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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一一一一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  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1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2：45 

地點：D302 教室 

主持人：鍾起岱主任                                          記錄： 張欣茹助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生輔組：請各班導師確認 102-1 操性成績結算成績表，確認無誤後在請簽章後於

1/14(二)前繳回系辦彙整。 

2、課務組：各系需於 1/20(一)前排定未排定授課老師之課程，並請老師上傳教學計畫書。

目前已排定的班級課程，不可在更動，以免影響學生選課安排。 

3、註冊組：102-1 期末考總成績登錄時間: 1/14(二)~1/24(四)，並於 1/27(一)繳交簽章紙

本至系辦彙整。 

4、產學合作組：請教師於 103.2.14(五)前填報完畢<教研系統>，系所初審請於 2/28(五)

前審查完畢。本次「填列表單及各項目採計」總跨越期間為 102.01.01~103.01.31。 

 

貳貳貳貳、、、、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公民營研習徵求提案老師公民營研習徵求提案老師公民營研習徵求提案老師公民營研習徵求提案老師，，，，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 

      一、103 學年度「配合教育部技職再造方案：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計畫申請擬於 3 月份展開，請踴躍提案： 

      二、因各方案申請件數有所限制： 

          A-1（廣度研習）、A-2（深度研習）、B-1(深耕服務半年) 、B-2(深耕服務一年)，

先行調查教師申請意願，以俾利於進行協商溝通。 

      三、請有意願申請之教師勾選該方案類別，並於 103年 1月 27日(一)12:00前將 「計

畫申請意願調查表」紙本核章後擲送研發處產學合作組彙整。 

      四、申請內容請參閱「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 

決議：請黃麗安老師提案：A-1廣度研習，並於時程內回覆意願調查表，照案通過。 

【附件一】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 

 

提案二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3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招生計劃書招生計劃書招生計劃書招生計劃書，，，，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 

      一、依校長室來信指示各單位擬定招生計畫書。 

      二、討論項目如下： 



1.生人數: 日間部 100 人；夜間部 45 人 

2.可達成人數: 日間部 100 人；夜間部 45 人 

3.預計招收學校：大慶、大湖、僑泰、嘉陽、大明、同德、大成、達德、青年、

二林、致用、慈明、明台、員農、員家等 15 所高中職學校 

4.招生行程: 

招生行程月份招生行程月份招生行程月份招生行程月份 預計拜訪學校預計拜訪學校預計拜訪學校預計拜訪學校    掌握學生數掌握學生數掌握學生數掌握學生數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2 月份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日 10名/夜 5

名 
1. 分配教師至高中

職學校拜訪 

3 月份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2名/夜 5名 

1. 預計嘉陽應外科師
生來訪 

2. 教師至高中職學校
拜訪 

4 月份 
(體優單招)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2名/夜 5名 
1. 與高中職學校老

師、校長拜訪/聯繫 
2. 招收體育班學生 

5 月份 
(統測)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2名/夜 5名 
1. 與高中職學校老

師、校長拜訪/聯繫 
2. 招收體育班學生 

6 月份 
(推甄)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2名/夜 5名 
1. 與高中職學校老

師、校長拜訪/聯繫 
2. 招收有意願學生 

7 月份 
(日分發)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2名/夜 5名 
1. 與高中職學校老

師、校長拜訪/聯繫 
2. 招收有意願學生 

8 月份 
(夜分發及單

招)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5名/夜 5名 
1. 與高中職學校老

師、校長拜訪/聯繫 
2. 招收有意願學生 

9 月份 
預計招收 15 所

學校 
15名/夜 5名 

1. 與高中職學校老
師、校長拜訪/聯 

2. 招收有意願學生 

決議：1.103學年度招生要請全系老師動員，希望每位負責6-7位，如果是體優單招的學生

須真正體育班的才有資格，如是綜合職能科的就請由身障生管道入學，預計從二

月起會公布全校老師的招生狀況， 

   2.教師分配招生學校： 

No. 學校 負責教師1 負責教師2 
1 大慶商工 廖俊煌 鍾起岱 
2 同德家商 廖俊煌 鍾起岱 
3 大明高中 黎永松 鍾起岱 
4 僑泰高中 黎永松 鍾起岱 
5 員林農工 黃麗安  
6 員林家商 黃麗安  
7 同德家商 鍾起岱  
8 嘉陽商工 鍾起岱 張穎文 
9 致用商工 鍾起岱 張穎文 

