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學校評鑑待改進事項及改進策略
Ⅰ.校長領導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無
Ⅱ.行政管理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宜增加行政工作同仁用的電腦數量，以利行政資訊化。
具體改進措施：
1.利用高職優質化積極改善行政電腦化工作。
2.目前校內多項業務已全面電腦資訊化辦理。
Ⅲ.課程教學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雖已設置，但並未能發揮其功能，建議盡速修訂其組織章程，並
確實執行以發揮其功效。
2.補救教學工作，宜更落實執行。
具體改進措施：
1.配合 99 高職課程總體計畫書之訂定，本校設有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組織章則，並有效
整合各科教學研究會課程研究小組意見，規劃學校本位課程。
Ⅳ.實習教學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學校宜優先爭取經費，補助特殊科別（汽車科）的實習及實驗設備。
2.技能教學的補救教學部份，宜依設定的目標，更具體落實。
3.技能學習和競賽證照，宜更具體研擬鼓勵措施與做法。
4.宜更具體規劃產學合作，落實各科的就業特色，甚至宜辦理職場參觀，了解地區產業。
5.宜依科定位目標，研擬發展計畫，汰舊換新設備，且與目標相呼應。
具體改進措施：
1.積極爭取經費共完成汽車工廠、養殖工廠、特教大樓及商務實習大樓之工程、目前正
在進行輪機館及食品工廠改善工程。
2.本校學生屬性室升學與就業並重，因此對欲升學之學生實施課業輔導，加強並提升國、
英、數之基礎學科，對就業同學輔導參加各項證照之考試。
Ⅴ.學務輔導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宿舍設施宜適度更新及整修，以提升住宿生之生活品質
2.宜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並可強化幾個重點社團，以為標竿。
具體改進措施：
1.宿舍更新及整修適宜:
（1）本校學生宿舍考量離島學生家庭經濟能力普遍不佳，故未收取住宿費用，以致無
專用款項。
（2）目前僅就學效有限經費，依學生住宿需求逐步改善，務求遠道安全，書適之最低
標準。
2.社團活動適宜:
（1）運用高質優質化經費提升社團運作效能，鼓勵學生善用課於活動時間，從事正當
休閒活動，並給予呈現學習成效之舞台，肯定努力成果。
（2）選定重點發展社團，例如童軍社、音樂社及涼傘社，強化師資及設備，增進學生
學習意願，提升學習成效，其中童軍團並獲領 100 年度績優童軍團榮譽。
（3）適度逃汰經營不善社團，增加服務性社團及人文藝術社團，期能藉由社團活動的
多元學習功能創造學生多元能力，從心靈能量的美化著手，進而改善學生價
值觀，增進生命能量，提升學生升學就業競爭力。
Ⅵ.環境設備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圖書館經費的編列與應用，宜規劃配套的鼓勵措施與實施。
2.宜提供學生更多職業輔導資訊與職場現況，俾利學生就業之參考。
3.實習工廠和校園設施的公安環衛，宜由技佐或技士專人負責，俾利落實執行。
4.現有工廠的安全規劃，宜更具體落實，尤其新建大樓宜妥善規劃。
5.學校的無障礙空間，宜作整體規劃並落實執行。
具體改進措施：
1.長期以來，本校因受學生不喜讀書、圖書館設計老舊及預算有限，學生到圖書館使用
率極低。為利提升學生養成主動閱讀、積極到館的習慣，本館經營訂定短、中、長
程計畫，並輔以高職優質化的經費，期能促成校園閱讀風氣興盛及學生喜愛到圖書
館的永續經營。
2.現階段本館配合科專題製作課程，輔導學生撰寫小論文;配合文史科教學，利用圖書
館資源輔導學生撰寫讀書心得，再由本館辦理小論文及讀書心得寫作研習及提供獎
勵金，鼓勵同學參加全國性小論文及讀書心得競賽。另本館辦理從心閱讀悠遊書海
活動並提供，鼓勵班級及學生踴躍借閱書籍.
3.提供學生就業資訊管道:
（1）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年度職業訓練中心招生簡介(紙本)
（2）網站公告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年度職業訓練中心招生資訊
（3）定期公告澎湖就服站就業資訊
（4）廠商及商店求才資訊

