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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第2學期 第3次 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04學年度 第2學期 第3次 行政會議
會議時間：105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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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主任奕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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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院長焜潔、陳主任高貌(蔡振璋老師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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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主任季達、陳主任富美、楊主任昌裔、李主任世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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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院長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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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大家好，今天有幾項制度與大家共勉：
一、首先歸納董事會的領導方針：全人化、國際化及就業化（專業化）。學務處
將著重落實全人化的導師制度及班會制度，並規劃評量運作方式。未來每週
三的 5、6 節是固定的班會時間，也請教務處協助週三上午務必安排必修課
程。目前週三上午未排必修課的班級有：旅展一孝、國貿三忠、企管三忠、
行流三忠、行流三孝、行流三仁、觀光三忠、觀光三孝、多遊三孝、創設三
忠。
二、各導師及各系主任應充分掌握所屬系的學生缺額及生源數量，去蕪存菁。
貳、工作追蹤、報告及計畫
一、教務處（林教務長群博報告）：
（一）未來辦理各項招生考試時，將加強控管試務工作。
（二）105.05.04 統計之日夜四技在學率為 89.89%。休學對在學率有很大
影響，請各系儘量避免。
（三）今年研究所招生報考人數均超過錄取人數，高中生申請入學報到達九
成。5 月底甄選入學學生請各系把握。進修部獨招報名將以紅綠燈方
式提醒報名學生目前各系的報名狀況。
校長補充：與上個月在學率比較，本月下降了 0.25%，少了 22 名學生，導
師與系主任應了解學生休退學原因並努力慰留。
二、學務處（翁學務長志宗報告）：
有關班會制度待校長進一步指示，本處會詳細規劃再向各位導師報告，目前
校長指示聯課活動評比的三大原則已在實施中，請系主任轉達系上導師：
（一）導師是否出席所有聯課活動與學生互動。
（二）導師輔導狀況：活動中請學生不講話、不睡覺、不滑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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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出席率。
以上均會列入導師評比項目。
三、總務處（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為因應評鑑，請各單位檢視專業教室或評鑑場所，如有牆面粉刷美化或窗簾
更新需求，請於期末考最後一天前回報事務組，經評估後如有需要再行安排
作業日程。
四、研發處（高研發長國平報告）：
本月將核報獎補助款資本門之變更，請各教學單位檢視今年補助款規劃採購
的儀器設備是否需變更，若有請提早進行。
五、圖書館（莊館長淑婷報告）
：
（一）各系書籍借閱率統計至 5/16 之數據如下：

各系預期應達成之借閱流通數
統計期間：104.08.01~105.05.16
各系所

商
學
與
管
理
學
院

財務金融系
(含碩士班)
企業管理系
(含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貿易系
(含碩士在職專班)
行銷流通管理系
(含先修班)
財經法律系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
理系

截 5 月 16 日
各系借閱率

截至 5 月 16 日
各系待補足冊次

目標冊次達成率

661

11,977

10,758

16.28

1,219

90%

980

17,757

13,322

13.59

4,435

75%

691

12,521

9,687

14.02

2,834

77%

1,038

18,808

6,795

6.55

12,013

36%

617

11,180

3,474

5.63

7,706

31%

1,169

21,182

8,858

7.58

12,324

42%

1,148

20,802

6,860

5.98

13,942

33%

639

11,578

3,900

6.10

7,678

34%

553

10,020

6,878

12.44

3,142

6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53

2,772

3,088

20.18

316

111%

資訊管理系
資訊科技系
(含碩士班)
生活創意設計系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系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
系

193

3,497

1,790

9.27

1,707

51%

603

10,926

5,533

9.18

5,393

51%

561

10,165

4,719

8.41

5,446

46%

523

9,477

3,173

6.07

6,304

33%

405

7,338

6,919

17.08

419

94%

9,934

180,000

95,754

9.64

84,246

53%

觀
光
與 餐飲管理系
餐
旅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學
應用英語系
院
設
計
與
資
訊
學
院

各系人數

目標冊次
截 5 月 16 日
(全校 180,000 冊)
實際借閱冊次
*

全校總計

說明 1：預計 104 學年度全校借閱流通目標數為 180,000 冊次
(=>以 102 年度借閱冊次為基礎，並訂定 5%年成長率； 173,199×105%≒180,000)
＊說明 2：各系待借閱冊次=目標冊次/全校學生總數×各系學生數

