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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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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 第2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04學年度 第2學期 第2次 行政會議
會議時間：105年4月19日（星期二）14:00
主
席：楊校長敏華
出席委員：林副校長暨教務長群博、鄢主任秘書武誠、翁學務長志宗、歐總務長昱廷、高研
發長國平、莊館長淑婷、劉主任柏伸、陳主任玫玉、陳主任嘉康、傅國際長秀仁、
林處長瑞鑫、丘副處長添富、蔣主任博欽、李主任宏安、王院長冠閔、王院長耀
明、賴院長淑玲、王副院長焜潔、陳主任高貌、葉主任金標、徐主任孟堅、葉主
任春淵、李主任國良、徐主任志明、張主任文賢、屈主任妃容（林政憲老師代理）、
吳主任季達、陳主任富美、楊主任昌裔、李主任世珍（王翠蘭老師代理）
、鄭副主
任瓊芬、沈組長文祥、曾組長漢文、吳組長茂德、張主任光裕、紀組長逸倫、蔡
組長源成、藍組長家馨、邱主任美華、康組長筆舜、洪組長銘吉、陳組長宇洋、
賴組長弘程、葉組長志權、施主任雪切、石組長櫻櫻
請假人員：邱主任奕賢
應到：48位 未到：1位

實到：47位（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林郁芬

壹、主席致詞
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有幾項政策向大家宣導：
一、未來將實施導師四年制（特殊狀況除外），增進導師與班級學生間之互動，
以提升在學率。
二、為提升在學率，今天將提案討論相關獎勵制度。
三、落實各系排序，且各系老師應清楚所屬系之排序。
四、自本次會議開始，請各系主任個別報告所屬系之工作追蹤、報告及計畫，另
請各系所選定一評比學校相同系所，並於每次報告時，提供與評比學校相同
系所的六率評比數據。
五、本校填報校務基本資料庫之就業率數據較去年下滑，經過 105.04.18(一)召
開之緊急會議後已大幅提升。
貳、工作追蹤、報告及計畫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群博報告）：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全校學生在學人數
（105.03.15）共 10,114 人。
（二）105.04.08 統計之日夜四技缺額表之數據不含外加名額。休學及三、
四年級退學對缺額率、在學率有較大影響，教務處可提供各系詳細名
單。
（三）今年是進修部第一次獨招，請各系進行招生活動時務必慎重。
校長補充：各單位提供之表格中，各系所順序請統一依照組織規程之順序，
並加上備註欄，以供備註特殊情況。
二、學務處（翁學務長志宗報告）：
生輔組蔡源成組長補充報告：宿舍將於明(105.04.20)辦理舊生抽籤，若各
系有必要或特殊情況需住宿之學生，請事先與生輔組聯繫，新生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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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一）本校弼臣樓及設計大樓之無障礙電梯將同時開工。
（二）5 月份開始將進入用電高峰期，請提醒各系老師，使用冷氣時緊閉教
室門窗，以防止耗費電量，若發現教師授課開啟冷氣而未關門窗者，
將立即關閉冷氣。
四、研發處（高研發長國平報告）：
本處學術發展組目前正進行獎補助款績效自評；推廣教育中心正進行各項課
程開訓，未來學發組將以爭取公部門計畫為主要目標；推廣教育中心將落實
鐘點制。
五、圖書館（莊館長淑婷報告）
：
預計 104 學年度全校借閱流通目標數為 180,000 冊次，各系借閱狀況目標
冊次達成率統計至 105.04.18 止，全校平均 34%，建議請各系老師擬訂主
題讓學生有目標性的借書，避免秒借秒還狀況，造成圖書館行政負擔。圖書
館 6 月底前每週二更新資料，期於 6 月底前達到目標。自 105 學年度起將
每月公告一次借閱數據，讓師長了解學生借閱狀況。
校長補充：借用統計表中，102 學年度與 103 學年度數據之落差應警剔，
並思考 104 學年度如何補救，導師可發揮關鍵功能，利用班會時
間請學生進行讀書報告，亦可增加借閱率。
六、資訊中心（劉主任柏伸報告）：
因應教育部統合視導要求及政府資通安全政策，本中心將擇期辦理校內主管
資安宣導活動，請各位主管踴躍參加。
七、秘書室（鄢主任秘書武誠報告）
：
本室將於會後進行評鑑相關討論會議，有最新資訊將隨時通知各單位。
八、人事室（徐主任志明代理報告）
：
新的評鑑制度將於本學期開始正式實施，請各院系主管向老師多加宣導。
九、會計室（陳主任玫玉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體育室（陳主任嘉康報告）
：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一、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蔣主任博欽報告）：
105.01~02 用水度數較 104 年同期異常增加，經查明原因為雁閣樓與積
中堂中間地下水管滲漏，經事務組處理後 105.03 用水度數已恢復正常。
十二、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傅國際長秀仁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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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產學合作處（林處長瑞鑫報告）：
