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 光 科 技 大 學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3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承辦單位：秘書室 

日    期：111年 04月 26日（星期二） 

時    間：13:10 

地    點：雁閣樓會議室 

 



2 

僑光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 第3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4月26日（星期二）13:10-14:12 

主    席：余校長致力 

出席人員：林教務長兼四創中心主任群博、蔡學務長源成、歐總務長昱廷、林研發長秀柑、

高主任（人事室）兼公關長國平、石館長櫻櫻、傅國際長兼海外實習長秀仁、丘

處長添富、賴特助弘程、劉中心主任柏伸、蔣中心主任博欽、陳主任嘉康(稅尚雪

組長代理)、陳中心主任小倩、林副中心主任金成、任院長文瑗、王院長冠閔、程

院長榮祥、吳主任嘉生、葉主任春淵、李主任淑芳、李主任國良、翁主任志宗、王

主任昭雄、屈主任妃容、張主任文賢、吳主任季達、劉主任育良、陳主任建良、林

主任昱呈、沈主任文祥、曾組長漢文、吳組長茂德、薛組長良斌、康組長筆舜、紀

組長逸倫、稅組長尚雪、邱主任美華、李主任昌茂、賴組長崇仁、張組長美鳳、施

主任雪切、吳組長翠姬 

請假人員：陳主任玫玉、莊主任淑婷 

應到：45位 未到：3位 實到：42位（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林郁芬 

壹、 主席致詞 

4/25(一)高教深耕計畫訪視圓滿成功，上週因疫情影響，本校選擇由實地訪視

調整為線上視訊訪視，主辦單位教學發展中心非常辛苦，各相關單位也全力配合，

更能顯現出僑光團隊極佳的應變能力，感謝所有幫忙及參與訪視工作的主管、同

仁。高教深耕計畫 5 年一期，今年 6、7 月教育部將提供下一期計畫申請指引，期

望再次發揮團隊精神，爭取倍增的經費補助。 

昨天訪視結束後，親自出席了教育部 15:30 召開之「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執行情形及相關事宜研商會議」，

因疫情快速轉變，相關政策、法規和處置方式都要連動調整，尤其是大家對防疫

的基本觀念已完全顛覆，「做好健康管理，維持正常生活」是最新的防疫政策，下

週二(5/3)將召開防疫應變小組會議，配合教育部新的指引調整校內防疫政策及法

規，請各位主管能夠充分了解相關資訊，協助向專兼任教師（特別是導師）、學生

宣達轉告，在風險可控管的範圍內，仍維持實體課程的必要。 

這段期間所有主管、同仁為了學校的招生努力打拼，稍後請教務長及招生中

心沈主任分享及提醒招生工作的過程、成果及作為，提供大家參考。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無疑義。 

參、 各單位報告重要事項及計畫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群博報告）： 

(一)感謝校長及各單位的幫忙，順利完成高教深耕計畫訪視工作。 

(二)招生原則主要為鞏固現有重點生源學校，再來擴充生源學校，並期望運

動績優獨招的成果能夠減輕進修部招生壓力。 

(三)為調整生師比，各系第一階段排課原則請以本系教師基本鐘點課程為主，

第二階段再行安排外系教師支援、兼任教師及超鐘點等課程，另外兼任

行政工作主管以原級職基本鐘點為上限、基本鐘點減 3節為下限來作為

修法的原則。 

(四)招生中心沈文祥主任招生工作分享(詳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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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創中心（林主任群博報告）： 

預計 111.05 提出申請教育部創新創業競賽計畫。 

三、學務處（蔡學務長源成報告）： 

(一) 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身心障礙單獨招生簡章已公告，請大家協助招生。 

(二)各系學生如需申請急難救助或申請校外獎學金，請與學務處聯絡。 

(三)本學期重點活動「畢業典禮」，請各單位協助辦理。 

(四)本學期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大部分都是車禍事件，請各位主管不厭

其煩的向學生宣導交通安全事宜，希望有效降低交通意外事故之發生。 

(五)本校防疫工作依照最新防疫指引執行，維持正常活動，請教職員以身作

則，落實體溫量測完成 QR code 掃描；請授課教師隨機抽檢 5-6位學生

之 QR code 執行狀況，做成紀錄備查。 

衛保組稅尚雪組長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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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致力校長：由於全台地方衛生局均已工作超載，校園疫調工作將轉由各大

專院校自行辦理，本校防疫承辦單位(衛保組)的工作量相對增

加，因此請各位主管能夠充分了解正確的防疫資訊，協助回應

教師及學生相關的問題。 

衛保組稅尚雪組長補充報告：1.實聯制簡訊將取消，請大家務必下載臺灣社

交距離 APP。 

2.鼓勵教職員工生儘速打滿 3劑疫苗。 

蔡源成學務長：將成立確診個案應變小組，有效處理緊急突發事件。 

四、總務處（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五、研發處（林研發長秀柑報告）： 

  

