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105 年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處務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 9月 6日（星期二）13：30 

會議地點：臺東校區教學大樓五樓 T508 

主持人：教授兼產推處處長 謝昆霖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介紹新進同仁(謝孟原行政助理) 

 致詞 

一、請兩中心隨時檢視關鍵績效指標(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落實相關管理與服務。 

二、本年度產推處將積極與臺東縣政府社會處食(實)物銀行、安捷飛

行學校及原住民電視台辦理合作計畫及產學交流。 

貳、 上次會議執行事項 

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一、產學創新園區戶外球場夜間開

放，是否持續辦理，請討論。 

決議：本案夜間球場開放問題，因

涉及工讀生同時協助學人招待所清

潔等房務工作，暫時維持現狀辦理。 

本案持續執行至尼伯特風災，球場

燈光系統及相關球場硬體損壞，暫

停開放使用。 

二、臺東校區中正堂為報部停用大

樓，是否持續開放為產學合作空

間，請討論。 

決議：02/04下午 15:00有陳副校長

主持臺東校區停用建物補強協調

會，依其決議辦理。 

現階段學校並無充裕經費得以辦理

補強作業，目前採進駐約滿離駐或

採育成進駐。 

三、105年度編列有 16萬元八部投

影機預算，如何分配請討論。 

決議：綜合大樓如依會議決停用，

該投影機設備費全數移轉教學大樓

普通教室改善，其中電腦更新部

分，由場地回饋金交換設備費並更

新。 

已完成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安裝於

T307、T308、T309、T311、T407、

T408、T409、T411等普通教室。 

四、依據本校產學創新園區單位進 已完成 50組信箱設置。 



駐管理作業規範第四點第一項：『應

將進駐人員名冊列表於三十日內通

報本處…』，惠請產學營運及創新育

成中心落實辦理。 

決議：擬依往例，設置各產學進駐

單位信箱，先行試辦。 

 

決定：有關戶外 pu球場受尼伯特颱風災損影響，目前已完成燈光系統修

繕，先行支援進修學士班相關體育課程，至於球場設施之損壞以專簽辦

理；另因器具的不完備，夜間暫時不對外開放。 

參、 業務報告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一、公告新修法規國立臺東大學學人招待所住宿管理要點(1050616) 

