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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3年1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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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今年開始執行，分成設備更新、產業學院、實

務增能等三個計畫，其關係是聯貫的，應結合一起規劃。                  

二、1月 9 日～10 日全國校長會議重點議題： 

(一)少子化生源短缺之因應，陸生 3限 6 不政策調整，特別是陸生健

保，私校協會建議國立學校之陸生名額，外加改採內含方式。 

(二)大專校院系所評鑑重點由「教師本位」，轉為「學生本位」，若干

學生之學習成效是否符合各系所之核心能力需求，引導學生強化

專業職能與共通職能。 

(三)國科會於會中宣導學術倫理，近年「專題研究計畫案」違反之案

件有增加，須加以避免。 

(四)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教育國際化之競爭日趨明顯，例

如與外國學校合作設立分校、獨立學院。 

(五)高等教育鬆綁，分短期-多元教師升等、兼職持股上限 10%提高到

40%、放寬經費核銷作業(補助及委辦經費費用及項目)、校務基

金制度(增加用途、自籌範圍投資項目及財源)，中程-校辦衍生

企業，長期-校師資格審定、學雜費調整。 

(六)推動課程分流計畫:引導學生適性修讀學術式實務應用導向課

程，分四種課程類型:創新模式、專業學院、跨領域學程、研發

菁英(實務型課程與產學合作)，共同指導學生論文方向。 

(七)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演講，認為各階層人力均有學用落差問題，

學習應有為興趣而學，為工作而學，非為學位而學之概念。 

三、學校對外部之參訪、演講，建立標準作業流程，周延服務品質，確

保學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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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月 2 日產業學院計畫說明會決議，3月研擬 5案，海工院 1 案，人

管院 2案，觀休院 2 案，明年再提 5案，請各院配合辦理。 

五、1月 7 日今年度經費分配會議，請各行政及教學單位確實依預算項目

執行，在 9 月前核銷，總務處及主計室確實掌握經費核銷之進度。 

 

貳、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102學年度第1學期第5行政會議紀錄」提請  確認。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主計室 

案由：檢陳本年度預算截至12月預算收支餘絀表、資本支出執行明細表、

各單位預算執行明細表，提請  備查。 

決定：洽悉。 

 

參、各單位重要事項報告： 

教務處：                                                   

一、本校 103 學年度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已公告於學

校網站，本次考試招收碩士班一般生 23 名及在職生 2名；碩士在職專

班 25 名，網路報名自 103 年 2 月 12 日至 3月 28 日止。本次考試電資

所碩士班、觀休所碩士在職專班採免筆試入學（僅書面審查、面試），

請與會委員廣為宣傳。 

二、辦理本校 103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正備生報到作業。 

三、凡參加本校 103 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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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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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系所延修生名單及畢業審核報表已分送相關系

所班級導師，敬請各導師協助輔導，俾利學生完成修業如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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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復學通知單已寄送各學生，並另分送相關系所，

敬請各系所再協助通知學生最遲應於 103 年 3 月 3 日前完成註冊。 

六、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註冊須知已分送各系所，敬請各系所協助張

貼公告，並轉交所屬學生知悉。 

七、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寒假轉學考訂於 103 年 1 月 28 日於高雄正修科技

大學受理考生現場登記分發，本校初估預計招收轉學生名額日間部

二、三年級共 59 名、進修推廣部 27 名。 

八、103 學年度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名額經教育部核定為日四技學士班 64

名、碩士班 5 名。 

九、102 年度教師論文獎勵申請，於 102 年 12 月 4 日起至 103 年 1 月 17

日止。 

十、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師調補課未完成程序者,請於 1 月 17 日前送回

已完成補課程序，以便彙整行政配合事項考核作業。 

十一、彙整各系所、通識教育中心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排課資料並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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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校核心能力業經 102 年 12 月 25 日召開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為四個，修正如下：1.溝通表達能力、2.國際視

