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主管會議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11 月 11 日（三）中午 12:10
開會地點
建工校區：雙科館 2 樓 R206 /電機與資訊學院辦公室
第一校區：工學院大樓 2F F205/電機與資訊學院辦公室
楠梓校區：楠梓校區大仁樓三樓半導體工程系會議室
主 持 人：施天從院長
出 席 者：
沈志隆副院長(假)
李俊宏副院長
電機工程系：梁廷宇主任
電子工程系(建工)：楊素華主任(周肇基副主任代理)
資訊工程系：陳洳瑾主任
光電工程所：陳華明所長
電子工程系(第一)：陳朝烈主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萬欽德主任(曾士桓老師)
半導體工程系：楊奇達主任
上次會議討論(附件 P.1~P.5)
壹、 報告事項
沈副院長報告
一、109 學年度圓桌會議報告(109.09.26) (附件一)
二、電機與資訊學院_智慧系統技優專班(附件 P.6~P.7)

李副院長報告
一、招生宣導暨高中職合作(109.11.04)(附件二)

院長報告
一、請各系所與國際姊妹校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多參加國際活動及認證，以提升本
校 QS 排名，提高國際面之競爭力。
本院於 109 年與「泰國法政大學 SIIT 研究院」及「日本熊本大學」簽訂姊妹
院合約，鼓勵系所進行學者交流、交換學生、學術研究、雙學位課程合作等活
動，拓展其國際觀。
二、高教深耕院特色計畫擬於 12 月辦理計畫期末報告及 110 年度院特色計畫申請
(時間待研發處通知)，將請協助本計畫之師長提供約 200 字之文字說明。
三、109 學年度第 4 次高科大主管會議(109.11.04) (附件三)
四、IEET 簡報(109.11.02) (附件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_109 技專校院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報告暨修正計畫書(附件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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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校務會議報告(109.10.28) (附件五)

貳、 討論事項
議題一：科技大學入班觀課(附件二 P.2~P.4)
說明：
(一)、配合 108 課綱的實施，大學師長到高中職觀議課，透過觀課後再與高中職老師
討論進行雙向交流：了解高中職端上課情形，以利系所招生策略之研擬因應。
(二)、辦理期間：109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25 日，觀課課程、觀課時間及觀課地點
(附件二 P.17~P.18)。
(三)、報名時間：至 109 年 11 月 15 日止。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AaCcjmVYXVQpEQ1m7
(四)、觀議課每場次 1,000 元鐘點費。
(五)、觀議課結束後，提供「領據」及「回饋表單」(附件二 P.19~P.20)，至教務處選
才專案辦公室核銷。
決議：由各系所派員教師參加：
電機系教師 2 位/電子系教師(建工)2 位/資工系教師 1 位
電子系教師(第一)1 位/電通系教師 1 位/半導體系教師 1 位
議題二：微課程（須提計劃申請，計劃格式不拘）(附件二P.5~P.8)
說明：
(一)、合作高中(地點)/對象：高雄高中、高雄女中及新莊高中(於各高中進行課程)/
高二學生。
(二)、授課時間：109學年度第2學期，每週三13:10-15:10。
(三)、開設課程需求：專業探索-產業主題/專題導向-課程模組/講座課程-興趣學習。
開課規劃
※每院至少開設1門課程。
※每門課程提供25,000元業務費。
※申請單位：各學院、共同教育學院及創新創意教學中心。
※請於11月20日前提供開課教師、課程名稱及課程簡介，開課申請表(附件二P.21)。
決議：經會議討論後，由李副院長統一彙整確認開課教師及課程名稱後提送。

議題三：院招生責任區(附件二P.9~P.11)
說明：
責任區訂定
(一)、每院協商選擇3所責任高校，其中1所由選才專辦指定。106~108學年度前30重點
學校應屆畢業生就讀占比(附件二 P.22)。
(二)、補助每院6萬元，各院需提供招生宣導活動規劃。
(三)、期程:每年度1月至11月底,需繳交招生宣導成效分析報告。
決議：1.待學校辦法通過後再行討論。
2. 108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前30重點學校應屆畢業生就讀占比。(附件1)

