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7 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3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育成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王校長瑩瑋               紀錄：林麗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 主持人致詞： 

一、近來學術倫理議題甚囂塵上，請各位院長提醒老師注意論文掛名之問題，

有貢獻才掛名，並且需清楚了解共同掛名之背景。 

二、教學卓越計劃正撰寫中，請各處室院單位彙整提案需求撰寫子計劃，有需

要幫忙或問題一定要儘快提出。 

三、今年招生狀況，請教務處補充報告。 

四、7 月 5 日~7 月 11 日至馬來西亞參加教育展，今年有 100 餘家參與，會中

參與學生上萬人，規模相當大。期間拜會檳城日新獨中，未來會簽署姐妹

校，提供部份獎學金，吸引馬來西亞僑生就讀，不管以僑生或外籍生方式

入學。 

五、檢討學校之外籍生獎助入學之條件，以更符合實際狀況，第一年給獎學金，

第二年需看其成績再給獎助或取消獎助。 

六、今年畢業典禮有點亂，請學務處開檢討會，以防未來重蹈覆轍。 

七、今年舉辦之募款活動，共募集金額約有 53 萬元，未來將規劃更理想之募

款方式，另需強化與業界之互動。 

貳、各單位重要事項報告：  

教務處：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103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漲1.37%。 

二、教育部103年7月9日臺教技（四）字第1030093369號函備查通過本校學則

第39條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

二連續兩學期者，應予退學之規定。 

三、辦理本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申請作業，惠請與會委

員轉知日四技大三同學踴躍申請。申請資格為日四技前三學年度學業總成

績達全班前40%者，可於103年7月15日起至7月31日，檢附「申請單」及「歷



年成績表」（含排名）向相關系所碩士班提出申請。 

四、辦理本校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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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招生名額等資訊，請於103年7月23日前將研究所

招生資訊調查表（含電子檔與核章紙本）擲送至本處彙辦，以利後續招

生簡章彙編作業等事宜。 

五、103 學年度四技技優甄審已於 6 月 20 日公告正備取名單，並於 7 月 2 日

下載報到名單，及寄發報到通知單，可報到考生共計 66 名，依總會規定

於 7 月 15 日中午 12 時結束報到作業。 

六、103 學年度甄選入學，於 7 月 3 日公告正備取名單，並於 7 月 10 日下載

報到名單，及寄發報到通知單，可報到考生共計 270 名，依總會規定應

於 7 月 17 日中午 12 時結束報到作業；各系核定內名額未報到可回流至

聯合登記分發，「103 學年度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招生類別名額調查表」

於 17 日結束報到後轉發各系，敬請各系務必於 7 月 22 日中午 12 時前擲

回本處彙整，回報聯合登記分發委員會。 

七、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考，訂於 8 月 9 日於正修科技大學受理考生現

場登記分發。 

八、103 學年度陸生招生，四年制學士班分發名額計有 4 名（物管系、航管

系、電機系、應外系），刻正辦理寄發錄取通知單及陸生來臺相關注意

事項。 

九、103 學年度僑生招生至 7 月 4 日止，已分發四梯次，本校總計分發名額

28 名，已寄發錄取通知單。 

十、寄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成績單。 

十一、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學分審查及核發畢業證書。 

十二、102 學年度暑修自 103 年 7 月 7 日至 102 年 8 月 16 日（共 6 週）上課，

日間部四技共開設 1 門課，計 23 人修課。 

十三、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初選選課作業訂於 102 年 8 月 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至 102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24 時止辦理，請各系所配合公告

予學生週知。 

十四、為執行 103-1 課程教學品質保證作業，請種子系至校務系統維護系核



心能力及公版課程大綱資料，俾利教師填寫 103-1 課程大綱; 非種子

系教師如欲申請「教學優良教師」、「改進教學獎勵」遴選作業，務

必選填公版課程大綱。 

十五、「課程地圖系統整合開發」採購案已完成招標簽約，於 103 學年度將

請各系配合建置相關資料。 

十六、103 學年度教學課程大綱及教師請益時間及學生學習輔導登錄，請各系

所教師於 103 年 7 月 28 日前完成豋錄，其中「成績評定方式」及「核

心能力」請確實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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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本校103年度夏日大學「海洋特色通識課程」，訂於103年7月7日至11

日，以及7月14日至18日，分兩梯次開設「認識與探索海洋環境」、「澎

湖世界遺產」、「海洋運動與生態體驗」共有3門課、4班別課程，計

有全國大專院校102位學生參與修課。 

十八、本校榮獲教育部103學年度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案，計畫執行期

程自103年6月1日至104年6月30日。 

十九、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改進教學獎勵」遴選作業，自103學年度起，

參與遴選教師除原申請條件外，另須完成至少一門一級教學品保課程

（如附件1），惠請有意參與遴選之專任教師提早準備，以利遴選申請

作業。 

二十、辦理102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結案作業。 

二十一、部份科系同學學分已修滿，但因證照未過，未達畢業門檻而無法畢

業情形，應如何處理。 

校長指示：因證照未過而無法畢業情形，請規劃配套措施因應。 

學務處： 

一、學生宿舍： 

（1）本學期學生宿舍封宿日期為 6 月 30 日中午 12：00；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於 103 年 9 月 10 日開宿。 

（2）103 學年度學生宿舍床位申請開放時間為 103 年 8 月 4 日上午 9：00

起至 8 月 21 日晚上 9：00 止，請本校有意願住宿學生至本校校務行



政系統申請。 

（3）6 月份進行住宿生外宿親師聯繫作業，共 126 人次。  

（4）6 月份學生宿舍夜間送醫就診人數共計 3 人次(統計表如附件 1)。 

二、交通安全： 

（1）本學期 5 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人數共計 7 件 10 人次(統計表

如附件 2)，本組將持續加強宣導各項交通安全注意事項。 

（2）為維護學生暑期健康及安全預防工作，並避免其涉足不良場所或從

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而肇生意外事件，請各系辦理各項活動時加強

提醒同學注意各項安全事項。 

三、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已於 6 月 30 日截止，俟教育部

核定本校學雜費調整金額後，辦理陳核相關作業。 

四、103 年新生說明暨歡迎會，訂於 8 月 15～17 日(星期五～日)分別假劍潭

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北區)、台中國立文華高中(中區)、九福大飯店(南區)

辦理。 

五、本學期部分班級學生操行成績有偏低情況，請系上師長多加關懷與輔導。 

六、本年度暑期結束後第 1 梯次兩階段軍事訓練役將完訓，請下學期大三班級

導師提醒班上學生，如有參加前開完訓學生，請務必於開學後持退伍令至

生輔組辦理役男服役狀況變更。 

七、本學期身心健康中心（學輔、資源教室）活動皆順利辦理完竣。 

八、資源教室畢業學生轉銜事宜：依規定於期程內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

網」上填報轉銜資料表。 

九、103 學年度學輔工作各項委員會委員將重新聘任，包含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學生輔導委員會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請各系推派教師代表，如