野能力、3.人文關懷與公民素養、4.創新與專業實務應用能力，並請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依修正通過之校核心能力修正二級核心能力。 

十三、為辦理 102 年度深化教學品質保證機制計畫，請參與本（102）年度

三級教學品保執行之種子系所（物管系、觀休系、餐旅系及海運系），

配合教務處「新版課程大綱（標準化課綱）」之填報。 

十四、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初選選課作業訂於 103 年 2 月 10 日（星期一）

上午 9 時起至 103 年 2 月 14 日（星期五）24 時止辦理，請各系所配

合公告予學生週知。 

十五、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評量自 103 年 01 月 05 日起至 103 年 01 月

15 日前填寫完竣。 



 4

十六、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概要曁課程計畫表、教師請益時間請於 103

年 1 月 30 日前填寫完竣。 

十七、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有關教師調補課之事項請依教務行政配合事

項考核要點辦理。 

十八、本校「102-103 年度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昇教學品質改善計

畫」，彙編 102 年度計畫結案報告及 103 年度各子計畫內容及經費明細

表。 

十九、本校「102 學年度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有關 102 學年度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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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第 2季管考網路填報作業。 

二十、恭賀通識中心鍾怡慧老師、觀休系趙惠玉老師、資工系楊慶裕老師

榮獲本校 102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二十一、恭賀養殖系徐振豐老師、觀休系林菁真老師、通識中心林寶安老

師榮獲本校 102 學年度改進教學楷模。 

二十二、辦理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補助「數位學習課程暨教材製作」

及「教師成長團體」審查案。 

二十三、辦理本校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助理期末座談會。 

二十四、辦理本校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助理學期考核作業暨課輔小老

師證書發放。 

二十五、103 年 1 月及 2月份各高中職學校辦理升學博覽會場次如附表，

敬請各系踴躍參加。 

 

學務處： 

一、學生宿舍： 

1. 學生宿舍12月份已完成聖誕活動、「澎科有愛．宿舍有情」歲末寒冬

送暖活動與期末活動集點抽獎；並已完成宿委會幹部晤談與關懷輔導

作業，以協助幹部進一歩提升樓務管理、活動辦理、個人學習成長等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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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宿舍將於1月20日中午12:00進行封宿作業；下學期2月21日上午

8:00開宿。 

3.學生宿舍將於103年2月1日上午9:00起至2月7日下午05:00止，開放非

住宿生床位申請作業。(本訊息已公告學校與學務處首頁，及本校相關

社群網站) 

4.學生宿舍12月份進行住宿生外宿親師聯繫作業，共92人次、夜間送醫

就診人數共計3人次 (統計表如附表一) ，已轉知各系主任與導師。 

二、交通安全： 

1.本學期12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人數共計10件12人次(統計表如附

表二)，並已完成12月份交通安全宣導單寄發，另將持續加強宣導各項

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2.為提升學生道路行車安全認知，已於各教學大樓及停車場完成交通安

全標語張貼，期能有效降低學生交通意外事件肇生率。 

三、反毒與春暉工作： 

1.為推動紫錐花運動，已於102年12月14日啦啦隊比賽開幕時，以舞蹈方

式(跳反毒舞)傳達拒絕毒品的決心；另本校推動紫錐花運動拒毒萌芽

反毒宣導服務學習模式推廣實施計畫，已於102年12月31日完成，將於

一個月內將活動成果報部。 

2.結合春暉社於102年12月25日至馬公市中正國小聖誕樹前、麥當勞前及

全聯社前以跳反毒舞的方式進行反毒宣導並予市民聖誕祝福，在宣傳

本校及反毒宣導上成效斐然。 

3.配合教育部1月15日前完成各年級四分之一班級全體學生實施「102年

學生藥物濫用防制認知檢測」，已隨機抽出各年級各三班，共十二個

班進行檢測，感謝各班導師及電算中心的協助。 

4.12月份完成1件校內急難救助金發放之申請。 

四、本校「103 年寒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如附件三)