10 大湖農工 鍾起岱  
11 仁愛高農 鍾起岱 張穎文 
12 台中高農 鍾起岱 張穎文 
13 慈明中學 張穎文  
14 崇實高中 張穎文  
15 青年高中 葉仲任 鍾起岱 
16 大成商工 鍾起岱 黎永松 
17 明台中學 張穎文 鍾起岱 
18 達德商工 鍾起岱 張穎文 
19 正德高中 鍾起岱 張穎文 

      3.嘉陽高中應外科三年級預計三月來訪，屆時請老師協助接待。 



 

提案三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修訂中州科技大學修訂中州科技大學修訂中州科技大學修訂中州科技大學觀觀觀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

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 

      一、本學程依據「中州科技大學學程設置準則設立」。 

      二、本學程首在強化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之專業特

色，同時對於未來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預作準備，其目的在培養休閒旅宿

專業人才，銜接相關就業職場。 

      三、會議通過後，提報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二】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 

 

提案四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操退學生輔導計畫操退學生輔導計畫操退學生輔導計畫操退學生輔導計畫，，，，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說明： 

      一、本學期操退學生太多，請老師討論輔導措施。 

   二、102-1 操性成績不及格學生名單：日間部 16名、夜間部 12名、留查生 8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操行成績操行成績操行成績操行成績  

1 四技企管四甲 D9943024 何偉民 40  

2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09 劉馨涵 58.5  

3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94 洪宇彤 53.5  

4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95 鄭智富 38.5  

5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97 黃?偉 55.75  

6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100 黃紹亭 43.75  

7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101 巫畯源 54.25  

8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102 林岱磊 47.5  

9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09 黃志強 55  

10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37 李定儒 59  

11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56 林浩鈞 54.25  

12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58 陳倚睿 58  

13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17 張敬志 58.75  

14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20 鄭政彥 55  

15 四技觀光三乙 D10059057 賴映塵 57.25  

16 四技觀光三乙 D10059802 黃立維 56.5  

1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14 郭富城 57.75  

2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23 張珈豪 49.75  

3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28 黃俊寓 54.75  

4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1 林佳名 57.75  

5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5 吳宗霈 54  

6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6 詹治鋼 57.75  

7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37 林心慧 59  

8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09 張家瑋 58.3  

9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10 劉柏麟 54.35  

10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50 吳浚嘉 53.75  

11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604 陳寶瓊 19  

12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61128 蕭裕峻 22  

1 四技觀光一乙 D10159018 黃乙庭 留查生 退學 

2 四技觀光二甲 D10059003 陳偉哲 留查生 37.3 

3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059106 李康霖 留查生 休學 

4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059112 王克暉 留查生 34.05 

5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059131 蕭瑞毅 留查生 56.4 

6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059133 許庭禎 留查生 34.05 

7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059601 張嘉紜 留查生 61.95 

8 夜四技觀光二甲 O9935130 曾璽銘 留查生 退學 

決議：1.請老師掌握轉退學生狀況。 



   2.學生如願意改善缺況狀況，請老師協助提升操行成績。 

   3.建議老師不要每週都上傳缺曠紀錄，以免學生更不想來上課。 

 

參參參參、、、、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1.日觀光二乙導師原江美燕主任，因擔任行政職，所以請日二假黎永松老師兼代。 

   2.期末前在開一次系務會議，請老師回報招生狀況及學生流失狀況。    

 

肆肆肆肆、、、、    結束結束結束結束((((13:3013:3013:3013:30)))) 



【附件一】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5 日台技（三）字第 0980184354 C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3 日臺技（三）字第 1000222905C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20006513C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1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20025724C 號令訂定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逹成下列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一） 鼓勵技專校院教師貼近產業，提升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 

（二） 藉產學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潛在商機。 （三） 建立產學長期互動模式，深耕產學合作。 

二、實施期程： 

每年六月一日起至隔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申請對象：全國公私立技專校院。 

四、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技專校院專任教師。 五、名詞定義： （一） 廣度研習： 技專校院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規劃，辦理為期二日至七日之研習活動，每班學員十五人至三十人。 （二） 深度研習： 技專校院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由三位至五位同校或跨校有意願參與研習之教師組成研究團隊，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究主題，進行為期三週至八週之研究或實驗活動。 （三） 深耕服務： 技專校院任職滿二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以帶職帶薪方式，與申請研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究主題，進行為期半年或一年之研究或服務。 六、辦理原則： 

