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10：10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1 樓會議室 

主席：黃教務長國光                                     紀錄：林虹霞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1 
為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

要點」乙案，提案討論。【照案通過】 
圖資館 

2 
本校各系 107 學年度輔系課程表（如附件），提請

討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 

3 
本校申請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系（部）學生名

單（如下），提請討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 

4 
本院各系修訂 107 級課程規劃表案，提請 討論。 

【修正後通過】 
人文暨管理學院 

5 
本院應外系修訂 105 級、106 級課程規劃表案，提

請 討論。【照案通過】 
人文暨管理學院 

6 
養殖系、食科系、電信系 107 學年度業界教師課程

提案，請討論。【照案通過】 

海洋資源暨工程

學院 

7 

審議本院養殖系（含碩士班）、食科系（含碩士班

）、電信系、資工系、電機系、107 級課程規劃表

修正案，請討論。【修正後通過】 

海洋資源暨工程

學院 

8 審議食科系 107 級陸生（二年制學士班）課程規劃 海洋資源暨工程



表，請討論。【照案通過】 學院 

9 
審議電機科 107 級（五專部）課程規劃表，請討論

。【照案通過】 

海洋資源暨工程

學院 

10 
訂定食科系「安全水產品生產人才微學程實施細則

」案，請討論。【修正後通過】 

海洋資源暨工程

學院 

11 
電機系「風光能源與智慧電網學程實施細則」修正

案，請討論。【照案通過】 

海洋資源暨工程

學院 

12 
本院三系 107 級課程規劃表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修正後通過】 
觀休院 

13 
餐旅系 106-2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追認乙案，提

請討論。【照案通過】 
觀休院 

 

壹、主席致詞 

 

  各位教務會議代表大家早安，這是這學期依照例行要開的第二次教務會議

，等會教務會議還是依照以往程序交由各組工作報告。 

 

貳、各組工作報告 

 

註冊組工作報告： 

一、本校107學年度第1學期學碩士一貫學程申請作業，惠請各系主管轉知學生

踴躍申請。申請資格為日間部大學部前三學年學業總成績達全班前50%者

，可於107年7月15日起至7月31日止，檢附「申請單」及「歷年成績表」（

含排名）向相關系所碩士班申請學、碩士一貫學程。 

二、本校107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業經107年5月17日行政會議決議不予調整，



援用106學年度各學制部別收費標準辦理。 

三、辦理本校107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招生備取生報到作業。 

四、辦理本校108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考試作業籌備工作，有關各系所考試科

目、招生名額、分組招生等相關事宜，建請先行研擬規劃內容，以利後續

招生簡章彙編作業等事宜。 

五、本校107學年度研究所招收大陸地區學生，核定名額2名，本次無人報名。 

六、本校107年度二年制學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第一批次核定名額7名，有

10位學生報名（遊憩系1名、資工系3名、資管系1名、應外系5名），資料

已交由各系審查並召開招生委員會，審查結果於107/5/22已填報於「大學校

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系統網站。 

七、本校107學年度學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因前一學年度無陸生註冊，故教

育部核定本校107學年度學士班招生名額為0名。 

八、本校107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報名已截止，本次完成網路

報名並繳件者計有10位（電機系1名、航管系3名、觀休系6名），書面備審

資料已送各系審查，面試將於107/6/9舉行，面試通知單已寄發予考生。 

九、107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本校有5名學生錄取（電

機系3名、觀休系2名），已掛號郵寄各考生錄取通知書。 

十、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考簡章已公告於學校網站，107/5/24~107/6/8開放

