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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監督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5月 2 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視訊會議 

主  席：蔣主任委員國平                                      紀錄：陳祉吟 

出席人員：海運學院（運輸系）李信德委員、生科院（食科系）蔡國珍委員、工學院（河

工系）陳正宗委員、電資學院（光電系）黃智賢委員、共同教育中心周維萱

委員，行政人員代表（秘書室）莊麗珍委員 

列席人員：林泰源教務長、研發處企劃組周昭昌組長、顧承宇總務長、人事室謝政凱代

理主任、主計室張琍雲主任、林正平主任秘書、海工中心蔡加正中心主任、

海運學院鍾政棋院長、生科院許濤院長、工學院關百宸副院長、造船系許 

榮均特聘教授、電資學院卓大靖院長 

 

一、報告事項： 

（一）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條之規定，本委員

會職掌（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監督、（二）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施之建議。 

（二）本次會議主要係進行歷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之追蹤（含 1011、1021、

1032、1071、1072、1092 學期尚未完成之決議事項及 1101 學期各提案決議執

行情形），經彙整共計有 24個提案，其中計有 11案提報「A-已完成」，13案提

報「B-執行中」，各提案詳細決議情形，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二、討論事項： 

校務會議各項提案之決議，執行情形彙整總表如附件，請各位委員檢視各項執行

案，並請各執行單位進行說明，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未結案者尚有下列 12案，將持續追蹤。 

序號 歷次校務會議 提案 案      由 執行單位 

1 101 學年度 

第 1學期 

二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空間及

經費需求案。 

總務處 

2 102學年度 

第 1學期 

一 興建木蘭海洋海事教育大樓案。 總務處 

3 103學年度 

第 2學期 

五 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聲學實

驗中心」捐建案（經費部分）。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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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歷次校務會議 提案 案      由 執行單位 

4 107學年度 

第 1學期 

107 學年度 

第 2學期 

九 

 

十六 

擬於本校桃園觀音校區新建「藻礁暨

海洋環境生態中心」。 

有關本校桃園產學分部新建工程需

求計畫因爭取外部資源挹注，擬新增

可行方案（新建「藻礁暨海洋環境生

態中心」、「產學育成中心」案）。 

總務處 

110 學年度 

第 1學期 

十一 

【 與 1071

案 9及 1072

案 16 併案

追蹤】 

本校桃園產學分部「海洋環境暨藻礁

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新建工程

經三次流標，建照逾期，擬依原經費

縮減量體重新辦理發包 

總務處 

5 107學年度 

第 1學期 

十三 擬於本校馬祖校區新建「王光祥暨海

大校友國際學舍」。 

總務處 

6 109 學年度 

第 2學期 

六 申請 112 學年度增設「系統工程暨造

船學系應用聲學碩士班」。 

工學院 

7 110 學年度 

第 1學期 

五 有關本校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組織歸屬調整案 

海運學院 

8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六 有關 112 學年度商船學系增設「商船

學系進修學士班」案。 

海運學院 

9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七 有關輪機工程學系 112 學年度增設

「輪機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案。 

海運學院 

10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八 有關商船學系 112學年度增設「商船

學系智慧航運國際碩士班」案。 

海運學院 

11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九 生科院於 112學年度增設「海洋生物

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生科院 

12 110學年度 

第 1學期 

十 電資學院於 113學年度增設「應用人

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電資學院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3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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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追蹤總表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A- 己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無法執行  E-其他)  

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二 案由：「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空間及經費需求案。 

執行單位：總務處 

歷次會議執行情形： 

(1012~1052略) 

【1061追蹤執行進度：】 

1. 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於 104/9/18 掛件，基隆市政府於 106/6/23 准予備查。 

2. 水土保持計畫於 105/4/11 核定，因應都審意見辦理水保變更，於 106/8/16 核定。 

3.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報告書定稿版於 106/9/22 送基隆市政府。目前接續辦理建築

執照(106/10/2 掛件)、五大管線、候選智慧綠建築送審，預計 107 年進行工程發

包。 

【1062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已通過都審、五大管線及水保審查並取得建照，於 107年 3月辦理工程招標

