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101 學年度第2 學期第 2 次臨時院主管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2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 上午 10:30
貳、地點：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第二會議室（綜合大樓 2 樓 IH208）
參、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鄭院長 芬蘭

記錄:王慧娟

伍、主席報告：
一、敬請各單位於 102 年 7 月 22 日中午前將 102 學年度專業類自我(外部)
評鑑委員 12 位（9 位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3 位具專業領域之業
界代表），且曾擔任過教育部主辦或委辦之技術校院行政類或專業類評
鑑委員，或已完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所辦理之評鑑研習課程之人員推薦表送教學院審查。
相關通知及推薦表敬請參閱附件 1。
二、敬請各單位於 102 年 9 月 2 日中午前將 1 名教學特優教師遴選推薦表
送至學院審查。推薦表敬請參閱附件 2。
三、102-103 年教學卓越計畫及 101 年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執行教師名單
敬請各單位主管協助確定，如有更正敬請於 6 月 14 日中午前告知院辦
修正，俾利製作證書，名單敬請參閱附件 3。
四、102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5.1.4 經費執行 6 月底前需達成動支率 44%，本
院尚需核銷經費為 96,000 元，敬請各負責單位協助追趕進度，否則經
費將被教資中心重新分配，敬請參閱附件 4。
五、各單位申請 102 年教師升等教師資料敬請於 7 月 15 日上午 10:00 前由
各單位完成用印後，送至學院，再由學院統一轉送副校長室。
補充報告:
羅副院長:在執行 102 年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時各單位可加強推動證照輔
導考照及成立檢定考場。如各單位可以發展符合系、所特色的考照推動
及輔導，以技職所為例；技職所推動｢統計與研究方法分析師｣考照輔導，
此證照為雲科大技專基本資料庫收錄之證照，此項證照在台灣才開始推
動，技職所在 5 月 11 日辦理及測及評，計有本院 10 位教師及學生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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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通過考試取證。在檢定場所部分如幼保系的保母證照場、應外系語言
證照考場、本院 IH222 電腦教室也可申請為電腦技能證照考場，再如幼
保系的文創動畫教室應可申請 Adobe 或 Flash 認證考場；休保系領隊導
遊、攀岩等，各單位可發展系、所屬性的檢定考場推動。
主席:｢統計與研究方法分析師｣為雲科大技專基本資料庫收錄之證照，本院有
開設統計學及研究方法等課程，應可加強推廣此照。在檢定考場方面院
級電腦教室及文創實驗室應可爭取多種考照職種強化成立考場。本學期
獎助學生赴海外實習本院申請案件全數獲得獎助，有關 103 年 2 月寒假
期間須執行海外實習學生申請案件須於 102 年 12 月提出補助申請。申
請補助學生需於獲補助期間仍具學籍者才能補助。有關 6 月 11 日召開｢
獎助學生赴海外研習審查會議｣記錄待國事處送發後，轉知本院各單
位。
應外系張主任:6 月份忙畢業典禮，本系畢業典禮辦理餐會，家長踴躍出席參
加。本系有 2 位學生申請學海飛颺計畫，一位至密西西比大學修習商管
學院課程，另一位至西來大學。辦理期末考試並完成 102 學年度第一學
期兼任教師聘任。
幼保系馬主任:完成畢業典禮工作。協助學生安排實習住宿相關工作。因應幼
托整合教保人員資格，因本系學生數平均約 70 人與教育部規範每班 60
人不符，目前已請教務處協助協調。102 學年度加入新聘教師 1 員。
客研所鄭老師:畢業典禮本所辦理學生聚餐有 80%學生出席。準備期末考工
作。
休保系巫主任:完成畢業典禮工作。8 月底至 9 月初有 7 位研究生將赴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學術交流。7 月上海財經大學將赴本校參訪，待體育室吳
主任報告。有關運動績優學生獨招工作目前由進修部統籌中。
技職所吳所長:7 月 6 日-10 日本所 16 位學生及 1 位教師將赴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參訪。7 月 8 日將至麟洛國中執行史懷哲計
畫，6 月 26 日開始辦理行前講習。因應全學期之校外實習課程協助幼
保系修習學程同學課程安排事宜。
體育室吳主任:7 月 25 日起上海財經大學將有 9 位體育教學部教師至本校交
流，該校為教育部核定之 211 學校，因此將就學生至雙方修習學分承認
工作努力。同時於 7 月 29 日將辦理雙方研習與交流餐會。體育館屋頂
整修工程即將完工，明日將就地板整修工程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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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杜主任:發送藝術祭禮品，及評定通識講座課程學生成績約 1000 人
以上。下學期將邀請雲門舞集蒞校表演，並辦理研討會。
主席:9 月 2 日-3 日學院邀請張偉豪老師辦理 PLS 課程歡迎本院及管院教師參
加，如校外教師有意參加需委請本校教師代為報名。

