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東大學產推處 106 學年度(上)第一次處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年 11 月 02日（星期四）12：00 

會議地點：臺東校區圖書館副館二樓 

主持人：處長 謝昆霖(陳志全主任代理)                 紀錄：楊林森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一）介紹新進同仁：王珝 行政助理、黃鈞鼎 專案助理 

（二）略 

貮、業務協調與檢討 

一、處本部： 

（一）行政會議通過之要點或法案，須依決議修正後陳校長公布施行，通常得以稿代簽方式書函

本校各單位。 

 (二) 公文辦理請勿逾期，承辦案件須自行稽催。 

二、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一)學人招待所： 

現況（106年 3月至 10月）： 

1. 目前計有 16間客房，供長住使用有 10間，供備品使用 1間，及 5間短租客房。 

2. 為有效控管本園區停車空間並提供短租房客停車需求，業已製作學人招待所臨時停車證

8張供使用。 

3. 學人招待所今年購置之液晶電視機已放置於交誼廳供房客使用。 

(二)產學創新園區進駐廠商： 

1. 現況：目前有 23家廠商進駐。（進駐合約形式：舊版的場地使用契約、育成中心進駐合約） 

序號 廠商名稱/負責人 租約起迄 目前概況 合約別 

1 臺東縣教師會 103/10/01~106/09/30 10月底離駐  

2 西爾法國際有限公司 104/02/01~112/04/30 等待換約  

3 賓寶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104/02/01~112/04/30 等待換約  

4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04/01/01~106/12/31 換新約  

6 社團法人臺東縣自閉症協進會 104/04/01~107/03/31 等契約期滿  

7 零捌玖文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04/12/01~107/11/30 等契約期滿  

8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106/04/1~107/03/31 正常營運  

9 台東縣政府社會處實物銀行 
106/01/01~107/12/31 正常營運 

 



10 台東縣政府社會處志願服務志工中心 
106/01/01~107/12/31 正常營運 

 

11 牛牛鮮奶酪專賣店 104/05/01~106/04/30 
106年 4月 

畢業/離駐 
(舊)進駐合約 

12 自然時尚企業社 104/05/01~108/04/30 
106年 10 月 

畢業/離駐 
(舊)進駐合約 

13 沙巴漾搖滾麵包坊 104/05/01~106/04/30 
106年 4月 

畢業/離駐 
(舊)進駐合約 

14 駿昌工程顧問管理公司 103/11/15~109/12/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場地空間 

15 三禾家股份有限公司 104/08/15-106/12/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16 信豐農業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104/09/01-105/12/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17 優力體育用品社 104/09/30-106/12/31 
106年 9月 

畢業/離駐 
(舊)進駐合約 

18 率馬企業有限公司 105/04/01-108/03/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19 翔天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5/04/01-108/03/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20 義思義式廚坊 105/04/01-108/03/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21 尚德企業社 105/07/01-108/12/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22 言之有物生活有限公司 106/04/0/-109/03/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23 微慢城鄉生活顧問有限公司 106/04/20-109/04/19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場地空間 

24 台灣天然蝦青素有限公司 106/06/01-109/06/30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25 東軒坊 106/06/01-109/05/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 

26 七里坡有限公司 106/04/01-109/03/31 進駐中 服務合約 

27 趣遊網股份有限公司 106/04/01-109/03/31 進駐中 (舊)進駐合約+場地空間 

 

2. 進駐廠商概況： 

(1) 目前烘焙教育學校、木工師傅學校等 2家廠商仍在持續進行合意換（解）約程序，則辦

理換立新約事宜，而零捌玖文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不願開班授課事宜交由本處推廣中心

辦理，並提出解約要求，目前積極協調中。 

(2) 丹尼爾異國料理坊請求賠償案，目前準備庭程序業已完成，等待法院通知。 

(3)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預計明年將辦公地點遷至本園區行政大樓，現階段在確認合約

內容及後續移入該空間之事宜。 

(三)創新育成中心： 

期程/期間 活動/計畫/課程名稱 執行成果 

106年 09月 01日

-106年 11月 17日 

勞動部-小型企業提升計畫 本中心辦理凱旋星光酒店、如意

休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東佳幼

兒園之企業提升計畫課程規劃辦

理，陸續上課中。 

106年 9月 19日 與國貿局合辦「出口拓銷新思維」研討會(臺

東場)活動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共有

102人參與此次活動。 



106年 9月 29日

-106年 10月 27日 

106學年度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辦理

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課程 

開設創業分享課程中安排四場之

創業講師分享上課內容，並持續

開設中。 

106年 09月 28日 2017客家產業群聚創新推動計畫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池上參

