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共 7 頁 
 

嚴禁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2 時 20 分至 13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圖書館大樓 6 樓創新應用中心 

主席：曹主任祥雲                   紀錄：詹佳昌 

出席人員：陳瑛琪老師、林紹胤老師、曹祥雲老師、張慧老師、王嬿

惠老師、陳文雄老師、高廣豪老師、劉福音老師、曲莉莉

老師、林裕淇老師、陳光澄老師、吳亦超老師、顏逸楓老

師、林曉雯老師、王德華老師、郭玟琳老師。 

請假人員：林政錦 老師、劉勇麟 老師、呂崇富 老師 

記錄：詹佳昌 

 

壹、 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委員參與本次會議。 

二、系辦公室有 2件事項報告，請老師協助。 

 

貳、 系辦公室工作報告 

系辦公室有 3件事項報告，請老師協助。 

 

一、 因本系須執行第三階段-105 學年度實務課程發展計畫，時程：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請各位老師協助指標達

成及經費的使用率，此項業務需要有老師擔任計畫執行人，在請

模組召集人推派一人(相關資料如附件)。 

二、 圖書館電腦教室嚴禁飲食已宣導多次，我們知道老師是考慮學生

到校來不及吃東西給予方便，但學生吃完後，飲食包裝隨意丟棄

在教室腳落，如果丟在電器附近，會造成電器毀損，環境髒亂，

系辦公室也要派人打掃，也請考量打掃人的辛苦，環境維持人人

有責，未來系辦公室不在寬容，抓到學生，就立即登記，並愛校

服務 36小時。也請授課老師協助宣導，不能在電腦教室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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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學營運中心於 105 年 7 月 27 日來信說明，每學期需薦送 1 名

專任教師進行產業深耕服務半年，信件說明如下： 

Dear院長、系(中心)主任、院(系、中心)秘書： 

您好！依 7 月 18 日行政主管會議決議，學校為因應教育部獎勵補助

經費核配指標之重大變革，提升實務經驗師資成效採計： 

(各校新聘具實務經驗教師人數+各校現職完成半年以上產業研習或

研究教師人數)占全校教師數的比例，請各教學單位於105學年度上、

下學期各薦送 1-2位專任教師(大系 2人，小系 1人)進行產業深耕服

務半年。 

大系：企業管理系、財務金融系、會計資訊系、國際貿易系、應用英

語系 

小系：保險金融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休閒遊憩管理系、應用

日語系、資訊管理系、商務科技管理系、多媒體設計系 

有關深耕服務半年教師義務方面目前修正情形如下： 

原辦法： 

1.深耕服務期間，每學期須返校任教一門課且至少授課達 18 小時，

不得支領鐘點費。 

2.參加教師應與服務之公民營機構於返校後三週內簽訂產學合作案

及產出教材至少一案回饋教學，並於服務期滿一年內執行完畢。 

深耕服務Ⅰ(深耕半年)：每半年每案至少 20萬元（含）以上。 

 

修正為： 

1.深耕服務期間，每學期須返校任教義務鐘點，不得支領鐘點費。 

深耕服務Ⅰ(深耕半年)：學期中每週至少授課達 6小時 (白天排課

最多以半日為限,其餘授課請排至進修部) 

2.參加教師應與服務之公民營機構於返校後三週內簽訂產學合作案

及產出教材至少一案回饋教學，並於服務期滿一年內執行完畢。 

深耕服務Ⅰ(深耕半年)：每半年每案至少 5萬元（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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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單位協助相關文件繳交時間如下： 

文件名稱 繳交時間 備註 

各系薦送之教師名單 8/11(四)前 
以 EMAIL回覆 

V203@mail.chihlee.edu.tw 

深耕服務半年之相關

申請資料(1.教師進行

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

計畫表、2.深耕服務申

請表、3.契約書(乙式

3 份)、4.深耕服務計

畫書) 

8/23(二)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申

請計畫表，請協助最晚於

8/18(四)前經系評、院評通

過 

參、 宣讀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本系辦理進修部 105級應修科目表製定 1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系辦公室會後立即掛系統及進行課程師資配課作業，務必讓本

週六(8月 16日)讓新生可以上網查看課程系統。 

執行情形：已依時間內完成此項業務，並將課程師資完成配定。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資訊管理系課程模組規劃小組專任教師分工 1案，提請討

論。 

說明：本系 105年 8月 1日新編制 2名專任教師，因專業屬性編制課

程模組規劃小組成員，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mailto:V203@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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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 1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依據 104學年度第 7次校務會議校長指裁示管制事項執行

第 5項：依據技職教育法之規定，專業教師每 6年需有半年實

務學習經驗，請研發處及各系鼓勵並妥適安排辦理。 

二、本系討論用輪值方式鼓勵老師前往業界半年經驗。 

三、請老師選擇學年/學期制並告知系辦公室，開始分派並送申請

書給系辦公室。 

決議： 
一、 本系超過 60歲之教師免受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之教師共

計 3 位(林紹胤老師、陳瑛琪老師、高廣豪老師)。 

二、 本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以暑假 2個月、寒假 1個月

連續 2年共計 6個月，人數不受限制。 

三、 本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務申請半年者(一學期)不要

超過 3個老師，以免影響系辦公室進行排配課之業務 
四、 請老師於 105年 9月 30日前提供系辦公室進行彙整。 

 

