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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4年 07月 22日（星期三）09：00 

會議地點：知本校區行政大樓四樓會議簡報室 

主持人：副校長 侯松茂                                   紀錄：楊林森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一、 目前本校在臺東校區使用之建物有行政大樓、綜合大樓、圖書館、教學大樓以及忠

孝樓等，本校建議先釋出活動中心、科學館、體操館及體育系大樓等場館提供市公所及

縣政府利用，另市公所可利用暑假期間至本校勘查其餘預期使用之建物，日前來自臺東

縣政府訊息，放棄體育系館借用，只借用體操館為 105全中運籌備處使用；而臺東市公

所有意願承接學生活動中心全棟，科學館則暫不使用。待本校 9 月份校務會議同意後，

再討論後續借用或撥用事宜。 

二、 校務基金有五項自籌計畫，其中產學合作收取空間租金並無違反教育用途，亦為自

籌事項收入來源。本校產推處應儘快研擬出近、中、遠程產學創新園區利用計畫，另本

校將會提出校地最終使用年限，送本校校務會議同意，並藉由日後開會互動，討論出最

有利本校、縣政府及市公所三方之願景。 

三、 有關市公所借用學生活動中心，於八月初會有進一步會勘與討論，不論借用或撥

用，皆須設定使用期限。 

貮、業務報告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一、 短中長期計畫 
（一）近程發展計畫（104 至 105 學年度） 

發展重點項目 實施策略 工作重點 
建立產學創新

園區發展架構 
1. 蒐集本校組織相關法

規。 
2. 建立產推委員會。 

1. 提交行政會議增訂委員會設

置要點。 
2. 聘任委員協助發展處務。 

建立各中心屬

性與確立組織

分工 

1. 各中心提報工作項目。 
2. 規劃與補強計畫目標。 

1. 確定年度工作項目計畫。 
2. 修正計畫目標。 

整合創新育成

中心業務 
1. 爭取經濟部補助計畫。 
2. 建立明確組織編制與職

務工作職責。 
3. 建立務實執行計畫機

制。 
4. 培育空間重整與場域分

配。 

1. 以務實的經營策略配合學校

整體特色發展。 
2. 組織分工增進輔導能量。 
3. 提供進駐空間、儀器設備及研

發技術、協尋資金、商務服

務、管理諮詢，等多項資源之

結合，建立創業機制，扶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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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業。 
4. 提供不同階段所需的資源，以

