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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5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3年12月29日（星期一）中午12時10分 

地點：本校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王校長瑩瑋                                        紀錄：李英俊 

 

壹、主席致詞：  

一、11/18 與日本沖繩泡盛協會簽訂合作備忘錄，未來可增加學生至日本

實習機會。另下月將至琉球大學進行交流，及泡盛協會之回訪。 

二、11/19 參加昇恒昌投資本地興建綜合性旅館之動土典禮，未來本校觀

光休閒學院會有學生實習就業機會，請觀休院與其密切聯繫合作。 

三、11/22 參加住宿生座談會，了解學生住宿需求。學生個別之需求滿足

與學生之特質，請學務處持續關注。 

四、11/27 教育部軍訓處代理總教官來訪，反映本校教官職缺派補問題，

請學務處持續關注此議題。 

五、11/20 本校有 6 位同仁至台科大報告教學卓越計畫(初審)，感謝學校

各單位之配合提案。 

六、12/10 學生與校長有約活動，學生建議學校餐廳、學校停車空間架設

停車棚、夜間燈光照明等事項，請相關單位研辦。 

七、12/13 創作熱舞比賽，競爭激烈，學生展現熱情、活力、創意、合作

精神，明年比賽可適度提高獎金或研議系所贊助事宜。 

八、與本校簽署姐妹校之越南孫德盛大學，提出與本校做 3+1 雙聯學制，

開全英文學程案，請研發長及主秘密切注意其發展。 

九、大東山公司因故退出澎湖水族館經營，水試所所長將與本校洽談合作

事宜。 

 

貳、交辦事項執行情形追蹤報告： 

略（詳如交辦事項執行情形彙整表）。 

決定：洽悉。 



 2

參、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紀錄」提請  確認。 

決定：洽悉。 

 

肆、各單位重要事項報告： 

教務處：                                                   

一、辦理本校 104 學年度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作業，業經 103 年 12 月 11

日研究所招生委員會審議最低錄取分數及正備取名額，12 月 16 日寄

發考生成績單，12 月 25 日公告正備取名單，104 年 1 月 7 日正取生報

到截止。 

二、辦理本校 104 學年度研究所入學考試招生簡章彙編前置作業。 

三、凡參加本校 104 學年度研究所甄試入學，經公告錄取，並辦妥報到手

續之大學部四年級學生，可於四年級第二學期開學前檢附「申請單」

及「報到通知單(影本)」等向相關系所碩士班申請學、碩士一貫學

程，經系所核查通過後，可比照預研生之規定，修習碩士班課程。 

四、辦理本校 103 學年度「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頁資料更新作業。 

五、辦理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寒假轉學考各系招生名額調查作業。 

六、辦理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畢業生畢業學分審核作業。 

七、104 學年度四技日間部申請入學、甄選入學、四技技優甄審保送暨 104

學年度聯合登記分發招生簡章，業已完成確認，並回報總會。 

八、103 年度教師論文獎勵申請，於 103 年 12 月 1 日起至 104 年 1 月 9 日

止。 

九、本（103-1）學期期末考成績請於 104 年 1 月 26 日前繳交成績遞送

單，教務處並依行事曆表定時間 104 年 1 月 29 日公告成績。 

十、配合元旦 1/1 日（四）彈性放假一天，全校各班 1/2（五）之課程彈

性調整至 12/27 日（六）原時段上課。若有教師無法於 12/27 日補課

者，須於 12/27 日前依規完成本校調補課之程序，始得調整至其他日

期時段完成補課。該次調補課將不列入教師教務行政考核事項。 

十一、本（103-1）學期期末考請各任課教師於考試週（104/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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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考試，若有提前或延後，則考試週仍需正常上課。 