丘添富副處長補充報告：
（一）104 學年度日四技應屆畢業生曾參加校外實習之總實習比率已大
幅提升至 69%，總實習時數也由 47 萬小時增加到 88 萬多小時。
（二）會議資料呈現之就業率是教育部、勞動部及財政部共同統計之數據，
105.04.18 召開之緊急會議主要針對技專資料庫表 4-10 之就業率。
校長補充：建議表格加上排序及備註欄位。
十四、商學與管理學院（王院長冠閔報告）：
（一）原預計 105.04 辦理之「提升商業服務職能接軌職場生涯輔導計畫
－薰衣草森林企業職場體驗參訪」因故取消。
（二）105.05.02 辦理「2016 中金所盃全國大專生金融及衍生品知識紮
根合作計畫」。
（三）105.05.06 辦理「2016 商業專業與品德國際研討會(ICBEE)」
。
（四）商管學院三個研究所目前報考人數都大於錄取人數。
十五、金融教育中心（葉主任金標報告）
：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六、財務金融系（葉主任金標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十七、企業管理系（徐主任孟堅報告）：
（一）企管所目前報考人數大於錄取人數。
（二）辦理阿里巴巴電商人才證照考前種子教學營，協助學生參與校外實
習及就業。
十八、國際貿易系（葉主任春淵報告）：
參與阿里巴巴電商人才培訓計畫。
十九、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暨會計資訊系（李主任國良報告）：
（一）預計 104.05.03~05.04 舉辦第四屆校園創意市集暨高中職創意市
集行銷成長營活動，邀請合作廠商 12 家參與及 5 所高中參加活動。
（二）配合本院電子商務發展，將成立實習商店。
二十、財經法律系（徐主任志明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二十一、觀光與餐旅學院（王院長耀明報告）
：
預計 105.05.09～13 辦理「2016 年觀光週」活動。
二十二、餐飲管理系（王院長耀明報告）
：
預計 105.04.22~23 辦理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賽，本校共 5
職類，14 位選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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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張主任文賢報告）
：
（一）高中生申請入學本系錄取 80 位，將於 105.04.22 開始報到。
（二）7 月份將由王喆老師帶領本院 21 位學生赴日本進行為期一年之
實習。
二十四、旅館與會展管理系（林政憲老師代理報告）
：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校長補充：請旅展系積極爭取台中會展中心活動案。
二十五、應用英語系（吳主任季達報告）
：
目前積極辦理實習說明會及就業追蹤調查。
二十六、語言中心（陳主任富美報告）：
（一）完成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CSEPT 及 TOEIC 校園考考試。
（二）與國際處合作申請 105 學年度國際合作及提升外語能力計畫。
（三）會後通知大一、大二英文老師鼓勵學生取英文名字。
（四）預計 6 月份與雲科大語言中心合辦導師培訓營。
二十七、設計與資訊學院（賴院長淑玲報告）
：
（一）
「2016 IETAC 第九屆資訊教育與科技應用研討會」多遊系師生
獲第一名；資科系師生獲第二名，並獲媒體廣泛報導。
（二）各系持續進行招生宣導及評鑑準備。
（三）5 月份起是畢業成果展及發明競賽旺季，105.05.19A+創意季
設計展競賽開幕式、105.05.12~15 馬來西亞國際競賽、105.06
匹茲堡國際發明展、105.07 台灣國際競賽。
二十八、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暨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王副院長焜潔報告）
：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二十九、生活創意設計系（王翠蘭老師代理報告）
：
目前本系積極準備國際競賽、A+創意季設計展競賽及學生校外實習。
三十、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鄭副主任瓊芬報告）
：
（一）105.04.22 辦理第一梯高中生申請入學報到。
（二）無人載具實驗室（4 間）已開工，感謝總務處幫忙。
（三）A+創意季設計展競賽由多遊系主辦，正積極籌劃中。
三十一、資訊科技系暨資訊管理系（楊主任昌裔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三十二、應用華語文系（徐主任志明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三十三、通識教育中心（陳主任高貌報告）：
本週四(105.04.21)辦理洪鈞元錄像藝術個展茶會及創作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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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修訂案。
說 明：一、本議案經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活學習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臨時會議審
議通過(105 年 2 月 23 日)。