尚未繳交者請以電子檔回傳或紙本擲回身心健康中心，經校長圈選後聘

任。 

十、103 學年度各系各班班級導師名單，如尚未繳交者請以電子檔回傳或紙本

擲回身心健康中心，以辦理導師聘任事宜。 

十一、健康中心 6 月份健康服務統計：外傷處理 103 人次、運動傷害 17 人次、

疾病照護 11 人次、學生平安保險申請 16 人次，意外 4 件、疾病 14 件，



共申請金額 88,644 元。 

十二、台灣本島登革熱疫情仍具威脅，6 月份衛生局查核本校有陽性孳生源容

器，請同仁定期清除居家及辦公室積水容器，外出注意防蚊以杜絕登

革熱。 

十三、本月協助三名 101 學年度肺結核接觸者同學複檢胸部 X 光，結果正常，

已完成兩年內兩次追蹤，不須再複檢。 

十四、102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預定本年度 7 月 31 日前將成果彙 

整後函送教育部審核。 

十五、103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由高雄縣建佑醫院以每人 425元得標。 

十六、102 學年度 5 月 19 至 6 月 20 日大一生至大城北游泳池上課已平安完成 

，體育組正與公車總站及馬公市体育場辦理繳費事宜。 

十七、學生活動中心二樓體育場「液壓式籃球架｣本組已辦理請購，待指示後

再續處理，「籃球場地板」7 月 11 日由總務處營繕組辦理招標。 

十八、目前正與強生健身器材公司聯繫，預計於 7 月 30 日至本校安排工程師

到校維修保養，以利使用安全。 

十九、運動中心整合計劃：計劃書初稿已上陳長官裁示。 

二十、召開畢業班畢業典禮相關流程說明會。 

二十一、協助辦理本校 2014 澎科大畢業季感恩募款音樂會相關事宜。 

二十二、結合善耕 365 文教基金會辦理林書豪紀錄片分享會活動。 

二十三、協助學生社團赴鳥嶼辦理飢餓三十活動。 

二十四、帶領本校青年志工協助澎湖縣政府衛生局辦理 103 年樂齡活力秀活動

志工服務。 

二十五、帶領本校青年志工協助五德國小辦理 103 年畢業生小鐵人競賽活動。 

二十六、辦理本校 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暨畢業晚會活動。 

校長指示： 

一、藍副議長可捐贈本校籃球架，請學務處會後約時間確定細節。 

二、學生勞動教育可規劃協助縣府活動規劃與執行，以增進本校與縣府之合作

關係。 

總務處： 



一、依本校自設電錶統計本校各大樓最近三個月用電情形如下： 

  行政大樓 學生宿舍 實驗大樓 路燈 圖資館 體育館 教學大樓 海科大樓 合  計 

103 
0401 
⇓ 
103 
0430 

18,993 78,910 44,015 8,251 53,558 16,674 44,043 87,716 352,160 

11,957 77,650 31,692 6,249 68,112 13,276 41,662 83,920 334,518 

7,036 1,260 12,323 2,002 -14,554 3,398 2,381 3,796 17,642 

58.84% 1.62% 38.88% 32.04% -21.37% 25.60% 5.72% 4.52% 5.27% 

103 
0501 
⇓ 
103 
0531 

26,055 94,217 60,094 9,586 73,475 19,901 67,778 107,038 458,144 

20,830 98,217 49,236 8,356 82,868 11,692 65,624 108,147 444,970 

5,225 -4,000 10,858 1,230 -9,393 8,209 2,154 -1,109 13,174 

25.08% -4.07% 22.05% 14.72% -11.33% 70.21% 3.28% -1.03% 2.96% 

103 
0601 
⇓ 
103 
0630 

28,767 89,825 61,643 10,560 81,505 14,263 75,532 108,952 471,047 

23,700 100,834 47,346 9,443 86,101 18,090 73,516 115,511 521,887 

5,067 -11,009 14,297 1,117 -4,596 -3,827 2,016 -6,559 -50,840 

21.38% -10.92% 30.20% 11.83% -5.34% -21.16% 2.74% -5.68% -9.74% 
說明：1.實驗大樓含司令台、養殖育苗室、室內實習場等及運動場。  
      2.表中每組第 1列為今年用量，第 2列為去年用量，第 3列為增加量，第 4

列為較去年同期之增加率。 
      3.教學大樓太陽光電 103年 06月份產生電力 7,980度，今年度累計 40,820

度。 
      4.養殖溫室太陽光電 103年 06月份產生電力 5,671，今年度累計 26,989度。 
      5.體育館太陽光電 103年 06月份產生電力 5,487度，今年度累計 29,986度。 
      6.截至 6月底本年度太陽光電佔本校用電比率約 2.72%。 

二、依台電抄表本校今年度用電增減情形： 

收據
月份 

102年 103年 累計增 
減情形 期 間 累計電度 期 間 累計電度 

02 1011227~1020129 334,600 1030101~1030131 283,200 -51,400 

03 ~0225 524,400 ~0228 483,400 -39,000 

04 ~0327 866,200 ~0331 827,200 -39,000 

05 ~0428 1,261,200 ~0430 1,192,800 -68,400 

06 ~0529 1,763,600 ~0531 1,496,200 -267,400 

07 ~0630 2,330,200 ~0630 1,704,151 -626,049 

三、統計本校 102 年度用水情形(私錶)如下：  

  
1020101~1020701用水情形 1030102~1030701用水情形 平均每日 

增加用水 累計用量 平均每日 累計用量 平均每日 
行政教學 292 1.61 319 1.77  +0.16 
體育館 993 5.49 1,101 6.12  +0.63 
實驗大樓 1,591 8.79 1,313 7.29  -1.5 
司令台 383 2.12 11 0.06  -2.06 
教學大樓 2,852 15.76  2,423 13.46  -4.3 
圖資大樓 1,125 6.22  1,597 8.87  +2.65 
學生宿舍 15,239 84.19 15,121 84.01  -0.18 
海科大樓 2,016 11.14 3,213 17.85  +6.71 
合  計 24,491 135.31  25,098 139.43  +4.12 
使用天數 181 180   

      註：養殖育苗室原由司令台系統供水，已改由海科供水。 



四、依本校私錶統計顯示，於 103 年 6 月本校使用電量較 102 年度同期減少

9.74%，敬請本校師生員工均能持續節約用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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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用水則較去年成長 3%，請保持節約用水，若發現有漏水情形，立

即通知總務處營繕組查修。 

五、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所補助本校辦理體育館球場東西兩側外遮陽及學生宿舍

燈具汰換為 T5型燈管案採購案，目前體育館東西兩側外遮陽作業已完成，

正趕辦學生宿舍燈具汰換作業中，本案施工期限為 7 月 26 日。 

六、於今年度辦理行政教學大樓屋頂板拆除整修作業，預定於 7 月 23 日下午

開標。 

七、東側擴大校地基礎設施之整理，因細部設計進行最後修正中。 

八、本校將於 7 月 26 日及 27 日辦理高壓用電設施年度巡檢及設備維修作業，

屆時各大樓將會輪流停電以便進行相關作業，各大樓預定停電時間之計

劃表將會於 7 月 18 日正式公告。 

九、依據本校報教育部資本支出累計決標與執行金額統計表顯示，截至 6 月底

本校資本支出執行率仍偏低，約為 54％（6 月 30 日前應達 70％），敬請

相關單位能把握執行進度，以符合教育部規定。 

十、為配合教育部頒「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續階方案」 (如附件)，本校已實施

電子公文交換與公文線上簽核，其比率並均達成方案目標，另有關電子

化會議，囿於設備及其他因素，辦理情形與其方案所定規範未盡相符，

為達成目標，會議作業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辦理會議時，儘量以不提供紙本會議資料為原則，得以公文電子交

換、電子郵件傳遞或提供電子檔下載等方式替代。  

（2）會議與會人員宜儘量避免將會議資料電子檔列印紙本，可自備電腦

設備、使用會場提供之設備開會或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以期逐步

降低紙張使用量。 

十一、勞動部通過職安法，學校須注意下列事項： 

（1）校長為主要負責人，若有相關事情發生將負全責。 



（2）人事室是否強制要求全校同仁健檢，請研商。 

（3）學生保險之給付範圍或健檢項目是否因應更動，請學務處注意。 

（4）職安法涵蓋之場域已不限校內，所有教學場域、校內外或實習、

參訪等均囊括，故學生之校外參訪或實習請各單位注意。 

（5）10月31日教育部將蒞校輔導訪視本校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現況。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將職安法重點宣導各單位週知。 

研發處： 

一、 本校申請 103 年度產業學院計畫 5 案，業經教育部審查通過 2 案，分別

為資管系「企業電子化系統開發學分學程」及觀休系「澎湖領隊導遊學

分學程」，核定補助期程為 2 學年，每學年每系補助款新臺幣 40 萬元。 

二、 本校申請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103 年度「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規劃」計畫，

業經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核定補助新臺幣 78 萬元，計畫實施期程為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三、 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第二階段計畫申請說明會(農業、海事、水產相關

類科)於 10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至 12 點假教育部 5 樓大禮

堂辦理，本校預計申請再造技優計畫─第二階段計畫 2 案，申請系所為

航運、物流與海運共提一案，食科與養殖共提一案。爰前揭會議由研發

長及食科系陳名倫主任代表出席。 

四、 教育部訂於 103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一）14 時 30 分辦理產業園區產學合

作計畫研發成果記者會，本校食品科學系胡宏熙教師主持之計畫「乳酸

菌發酵副產品利用技術開發」獲邀參展。 

五、 本校電機系、電信系及資工系申請 103 年度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風光

能源與智慧電網技優人才培育計畫」，業獲教育部核定補助新臺幣 1,880

萬 5,000 元，並撥付第 1 年款新臺幣 846 萬元，請執行單位掌握計畫辦

理期程，俾利達成本計畫各項績效指標。 

六、 本校共七名師生於 103 年 7 月 13 日至 20 日赴參加中國海洋大學 2014 

U&Sea 海洋文化夏令營，希冀藉此活動能促進二岸大學生相互瞭解，達到

學術交流合作之意旨。 

七、 本處於 103 年 6 月 27 日辦理 ISISA 國際研討會承辦人員第三次會議，為



確實瞭解各單位工作進度，擬於 7 月 30 日辦理第四次會議，請各組相關

人員出席。 

八、 本處已將 ISISA 第十三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中文徵稿主題發文

至各大專校院、交通部觀光局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

處及離島地區縣政府，以期望藉由中文論壇與論文發表，相關領域產官

學界專家們可針對各島嶼提出寶貴意見及策略。 

九、 本處已將 ISISA 島嶼研究二十年回顧展示暨島嶼社區及永續博覽會參展

資訊發文至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台灣各離島縣政府，以增加博覽會

多樣性，以認識國際小島嶼的多元文化特色。 

十、 本處已協助觀休院及人管院辦理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鄧文金副

院長等 28 人之入台許可證；另該校將於 103 年 7 月 17 日至 20 日蒞校，

擬與本校觀休院及人管院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因時間緊迫，已

簽准先行報部，並於本月行政會議提追認程序。 

十一、 本校擬於 10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 日赴香港參加香港教育展，並於 10