（二）請各系轉知任課老師，鼓勵學生借閱的書籍希望能夠與課程結合。
校長補充：各系圖書借閱狀況比較表中，請加上評比欄及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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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中心（劉主任柏伸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七、秘書室（鄢主任秘書武誠報告）
：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八、人事室（徐主任志明代理報告）
：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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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4 月份用電量較 104 年度 4 月份用電量增加 8.3%，可能原因
為假日場地外借，冷氣用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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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產學合作處（林處長瑞鑫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校長補充：建議畢業生就業成效調查中，各系所順序請依照組織規程之順
序，加上評比欄及備註欄，資料可追溯至 102 學年度。
十四、商學與管理學院（王院長冠閔報告）：
（一）預計 105.05 辦理「提升商業服務職能接軌職場生涯輔導計畫-職涯
接軌國際企業菁英人才特訓營」。
（二）預計 105.06.03 辦理「2016 國際企業提升商業服務英語簡報競賽」。
（三）預計 105.06.15 申請「『創造不可能，絕對有可能』2016 決戰社企，
拼創意-社會創新創業提案競賽」。
（四）各系已完成 105 學年度綜合評鑑第一階段資料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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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5.04.20 完成非金融業校外實習面試活動。
（二）105.05.11 完成金融業校外實習面試活動。
（三）本系學生參加 2016 遠銀數位創意網+校園競賽進入決賽。
（四）評比學校：朝陽科大財金系。
校長補充：上次會議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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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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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企業管理系（徐主任孟堅報告）：
評比學校：朝陽科大企管系。
十八、國際貿易系（葉主任春淵報告）：
評比學校：中科大國貿系。
十九、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暨會計資訊系（李主任國良報告）：
評比學校：朝陽科大行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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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學校行政單位的大力協助，讓本院「2016 僑光國際文化觀光週」
順利圓滿完成。
二十二、餐飲管理系（王院長耀明報告）
：
（一）
105.04.23〜23 本系學生參加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賽，
4 位選手獲獎，3 位入選全國競賽。
（ 二 ） 預 計 105.05.24 參 加 2016 Thailand Ultimate Chef
Challenge 泰國廚藝挑戰賽，共 6 位學生參賽；由林森湖老師
指導帶隊。
（三）預計 105.06.20 辦理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籌備作業。
（四）評比學校：高餐餐管系。
校長補充：請落實 1~3 年級位階傳承制度。
二十三、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張主任文賢報告）
：
評比學校：高餐觀光系。
二十四、旅館與會展管理系（屈主任妃容報告）：
評比學校：中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
二十五、應用英語系（吳主任季達報告）
：
（一）近期完成 11 所高中招生、模擬面試及參訪接待，目前積極推動
下學年度實習及各項計畫執行。
（二）評比學校：朝陽科大應英系。
二十六、語言中心（陳主任富美報告）：
（一）本校設有 CFR A2 等級的畢業門檻，目前大二通過率是 72.86%，
低於設定目標 75%，將以三面向加強及提高學生英文能力：
1.拉長時間讓學生考試。
2.透過補救教學方式加強實力。
3.針對普班透過雲端科技教學，加強學習次數。
（二）為塑造學校品牌形象，建議有機會可於 105 或 106 學年度開始
提高門檻至 B1 等級。打出北致理、中僑光、南文藻之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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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使語言中心業務執行順利，中心配置老師之可行性。
校長補充：1.請將補充報告第一點，列出歷年數據評比以表格呈現。
2.補充報告第二點請陳主任召集任務小組，討論程序方案
及利弊得失後再研議。
3.補充報告第三點請提出具體方案後再研議。
二十七、設計與資訊學院（王副院長焜潔代理報告）
：
（一）創設系及工設系參加「2016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
，共
24 件作品、35 個師生參賽，獲得 4 金、12 銀、7 銅及 2 特別獎。
（二）工設系參加全國環保節能車大賽-省油車組，獲得靜態展示獎（美
學造型設計獎）及佳作。
（三）105.05.19 全院動員參加 A+創意季設計展競賽，歡迎各位長官
同仁到場指教。
（四）105.06.07 將參與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二十八、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暨工業與工程管理系（王副院長焜潔報告）
：
評比學校：朝陽科大工管系及工設系。
二十九、生活創意設計系（李主任世珍報告）
：
評比學校：朝陽科大視覺傳達系。
三十、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鄭副主任瓊芬報告）
：
（一）本系 2 位老師參與 DeDaysAsia 2016 亞太開發人員技術年會-黑
客松競賽，榮獲雲端應用與資料平台 APP 組與生產力應用 APP 組
雙亞軍。
（二）評比學校：嶺東科大數媒系。
三十一、資訊科技系暨資訊管理系（楊主任昌裔報告）：
將於 5 月底如期完成技職再造-資通訊前瞻技優人才培育計畫資本門設
備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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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璋老師代理報告）：
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無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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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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本議案。(附件 1，P9-10)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健康上網幸福學習推動小組組織要點。
說 明：一、本校申請通過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健康上網，幸
福學習」試辦學校計畫，依據計畫內容工作項目 A-1-1，本校須跨處室
成立推動小組，定期召開會議，檢視年度實施計畫與追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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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11-12)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請審議本校學生宿舍住宿費用調整乙案。
說 明：一、本議案經 105 年 4 月 29 日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收費調整
會議審議通過。
二、已多年維持現有標準未曾變動，近年物價已漲幅甚大，為落實使用者付
費精神，擬調整收費標準。
三、提案單及宿舍收費調整方案如附件。
決 議：通過本議案。(附件 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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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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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案經 105 年 4 月 22 日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產業研習
或研究推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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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14)
提案五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訂案。
說 明：一、依本校組織規程及執行現況進行部分條文修正。
二、法規提案單、法規對照表及修訂之法規全文詳如附件。
決 議：通過本議案。(附件 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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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審議 106 學年度增調所系科班作業-技專校院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
之「停招」、「分組之增設、取消、改名」、
「任一學制停招」暨「招生名額總
量增量」申請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50063401 號函說明辦理。
二、本校 106 學年度增調所系科班作業-技專校院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
程之「停招」、
「分組之增設、取消、改名」
、
「任一學制停招」申請，本
校規劃如下：
項目