報名。 

十一、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將有2位金門大學學生申請來本校交換學習（遊憩系1

名、觀休系1名），各系審查結果均為同意交換，已函復對方學校。 

十二、107學年度技優甄審入學第二階段書面資料審查作業，於6/1開始作業，

各系審查成績預訂於6/8前送至註冊組辦理成績計算及登錄，依總會規定

於6/20寄發考生甄審成績單，6/25公告正備取名單，6/27-6/29考生上網選

填志願序，7/4上午10時統一放榜，7/13報到截止。務請各系依註冊組通

告時間辦理各項成績審查及遞送，以免影響後續分發報到事宜。 



十三、107學年度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作業，於6/14開始作業，本校

6/24辦理面試及術科實作甄試，考場為北區-新北高工、中區-臺中家商、

南區-高雄三民家商及本校4區辦理，各系6/26完成指定項目成績遞送至註

冊組辦理成績計算及登錄， 7/2前寄送甄選成績單，7/4前公告正備取名

單，7/4-7/7考生上網選填志願序，7/11統一放榜，7/16報到截止，7/18-

7/24辦理聯登回流名額確認。 

十四、107學年度繁星入學核定招生名額32名，錄取31名，已寄送錄取通單於學

生並請各系協助聯絡學生，放棄截止日至5/8中午止。於5/11的統計結果

，共聲明放棄21名，未聲明放棄10名。 

十五、為免延宕畢業生畢業證書製發，請各系轉知畢業班授課老師於6月19日（

二）前繳交學期成績遞送單及完成傳送（含開課班級於4年級校外實習課

程及2-3年級興趣選項體育班有4年級學生修課之班級），以利畢業學分

審查及畢業證書製作；畢業證書自6月22日上午10時起開始領取。 

十六、106學年度第2學期非應屆畢業班（不含2-3年級體育班有4年級學生修課

之班級）學期成績（含校外實習課程），請各任課教師於7月10日前遞送

，學期成績訂於7月13日公告。 

十七、辦理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查事宜。 

十八、辦理申請教育部108-109學年度「技專校院精進甄選入學實務選才擴大招

生名額比例計畫」，計畫申請書請各系於6月5日（二）前送交教務處。 

十九、完成辦理教育部108學年度特殊選才及青年儲蓄帳戶招生名額提撥填報作

業，本校108學年度特殊選才提撥招生比率為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3%

，青年儲蓄帳戶提撥招生比率為當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2%。 

二十、5月份參加高中職學校升學博覽會計39場次（詳如附件一）。 

二十一、 高中職學校進班宣導106學年度總參與169場次，共計58所學校（附件

二）。為協助相關工作推動，教務處已訓練13位招生志工，協助前往

博覽會宣導。註冊組刻正研擬蒐集招生宣傳回饋資料，以利分析並朝



向精準行銷路線邁進。 
 

教務處附件一 
高中職學校博覽會 

日期 辦理博覽會學校 
107.05.07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7.05.07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7.05.07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05.07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7.05.08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7.05.08 苗栗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107.05.08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7.05.09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107.05.09 臺中大甲高工 
107.05.09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05.09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7.05.09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7.05.09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中學 
107.05.10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07.05.10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05.10 國立員林農工職業學校 
107.05.10 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107.05.10 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 
107.05.1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07.05.11 國立永靖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05.11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107.05.11 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 
107.05.11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05.11 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 
107.05.15 高雄海青工商 
107.05.15 高雄高商 
107.05.16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07.05.16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107.05.16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07.05.16 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7.05.17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7.05.17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7.05.17 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 
107.05.17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07.05.17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107.05.2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05.22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7.05.23 新竹高商 
107.05.24 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處附件二 

高中職進班宣導 

日期 學校 出席人員 

107.02.01 新北市竹林高中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應用外語系-姚慧美主任 
資訊管理系-林永清主任  
資訊管理系-呂峻益助理教授 

107.02.22 台南市永仁高中 
電信工程系-莊明霖教授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107.03.02 南投縣水里商工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107.03.05 苗栗縣卓蘭高中 水產養殖系-曾建璋主任 
航運管理系-郭思瑜助理教授 

107.03.07 高雄市中正高工 
電機工程系-賴文政助理教授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3.07 高雄市正義高中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107.03.07 新北市開明工業商業職業學校 觀光休閒系-楊倩姿助理教授 

107.03.09 彰化縣鹿港高中 水產養殖系-翁平勝講師 

107.03.31 臺中市嶺東高中 電信工程系-洪健倫教授 



107.05.07 宜蘭縣蘇澳海事水產職育學校 

水產養殖系-曾建璋主任 
食品科學系-張弘志教授 
電機工程系-賴文政助理教授 
電信工程系-何建興教授 
航運管理系-王昱傑教授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觀光休閒系-呂政豪助理教授 

