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主管會議暨
｢102-103 學年度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審查會議｣記錄
壹、時間：103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 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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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主席：鄭院長 芬蘭

記錄:王慧娟

伍、主席報告：
一、本院教學卓越計畫各子計畫經費核支一覽表及經費執行進度，敬請參
閱附件 1。
二、本校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各子計畫經費核支一覽表及經常門執行進
度，敬請參閱附件 2。
三、103 年度學生專題競賽敬請各系於 6 月 10 日前繳交 3 件作品至學院評
選。
四、本院各單位 103 年 4 月份工作報告請參閱附件 3。
補充報告:
主席:各主管抽空至圖書館參觀就業博覽會。有關今日下午本院舉辦產學合作
論壇爾後相關活動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資料及海報需呈現，並鼓勵
教師踴躍參加，特別是通識教育中心的老師。
技職所羅所長:技職所完成學生計畫及論文口試。海外產學實務課程今年暑假
將赴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及首爾僑校進行交流。5 月 19 日至 5 月 29 日
邀請南洋理工大學陳得勝教授至本所進行國際講學。
幼保系馬主任:5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本系舉辦幼保週活動。籌備、安排學生
全學期實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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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系張主任:5 月 22 日邀請加拿大 Dr. Sabrina Priego 蒞臨本系演講，講
題為:Multiliteracies, Multimodality & Web 2.0
Technologies: Theory and Practice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5 月 14 日至 5 月 28 日舉辦應外週活
動， 晚會時間在 5 月 28 日晚上 6 點開始。
客研所李梁淑老師代理: 4 月 9 月到 29 日大陸福建龍岩學院客家所所長蘭壽
春教授到本所訪問交流。4 月 22 日順利承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
中心「客家民俗祭儀數位典藏計畫－第一期：六堆地區」委託專業服
務案。4 月 25 日外部自我評鑑，在本所師生通力合作之下，評鑑順利
通過。5 月 20 到 23 日本所進行為期四天的客家藝文週，週五晚上七點
與通識中心合辦「客家音樂饗宴」，歡迎各系所主管踴躍參加。客研
所第二屆所友宋炫志通過屏東縣 102 學年度國小主任甄選，第四屆所
友鮑紫琳通過國中主任甄選。
師培中心吳主任:本年度有 25 位同學通過教師資格審定考試。
社工系王主任:辦理 9 場次招生活動。已召開 3 次國際研討會議籌備會議，預
計 5 月 27 日辦理第 4 次籌備會。5 月 23 日參加 3014 全國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方案設計與執行競賽。辦理學生實習及機構實習說明會，共分
北、中、南各 1 場。
體育室吳主任:帶領本校選手參加 103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總計獲得 1 金、4
銀、4 銅之佳績。6 月 24 日至 6 月 26 日澳門理工學院國事處人員約 7-10
人將至本校參加冒險體驗課程。
通識中心杜主任:持續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及點大計畫，辦理第二屆靜思湖文學
獎及品德教育活動。排定 103 學年度全校通識教育課程。
休運系陳主任:今年暑假與南洋理工大學共同辦理研討會共徵得 40 篇台灣稿
件，研討會活動戴副校長及陳國際長將共同與會。6 月 8 日舉辦｢屏科
大樂活鐵人三項系列 - 必 YA 鐵｣，希望師生共同前往加油。本系今年
共有 3 位學生因應職場需求需提前畢業赴職，目前正積極與學校各單
位協調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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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告案:
報告案一

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102 學年度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審查。
說明：
一、依學生事務處 103 年 2 月 24 日召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
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審查方式協調說明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院計有社會工作所邱奕綺同學、休閒運動健康所簡翊芬同學、客
家文化產業研究所蔡宜恩同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賴姿伃同學提
出申請。
三、申請案件分送 5 位委員審查進行書面審查。
四、經委員審查結果如下:
單位/姓名

審查結果

說明

社會工作所邱奕綺同學

通過

1.該生有一篇 J_D 以上之期刊論文
2.該生論文積點達 1.5 點以上

休閒運動健康所簡翊芬同學

不通過

1.該生有一篇 J_D 以上之期刊論文
2.該生論文積點未達 1.5 點以上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蔡宜恩同學

通過

1.該生有一篇 J_D 以上之期刊論文
2.該生論文積點達 1.5 點以上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賴姿伃同學

通過

1.該生有一篇 J_D 以上之期刊論文
2.該生論文積點達 1.5 點以上

五、本院 102 學年度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推薦: 有社會工作所邱奕綺同
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蔡宜恩同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賴姿伃同
學等 3 位同學。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本院 102 年度獲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教師績效表現，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第九條:……獲本獎
勵金補助教師之學術研究績效值，應維持在該學院之前 25%，本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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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績效標準值由各學院自訂。
二、本院 102 年度獲獎勵教師有:羅希哲教授、張美美教授、曾純純教授、
吳崇旗副教授等 4 位，渠等 102 年績效於本院排序分別為:羅希哲教
授第 2 名、張美美教授第 5 名、曾純純教授第 4 名、吳崇旗副教授
第 2 名。本院教師總計 68 位，渠等排序皆在前 25%。
三、本院 102 年度教師績效積分排序表敬請參閱附件 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本院 103 年度申請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教師績效排序，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第四條規定:特殊優
秀人才之認定需符合條件之第三款為｢近 5 年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達 3 件以上｣。
二、本院 103 年具申請資格教師共計 9 位，渠等績效計分表如下:
教師 羅希哲 吳崇旗 曾純純 陳寬裕 王仕圖 張美美 鄭明長 王瀚陞 林純雯
原始
23
28.30
19
15.8 14.50 13.50
12
5.50
4
計分
學院
23
22.67
19
15
14.50 13.16
12
6.66
4
覆核
備註
1
2
3
4
備註說明:
1.吳崇旗副教授原列:研究計畫 A-2、A-3、A-4 因為｢教育訓練｣非研
究型計畫，改列至 B:產學合作。因此更分為 22.677 分。
2.陳寬裕教授原列 D:教師發表各人學術領域相關展演、競賽之 D-1、
D-2 其擔任角色為指導教授，非教師本人發表，故不予計分。分數
更正為 15 分。
3.張美美教授原列 B:產學合作之 B-1 項計分更正為 0.1575 分，總分
更正為 13.16 分。
4.王瀚陞助理教授原列(1)B:產學合作之 B-1 項計分更正為 0.1575
分；(2)E:期刊論文 E-1 項經查｢高雄師範大學期刊｣列為 THCI Core，
更分為 2.5 分，總分更正為 6.66。
三、本院 103 年可申請配額為第一級 2 位；第二級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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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 103 年推薦名單: 第一級羅希哲教授、吳崇旗副教授；第二級
曾純純教授、陳寬裕教授、王仕圖教授。
五、相關佐證資料敬請參閱附件 5。
決議：
一、 照案通過，依排序推薦。
二、 校級如有遞補名額，自第 6 順位依序遞補。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案由：本院 6 月份會議時間，提請 討論。
說明：6 月份院主管會議開會時間預定於 6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11:00，敬請
主管們移駕至餐旅系 5 樓【古蕾思比鐵板燒餐廳】
。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無。

玖、散會：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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