與客委會的稻殼炭化設備教學工

作坊，共計 35人數參與此次活

動。 

106年 10月 05日 辦理國立臺東大學在地實踐：與觀光旅宿產

業合作意向啟動簽署典禮 

共計 24家台東旅宿協會及業者

與本校產推處產學營運及創新育

成中心簽署合作意向書。 

106年 10月 14 

-106年 10月 28日 

台東農產品加值應用推廣培訓課程，共五堂 

1.特用作物加工與應用開發 

2.農業植物精油精露萃取技術與產品開發 

3.稻米發酵產品製作與應用 

4.農企業管理與行銷實務 

5.社區產業參訪 

行政院農委會委託辦理執行之培

訓課程，10分共開設 5堂課程，

平均參與人數皆有 20名，其中代

領學員至池上協米場做產業參訪

行程，成果豐碩。 

106年 10月 14日 東客米加值產品體驗推廣 共計幾家廠商 4家 

106年 10月 18日 行政院社會創新實驗中心開幕活動 本中心育成廠商代表台東區出席

活動，共計 6家廠商受邀參與。 

106年 10月 19日 客家產業群聚計畫_東部駐點服務站揭牌儀

式 

客委會辦理委辦計畫，台東縣政

府長官及協商會臨蒞參與及揭

牌，共計 90人數參與 

106年 10月 20日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評鑑審查 已完成辦理 

106年 10月 23日 東部產業技術交流暨產學成果發表會 辦理2場專題演講及15家台東在

地農企業成果展示會 

106年 10月 24日 106年度學界關懷跨整合計畫-台東特色產品

食在安全品牌行銷計畫 

已完成結案提送 

106年 10月 30日 2017社會企業創新創意競賽頒獎典禮-產學

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培育輔導提案廠商及團

隊 

第一名 089文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第二名親水軒西點麵包坊 

第三名後山傳奇企業社白毛寮地瓜酥 

入圍獎沙巴漾窯滾麵包坊 

具潛力個人及團體 

第一名祈蘇楓亞藝術文化工作室 

入圍奬拾物搜救隊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培育輔

導提案廠商及團隊共六家廠商，

獲得 2017社會企業創新創意競

賽第一~第三名獎項及具潛力個

人及團體獎。 

 

 

預計活動 

期程/期間 活動/計畫/課程名稱 執行成果 

106年 11月 04日 提升國際職場競爭力:海外企業實習&就業說

明會 

預計活動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AC%AC%E4%B8%80%E5%90%8D%E7%A5%88%E8%98%87%E6%A5%93%E4%BA%9E%E8%97%9D%E8%A1%93%E6%96%87%E5%8C%96%E5%B7%A5%E4%BD%9C%E5%AE%A4?source=feed_text&story_id=1980743705285962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5%A5%E5%9C%8D%E5%A5%AC%E6%8B%BE%E7%89%A9%E6%90%9C%E6%95%91%E9%9A%8A?source=feed_text&story_id=1980743705285962


106年 11月份 台東農產品加值應用培訓課程 預計活動 

106年 11月 25-26 辦理 2018年 Amebiz校園創新應用服務開發

大賽工作坊 

預計活動 

 

(四)討論事項： 

1. 有關育成中心場地（育成會議室）租借申請建議納入「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

處場館借用管理要點」，統一由處本部規定管理借用程序，以利控管，請討論。 

決定：育成所屬場地或會議室，納入「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場館借用管理

要點」，統一由處本部規定管理借用程序，並請創新育成中心及個案教室管理人員，儘速完

成本處網頁場地介紹相關資訊。 

2.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育成企業作業要點」，其進駐收費標準（如附表一)

其中其它空間之育成服務費收費為 1500元/月，考量到本園區之協力廠商已依據「產學創

新園區建物空間使用暨收費管理要點」收取空間使用費，故協力廠商在其它空間之育成服

務費應予以取消，請討論。 

決定：「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育成企業作業要點」進駐收費標準，「其他

空間」部分，仍依相關規定辦理。 

3. 有關本處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產學合作聯盟」一項，經查業於 106年度內部

控制暨內部稽核小組第 1次會議已解除列管，並建議予以刪除，針對該項是否仍依建議刪

除，或重新制定以符合本處產學合作現況之內控作業，請討論。 

決定：經查本處 106內部控制提報之風險評估及處理表，刪除「推動產學創新園區產學合

作計畫」，合併於「產學合作聯盟」進行內控。 

4. 有關其他單位借用本處設備，建議填寫本處自製之財產借用單並核章後，才予以借用，以

保障雙方權益，請討論。 

決定：原 TTMAKER空間，由本處規劃設計為藝術、人文、教育、文創、展演平台，相關設

備於原空間分享教、職、員、工、生等使用，避免為少數人長期借用，另由顏仲倫辦事員

收集相關資料，制定借用辦法及申請表件 ，以利資源分享及管理。 

 