十二、103 年 12 月 5 日至 103 年 12 月 12 日辦理本（103-1）學期學生成

績低落問卷調查。 

十三、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僑生學業輔導問卷調查，請各系轉知僑生於 103

年 12 月 28 日前填寫完竣。 

十四、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概要曁課程計畫表及教師請益時間，請各

專（兼）任敎師於 104 年 1 月 31 日前填寫完竣。 

十五、本校課程地圖系統整合開發案(含三級品保)已完成驗收，並於 11/7

（五）辦理教育訓練，由各院及系所助理參加，以熟悉作業系統登錄

作業。 

十六、有關本校課程地圖及教學品保執行情形，目前種子系正進行資料建

置於系統中，非種子系亦已通報於 103.12.31 前完作第一階段資料建

置(即教育目標、核心能力及培育目標人才)，預計於 103 學年度第二

學期辦理第二階段步驟及方式作業說明會，期完成全校教學品保及課

程地圖機制之建置。 

十七、參與優良教師、改進教學遴選及獲數位教材補助，需至少完成一門

依公版課綱完成之一級品保課程，故該課程需填公版課綱，始能製作

一級品保相關資料。各品保種子系教師均需填寫公版課綱(由校務系統

設定)，請務必通知請各任課教師提出 103-2 公版課程大綱內容，彙整

後應提系課程會議審核通過，再將公版課綱登錄系統，俾利教師填

103-2 課程大綱時使用。另請非種子系亦通知教師，如欲提一級品保

課程之教師應填報公版課綱。預訂於 104 學年度全校實施。 

十八、於 103 年 11 月 17 日至 103 年 12 月 5 日（第 10-12 週）辦理學生期

中停修課程作業，共受理 192 人次申請退選課程。 

十九、彙整各系所、通識教育中心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課、排課資料並

登錄於校務行政系統。 

二十、本校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補助「數位學習課程暨教材製作」，請有興

趣教師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前，備齊申請表單向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提出申請。惠請各主管轉知所屬教師踴躍申請。 

二十一、本校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補助「教師成長團體」，請有興趣教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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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 1 月 5 日前填具「申請表」及「經費預算表」向教務處教學資

源中心提出申請。惠請各主管轉知所屬教師踴躍申請。 

二十二、本校「103 年度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於日前已完成「小型風力

機系統與國際認證」線上課程開設，請與會師長鼓勵學生、親友至

「 明 德 在 線 」 網 站 註 冊 及 修 習 該 課 程 ， 網 址 為

（http://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

fo/350）。 

二十三、辦理本校 103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及「改進教學獎勵」選拔

作業。 

二十四、本校「103 年度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昇教學品質改善計

畫」經費執行率為 90.07％（截至 12 月 8 日止），未達 11 月份經費執

行率標準（97％），請各執行單位確實依各項考核指標、工作重點及經

費核銷（含學校配合款）掌控執行進度。 

二十五、本校「103 年度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昇教學品質改善計

畫」榮獲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主辦之「主軸 B-深耕關懷邁向卓越計

畫」實地訪視審查第三名（共十校參與），感謝計畫執行期間各子計畫

主持人及行政單位提供各項協助。 

二十六、本校「103 學年度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

業界專家聘任及課程安排事宜，惠請各學院依規劃時程完成院級課程

審查（103/12/10 前）與師資聘任（103/12/31 前）程序，並將申請表

件及各場次會議紀錄影本擲交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存查。 

二十七、本校「103 學年度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有關 103 學年度第一

學期業界教師授課部分，請各執行單位依授課進度辦理課程教學及經

費核銷（含學校配合款）。 

二十八、本校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後輔導預約系統已開放線上預約作業

（http://etutor.npu.edu.tw/），歡迎全校師生多加利用。 

 

學務處： 

一、學生宿舍： 

（一）學生宿舍 11 月份已辦理住宿生座談會與整潔比賽；於 12 月 20 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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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期末聖誕活動。 

（二）學生宿舍 11-12 月份進行幹部晤談作業與 103 級宿委會女生幹部遞

補甄選作業。 

（三）學生宿舍將於 104 年 1 月 19 日中午 12:00 封宿；104 年 2 月 24 日

開宿。 

二、交通安全：11 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人數共計 6 件 8 人次。 

三、103 學年度「學生校外賃居暨房東座談會」於 12 月 24 日(星期三)上

午 10 時 10 分假本校實驗大樓演講廳召開。 

四、103 學年度校外租賃訪視資料持續建檔中，俾利有效協助相關事宜。 

五、春暉反毒教育相關宣導作為持續辦理。 

六、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男學生兵役緩徵及儘後召集申辦作業已辦理完

竣，共計辦理人數為 442 人。 

七、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週至第 10 週缺曠課累計逾 10 節之學生計 262

人，已於 11 月 28 日郵寄通知單，並通知各班導師。 

八、103 學年度膳食部、販賣部、自助式機具委辦招商管理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預定於 12 月 18 日召開。 

九、學輔中心於 12 月已完成 10 個系級的高關懷學生晤談，後續高關懷學

生持續聯絡中。 

十、學輔中心於 12 月 10 號預計進行學生輔導資料線上填寫，邀請前場次

未填寫的同學進行補填之動作。 

十一、12 月 3 日已召開學生輔導委員會議，委員評選出 102 學年度優良

導師為何建興老師、林振榮老師、王淑治老師；連續三學年度績優導

師為王月秋老師、徐明宏老師，將公開表揚頒獎，並作為教師升等及

評鑑重要參據。 

十二、資源教室於 12 月中旬辦理期末團體活動與配合澎湖縣政府辦理國際

身障者日系列活動等。 

十三、「103 年度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執行期

限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資源教室妥善運用相關經費並於年底辦理

結案作業程序。 

十四、健康中心 11 月份健康服務統計：外傷處理 75 人次、運動傷害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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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疾病照護 6 人次、學生平安保險申請 6 人次、外籍生醫療險(含僑