達成產學雙贏。 
確立校園規劃

與開發重點、

地方政府合作

模式 

1. 規劃校園發展重點最適

項目。 
2. 協助進駐單位發展計畫

目標。 
3. 進駐單位管控。 

1. 與總務處協調場地管理分工

事項。 
2. 各規劃項目提交產推委員會

討論。 
3. 制定各項進駐費用標準機制。 
4. 監督進駐單位營運。 

建構符合廠商

進駐需求環境 
1. 協助取得相關補助計

畫。 
2. 協助計畫執行。 

1. 以廠商發展重點及特色配置

場域。 
2. 輔導廠商建立行銷機制。 
3. 主動關懷廠商需求及計畫執

行。 
結合東部區域

發展重點，建

構地方產學互

動機制 

1. 蒐集地方產業需求資

料。 
2. 制定產學合作模式及意

向書。 

1. 配合學校教育發展特色及學

術能量建立產學合作平台。 
2. 建立各系所產學合作同意書。 
3. 與地方產業簽定產學合作聯

盟意向書。 
舉辦創新創意

校園與全國創

新創意創業競

賽活動 

1. 建構校園創新創意創業

學習環境。 
2. 協助創業課程規劃。 
3. 結合教務處三創計畫。 

1. 舉辦各項計畫說明會。 
2. 辦理活動相關組織配置與分

工計畫人員。 
3. 協助教務處及校內單位辦理

各項創業競賽活動。 
4. 推動東大全國性三創競賽活

動。 
海青班招生業

務 
1. 建立國際學習環境。 
2. 與各系所合作。 

1. 結合廠商、東專技術課程資

源。 
2. 開發學校國際學生招生業務。 
3. 協助廠商增加營運項目。 
4. 控管業務執行。 

進駐單位營運

及管控 
1. 協助營運事項。 
2. 輔導場域升級。 

1. 辦理推廣教育相關計畫。 
2. 協助廠商發展營運計畫。 
3. 協助取得政府相關補助資源。 
4. 取得各項證照場域認證。 

推廣教育

TTQS 
1. 持續 TTQS 計畫項目。 
2. 爭取產投計畫開班。 
3. 推動落實 TTQS 評鑑計

畫。 

1. 建立符合 TTQS 各項表單與

工作流程。 
2. 專案申請 TTQS 產投計畫。 
3. 建立 TTQS 輔導顧問團隊。 
4. 爭取銀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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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辦理短期

研習班 

1. 調查市場需求評估開設

班次。 
2. 積極整合本校各單位共

同辦理推廣教育工作。 
3. 配合業界與地方發展之

方向，加強各項人才培

訓。 

配合學校發展，並考量民眾的需

求，開設符合社會需求的課程，

供一般民眾學習，以提升地方人

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接受業界委託

代辦各項職業

訓練 

1. 主動洽詢業界各項職業訓

練的需求。 
2. 規劃在職員工專業知能及

第二專長班次。 

協助區域內業界或相關機構在職

訓練課程，開設農業、觀光產業及

科技應用等課程，作為提升生產技

術、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之基礎，

以提高經濟效益。 

加強地方資源

整合 

1.結合縣府各處室向中央部

會爭取在職訓練專案。 
2.結合社區學習組織，積極

開發社區居民進修各類學

分班。 

擴大進修範圍建立終身教育體

系，使之學以致用，並培養第二專

長，使其學習發揮更大效果。 

行政業務資訊

化 

1. 行政 e 化 
2. 服務 e 化 
3. 行政管理資訊化 

1. 適時更新教學與行政資訊設

備，以提升工作效能及效率。 
2. 建置推廣教育報名系統。 
3. 場地管理逐步採線上借用。落

實學校公文流程管控。 
4. 充實並即時更新網站相關資

訊。 

推動使用者付

費 
1. 推動場地使用者付費。 
2. 建立同仁成本觀念。 

1. 修訂本中心場地使用管理辦

法，逐步推動使用者付費，以

增進校務基金財源，並提供優

質的服務。 
2. 適時提供開班之收入與成本

資訊，以做為決策之參考。 
3. 適時提供其他成本：如機會成

本等資訊，供業務或決策之參

考。 

感動的服務 提供便捷及貼心服務 

1. 找出老師與學生的需求點，多

一些用心及感動。 
2. 重視老師與學生意見。 
3. 善用學校各項資源。 

 
（二）中程發展計畫（106 至 108 學年度） 
發展重點項目 實施策略 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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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三創（創新、