已公告於學校網頁首頁，並請各系助理寄發至學生電子郵件信箱，另

請師長於適當時機協助宣導各項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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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第一階段審查及建檔作業，

自 102 年 11 月 1 日起至 103 年 1 月 17 日止。 

六、102 學年度「學生校外賃居座談會」已於 102 年 12 月 18 日假行政大

樓階梯教室召開完畢；另校外租賃訪視資料持續建檔中，俾利有效協

助相關事宜。 

七、102 學年度膳食部、販賣部、自助式機具委辦招標管理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已於 102 年 12 月 19 日假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召開完畢。 

八、本學期學生缺勤狀況經查較往年嚴重，導致操行不及格人數增加許

多，請各系師長多加留意學生前揭情況。 

九、學輔中心已辦理下列活動： 

1.辦理「新生訓練－性別平等教育及性騷擾性侵害防治宣導」。 

2.10月份辦理辦理「愛情選擇題-性別平等成長團體」、「探索教育~冒

險旅程工作坊」。 

3.11月份辦理「導師暨義輔老師輔導知能研習-教育部現階段深化紫錐花

運動」、辦理「暖．心~自殺防治守門人培訓工作坊」、針對新生全面

進行「生涯興趣量表線上施測」、「新生憂鬱量表情緒檢測」。 

4.12月份辦理「義輔老師期末會議」。 

5.辦理「僑生暨外籍生期末團體活動」。 

十、102 學年度第一學期個別諮商人次，截至 103 年 1 月 4 日輔導人次計

45 人次。 

十一、資源教室學輔中心已辦理下列活動： 

1.9月份辦理「期初&新生始業輔導」。 

2.10月份辦理「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會報＆ ISP」、「生命教育成長

團體活動」、「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3.12月份「期中團體活動」、「期末團體活動」。 

4.預定於103年1月10日召開「身心障礙應屆畢業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

會議」。 

十二、依據教育部 102 年 11 月 11 日臺教學（四）字第 1020168963 號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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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於 102 年 12 月 10 日前已檢附相關資料報部申請「103 年度教育

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另 102 年度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於執行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辦

理結案作業。 

十三、鑑於 103 年 5 月 18 日將舉辦全校運動會，「103 年運動會大隊接力

分組表」及「103 年運動會拔河比賽賽程表」己完成作業程序並公告

於體育組公佈欄，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十四、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已於 102 年 12 月 12 日教育

部公告審查結果，本校 172 人申請共計 155 名學生符合資格，並辦理

後續減免學費相關事宜。 

十五、台灣銀行澎湖分行已於 102 年 12 月 19 日將本學期學生就學貸款合

格件共 683 人；金額 1800 萬 9110 元撥入本校帳戶，就學貸款退費程

序已辦理完成。 

十六、已於 102 年 12 月 11 日辦理 102 學年第 1 學期「校長與學生有約」

座談會。 

十七、本校學生志工支援全縣國際身障日活動服務。 

十八、學生志工支援移民署澎湖服務站辦理新移民年度成果活動。 

十九、學生志工參加澎湖縣政府心靈三富踩街宣導活動。 

二十、學生志工支援慢飛天使協會辦理聖誕節活動。 

 

總務處： 

一、統計用水及各大樓用電情形如附表。 

二、依台電電錶統計顯示，本校 102 年截至 12 月底累計電量較 101 年度同

期成長服達 8.47%，平均每日增加達 986 度，敬請本校師生員工均能

節約用電，務必隨手關閉不必要電源；電燈能依實際需要做適當減量

調整，恪遵冷氣機溫度設定不得低於 26℃之規則，下班期間辦公室內

不使用的事務機器請關機。據本校私錶統計今年度用水則較往年節

約，請繼續保持節約用水，若發現有漏水情形，立即通知總務處營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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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查修。 