議題四：招生協行教師(附件二P.11~P.1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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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院(含共同教育學院及創新創意教學中心)推派 1-2 名擔任協行教師，以及每
系推派 1 名擔任協行教師。
(二)、協行教師需參與選才專辦辦理之培訓及招生活動。
(三)、院招生責任區補助要點支應協行教師招生宣導之費用。
(四)、協行教師需回饋各高中現況，並傳承招生經驗，以精進學校未來選才策略。
(五)、協行教師可得研習證明及協行教師證書，作為彈薪審核績效依據。
決議：1.待學校辦法出來後再行討論。

議題五：110 年電機與資訊學院 _院專題競賽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9 年 10 月年 13 日院務會議辦理。(附件 P.12)
一、為提升學生專題製作能力，展現學習成果。
二、各系 109 年度專題競賽每班 (或每組 )前 3 名之學生團隊報名參加。
三、院專題競賽擬邀請高中職老師擔任評審，以利招生宣導。
四、配合各系所專題競賽時間，院專題競賽擬定於 110.05 月舉辦。
五、規劃時程如下：(暫定版)
110 年統一入學測驗的時間：5/1~5/2，5/20 寄成績單；高工生申請時程：
5/20 之後
(1). 5/10(一)前：各系所提供參賽組別名單
(2). 5/10(一)：發信通知學生參加競賽時間及場佈須知
(3). 5/12(三)：上傳摘要
(4). 5/15(六)：辦理活動及頒獎
六、實務專題競賽案法討論(草案)(附件 P.14)
七、專題競賽地點討論
決議：經委員討論後，活動時間修正如上，活動地點擬於楠梓校區辦理：專題競賽
草案僅供參考，擬於 109.12.01 院務會議中提案討論。

議題六：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 認證會後意見交流與討論。
說明：請各系所回報後續辦理狀況。
決議：各系所於 11/11 前繳交離校意見書給校際聯絡人。

議題七：本院 109-2 春季班外籍博班生報名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本院 109-2 春季班外籍博班各系所報名人數：7 位(電機系:3 位/電子系:4 位)
；其他各院報名人數待國際處審查後將提供系所審查)

議題八：109 年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獎懲敘獎額度分配，提請討論。
說明：1.依照人事室 109.11.03 來信辦理,信件如下：
2.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本院敘獎額度 29 個，由本院各系所公務人員(8 人)及校基人員(10 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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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系經費聘助理、技工友)共計 18 人分配敘獎名額。
(2).敘獎方式：由各系所自行上簽敘獎。(送出之續獎案經校基人員陞遷考核暨
獎懲委員會或本校職員考績委員會決議通過後核發) 。
(3).敘獎送件截止時間：請於 11/17 前連同紙本資料一起簽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職員或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獎懲案件建議表(附件
P.15)
決議：由各系於期限內自行上簽獎勵；獎勵名額分配如下：
協助辦理 IEET 認證，各系所公務人員及校基人員各佳獎 1 支，共 18 支
電機系；公務人員(3 人)及校基人員(1 人),共 4 支嘉獎
電子系(建工)：公務人員(2 人)及校基人員(2 人),共 4 支嘉獎
資工系：校基人員(1 人),共 1 支嘉獎
光電所：校基人員(2 人),共 2 支嘉獎
電子系(第一)：公務人員(1 人)及校基人員(2 人),共 3 支嘉獎
電通系：公務人員(2 人),共 2 支嘉獎
半導體系：校基人員(2 人),共 2 支嘉獎
各系可自行分配名額如下，共 9 支
電機系： 2 支嘉獎
電子系(建工)：2 支嘉獎
資工系：1 支嘉獎
光電所：1 支嘉獎
電子系(第一)：1 支嘉獎
電通系：1 支嘉獎
半導體系：1 支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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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九：科技部「學研中心」專案計畫申請，提請討論。(附件 P16~P.20)
決議：待院長與研發長協調後再做報告。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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