停招

任一學制
停招

分組增設

決

系別

學制

說明

企管系

二專在職專班
105 名額：10 人

停招名額流向四技進修部

國貿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5 名額：5 人

停招名額流向四技進修部

行流系

二專夜間部
105 名額：10 人

停招名額流向四技進修部

企管系

二技進修部
105 名額：26 人

停招名額流向四技進修部

行流系

二技進修部
105 名額：36 人

停招名額流向四技進修部

觀光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5 名額：10 人

停招名額流向本系四技進修部

資科系

四技在職專班
105 名額：10 人

停招名額流向本系四技進修部

工設系

四技日間部

分為機械設計組及產品設計組

三、關於「招生名額總量增量」申請，學校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得提出增
量申請：
（一）最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達九成以上，並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
2.為辦理教育實驗。
3.學生人數未滿五千人。備註：以本項條件申請者，增量名額以
「專科班」或「學士班」為限。
（二）經依大學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完善，績效卓著。
1.最近一次綜合評鑑行政類與專業類受評所、系、科、學位學程
之評鑑成績均為一等或通過，或經教育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
效期限內（參照「大學評鑑辦法」及「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
第9條規定）。
2.以本條件申請者，增量上限為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三。
（三）新設未滿五年之學校。
本校未符合以上申請增量條件。
議：通過本議案。

伍、散會(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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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01 年 01 月 05 日行政會議制定通過
民國 104 年 01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0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僑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訂定「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生活服務學習內容係強調服務與學習之相互結合，在服務中獲得學習之效
果，以培養學生具備學習與創新、團隊合作、統合分析、溝通協調為主，
能培育學生職場競爭力，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安排生
活服務學習時，以學生課餘時間，不影響學業，及避免安排參與危險活動，
並應以促進身心發展為考量。

第

三

條

生活助學金申請資格如下：
一、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且家庭年所得七十萬元以下及前一學期學
業成績平均達六十分以上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就讀本校進修學制、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
距教學者或逾廿五歲者。
(二)業依規定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就學生活補助)、原住民學生工
讀助學金或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
性質之補助，或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者。
(三)業向銀行申貸生活費者。

第

四

條

生活助學金實施方式：
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每週十小時為上限，每月得服務四十小時。
一、每生每月新臺幣六千元之生活助學金。
二、每生每年以九個月(不含寒暑假)申請為限。
三、申請期限：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受理申請。
四、申請應繳交證件：
(一)生活助學金申請表。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免附)。
(三)戶籍謄本。
(四)檢附國稅局全家所得總歸戶清單。
五、申請學生以申請一份工作為限，該生生活服務學習期間，同一時段不
得重覆領取工讀金報酬。
六、服務單位應規劃具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並於聘
用前訂定生活服務學習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一)訂定學習目標。
(二)訂定學習活動。
(三)協助學生反思。
(四)訂定評量方式。
七、服務單位應依實際照計畫輔導生活助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且定期
督導考核學生之服務學習績效，以作為核發生活助學金之參考。並於
服務次月 1 日前，將生活助學金紀錄表送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據以
9

