牙韋爾瓦大學（University of Huelva）簽訂學

術合作備忘錄。 

(六) 97年12月與法國Institut National Polytechnique Toulouse簽署交流

協定。 

(七) 97年12月頒發姊妹校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校長President Pedro 

Gerardo Gonzalez名譽博士學位。 

(八) 98年3月與嘉義縣市14所中學締結教育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