月23日至26日赴澳門參加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本處協助辦理報名、

訂位、文宣印刷等事宜。 

十二、 本校申請 103 年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業已通過，

計畫經費計 939,400 元整。 

十三、 為瞭解畢業生投入職場後之工作表現，以回饋至課程規劃，研發處通

報各系所建立符合各系課程之「企業雇主滿意度暨畢業生就業滿意度

調查問卷」並進行調查。為體諒各系經費，至 103 年 12 月 5 日前研發

處並提供相關經費供作各部份調查之用。 

十四、 本校通過「簡易多階型直交流轉換電路架構」美國發明專利及「車輛

能源控管裝置」中華民國新型專利，共二件。 

十五、 本處育成中心擬於本月召開技術移轉小組會議，審查辜德典老師提出

之「智能化電纜接頭故障檢測裝置」先期技術技轉案；方祥權老師提

出之「車輛能源控管裝置」專利技術移轉案，共二案。 

十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於 6 月 23 日訪視本處育成中心進駐廠商。 

校長指示： 



一、「企業雇主滿意度暨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問卷」各系一定要做，另學

生學習歷程亦要完成，以利教卓計畫之撰寫。 

二、請研發處報告科技部核定本校之專題研究計畫案時，請將多年期計畫列 

入，並與去年度件數做比較。 

圖資館： 

一、本館圖書資源組於 7 月 2 日辦理 Web of Science(WOS)、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JCR)資料庫講習活動，活動圓滿完成。 

二、教師及學生暑假借期延長已公告於圖資館網頁，敬請圖資館首頁＞最新

消息點閱。 

三、本館暑期志工於暑假期間幫忙書庫書籍上架及整架作業。 

四、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第三十九、四十期電子報已公告於圖資館

網頁，敬請點閱。 

五、校園網路防火牆系統於 6 月 23~24 日裝機測試完成。 

六、本年度資安 ISO27001 認證，預定於 7 月 31 日(四)執行內部稽核及 8 月

18 日(一)外部稽核。 

七、為促使臺灣學術網路無線漫遊互聯互通及共用，依據教育部來文：有關

漫遊無線基地台之名稱格式，必須統一命名為「TANetRoaming」；本校

配合於 7 月 31 日前修正無線基地台（SSID）名稱，SSID 頻道原 

"NPU_Roaming_**" 更改為 "TANetRoaming_**"。 

八、截至本學期結束，學期課程使用本校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e-Campus)輔

助教學及師生參與課程活動情形統計如下： 

使用教師 21人 占總教師人數(166人)比 13% 

使用課程 55門 占本學期總課程數(529)比 10% 

教材文件上傳 401件 教材文件點閱數 5,643次 

作業 208件 測驗 14件 

討論主題 92篇 討論回覆 2,391篇 

教師登入次數 2,179次 學生登入次數 22,660次 

九、藝文中心於 6 月 9 日至 7 月 31 日展出「我心目中的澎湖灣」－2014 休

閒攝影成果展，歡迎全校師生教職同仁蒞臨觀賞。 



進修部： 

一、本校 103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四技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已辦理完畢，並於

6 月 30 日召開第二次招生委員會。教育部核定名額 9 名，觀休系 5 名；

資管系 4 名，7 月 5 日計報到觀休系 5 名；資管系 1 名，賸餘名額刻正

辦理報部，准請回流至本校進修推廣部四技招生名額。  

二、辦理 103 學年第一學期開課相關事宜。 

三、刻正辦理本校 103 學年度進修推廣部四技單獨招生事宜。 

四、因應研提南區職訓勞工在職進修計畫，於本（103）年度申請 TTQS 訓練

機構版之輔導及訓練品質評核，業已於 5 月 5 日、5 月 19 日、6 月 9 日

及 6 月 23 日完成四次輔導作業及模擬簡報，並於本（103）年 7 月 8 日

已接受訓練品質評核（訪視及簡報）。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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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通過之班別：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訓練人數 訓練時數 開班時間 備註 
宴會點心製作班第三期 陳立真 36 48 103/09/18-12/04  
中餐烹調基礎實務班第二期 吳烈慶 36 44 103/09/23-12/02  
地方特色手工皂天然DIY製作班 呂美鳳 16 27 103/09/07-11/02  
澎湖民間故事暨民俗文化解說班 姜佩君 25 16 103/10/03-11/28  
旅遊英語會話班 王月秋 15 20 103/09/30-12/02  

六、 103 年度下半年度預定開辦之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其他正邀請本校

教師開課中)：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訓練人數 訓練時數 開班時間 備註 

導引養生功保健推廣班第七期 謝永福. 
蕭明芳 

40 22 103/09  

瑜珈術推廣班第十八期 魏吳錫娟 30 24 103/09  
環保手工藝品 陳苓娟 20 30 103/09  

※另針對協助馬支部辦理勞工安全教育訓練課程，於本年 7 月 9 日再訪縣府社

會局勞工行政科陳科長及相關承辦業務人員，討論有關開辦勞安課程之系統

提報等相關細節，因礙於教育訓練單位為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含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系主任為鄭世岳），且系統報備上有地區

性及權限上尚有待解決問題，而距離預定開課時間也已接近，因此將持續加

強連絡、確認，促成本次合作。 



校長指示：會後請曾建璋與許明質主任拜訪縣府社會局，協調有關開辦勞安

課程之相關問題。 

人事室：  

一、 教育部函轉 103年 6月 12日行政院第 3402次會議院長提示第 1項(如附

件)，請鼓勵所屬公教人員踴躍參與投開票所工作。 

二、 依據「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 6 點第 1 項規定，「教師兼職不

得影響本職工作，並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且應事先以

書面或擬聘單位來函報經所屬教學單位系（所、中心）務會議依本要點

規定事項審議後，循行政程序經所屬系(所、中心)主任、學院院長具明

意見，會經教務處、人事室轉陳校長核定。」敬請轉知所屬教師周知並

依規定辦理。 

三、 依教育部 92 年 4 月 10 日台人（二）字第 0920034348D 號書函重申歷次

相關函釋之規定：「各校聘請他校教師為兼任教師時，應先徵得原校同

意。」爰請各教學單位聘請兼任教師時應掌握時效，遇有聘請他機關學

校人員須報經服務單位同意者，請提早辦理提聘(續聘)作業，並請詳實

註明其服務單位職稱，俾利人事室依規發函徵詢同意；另本校教師至他

校兼課亦須依規定於開學前徵得本校同意，亦請各單位掌握時效並依前

述「本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規定程序辦理。 

四、 人事動態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單位） 
職稱 

新職（單位） 
職稱 

到(離)職 
日期 

備考 

黃文峙 新進  
學務處/身心健

康中心 
專案諮商心理師 

103.06.13 補呂艾珉缺 

以下空白      

主計室： 

一、本校 103 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情形簡要報告如下： 

（一）經常門：總收入 260,970,596 元，總成本費用 274,208,904 元，短

絀 13,238,308 元，詳如收支餘絀表（附件 1）。 

（二）資本門：實際執行數 6,931,679 元，佔累計預算分配數 18,935,000



元之執行率為 36.61％，佔全年度預算數 52,191,000 元之執行率

為 1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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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3 年 6 月 12 日臺教會(一)字第 1030087925 號函有關審計部審

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01 及 102 年度決算餘絀、政府補助及學雜費

暨 5 項自籌收支餘絀等調查表，核有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近 3 年度近 7 成學校預算執行結果，均未能達成收支平衡，賸餘

亦未能逐年成長及短絀未能積極改善，促請深究原因，並研謀具

體改善措施，妥為擬具開源節流措施，積極辦理。 

（二）政府預算補助及學雜費收支執行結果，8 成以上學校均為短絀，

請通盤檢討原因，並促請學校妥善運用及提升經費使用效率。 

 （三）近 3 年度 5 項自籌收入逐年減少，且部分學校 5 項自籌收入未達

總收入 2 成，應探究原因，並請學校根據資源及特色，籌謀增加

自籌收入之因應對策，以增裕學校自籌收入。 

 （四）部分學校學雜費收入呈現逐年遞減趨勢，顯示少子化致生源減少

現象，已逐漸衝擊國立大學校院之經營，請各校檢討因應。 

 （五）6 成學校仰賴政府補助挹注校務基金營運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 

充所需經費，且學校規模 5 千人以下者，對教育部撥付之基本需

求補助款仰賴愈重，請評估各校務基金收入與成本結構之妥適性，

並研謀改進措施。 

 （六）部分學校延修比率偏高，請分析學生延修原因及檢討校內現行教

學與就業輔導機制，研謀具體有效措施。 

 （七）4 成學校近 3 年度無專利技轉情事，請妥為檢討專利數及新品種

數及專利技轉率偏低暨衍生收入不敷支應專利申請及維護費之原

因，研謀因應改善措施，以充裕校務基金。 

    本件已會請相關單位聲復辦理情形，並請各單位參酌並配合加強辦理。 

     海工院： 

一、 103 年 5 月 27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舉 CPE 考照，共計 41 人報名，41 到考，

通過 13 人。 



二、 103 年 6 月 5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胡武誌主任受邀參加 IEA-AIE2014 國際

研討會並擔任競賽項目評審裁判。 

三、 103 年 6 月 10 日本院資訊工程系楊慶裕老師帶領 21 位學生參訪澎湖營

運中心(馬公機房)。 

四、 103年 6月 13日總統府國策顧問寒舍餐旅集團蔡辰威董事長蒞臨本院參

訪綠能及水產養殖設施與產品。 

五、 103 年 7 月 8~9 日中山大學漁業推廣及海洋教育推廣委員共同舉辦「103

年全國高中生澎湖海上體驗營」及「103 年大學生澎湖海上體驗營」，

赴本院進行活動參訪，參觀本院食品教育館、太陽能教育館、風力教育

館、風車公園、海洋生物教育館。 

六、 賀本院資訊工程系楊慶裕老師榮升教授。 

七、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電信工程系）目前工作進度為：(1).