三、經本處爭取已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原則同意補助新台幣 340 萬供本校

辦理體育館球場東西兩側外遮陽及學生宿舍部份燈具汰換為 T5 型燈管

作業，目前正依規定辦理設計監造建築師委託案之採購作業中。 

四、為行政教學大樓頂樓空間得以安全有效使用，本處預定於今年度辦理

屋頂板拆除整修作業，為維自身安全在尚未整修完成前請儘量勿到行

政教學大樓頂樓，若有事前往應勿逗留並注意自身安全。 

 

研發處： 

一、本校 103 年度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共 45 件。 

二、國科會 103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自即日起至 103 年 2

月 18 日中午 12 點前申請，相關訊息公告於本校網站，請踴躍申請。 

三、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師生實務增能計畫，計畫資料及提案格式

〈如附件一〉，請符合申請條件並有申請意願之系所，最遲於 103 年 2

月 21 日前檢附計畫書向本處提出申請。 

四、國科會 103 年先導型、開發型(第二期)及應用型(第一期)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自即日起至 103 年 2 月 27 日中午 12 點前申請，相關訊息已

公告於本校網站，請踴躍申請。 

五、各教師及各行政單位如有承接計畫案，公文請務必簽會本處，相關資

料（公文、計畫書、合約書、人力及經費表）並請影送本處建檔。 

六、103 年度各單位資本門經費分配(如附件二)，各單位依決議分配數修

正原預算項目，並於 103/1/17 前將修正後預算項目及預訂辦理時程表

送研發處。 

七、102 學年度報名赴集美大學交換名額由 17 名更改為 16 名，屆時擬由

本校一名師長於 103 年 1 月 15 日或 16 日統一帶隊前往，相關差旅費

由 103 年學術交流補助經費支應。 

八、本處於 103 年 1 月 7 日舉辦本校赴大陸集美大學交換生行前說明會，

會後亦統整且回覆同學詢問問題，俾利讓本校交換生更了解應集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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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環境及應注意事項。  

九、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赴本校交換大陸交換生共計 17 名，分別為集美大

學(10 名)及浙江海洋學院(7 名)，目前集美大學交換生入台許可證已

辦理完竣，浙江海洋學院交換生入台許可證已送移民署審查中。 

十、本處已辦理本校境外生(含陸生、港澳生及僑生)寒假重入國事宜，並

將個人護照及居留證發還給各位境外生。 

十一、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將於 103 年 1 月 24 日蒞臨本校簽訂策略

聯盟備忘錄，以促進雙方合作及交流提升教學及學術研究品質。 

十二、為增加本校研發專刊豐富內容，以供其他師長參考，本處已於 102

年 11 月 18 日寄信至已獲得國科會優秀人才師長，請惠予提供研發專

刊內容，煩請尚未繳交內容師長請將相關內容回傳至本處彙整。 

十三、本處育成中心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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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

整。 

十四、本處育成中心已於 12 月 19 日召開技術移轉小組會議，審查通過王

瑩瑋教授提出之「自助式電動機車分時租賃營運模式」先期技術技轉

案，金額 新台幣 34,446 元整，已完成相關作業程序。 

 

圖資館： 

一、本館一樓成立「數位閱讀區」，歡迎全校師生多加利用。 

二、本館於 103 年 1 月 9 日舉辦 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使用說明

會，活動圓滿完成。 

三、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第三十五期電子報已公告於圖資館網

頁，敬請點閱。 

四、新增《Reaxys 化學資料庫》，歡迎全校師生至：圖資館首頁＞電子資

源＞外文資料庫及最新消息點閱使用。 

五、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新購入《IOS & Woodhead & InfoSci 西

文電子書 624 冊》、《World Scientific 西文電子書 400 冊》、

《Elsevier eBooks on ScienceDirect 西文電子書 83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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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西文電子書 176 冊》、《Thieme_CRC