107.05.07 屏東縣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水產養殖系-翁平勝老師 
食品科學系-張駿志教授 
電信工程系-姚永正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郭思瑜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莊中銘助理教授 

107.05.07 新北市智光商工職業學校 

電信工程系-洪健倫教授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陳甦彰教授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餐旅管理系-古旻艷助理教授 

107.05.07 嘉義市嘉義家事職業學校 
食品科學系-陳名倫主任 
餐旅管理系-陳宏斌教授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107.05.07 臺南長榮高中 應用外語系-林嘉鴻助理教授 

107.05.07 樹人家商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應用外語系-謝慧桂助理教授 

107.05.08 台南市南英商工職業學校 
電機工程系-張永東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唐嘉偉助理教授 

107.05.08 苗栗農工 水產養殖系-曾建璋主任 

107.05.08 臺中市霧峰農業工業學校 資訊工程系-陳耀宗副教授 

107.05.08 臺北內湖高工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08 臺北景文高中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09 桃園育達高中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電信工程系-洪健倫教授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09 嘉義市興華高級中學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資訊管理系-林紀璿助理教授 
物管系-陳俊宏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107.05.09 臺北內湖高工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09 臺北南港高工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10 基隆市培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電機工程系-賴文政助理教授 

107.05.10 新竹義民高中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10 嘉義市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107.05.10 彰化縣員林農工 
養殖系-曾建璋主任 
食科系-陳名倫主任 
物管系-陳俊宏助理教授 

107.05.10 臺南北門農工 水產養殖系-徐振豐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系-張弘志副教授 

107.05.11 南投縣竹山高級中學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107.05.11 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教授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海洋遊憩系-黃俞升副教授 

107.05.11 桃園啟英高中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教授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11 高雄三信家商 航運管理系-郭思瑜助理教授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唐嘉偉助理教授 



107.05.11 高雄市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應用外語系-許秀玲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郭思瑜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系-林永清主任 
資訊管理系-陳宜豪老師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唐嘉偉助理教授 
海洋遊憩系-張晏瑋助理教授 
餐旅管理系-潘澤仁教授 
觀光休閒系-林妤蓁助理教授 

107.05.11 臺中市霧峰農業工業學校 食品科學系-陳名倫主任 

107.05.11 臺南長榮高中 
電機工程系-張永東助理教授 
電信工程系-姚永正助理教授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5.11 臺南曾文家商 
海洋遊憩系-張晏瑋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林妤蓁助理教授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鍾國章助理教授 

107.05.14 桃園楊梅高中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14 雲林國立斗六家商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107.05.14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海洋遊憩系-黃俞升副教授 
觀光休閒系-楊倩姿助理教授 

107.05.14 新竹縣關西高級中學 

水產養殖系-翁平勝老師 
食品科學系-張弘志教授 
電機工程系-賴文政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呂政豪助理教授 

107.05.14 臺北木柵高工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14 臺南市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電機工程系-張永東助理教授 
電信工程系-莊明霖教授 
觀光休閒系-莊中銘助理教授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5.15 高雄市海青工商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5.15 
高雄市樹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1 
資訊管理系-邱美倫助理教授 

107.05.15 新竹市磐石高中-1 觀光休閒系-韓明娟助理教授 

107.05.15 臺中市私立慈明高級中學 電機工程系-賴文政助理教授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107.05.15 臺南海事 

水產養殖系-陸知慧教授 
食品科學系-陳名倫主任 
電機工程系-張永東助理教授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海洋遊憩系-陳正國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陳甦彰教授 

107.05.16 
高雄市樹德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觀光休閒系-方祥權教授 

107.05.16 新竹市磐石高中-2 電機工程系-張永東助理教授 

107.05.16 臺北木柵高工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17 台南市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電機工程系-賴文政助理教授 

107.05.17 屏東恆春工商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107.05.17 高雄市中山工商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5.17 基隆二信高中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17 臺中市霧峰農業工業學校 餐飲管理系-陳宏斌主任 

107.05.17 臺中新民高中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107.05.17 臺南高工---1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5.18 桃園大興高中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18 高雄市立志高級中學 