創意、創業）園區

基地 

建立以臺東校區為基地

結合知本校區研究能量

發展三創園區 

1. 規劃三創園區場域及招商目標

對象。 
2. 建立三創園區諮詢委員及輔導

團隊。 
3. 舉辦各項三創活動講座。 
4. 爭取政府資源補助。 
5. 選拔優秀團隊參加競賽及輔導

創業。 
6. 協助各教學單位創業課程規

劃。 
宿舍區委外業務 1. 宿舍區委外經營說

明。 
2. 校務系統規劃說明。 

1. 提交校務會議制定委外作業

要點。 
2. 辦理公開招標業務。 
3. 財務預估說明。 
4. 建立回饋基金控管作業。 

官學關係建立 1. 配置合作場域。 
2. 建立執行計畫合作

模式與關係。 

1. 提交校務會議制定官學作業

要點。 
2. 協助花東發展條例先期計畫

作業及配合落實執行。 
3. 協助地方政府相關需求。 

建立藝文產業創

新育成中心 
1. 申請文化部補助經

費。 
2. 建立臺東藝文產業

創作與行銷平台。 
3. 建立產學合作。 

1. 提交文化部藝文產業創新育

成中心計畫書申請補助。 
2. 規劃藝文產業培育空間。 
3. 規劃行銷平台及經紀約。 
4. 建立以東大為行銷品牌的發

展策略並協助開發相關商品。 
建立東部食安中

心 
1. 建立東部區域食安

中心。 
2. 以學校教師為主要

研究人員。 
3. 培養學生及社區居

民發展專長。 
4. 協助地方產業升級。 

1. 積極尋求企業資源合作。 
2. 建立東部食安領導中心。 
3. 建立與地方政府合作體制。 
4. 配合系所開設相關課程及建

立研究計畫培養學生專長。 
5. 輔導學生及居民就創業。 
6. 辦理食安相關講座協助地方

產業升級。 
媒合教師與企業

界合作 
1. 規劃及推動創新育

成及技術移轉等實

務與實戰能力講座。 
2. 辦理相關計畫說明

會。 

1. 了解廠商需求及教師構想，透

過交流及研發技術，造就創業

契機。 
2. 配合業界之多樣化需求及鼓

勵教師參與服務之工作，積極

著手將可移轉技術產品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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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理論研究及整合型（跨系、

院、校）的研究計畫，提昇研

發成果。 
提升專利技轉 1. 辦理專利繳回作業。 

2. 舉辦專利講座。 
3. 開設科技法律相關

演講課程。 

1. 推動鼓勵教師將應歸屬學校

之專利讓與學校。 
2. 對全校師生舉辦專利概念、專

利申請及技轉業務介紹之講

座。 
3. 智財管理的專業知識成為通

識教育的一環。 
整合校內資源 配合產業成長與科技發

展需要 
協助院、所、系爭取公民營單位

資源挹注，成立重點領域研究及

服務中心。 
建立臺東大學學

園 
將臺東地區各級學校資

源整合 
協助整合區域教育資源，在現有

東大附小、東大附屬體中、東大

附特的基礎下，與臺東專科、東

商、成功商水、關山工商、東中、

東女等建構完整的臺東大學學

園。 
區域產學合作聯

盟 
結合地方產業特色資源 1. 與聯盟廠商建立策略聯盟。 

2. 鼓勵教師跨校、跨領域性的產

業研究合作，在重點領域研究

成為領先者。 
3. 配合學用合一課程分流鼓勵

教師及學生至企業實務學習。 
海青班營運 與僑委會、烘焙學校、

木工學校開設技術訓練

班。 

1. 積極申請招生計畫。 
2. 提交行政會議申請境外教育

交流中心設置要點。 
3. 協調系所及校內單位合作。 
4. 整合東專技術課程資源。 

擴大推廣進修管

道 

1. 擴大推廣進修開班

運作方式。 
2. 發展網路視訊教學

系統。 
3. 積極整合本校各單位

同辦理推廣教育工作  
4. 設計符合社會與國家

展之在職學分班與非

分班。 

1. 結合社區學習體系資源與公

部門力量，成立區域推廣教學

中心。 
2. 發展網路視訊教學系統。 
3. 整合本校各單位需求辦理及

配合需求設計學分與非學分

班專班。 
4. 成區其他區域推廣教育分部。 

加強師資結構 1. 建立地方人才資料 積極鼓勵專業技術教師協助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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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充分運用地方專業