設備已全數提出請購。(2).完成兩梯次技能檢定，參加學生人數丙級 56

人，乙級 29 人。 

八、 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技優學程（電機工程系）目前工作進度安排為：(1). 

因配合勞動部首座考場設置進程延後，本(103)年度「太陽光電設置技術

士考場設備」延至明(104)年度執行。原明年度所列「可程式控制器實驗

箱」、「機電整合丙級考場設備」兩項預算的全部設備及「機電整合乙

級考場設備」預算的部分設備，將提前在本年度執行。發函至教育部的

設備變更簽稿目前在校內簽核中。(2).配合太陽光電設置技術士考場設

置，將於下學期向校園規劃委員會爭取司令台二樓暨右側空地做為考場

位置。(3).工業配線丙級考場設備目前進行請購中。配合工業配線丙級

及機電整合乙丙級考場設置的場地整修，目前已準備估價單將請購。(4).

工業配電乙級高壓設備因增加綜合實驗台而預算不足，將等待其他設備

招標後的結餘款再行請購。目前執行之困難點：目前電力電子乙級/工業

電子丙級考場設備暨三系共用電子學實驗室進度未知，原負責老師完全

未回覆設備請購進度，恐危及整體計畫進度及下學期教學需求，將影響

學生權益。 

     人管院： 



一、 應用外語系四位學生 7 月 1 日至 104 年 8 月 31 日至復興航空馬公站實

習。 

二、 航運管理系二、三年級共 30 名學生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校外實

習，包含馬公機場管制台、高雄航空站、台北航空站、馬公航空站、桃

園國際機場、華信航空公司、復興航空公司、立榮航空公司、台灣航業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帝諾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啟昌股份有限公司、超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顗泰企業有

限公司及 123 旅行社，共 15 家公司。 

三、 應用外語系六位學生 7月 1日至 104年 1月 31日至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

會服務處推展協會附設獨角獸顧問中心(旅遊服務部)實習。 

四、 應用外語系 7 月 12 日辦理全民英檢初級考試。 

五、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7月 16日至 22日帶領本校 25位學生赴北京參加中國

人民大學主辦之 2014 年「兩岸學子彩虹計畫」交流活動。 

六、 人文暨管理學院 7月17日擬與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簽署學術合

作及交流協議。 

     觀休院： 

工作報告 

一、觀休院張良漢院長擬於 7 月 17 日至 21 日赴韓國 Paichai University, 

Seoul 等大學，洽談簽署姐妹學校及招收外國學生活化交換生機制等相

關事宜。 

二、餐旅系吳烈慶主任於 7 月 2 日擔任台北餐飲職業工會「澎湖特色美食」

示範教學講師。 

三、餐旅系吳烈慶主任於 7 月 3 日、5 日、6 日、12 日、13 日擔任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 103 年度第 2 梯次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監評委

員及學科監場委員。 

四、餐旅系吳烈慶主任於 7 月 7 日、9 日；陳立真老師於 7 月 11 日擔任 102

學年度國中技職教育宣導體驗-暑假技職體驗營講師。 

五、餐旅系教師參與教師赴公民營活動如下： 

＊ 吳菊老師於 7 月 2 日至 4 日參加明新科技大學辦理「飯店經營與國際



級活動承接實務研習」研習活動。 

＊ 潘澤仁老師於 7 月 15 日至 17 日參加崑山科技大學辦理「餐飲連鎖產

業之經營模式研習」研習活動。 

六、 餐旅系古旻艷老師於 7 月 11 日至 12 日至梅峰農場參加由外貿協會培訓

中心舉辦「CEM、CMP 菁英活動」研習活動。 

七、 餐旅系陳立真老師於 7 月 25 日至 8 月 2 日訪視新加坡校外實習生。 

八、 觀休系王淑治老師、林菁真老師於 7 月 1 日至 3 日，參加由教育部主辦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計畫---103 學年度 A-1 廣度研習活動」。 

九、 觀休系李明儒主任於 7 月 8 日至宜蘭參加交通部觀光局「好客民宿」實

地訪查委員培訓。 

十、 觀休系于錫亮老師於7月10日參加台灣海洋產學策進會辦理第二次籌備

會議。 

十一、 觀休系李明儒主任 7 月 11 日至 13 日赴金門參加「2014 國際水域休閒

遊憩學術研討會」。 

十二、 觀休系李明儒主任於 7 月 14 日參加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審議通過

後續說明會。 

十三、 7 月 1 日至 8 月底有 6 位本校學生，於泰國湄洲大學進行交換。 

十四、 遠東航空於 7 月 28 日於台北松山航空站，辦理彩繪機記者會儀式。 

活動訊息 

一、觀休所與海運系於 7 月 1 日至 5 日辦理菊島夏日海洋觀光休閒學程。 

二、海運系於 7 月 9 日至 12 日辦理東海大學博雅書院海洋運動與生態體驗

活動。 

三、海運系於 7 月 7 日至 18 日協助辦理夏日大學。 

四、海運系於 7 月 1 日辦理教育部青年署壯遊台灣體驗活動。 

五、海運系於 7 月中旬與遠行旅行社及遠東航空共同辦理海洋夏日體驗營。 

     秘書室： 

一、寒暑假期間各單位辦理活動欲對外發佈新聞，最遲請於登報日前 1 日上

午 11 點前遞送新聞稿紙本（需主管核章）至秘書室，並傳送檔案（請以

電話告知），若在 WORD 檔案中貼有照片，為求高解析度，請另外傳送原



始照片檔，以利本室作業。 

二、有關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前已通報相關單位查填辦理，

目前尚有研發處、學務處、總務處尚未將評估表交送秘書室，請轉知各

承辦人員儘速填報並附佐證資料，於逐級核章後交秘書室彙辦。 

叁、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 100 年度、101 年度、102 年度「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補助

人員吳文欽教授、劉冠汝教授、洪健倫教授、胡武誌教授及邱采新教授送

交年度績效報告一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

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申請作業要點」第六點及「本校實施特殊優秀

人才彈性薪資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自評報告經本校主管會報初審通過後，函報教育部複審。 

三、檢附旨揭教師年度績效自評報告各 1 份。 

決議： 

一、 本案胡武誌主任已迴避。 

二、 請胡武誌主任依該年度績效自評報告書之基本格式補足內容。 

三、 自評報告書中未附有附件者，請補充附錄資料。 

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案教師分配業務特別助理一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四、（五）授課時數及義務規定：

「……兼辦業務特助意願者，應於應聘時以書面表明且於聘僱契約書內具結；

惟如同一教學單位有數名專案計畫教師具有兼辦業務特助意願或該教學單

位並無兼辦業務特助人力需求時，則由該管學院參酌教師專長及所屬教學單

位主管意見，明列專案教師兼辦業務特助擬配置單位及工作項目、義務與責

任等，提請本校主管會報研擬分配建議後陳請校長核定之。…」 



二、經詢 103 學年度專案教師，均有意願兼辦業務特助，為支應行政單位業務

及人力需求，是否同意所有專案教師均由本校主管會報統一研擬分配建議，

提請討論。 

三、檢附「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

期專案教師一覽表」各 1 份。 

決議： 

一、 請人事室依規定通報設有進修部之系及三個學院，表明有無兼辦業務特助人

力之需求。 

二、 有進修部之系兼辦特助人力統一由進修推廣部管理。 

三、 學院若有兼辦特助人力者，不再聘請院秘書。 

四、 彙整分配結果陳報校長核定後，提 8 月份主管會報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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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為本校申請明(104)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等相關事宜

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及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等2項計畫說明簡表詳如附件一，產

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如附件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合作學校相關作業作

業配合事項如附件三。 

二、 本校申請上開2項計畫專班可行性，請與會主管討論。 

決議：請電機系、餐旅或觀休系及資管系申請 3 案，本案送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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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五點規定，總務處負責辦理建教合作採購、

出納、「場地」、勞務支援等事宜。 

二、 依本校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第三條第五點規定，其他公共場地外租

作營利使用時需與權責單位另訂契約規範。 

三、檢附建議修訂前、後條文及相關說明。 

擬辦：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將「房屋租金收費原則」修正為「房屋租金最低收費原則」後，送行政會議

討論。 

肆、散會：中午 12 時 40 分。 



各單位工作報告： 

教務處 

附件 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一級教學品保課程」歷程檔案檢核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所屬 
單位  教師 

姓名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 

課程 
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 
學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檔案資料 教師檢核 課務組覆核 

課程目標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課程大綱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課程課表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學生選課名單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歷程概述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學習成效分析 

每次作業及考試(小考、期中考及期末考)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課程教學評量 
□符 合 

□未符合 

□符 合 

□未符合 

 

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 教務處承辦人 課務組組長 教務長 

     

 

 

 

 

 



學務處 

附表 1 

102 學年度 2 第學期 6 月份學生宿舍夜間送醫統計表（統計時間至 103/06/30） 

院  別 系  別 合  計 備  考 

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航運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應用外語系   

海
洋
資
源
暨
工
程

學
院 

資訊工程系   

電信工程系   

水產養殖系 1  

電機工程系   

食品科學系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觀光休閒系 2  

餐旅管理系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合計 3  

 

 

 

 

 

 

 

 

 

 

 