電機工程系-張永東助理教授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應用外語系-許秀玲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資訊管理系-林永清主任 
資訊管理系-陳宜豪老師 
海洋遊憩系-張晏瑋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白如玲主任 

107.05.18 
高雄市樹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2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鍾國章助理教授 
海洋遊憩系-張晏瑋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系-楊倩姿助理教授 

107.05.18 臺北松山農工 資訊工程系-楊昌益主任 

107.05.18 臺南高工---2 電信工程系-吳明典主任 
資訊工程系-吳信德助理教授 

107.05.21 苗栗農工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21 桃園新興高中----1 海洋遊憩系-吳建宏助理教授 

107.05.21 
高雄市樹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日間部）----3 
應用外語系-許秀玲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郭思瑜助理教授 

107.05.22 桃園成功工商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23 桃園新興高中----2 資訊管理系-吳鎮宇副教授 

107.05.23 臺北南港高工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107.05.24 新北瑞芳高工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應用外語系-林嘉鴻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107.05.25 桃園新興高中----3 

資訊工程系-古富能副教授 
電機工程系-廖益弘主任 
應用外語系-林嘉鴻助理教授 
航運管理系-李穗玲主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107.05.28 臺中大明高中 
資訊工程系-陳耀宗副教授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楊崇正主任 
觀光休閒系-呂政豪助理教授 

 

進班宣導各系參與場次數統計： 

 各科系 總參與場次 

1 水產養殖系 9 場 

2 食品科學系 8 場 

3 資訊工程系 23 場 

4 電信工程系 18 場 

5 電機工程系 25 場 

6 資訊管理系 7 場 

7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9 場 

8 航運管理系 13 場 

9 應用外語系 8 場 

10 觀光休閒系 21 場 

11 餐旅管理系 4 場 

12 海洋遊憩系 14 場 

 總計 169 場 
 
課務組工作報告： 

一、彙整各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排課資料，陸續登

錄於校務行政系統中，請各系所逕行上校務行政系統查詢相關開課資訊

，並應對於開課時數及兼任教師授課總時數做總量管制。課程若有限修

條件，應敘明理由及清楚規範其限制內容；另如有限制修課人數，應提

院、系、中心會議審查後，將申請表併同開課表送課務組辦理（依據本

校排課辦法第 10 條規定）。 

二、為落實教學品保之執行，將於期末前召開教學品保推動委員會審核品保

手冊及評核 106-1 課程。 



三、本處已完成必修課程隨低班附讀調查統計並將資料轉知各系、所，請於

排定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表時考慮重補修人數。因學生重補修科目

係於網路選課，若額滿則重補修生將無法於線上選課，故「每班上限人

數」設定時，請審酌隨低班附讀學生之重補修選讀機會。 

四、106 學年度暑期預訂開設 4 門課程，現正辦理報名繳費作業中。 

系別 資工 資管 觀休 食科 

科目 物理（一）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觀光休閒概論 有機化學 

五、為落實本校新定「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施行，於本學期第一次

教務會議提案討論資訊能力相關課程規劃案。經調查各系 107 級開設資

訊能力相關課程如附表。 

六、於 107 年 4 月 23 日至 107 年 5 月 11 日（第 9-11 週）辦理日四技學生期

中停修課程作業，共受理 106 門課，計 240 人次申請，統計資料如附表

。 

七、於 107 年 5 月 30 日召開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審議各系、所課程規劃及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等相關事宜。 

八、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初選選課作業訂於 107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07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24 時止辦理，本處將另行通報並請

各系所配合公告予學生週知。 

九、107 年 4/22-4/28 日已辦理分組授課教師分階段填寫評量，107 年 5/13-

5/19 進行第二階段填寫，107 年 6 月 17 日至 6 月 30 日辦理期末教師教

學評量問卷調查作業，煩請各系所轉知學生依通報時間填寫。 

十、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請各位任課教師於考試週（107/6/25~107/6/29