人才。 
2.延聘專業技術教師進

行教學，提升教師專

業素質。 

開課，並與學員建立良好互動關

係。 

開發廠商所需人

才及接受業界委

託代辦各項職業

訓練 

1.強化產學合作關係及

推動建教合作。 
2.爭取產學合作計畫

案，代訓管理或技術

訓練等職能。 
3.辦理各種技術證照輔

導專班 

積極辦理各項專長或在職訓練輔

導，提升社會人士各項進修需求。 

提供完善弱勢就

學措施 
弱勢就學措施制度建立

與資訊提供 

1.宣導政府弱勢就學措施與規

定。 
2.提供學生緊急紓困助學金。 

 
（三）長程發展計畫（109 至 111 學年度） 
發展重點項目 實施策略 工作重點 
建立特色性產學

發展 
由本處建立具有特色性

的產學發展。 
組成產學開發小組，積極與企業

進行產學合作。 
推動與大型企業

建立人才培育及

發展技術研究中

心。 

建立教師及學生實務實

習機制。 
鼓勵教師借調產業界服務，促使

產學人才雙向流通。 

以學校為中心的

產業聚落促進本

校教師學術專長

與研究能與產業

企業界結合 

形成知識經濟為主體的

產業領導中心。 
1. 建立產業聚落使資訊與情報

快速交流、技術與創意高度激

盪。 
2. 使人才、技術、支援體系環環

相扣，打造更具競爭力的專業

戰鬥體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成立跨領域產學

研發團隊 
建立 Fablab 
Taitung 研發中心 

整合具有產業利用之研

究成果及技術，組成跨

院系所之研發團隊。 

透過整合研究資源及研究人力，

加強研究深度及應用面向之廣

度，使研發團隊能成為企業界之

研究中心。 

推動短期學習旅

行之研習與交流 

1.與本國、兩岸三地業界

及學校合作開發另類

推廣教育市場。 
2.開發短期學習旅行，規

劃辦理相關活動。 
3.規劃短期進修學員宿

推廣教育多元化，規劃來台東者進

行專業參訪之活動，並進行短期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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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開發境外人士之

推廣教育學分班 

1.開發境外人士所需相關

班次。 
2.整合各學院加強人力資

源及服務品質 
3.提升推廣教育各班次教

學設備與服務品質。 

推廣教育課程將配合學院正規教

育的課程內容，境外人士可採集中

教學或隨班附讀方式修習學分。 

提供完善教學與

就學環境 

教學場地運用之整合、規

劃、管理及維護制度建

立。 

教學場地重新整合，並依新情勢以

運用分配、管理及維護制度建立。 

國際化策略 與具國際競爭力之產業

界合作 
整合學校教師研究能力與企業公

司財力，合設研發實驗室，共同

進行商品化研發。合作期間之企

業高階主管可至本校開授實務課

程，讓學生對實務問題有更深一

層的認識。 
衍生公司 建立回饋機制取得投資

機會永續經營 
學校新增法源成立財團法人機

構，以利後續投資後之廠商經

營，以取得校務回饋資金。 
東大天使基金 1. 募集相關資金。 

2. 建立資金流用辦法。 
3. 建立回饋機制。 

1. 成立財務管理單位、委員會。 
2. 建立及整合申請單位之輔導

團隊。 
3. 建立基金會永續發展策略。 

 
二、 空間規劃 

空間部門 空間規劃使用說明 配合學院 

行政大樓 

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 
休閒農業發展與推廣中心 
臺東縣教師會 
第八河川局計畫辦公室 
烘焙教育學校 2 樓 
食安檢驗中心 4 樓 
Fablab Taitung 研發中心 3 樓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理工

學院、健康產業、推廣教育 

綜合大樓 

藝文產業及文創發展大樓 
木工師傅學校 
布工師傅養成學校 
平面設計研發中心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理工

學院、健康產業、社區大

學、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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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畫會 樂坊 金工 琉璃 
臺東地區藝術工作者工作坊 11 家 
李炎教授膠原蛋白發展中心 

教學大樓 

永齡希望小學 
臺東縣原住民部落大學 
臺東縣社區大學 
臺東縣樂齡大學 
臺東縣防災中心計畫辦公室 
臺東縣保姆系統計畫中心 
臺東縣社會支持服務系統 
勵馨基金會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理工

學院、健康產業、社區大

學、推廣教育 

體育系 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計畫辦公室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推廣