 

 



 

附表 2 

102學年第二學期 6 月份學生交通事故統計表（統計時間至 103/06/30） 

學  院 系  別 A1類 A2類 合計 

人
文
暨
管
理

學
院 

航運管理系  1 1 

資訊管理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 1 

應用外語系  1 1 

海
洋
資
源
暨
工
程

學
院 

資訊工程系  1 1 

電信工程系    

水產養殖系  1 1 

電機工程系  1 1 

食品科學系    

觀
光
休
閒

學
院 

觀光休閒系  1 1 

餐旅管理系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合計  7 7 

備   註 
Ａ１類：指有人死亡( 含超過廿四小時死亡者 )或重傷之事故。 

Ａ２類：指一般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事故。 

  

 

 

 

 

 

 

 

 

 

 



總務處                                                     

  

 

 

 

 

 

 

 

 

 

 

 

 

 

 

 

 

 

 

 

 

 

 

 

 

 

 

 

 

 



 

 

 

 

 

 

 

 

 

 

 

 

 

 

 

 

 

 

 

 

 

 

 

 

 

 

 

 

 

 

 



 

 

 

 

 

 

 

 

 

 

 

 

 

 

 

 

 

 

 

 

 

 

 

 

 

 

 

 

 

 

 



人事室 

 



附件1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103 年 06 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金    額 ％

業務收入 439,750,000 18,495,470.00 510,000 17,985,470.00 3,526.56 248,308,430.00 219,590,000 28,718,430.00 13.08

　教學收入 148,723,000 18,825,007.00 510,000 18,315,007.00 3,591.18 94,485,815.00 71,894,000 22,591,815.00 31.42

　　學雜費收入 123,346,000 12,082,209.00 0 12,082,209.00 57,882,708.00 59,206,000 -1,323,292.00 -2.24

　　學雜費減免(-) -10,923,000 0.00 0 0.00 -4,767,022.00 -5,462,000 694,978.00 -12.72

　　建教合作收入 35,000,000 6,053,598.00 500,000 5,553,598.00 1,110.72 38,624,682.00 17,500,000 21,124,682.00 120.71

　　推廣教育收入 1,300,000 689,200.00 10,000 679,200.00 6,792.00 2,745,447.00 650,000 2,095,447.00 322.38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0 0.00 0 0.00 21,329.00 0 21,329.00

　　權利金收入 0 0.00 0 0.00 21,329.00 0 21,329.00

　其他業務收入 291,027,000 -329,537.00 0 -329,537.00 153,801,286.00 147,696,000 6,105,286.00 4.13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69,708,000 0.00 0 0.00 134,638,000.00 134,638,000 0.00

　　其他補助收入 20,000,000 -989,892.00 0 -989,892.00 18,231,971.00 12,000,000 6,231,971.00 51.93

　　雜項業務收入 1,319,000 660,355.00 0 660,355.00 931,315.00 1,058,000 -126,685.00 -11.97

業務成本與費用 493,129,000 41,629,522.00 38,918,000 2,711,522.00 6.97 264,976,079.00 259,450,000 5,526,079.00 2.13

　教學成本 381,698,000 32,959,039.00 30,381,000 2,578,039.00 8.49 207,822,266.00 199,723,000 8,099,266.00 4.06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345,521,000 27,583,812.00 27,347,000 236,812.00 0.87 185,478,759.00 181,648,000 3,830,759.00 2.11

　　建教合作成本 34,892,000 4,891,721.00 2,928,000 1,963,721.00 67.07 21,466,532.00 17,440,000 4,026,532.00 23.09

　　推廣教育成本 1,285,000 483,506.00 106,000 377,506.00 356.14 876,975.00 635,000 241,975.00 38.11

　其他業務成本 10,892,000 1,110,835.00 909,000 201,835.00 22.20 3,897,397.00 5,446,000 -1,548,603.00 -28.44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0,892,000 1,110,835.00 909,000 201,835.00 22.20 3,897,397.00 5,446,000 -1,548,603.00 -28.44

　管理及總務費用 99,484,000 7,434,440.00 7,386,000 48,440.00 0.66 53,038,800.00 53,627,000 -588,200.00 -1.10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99,484,000 7,434,440.00 7,386,000 48,440.00 0.66 53,038,800.00 53,627,000 -588,200.00 -1.10

　其他業務費用 1,055,000 125,208.00 242,000 -116,792.00 -48.26 217,616.00 654,000 -436,384.00 -66.73

　　雜項業務費用 1,055,000 125,208.00 242,000 -116,792.00 -48.26 217,616.00 654,000 -436,384.00 -66.73

業務賸餘(短絀-) -53,379,000 -23,134,052.00 -38,408,000 15,273,948.00 -39.77 -16,667,649.00 -39,860,000 23,192,351.00 -58.18

業務外收入 17,281,000 2,996,274.00 2,074,000 922,274.00 44.47 12,662,166.00 9,165,000 3,497,166.00 38.16

　財務收入 3,679,000 1,154,715.00 1,839,000 -684,285.00 -37.21 1,568,515.00 1,839,000 -270,485.00 -14.71

　　利息收入 3,679,000 1,154,715.00 1,839,000 -684,285.00 -37.21 1,568,515.00 1,839,000 -270,485.00 -14.71

　其他業務外收入 13,602,000 1,841,559.00 235,000 1,606,559.00 683.64 11,093,651.00 7,326,000 3,767,651.00 51.43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2,202,000 1,368,163.00 195,000 1,173,163.00 601.62 7,419,261.00 6,101,000 1,318,261.00 21.61

　　受贈收入 1,050,000 384,000.00 0 384,000.00 3,120,393.00 1,050,000 2,070,393.00 197.18

　　違規罰款收入 100,000 10,970.00 19,000 -8,030.00 -42.26 57,765.00 50,000 7,765.00 15.53

　　雜項收入 250,000 78,426.00 21,000 57,426.00 273.46 496,232.00 125,000 371,232.00 296.99

業務外費用 17,920,000 1,583,041.00 1,503,000 80,041.00 5.33 9,232,825.00 8,957,000 275,825.00 3.08

　其他業務外費用 17,920,000 1,583,041.00 1,503,000 80,041.00 5.33 9,232,825.00 8,957,000 275,825.00 3.08

　　雜項費用 17,920,000 1,583,041.00 1,503,000 80,041.00 5.33 9,232,825.00 8,957,000 275,825.00 3.08

業務外賸餘(短絀-) -639,000 1,413,233.00 571,000 842,233.00 147.50 3,429,341.00 208,000 3,221,341.00 1,548.72

本期賸餘(短絀-) -54,018,000 -21,720,819.00 -37,837,000 16,116,181.00 -42.59 -13,238,308.00 -39,652,000 26,413,692.00 -66.61

比    較    增    減 (一)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法定預算數 實 際 數

科  目  名  稱 比    較    增    減 (－)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

實 際 數 預 算 數

本                月                份

主計室 

 

 

 

 

 

 

 

 

 

 

 

 

 

 

 

 

 

 

 

 

 

 

 

 

 



附件2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

中華民國103 年 06 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支數
應付未

付數
合計(3)

%(3)/(2
)

金額
(4)=(3)-(2)

%(4)/(2
)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

畫

0 52,191,000 0 0 52,191,000 18,935,000 6,931,679 0 6,931,679 36.61 -12,003,321 -63.39

土地改良物 0 20,000,000 0 0 20,000,000 3,100,000 0 0 0 0.00 -3,100,000 -100.00 業辦理委託規

劃設計作業中,

以致未能達成

預定進度.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土地改良物 0 20,000,000 0 0 20,000,000 3,100,000 0 0 0 0.00 -3,100,000 -100.00

房屋及建築 0 0 0 0 0 0 112,369 0 112,369 112,369 進度超前係配

合業務需要所
　未完工程-房屋

及建築

0 0 0 0 0 0 112,369 0 112,369 112,369

機械及設備 0 13,290,000 0 0 13,290,000 6,380,000 4,306,763 0 4,306,763 67.50 -2,073,237 -32.50 部分已辦理採

購作業及辦理

驗收程序核銷

作業中,以致未

能達成預定進

度.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機械及設備 0 13,290,000 0 0 13,290,000 6,380,000 4,306,763 0 4,306,763 67.50 -2,073,237 -32.50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225,000 0 0 3,225,000 1,625,000 336,000 0 336,000 20.68 -1,289,000 -79.32 部分已辦理採

購作業及辦理

驗收程序核銷

作業中,以致未

能達成預定進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225,000 0 0 3,225,000 1,625,000 336,000 0 336,000 20.68 -1,289,000 -79.32

什項設備 0 15,676,000 0 0 15,676,000 7,830,000 2,176,547 0 2,176,547 27.80 -5,653,453 -72.20 部分已辦理採

購作業及辦理

驗收程序核銷

作業中,以致未

能達成預定進

度.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什項設備 0 15,676,000 0 0 15,676,000 7,830,000 2,176,547 0 2,176,547 27.80 -5,653,453 -72.20

總    計 0 52,191,000 0 0 52,191,000 18,935,000 6,931,679 0 6,931,679 36.61 -12,003,321 -63.39 部分已辦理採

購作業及辦理

驗收程序核銷

作業中,以致未

能達成預定進

度.

本校持續辦理作業中.