陸、報告案:
報告案一：
案由：102 年本院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經費分配案及績效報告。
說明：
一、102 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各單位經費分配明細表
系所

資本門
已分配額度
基本

合計

競爭

資本門再分配金額
436,931

經常門分配金額
560,000

院本部

0

0

0

76,931

200,000

幼保系

250,000

0

250,000

70,000

70,000

社工系

250,000

200,000

450,000

70,000

70,000

應外系

250,000

150,000

400,000

70,000

70,000

休保系

250,000

270,000

520,000

70,000

70,000

技職所

250,000

100,000

350,000

40,000

40,000

客研所

250,000

100,000

350,000

40,000

40,000

1,500,000

820,000

2,320,000

4369,31

560,000

總計

二、各單位請於 6 月 25 日中午前擲送規劃書(第柒項免填)至典大助理冠慧信
箱(luhui@mail.npust.edu.tw)。規畫書內容及範例敬請參閱附件 5。
三、本年度各單位預期達成 G-TIME 指標值(規劃書中第陸項)敬請參閱附件 6，
如有修正 6 月 25 日中午前典大助理冠慧信箱。
補充:相關填表說明、表件電子檔及各單位教師績效簡報檔將於會後寄送至主
管及系所辦同仁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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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102 年本院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各項補助申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補助辦理研討會、產學論壇(每平臺補助 4 萬元)，本院申請單位，
請 討論。
二、 補助教師研究成果技術商品化(每院 1 件補助 10 萬)，本院申請教
師，請 討論。
三、 鼓勵教師輔導企業關懷計畫(申請本補助教師，須無執行任何民間
委託獲補助研究計畫案-隨到隨審)，產學合作金額≧10 萬元可申
請輔導費 2 萬。本院各系、所於 6 月 30 日前至少提一案逕向研發
處申請，並請副知學院。
四、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每院至多 1 案補助 5 萬)，本院是否申
請，請 討論。
五、 檢附 102 年 6 月 10 日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學院(含平台)及焦點
工程之第 1 次工作會議議程，敬請參附件 7。相關申請說明將於會
後寄送電子檔至各單位主管及同仁之電子郵件信箱。
決議：
一、 補助辦理研討會、產學論壇本院由通識教育中心代表申請。
二、 補助教師研究成果技術商品化開放本院各系、所提申請案，敬請於
7 月 15 日前將計畫書送至學院審查。
三、 鼓勵教師輔導企業關懷計畫開放本院教師自由申請，申請人敬請副
知學院週知。
四、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開放系、所提案申請，並請副知學院。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本院 7 月份會議時間，提請 討論。
說明：
一、7 月份院主管會議開會時間預定 7 月 25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編輯會議預計 7 月 25 日上午 11:00 召開。
決議：
一、7 月 25 日星期四敬請主管以書審方式協助各單位完成 102 學年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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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自我外部評鑑委員資格審查。
二、下次主管會議時間訂於 8 月 1 日 13:30 召開。當日 12:30 召開《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編輯會議。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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