教育、社區大學 

體操館 
臺東縣 105 年全中運指揮中心 
105~108 年花東發展基金戶外領導

學校指揮中心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健康

產業 

科學館 
東部資源研究中心 
臺東縣社會支持系統福利大樓 
市公所資源調撥中心 

理工學院、師範學院、人文

學院、健康產業 

兒文所大樓 商研院研究中心 理工學院、健康產業 

演藝廳 
各類型藝文表演節目演出 
台東回響樂團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 

PU 球館 臺東縣老馬籃球協會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推廣

教育 
心動館 

社會處身心障礙健康整合中心 
人文學院、健康產業、推廣

教育、社區大學 游泳池 

中正堂 
臺東縣新苗羽球協會 
臺東縣拳擊有氧協會重訓室 

人文學院、健康產業、推廣

教育 
戶外球場 市民開放運動空間 推廣教育 

學生活動中心 

創新育成中心 
三創園區 
臺東縣廚藝教育中心 
臺東縣有機農夫市集 
學生創業訓練基地 
市公所課室辦公室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理工

學院、健康產業 

餐廳 南島餐飲文化餐館 人文學院、推廣教育 
電算中心 

停車場 園區廠商 
榕園樓 
忠孝樓 東大校友會館 人文學院、健康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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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樓 
東大運動產業訓練營舍 人文學院、健康產業 

信義樓 
和平樓 東大教職員第二預備宿舍 教職員宿舍 
職務宿舍 東大人文空間 師範學院、人文學院 

三、 營收 
(一) 創新育成中心 

 

(二) 產學營運 

營收項目 月份/區間 營業額 淨額(校務基金) 備註 
學人宿舍房租 2 月-7 月 257,600 2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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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簽約廠商(104 年 8 月 1 日完成) 
C209 鄧智藝 C208 林宜良 C207 林春文 C206 李麗君 C205 李彥穎 C204 手屋手作坊 林碧蓮

C105 玢紛玩設計廖婉鈞 C103 原民布工學校 蔡其富 
心動館  翁志宏老師 行政 301 昊網通商科技公司 原民餐廳 
四、 目標 
(一) 市公所用地協調 

1.104 年 6 月 26 日副校長召開府學三方協調會 
2.104 年 7 月 15 日市公所場勘，希望取得活動中心兩間辦公室作為課室辦公使用，科學館一

樓作為物資存放資源調撥中心。 
(二) 申請教育部 Fablab Taitung 創新轉型發展計畫 

1.104 年 6 月 22 日完成計畫報部。 
2.104 年 7 月 17 日與台東縣 DIY 技術發展協會協調合作方式。 

(三) 申請烘焙中心乙級、丙級術科考場 
1.104 年 7 月 7 日完成評鑑報部。 
2.預定 104 年 7 月 25 日公告結果。 

(四) 申請 105~106 年文化部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 
說明：目前掌握台東縣藝文產業資源 250 家。 

(五) 申請 105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六) 提交忠孝樓宿舍 ROT 計畫及招標文件 
(七) 完成圖書館一樓藝文產業展售中心 
(八) 臺東大學創新園區粉絲頁行銷計畫 
(九) 105 年 6 月底前園區完成招商 

 

學人宿舍房租 8 月預估 40,000 長住 
51,200 賴和基金會 

91,200  

租金(自閉症) 4 月-8 月 65,000 65,000  
法扶 2-8 月 140,000 140,000  
木工商品 3 月-7 月 215000 21500  
木工商品 8 月預估 200000 20000  
木工課程 已上課 98640 19728  
烘焙 3 月-6 月 有 8%和 10% 

所以未合計 
96830 至 8 月預估

150,000 
 2-8 月  711,858  

 

推廣教育中心 

一、 榮民服務處 104年咖啡栽培與烘培技術創業訓練班已於 6月 29日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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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年暑期短期研習班已於 7月 14陸續開課。 

三、 104 年度臺東縣海端鄉新武呂溪漁業保護區保育志工隊訓練預計於 7 月 18 日於初來國

小開訓。 

四、 104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觀光休閒故事行銷與創意文案實務訓練班預計於 9月 29日