土地改良物 0 20,000,000 0 0 20,000,000 3,100,000 0 0 0 0.00 -3,100,000 -100.00

房屋及建築 0 0 0 0 0 0 112,369 0 112,369 112,369

機械及設備 0 13,290,000 0 0 13,290,000 6,380,000 4,306,763 0 4,306,763 67.50 -2,073,237 -32.50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225,000 0 0 3,225,000 1,625,000 336,000 0 336,000 20.68 -1,289,000 -79.32

什項設備 0 15,676,000 0 0 15,676,000 7,830,000 2,176,547 0 2,176,547 27.80 -5,653,453 -72.20

總    計 0 52,191,000 0 0 52,191,000 18,935,000 6,931,679 0 6,931,679 36.61 -12,003,321 -63.39

 計  畫  名  稱

本  年  度  可  用  預  算  數
累計預算分

配數(2)

執行情形

差異或

落後原因
改進措施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本年度

法    定
預算數

本 年 度
奉准先行

辦 理 數
調整數 合計(1)

實際執行數 比較增減(-)



附件 3 

 

 

 

 

 

 

 

 

 

 

 

 

 

 

 

 

 

 

 

 

 

 

 

 

 

 

 

 

 

 

 

 

 

 

 

 

 

 

 



 

 

 

 

 

 

 

 

 

 

 

       

 

 

 

 

 

 

 

 

 

 

 

 

 

 

 

 

 

 

 

 

 

 

 

 

 

 

 

 



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專案教師一覽表    

103.7.10 

系別 姓名 職級 
聘期 

兼辦業務特助
者 1年 1聘 

學歷 
 

到校日期 備註 

電信工程系 吳志峯 專案助理教授 

103.8-104.7 臺灣大學電子工
程學研究所博士 
中央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碩士 

103.8.1 新聘 
103.8.1報到 

資訊管理系 李宗儒 專案助理教授 
103.8-104.7 交通大學資訊科

學與工程研究所
博士 

103.8.1 新聘 
103.8.1報到 

資訊管理系 吳鎮宇 專案助理教授 103.8-104.7 臺灣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博士 100.8.1 第 2年續聘 

應用外語系 Phillip 專案講師 103.8-104.7 南加州大學語言
學碩士 

99.8.1 重新公告聘任 

通識中心 王璟 專案助理教授 103.8-104.7 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研究所博士 

99.8.1 重新公告聘任  

通識中心 陳柏青 專案講師 103.8-104.7 
國立體育大學運
動科學研究所碩
士 

103.8.1 新聘 
103.8.1報到 

通識中心 李岳修 專案講師 103.8-104.7 
國立嘉義大學體
育與健康休閒研
究所碩士 

100.2.1 重新公告聘任 

通識中心 陳鈺璽 專案講師 103.8-104.7 
國立台中教育大
學語文教育研究
碩士 

95.9.1 重新公告聘任 

通識中心 游郁馨 專案講師 103.8-104.7 
英國華威大學英
語語言學習與方
法碩士 

100.8.1 第 2年續聘 

通識中心 李怡靜 專案助理教授 103.8-104.7 
印第安那大學研
究學院博士 
加州州立大學英
語(英語教學)碩士 

102.8.1 第 2年續聘 

服管所 邱敬仁 專案助理教授 103.8-104.7 
臺灣科技大學企
業管理系博士 
臺灣大學經濟系
碩士 

102.9.12 第 2年續聘 

觀光休閒系 朱盈倩 專案講師 103.8-104.7 中國文化大學觀
光事業學系碩士 

97.2.1 第 2年續聘 

觀光休閒系 楊倩姿 專案講師 103.8-104.7 
國立嘉義大學休
閒事業管理研究
所碩士 

98.8.1 第 2年續聘 

     
  

小計 13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5月 19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94年 6月 15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9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改名 
96年 1月 10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6年 6月 29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5月21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97年 6月 18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10月16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0月22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7年10月29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12月2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通過 

98年4月15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9年6月8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9年6月23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3月1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4月25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3月20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4月16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 5項自籌及學雜費收入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

用之編制外人員（以下簡稱專案計畫教師）。各年度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師人事費總額不

得超過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百分之三十五。 

前項專案計畫教師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 

三、各教學單位因下列教學需求，應擬訂「專案計畫書」說明擬聘專案計畫教師聘期、職級、授課

課目、每週授課時數規劃及是否具兼辦教學或行政單位業務特別助理（以下簡稱兼辦業務特助）

需求，提經各系（所）務、中心會議通過並經所屬學院同意後，簽會教務處、人事室轉送本校

專任教師員額管控小組審議及研提建議，陳請校長核定專案計畫教師員額及聘任事宜。 

    前述專任教師員額管控小組審議教學單位申請新增專案計畫教師需求時，應考量本要點第二點

關於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比例之限制。 

（一）有專任教師缺額且教師授課時數不堪負荷，擬聘請專案計畫教師及先試聘教師需求時。 

（二）擬以單位自有經費聘請專案計畫教師協助授課時。 

四、專案計畫教師之遴聘： 

    (一)遴聘資格：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 

    (二)聘任程序：專案計畫教師員額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核定後，除教師資格送審程序另依本（第

四）點第三款辦理外，餘應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聘審程序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予以進用；逾聘約期限且無故不到職者，註銷其聘任案。 

教學單位向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聘任審議時，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 

        1.簽奉核准進用專案計畫教師計畫書。  

     2.擬聘專案計畫教師提聘申請書。 

     3.履歷表乙份。 

 

 



4.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乙份(提聘單位核驗影本是否與正本相符，如為國外

學歷並應依規定進行學歷驗證或行文向我國駐外使館查證)。 

        5.著作目錄。  

        6.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1.原任職單位服務證明書。 

        2.推薦函。 

   （三）送審：新聘專案計畫教師須服務滿一年，經系、所、中心教評會依本(第四)點第四款續

聘程序審查通過後，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及請頒教師證書。 

         專案計畫教師取得較高學歷資格，經本校改聘較高職級且前後任教年資銜接未中斷時，得

於改聘生效後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證書，惟併計前後等級教師資格服務年資仍至少應滿一

年以上，始得依前項程序辦理。又，上述併計服務年資內已通過任一等級教師資格評鑑

及續聘有案者，不再受續聘及評鑑程序之限制，得逕於改聘生效後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證

書。 

    (四)聘期： 

        依專案計畫規定辦理，但每次最長不得超過二年。聘期超過一年以上者，按年發聘，並應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學院自訂績效」之教學績效評鑑，併同兼辦業務特助

服務績效（未兼辦業務特助者免）作為續聘與否之參考，經三級教評會同意後續聘之，

有關聘期規定如下： 

1.兼辦業務特助者，聘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為原則；中途發聘者，自

發聘日起至該學年度七月三十一日止。 

        續聘時依原教學單位簽准之專案計畫教師進用計畫書期限辦理。 

      2.未兼辦業務特助者，依本校校訂上下學期開學日起至各該學期結束日止，分別明列二學期

聘期。        

    (五)授課時數及義務： 

       1.各等級專案計畫教師除核准差假者外，開學期間每週至少應留校四日擔任教學、輔導、

指導學生以及依意願或學校任務需要兼辦業務特助。 

  具兼辦業務特助意願者，應於應聘時以書面表明且於聘僱契約書內具結；惟如同一教學

單位有數名專案計畫教師具有兼辦業務特助意願或該教學單位並無兼辦業務特助人力

需求時，則由該管學院參酌教師專長及所屬教學單位主管意見，明列專案教師兼辦業務

特助擬配置單位及工作項目、義務與責任等，提請本校主管會報研擬分配建議後陳請校

長核定之。          

2.每週授課時數依各相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加五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得依實際授課情

形支給超鐘點費。若實際授課時數每週低於基本授課時數，則工作酬金依實際授課時數

佔基本授課時數比例核給；連續二學期不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則不予繼續聘任。 

3.專案計畫教師若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點時，得以下列計畫折抵： 

（1）擔任科技部或行政院各部會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得減授基本授 

 

 



課時數一小時。 

（2）擔任其他校外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金額達二十萬（含）以上者，計畫執行期間每

案每週得減授基本授課時數零點五小時。 

（3）擔任教育部委辦計畫或教學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得減授基本時數零

點五小時。 

每學期每位教師上述各項總和，最多以減授三小時為限。計畫執行期間依計畫合約之規

定，以簽約日起算至計畫執行完畢，不包括計畫延期。  

4.兼辦業務特助如係屬分擔本校法定行政職務者（二級主管以上），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

時數至多以二小時為限；如有二位兼辦業務特助者分擔同一法定行政職務，則按比例每

人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依此類推。 

5.因故請假未授課時，應定期補授或扣繳鐘點費由聘用單位聘請適當教師代課。 

    (六)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 

         薪酬依本要點第四點第四款聘期實際在職期間計薪。但專案計畫教師兼辦業務特助者，

於寒暑假上班期間除核准差假者外，每週至少應留校辦理業務三日以上。 

         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案計畫教師，其中斷教學之期間不予計薪（年終獎金僅按規定比例