生保險)申請 5人次。 

十五、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健康促進計劃第二期款收據業已寄出申請。 

十六、11/19 召開本學期學校衛生及膳食衛生委員會。 

十七、11/21 收到本學期新生體檢報告，於 11/24-12/5 至各班提供衛教說明及

注意事項。 

十八、六周的減重活動結束，共85人參加，59人全勤、5位同學減重3公斤。 

十九、11/26 由澎湖縣衛生局與本校共同辦理教職員 CPR+AED 教育訓練，由澎湖

縣消防局教練群指導，共103 位教職員報名參加。本校亦達成AED 安心認證

場所申請之條件，於12月初向衛生局提出申請並獲函復符合認證。 

二十、12/12-12/15 由澎湖獅子會贊助本校捐血活動，捐血一袋及贈送一百元禮

券(由捐血站準備)，本校並提供禮券摸彩，預計送出 28 位得獎者，最大獎

會長首獎為全聯禮券兩千元。 

二十一、11 月 26 日辦理課外活動講座，邀請高雄志願服務協會沈佳玉老師

主講「愛，對了嗎？」青年勵志專題講座。 

二十二、11 月 26 日辦理節能減碳校園宣導活動。 

二十三、辦理學生社團交流平台系統教學。 

二十四、目前體育組將採購健身器材乙批，放置重訓室內，讓重訓室設備

更趨完善。歡迎學校教職員生多加利用。（須辦理會員證） 

二十五、體育館日前招人為破壞，感謝學校相關單位及同學幫忙，得以盡

速場地復原使用。 

二十六、近期有同仁反應在教學大樓六樓研究室常聞到煙味，特宣導菸害

防制規定，並請轉知所屬-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 

 

總務處： 

一、統計各大樓用電及用水情形如附表。 

二、據本校私錶統計今年度用水則較去年成長 8.22%，請節約用水，海科

用水大增，經查係 10 月份海科管路破裂漏水所致，已修復完成。再

次提醒各單位，若發現有漏水情形，立即通知總務處營繕組查修。 

三、行政教學大樓屋頂整修工程，已於 8 月 11 日開工，目前正施作後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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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衛室耐候複層白泥浪板屋頂工程、鋼構、不銹鋼方管、補強方管、

化學錨栓施工、男、女浴廁、室內裝修及機電消防管線工程∘ 

四、擴大校地景觀工程，已於 8 月 11 日開工，目前已完成:淡水溼地 SSF

溼地淨化系統、曝氣溪溝、FWS 溼地淨化系統、過濾池、半鹹水溼地;

淡水溼地 SSF 溼地淨化系統及塊石舖排;地下管路設備工程手孔配置及

各尺寸 PVC 管配管電纜、電線等穿設及接地設置;給水設備工程 PVC 管

管路配置埋設;排水工程第一、第二處淡水收集口工程之沉砂池、陰井

等施作及鋼筋混凝土管之埋設;步道工程車道區域、步道區域、平台區

域等基地及路幅開挖、底層及路基整理、30cm 厚碎石級配層鋪設，其

中有 2,906M2 已完成透水磚之鋪設.正施作:步道級配鋪築滾壓、路緣

石施工、水電管路穿線及燈具安裝. 

五、請獲得教育部補助 103 年度急需資本門經費之學務處及餐旅系積極

趕辦，務必於年度結束前結案，執行時同時蒐集資料以便於結報時

編製成果報告。 

六、103 年 5 月-11 月總用油量為 552 公升，學術單位該段時間用油量為

131 公升；行政單位用油量為 552-131=421 公升。學術單位用油量、

行政單位用油量為總用油量佰分比約為 24%及 76%。明(104)年可用油

量為 1091 公升，其中 90 公升留為預備用，學術單位按今年該段時間

用油比例並取整數，再按今(103)年分配之油量比例分配給各院(人

管、海工、觀休)分配油量為 115、106、80 公升總共 301 公升。 

年度 人管院 海工院 觀休院 總計(公升)

103 76 70 53 199 

104 115 106 80 301 

        (附表一) 

     行政單位分配到 700 公升，分配如下(參照 103 年上述時段用油量，

而人事、主計、圖資及進修部改由總務處統一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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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度 

秘書 

(含校

長室) 

教

務 

學

務 

總

務 

人

事 

主

計 

研

發 

圖

資 

進

修 

總

計 

103 233 51 47 0 42 0 46 2 0 421

104 373 82 76 95 0 0 74 0 0 700

 

研發處： 

一、教育部 104 學年度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本校申請截止日為 103 年 12 月

25 日欲申請者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首頁。 

二、科技部 104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有意申請教師，請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