西文電子書 746 冊》、《Karger & Ovid Collecti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西文電子書 318 冊》、《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西文電子書 386 冊》、《華藝中文電子書 923 冊》、《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 812 冊》歡迎全校師生至：圖資館首頁＞電子資源

＞中、外文電子書點閱使用。 

六、本校單機版防毒軟體 PC-Cillin，資訊組已於 12 月 25 日完成採購新

授權一年，新授權序號已 Email 通知全體同仁，若欲重新安裝該防毒

軟體，請至資訊組洽借安裝光碟；新授權訊息亦於網站公告學生知

悉。 

七、有關本(1)月 1、2 日學術網路斷訊，係因澎湖縣教育網路中心機房電

力異常造成網路設備故障，導致學術網路連外不通，但校園內部並無

影響，2日晚間 7時許即已恢復正常；若同仁發現網路仍有問題，請

與資訊組聯繫。 

八、校務行政系統已新增密碼查詢功能，提供學生及教師線上查詢，系統

會將密碼寄送到個人 Email 信箱。 

九、藝文中心於 1月 8 日起至 3 月 7日止展出「瞬間澎湖」- 影像美學通

識課程成果展，歡迎全校師生、同仁及社區鄉親蒞臨指教。 

 

進推部： 

一、103 年度上半年度職訓局產業人才投資計畫開辦情形如附表。 

二、成立 103 學年度進修部獨立招生試務委員會，俾便辦理招生試務相關

事宜。 

三、103 學年度教育部核定本校申請四技進修部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 2 系 9

名，觀光休閒系 5名與資訊管理系 4名。 

四、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隨班附讀生選課日期為 103 年 2 月 19 日至 2 月 21

止。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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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澎湖縣政府函轉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勞工保險局辦理 103 年勞工

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自 103 年 1 月 3 日起受理申請至 103 年 1

月 17 日下午 17 時截止，請逕向土地銀行及全國各分行或其委託之金

融機構申請，請 查照並轉知廣為宣導。 

二、教育部 102 年 12 月 05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20181616 號函以：【有

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與第一商業銀行、合作金庫商業

銀行合作辦理之「參加退撫基金人員指定用途貸款」，延長申請期限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敬請各單位主管轉請所屬同仁知照。 

三、 教育部103年1月6日臺教師（三）字第1020195083號函：「教師法」第

35條之1修正條文業奉總統102年12月25日華總一義字第10200232681號

令公布。 

第三十五條之一   

前條第三項之護理教師，其解職、申訴、進修、待遇、福利、資遣事

項，準用教師相關法令規定。 

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介派之護理教師具有健康與護理科合格教師資格

者，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得辦理介聘為健康與護理科教師；其介聘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四、人事動態如附表。 

五、本校員生社變更案已於本(1)月 10 日向澎湖縣政府提出申請，同日於

監事主席監交下，物件資料移交予理事主席。 

六、文康活動費預算，立法院統刪為每人 2000 元，較 102 年少 500 元。 

七、教育部函示：成立教育家部落格，歡迎瀏覽。另，教育部建置 102 學

年度大學校院一覽表查詢系統，供辦理教師升等學術專長查詢之用。 

 

主計室： 

一、102 會計年度已結束，感謝各單位在這一年之配合，使會計業

務得以順利推展。 

二、本校 103 年度行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經常門經費分配表，詳附表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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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院： 

一、102 年 12 月 17 日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李長存教

授至本院資工系參訪，並洽談國際學術研究交流事項。 

二、102 年 12 月 17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舉辦 CPE 考照，共計 42 人報名、39

人到考，18 人通過。 

三、102 年 12 月 17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辦理 102 學年度程式設計比賽，第