文件公開閱覽、4月上網公開招標，訂於 5月 16 日開資格標。 

【1071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於 107/5/31 決標，107/9/13 正式開工，截至 10 月 15 日止實際工程進度為

2%，進度超前。預計 109年年底竣工。 

【1072追蹤執行進度：】 

目前施工中，至 108/4/17 進度 21.04%，超前 17.7%，預計 108年 5月中旬完成地下

室結構體，109年底完成工程實體並申請使照。 

【1081追蹤執行進度：】 

目前施工中，至 108/10/17 進度 34.9%，超前 11%，已完成至 4樓樓地板，預計 109

年底完成工程實體並申請使用執照。 

【1082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自 107年 9月起開工，目前完成至 9樓底板，預計 109年年底實體竣工及申

請使用執照。 

【1091追蹤執行進度：】 

目前施工中，至 109/09/30 進度 72.06%，超前 10.4%，已完成全部結構體，繼續施

作屋頂防水、外牆貼磚及水電工程，預計 110 年中完成工程實體並申請使用執照。 

【1092追蹤執行進度：】 

目前施工中，至 110/4/9 進度：92.09%，超前進度：4.79%，目前施作景觀工程、室

內裝修及水電工程，預計 110年 5月完成工程實體並申請使用執照。 

【1101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已於 110//5/21 竣工，110/6/4 完成竣工查驗，110/7/9 初驗，110/8/9 初驗複驗

完成。110/9/7 驗收完成，目前基隆市政府審查使用執照。 

【1102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於 110/9/7 驗收完成，業經相關單位及機關完成消防、無障礙、室內裝修竣

工審查，目前基隆市政府審查使用執照中，已要求廠商積極溝通，儘速取得使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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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A-己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無法執行  E-其他)  

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一 案由：興建進修教育推廣大樓案。(本案 108年更名為木蘭海洋海事教育大樓) 

執行單位：總務處 

歷次會議執行情形： 

(1022~1052略) 

【1061追蹤執行進度：】 

本案都審報告書於 104/11/6 掛件，歷 3 次都審幹事會審查，106/6/5 進行第 1 次都

審委員會審查，106/7/25 拜會基隆市政府，並於 106/8/18 簽准調整內容，將 1樓改

為機車停車場，1樓教室移至 2樓，原 354床住宿空間調整為 294床。修改版報告

書已於 106/10/6 再次送審。 

【1062追蹤執行進度：】 

本案都審報告書於 106/10/6 再送件，106/11/16 第 2次都審委員會會議結論略為「依

各委員意見落實修正(或加強說明無法修正之理由)，送業務單位函請委員書面複

審，若如無重大疑義時，由業務單位循程序簽報核定」。建築師於 107/1/19 送修訂

版，107/2/5 被市府審退，107/2/8 再次送件，目前審查中。 

【1071追蹤執行進度：】 

本案經基隆市政府於 107/4/20 核定都審計畫書，目前申請建造執照及進行五大管

線審查。  

【1072追蹤執行進度：】 

建照及五大管線審查均已通過，預計 108年 5月辦理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及工程

招標，決標後申請開工，預計 108年底進行地下室工程。 

【1081追蹤執行進度：】 

經多次招標結果於 108/8/28 決標，預計 108年底前進行地下開挖工程、110 年 7月

完成工程實體並申請使用執照。 

【1082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於地下室開挖前發現鄰房有傾斜情形，經洽專業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該鄰房下

方地質不佳需進行補強，惟因涉及鄰房產權需溝通獲同意後方可施作，目前停工中。 

【1091追蹤執行進度：】 

依鑑定結果並與設計監造單位討論補強方式後，於 109/7/30 與施工廠商完成契約

變更議價，目前已完成地質改良樁及止水樁，繼續施作鄰房保護工項。 

補充說明： 

109/3/17 停工後，依鑑定結果並與設計監造單位討論補強方式，於 109/7/30 與施工

廠商完成契約變更議價，109/8/14 復工後整地並施作地質改良樁，9 月施作地質改

良樁及止水樁，10月份施作微型樁工程，並繼續施作鄰房保護工項。 

【1092追蹤執行進度：】 

110 年 1 月完成鄰房保護工項，110 年 2 月施作預疊樁壓梁，110 年 3 月施作擋土

牆，110年 4月原預定施作中間樁、水平支撐及地下室開挖，因營造業大缺工致施

工廠商調度不良，迄今進度稍有落後，已發文催告，並持續要求進場施工。 

【1101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已完成地下室樓地板灌漿，繼續拆除地下室水平支撐施作地下室結構體，受