二、預計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教學大樓四樓進修學士班教學空間檢整。 

三、新產學合作單位進駐開幕儀式 

1. 實物銀行開幕儀式：9月 20日 

本校與縣政府社會處的產官學合作計畫(食物銀行)已於 2016/7月完成合作

備忘錄簽署，並於 2016/08/01正式進駐現學生活動中心一樓試營運中。 

2. 原民基金會開幕儀式：預計 9月下旬。 

本校與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的產學合作計畫(數位內容製作與

傳播計畫) 已於 2016/08/22簽屬產學合作備忘錄，該單位預計於 2016/9

月份正式進駐現台東校區圖書館主館二樓左側。 

四、協助進駐廠商計畫書提案 

1. 新創事業獎 - 形塑原泥泥塑有限公司、沙巴漾搖滾麵包坊、零捌玖文創

整合行銷公司，共協助三間廠商提案。 

2. 女性創業 菁英獎 - 自然食尚企業社、麵麵聚道商行、零捌玖文創整合行

銷公司，共協助三間廠商提案。 

3. 推薦破穀而出提案比賽 -自然食尚企業社、信豐農業生技公司、東傑有機

茶行，共協助三間廠商提案。 

4. 社會企業競賽 – 共協助本中心十間廠商提案。 

五、參與活動 

1. 協助本校生科系參與 7/1-7/3的『2016 台灣國際農業創新科技展』-學研

展。 

2. 7/4-7/6帶領本中心進駐廠商 15家參與「東部微型計畫成果展售暨觀摩

成長活動」。 

3. 協助本中心家廠商參與「初級加工食品潛在風險現況研討會」，在桂田酒

店。 

4. 與南區 IA聯盟共同辦理成果展售活動--8月 26-29日台北世貿展-台北健



康產業博覽會，由本中心帶領 12家廠商一起參與 

5. 協助本中心 10家廠商參與 8月 7日台北車站展售-災後重建展售活動。 

6. 協助本中廠商: 形塑原泥泥塑有限公司-蔡順成先生在台中 20號倉庫 8月

9日至 8月 28日之個人創作展。 

7. 8/10帶領通路商-台灣新華有限公司拜訪本中心培育廠商。 

六、參與說明會 

1. 7/15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台東縣政府辦理-風災後融資補助計畫說明

會。 

2. 7/25參與中小企業處-106年度補捐助育成計畫之說明會。 

3. 8/4參與 12家廠商籌備會議-「台東健康產業世貿展 8月 26-29日」。 

4. 8/10參與台東縣政府，辦理 OTOP-結合實體授權說明會 

七、協助中心廠商產品上架 

1. 台北幸韻草廣場，本中心廠商產品 100%上架(預計 8/3開幕) 。 

2. 農食力社會企業公司-屏東五南文化廣場店，本中心廠商產品100%上架(預

計 8/6開幕) 。 

八、送出 106年度育成計畫提案，申請補助款為 300萬元，計畫總經費共約 663
萬 5,111 元。 

九、完成提供 27家廠商資料與本校數媒系合作 105年度第一學期產學合作案，

並由數媒系挑選出 5家廠商-博雅齋茶坊、牛牛鮮奶酪專賣店、沙巴漾搖滾

麵包坊、率馬企業社、尚德企業社之產學合作課程。 

 

推廣教育中心 
一、105下半年度各計畫開班業務報告訊息 

課程名稱 開班數 學員數 開課(訓)日期 備註 

105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

業人員訓練課程-台東縣政府 
1 23人 1050326-1051211 

 

105 年度臺東縣海端鄉新武呂

溪魚類保護區保育志工隊訓練 
1 40人 1050701-1051231  

105年度下半年產投班-飲料調

製班第 1期 
1 15人 1050719-1050817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部樂

齡大學計畫 
1 30人 1050901-1060731  

臺東縣稅務局委託執行辦公室

自動化軟體教育訓練 
1 32人 1050701-1050831  

企業委訓學分班-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 
2 30人 1050901-1060831 

學分班

招生中 

備註：本中心於 2016/8月份與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產學合作備

忘錄簽署，將由本中心為該單位開設學分班，並於 2016/8月完成開班作業計畫



報教育部核備，該學分班將於每學期開設三學分課程，預計該單位有約 30位推

廣教育學員參加，學員亦將申請入住臺東校區忠孝樓四樓，此乃推廣中心第一個

為企業開設推廣教育學分班之長期班隊，配合該單位入住宿舍作業完成後，擬於

2016/10月上旬舉行開班儀式。 

 

二、學員考照訊息： 

「105年第 1期飲料調製證照班」共 22名學員參訓，並參加飲料調製丙級技術

士技能檢定，全數合格，通過率 100%。 

肆、 意見與討論 

一、產推處人力調整，請討論。 

說明：為因應企業創新學院籌備、學分班及進修學士班回歸臺東校區上課

等 105學年度執行重點，擬調整各中心人力如下： 

處本部：技士楊林森、行政助理謝孟原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組員一人、專案助理楊春桂、助理林冠吟 

推廣教育中心：辦事員一人、行政助理高雪芬、行政助理邱靜君(除育成

廠商外，原進駐廠商收費管理一併併入推廣教育中心) 