採計發給）。 

    (七)差假、考核及用章權責： 

        1.在職期間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核給差假。惟專案教師兼辦業務特助者，並無

休假相關權益之核給，其業務執行品質及寒暑假期間差勤管理等事項，悉由各該業務單

位主管督導管理並列入評鑑及續聘考核。 

        2.專案計畫教師因執行兼辦業務特助核章者，不具本校分層負責戳章使用權責，其最終責

任仍屬兼辦業務特助所屬單位主管總其責。 

    (八)晉薪：專案計畫教師於本校服務連續滿二學期獲續聘時，得於學年度結束前，依本校教師

年資加薪、年功加俸評定辦法規定審議後晉薪一級，晉薪之計算以每年八月一日為基準

日。但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案計畫教師不予晉薪。 

    (九)福利與保險：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福利及保險: 

       1.服務証、汽機車停車證之請領。 

       2.圖書館、校園網路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3.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4.參加勞工保險、勞工退休金、全民健保均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外籍人士資格不符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得委請甲方協助委託

適當保險機構投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至第五項保險項目，其保險費由乙方負

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補助百分之六十五，惟如乙方於到職後一星期內未申請此項保

險者，則視同自行放棄。 

五、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期間，得參與本校各項學術活動。 

六、專案計畫教師非經校長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七、專案計畫教師不列入各項會議代表及經費分配之員額計算；無各項職務選舉權，不得擔任編制

內各級行政主管職務。 

八、專案計畫教師在聘用期間不適用「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本校「教師進修研究處理要點」、「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中央公教人員福利辦法」及婚、喪、生育、

子女補助等規定。 

九、專案計畫教師轉任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十、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及契約、授課時數及義務、工作內容、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差

假考核、福利、保險及其他權利義務等事項以契約明定。前項契約書另訂之(如附件)。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期間，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書；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

得發給離職證明書。 

十二、專案計畫教師如因故須於聘用期滿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離職，

否則致生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十三、專案計畫教師離職時應辦理下列事項移交手續： 

(一) 經管財務。 

(二) 經管業務。 

(三) 待辦或未了案件。 

十四、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不力或違反契約應履行義務，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

即構成違約，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事由之一時亦同，得經相關會

議決議後逕行終止契約或解聘。本校若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 103年 4月 16日修正生效前已簽訂契約之專案計畫教師，於該契約修正後如遇有較不

利之權益規定，得在原契約有效期間內仍依既有權利義務辦理。俟另定契約時，應依本要點

修正後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案計畫教師聘用契約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基於教學需要，以專案計畫聘用        （以下稱乙方）為

專案計畫教師，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次： 

一、聘任期間：（依聘任單位簽准之專案計畫書註明起迄期間）。聘期屆滿，除經甲方重行公告聘

任外，聘僱關係消滅。 

二、工作內容： 

    （一）於甲方聘約及教育行政相關法規範圍內，從事教學或經甲方指派參與之行政學術相關工

作，並接受單位主管督導及考評。   

     

    （二）乙方本人並具結            在前項職責範圍外，課餘擔任學校指定 

 

         單位業務特助工作。 

三、授課時數：乙方基本授課時數每週為  小時，並須親自授課、監考、閱卷及留校輔導學生，開

學期間每週在校時間至少四天，並得支領超授鐘點費。連續二學期不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則同

意依甲方規定不再聘任。 

四、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六款規定

辦理。  

五、差假考核：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兼辦業務特助者，於寒暑假上班期間除核准差假

者外，每週至少應留校辦理業務三日以上，其業務執行品質及寒暑假期間差勤管理等事項，悉

由甲方各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管理並列入評鑑及續聘考核。 

六、福  利：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七、報到：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甲方聘任服務單位及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

並提供個人資料以利甲方人事資料管理。 

八、保  險：乙方若符合勞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時，憑本

契約書及身分證影本至甲方人事室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 

 外籍人士資格不符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得申請甲方協助委託適當保險

機構投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至第五項保險項目，其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

甲方補助百分之六十五，惟如乙方於到職後一星期內未申請參加此項保險者，則視同自行放

棄。 

九、離職預告：乙方於聘約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辦

理離職手續，如有違反，除不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甲方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十、離職移交事項：乙方於離職前應辦妥下列事項移交手續完成後，發給離職證明：(一)經管財務。

(二)經管業務。(三)待辦或未了案件。 

    乙方如不按規定辦理移交或移交不清或因其他未交代情事致甲方發生損害時，應負法律責任。 

十一、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違反本契約應履行之義務，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者，即構成違約，於聘

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事由之一時亦同。甲方得經相關會議決議後逕予

終止契約或解聘。 

前述情形如甲方受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十二、乙方為甲方校務基金聘任之教學人員，並無教師法權益保障之適用，甲乙雙方之契約，為

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先生 

小姐 

□願意 

□不願意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教育部頒「國立大學

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分送乙方及甲方聘任單位、人事室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乙   方：○○○                             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討論事項(三)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說明簡表 

計畫名稱 
主辦  

單位 
計畫運作方式 申辦領域 辦理期程 工作內容 

產學攜手

合作計畫 

教育部 

1. 結合高職、技專校院與產

業合作培養技術人才。 

2. 產攜專班名額以列入招

生名額總量方式辦理為

原則，經核准後得以外加

名額方式辦理。 

3. 因應本校學制，本校運作

方式得採三合一模式(高

職＋技專校院＋合作廠

商)，發展三加四(高職＋

四技) 縱向彈性銜接學

制。 

1. 以特殊類科、嚴重缺工

產業為優先，以及政府

提倡之新興產業：精密

機械、精密加工、航海、

航空維修、遊艇、綠色

能源、觀光旅遊、生物

科技、精緻農業等。 

2. 本校符合上開領域系所

為電機、電信、資工、

資管、航管、觀休、餐

旅、食科及海運等系。 

當年 10月下旬 教育部辦理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申辦計開班申請書撰

寫座談會 

當年 12月下旬 技專校院、高職及合作廠商

共同研擬開班申請書，再由

技專校院依限提報申請書 

次年 1月中旬 第一階段審查(書面審查) 

次年 2月上旬 公告初審通過名單 

次年 3月上旬 第二階段(專業面談)審查

說明會，並由初審通過學校

簡報且接受審查委員答詢 

次年 3月中旬

至 4月中旬 

複審通過專班修改計畫書 

次年 4月底 教育部公布核定通過名單 

次年 4月至 8月 學校辦理招生及宣導工作 

次年 8月 1日至

9月 30日 

 

辦理經費核結 

附件一 



雙軌訓練

旗艦計畫 

勞動部

勞動力

發展署 

1. 本計畫係整合事業單位

及技職體系資源，規劃訓

練生(學生)每週分別在

業界實習至少 3日、學校

上課 2~3日，訓練為期 4

年。 

2. 學生可享有學費優惠補

助(補助 1/2學費)，每月

由實習單位提供津貼，訓

練期滿且成績合格者，可

取得正式學歷文憑及結

訓證書。 

3. 因應本校學制，本校得申

請本計畫四技學制。 

4. 學科教育應納入本計畫

辦理職類參考課程，三分

之一以上為必修課程。 

1.103 年四年制(四技)招生

職類計有微科技、機電整

合、冷凍空調、國際觀光

會展服務、餐飲門市管

理、客戶關係管理與行

銷、烘焙食品專業、農場

經營管理、農業生物技

術、時尚設計與製作(服

裝領域)、工商管理、智

慧電動車組裝與維修、商

品設計等 13類。 

2.依上開招生職類及本縣

目前可提供實習廠商類

別，本校適合申請本計畫

系所為餐旅、觀休、食

科、養殖等系。 

本計畫每年 1

月公告，申請截

止日為 3月初。 

計畫審核通過後，學校辦理

招生公告，接受報名，甄選

流程包含筆試、面試及職場

體驗，甄選結束後公告錄取

名單，訓練生(學生)至錄取

事業單位報到及學校報到

註冊後取得學籍，開始訓

練。 

 
 

 

 

 

 

 

 



教育部補助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 

一、 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各校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建置以兼顧學生就學就業為基礎之教育模式，發揚技職教育「做中學、

學中做」務實致用之特色，特訂定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以下簡稱

高職）及公私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技專校院）。 

三、 辦理原則及運作方式： 

（一）辦理原則： 

1. 結合高職、技專校院與產業合作培養技術人才，並得將行政院

勞工委員會（以下簡稱勞委會）所屬職業訓練中心列為合作機

構。 

2. 兼顧學生升學及就業。 

3. 學制規劃及銜接具彈性。 

4. 技專校院以列入招生名額總量方式辦理為原則。但計畫欲開辦

之學制其近三年平均一年級學生註冊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

經核准後得以外加名額方式辦理。 

5. 技專校院每校每系(科) 以核定一計畫為原則。 

6. 高職申辦班級以日間上課為限（不含四合一模式）。 

（二）運作方式： 

1. 三合一模式（高職加技專校院加合作廠商）： 

(1) 發展三加二（高職加二專）、三加二加二（高職加二專加二技）或

三加四（高職加四技）或五加二（五專加二技）等縱向彈性銜接

學制。 

(2) 高職採輪調式或階梯式建教合作為教學模式者，應自一年級開班

辦理。其餘得於任一年級開辦，並應以學年為單位，且課程仍應

完整規劃；其中自二年級或三年級開辦者，學校應事先訂定相關

遴選規定。 

2. 四合一模式（高職加技專校院加合作廠商加職業訓練中心）： 

(1) 高職結合職業訓練中心整合之教育合作模式，兼顧學校課程、

職業訓練及就業。 

(2) 高職一年級開辦，實施期程第一年於高職學校上課，第二年

同時接受高職課程及職業訓練，第三年兼顧就業並完成高職

課程。 

(3) 縱向彈性銜接學制依三合一模式之運作方式。 

附件二 

 