中午 12 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首頁。 

三、科技部 104 年度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有意申請教師，請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中午 12 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首

頁。 

四、科技部 104 年度特約研究計畫有意申請教師，請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

中午 12 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首頁。 

五、科技部 104 年度百人拓荒計畫有意申請教師，請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

中午 12 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首頁。 

六、科技部 104 年度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補助案有意申

請教師，請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中午 12 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

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首頁。 

七、科技部 104 年先導型、開發型（第 2 期）及應用型（第 1 期）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即日起受理申請，建議計畫申請人於 104 年 2 月 5 日

（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

首頁。 

八、科技部工程司公開徵求 104 年度「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NPIE 

Program)」研究計畫書，自即日接受申請，建議計畫主持人於 104 年

1 月 15 日中午 12 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相關訊息已公告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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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九、科技部訂定「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及審議要點」其內容應包括科技部學

術倫理的聲明及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倫理規範，藉由各種規範，避

免學界不當的研究行為，減少違反學術倫理案件的發生，也正面提升

學術研究風氣。相關資訊已上傳至研發處企劃組/相關法規，請各系通

知老師上網閱讀。(教師申請計畫時必先閱讀相關規範及簽訂切結書) 

十、本校五位師長擬訂於 103 年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赴大陸地區拜訪

五所技術學院，以洽談二年制學士班招生、學術交流及教師交流等項

目。 

十一、本處擬訂於 104 年 1 月 7 日上午 10 時假實驗大樓會議室辦理赴大陸

地區研修生行前說明會，敬邀相關單位於會中向學生說明注意事項及

其權益。 

十二、本校已與 Enago 英論閣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簽訂英文編修、翻

譯暨發表支援服務協議，本校師長或同學需透過學校信箱(帳號

@gms.npu.edu.tw)向 Enago 官網下單，所有服務方案皆能享有 9 折優

惠，歡迎各位師長多多利用。 

十三、本校與 SDSU (聖地牙哥州立大學專業學科研究和藝術學院)簽訂備

忘錄，如有意願要提海外工讀計畫學生請注意申請時程： 

(1)春季(約 1 月 20 開學)和秋季(約 8 月 20 開學)都有實習名額，需在開

學 3 個半月前提出申請。 

(2) 檢附文件：填妥的 SDSU 課程申請表(將掛在本處網站上)、全民英

檢中級(含)以上初試完成證書。倘成績未達英檢初試通過標準，亦需

檢附考試證明。 

十四、技職再造計畫-教育部補助學生開設校外實習課程第二次管考時間為

104 年 1 月 10 日，執行經費未達 40%之執行單位，務必於 103 年 12 月

底前完成經費核銷。(執行比率一覽表如下表) 

單位 可使用金額 已使用金額 執行比率 

海運運動系 23,378 0 0% 

行銷物流系 118,900 0 0% 

觀光休閒系 221,352 69,313 31.31% 

餐旅管理系 257,229 31,942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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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管理系 84,489 8,175 9.68% 

十五、本處育成中心已於 12 月 2 日函送「103 年度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島嶼

產業科技創新育成中心計畫」之期末報告與第三期款領據至中國文化

大學，全案總達成率為 100％。 

十六、本處育成中心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4 年補（捐）助公民營機

構設置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核定補助金額新台幣 180 萬元

整。 

十七、本處育成中心已於 12 月 15 日下午假本校海科大樓北棟一樓會議

室，辦理「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創業天使計畫」。 

 

圖資館： 

一、103 學年度下學期教科書介購通報已發送各系所，請系所彙整系上老

師下學期授課教科書清單，並請於 12 月 31 日前彙整送交圖資館圖書

資源組辦理採購。 

二、本館 12 月舉辦「美麗耶誕-借書許願活動」，歡迎學校教職員工生踴躍

參加。 

三、本館於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31 日辦理「圖資館愛書大使攝影比賽」活

動，活動圓滿完成。 

四、本館於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辦理「圖資館電子資源現場答題抽好禮

活動」，活動圓滿完成。 

五、本館 10 至 11 月辦理「秋季借書大賞」活動，活動圓滿完成。 

六、本館辦理「圖書館服務品質調查問卷活動」，業於 11 月 14 日結束，感

謝全校師生參與，並於 11 月 19 日上午舉辦公開抽獎活動，活動圓滿

完成。 

七、「Cambridge Books Online 行動書店」有獎徵答活動，歡迎全校師生

至：圖資館首頁＞最新消息踴躍參加。 

八、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第四十四期電子報已公告於圖資館網

頁，敬請點閱。 

九、教育部 103 年度下半年防範惡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練，本校演練結

果開啟率及點選連結率均符合教育部標準值，成績合格；資訊組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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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強郵件社交工程防範宣導，以提高學校同仁警覺性。 