決定：兩中心人力調整待組員及辦事員補實之後再行異動。 

二、產推處教學空間調整，請討論。 

說明：為推展提升推廣教育中心開辦證照班業務，並協辦進修學士班回台

東校區上課管理，另終止綜合大樓普通教室之使用，調整各管理空間如

下： 

處本部：國際會議廳、演藝廳、視聽教室 A、視聽教室 B、視聽教室 D 

推廣教育中心：教學大樓三樓 T307、T308、T309、T311；四樓 T407、T408、

T409、T411、T412、T413電腦教室及 T601電腦教室。 

 相關空間財產，於會議決議後一個月內完成點交 

 推廣教育中心於下次行政會議修正本處場館借用管理要點，刪除綜合

大樓教室借用，並新增 T413電腦教室及 T601電腦教室收費標準。 

決定：照案通過，另會請總務處環保組因應進修學士班回臺東校區教學大

樓上課，請增置教學大樓四樓及六樓一般垃圾及回收垃圾等兩垃圾桶，每



日清運，以利環境清潔。 

T601電腦教室排課，請文休系、資管系在每學期進行課程排課前先教室

需求向推廣教育中心提出申請，再由推廣教育中心統籌安排適切的時間，

避免與推廣教育認證課程或校外借用產生衝突。 

三、榕園樓機車停車場已成為臺東高中學生非法使用停車區，已為校安死角，

請討論如何處置。 

說明：榕園樓於台東高中放學時刻，經常有高中生聚集，台東高中目前已

開放滿 18歲且有駕照學生登記停放台東高中校區機車停車棚，顯然停放

本校榕園樓高中生應大都為未符該校資格學生，且本校幼兒發展研究中心

同仁停放是處機車有被砸事件，部分門窗亦有遭破壞情事，相關停車動線

照明及監視器不足，有嚴重危及產學創新園區同仁安全疑慮。建議提請校

安中心及總務處予以公告封閉。 

決定：由產推處即日起公告，105年 10月 1日封閉，並知會校安中心及

總務處協助辦理。另請營繕組儘速恢復因尼伯特風災損壞之行政大樓至教

學大樓間路燈，以利學生動線安全。 

四、勵馨基金會已來函多月續約，學校遲未提供一致性對話，礙難後續處置，

請討論。 

說明：勵馨基金會於二個多月前提出續約申請，本處基於未有明顯產學合

作計畫，擬終止契約或採育成進駐，唯該單位表達空間投資已就緒，實不

宜變動進駐空間至活動中心，本校企業創新學院籌備在即，教學大樓四至

七樓將為重要院區，亟須思考如何因應，避免爭議。 

決定：本案因學校法律顧問李百峰律師尚未對進駐合約完成修正，且未來

進修學士班每年度增班及 EMBA、配合先導型生技工廠所成立的兩個二年

制專班等開設，都需教學大樓四樓以上空間，待律師合約修改確認後，再

行與勵馨基金會和議其他空間之進駐與否。 

五、台東校區需有綠美化經費，維持校園環境整潔，以開放校園理念，與市民



共榮。 

說明：104年度以前，持續於臺東校區(產學創新園區)總務處皆編有校園綠

美化相關經費，唯 105 年度，相關經費卻無實際編列予臺東校區執行，僅於

105年 6月基於政策需要提供身心障礙事務工一名，其工作能量實無法負荷

臺東校區整體環境清潔，建議總務處於 106年度恢復編列相關預算，採勞務

外包整理，以利臺東校區永續發展。 

決定：照案通過，並由處長專簽協調總務處。 

六、為配合本處將新進組員一名及辦事員一名，擬調整行政座位及空間配置，

請討論。 

說明：本案擬採大辦公室理念，增進同仁互動，並加設會議室，擬由謝孟原

行政助理專案報告。 

 
決定：請同仁再行思考，9/15日後再議。 

七、教學大樓一樓淪為學生練舞場所，是否管制? 

說明：校內社團練舞及校外高中生練舞，且於教學大樓各樓層隨意聚集，除

任意使用本校電力外，亦常留下垃圾及造成行政單位噪音困擾，是否採開放



態度，友善校園，抑或嚴加管制，提請校安中心由警衛室加強管制。 

決定：請校安中心轉知駐衛警，除本校社團於教學大樓外廊及綜合大樓中廊

外，室內公共空間皆不宜提供未申請活動，請予柔性勸導停止繼續活動，並

加強巡檢。 

八、白天的時候如何讓臺東校區中有本校學生的回流，請討論。 

說明：產學創新園區需要增加教學元素的展現，校園有學生的流動，展現生

氣，是最直接表現方式。例如，與烘焙學校合作，每周一三五提供各式點心

製作，本處編列相關工本費或收學費，提供每周一甜點，開放報名等，當然

木工學校亦然。 

決定：本處於今年五月辦理三創競賽及商務研討會，即在提升臺東校區教學

元素，請各同仁再提供相關活動方案，含執行方式及經費，由處提報學校支

持施行。另由創新育成中心針對學生面規劃相關創客空間，吸引學生參與各

三創的推動。 

九、科學館五樓以上受尼伯特颱風影響，災損嚴重，天文台及星象館已不堪使

用，積水及鋁門窗變形嚴重，S501部分有礙體育場運動市民對東大形象觀感。

目前總務處因經費有限，暫緩該館所有修繕，因應辦法，請討論。 

決定：依據 105年 9月 2日教育部高教司訪視尼伯特風災復建進度指示，不

論建物是否停用，皆須有基本維護及避免二次傷害，會請總務處營繕組派員

勘查臺東校區科學館、中正堂、室內 PU球場及忠孝樓、心動館頂樓，排入

相關期程，逐步改善。 

十、特色大學計畫於教學大樓 T113、T114設置音樂教室，遲未有進駐申請或

管理配套，且亦未有設置電表，恐有失本處職責，請討論。 

 音樂教室計畫是否配屬推廣教育中心，屬單位內計畫？ 

 YAMAHA贊助之商業氣息濃厚，且與本處之權利義務不清，恐有紛爭？ 

 特色大學計畫結束，是否依計畫終止結束駐離？ 

決定：由本處完成電表設置，相關開課程序請依推廣教育中心規定辦理。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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