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南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電子工程系

第四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11日



東南科技大學104 學年度第2學期電子工程系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4月 11日(星期一)下午 4時 20分

地 點：電子 202會議室/資料室(炎黃樓 B棟二樓)

主 席：林義平 主任 記錄：謝委凌

出席人員：如簽到(應到：7人)(實到：5人)

壹、 主席報告：

提案一：修正電子系專任教師績效評比辦法案。

贰、 會議討論：

提案一：提請修正東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專任教師績效評比要點案。

說 明：為落實電子工程系之發展主軸與規劃，以敦促所屬專任教師有所依循並

達到具體成效，特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3條規定，訂定「東南

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專任教師績效評比要點」。

決 議：1、通過東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專任教師績效評比要點，詳如附件一。

2、學生學習與輔導成效評分表詳如附件二。

3、高中職策略聯盟學校合作成效評分表詳如附件三。

4、產學研究成效評分表詳如附件四。

5、配合執行校務行政、以及教育部各項評鑑、訪視與其他相關認證業務

評分表詳如附件五。

6、其他與單位發展主軸、規劃相關事項評分表詳如附件六。

參、散 會。

記錄： 主席：



東南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電子工程系

第五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9日



東南科技大學104 學年度第2學期電子工程系第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6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電子 202會議室/資料室(炎黃樓 B棟二樓)

主 席：林義平 主任 記錄：謝委凌

出席人員：如簽到(應到：7人)(實到：7人)

壹、 會議討論：

提案一：提請審查本系105年度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及教師申請獎勵補助

案。

說 明：1、補助案件：研習案、進修案，案件產生時間落於：

第1階段：104/12/01-105/04/30，第2階段：105/05/01-105/11/30。

2、獎勵案件：研究、著作、改進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案件產生

時間落於：案件產生時間落於： 104/01/01-104/12/31。

決 議：同意105年度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及教師申請獎勵補助案，詳如

附件1。

提案二：請審查105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名單。

說 明：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辦理專任教師續聘作業，敬請審查105學年度續聘專

任教師名單。

決 議：本系因課程及教師專長需求，同意105學年度續聘專任教師，詳如附件2。

提案三：請審查105學年度第1學期聘任校外兼任教師作業案。

說 明：擬聘請網路與通訊工程產學訓學分班校外兼任吳佳廸助理教授案。

決 議：同意聘請網路與通訊工程產學訓學分班校外兼任吳佳廸助理教授，詳如

附件3。

參、散 會。

記錄： 主席：





東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二次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電子工程系

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內附資料：

一、 會議簽到冊

二、 會議討論事項紀錄

討論事項：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之課程對應在核心能力。

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6 日



東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電子工程系第二次教學研討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03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電子 202 室(炎黃樓 B 棟二樓)

主 席：林義平 主任 記錄：謝委凌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丙級電腦硬體裝修之課程對應在核心能力，提請討論。

說明：核心能力

A.熟用專業實務所需之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B.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善實務

技術的能力。

C.運用創意於實務技術的能力。

D.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E.確認、分析及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

F.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G.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H.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結論：教學對應核心能力，期末時學生學會個人電腦組件、界面之拆裝與組裝，

能獨立完成個人電腦組態設定、硬式磁碟機規劃、網路線製作、電腦環

境組態規劃、作業系統軟體環境安裝與設定、套裝軟體安裝與設定，並

具有電腦、電子、電路、作業系統、程式設計、網路應用、工業安全、

智慧財產權等基礎知識；並積極輔導學生考證照。

肆、散會。

記錄： 主席：



東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3次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電子工程系

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內附資料：

一、 會議簽到冊

二、 會議討論事項紀錄

討論事項：丙級專業證照之課程對應在核心能力。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



東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電子工程系第三次教學研討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6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4時 20分

地 點：電子 202室(炎黃樓 B棟二樓)

主 席：林義平 主任 記錄：謝委凌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丙級專業證照之課程對應在核心能力，提請討論。

說明：核心能力對應指標

1、熟用專業實務所需的知識、技術、技能及工具的能力。

2、確實執行標準作業程序，並執行、分析、解釋與應用實驗於改善實務

技術的能力。

3、運用創意於實務技術的能力。

4、計畫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5、確認、分析及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

6、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實務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

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7、理解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觀點。

結論：丙級工業電子課程大綱分三部分，1、學科題庫講解。 2、各種儀器之操

作與量測。3、音樂盒製作。期末時學生學會儀表操作、電壓、電流之量

測、音樂盒電路分析、音樂盒製作、音樂盒故障檢修；並積極輔導學生

考證照。

丙級電腦硬體裝修教學對應核心能力，期末時學生學會個人電腦組件、

界面之拆裝與組裝，能獨立完成個人電腦組態設定、硬式磁碟機規劃、

網路線製作、電腦環境組態規劃、作業系統軟體環境安裝與設定、套裝

軟體安裝與設定，並具有電腦、電子、電路、作業系統、程式設計、網

路應用、工業安全、智慧財產權等基礎知識；並積極輔導學生考證照。

肆、散會。

記錄： 主席：







東南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電子工程系

第一次

學生專業實務實習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9日



2

東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 學生專業實務實習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 105年 6月 29日(星期三) 下午 13:30

地點： 電子 202會議室/資料室(炎黃樓 B棟二樓)

主席： 林義平 主任 記錄：謝委凌

壹、 提案討論：

提案一：審查 105 學年度學年實習專業實務實習機構與學生。

說明：1、105 年度-四年級-學年實習-網路與通訊工程產學訓學分學程班，共 25 人。

2、105 學年度-四年級-學年實習，共 4人。

決議：通過 105 學年度學年實習專業實務實習案，共 29 人，實習期間、機構與學生詳

如附件。

貳、 臨時動議

無。

參、散 會。

記錄： 主席：



東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埸論文發表會議紀錄

電子系

論文發表會議紀錄

內附資料：

(1)會議簽到冊

(2)論文主題名稱：Morphology contro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nO/ZnS

nanorod arrays synthesised by microwave-assisted heating

(3)論文發表者：蔡明錕助理教授

(4)論文稿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0日



東南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埸論文發表會議紀錄

系(組)

論文發表會議紀錄

內附資料：

(1)會議簽到冊

(2)論文主題名稱：

(3)論文發表者：

(4)論文稿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

東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電子工程系

系務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21日



2

東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電子工程系 系務會議 議程

時間： 105年 9月 21日(星期三) 下午 3:30
地點：電子 202教室(炎黃樓 B棟二樓)
主席：林義平主任 記錄：謝委凌

出席：如簽名單

壹、 主席報告

一、分配106學年度招生學校與員額，請詳如附件1。

二、招生策略聯盟規劃表，請詳如附件2。

三、10月18日(二)辦理產學論壇，敬請老師與二年級學生出席參加。

四、服務教育也可以在系辦公室執行，協助系上事務，校內實際服務兩小時折抵服

務教育II時數一小時核計。

五、敬請轉告同學踴躍申請吳義芳獎助學金、清寒獎助學金及高文堂獎助學金。

六、鼓勵老師們帶隊參加機器人比賽。

贰、 提案討論

提案：106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二專各招生管道招生類別及名額規畫，提請審

查。

說明：1、核定招生名額 60 名。

2、外加技優甄審招生名額：25 名。

決議：

叁、 主席結論

肆、 散會

記錄：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