開訓，將於 7月下旬開始招生，歡迎同仁們協助宣傳與報名。 

 

委員回應事項： 

一、 副校長： 

有關教育部推動大學合併，希望臺東大學與臺東專科學校能進一步合併，市公所要求合併

後釋出臺東校區，惟本案需經兩校校務會議各自同意後進行，且市公所欲藉由都市計畫土

地變更來獲取臺東校區土地最大利益，但目前公私立各大學之教育用地，並無同意變更之

案例，困難度很高，建議由產推處擬定近、中、長程臺東校區規劃，依時程及現實之變化

積極提案討論。 

二、 產推處長： 

產推處預定 105年推動成立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今年以配合縣政府文化處計畫，由文

休系辦理藝文資源盤點工作平台，目的提供藝文工作者拓展其作品及履歷之最大曝光度，

提升產業價值。另外，產推處亦積極配合教育部創新轉型計畫、特色大學計畫，及縣政府

計畫處跨域式計畫等提出申請，配合政府政策、結合產業及實務等面向，活化臺東校區(產

學創新園區)最大利用價值。 

三、 研發長： 

建議產推處推動各項計畫需與學校各相關系所結合，尤其學生參與學習或實習，需能提供

產學合作學生參與相關數據，例如，往年創新育成中心相對辦理之各項活動，未能整理出

相關系所及學生利用資訊，不利於學校推展努力之說明及評鑑有力依據。 

產推處長：產推處各項活動需有成果報告，並每學期列管整理各項指標 KPI 值。 

四、 師範學院院長： 

臺東校區圖書館空間，建議產推處需整體規劃，原南島文化中心建議以交誼廳二、三樓為

行政及展示間為宜，學校核撥之整建經費足以解決漏水、隔熱及廁所建置。 

謝明哲委員：圖書館二樓，建議可規劃為兒文特藏與南島文化特藏帶動藝文產業重要價值。 

產推處長：本處原即規劃圖書館一樓為產學合作整體行銷之實體店面。 

主席裁示：由產推處長與南島中心主任協調。 

五、 副校長： 

依據花東發展條例，產推處與體育學系推動戶外領導學校計畫，將有期程四年四億之發展

規劃，依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建議不宜將體操館以撥用方式處理，失去空間使用主導

權，仍採無償借用為現階段使用方式。有關上述事項，建議請產推處提案校務會議討論，

並思考市公所運用縣府教育處無償借用體操館，以土地所有權人名義要求行使同意權之解

套方式。另外，此計畫之執行，需考量後續維護之經費來源。 

創新育成中心需積極轉型，確實輔導廠商，落實學生實習並參與相關活動；木工學校、烘

焙學校亦可列入育成輔導廠商。 

六、 副校長: 

有關臺東校區已報部停用大樓，將會商營繕組依期程(105~107)辦理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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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一、為配合學校各獨立委員會以學年制為任期，修正本委員會各學院代表委員任期

至 103學年度止，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推處) 

說明：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於 104年 2月 1日正式成立，原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委員會依據「國

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委員之任期為一年，均得連

任，……。」任期至 105年 1月 31日止，業因本校各獨立委員會委員選舉，大都以學年度

產生，為簡化各院選舉推派行政程序，擬請同意修正本屆院推委員任期至 104年 7月 31

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二、擬請同意核備 103學年度下學期推廣教育中心開辦課程及 104學年度上學期預

定開辦課程，請審議。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說明：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7條辦理 

一、 擬請審查 104學年度上學期推廣課程。 

班別 預計開班數 

咖啡品味班 1 

韓語基礎班 1 

韓語進階班 1 

油畫基礎班 1 

油畫進階班 1 

彼拉提斯班 1 

養生瑜珈班 1 

美甲彩繪班 1 

成人羽球班 1 

飲料調製證照班 2 

木工基礎班 2 

木工進階班 1 

共計 14 

 