方案 A：短期研習 

（一） 研習領域： 

分為工程、管理、醫農生技、文化創意、觀光餐飲及其他等六大領域。 

（二） 研習期間： 

每年寒、暑假期間，特殊產業得視季節性需要於學期中實施。 

（三） 辦理方式： 

1. A-1（廣度研習）：依「整合型」及「個別型」分別辦理： 

（1）整合型整合型整合型整合型：研習活動係由主辦學校負責整體計畫之企劃、溝通協調與

成果評量；由協辦學校結合具代表性與配合意願之公民營機構共同企劃執

行研習課程。 

（（（（2））））個別型個別型個別型個別型：學校規劃主辦單一研習課程。個別型研習課程應規劃參與人

數可開放一半名額供他校教師參加，由主辦學校自行遴選研習教師並負責研

習課程品質與成效之管考事宜。 

2. A-2（深度研習）：由各校自行規劃辦理。 

（四） 經費補助原則： 

1.A-1 整合型:每項課程補助協辦學校及研習廠商業務費共八萬元。補助經費全

數撥付主辦學校統籌運用。 

2.A-1個別型:每項課程每人日補助新臺幣一千元。 

3.補助項目： 

（1）方案 A-1（廣度研習）：包括講師費、講義費、餐點費、場地費、參訪實

作現場之租車費、臨時工資及實作材料費等。 

（2）方案 A-2（深度研習）：包括資料蒐集費、餐點費、場地費、影印印刷、

臨時工資及實驗耗材費等。 



（五） 審查指標： 

1. 研習機構執行力（研習機構之聲望及參與意願）(百分之二十)。 

2. 課程內容實務性、專業性及預期產出實務課程（教材）規劃 (百分之五十)。 

3. 計畫經費及時程合理性(百分之二十)。 

4. 研習機構創意及投入資源(百分之十)。 

方案 B：深耕服務： 

（一） 研習服務領域：不限。 

（二） 研習服務期間：教師以學期或學年為期間，以帶職帶薪方式至公民營機構研

習服務，依其研習服務時間長短分為二類： 

1.B-1(深耕服務 I) :服務半年。 

2.B-2(深耕服務 II):服務一年。 

（三） 經費補助原則： 

1.本部補助各校教師研習服務期間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計算公式如下： 

兼任教授鐘點費×每週授課時數（十小時）×四週＝每月之鐘點費金額。 

2.研習服務半年者，補助四點五個月。 

3.研習服務一年者，補助九個月。 

（四） 學校、研習服務教師及公民營合作機構三者之間權利義務關係: 

1.學校：教師以帶職帶薪至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期間，由學校按月支付薪俸。 

2.教師: 

（1）經核准參與本方案之教師，符合每學期返校義務任教滿一學分且授課達

十八小時者，依其帶職帶薪服務時間採計升等年資。 

（2）教師應與研習服務機構簽訂研習服務契約及研發保密契約，並明定研習

服務期間之智財產出歸屬。 

（3）教師應於契約屆滿時立即返校服務，並於返校三個月內，提交服務報告。 

（4）參與過本方案之教師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3.公民營合作機構：教師研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需以回饋精神與研習服務教