）隨堂考試，若有提前或延後考試，或未安排考試，則考試週仍需正常

上課。另畢業班成績遞送 6/19 日前，教師考試時間可自行排定，但第 18

週課程，各任課教師仍需正常上課。該週如有調補課需求者，應事先提

出申請，可不受本校「教師教務行政配合事項考核要點」之規範。 

十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概要曁課程計畫表及教師請益時間之登錄請

於 107 年 7 月 30 日前（即學生初選選課前 1 週填寫完竣）。 



十二、課程大綱所需書目、教師是否自編教材及是否使用外文教科書依規定

教師於每學期初選選課前ㄧ週至校務行政系統完成填寫，本組已於課

綱內教科書部份提醒教師於學期初或課堂中告知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

。 

十三、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期中成績低落（期中成績學科二分之一以上

（含）不及格）人數總計 39 人，開放同學線上填寫期中成績低落問卷

調查，成績單已另函通知學生家長。 

十四、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學習成效預警（已達三分之一）人數總計 169

筆，敬請各系主任轉知各任課教師，針對預警學生能加強做輔導。 

十五、有關教師差勤整合調代補課登錄作業，敬請教師調補課應事前提出申

請。 

 

附件一 

  海工院 人管院 
觀休院 

 

訪問系所 
養殖

系 
資工

系 
電機

系 
電信

系 
食科

系 
資管

系 
航管

系 
物流

系 
應外

系 
餐旅

系 
觀休

系 
遊憩

系 
是否已經開

設對應學校

基本資訊能

力證照門檻

之相關課程 

是 是 加課 是 是 是 是 是 加課 加課 加課 加課 

課程名稱 
套裝

軟體

應用 

計算

機 
概論 

套裝

軟體

應用 

計算

機 
概論 

套裝

軟體

應用 

計算

機 
概論 

資訊

管理

概論 

資訊

管理

概論 

套裝

軟體

應用 

套裝

軟體

應用 

資料

處理 

套裝

軟體

應用 
課程時間 一上 一上 一上 一上 一上 一上 二上 一下 一下 一上 一上 一上 

課程門數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課程時數 2 3 4 3 1 3 3 3 2 2 2 2 
是否內含於

校定 70 學分 
內含 內含 外加 內含 外加 內含 內含 內含 外加 外加 外加 外加 

授課大綱中

是否包括讓

學生具備進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階 Office 軟

體操作能力

之學習單元 

是否能幫助

學生順利考

取相關證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由系上教師

自行授課或

需要學校統

籌分配支援

師資 

系上

教師 
系上

教師 
學校

支援 
系上

教師 
系上

教師 
系上

教師 
系上

教師 
系上

教師 
學校

支援 
學校

支援 
學校

支援 
學校

支援 

備註     

包含

五專

故有

雙倍

課程

需求 

      
 

          

 

附件二 

106學年度期中停修人次統計 

依學生所屬系別計 
 

依課程所屬系別計 

系別 106-2 
 系別 

106-2 

食科系 6 
 

課程數 人次數 

養殖系 24 
 

海工院 0 0 

電機系 15 
 

食科系 2 3 

資工系 15 
 

養殖系 6 16 

電信系 26 
 

電機系 6 13 

餐旅系 17 
 

資工系 3 7 

觀休系 34 
 

電信系 4 4 



遊憩系 28 
 

餐旅系 4 6 

航管系 26 
 

觀休系 12 20 

資管系 19 
 

遊憩系 9 16 

應外系 15 
 

人管院 0 0 

物管系 15 
 

航管系 5 10 

跨外系 0 
 

資管系 5 7 

合計 240 
 

應外系 8 14 

   
物管系 4 8 

   
通識中心 

共同 14 34 

   
通識 24 82 

   
跨學制 0 0 

   
合計 106  240  

 
教學資源中心工作報告： 

一、 本中心將於107年7月16日至27日辦理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本次共

開設2梯次2門課，網路報名自106年5月28日開始至6月28日止，歡迎各大

專校院及高中職學生報名參加，請與會委員廣為宣傳。 

二、 辦理本校107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雙師計畫」申請，結至5月29日已

有10位教師申請，目前尚有2位名額，請各系鼓勵教師踴躍申請。 

三、 提交教育部「107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部份修正計畫書。 

四、 辦理教育部106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經費核結及成果報告

。 

五、 本中心於107年4月25日辦理106學年度第2學期各系課輔小老師說明會，並



於5月1日開放課後輔導預約系統接受線上預約（http：//ta.npu.edu.tw/），

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六、 辦理本校107年度「教師成長社群」申請補助，確定由王明輝院長開設「