四、 申辦領域：申辦學校應具備下列產業之相關類科： 

(一) 以特殊類科、嚴重缺工產業為優先，並鼓勵開辦政府提倡之新興

產業：模具、精密機械、精密加工、航海、航空維修、遊艇、半

導體、紡織、服飾、表面處理、綠色能源、觀光旅遊、生物科技、

文化創意及精緻農業等。 

(二) 除前款規定外，本部得依產業界實際需求增列辦理類科；其中政

府機關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類科，應列入招生名額總量內辦

理。 

五、 辦理期程：通過審查之學校依本部核定之計畫期程辦理。 

六、 審查作業： 

(一) 符合補助資格之學校，得研擬申辦計畫，並檢附相關資料，依本

部指定期限及方式提出申請，其內容參考大綱如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作業手冊所附。 

(二) 本部為辦理各校申辦計畫審查，得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審查

程序分初審、複審二階段辦理。 

(三) 初審作業先就各校所提申辦計畫檢附資料進行書面審查，並召開

初審會議決定初審通過之申辦名單。 

(四) 複審作業按初審通過之申辦計畫排定，進行專業面談。 

(五) 專業面談後召開複審會議，依審查結果擇優通過複審。 

(六) 複審通過之計畫應依初、複審之審查意見，於複審會議決議之計畫修

改期限前，修正計畫書；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予核定： 

1. 未依複審委員會議決議之意見修正。 

2. 未依期限完成修正（每個申辦計畫修正送件至多二次）。 

(七) 前款計畫依規定完成修正後，予以核定並辦理經費補助事宜。 

(八) 計畫核定開班後，應按原核定計畫執行，執行期間不得變更教學模式，

違者終止其計畫之執行，並追繳補助款。其屬課程或合作廠商調整變

動者，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報本部核定後，始得變更，並納入

後續申辦審查參考。 

七、 審查基準： 

(一) 計畫內容完整性。 

(二) 計畫內容可行性。 

(三) 計畫目標與教育政策配合度。 

(四) 高職端與技專校院端科系之契合度及課程規劃之一致性。 

(五) 合作廠商與專班性質之關連性及配合度。 



(六) 計畫預期效益影響程度。 

(七) 歷年開辦本計畫相關專班之成效。 

八、 經費補助、核撥及核銷： 

(一) 經費補助原則： 

1. 每一核定計畫案經費補助方式，採開班之第一學年補助新臺幣三十萬

元，且各校應編列至少百分之十之配合款；其補助經費得由本部於計

畫核定後，各校正式開班辦理前，依申辦計畫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2. 經費補助項目得包括教師鐘點費、出席費、交通費、稿費、誤

餐費、印刷費、實作材料費、雜支及所需之設備費等。 

3. 經勞委會所屬職業訓練中心經費補助之學校，不予補助。 

(二) 經費核撥及核銷： 

1. 各校於計畫核定後，由本部撥付核定之補助經費。 

2. 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核結。 

九、 成效考核： 

(一) 本部得視每一核定案實際推動成效（如合作高職學生銜接至技專校院

端之比率、高職畢業學生進入合作廠商之銜接與輔導、技專校院端學

生被聘任為正式員工之比率、畢業生留原合作廠商就業之比率等），酌

予經費補助。 

(二) 各項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不得移作他用，如有不實者，補助款應

予追繳，並依規定予以處分。 

(三) 本部為考核各校執行成果，得辦理實地訪視。當年度執行成果作

為本部、勞委會及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後續年度學校申請續辦，

或該專班銜接技專開辦、經費補助之參考。 

十、 推動工作：本部、勞委會及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落實推動產學攜

手合作計畫，應辦理研習會、座談會及宣導等相關措施，並依規定辦

理各項審核及督導工作。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合作學校相關作業配合事項 

項次 標題 順序 說明 

1 
計畫申請作業

流程 

1 確定本年度參與職類與開班人數 

2 派員參與種子人員暨訓練協調經理之訓練課

程 

3 撰寫參與職類相關科系 2~4年課程表 

4 於公告期限內函送申請文件 

5 相關文件審查 

6 勞動部勞動力發展署公布審查結果 

2 招生作業流程 

1 招生公告 

2 報名 

3 甄選流程: 筆試、面試、職場體驗，甄選流程

順序於各校招生簡章中明定。 

4 事業單位錄用名單 

5 訓練生至錄取事業單位報到 

6 訓練生到學校報到註冊 

7 訓練生取得學籍 

3 
簽訂契約作業

流程 

1 各分署發文通知  

2 合作學校契約書用印 

3 合作學校檢送相關資料: 用印之學校學科教

育契約一式三份、訓練生名冊、課程大綱 

4 
訓練生離退作

業流程 

1 離退情形發生: 訓練生（學生）違反學校校

規，學校通知離退 

2 電話先行通知轄區分署及合作事業單位 

3 合作學校發函通知轄區分署，轄區分署知悉且

同意後，學校檢附相關文件：離退公文或轄區

分署制式格式、離退證明 

4 離退原因分析 

5 是否辦理離職座談會 

6 結案 

5 
訪視合作學校

作業流程 

1 各分署洽詢合作學校並發文通知，確認訪視日

期、時間、地點、與會人員及訓練生人數 

2 學校就本計畫執行狀況簡報 

3 相關文件查閱:  

1.學校組織圖 

2.訓練協調經理名冊與資料 

3.導師與授課老師名冊及資料 

4.課表、課程大綱及課程內容 

附件三 



5.訓練名冊、成績紀錄、出缺勤記錄、獎懲紀

錄導記錄 

6.其他相關文件及聯絡紀錄 

4 座談與問題討論 

5 教學環境、設備參觀 

6 結束訪視 

6 
申領學費補助

款作業流程 

1 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各分署通知合作學校申領

補助款 

2 學校申請補助款，需檢附以下資料: 

  1.申請公文（含匯款帳戶資料） 

 2.學校正式收款收據 

 3.補助款請領清冊總表與明細表 

 4.繳費一覽表 

 5.師資名冊 

 6.訓練生名冊 

 7.學期成績單（以班為單位） 

 8.行事曆 

 9.課程表 

 10.特殊身份學生資格證明文件 

3 各分署審核作業 

4 撥款入戶 

7 
申領輔導經費

作業流程 

1 每年一月各分署發文請各校來函申領第一期

款項 

2 合作學校檢送文件，第 1期須檢送文件： 

 1.正式收款收據（第 1期款） 

 2.訓練生名冊（已註冊） 

 3.申請表 

 4.申請補助執行計畫書 

 5.經費概算表 

 6.其他執行預期績效、成果或其他補充文件 

3 文件審查 

4 各分署發文通知並核撥第一期款項 

5 每年九月各分署發文請各校來函申領第二期

款項 

6 合作學校檢送文件，第 2期須檢送文件： 

 1.訓練生名冊（已註冊） 

 2.申請表 

 3.申請補助執行計畫書 

 4.經費概算表 

 5.其他執行預期績效、成果或其他補充文件 

7 文件審查 



8 每年十一月各分署發文通知各校辦理經費結

報 

9 檢送整年經費結報文件： 

 1.正式收款收據（第 2期款） 

 2.收支結算總表 

 3.第 1期及第 2期之成果報告表 

 4.第 1期及第 2期之經費支出明細表 

10 核撥第二期款項 

 
 

 

 

 

 

 

 

 

 

 

 

 

 

 

 

 

 

 

 

 

 

 

 

 

 

 

 

 

 

 

 

 

 



討論事項(四) 

說明一、依本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五點規定，總務處負責辦理建教合作採購、

出納、場地、勞務支援等事宜。茲說明如下： 
（一）本校研究發展處無權責規範場地費用，他校亦同。 
（二）上述他校包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

立台南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

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及臺北商業技術學院等，共計 28
間大學及科技大學。 

 
說明二、依本校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第三條第五點規定，其他公共場地外租作

營利使用時需與權責單位另訂契約規範。茲說明如下： 
（一）權責單位若依國有公用不動產收益原則第 4 點第 2 條第 3 項之最低收費標準（房

屋年租金不得低於當期房屋課稅現值乘以百分之二），其收費標準將偏低。 
（二）建請總務處修訂本校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明訂上述其他公共場地之收

費原則。 
（三）臨近本校租屋價格：房屋面積約 20平方公尺空間，包水不包電，每月租金約 3000

元。 

（四）參考本校總務長室，房屋面積約 30平方公尺空間。 

 
三、建議修訂本校公共場地及設施管理借用辦法第三條第五點內容： 
（一）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條文修訂 說明 
其他公共場地外租作營利使用

時需與權責單位另訂契約規範 
其他公共場地外租作營利使用時需與權責單

位另訂契約規範，其收費原則如附件（二） 
增列收費原

則。 

 
（二）增列上述附件，內容說明如下： 
1、基地租金收費原則： 
   依據國有公用不動產收益原則第 4 點第 2 條第 3 項，最低收費標準辦理，基地年租

金不得低於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乘以百分之一。 
2、房屋租金收費原則： 

房屋面積 租金(月) 水電費 

30平方公尺以下 3,000 1,500 

31平方公尺至60平方公尺 5,000 2,000 

61平方公尺至90平方公尺 7,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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