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8 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8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育成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翁校長進坪               紀錄：林麗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持人致詞： 

一、 希望推動本校會議無紙化及效率化，主管會報以與各單位意見溝通及討論部

分重要行政會議提案為主。 

二、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為本校未來 5 年內主要經費來源，已與相關主管多次開

會討論確定方向，各系、院、行政單位務必積極配合撰寫研提計畫。 

三、 朱玉鳳大使早上蒞校建議郵輪產業－全球銀髮族越來越多，郵輪是銀髮族將

來最需要的旅遊遊程，應積極規劃，未來成為本校人才培育重點方向。 

貳、各單位意見溝通：(略)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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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計畫項下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請 

討論。 

說明： 

一、 科技部106年5月25日科部綜字第1060034160號函刪除專任助理依學歷分級

規定支給工作酬金的標準，並由執行機構，自行訂定標準並核實支給。 

二、 本表適用對象為計畫項下進用之專任助理。各類計畫助理人員之管理事項，

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校「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 計畫助理人員第1年年資薪點250支酬。計畫主持人在經費許可範圍內，綜合

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經簽請校長核定後，得自

薪點290起薪。 

四、 檢附「計畫項下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如附件）。 

決議：增加薪制往下降5級資料後，送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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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本校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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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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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依 103 年 7 月 15 日主管會報決議之人力分配原則：「有進修部之系兼辦

特助人力統一由進修推廣部管理。學院若有兼辦特助人力者，不再聘請院秘

書。」 

三、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案教師 26 人(新進 5 人)，均有意願兼辦業務特助。

為支應行政單位業務及人力需求，本室業於本(106)年 7 月 20 日通報各行政

及學術單位調查有無兼辦業務特助人力之需求。 

決議：修正如附「106 學年度專案教師分派業務特助一覽表」。 

肆、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提案討論： 

討論事項(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計畫項下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年資 
目前薪制 備註 

薪點 薪給  

第十年 340 41,174 
1、本表適用對象為計畫項下進用之專任助理。 

2、新進計畫助理人員自第 1年年資薪點 250支

酬。計畫主持人在經費許可範圍內，綜合考量

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

經簽請校長核定後，得自薪點 290起薪。 

3、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21.1元。 

4、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公職，以及軍職退伍

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之人員再任有給公

職，其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存款事

宜，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九年 330 39,963 

第八年 320 38,752 

第七年 310 37,541 

第六年 300 36,330 

第五年 290 35,119 

第四年 280 33,908 

第三年 270 32,697 

第二年 260 31,486 

第一年 250 30,275 

       

 

 

 

 

 

 

 

 

 

 



討論事項(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專案教師分派業務特助一覽表              106.8.7 

系別 姓名 職級 
聘期 

兼辦業務特助者 
1 年 1 聘 

到校日期 分配單位 備註 

應用外語系 Phillip 
江逢榮 專案講師 106.8-107.7 99.8.1 應外系 原校長室特助 

應用外語系 藍恩明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6.8.1 語言中心 新聘教師 

應用外語系 謝慧桂 專案助理教授 106.2-107.1 105.2.1 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未更動 
應用外語系 許秀玲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語言中心 未更動 
應用外語系 林嘉鴻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9.20 語言中心 未更動 

資訊管理系 李宗儒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3.8.1 學務處身健中心 未更動 

資訊管理系 吳鎮宇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0.8.1 教務處課務組 原資管系特助 

資訊管理系 邱美倫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6.8.1 教務處註冊組 新聘教師 

資訊管理系 林紀璿 專案助理教授 106.2-107.1 104.2.1 資管系特助 無 
觀光休閒系 朱盈蒨 專案講師 106.8-107.7 97.2.1 觀休院 未更動 
觀光休閒系 楊倩姿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98.8.1 校長室特助 原觀休系特助 
觀光休閒系 韓明娟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4.8.1 觀休系特助 未更動 
觀光休閒系 莊中銘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觀休系特助 總務處環安組 
觀光休閒系 林妤蓁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研發處企研組 原觀休系特助 

通識教育中心 李岳修 專案講師 106.8-107.7 100.2.1 學務處體育組 原體育組業務特助 
通識教育中心 邱詩涵 專案助理教授 105.2-106.1 105.2.1 學務長室 原兼體育組組長 
通識教育中心 胡蘊玉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6.8.1 人管院特助 新聘教師 
海洋遊憩系 吳建宏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2.1 海憩系特助 未更動 
海洋遊憩系 張晏瑋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秘書室特助 未更動 
水產養殖系 朱建宏 專案助理教授 105.2-106.1 105.2.1 總務處環安組 養殖系特助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鍾國章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行銷系特助 未更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專案教師分派業務特助一覽表              106.8.7 

系別 姓名 職級 
聘期 

兼辦業務特助者 
1 年 1 聘 

到校日期 分配單位 備註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陳志誠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研發處國合組 新聘教師 
資訊工程系 吳信德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5.8.1 海工院特助 未更動 
電信工程系 姚永正 專案助理教授 106.2-107.1 106.2.1 學務處課指組 原學務長室特助 

餐旅管理系 楊錦騰 
專案專業技術

副教授 106.8-107.7 106.8.1 餐旅系特助 新聘教師 

航運管理系 郭思瑜 專案助理教授 106.8-107.7 106.8.1 圖資館圖書資訊組 新聘教師 
小計 2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