  

 

 

六、公共關係處（高公關長國平報告）： 

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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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致力校長：感謝公關處同仁支援本次高教深耕計畫線上訪視，在最短的時

間內完成各院設備參觀的影片，也感謝程榮祥院長、陳小倩主

任、林淑真老師和蔡連祥老師詳細的導覽。 

七、人事室（高主任國平報告）： 

(一)配合招生工作，暑假共休時程仍持續進行調整中。 

(二)人事室將修訂本校教師資遣暨安置實施辦法，請各單位主管協助審視。

本次修正為因應少子化趨勢及學校永續發展，以及依據教師法與學校法

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之規定，以維護教師

權益。本辦法修訂須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後送校務會議通過，校

長公布後實施。 

八、圖書館（石館長櫻櫻報告）： 

無補充報告。 

九、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傅國際長秀仁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產學合作處（丘處長添富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一、秘書室（賴特助弘程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二、會計室（秘書室承辦代理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三、資訊中心（劉中心主任柏伸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四、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蔣中心主任博欽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五、體育室（稅組長尚雪代理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六、技能競賽中心（陳中心主任小倩報告）： 

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技能競賽圓滿結束，感謝各單位協助。本

校餐管系 3位中餐選手於本次競賽分別獲得第二名、第三名及第四名；麵

包製作選手獲得第五名，4位選手將於 8 月份參加全國決賽。 

十七、商學與管理學院（王院長冠閔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八、金融教育中心（王主任冠閔報告）： 

無補充報告。 

十九、財務金融系（王主任冠閔報告）： 

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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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企業管理系（李主任淑芳報告）： 

本校 111 學年度招收企管系、財金系及資科系研究所均滿招，感謝大家的

協助。 

二十一、國際貿易系（葉主任春淵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二、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李主任國良報告）： 

本系 5/10(二)~5/11(三)規劃辦理「2022 跨科技數位新零售專題成果展」，

茲因疫情擴大，擬請示可否照常舉行。 

蔡源成學務長：新零售專題成果展為行流系重要指標活動，建議拉高防

疫規格，照常舉行。 

余致力校長：以目前的防疫規範原則上照常舉辦，但視疫情變動及中央

主管機關的最新規範滾動式調整。 

二十三、財經法律系（翁主任志宗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四、觀光與餐旅學院（任院長文瑗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五、餐飲管理系（王主任昭雄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六、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張主任文賢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七、旅館與會展管理系（屈主任妃容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八、應用英語系（吳主任季達報告）： 

無補充報告。 

二十九、語言中心（吳主任季達報告）： 

5/13(五)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TOEIC 校園考試，前置作業已完成，

請相關單位協助教室借用事宜。 

三十、設計與資訊學院（程院長榮祥報告）： 

無補充報告。 

三十一、資訊科技系（程院長榮祥報告）： 

本系 111 學年度研究所及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招生均順利滿招。 

三十二、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林主任昱呈）： 

無補充報告。 

三十三、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籌備處（林主任昱呈）： 

無補充報告。 

三十四、生活創意設計系（陳主任建良報告）： 

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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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劉主任育良報告）： 

無補充報告。 

三十六、通識教育中心（吳主任嘉生報告）： 

無補充報告。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觀光與餐旅學院 

案 由：「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設置辦法」修正案。 

說 明：一、依現況修正本辦法第 3 條條文。 

二、本議案經 111 年 3月 16日召開之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觀餐學院第 1 次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通過。(附件 1，P8)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4:12） 

 

  



8 

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設置辦法 
 

民國 101 年 5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月 7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年 4月 26 日行政會議議決 

 

 

第 一 條 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

規定設置。 

第 二 條 本院以培育具有觀光或餐旅專技之人才為目的。 

第 三 條 本院設下列教學及專業單位： 

一、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餐飲管理系。 

三、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四、應用英語系。 

五、語言中心。 

第 四 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主持學院業務，由校長聘請兼任之。並得視實際需要置

副院長一人，襄助院務。 

本院置職員若干人，承院長之命，辦理本院各項行政事務。 

第 五 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討論本院教學、服務、研究及其他本院相關事項。 

院務會議規則另訂之。 

第 六 條 本院設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本院之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

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學術研究等相關事項。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七 條 本院設院諮詢委員會，負責院務永續發展政策與方向之建議與諮詢。 

院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八 條 本院設院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之審議與教學事務之研擬。 

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九 條 本院設學術發展委員會，負責各項學術活動之規劃與跨領域研究計畫之研擬。 

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十 條 本院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委員會。各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十一條 本院因教學、研究、服務推廣之需要，得設各類專業中心。專業中心設置

要點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議決，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