     郵件開啟率 點選連結率 

教育部標準值 ≦10% ≦6% 

本校演練結果 2.5%  (合格) 0%  (合格)

十、12 月份本校學術網路 2起異常狀況說明如下： 

網路異常時間 原   因 說   明 

12 月 5 日上午 高屏澎區網中心網路異常 高屏澎區網中心 DNS 網域名

稱伺服器設備異常。 

12 月 8 日上午

10:30 起 

高屏澎區網中心網路異常 高屏澎區網中心 c6509 設備

異常，造成該設備 CPU 使用

率太高，致網路出現斷斷續

續現象。現已恢復正常，惟

造成原因尚須進一步釐清。 

十一、資訊服務組預定於 1 月 14 日上午 9 時開辦「google 雲端服務研習

及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量活動」，歡迎同仁踴躍報名參加。 

十二、藝文中心於 103 年 11 月 24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舉辦「藝起迎風」

－迎風藝術群多媒材創作展，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蒞臨觀賞。 

十三、藝文中心預訂於 103 年 12 月 26 日下午 1 點 30 分起至 5 點 30 分止

舉辦「2015 迎新春贈桃符」－書贈春聯活動，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同仁

踴躍參與。 

 

進推部： 

一、辦理 103 年期中考學生請假補考事宜。 

二、協助身健中心辦理輔導本部大一新生線上填寫學生輔導資料(憂鬱量

表、學生綜合資料、生涯歷程學習平台 EP)、與健檢等退費事宜。 

三、103 年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5 日辦理期中停修。 

四、於 11 月 26、27 與 28 日辦理 3場次與進修部學生座談時間。 

五、辦理隨低班附讀調查。 

六、12 月 5 日至 25 日辦理「窗口邊的聖誕卡」活動。 

七、因應研提南區職訓勞工在職進修計畫，於本（103）年度申請 TTQS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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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機構版之訓練品質評核，於 12 月 5 日完成接受訓練品質評核（訪視

及簡報）。 

八、103 年度下半年度職訓局勞工在職進修計畫（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103 年度下半年度開辦之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等之班別開辦，及 104

年度上半年度職訓局勞工在職進修計畫（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之研提

申請如附件。 

 

人事室： 

一、監察院 103 年 11 月 20 日院台業三字第 1030137339 號函轉審計部通知

本校收回同仁交通補助費，建議應因地制宜審酌等情乙案，於相關會

議公告週知並知會總務處事務組，如有陳述或意見應詳予具體敘明續

訴。 

二、本校謹訂於 103 年 12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6：00 假嘉華飯店舉辦本

校 103 年年終教職員工暨退休人員聯誼餐會，請轉知同仁踴躍參加。 

三、因本年度文康活動費遭刪減，無法購買摸彩品及禮券，為使年終餐會

更加熱絡，請各行政及學術(含院、系)單位主管踴躍捐贈摸彩品及彩

金(請各位主管共襄盛舉，如蒙捐贈請送至人事室。) 

四、依據教育部 103 年 11 月 26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30160950 號函轉全國

教師工會總聯合會建議有關「推薦教師參與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

應有公平合理的推薦機制，而非由學校選擇性的強制指定，且推薦機

制亦不得影響教師行使投票權，致衍生無法趕回戶籍地投票之情事；

如推薦衍生爭議，學校應訂定公平合理之推薦辦法送校務會議通過。 

五、人事動態如附件。 

 

主計室： 

一、本校 103 年度校務基金預算截至 11 月底止執行情形簡要報告如   

下： 

（一）經常門：總收入 485,436,598 元，總成本費用 481,432,336 元，賸

餘 4,004,262 元，詳如收支餘絀表（附件 1）。 

（二）資本門：實際執行數 24,108,374 元，佔累計預算分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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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1,000 元之執行率為 52.16％，佔全年度預算數 52,191,000 元之

執行率為 46.19％，詳如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行情形明細表（附件

2）。 

（三）各單位經常門及資本門分配預算執行情形詳如明細表（附件 3）。 

二、本年度即將結束，本室業已發通報通知各單位本年度各項經費核銷期

限，請於期限前送達主計室辦理核銷，已辦理預借之各項款項，除依

規定辦理核銷外，如有結餘款請於本年 12 月 26 日前繳回出納組。 

三、行政大樓頂樓整修工程、擴大校地景觀工程，在安全施工前提下，督

促廠商積極辦理，並請預留驗收作業期程，俾能於本年度完成核銷付

款，以達成資本支出執行率。 

 

海工院： 

一、103 年 11 月 7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胡武誌主任前往高雄立志中學進行入

班宣導招生，另亦與高雄中山工商、淡水商工、基隆商工、澎湖海

事、馬公高中等校的科主任連絡接洽招生事宜。 

二、103 年 11 月 22~28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胡武誌主任受邀前往紐西蘭奧克