申請核發生活助學金。
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中止核發生活助學金：
(一)未按時參與生活學習或違反工作紀律情節嚴重者。
(二)工作不力或有重大疏失者。
(三)休學者。
(四)其他因故無法繼續服務生活學習者。
第

五

條

本辦法獎助名額得視預算規劃，就家庭收入較低及學生現況困難者優先核給。

第

六

條

生活助學金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教育部當年度補助之私立技專校院工讀助學金補助經費。
二、本校當年度學雜費收入提撥之學生就學獎補助金。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生活學習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議議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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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科技大學健康上網幸福學習推動小組組織要點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健康上網，幸福學習」試辦學校計畫，成立跨處
室推動小組，訂定本要點。
二、本推動小組宗旨為共同推動校園安全健康網路環境。
三、推動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召開並主持會議。
小組成員包含校長、副校長兼任教務長、主任秘書、學務長、總務長、服務學習組組長、
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諮商輔導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體育室主任、
資訊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共 15 人。
四、推動小組主要任務如下：
（一） 應於每學年定期召開三次會議，確認各單位任務分工、檢視年度實施計畫執行方
式、進度與追蹤成果，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統整本校各單位資源，強化組織運作功能與系統合作。
（三） 規劃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之研習、講座或活動，提升全校學生、教職員工及
家長對於網路成癮與相關身心健康議題之知能。
（四） 制定本校校園網路服務使用者之行為規範，維護本校網路環境，減少全校師生不
當使用網路之問題發生。
五、校內各處室依據下列原則分工：
（一） 秘書室：
若知悉有疑似網路霸凌或其他與網路相關之身心健康危機案件，依據教育部校園
霸凌防治準則及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等規定進行調查及處理。
（二） 學務處：
1. 服務學習組：
加強辦理志工服務、服務學習等活動，鼓勵學生減少使用網路，從事有益身
心健康之活動。
2. 生活輔導組：
（1）考量校園網路資源及管理需求，並經由教職員生依校務程序充分討論後，
研議訂定宿舍網路使用管理公約與相關配套措施。
（2）結合教育部法治教育相關資源，宣導正確合法使用網路法律常識。
（3）加強網路遊戲分級相關規定宣導，避免學生接觸不適合其年齡層之遊戲。
3. 課外活動指導組：
加強辦理戶外活動、童軍營隊或自我探索營隊等走向大自然的多元育樂活
動。
4. 諮商輔導中心：
（1）聘請校外專業講師針對全校師生與家長辦理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教
育相關議題講座。
（2）持續透過各式文宣推廣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觀念，強化資訊倫理及
安全健康上網行為相關內容宣導，發展安全健康上網行為之自主管理。
（3）針對校內學生進行「陳氏網路沉迷量表」普測篩檢。提供校內師生申請
「陳氏網路沉迷量表」個別施測。
（4）運用教育部所訂定之網路成癮學生三級輔導作業流程，提供網路成癮或
具相關身心健康問題之學生個別諮商、團體諮商或班級輔導服務。
（5）針對網路成癮學生之家長提供專業諮詢與資源轉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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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務處：
1.教學發展中心：
（1）鼓勵教師運用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相關教材或資料於課程當中，或參
與相關競賽、成果發表。
（2）鼓勵教師於教學當中，透過授課、課堂討論、小組報告或影片欣賞方式將
安全健康上網或網路身心健康相關主題帶入課程。
（四） 總務處：
協助採購「健康上網，幸福學習」計畫所需之相關文具、書籍、器材設備。
（五） 人事室：
1.將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相關課程納入年度教職員工研習課程中。
2.鼓勵輔導人員與教師參與網路成癮之辨識與輔導課程研習。
（六） 體育室：
辦理校內或班際體育活動及運動競賽，主動規劃課間、課前及課後運動，並依學
生需求成立多元運動社團，提供學生運動參與機會，使學生體驗運動樂趣，並能
自發性主動參與體育相關活動及競賽。
（七） 資訊中心：
1.透過校園網路流量控管，維護安全健康的網路環境，避免學生瀏覽不適宜的網
路資訊、使用具有資安疑慮之軟體或網路使用時間過長。
2.辦理資安素養自我評量活動，鼓勵師生參與。
（八） 通識教育中心：
將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教育納入通識教育課程或融入、開設相關必、選修課
程。
（九） 圖書館：
購置與健康上網議題相關之書籍或教材，提供校內師生自由借閱。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公佈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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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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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僑光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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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僑光
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之專任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且有任教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者（以下簡稱教師）。
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並送教務處備查。
三、 前點所列人員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應以連續或累計方式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
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且得相互搭配下列
