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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全體董事、監察人共 10 人，其中幸董事曼玲、

李董事天琪請假，陳董事光偉請辭，出席 7 人；

李校長天祥、黃副校長國賢、黃副校長悅民、  
衞副校長祖賞、鐘主任秘書俊顏、洪總務長文

港、謝主任定錦、張副教務長傳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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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山科技大學董事會第 16 屆第 13 次董事會議紀錄  
 

壹、  董事會議開始  

本會董事、監察人計 10 位，實到人數 7 位。故本次出席人數已

達法定人數，會議開始。 

貳、  主席致開會詞  

一、 今天有一重要議案，補選董事案，因陳光偉董事心臟健康 

問題，於五月中旬向本會請辭，依法規定於一個月內補選 

董事名額。 

二、 李校長上任以來，對學校發展、招生、固本等工作，帶領 

行政團隊積極投入，費心盡力，後續將請校長一一向各位 

報告。 

三、 今日議案大部分都是例行性議題，請各位董事踴躍提供寶 

貴意見。也謝謝大家在百忙之中出席會議，希望此次會議 

圓滿順利。 

參、  報告事項  

一、 校長校務報告。(李天祥校長報告，詳如書面資料) 

二、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1.本會監察人由林華生先生當選，教育部於 108 年 5 月

23 日發函核定，發文字號：臺教技(二)字第

1080072027 號。 

(二)【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事由：本校 109 學年度「餐飲休閒領域統一調降招生名 

額至農林漁牧工業領域申請案」，提報教育部。 

說明： 

一、依教育部約 5 月下旬後來文辦理(去年來文時間為

107 年 5 月 25 日)。 

二、本校 109 學年度餐旅休閒領域系科統一調降 2%之

招生名額，調降 12 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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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餐旅休閒領域系科(四技日間部)高中生調減

名額 1名，調整至機械工程系汽車組 1 名。 

(二)餐旅休閒領域系科(四技日間部)高職生調減

名額 6 名，調整至機械工程系 2 名、材料工

程系 1名、環境工程系 1名、電機工程系 1名

及資訊工程系 1名。 

(三)餐旅休閒領域系科(四技進修部)調減名額 5

名，調整至電機工程系 5名。 

三、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15 日「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08 年 5 月 22 日「107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事由：本校 109 學年度「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第一階

段)」作業，教育部審查結果。 

說明： 

一、教育部已於 5月 21日臺教技(一)字第 1080073737H

號核定。 

二、本校各院申請案教育部核定，審查結果如下： 

(一)增設申請案(四技日間部)：「電腦與遊戲發展 

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同意) 

(二)改名、整併案：電腦與通訊系改名「智慧機

器人工程系」(同意) 

(三)增設分組、部分學制增加分組申請案(四技日

間部)： 

1.電機工程系自動化電控組(同意) 

2.機械工程系智慧製造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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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械工程系機電綠能組(同意) 

4.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設計組(同意) 

5.機械工程系先進車輛組(緩議) 

6.環境工程系綠色科技與管理組(同意) 

7.電子工程系智慧電子組(緩議) 

8.資訊工程系人工智慧應用組(同意) 

9.資訊管理系多媒體應用組(緩議) 

10.資訊管理系智慧商務組(同意) 

11.視覺傳達設計系平面媒體設計組(同意) 

12.視覺傳達設計系動畫媒體設計組(緩議) 

13.視覺傳達設計系產業創新設計組(同意) 

 (四)分組改名案(四技日間部)：機械工程系汽車

組改名「機械工程系智慧車輛組」(同意)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及附設幼兒園 108 學年度預算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發布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

度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經 108 年 5 月 22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擬辦：董事會議決後報教育部核備。 

附件： 

一、崑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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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崑山科技大學附設臺南市幼兒園 108 學年度預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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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 107 學年度財產報廢，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 107 學年度報廢財產之殘值共計新台幣 637 萬 1,837 元。

原取得成本為新台幣 1 億 1,678 萬 4,791 元，其中機械儀器設

備新台幣 9,135 萬 2,496 元，圖書設備及博物新台幣 531 萬

4,000 元，電腦軟體新台幣 1,644 萬 2,859 元，其他設備新台幣

264 萬 9,561 元，專利權新台幣 102 萬 5,875 元。 

二、財產減少清冊詳如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財產註銷手續。 

附件：本校 107 學年度財產減少清冊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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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請採購作業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實際業務需要。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本校「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務會

議」討論修正通過。 

三、本案以電子郵件方式送法規小組審查，於 108 年 3 月 26 日回

覆無意見。 

四、本案業經 108 年 4 月 10 日本校「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擬辦：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附件： 