蘭大學進行訪問研究。 

三、103 年 12 月 3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邀請呈豐科科技有限公司蔡明輝總經

理進行專題演講，題目「職涯規劃講座」。 

四、103 年 12 月 9 日澎湖第一酒廠陳光復董事長一行 8 人，參訪本院並討

論未來產學合作事宜。 

五、103 年 12 月 11 日教務長帶領台灣塔米歐實業公司夏正林執行動事

長，參訪本院及討論產學合作事宜。 

六、103 年 12 月 13 至 12 月 14 日翁進坪院長為執行學生創新創業計劃，

帶領水產養殖系學生等 8人，參訪屏東生技園區及學生創業之公司。 

七、本院於 103 年 12 月 24 日上午 10:10~12:00 於教學大樓，進行 103 學

年度第 1 學期院定必修課程-微積分(一)大會考，由電資學群（資訊工

程系、電信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學生共同科會考。 

八、本院電信工程系於 103 年 12 月 26 日下午 13:30~15:30 實驗大樓一樓

演講廳辦理第四場教學觀摩，邀請美商高通公司歐育津博士擔任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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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題「4G 的故事」，歡迎師生踴躍出席聆聽。 

九、本院「電力電子」職類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

備，通過評鑑合格，獲頒證書乙紙。 

十、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電機工程系目前已完成計畫書內所有

採購項目及驗收，同時場地也佈置完成，本年度之期末報告已寄至教

育部。 

 

人管院： 

一、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12 月 3 日辦理物四甲實務專題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服務業經營管理研究所 12 月 5 日邀請旭聯科技黃旭宏董事長專題演

講。 

三、應用外語系 12 月 5 日辦理大四「英文實務專題」發表。 

四、應用外語系 12 月 5 日辦理鴻禧旅行社面試實習作業。 

五、資訊管理系 12 月 6 日辦理 103 年 ITE 證照冬季校園大會考。 

六、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12 月 10 日楊崇正主任參加台北松山高商大學博覽

會招生。 

七、人文暨管理學院 12 月 10 日邀請二崁社區協會詹昭賢總幹事專題演

講。 

八、應用外語系三甲學生 12 月 16 日支援文光國中活化英語教學。 

九、人文暨管理學院 12 月 17 日邀請江映青導演/劉嘉圭導演專題演講。 

十、人文暨管理學院 12 月 18 日邀請長榮大學黃肇新教授專題演講。 

十一、服務業經營管理研究所 12 月 19 日邀請移民署澎湖縣專勤隊陳文章

科員專題演講。 

十二、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12 月 19 日陳甦彰教務長、楊崇正主任帶領物二

甲學生赴昇恆昌集團進行企業參訪及校外教學。 

十三、航運管理系與超捷國際物流股份有限公司/曜捷運通有限公司/元捷

國際物流股份有限公司及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沛榮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 

十四、航運管理系 12 月中進行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沛榮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校外實習面試。 



 15

十五、資訊管理系 12 月 25 日辦理 100 級日間部專題成果發表會 

十六、資訊管理系大四學生參加「2014 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競賽」榮獲佳作(第四名)佳績。 

十七、資訊管理系大四學生參加「鼎新電腦(股)公司-企業商務行動化應用

(APP)專題校際競賽」榮獲佳作暨特別獎佳績。 

十七、資訊管理系大四學生參加「2014 高屏澎在地服務創新創意競賽」榮

獲第二名佳績。 

十八、通識教育中心鍾怡慧老師榮升副教授。 

十九、通識教育中心與性別平等委員會合辦第一屆[性別平等微電影]比賽

於 12/9 完成評選頒獎。 

二十、通識教育中心通識護照獎禮卷活動至 12/10 截止，計有 233 位同學

領取禮卷。 

 

觀休院： 

一、11 月 24-28 日李明儒主任、陳宏斌主任帶領本系同學參加由中華觀光

管理學會、海峽兩岸旅遊交流協會辦理之「2014 年臺灣中高等旅遊院

校青年學生河南修學之旅，參訪河南省旅遊局嶼鄭州旅遊職業學院進

行兩岸學生的互動與交流。 

二、11 月 22-23 日及 12 月 6-7 日海運系胡俊傑老師承辦珊瑚礁旅行社有

限公司執行澎湖縣政府『103 年澎湖生態旅遊創新推廣計畫』產學合

作案教育訓驗課程。 

三、12 月 3-8 日吳政隆主任赴台北與業界合作夥伴參訪交流。 

四、12 月 23-27 日吳政隆主任赴大陸地區拜訪五所學院。 

活動訊息 

1. 12 月 1 日餐旅系吳烈慶老師協助澎湖高級職業水產學校於詠風館西

餐教室辦理「餐管藝術研習」。 

2.12 月 2-3 日餐旅系吳烈慶老師協助澎湖縣政府「103 年澎湖縣觀光產

業〈餐飲業〉輔導及品質提升計畫」於西餐教室舉辦料理學堂。 

3.12 月 12 日觀休系戴芳美老師推動辦理 103 年度國際博弈產業服務資

格認證澎湖地區種子教師研習會，本校或校外教師網路報名測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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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新台幣 2,000 元，20 人以上在本校進行測驗，名額有限，12/19