提案三 

案由：103學制進修部專題討論及執行時程方式 1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系依據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103年 09

月 10日提案 1：進修部同學因需要參與工作，時間不足，故

擬更改專題形式，主推網路行銷型專題通過辦理。 

二、 因日間部專題時程：3上實務專題研究方法，3下實務專題製

作(一)，4下實務專題製作(二)；考量進修部 3上無實務專題

研究方法，專題時程：3下實務專題製作(一)，4上實務專題

製作(二)，經詢問教卓辦公室不能分開獨立辦理日夜間校外期

末專題發表，因教卓辦理期程之問題。 

三、 進俢部目前只有一組獲得指導，請各位老師們協助指導進俢部

學生，勿影響之學生授教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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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經主任裁示，進修部專題時程更正由 3下實務專題製作(一)，

4上實務專題製作(二)共計一學年完成專題製作。因此，進修

部期末專題發表預訂 106 年 12 月，由校內老師進行自審，唯

公平起見，如帶專題組之教師，系辦公室在安排口試老師要避

開，避免落人口實。 

二、 本系依據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103年 09

月 10日提案 1：進修部同學因需要參與工作，時間不足，故

擬更改專題形式，主推網路行銷型專題通過辦理，經今日會議

正式廢止，專題類型不做任何限制，專題類型由指導老師與學

生溝通後施行。 

三、 專題分組名單，日間部名單請於 9月 21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前繳回系辦公室，進修部名單原訂 9月 21日(星期三)晚上 19

時前繳回系辦公室，但經各位老師考量，系辦公室收件期間往

後延 1個月，於 10月 21日(星期五)晚上 19時前繳交。 

四、 專題分組及資訊委由徐正贒兼任老師協助利用課程進行分組，

為排除學生對於專題課程及時程之疑慮，於下週 105 年 9 月

26日晚上 19時，曹祥雲主任到夜資三 A班級進行與主任有約

之座談，利用徐正贒兼任老師之課程進行專題時程之說明。 

五、 請各位老師們協助指導進俢部學生並收進修部專題組別，勿影

響之學生授教權之權利，請各位配合。 

 

提案四 

案由：105學年度實務課程發展計畫1案配合學校執行第三階段1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本系須配合學校執行第三階段-105 學年度實務課程發展計

畫，時程：105年 7月 1日至 106年 6月 30日止。如附件 2。 

二、請各位老師協助質量化指標達成及經費的使用率，此項業務需

要有老師擔任計畫執行人，在請模組召集人推派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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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林紹胤老師擔任總執行人，統領本系三大模組分項召集人(電

子商務應用課程模組：林紹胤老師、張慧老師；智慧體驗服務

課程模組：劉勇麟老師、林曉雯老師；雲端資訊服務模組：林

政錦老師、林裕淇老師)協助完成 105學年度實務課程發展計畫

之質量化指標達成及經費的使用率之指標。 

 

提案五 

案由：有關辦理進修部 105級應修科目表之 10門課綱外審備查 1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提供本系 10門外審課程資料(資訊管理導論、大數據網路行銷

應用實務、互聯網金融、第三方支付、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

企業網路通訊、平台基礎課程、潛在客戶開發與管理、詢價信

管理、大數據數值分析與應用)。 

決議：感謝委員指導，並依據委員之建議執行。 

 

提案六 

案由：105學年度改制科大後一年評鑑分工資料 1案，提請討論。 

說明：教育部依據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審查作業，規定技術學院於

改名科技大學滿一年後需接受第一次改名改制後訪視；滿二年

後接受科技大學例行評鑑，滿四年後接受第二次改名改制後審

查作業。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老師協助 11月改制科大後一年評鑑活動。 

 

提案七 

案由：有關增訂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學設備借用管理辦法 1 案，

提請討論。 
說明：本系所管理之設備在正常教學及研究相關之活動外，獲得充分

及適當之使用，並使其借用及管理有標準可供遵循，特制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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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如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避免日後盤點財產出現重大瑕疵，請老師依管理辦

法之規定進行借用及登記，設備如有遺失或毀損，請照價賠償

或購買新品繳回。 

 

提案八 

案由：有關本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課程備查 1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人事室於 9月 5日發 mail表示，希望本系開設課程時須認定何

者為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何者不是，俾辦理新聘教師聘任

作業及專任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時有所依循，專業科目(或

技術科目)之認定程序須經系務會議核備，附件 4。 

二、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5、26條，「技專校院專業科目

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及本校新聘編

制內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審議要點第 2點第 3款規定辦

理。 

三、 本系於每年第 2 學期討論應修科目表-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
增設。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備查。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