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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104年 3月份處務會議 

時間：104年 03月 02日﹝星期一﹞14：00 

地點：產推處辦公室 

主席：賴處長亮郡                        記錄：邱靜君、郭晏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組業務報告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產學營運部分 

一、有關臺東校區規劃各項工作進度如下： 

(一) 1月 7日縣府教育處與環保局針對體育系、體操館及科學館場勘。 

(二) 1月 14日參加縣政府主管會報說明臺東校區規劃與地方政府和地方

產業關係。 

(三) 1月 21日前往市公所簡報說明臺東校區規劃案。 

(四) 1月 25日畫家徐秀美進駐。 

(五) 1月 27日南區育成聯盟簽約。 

(六) 1月 29日協助文休系提交海青班計畫。 

(七) 1月 31日完成烘焙教育學校設備進駐。 

(八) 2月 1日正式成立產推處。 

(九) 2月 1日接管忠孝樓學人宿舍。 

(十) 2月 4日完成產學創新園區、產推處掛牌作業。 

(十一) 2月 4日完成 12家廠商產學合作聯盟意向書。 

(十二) 2月 6日完成 104年經濟部創新育成中心計畫、人員聘任及場域調

整。 

(十三) 2月 11日總務處移轉綜合大樓。 

(十四) 3月 1日木工師傅學校預定完成設備進駐並正式營運。 

(十五) 3月 3日利百迦布工坊進駐並正式營運。 

(十六) 3月 1日規劃南島餐飲文化餐館預定完成進駐 5月 1日正式營運。 

(十七) PU球館廠商預定 3月 1日進駐。 

(十八) 3月 12日烘焙課程開課。 

二、配合教務處三創活動，104.3.1起籌劃全國創新創業競賽，預定 10月 31

日完成活動，地點:知本校區。 

三、104.4.1起舉辦三創園區及各項政府補捐助計畫說明會 3場。 

 

 創新育成部分 

一、目前創新育成業務人力:張嘉慧助理、林冠吟(兼任)助理、工讀生 3位輪

流。 

二、目前委辦計畫: 

(一) 工研院東產中心委託-3D列印的發展與應用，聘用一名人力駐點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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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二) 工研院-4G服務應用推廣說明會-二場次活動辦理。 

(三) 台東縣有機農業發展計畫-台東大學有機農夫市集。 

二、預訂辦理活動內容: 

日期 工作項目 地點 主辦單位 合辦/協辦單位 

3/6~3/9 成果展售會 高雄素食養生

健康展(高雄

市前鎮區成功

二路 39號)高

雄展覽館 

育成交流聯盟聯

合 

聯盟學校 

3/9前 原住民創業育補助計畫 2件 

3/9 生科系-戰國策創業競

賽說明會 

生科系 407教

室 

  

3/11 資管系--戰國策創業競

賽說明會 

資管系   

3/9~3/16 進駐審查會-沙巴漾.塔堡農.奶慧鹹粥 

3/16 育成計畫專管系統課程 高雄   

3/17-3/18 育成交流聯盟 3月份議

(戰國策) 

屏東 屏科大 聯盟學校 

3/19 4G服務應用推廣說明會 花蓮東華大學

育成中心 

工研院 本中心/花蓮東

華大學育成中

心 

3/20 4G服務應用推廣說明會 

東產計畫說明會 

台東大學 305 工研院 本中心 

3-6月 各類計畫協助提案(KPI共 4件含女姓 2件,融資 3件) 

4月底 (預)東產中心人培課程

3D列印的發展與應用 

台東大學 工研院 本中心 

5/29 戰國策-全國創業競賽

頒獎活動 

義大 高雄醫學大學 聯盟學校 

5月 (預)工研院培訓課程科

技農企應用服務(SBIR

輔導) 

台東大學 工研院 台東大學育成

中心 

4月~9月 (預)辦理創業課程// 

企業進修課程(企管.行

銷等) 

台東大學 勞動部微型創業

鳯凰計畫 

其他單位 

本中心 

4月~8月 (預)辦理商機媒合交流

活動 

高應大 育成交流聯盟聯

合 

聯盟學校 

7月 (預)東產中心人培課程

科技美學與生活工藝

(3D列印競賽) 

台東大學 東產中心 台東大學育成

中心 

8月 (預)成果展售會 台北場 育成交流聯盟聯

合 

聯盟學校 

9月 (預)達人講座-服務設

計與藍圖規劃 

台東大學 東產中心 台東大學育成

中心 

10月 東部生技產業成果與人 台東大學 生科系 台東大學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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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育研討會 中心 

11月 (預)競賽成果發表-3D

列印創意設計競賽發表

(花蓮) 

 東產中心 宜蘭大學育成

中心 

東華大學育成

中心 

台東大學育成

中心 

花蓮文創(新

開) 

 

處長裁示：3 月 16 日 104 年度育成經理人知能養成暨專管系統教育訓練由邱

靜君助理及張嘉慧助理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 
一、104年第一期推廣教育短期研習班預計於 3月 2日開始招生開班，歡迎同

仁們協助宣傳與報名。 

二、103學年度教育部樂齡大學計畫第二學期預訂計於 3月 9日開始，授課期

間為 3月到 5月底。 

三、本中心辦理政府公務人員行政管理知能碩士學分班，歡迎未來 3年有參加

國家文官學院薦任公   務人員晉升簡任（含警正升警監）官等訓練資格

同仁參與報名。 

四、申請設立勞動部 104年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訓練單位。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工作及人力分配事項協調。 

決議：本處甫於 2月份成立，業務繁忙人力略顯不足，故請 准予向學務處申

請 2名工讀生，每名工讀生月工讀時數為 30小時。 

肆、臨時動議 

一、臺東校區近日發生多起竊案，且監視系統多處壞損不堪使用，恐有校安之

虞，故請 准予增設並維修監視系統。 

決議：照案通過，簽請 鈞長同意後辦理。 

二、目前產學營運業務僅邱靜君助理一位，尚未有業務費，是否申請創新育成

工讀生一半之人力來支援其庶務工作。 

決議：照案通過，鈞長同意後辦理。創新育成中心工讀生 3月班表已排定，

因計畫工讀經費僅 69,000元，帄均一週 15小時，故暫提供週二及週

四下午 2 個時段工讀生支援產學營運部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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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參加 4月 15日「104年度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詴詴務工作暨資訊

應用系統研習會」 

決議：該研習會與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目前業務相關，由林永權經理及

邱靜君助理代表參加。 

四、處長裁示事項: 

 3月 14 日前完成產推處網站建構。 

 依校內程序成立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產學創新園區廠商進駐相關規範由林永權經理擬稿再行審議。 

 協調總務處事務組修剪整理臺東校區樹木(榕樹) 。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