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主管會議 紀錄 

時間：110年4月21日(星期三)中午12:10 
地點：管理學院CM213會議室 
主席：劉院長書助                                        紀錄：唐于甯  
出席人員：羅凱安所長、洪仁杰主任、陳灯能主任、吳繼澄主任、鄭秋桂主任、 
          柯雪琴主任、汪仲仁主任、許文西主任(請假)。 
列席人員：AACSB黃怡詔執行長。 
主席報告：略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各系所 
案由：本院 109 學年度「優良導師」及「推行導師工作優良輔導單位」推薦案，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本校學生事務處 110 年 3 月 8 日通知、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辦理。

（M1-1~M1-9） 
二、檢附本院近 5 學年度優良導師及優良輔導單位推薦名冊。(M1-10~M1-11) 
三、依本校「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第七點規定略以，各學院推薦小組評選出優

良導師至多 3 名，優良輔導單位各學院至多 2 個單位。 
四、本次無系所申請「推行導師工作優良輔導單位」。 

五、本案業經各系所會議討論，各系所推薦優良導師名單如下，： 

編號 系所 優良導師名

單 

系所會議 

紀錄 

推薦表 輔導事實及績

優事項佐證 

1 時尚系 陳秀足 老師 M1-12 附件 1 如附件 

2 企管系 薛招治 老師 M1-13 附件 2 如附件 
3 工管系 劉正祥 老師 M1-14 附件 3 如附件 
4 資管系 蔡玉娟 老師 M1-15 附件 4 如附件 

5 財金學程 潘璟靜 老師 M1-16 附件 5 如附件 
6 景憩所 周宛俞 老師 M1-17-M1-19 附件 6 如附件 
7 餐旅系 汪仲仁 老師 M1-20-M1-21 附件 7 如附件 

8 農企系 鄭秋桂 老師 M1-22 附件 8 如附件 

六、請傳閱各系所送優良導師之輔導事實及績優事項佐證。 
(本案汪仲仁主任、鄭秋桂主任迴避，不參與審議) 

決議： 

一、 經投票結果，依序推薦餐旅系汪仲仁老師、並列第 2 為時尚系陳秀足老師及

企管系薛招治老師，請送學務處彙辦。 



  二、本次本院無申請「推行導師工作優良輔導單位」。 

提案二                                           提案單位：AACSB辦公室 
案由：擬修正本院「學生專業證照班開課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每年度分配各系經費 10 萬元為上限辦理專業證照班開課，各系依照證

照等級分配金額，本院「學生專業證照班開課補助辦法」第六條條文修正

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辦法之奬勵標準如
下： 
一、A級證照班補助新台
幣最高30,000 元整； 
二、B級證照班補助新台
幣最高20,000 元整； 
三、C 級證照班不予補
助。 

第六條、 
本辦法之奬勵標準如
下： 
一、A 級證照班補助新
台幣 30,000 元整； 
二、B 級證照班補助新
台幣 20,000 元整； 
三、C 級證照班不予補
助。 

金額部分補充
「最高」之敘
述。 

二、 檢附本院「學生專業證照班開課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M2-1~M2-2)、各系

證照名稱新增或修改等級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AACSB辦公室 
案由：擬修正本院「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要點」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要點」第二條第一款第 2 目「該篇之

共同作者計本院非 SA 等級之教師一人，每篇獎勵新臺幣壹萬元整，二人(含)
以上每篇獎勵新臺幣壹萬陸仟元整。」，至今尚未有教師申請，和目前無 SA
教師比率不足問題，為避免 AACSB 訪視委員來訪質疑有同篇期刊論文互掛

之嫌疑，故刪除該點。 
二、 檢附本院「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M3-1~M3-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AACSB辦公室 
案由：改隸教師申請本院「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要點」，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教師因其他系所教師人數不夠改隸至他系，改隸之教師無法申請是否修 