疫情影響，工期已按原預定展延並修訂預定進度表，並請廠商改善進度及持續確保

施工安全，預計 111 年底竣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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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1102追蹤執行進度：】 

受疫情影響，本工程進度延遲，目前完成至 5樓樓地板，目前預計 112年初竣工並

申請使用執照、112學年度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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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A-己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無法執行  E-其他) 

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五 案由：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聲學實驗中心」捐建案 

執行單位：總務處(工程部分已於1092完成)、工學院(經費) 

歷次會議執行情形： 

【1072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1.本工程原核定總經費 2000 萬元，歷 2 次公告招標均無廠商投標，檢討無廠商投

標原因，係因大宗營建物價波動、編列之利潤及管理費偏低、勞動新制增加人力

成本。另因本校地處偏遠，增加廠商人力及交通等成本，致使廠商無投標意願。 

2.本工程設計期間為控制總經費在新台幣 2,000 萬元以內辦理，已檢討精簡工程項

目及採用經濟性材料，本工程已無縮減規模(將涉及建照變更)、減項或降低材料

規格之可能。 

3.經請建築師依市場單價編列、利潤管理費調增，本工程總經費調增至 2,500 萬元，

歷 3次公告招標仍無廠商投標。研議後再調增總工程經費為 2,850萬元(業經 107

年 11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併校區停

車環境改善工程預算 300萬元，併案後預算為 3,150萬元招標，仍歷 3 次公告招

標無廠商投標。108 年 1 月 29 日工程流標檢討會議決議聲學中心新建工程再增

加 450 萬元經費(業於 108 年 3 月 1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報告在案)，併案

後預算調增為 3,600 萬元。經公告招標於 108 年 3 月 12 日決標，併案之決標金

額為 2,788萬元(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部分之金額為 25,323,951元)。 

4.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具必要性及急迫性：臺灣北部地區無 TAF 認證提供內政部建

築技術規則修改後，大型構件隔音與衝擊音檢測及試驗材料之聲學特性服務實

驗室。本系現有之聲學實驗室，無法完全滿足所有 CNS 及 ISO 測試之標準。提

出本案以補足現有聲學實驗室的不足，同時可提供完整學術研究及相關標準之

測試，且協助相關產業進行聲學性能提升服務。 

5.為使聲學實驗中心早日興建及營運，確保本中心正常運作，前經簽准前述經費調

增(或執行期間再發生預算不足情形)，由本校校務基金先行墊支，校方墊支部分，

聲學實驗中心自 108 年逐年由計畫總額度提撥數暫訂約 5%~10%歸墊，待聲學

實驗中心正式啟動營運後，將再重新估算還款比例。 

【1081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經費，校方墊付 1,192萬元整，截至 108/11/4止，振動噪音

工程研究中心 108 年度捐款及計畫經費共歸還 104.2 萬元整，校方墊付款尚餘

1087.8萬元整。 

【1082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截至 109 年 4 月底止，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結算為 3,056.385 萬元，自籌經

費為 2596.2243萬元，校方墊付款尚餘 460.1607 萬元整。 

【1091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截至 109年 10月 15 日止，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結算為 3,064.0940 萬元，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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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籌經費為 2,925.1077 萬元(募款 1,282.6620萬元、計畫捐贈 1,642.4457 萬元)，校方

墊付款尚餘 138.9863 萬元整。 

【1092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截至 110年 4月 12日止，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結算為 3,064.094萬元，自籌

經費為 2,925.1077 萬元(募款 1,282.662 萬元、計畫捐贈 1,642.4457 萬元)，校方墊

付款尚餘 138.9863萬元整。 

【1101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截至 110 年 10 月 14 日止，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結算為 3,064.094 萬元，裝