澎湖文化傳承」教師成長社群及鍾國章老師開設「翻轉教室」教師成長社

群，共2門社群課程。 

七、 召開106學年度第2學期數位教材審查會議，恭賀本校王月秋老師、邱美倫

老師、賴文政老師、鍾國章老師榮獲補助。並於會後開放數位教材工作室

申請，協助教師錄製數位教材。 

八、 本中心於107年5月16日辦理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專業成長活動-「Zuvio

教學工作坊」，感謝全校師生踴躍參加，活動圓滿順利。 

九、 辦理106學年度「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作業。 

十、 辦理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獎助生學習考核作業。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資館 
案由：為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乙案，提案討

論 
說明：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草案）（如附件一、二）。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17 日資訊教育諮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擬辦：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三、本要點精神在於讓學生具

備進階辦公室軟體操作能
力，取得相關證照者視同
通過本校基本資訊能力檢
定，訂定考試類別及檢定
標準如下：  

四、本校學生亦可自行參加具
公信力機構舉辦之資訊能
力檢定取得證照。資訊能
力標準認定方式與類別如
下： 
1.微軟 MOS 認證：MOS

原第四條規
定，條次變更
為第三條，增
訂部份文字,增
加證照數量及
總類 



1.微軟MOS認證：MOS標
準級（或專業級）三科
（Word、Excel、
PowerPoint）。 
2.電腦技能基金會檢定：
TQC辦公軟體應用類實用
級（或專業級、進階級）
三科 （文書處理、電子試
算表、電腦簡報）。 
3.電腦教育發展協會檢
定：MOCC標準級（或專
業級）三科 （Word、
Excel、PowerPoint）。 
4.行政院勞委會技能檢
定：乙級（電腦軟體應
用）。 
5.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
照：得由本校共同教育委
員會審核核准後認定之。 

 

標準級（或專業級），單
科（Word、Excel、
PowerPoint 或 Access）。 
2.電腦技能基金會檢定：
TQC 實用級（或專業級、
進階級），單科（Word、
Excel、PowerPoint 或
Access）。 
3.電腦教育發展協會檢
定：MOCC 標準級（或專
業級），單科（Word、
Excel、PowerPoint 或
Access）。 
4.其他資訊專業證照得由
學校權責單位或各系自行
審核核准後認定之。 

 
 

四、凡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前仍
未考取證照者，須參加當
年度暑期學校開設之資訊
能力補救輔導相關課程，
及格者始得畢業。 

五、凡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前仍
未考取證照者，須參加當
年度暑期學校開設之資訊
能力補救（輔導）MOS 課
程，及格者始得畢業。 

 

原第五條規
定，條次變更
為第四條，修
正文字內容。 

五、本校學生取得資訊能力相
關證照後，須將證照登錄
於本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

（EP 平台），以利畢業資
格審核。 

三、本校學生取得資訊能力相
關證照後，須將證照登錄
於本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

（EP 平台），以利畢業資
格審核。 

 

原第三條規
定，條次變更
為第五條。 
 

 
附件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8 日資訊教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7 日資訊教育諮議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6 日教務會議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資訊能力與就業競爭力，

特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本要

點下列規定始得畢業。 

三、本要點精神在於讓學生具備進階辦公室軟體操作能力，取得相關證照者視

同通過本校基本資訊能力檢定，訂定考試類別及檢定標準如下： 

1.微軟 MOS 認證：MOS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Word、Excel、

PowerPoint）。 

2.電腦技能基金會檢定：TQC 辦公軟體應用類實用級（或專業級、進階級）

三科（文書處理、電子試算表、電腦簡報）。 

3.電腦教育發展協會檢定：MOCC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Word、Excel、

PowerPoint）。 

4.行政院勞委會技能檢定：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5.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照：得由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審核核准後認定之。 