二、配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業於 104 年 7 月 24 日臺教高通字
第 1040096833 號函修正「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相關內
容。
三、法規提案單、法規對照表及修訂之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撤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案 由：請審議國際與兩岸事務處法規單位名稱統一修正案。
說 明：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本單位名稱變更，擬統一修正本單位相關
法規內之單位名稱，修正之法規包含「僑光科技大學國際交換學生甄選
作業辦法」、「僑光科技大學國際學術交流計畫作業辦法」
、「僑光科技大
學暑期遊學團帶隊作業辦法」
、
「僑光科技大學「學海飛颺」
、
「學海惜珠」
與「學海築夢」專案推薦作業要點」等。
二、本議案經 105 年 3 月 10 日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處務會議第 1 次
會議審議通過。
三、法規提案單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本議案。
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加強轉學生招生要點」新訂案。
說 明：一、為強化本校招生策略，特訂定本要點。
二、法規提案單、法規對照表及新訂之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本議案(附件 1，P7)，並責成主任秘書、教務長及人事室主任討論細節。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
案 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組織要點」新訂
案。
說 明：一、依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與「技專校院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新訂本要點。
二、法規提案單、法規對照表及新訂之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修正第三點條文後，通過本議案(附件 2，P8)。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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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加強轉學生招生要點
民國 105 年 04 月 19 日行政會議制定通過

一、本校為強化招生策略，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本校其他相
關規定。
二、為期大三暑、寒轉考試招生額滿，凡本校之老師（以下簡稱「推荐人」）
推荐其非就讀本校之親友報考本校各系獲錄取，完成入學後各學期註冊並
修畢該學期者，每人次每學期給予年終績效一點。
前項情形，學生如就讀本校進修部者，年終績效為零點五點。
本校成員、約聘老師、職員工，準用前二項規定。
三、推荐人所推荐之學生就讀本校期間，推荐人為該生之生活導師，有義務輔
導該生生活起居、留意該生學習狀況，並和學校保持連繫。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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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組織要點
民國 105 年 04 月 19 日行政會議制定通過

一、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特依據技專校院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訂定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組
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主要任務在審議
下列事項：
(一)訂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作業規定。
(二)排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期程。
(三)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研習。
(四)督導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契約書及學校與教師契約書之簽訂及執行。
(五)其他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十一人，由主任秘書、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
長、各學院院長、產學處長、人事室主任組成之。
四、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召開會議；表決時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為之。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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