設天車經費 220萬元，共計花費 3,284.094萬元，自籌經費為 3,030.5633 萬元(募款

1,282.662萬元、計畫捐贈 1,747.9013萬元)，校方墊付款尚餘 253.5307萬元整。 

【1102追蹤執行進度：】 

工學院經費進度說明： 

截至 111年 4月 13日止，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經費結算為 3,064.094萬元，裝設

天車經費 220 萬元，共計花費 3,284.094 萬元，自籌經費為 3,134.094 萬元(募款

1,282.662萬元、計畫捐贈 1,851.4320萬元)，校方墊付款尚餘 150萬元整。 

合崧有限公司將捐贈 150萬元至聲學實驗室專款，待款項匯入後再送明細表更正，

即結清所有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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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1學期及第 2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A-己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無法執行  E-其他) 

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九 

(1071

學期) 

 

 

 

 

 

 

 

 

 

 

 

 

 

 

十六 

(1072

學期) 

 

 

 

 

 

 

 

 

 

 

 

 

 

 

 

 

 

 

 

 

 

 

 

 

 

案由：擬於本校桃園觀音校區新建「海洋環境暨藻礁中心」(1082 更名為藻礁暨海
洋環境生態中心) 【與 1072 案 16及 1101 案 11併案追蹤】 

執行單位：總務處 

【1072追蹤執行進度：】 

本案業經總務處於 108 年 4 月 17 日完成採購評選委員會議，惟參與廠商經評選均

不合格，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將再次辦理招標。 

【1081追蹤執行進度：】 

總務處工程進度說明： 

本案經 1072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校發會議、校務會議通過決議增加興建產學
育成中心，以連通走廊連結海洋環境暨藻礁中心。委託建築師案於 108/7/17 決標，
目前修改可行性分析報告書及進行地質鑽探。 

【1082追蹤執行進度：】 

總務處工程進度說明： 

本案於 108 年 11 月核定可行性評估報告書，109 年 3 月核定初步設計並開始申請
建造執照，目前同步進行細部設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及出流管制計畫送審。 

案由：有關本校桃園產學分部新建工程需求計畫因爭取外部資源挹注，擬新增可行
方案(新建「藻礁暨海洋環境生態中心」、「產學育成中心」案) 

【1091追蹤執行進度：】 

總務處工程進度說明： 

1.本校於 109/6/23 函送「藻礁暨海洋生態館」興建工程計畫書給桃園市政府轉台電、

中油審查補助經費事宜。 

2.行政院環保署 109/7/28 環署綜字第 1090054641 號同意備查本案基地開發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 

3.「藻礁暨海洋生態館 A棟」(藻礁暨海洋生態館)建造執照於 109/9/7 領照，持續申
請「藻礁暨海洋生態館 B 棟」(產學育成中心)建造執照及五大管線審查，目前預
計 110年 3月進行工程招標。 

【1092追蹤執行進度：】 

總務處工程進度說明： 

1. 桃園市政府 110/3/25府環海管字第 1100059753號函轉台灣中油公司業於 110/1/28

以天然觀塘港發字第 11010076290 號函，中油公司同意補(捐)助「藻礁暨海洋生
態館」興建經費計新臺幣 6,000 萬元整。 

2. 台電公司補助 6,000 萬元部分，目前立法院審查預算中。 

3.藻礁暨海洋生態館 A、B棟新建工程將於 110/4/22 進行第一次開標。 

【1101追蹤執行進度：】 

總務處工程進度說明： 
本工程因國內缺工、原物料上漲及疫情影響等情形，於 110/4/22、110/5/5、110/5/28

共 3 次流標，建照已分別於 110/6/7 及 110/8/18 逾期作廢。經 110/9/16 行政會議及
110/9/28 籌建小組會議決議為按原經費並縮減量體繼續推動，共計刪減總樓地板面
積約 334坪，調整後總樓地板面積由 1,300坪變更為 966坪，將依規定程序接續辦
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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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十一 

(1101

學期) 