報名截止，本認證於教育部技職司全國技專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登入字

號：8525。 

4.觀休系 12 月 12 日辦理 103 年度南區區域資源中心計畫證照輔導課程

「領團導遊訓練班」實務課程專題演講；邀請澎湖當地咖啡吧老闆至

本系辦理兩場咖啡實務課程講座。 

5.12 月 27-29 日觀休系林菁真老師帶領觀休二甲、二乙配合旅遊美學課

程實務課程，辦理台中、苗栗三天兩夜校外教學觀摩活動。 

6.12 月 16-17 日邀請韓國培材大學 Dr.Lee Dr.Sun Young 專題演講。 

7.12 月 18-19 日邀請嶺東科技大學林永森教授、日本北海道觀光推進協

議會理事、自然體驗協會坂本昌彥會長至本院專題演講及辦理研討

會。 

8.12 月 24 日 10:00~12:00 邀請聯合大學楊希文院長專題演講；

19:00~21:00 邀請方圓之間樂團蔡世鴻、陳名涵、何立婷三位老師於

海科大樓會議廳舉辦「觀光休閒學院聖誕平安夜音樂會」活動。 

9.12 月 2-28 日為因應澎湖地區觀光導遊人員的需求，積極輔導本校師

生、觀光休閒系同學與本地符合報考資格之民眾，通過國民旅遊領團

人員及 104 年專技普考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試，期望積極的提升澎

湖地區觀光休閒人才，強化接待旅客之素質，由本系趙惠玉、楊倩姿

老師所開設之「103 年度專技普考華語導遊領隊人員考試暨國民旅遊

領團人員認證訓練班」將於 103 年 12 月 02 日開班，招生對象為本校

師生、觀光休閒系同學與具備高中職以上畢業學歷，有志投入觀光服

務產業的民眾，招生人數為 30-50 人。 

 

航管系：感謝學務處協助本系處理一件新生的緊急事故，經檢討事件始末後  

        建議應建立機制以為防範。 

校長裁示：請學務處將學生懷孕列入輔導機制內。 

 

秘書室： 

一、各單位辦理活動請發佈新聞，經單位主管核章之新聞稿紙本最晚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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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報日前 1 日下午 4 點 30 分前送至秘書室（並請傳送電子檔案），以

利作業。 

二、有關本年度內部控制業務重點工作自評部份，各單位已辦理完畢，惟

單位間之互評部份，皆尚未執行，請各行政單位一級主管務必督促承

辦人員盡速辦理互評工作，並繳交相關評估資料，配合完成行政院訂

定之年度重點工作計畫。另請各內控專案小組稽核委員協助完成本年

度已分配各組稽核項目之查核工作，並做成書面稽核報告後，交秘書

室提報內控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伍、討論事項： 

討論事項（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正本校辦理教育部選送學生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審查要點，

請  討論。                        

說明： 

一、為鼓勵本校學生國際化及維護其權益、維持系所及院之行政正常

運作，擬於本要點第五點「獎助項目及額度」內修正第二項，學

校需提撥教育部核定補助金額之 20%作為學校配合款，將由本校

五項自籌經費支應，且不得支應國際組織媒合學生國外專業實習

行政費。 

二、為維護學生在海外溝通及應變能力，與辦理日本工作簽證需要，

擬將日本語言能力 N4 更改為 N3 方得薦送。 

三、本要點附件一~三變更審查表亦有修正，新增系所主管及院長簽

章、實習機構及審查委員等欄位。 

四、另因教育部於 103 年 12 月 26 日來函修正要點，學海築夢申請單

位由各計畫主持人改為薦送學校，學海築夢申請單位，由各計畫

主持人改為薦送學校，並由薦送學校自訂校內審查機制，且應排

列各子計畫優先順序提送教育部，不再以計畫案個案補助，將由

各校自行分配經費予各子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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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故在本校辦法中修訂將依各實習地點、日程、人數分配學海築夢

經費，並請計畫主持人如須訪視，請於實習三至五個月內至海外

訪視學生，以確保學生生活安全及情形。 

擬辦：本要點需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於

2015年1月份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決議：修正通過。(第三點第三項三款：學生外語能力修正為多益500分以