  



附件一：「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育成企業作業要點」進駐收費標準 

 

項

次 
項目 

進駐收費標準 

3F女性/青年創業基

地培育空間 

4F、5F 

獨立培育空間 
其它空間 

1.  育成服務費 1500/月 1500/月 1500/月 

2.  
空間使用費 350元/坪、月 350元/坪、月 

依據「產學創新園區

建物空間使用暨收費

管理要點」收費 

3.  清潔維護費 50元/坪、月 50元/坪、月 50元/坪、月 

4.  
電費 

電費另計 

設立共用電錶進駐家數

平均攤 

電費另計 

廠商設立獨立 

電錶計費 

電費按電錶計列 

5.  網路費 網路自設自付 

6.  

輔導諮詢費 

執行「經濟部中小企業補(捐)助公民營機構設置中小企業創新

育成中心計畫」輔導諮詢:進駐企業享有每 2個月免費之專業顧

問諮詢 1次;超過免費次數，每次酌收專業顧問諮詢費新臺幤

2000元。 

備

註 

上述收費標準，因應業務需求，得經本校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委員會議議定

及修正之。 



6 

 

附件二：「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財產借用單」 

國立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 

財產借用單 
 (第一聯) 

序號 財 產 編 號 財 物 別 名 廠牌型別 單 位 數 量 金 額 借 用 原 因 
借用存放

地 點 
借 用 期 限 

歸 還 日 期 

年 月 日 

1 3140101-03-002402 筆記型電腦 msi 微星 

GP62MVR 

7RF 

LEOPARD 

PRO 

臺 1 50,000   1個月  

2 3140304-06-000108 手持式 3D攝影掃瞄

系統 

Artec 

Eva 

含運費及保

險，教育訓

練，軟體

Artec 

Studio 

lifetime 

license一

套 

臺 0 110,531   1個月  

借出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財產管理人：                                     單位主管 ：                  :         

 

借用單位：                                        借用管理人：                                         

 

備註：借用單位請於借用期限內歸還，借用期間倘發生財產損壞或遺失等情事，願意負責維修費用或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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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 

財產借用單 
 (第二聯) 

序號 財 產 編 號 財 物 別 名 廠牌型別 單 位 數 量 金 額 借 用 原 因 
借用存放

地 點 
借 用 期 限 

歸 還 日 期 

年 月 日 

1 3140101-03-002402 筆記型電腦 msi 微星 

GP62MVR 

7RF 

LEOPARD 

PRO 

臺 1 50,000   1個月  

2 3140304-06-000108 手持式3D攝影

掃瞄系統 

Artec 

Eva 

含運費及保

險，教育訓

練，軟體

Artec 

Studio 

lifetime 

license一

套 

臺 0 110,531   1個月  

 

借出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財產管理人：                                    單位主管：      

                                                                         

借用單位：                                       借用管理人:                                           

 

備註：借用單位請於借用期限內歸還，借用期間倘發生財產損壞或遺失等情事，願意負責維修費用或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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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 

財產借用單 
 (第三聯) 

序號 財 產 編 號 財 物 別 名 廠牌型別 單 位 數 量 金 額 借 用 原 因 
借用存放

地 點 
借 用 期 限 

歸 還 日 期 

年 月 日 

1 3140101-03-002402 筆記型電腦 msi 微星 

GP62MVR 

7RF 

LEOPARD 

PRO 

臺 1 50,000   1個月  

2 3140304-06-000108 手持式3D攝影

掃瞄系統 

Artec 

Eva 

含運費及保

險，教育訓

練，軟體

Artec 

Studio 

lifetime 

license一

套 

臺 0 110,531   1個月  

借出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財產管理人：                                     單位主管：                    

                                                                         

借用單位：                                       借用管理人                                        

 

 

備註：借用單位請於借用期限內歸還，借用期間倘發生財產損壞或遺失等情事，願意負責維修費用或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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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教育中心： 
(一) 106年開課情形 

預計辦理日期 課程名稱 開班數 

招生

中班

數 

參與

人數 
執行狀況 

106/6-106/12 推動就業服務計畫 18 3 300 11/22成果展 

106/5-106/12 勞工大學 18 0 450 
11/22 結訓典禮暨

成果展 

106/2/17-106/3/20 冬令營-小小主播營 1 1 30 12月開始招生 

106/11/29-107/2/7 
106 年第一期短期推廣課程 

11-12月 
1 1 30 

動 力 舞 蹈 班

11/29-02/07 

招生中 

106/2/1-106/8/31 
106 年第二期短期推廣課程 2

月~8月 
6 0 180 

規劃中，預計 1 月

開始招生。 

106/09/18-106/12/13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樂齡大學 1 0 48 課程進行中 

      