 

案由：本校桃園產學分部「海洋環境暨藻礁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新建工程經
三次流標，建照逾期，擬依原經費縮減量體重新辦理發包 

【1102追蹤執行進度：】 

總務處工程進度說明： 
本工程縮減量體之細部設計已簽准核定，預計 111年 4月重新申請建造執照，目標
於 111年 8月完成工程招標。 

十三 

(1071

學期) 

案由：擬於本校馬祖校區新建學生宿舍(1082定名為王光祥暨海大校友國際學舍) 

執行單位：總務處 

【1072追蹤執行進度：】 

委託建築師招標案訂於 108/5/15 開資格標。 

【1081追蹤執行進度：】 

委託建築師案於 108/6/13 決標，108/10 進行地質鑽探，基地內教學大樓 B 棟已於

108/8/30 取得拆除執照，108/10/18 拆除工程決標，訂於 108/11/23 開工，預計 12月
中旬前完成。目前預計 109年初申請新建宿舍工程建造執照。 

【1082追蹤執行進度：】 

基地內教學大樓 B 棟已於 108 年底完成拆除，109 年 2 月核定可行性分析，109 年

4 月核定初步設計，持續進行細部設計及申請建造執照及五大管線審查，預計 109

年下半年開工。 

【1091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建造執照於 109/7/16 領照，目前進行細部設計審查及五大管線送審，預計

109年底進行工程招標。 

【1092追蹤執行進度：】 

經兩次招標後，本工程於 110/2/4 決標、110/4/16 開工，目前進行假設工程，預計於

111年 9月完工。 

【1101追蹤執行進度：】 

本工程已完成基礎工程，目前進行一樓梁柱及二樓地板結構體工項，受疫情影響，

已按原預定展延並修訂預定進度表，已請廠商改善進度並持續確保施工安全，預計

111年底竣工。 

【1102追蹤執行進度：】 

受疫情影響，本工程進度延遲，目前完成至 2樓樓地板，目前預計今(111)年底竣工

並進行申請使用執照、112學年度啟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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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A-己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無法執行  E-其他) 

提案 執 行 情 形 說 明 
執行 

等級 

四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條、第 7條、第 31 條及新增第 16條之 6條文，並自
110年 8月 1日生效案 

執行單位：人事室 

【1101追蹤執行進度：】 

1. 修正條文除31條外教育部於110年8月4日臺教高(一)字第1100090515號函核定；本校

於110年8月11日海人字第1100017856號令發布；考試院110年8月18日考授銓法四字

第1105376341號函核備。 

2. 查本校於 110 年 7 月 5 日函請該部核定修正之組織規程，該部於同年 8 月 4 日核

復，案內第 31條修正條文第 3項規定「本校行政單位分組（中心）辦事者，各組（中

心）各置組長（主任）一人，除人事室、主計室外，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學（含

具教師身分之助教）或研究人員兼任，……」，請本校依「公私立大學校院訂定或修

正組織規程參考原則」，明定兼任教學或研究人員層級。另學生事務處各組組長及主

任得由軍訓教官兼任一節，請依軍訓教官兼職兼課規定第 2 點「軍訓教官之兼任職

務或工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與學校軍訓或與學務（訓輔）工作無關」之規

定辦理。爰此，本次修正組織規程第 31條該部未予核定。 

3. 基此，本室按教育部上開核復意見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1 條，並提 110 年 11 月 2

日法規委員會及同年月 25日校務會議審議。 

【1102追蹤執行進度：】 

有關教育部未予核定之組織規程第 31 條，業於 110 年 11 月 25 日校務會議與組織
規程其他修訂法條併提審議通過；教育部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00174074 號函核定，並自 111 年 2 月 1 日生效；本校 111 年 1 月 6 日海人字第
1100030177號令發布；考試院 111年 1月 19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115418136 號函核
備。相關組規修正程序均已分階段辦理完成，建請解除列管。 