二、 擬請追認 103學年度開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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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經費來源 

103年 TOEIC多益證照班 自籌 

103年韓語基礎班 自籌 

103年飲料調製證照班 自籌 

103年吳若石神父心足療健康法班 自籌 

104年飲料調製總複習班 自籌 

104年咖啡品味班 自籌 

104年韓語基礎班 自籌 

104年韓語進階班 自籌 

104年油畫基礎班 自籌 

104年彼拉提斯班 自籌 

104年攝影密技班 自籌 

104年飲料調製證照班(一) 自籌 

104年飲料調製證照班(二) 自籌 

104年家俱木工班(一) 自籌 

104年家俱木工班(二) 自籌 

104年家俱木工班(三) 自籌 

104年飲料調製總複習班 A班 自籌 

104年飲料調製總複習班 B班 自籌 

104年飲料調製總複習班 C班 自籌 

104年暑期成人羽球班 自籌 

102學年度樂齡大學(第二學期) 補助 

103學年度樂齡大學(第二學期) 補助 

103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 委辦 

104年度小型企業人力提升計畫 委辦 

臺東縣 104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生活輔

導人員訓練 

委辦 

104年榮民(眷)進修訓練「咖啡栽培與烘

培技術創業訓練班」 
委辦 

104年度臺東縣海端鄉新武呂溪漁業保護

區保育志工隊訓練 
委辦 

104年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觀光休閒故

事行銷與創意文案實務訓練班 
委辦 

共計 28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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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學人招待所或忠孝樓之營運是否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旅館業登記，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說明： 
一、 依財政部台財促字第10425504800號文，按觀光發展條例中華民國104年1月22日修正施

行前，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場所而有營利之事實者，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

日起10年內，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旅館業登記、領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始得繼續營業(如
附件一)。 

二、 本校臺東校區忠孝樓已於104年2月1日起由總務處移轉產推處管理，預定下學年提交

ROT委外計畫，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提供民間機構營運或規劃辦理營運之情形，於前

述發展觀光條例修正後，將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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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採 ROT或委外經營，由簽約經營單位依法整建後提報旅館業登記。  

 

 

四、有關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中正堂、PU 球館、演藝廳、布工坊進駐廠商之管理收費辦法，

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說明： 
一、本校臺東大學產學創新園區目前廠商進駐已制訂收費辦法，唯其中中正堂、PU 球館、演藝

廳、布工坊因使用面積大且設施老舊須重新整修，為顧及整體校園空間活化及增加學校部分

收益，擬由使用單位提出營運計畫書以認養方式簽訂契約。 
二、使用單位提出之營運計畫書，經產推委員會審議後進行簽約。 

決議：有收益即需繳納一定比例回饋金，相關契約提下次會議審議。 

五、有關臺東校區與市公所管理權責問題，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說明： 
本校臺東校區 97%土地所有權歸臺東市公所，唯本校擁有地上物管理權，緣進駐廠商數量愈來愈

多，市公所有意介入本校與進駐廠商合約及收益，本校與進駐廠商之合約是否應經市公所或收益

是否需與市公所分配。 

決議：非本委員會可議權責，撤案 

六、產學創新園區目前學校既有 11 棟舊大樓報部停用，嚴重影響產學合作之規劃，如何活化再

利用，請討論。 

(提案單位：產推處)。 

說明： 

一、 停用大樓如營繕組 1040006146號簽 



19 
 



20 
  



21 
 

二、 綜合大樓目前有推廣教中心課程教室及烏米畫作工作坊、木工師傅學校、原民布工學校、玢

紛玩設計等進駐，中正堂有新苗羽球發展協會認養活化進駐，社會處亦積極進駐心動館等，

是否可續用，如何處置，皆為產學創新園區窒礙發展重要因素。 

三、 有關綜合大樓及心動館補強經費如營繕組 104103535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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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由副校長(總務長)帶回與總務處營繕組討論可行方案。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11時 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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