    正「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要點」? 
二、 若本次同意修正辦法，今年度之教師是否可申請，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本院推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男性委員一名，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人事室核准簽呈辦理。(M5-1~M5-2) 
  二、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三點規定「申評會置委 
      員十五人至二十三人，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校外學者專家、屏東縣地 
      區教師組織代表、社會公正人士、法律專家及本校兼行政職務教師各一人， 
      並由各學院選任所屬未兼行政職務或非擔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之專 
      任教師代表，共同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 
      數三分之二。」先予敘明。 
三、經查108 學年度管理學院推選教師申評會正取男性委員為許志仲助理教授，備

取男性委員為汪仲仁助理教授（現為升等為副教授），其中許志仲助理教授業

於 109 年 2 月 1 日離職，原應由汪仲仁副教授依法遞補為正取委員，惟汪副教

授現擔任餐旅管理系主任，未符上開要點第三點以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要

求。 
四、為求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成之適法性，請本院依法選任未兼任行政職務

且非擔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專任教師一名，任期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五、檢附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及本院推選 108 至 109 學年

度教師申評會委員名單一份。(M5-3~M5-9) 
六、查 108 年 6 月 12 日本院教師申訴評議委員開票結果(M5-10)，第三高票(4 票)

及第四高票(2 票) 男性委員名單如下： 
   (一)第三高票者：張宮熊教授、黃怡詔副教授。 
   (二)第四高票者：何正斌教授、蘇泰盛教授、林鉦棽教授、蔡展維副教授、 

                  廖世義教授(兼電算中心主任)、蔡登茂教授(擔任 109-110 

                  校教評委員)。 
決議：經討論及抽籤結果為張宮熊教授(正取)、黃怡詔副教授(備取 1)、 

      蘇泰盛教授(備取 2)、林鉦棽教授(備取 3)、蔡展維副教授(備取 4) 
      何正斌教授(備取 5)。 

提案六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擬修正本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獎勵要點」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評審方式：各系推薦

最佳一件專題作品參

四、評審方式：各系

推薦最佳一件專題

目前本院共有六
系及一學程，全



賽(每系限一件)，由學院

聘請校內外專家委員審

核評定名次，擇優錄取前

三名及佳作四名，並得從

缺。 
 

作品參賽，由學院聘

請校內外專家委員

審核評定名次，擇優

錄取前三名及佳作

若干名，並得從缺。 
 

部參與者合計七
組，鑑於第七點 
獎勵為禮品(券) 
，洽主計室表示
上簽呈採購禮券
的額度要明確。 

六、獎勵方式：頒發指導

老師獎狀、頒發每

組獲獎學生獎狀及

獎勵，獎勵為第一

名 8,000元等值禮

品(券)、第二名

7,000元等值禮品

(券)、第三名 6,000

元等值禮品(券)、

佳作 5,000元等值

禮品(券)。 
 

六、獎勵方式：學院 

各系推薦之最佳

專題於公開場合

頒發指導老師及

參賽學生獎狀，並

提供每組專題教

學實習費之獎勵

(補助金額：視預

算酌予補助)。 
 

本院往例提供各
系最佳一件作品
獎勵為五仟元教
學實習費，為更
實質鼓勵學生，
擬訂定不同名次
給予不同額度之
等值禮品(券)，合
計額度 41,000
元。 

二、 檢附本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獎勵要點」原要點及修正草案。(M6-1
 ~M6-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各系所提升研發產能績效指標一頁計畫書，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院110年2月25日院主管會議決議辦理：「請各系所自行訂定今年擬達成提

升研發產能績效指標(KPI，如：申請產學合作計畫件數等)，請於 110年 3

月 24日(星期三)前繳交一頁計畫書紙本(請主管簽核)，並擬請各系所主管於

下次院主管會議口頭說明後，本院再授權。」 

二、 檢送110年度各系所提升研發產能之儀器設備重點補助經費分配表。(M7-1) 
決議：本院擬於會後授權經費予已繳交計畫書的系所，請尚未繳交者，將計畫書送院後，本 

        院再授權經費。 
 
參、意見交流：無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同日下午1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