上，日文檢定N4不修正，餘照修正草案通過；修正通過後規定對照

表如附) 

 

討論事項（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與泰國湄州大學續簽備忘錄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因本校與湄州大學合約效期將至，二校間常有教師交流及學生交

流等合作項目，擬與該校續簽訂備忘錄，相關簡介如附件一。 

二、備忘錄草案如附件二。 

擬辦：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辦理簽約事宜。 

決議：通過。(備忘錄如附) 

 

討論事項（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與大陸地區四所學院簽署學術交流合作備忘錄，請  討論。 

說明： 

一、為推動二岸教育學術交流暨合作，吸收優秀學生至本校就讀，擬

與漳州職業技術學院、福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福建信息職業技

術學院及閩西職業技術學院簽訂備忘錄。 

二、與四院學術交流合作協議書如附件。 

決議：通過。(備忘錄如附) 

 

討論事項（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19

案由：本校擬與大陸地區「黎明職業大學」續約簽訂教學科研交流合作協

議及學生交流協議書案，請  討論。 

說明： 

一、因本校與黎明職業大學合約已滿，因二校間向來交流密切，擬與

該校續約，相關簡介如附件一。 

二、科研交流合作協議及學生交流協議書草案如附件二。 

擬辦：本案經行政會議通過後，並陳報教育部核備後簽約。 

決議：通過。(協議書如附) 

 

討論事項（五）                                  提案單位：圖資館 

案由：擬修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圖資館校外人士圖書借閱要點-第四點

『收費標準』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請  討論。 

說明： 

一、本要點 103 年 11 月 26 日經「圖書資訊發展諮議委員會」提案討

論修訂通過。 

二、檢附修訂對照表各乙份。 

擬辦：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決議：通過。(修正規定對照表如附) 

 

討論事項（六）                                  提案單位：圖資館 

案由：擬修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圖資館志工服務管理要點-第三點『資

格條件』、第四點『服務項目』、第五點『服務時間』、第七點『權

利義務』、第九點『考核』及第十點『獎勵』規定，請  討論。 

說明： 

一、本要點 103 年 11 月 26 日經「圖書資訊發展諮議委員會」提案討

論修訂通過。 

二、檢附修訂對照表乙份。 

擬辦：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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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修正規定對照表如附) 

 

討論事項（七）                                  提案單位：圖資館 

案由：擬增修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圖資館藝文中心場地借用辦法」第二

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六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

條條文，請  討論。 

說明： 

一、本辦法 103 年 11 月 26 日經「圖書資訊發展諮議委員會」提案討

論修訂通過。 

二、檢附修訂對照表各乙份。 

擬辦：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討論事項（八）                                  提案單位：航管系 

案由：擬訂定本校航運管理系專業教室管理暨收費要點，請  討論。 

說明：業經航運管理系103年11月19日召開系務會議通過在案，專業教室

管理暨收費要點如附件。 

決議：通過。(要點如附) 

 

討論事項（九）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行政會議行事曆（草案）乙份，請  

討論。 

說明： 

一、行政會議時間擬援例於每月中旬擇一星期四排定。 

二、謹擬訂草案如附表。 

決議：通過。(行事曆如附) 

 

討論事項（十）                                提案單位：通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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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英語能力畢業門檻獎勵要點第三點、第四點規定，

請  討論。 

說明： 

一、依 103.12.04 通識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 

決議：修正通過。(第三點：補助次數不修正，餘照修正草案通過；修正

通過規定對照表如附) 

 

討論事項（十一）                                提案單位：觀休系 

案由：訂定本校觀光休閒系專業教室租借收費要點乙案，請  討論。 

說明：經 103.11.19 觀休系第二次系課程會議決議通過。 

決議：通過。(要點如附) 

 

討論事項（十二）                                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由：：修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經費處理要點」第四點、第五

點第二項、第六點第三、四項及第七點條文，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 103 學年度第一次（103.11.27）推廣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在

案。 

二、配合本校行政會議之交辦事項，依據參照「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

理要點」辦理，針對要點內文之「校務基金」字樣統籌修正為

「學校」兩字，修改要點第四點及第六點第三、四項；第七點行

政管理費之使用用途，分配比例比照「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

點」之規定辦理。 

三、另第五點第二項條文修改為，除原正常時段授課鐘點費依教育部

規定外，假日及夜間授課之鐘點費得適當調整，但以不超過鐘點

費支給標準之 2.0 倍為原則。 

四、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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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修正規定對照表如附) 

 

討論事項（十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十七條及第三十條條文乙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 100 年 3 月 16 日臺陸字第 1000036401 號函辦理。 

二、為期法規依據明確，擬修正本校學則第十七條、第三十條學生採

計或抵免科目學分規定。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辦：本案經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陸、臨時動議：略。 

 

柒、散會：是日下午2時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