三、「崑山科技大學請採購作業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四、崑山科技大學請採購作業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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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規劃本校中島開發為師生創業實習商圈其營運設置計畫書，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舊校門口中島部份土地屬國有財產署所有地，規劃開發中

島為師生創業實習商圈。 

二、國有財產署來文回復需先取得教育部同意本校新建工程，國有

財產署再憑續處。 

三、報教育部文件中需檢附興建目的計畫書等相關資料。 

擬辦：董事會會議通過後，再報請教育部同意。 

附件：師生創業實習商圈營運設置計畫書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在中島開發規劃上，透過核心地緣位置，設計 

      一座地標性建築作為本校的經典代表，以提升本校觀感及附加 

      價值，請行政團隊加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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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時宜作部分修訂。 

二、本案以電子郵件方式送法規小組審查，於 108 年 3 月 26 日回

覆無意見。 

三、本案業經 108 年 4 月 10 日本校「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

校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擬辦：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附件： 

五、「崑山科技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六、崑山科技大學組織規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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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時宜修訂。 

擬辦：討論通過後生效。 

附件： 

七、「崑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八、崑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辦法 

決議： 

一、 扣減崑山津貼部分，緩議。優先評估職員薪資結構與人力配

置，是否妥當，再研議。 

二、 考核獎金部分，通過。授權校長處理考核獎金之辦法制定及核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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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務發展計畫(109 學年度)之發展目標、策略名稱

及作法、行動方案及具體作法等項目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 108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預估版支用計畫書之委

員審查意見略以： 

「惟於行動方案及工作計畫中，未有創新服務設計之相關議題，

以迎合趨勢。」 

二、為就上開意見及目前學校實際運作情形，進行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之發展目標、策略名稱及作法、行動方案及具體作法等修正，

乃於 108 年 5 月 3 日週知各行政一級單位主管及教學一、二級

單位主管提供修正意見。 

三、本案業經 108 年 5 月 15 日本校「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發展

委員會議」及 108 年 5 月 22 日本校「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 

擬辦：董事會議核定後，依規定辦理。 

附件： 

九、崑山科技大學校務發展計畫-發展目標、策略名稱及作法、行

動方案及具體作法修正建議對照表(109 學年度起適用) 

十、崑山科技大學校務發展計畫一覽表(109 學年度起適用)  

十一、崑山科技大學校務發展計畫之具體作法對應一覽表(109 學

年度起適用)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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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本財團法人 107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提

請  審議。 

說明：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

辦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 

  擬辦：陳董事會通過後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附件： 

十二、財團法人崑山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 107 學年度稽核報告 

十三、財團法人崑山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度 107 學年度追蹤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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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擬訂定本財團法人 108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計畫，提 

請 討論。  

說明：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第 17 條訂定。 

擬辦：陳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附件： 

十四、財團法人崑山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內部控制制度稽核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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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本會董事陳光偉先生請辭，補選董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私立學校法第 24 條：「董事長、董事具有書面辭職文件，

提經董事會議報告，並列入會議記錄。為當然解任。」，又私

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當然解任之生效日期，為書面

辭職文件所定生效日。」 

二、 略以私立學校法第 26 條第 1 項：「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於

任期中出缺時，董事會應於出缺後一個月內，補選聘董事、

監察人或推選董事長。」。復略以第 27 條第 1 項：「董事長、

董事於任期中推選、補選者，均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

限。」。 

三、 復次節略第 32 條：「董事之補選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及摘錄本法人捐助章

程第 17 條：「補選董事為重要決議案，應以投票方式行

之。」 

四、 本屆董事會陳光偉董事因個人健康因素，請辭擔任董事職

務，並於 108 年 5 月 13 日向本會提出書面辭職書。 

五、 因陳光偉董事請辭董事乃辦理本案補選一席董事，擬推薦傑

出人士馬述健先生為該席董事候選人。此位董事候選人與各

董事之相互關係，未違私立學校法第 16 條、第 20 條之規

定。 

 擬辦：案經通過後，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27 條規定於會議後 30 日內檢

具相關資料報送教育部核定。 

附件： 

十五、本會董事陳光偉先生辭職書 

十六、董事候選人名冊 

決議： 

一、採無記名投票方式，完成開票程序後，選票封緘存查。 

    二、投票結果：董事共九人，除陳光偉董事請辭，幸曼玲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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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琪董事請假外，其餘六人皆出席。由林華生

監察人監票，黃陽明董事唱票，李天鐸董事記

票，有效選票共六張，同意票得六票。 

    三、同意馬述健先生擔任第 16 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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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無 ) 

陸、主席結論  

本次董事會順利完成各項議案，感謝各位董事的與會。  

柒、散會  

(下午 1:10 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