要件累計年資：
(一)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全時實地服務或研究：應以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契約期間計算，
且該期間得採深耕方式。
(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且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
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應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
(三) 教師參與本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應以至合作機構或
產業實際參與研習之期間計算，其形式應為互動式團隊研習或工作坊，以半日為單
位，累計五日為一週，累計四週為一個月，並以辦理四週至八週為原則。
四、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採深耕方式赴產業研習或研究者，本校應與教師所赴之產業、
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訂定契約並約定回饋條款。所收取之回饋金，以足以支應所屬
系（所）分擔其教學工作而聘任兼任教師之鐘點費為原則。教育部深耕計畫依教育部規
定辦理。
五、 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所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具一定金額之限制且需具外溢效果
之具體成果，包括專利、著作、技術創新、技術移轉、技術服務之認定，其標準由本校
產學合作處訂定之。
六、 教師以六年為一週期，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其起迄期間
計算方式如下:
(一) 現職教師起算日為一 0 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
(二) 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自到職日起，循序計算六年為一週期，但前職為
其他技專校院教師者，則銜接計算他校之起始日，以六年為一週期。
(三) 週期內如有留職停薪或停聘者，則視留職停薪或停聘期間，相對順延之。
七、 教師依本要點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本校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簽
訂契約書，約定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
執行等事項。
八、 學期中教師於授課之餘赴產業研習或研究，每週給予八小時之公假，寒暑假期間之公假
時數，不受八小時之限制。
九、 教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人數，每系（所）每學期連同核准半年以上之進修、講學、研
究、出國考察及教授休假研究人數不得超過該系（所）教師人數百分之三十；系所合一
者，應合併計算。
十、 本校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屆期未依本要點規定赴產業研習或研究半年者，次期之
教師評鑑不予通過；免評教師未依本要點規定赴產業研習或研究半年者，應於次期接受
教師評鑑。
十一、 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
十二、 本要點經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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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僑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民國 100 年 3 月 8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為改善辦學績效，提升整體教育品質，依據大學法第五條之規定及教育部大學教育
評鑑實施計畫，特訂定「僑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
建立自我評鑑制度，作為政策制定及資源分配之參考。
本校自我評鑑，依據本辦法；本辦法未規定者，準用本校其他法規。
本辦法實施對象：
一、行政單位：校務類一組(包含學校行政單位、獨立中心、體育室、軍訓室及通識
教育中心)。
二、學術單位：包含各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
自我評鑑工作業務召集單位為秘書室，統籌規劃及協助受評單位進行自我評鑑工作，
並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其成員職掌如下：
一、委員會成員：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各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資訊中心主任、產學處長、國際長、通識中心主任、
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敦聘若干名本校副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組成。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為副召集人、主任秘書為執行秘書、
秘書室負責草擬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
二、委員會職掌：
(一) 研議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 審議受評單位提報的校外自評委員名單。
(三) 審議受評單位自評報告書。
(四) 審議受評單位評鑑結果報告書、申覆意見及改善計畫書，並研議追蹤管考
機制，必要時得籌組校內複評委員會針對自評成績不理想的單位進行複
評。
(五) 研議其他自我評鑑相關事項。
實施期程與實施方式：
一、實施期程：自我評鑑以教育部評鑑後每二年實施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教
育部辦理科技大學評鑑時程，酌予調整。
二、實施方式：
(一)依據自我評鑑委員會研議通過的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辦理。
(二)本校自我評鑑之標準及程序均依教育部評鑑程序進行為原則，各項書面資
料表冊，沿用教育部頒科技大學評鑑指標與權重表。
(三)本校實施自我評鑑時，自我評鑑委員會得請受評單位推薦校外具有產、官、
學相關學術與行政經驗之專家學者四至六人，經審議後，遴聘二至四人擔任
受評單位自評委員。
(四)自評委員應依行程進行實地訪視，並於結束訪評後一週內提出評鑑報告送
學校自我評鑑委員會並公佈評鑑結果。受評單位於接到評鑑報告後，若有異
議，應於一週內向自我評鑑委員會提出申覆說明。
受評單位對於自我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之項目，應於評鑑後一個月內提出改善計
畫，並提交自我評鑑委員會審議，再由學校追蹤另籌組委員會進行追蹤評鑑。本校
將依評鑑結果作為調整資源分配之參考。
各單位辦理自我評鑑(含外部評鑑)所需各項經費，由學校統籌編列。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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