A 

六 案由：申請 112學年度增設「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應用聲學碩士班」 

執行單位：工學院 

【1101追蹤執行進度：】 

由研發處企劃組負責後續報部程序，企劃組承辦人莊立在先生回覆：循往例，新設

學程教育部來函約為每年年初 1月左右，聲學研究所預計明年 3月中旬報部。 

【1102追蹤執行進度：】 

研發處企劃組承辦人莊立在先生回覆，已於 3 月 14 日發函至教育部，預計 8 月初

核覆申請結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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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追蹤 

(A-己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無法執行  E-其他) 

提案 案由 
執行 

單位 
決議執行情形 

執行 

等級 

一 修正本校「海洋工程科技中心」設

置辦法第 4條條文案 

海工中心 業以111年4月25日海工中心字第

1110008548號令發布。 
A 

二 有關研發處新增副研發長編制乙職

案 
研發處 本處業依111年1月6日海人字第

1100030177號令發布之「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規

定，簽聘何宗儒教授兼任副研發長

乙職並自111年2月1日起生效。 

A 

三 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17條

之 2、第 21 條及第 31 條條文，並

自 111年 2月 1日生效案 

人事室 本案教育部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臺

教高(一)字第1100174074號函核定，

並自 111年 2月 1日生效；本校 111

年 1月 6日海人字第 1100030177號

令發布；考試院 111 年 1 月 19日考

授銓法四字第 1115418136 號函核

備，建請解除列管。 

A 

四 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研究

單位主管遴聘要點」部分條文案 
人事室 本案業以110年12月16日海人字第

1100028751號令發布，建請解除列

管。 

A 

五 有關本校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組織歸屬調整案 

海運學院 111年3月份業已發函教育部，尚待

教育部回函 
B 

六 有關 112 學年度商船學系增設「商

船學系進修學士班」案 
海運學院 111年3月份業已發函教育部，尚待

教育部回函 
B 

七 有關輪機工程學系 112 學年度增設

「輪機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案 
海運學院 111年3月份業已發函教育部，尚待

教育部回函 
B 

八 有關商船學系 112 學年度增設「商

船學系智慧航運國際碩士班」案 
海運學院 111年3月份業已發函教育部，尚待

教育部回函 
B 

九 生科院於 112 學年度增設「海洋生

物科技及環境生態永續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 

生科院 本案於110年11月25日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111年3月由研發處企劃組

函送教育部審核，審核結果預定於

111年8月核定。 

B 

十 電資學院於 113 學年度增設「應用

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電資學院 本案於110年11月25日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預定112年3月由研發處企

劃組函送教育部審核(實際進度視

教育部規定報送時程而定)。 

B 

十一 本校桃園產學分部「海洋環境暨藻

礁中心」及「產學育成中心」新建

工程經三次流標，建照逾期，擬依

原經費縮減量體重新辦理發包 

總務處 與1071案9及1072案16併案追蹤，執

行情形詳見第9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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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案由 
執行 

單位 
決議執行情形 

執行 

等級 

十二 為制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1 年

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 
研發處 1.本案經 110 年 11 月 25 日 110 學

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於 110 年 12 月 16 日以海研

企字第 1100028412號函，檢附計

畫書 1份報教育部備查。 

2.教育部110年12月29日以臺教高

(三)字第1100174524號函，同意備

查。另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7條規定，本

校111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已公

告於本校「校務及財務資訊」網

頁。(https://www.ntou.edu.tw/info) 

A 

十三 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休假

研究辦法」第 6條案 
人事室 本案業以110年12月13日海人字第

1100028718號令發布，建請解除列

管。 

A 

十四 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講座設置

辦法」部分條文案 
人事室 本案業以110年12月17日海人字第

1100028829號令發布，建請解除列

管。 

A 

十五 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特聘教授

設置辦法」部分條文 
人事室 本案業以110年12月17日海人字第

1100028831號令發布，建請解除列

管。 

A 

十六 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招生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至第 8 條，刪

除第 9條案 

教務處 111年2月11日教育部臺教高（四）

字第1112200147號函同意備查，111

年2月17日海教招字第1110002727

號函修正發布。 

A 

十七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2屆

委員遴聘名單 
秘書室 業以本校110年12月13日海秘字第

1100028710號聘函致送各新任委

員。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