一名程冠倫同學、第二名邱薪哲同學、第三名周庭宇同學。 

四、本院電信系執行教育部「網通人才培育學程計畫」獲績優系科，102

年 12 月 30 日於交通大學接受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楊司長頒

獎。 

五、103 年 1 月 3日本院微軟 MOS 國際認證考照中心第一次考照，本次共

有 9 位報名考照，8 位通過，獲頒 MOS 國際認證執照。 

六、103 年 1 月 8日本院資訊工程系邀請威力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薛煒

立董事長，蒞校演講，主題為「贏在起跑點」。 

七、本院電信工程系莊明霖主任與吳明典老師指導研究生吳佩洳及張燈元

於全國電信研討會發表兩篇論文。 

八、本院資訊工程系楊慶裕老師榮獲 102 學年度優良教師獎勵。 

 

人管院： 

一、應用外語系 1月 4 日辦理全民英檢初級初試考試。 

二、航運管理系 1月 6 日辦理「大四下學期校外實習業者面試座談會」-超

捷國際物流股份有限公司。 

三、服務業經營管理研究所 1 月 8 日辦理「碩士論文提案報告研討會」。 

四、應用外語系 1月 11 日辦理 BULATS 線上測驗。 

五、航運管理系 3名學生於 1 月 20 日~2 月 14 日至復興航空馬公站實習。 

六、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1 月 23 日楊崇正系主任赴屏東縣國立潮州高級中學

主辦之大學博覽會參展招生宣導。 

七、應用外語系 1月 25 日辦理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考試。 

八、本院 1 月 13 日召開院務會議籌辦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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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休院： 

一、集美大學體育學院鄭旭旭院長、高楚蘭副院長及張益老師於 102 年 12

月 26 日至 28 日蒞臨本校參訪。 

二、觀休院預計於 5 月 16 日至 18 日辦理「2014 年第二屆 海洋觀光暨運

動休閒產業國際學術研討會」。(與運動會撞期，順延一週) 

三、餐旅系吳烈慶主任於 1 月 10 日協助國立政治大學辦理「103 年 1 月外

籍生短期研習營團」講座。 

四、餐旅系吳菊老師、陳立真老師執行 101 學海築夢計畫，將於 1 月 12 日

至 29 日至澳洲訪視校外實習學生。 

五、餐旅系吳烈慶主任於 1 月 21 日和 23 日擔任教務處舉辦「102 學年度

國中技職教育宣導體驗-寒假技職體驗營」之講師。 

六、1 月 1 日至 5 日廣州大學徐俊忠副校長率領陳潭公共管理學院院長、

李海燕台灣研究院副院長、梁碧茹港澳台辦公室主任、方英台灣研究

院兩岸婚姻家庭研究中心主任、熊美娟廣州公共管理評論編輯部主

任、周利敏公共管理學院社會學系主任、楊芳公共管理學院政府管理

系主任、楊宇斌廣州發展研究院博士，蒞臨本校參訪。 

七、觀休系與廈門大學旅遊與酒店管理系正式簽訂合作協議書與交換學生

協議書。 

活動訊息 

1. 觀休系李明儒主任承辦澎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與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聯

合舉辦2013年澎湖「石」敢當文化之旅遊程活動： 

(1) 澎南輕探險2013年12月7日（星期六） 。 

(2) 湖西輕探險2013年12月14日（星期六）。  

(3) 西嶼輕探險2013年12月28日（星期六）。  

2. 觀休系辦理國際咖啡考試於1月10日、11日、12日進行學術科考試。 

3.1月8日海運系邀請教育部體育署彭臺臨副署長蒞校專題演講。 

喜訊 

1.觀休系林郁婕同學，推甄錄取國立嘉義大學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碩士

班榜首、國立高雄餐旅大學旅遊管理研究所正取第二名。 

2.觀休系宋盈盈同學、向瑜鈞同學錄取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日碩士觀光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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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事業管理研究所。 