師之任職學校簽訂產學合作案： 

（1）B-1(深耕服務 I) :每半年每案至少新臺幣二十萬元。 

（2）B-2(深耕服務 II):每年每案至少新臺幣三十萬元。 

（五）審查指標： 

1.研習服務機構形象及口碑(百分之二十)。 

2.研習服務主題及內容之產業價值(百分之三十)。 

3.預期成果對教學之助益(百分之十五)。 

4.預期成果對研究之助益(百分之十五)。 

5.預期可創造之產學合作績效(百分之二十)。 

七、作業時程及申請作業： 

（一） 作業時程： 

１.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公告補助要點。 

2. 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前：辦理學校計畫申請說明會及相關宣導。 

3. 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各校研提年度計畫書。 

4. 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審查各校計畫書。 

5. 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二）申請作業：   

各公私立技專校院應審慎評估計畫之可行性及經費執行能力後，擬具

計畫書，依本部公告之期限內提出申請： 

1.方案 A 及方案 B 以校為單位，一併申請。 



（1）方案 A-1個別型、A-1 整合型、A-2：每校每年以各申請二件為限，各

補助一件為原則。 

（2）方案 B-1、B-2：每校每年以各申請三人為限，各補助一人或二人為原則。 

2.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以三十頁為限）： 

（1）依據與目標。 

（2）學校現況分析： 

               a.近三年選送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人數及機構。 

b.近三年現有專任教師人數及具業界經驗（於公民營機構專職服務年資

超過三年或兼職年資超過六年）之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3）研習服務規劃：依廣度研習及深耕服務五種方案分述，每種方案應包括

下列事項： 

a.研習服務目標。 

b.研習服務課程或主題。 

c.研習服務機構簡介（資本額、員工人數、營業範圍、產學合 

     作現況與需求、參與研習服務之動機、研習服務地點等）提供研習

服務之公民營機構需參與課程規劃或共同訂定研究主題。 

（4）研習機構評估及篩選機制。 

（5）經費需求。 

（6）預期效益：應包含研習成果提升教師之實務能力、對教學及研究之助益、

及學校可創造之產學合作績效。 

八、經費核撥及結報： 

（一） 本計畫補助經費分二期撥付： 

1. 第一期經費：學校依據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後，撥付第一期經費（占總經

費百分之七十）。 

2. 第二期經費：第一期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時，得請撥第二期經費。 

（二） 本計畫為部分補助，依規定學校應提出相對之自籌款，並不得低於本部核定

補助額度之百分之十。 

（三） 本項經費專款專用，並於年度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備齊成果報告

書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辦理結案（核實報支）。 

（四） 本案之執行除依上述規定外，餘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九、成效考核： 

（一） 本部得組成審查小組，定期或不定期至研習服務機構實地訪視或抽查方案執

行情形。 

（二） 方案 A應於每年寒、暑假結束（特殊產業視實際執行期程）後一個月內提報

成果報告。方案 B應於每季定期填報成效考核表。 

（三）學校應於本案執行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報整體成果報告。 

（四）學校應建立管考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以達成計畫目標，其辦理成效納入本

部相關獎補助經費核配參據： 

1. 國立學校：納入校務基金績效型經費核配之參據； 

2. 私立學校：納入私校獎補助評核指標項目。 

 

 

 

 

十、作業流程 



 

 

 

 

 

 

 

 

 

 

 

 

 

 

 

 

 

 

 

 

 

 

 

通過 

公告要點(草案) 當年 1 月前 
 

辦理本案說明會 當年 2 月前 
 

審查計畫書 當年 4 月前 
研提年度計畫書 當年 3 月前 

 

年度執行期程結束 次年 6 月 

核定計畫 當年 5 月前 

撥付第 2 期款項 (執行率達 70%) 
修正計畫書及 

核撥第 1 期款項 當年 6 月 
 

計畫執行 



【附件二】 

 

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選修要點     103.01.13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01.13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設置依據：本學程依據「中州科技大學學程設置準則設立」。 

二、設置宗旨：本學程首在強化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之專業

特色，同時對於未來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預作準備，其目的在培養休閒

旅宿專業人才，銜接相關就業職場。 

三、學程名稱：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 

四、修讀資格：全校各系日間部四技部學生均可選修，如報名人數過多，以觀光與休閒管

理系四年級學生優先。 

五、課程規劃：本學程內容分專精課程與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兩大類。 

六、修習學分數規定：選修本學程之學生，需修畢下表中所有課程，其他相關課程之認定

或抵免，需經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課程委員會之認定。 

 

每門課程名稱 預定開課期間 學分/總時數 

1.觀光行銷學 ■上學期□下學期 3 學分/54 時 

2.休閒事業與服務 ■上學期□下學期 3 學分/54 時 

3.休閒旅宿實務 □上學期■下學期 3 學分/54 時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上學期■下學期 0學分/48時 

小計 9學分/210小時 

 

七、人數限制：遵照本校開課規定。 

八、申請程序：以每學期開始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為原則。 

九、核可程序：修足本就業學程規定之學生，相關學分得依規定列入畢業學分計算，其成

績單上將加註修畢「休閒旅宿專業人才養成就業學程××學分」。 

十、本辦法經觀光與管理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