 合計班次 45 5 1038  

(二)實習商店設立計畫書，10/25已上簽；實習商店產品規範要點，已於 10/31上簽，預計 11/16

行政會議提案。 

(三)討論事項： 

提案：新訂「國立臺東大學販售實習產品管理規範」(草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推處） 

說明： 

一、為健全實習產品安全管理、促進學生實習效果與消費者權益，特依據「本校產學營運

暨推廣教育處實習商店設置與管理要點」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實習商店販售實習產品

管理規範」。 

二、檢附新訂草案全文 1份。 

 

國立臺東大學實習商店販售實習產品管理規範(草案)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次行政會議通過(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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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大學為健全實習產品安全管理、促進學生實習成果與消費者權益，特依據「本校產學營

運暨推廣教育處實習商店設置與管理要點」訂定「國立臺東大學實習商店販售實習產品管理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本規範適用於本校實習商店銷售之實習產品(含：師生實習產品及本校相關單位研發、輔導及產

學合作產品)，其相關收入、費用及提撥人事費、行政管理費，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校各單位於本校實習商店銷售實習產品者，應填寫實習產品上架申請書(附件一)，規定如下： 

    (一)實習產品上架申請書應填寫： 

        1.基本資料、產品經費來源、實習產品簡述等資料。 

        2.檢附產品品質檢驗單。 

    (二)產品檢驗之檢驗機關，須為衛生福利部公告認證者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通過。 

四、販售產品應依照「商品標示法與相關標示基準」為正確標示，未依法規標示之產品，實習商店得

通知限期停止陳列、販賣，發生違規情事，由申請人自負民事、刑事相關法律責任及行政責任。 

五、販售產品不得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發生著作權違規情事，由申請人自負民事、刑事相關法律

責任及行政責任。。 

六、對於販售上架之產品，認有不當或違法，致權益受有損害，受損人得於買售時起 30日內，以書

面向本校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提出申訴，並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七、本規範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定：一、有關規範第三、四點，應明確說明受檢及免受檢商品分類，避免爭議。 

      二、建議實習商店初期得引進其他大學實習商店熱銷商品，以利本校實習商店推展及商品多樣

性與社區服務。 

      三、本案規範先由處務會議決議後來執行，先能務實推動再來考量未來是否要納入比較制式的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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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校實習產品於「實習商店」上架申請書 

 

□新上架 □已上架 (第      次置換) 

單位名稱： 

 
銷售產品經費來源： 
 
□實習課程(名稱：                                      ) 

□個人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____________；名稱：                       ) 

□教學卓越計畫 

□自費研究 

□其他(應註明)：                                         

 

實習產品簡述 

產品名稱  

規格說明(成分)  

使用方法  

保存期限  

建議售價  

檢附檢驗單 □是  □否    □依據衛服部規定免附檢驗單 

服務電話  

產品聲明 

(本列請勿修改) 

本產品係由本單位研發生產，其生產流程與產品品質皆符合相關法

令規範，於本校販售期間如衍生相關消費糾紛，本單位願全責予以

處理。 

產 品 銷 售 方 式 委託本校實習商店銷售 

產品照片 

(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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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相關規定請參閱「國立臺東大學實習商店販售實習產品管理規範」。 

二、本申請書以一件實習產品為原則，二種以上實習產品，請分別填寫。 

二、實習產品由申請單位負責審議，由本校實習商店銷售。 

三、申請實習產品上架應檢附經衛生福利部認證檢驗機關，一年內所檢之正本合格檢驗單。 

四、產品應標示清楚，且有「國立臺東大學」字樣；產品如有變更應重新提出申請。 

五、申請實習產品上架者，申請單位應負產品安全之全責。 

六、依據衛福部規定免附檢驗單者，請檢附相關法規以資證明。 

七、請檢附申請單位審議通過資料，以維產品品質及管控。 

 

申請單位自我檢核結果： 

□已附合格檢驗單正本，符合本校「販售實習產品管理規範」。 

□未附合格檢驗單正本，不予陳列販售。 

□檢驗報告非一年內所檢或非正本，建議重新檢附檢驗單後再送實習商店檢核。 

□依據衛福部規定免附檢驗單者。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所屬學院主管簽章： 

實習商店承辦人簽章：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簽章： 

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長簽章：                                      

主計室： 

校長：                                           

 

(奉核後，正本隨同產品送實習商店登記上架販售) 
 

 

  

http://contact.nttu.edu.tw/indexRight.php?Act=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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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部生物經濟中心籌備處： 
(一)完成本年度專任助理人事聘用，兩位研究助理皆已到位，協助產品開發及製程設計。 

(二)先導型生技實習工廠業已完成內部隔間規劃，設計監照案已於 10月底上網公開招標。 

(三)已開發完第一項產品，目前正著手進行 28天動物實驗。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 14時 3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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