3.觀休系林菁真老師榮獲102學年度改進教學獎勵教師。 

4.觀休系趙惠玉老師榮獲102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秘書室： 

一、各單位辦理全校性活動流程 SOP(詳如附件)，請各單位配合辦理。 

二、為健全本校內部控制作業制度，由內控專案小組研商後，擇定 7 個項

目納入內部控制作業，包含共通性業務部份 1.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

(BA01)2.資安事件通報作業(KS01)。個別性業務部份 1.學生成績標準

作業流程(LA01)2.毒性化學物質管理作業標準(LL01)3.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申訴收件(LG01)4.研究計畫場地人員管理(LN01)5.教

職員工技術移轉執行作業(LP01)共 7 項納入本校內部控制制度作業流

程，請相關單位依照內部控制重點及作業流程確實執行審視，並留存

相關資料表件備查，確保機關內部控制制度持續有效運作。 

三、公文經校長決行(或代為決行)，如有再簽擬需要應另行簽辦，不宜在

已判行公文上再擬。 

 

校長裁示事項： 

一、實務增能計畫申請：103 年海工院提二案，人管院、觀休院各提一

案；104 年由水產養殖系、物流系、海運系提出申請。 

 

肆、討論事項： 

討論事項（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學優良教師選拔暨獎勵要點」第二點，

請  討論。                        

說明： 

一、為推動優質教學及實踐教育目標，鼓勵教師從事教學品保工作，

以有效提昇學生學習成效，擬修訂申請該獎勵之教師須完成至少

一門一級教學品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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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級教學品保課程」資料包含課程目標、課程大綱、課程課表、

學生選課名單、學生學習成效表現歷程概述、每一次作業及考試

(小考、期中考及期末考)的學習成效分析、課程教學評量等學習

歷程檔案。。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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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修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專利申請辦法」部分

條文，請  討論。                        

說明： 

一、依 102 年度第二次專利審查委員會決議，提案修改本校專利申請

辦法。 

二、檢附修正後條文及對照表。 

擬辦：本辦法業經一○三年一月十六日行政會議通過，提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決議：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討論事項（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乙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 102 年 10 月 24 日本校教師員額管控小組會議臨時動議決議辦

理，略以：「建請人事室檢討修正本校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實施

要點法規，對於未來簽訂新約之專案教師課以兼辦行政業務職責，

否僅全學年支給九個月薪資且不予支給寒暑假期間新資」。 

二、檢附案揭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專案計畫教

師聘用契約書草案、契約書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再研議；另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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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條文乙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水產養殖系 102 年 9 月 25 日簽奉校長核定之 102 學年度

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臨時提案三紀錄辦理，略以「…教授休假

建請修改為可累計...，例如已達三年半可休乃因為學校行政或自

己的規劃到四年半才休半年，第二次休假還須等三年半之後才能

休，能否改為兩年半就可休，也就是年資可累積計算。」。 

二、檢附修正後草案全文（含申請表及計畫書格式）及修正前後條文對

照表。 

決議：修正通過。（1.草案第五點：經核准休假研究者，休假研究期滿應

至少返校服務時間，修正為與核准休假研究等長之時間；草案第十

點修正為四個月前提出申請。2.餘照案通過。通過後條文對照表如

附） 

 

伍、臨時動議：  

臨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進推部 

案由：本校及他校委託辦理碩士學分班事宜，請  討論。 

說明： 

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與本校於 102 年 11 月 22 日簽訂學術交流協議，

預計於 103 學年度進行碩士學分班之開設，其行政業務相關權

責，請討論。 

二、有關該校簡介及學術交流協議書如附件一、二。 

擬辦： 

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或其他學校於澎湖開設的碩士學分班，開課後

由進修推廣部協助租借、管理教室及教學器材。 

二、本校各系開設的碩士學分班由系所辦理行政業務，進修推廣部協

助執行廣告、收費等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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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簽約、收發公文由研發處為單一窗口。 

決議：通過。 

 

臨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養殖系 

案由：對於教務處實施查課以改善教學品質的作法，表達鼓勵與肯定，並

請持續進行。另於法規面與作業表格，如需修正，請於教務會議討

論。 

決議：通過。 

 

陸、散會：是日下午 12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