四、凡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前仍未考取證照者，須參加當年度暑期學校開設之資

訊能力補救輔導相關課程，及格者始得畢業。 

五、本校學生取得資訊能力相關證照後，須將證照登錄於本校學生學習歷程系

統（EP 平台），以利畢業資格審核。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各系 107 學年度輔系課程表（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二附件）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本校申請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系（部）學生名單（如下），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組辦法」第三條規定及「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進修推廣部轉系及與日間部互轉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申請轉系學生名單業經轉入系之系務會議通過;申請轉部學生名單業經轉

入系系務會議、轉系（部）審查委員會通過。 
三、107 學年度經各系系務會議同意轉系學生共計 13 名、轉部學生 12 名（

其中一人於事後放棄，計 11 名）。 
四、本案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於校長核定後公佈。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三附件）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修訂 107 級課程規劃表案，提請 討論。 
說明：業經航管系 107 年 4 月 18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物流系 107 年 4 月 18 日

課程發展委員會、資管系 107 年 5 月 10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應外系 107
年 5 月 2 日課程發展委員、人管院 107 年 5 月 22 日院課程發展委員會及

107 年 5 月 30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在案（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提案四附件）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文暨管理學院 
案由：本院應外系修訂 105 級、106 級課程規劃表案，提請 討論。 
說明：業經應外系 107 年 5 月 2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人管院 107 年 5 月 22 日院

課程發展委員會及 107 年 5 月 30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在案（附件）

。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五附件） 
 
提案六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養殖系、食科系、電信系 107 學年度業界教師課程提案，請討論。 

說明： 
1. 經養殖系 107.5.17、食科系 107.5.2、電信系 107.5.1 系課程會議通過。 
2. 經 107.5.22 院課程會議通過暨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3. 業界專家資料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六附件） 
 
提案七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審議本院養殖系（含碩士班）、食科系（含碩士班）、電信系、資工系

、電機系、107 級課程規劃表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1.  107.5.22 院課程會議通過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2.  修正前後對照表及規劃表詳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提案七附件） 
 
提案八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審議食科系 107 級陸生（二年制學士班）課程規劃表，請討論。 

說明： 
1. 經 107.3.13 系課程會議通過。 
2. 經 107.5.22 院課程會議通過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3. 修正前後對照表及規劃表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八附件） 
 
提案九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審議電機科 107 級（五專部）課程規劃表，請討論。 

說明： 
1. 經 107.4.17 系課程會議通過。 
2. 經 107.5.22 院課程會議通過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3. 修正前後對照表及規劃表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九附件） 
 
提案十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訂定食科系「安全水產品生產人才微學程實施細則」案，請討論。 

說明： 
1. 經 106.11.8 系課程會議通過。 
2. 經 107.5.22 院課程會議通過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3. 學程實施細則詳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提案十附件）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海洋資源暨工程學院 
案由：電機系「風光能源與智慧電網學程實施細則」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1. 經 107.4.17 系課程會議通過。 
2. 經 107.5.22 院課程會議通過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在案。 
3. 修正條文對照表、學程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及學程實施細則詳如附

件。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十一附件）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觀休院 
案由：本院三系 107 級課程規劃表修正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觀休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107.5.22）院課程會議通過、遊憩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107.5.3）系課程會議通過，餐旅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107.4.18
）系課程會議通過、餐旅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107.5.15）系課

程會議通過，觀休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107.5.2）系課程會議

通過。 
二、遊憩系 107 級對照表及課程規劃表詳如附件 p1-p4 餐旅系 107 級對照表

及課程規劃表詳如附件 p5-p7 觀休系 107 級對照表及課程規劃表詳如附

件 p8-p12。 
決議：修正後通過（詳如提案十二附件）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觀休院 
案由：餐旅系 106-2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追認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5.30 校課程會議通過，觀休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107.5.22）院課程會議通過，餐旅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107.4.18）系課程會議通過。 
二、業界專家授課資料表： 

年級 授課科目 授課教師 業界專家 備註 

餐旅四甲 專題製作與研討（一） 陳立真 林志哲 P19 

餐旅四甲 專題製作與研討（一） 陳宏斌 
高敏馨 
吳政洲 
洪毓呈 

P3 
 
P9 
 
P14 

餐旅四甲 創意廚藝 陳立真 林志哲 P25 

決議：照案通過（詳如提案十三附件）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是日上午１１時２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