4.實習工廠和校園設施的公安環衛，已落實執行並結合學務處、教官室及兼職行政同仁
定時、定點加強校園及工廠週邊環境。
Ⅶ.社群互動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學校宜結合地方資源，建立學校特色，帶動地方發展。
2.學校一再加強運用家長人力資源，協助家長成長教育。
具體改進措施：
1. 積極參與高市澎水校友會及尖山發電廠澎水校友會之活動，並獲捐款補助辦理全國
海事類科之技藝競賽及獎學金或工讀獎助金，嘉惠學校與學生。
2. 建全家長會之會務，鼓勵家長參與校務工作，如課程之規劃、學生事務之推展，皆
有長足之進步。
Ⅷ.專業類科
Ⅷ-1 汽車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應優先完成汽車實習工廠興建，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及提升教學品質。底盤工廠是否
有違建之顧慮？宜予調整或遷移(底盤工廠係一搭建於兩棟樓層間隔空地上之鐵皮屋，
為臨時性之建築，並非危樓)。
2.應優先規劃汽車科相關類丙級技術士檢定場地設置及申請。
3.汽車專業實習工廠分散，實習設備未有專有空間儲效應用，主管單位宜重新規劃汽車
專業實習工廠空間運用。
4.可優先考慮增聘汽車專業教師，以利專業科目之教學。汽車科專任教師只有三位，數
量明顯不足，無法有效支援專業教學。刻務行政分工及學生專業輔導。
具體改進措施：
1.汽車科工場己於 100 年 10 月 1 日完工並落成啟用，該大樓為一棵四層樓建築，大樓
內各實習工場的設置，均符合動力機械群部訂及校訂課程需求，底盤工場設置於一
樓。
2.目前本科己申設氣壓丙級檢定場及機器腳踏車丙級檢定場，學生在校即可參與該兩項
技能檢定。
3.新建汽車科教學實習大樓內各實習工場均規劃有專屬的器材室放置實習設備。
4.目前本科己有專任教師四名，對於專業科目的教學及學生輔導工作，均能順利達成。
Ⅷ-2 資訊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昔時空間與設備均不足，無法有效支應分組教學，建議宜積極爭取空間與補充相關設
備並實施分組教學。
2.科務會議宜定期召開，並有會議記錄。

3.電子學、數位邏輯等課程，宜輔導學生使用 PSPICE、EDISON 等模擬軟體來增加學
習成效。
4.科專屬網頁內容宜再增強。
具體改進措施：
1.97 年綜合實習大樓完工，本科增設電腦多媒體製作教室一間及電腦一批，已解決空
間設備不足及無法有效支應分組教學之問題。此外，有鑑於電腦設備汰換速度快速，
而檢定機種設備規格必須一致，本科自 98 年起，原微電腦硬體裝修實習工廠陸續更
換主機板、硬碟、光碟機、螢幕等設備，以利檢定作業順利進行。
2.本科由於與電子科教師專長重疊及互補，兩科之授課科目可互相分擔，因此定期於每
學期期初及期末召開科務暨教學研究會，並由專人負責撰寫會議記錄。
3.基本電學、電子學及數位邏輯等課程，除電路實作外，亦增加 Tina 電腦模擬軟體之
教學與實作，藉由模擬搭配電路實作，以增加學習成效。
4.本科網頁已全面更新；課程規劃、設備、檢定及升學等資訊網頁上均有詳細說明，此
外，公布欄隨時更新最新消息並公布學生優良事蹟，增進學生榮譽感與向心力。
Ⅷ-3 餐飲管理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實習器材宜滿足學生實務學習需求。
2.依班級數及現有教師授課時數計算，宜再增聘專任師資數名。
3.與業界互動之參訪、講座、實習宜納入課程內容。
4.宜多加強與區域地區學校建立更多資源分享與合作機會。
5.建議每年編列合理資本及經常門費用以維護既有設備，增加視聽教學儀器及資訊社
備。
具體改進措施：
1.實習器材宜滿足學生實務需求。
每個學期期末若本科實習材料費還有剩款，皆會請技士詢問各任課教師，是否須增
加請購實習器材；若需要請提出請購。
實習器材依課程標準逐年增加請購，己滿足上課需求
年度

名稱

新增

97

冰箱

＊

不繡鋼工作台

＊

不繡鋼洗濯台

＊

調理台

＊

調理檯

＊

磁性白板

＊

義式咖啡機

＊

磨豆機

＊

發酵箱

＊

98

汰舊

備註

99

示範桌

＊

房客服務車

＊

單人床

＊

雙人床

＊

附爐桌邊服務車

＊

糕點車

＊

單人床

＊

雙人床

＊

白鐵工作台

＊

活動床

＊

100

冰箱

＊

101

個人電腦主機

＊

吧檯

＊

2.依班級數及現有教師授課時數計算，宜再增聘教師數名。
目前本科已增聘專任教師至 8 名；有 5 個實習課程（共 10 個班級數）進行分組教學；
說明如下：
95 魏兆琪教師進入本科為代理教師
96 魏兆琪教師正式成為本科專任教師、蕭海寧教師進入本科為代理教師
97 鄭喬箏教師正式成為本科專任教師、蕭海寧教師進入本科為代理教師
98 蕭海寧教師正式成為本科專任教師
目前進行實習分組織課程有：中餐烹飪實習（一年級、共 2 個班）、飲務實習（一年
級、共 2 個班）、
西餐烹飪實習（二年級、共 2 個班）、中餐烹飪實習（二年級、共 2 個班）、餐飲實
習（三年級、共 2 個班）。
3.與業界互動之參訪、講座、實習宜納入課程內容。
教師視課程需求安排校外參訪；如：百世多麗飯店參訪、元泰飯店參訪；本科亦配
合實習輔導處就業組辦理的職業宣導活動等。
4.宜多加強與區域地區學校建立更多資源分享與合作機會。
本科近幾年曾參與高雄餐旅學校辦理策略聯盟活動及澎湖科技大學主導的三爭海味
廚藝競賽、策略聯盟（本科與馬公高中觀光科、澎湖科技大學三所學校）專題競賽，
並於假日由老師帶領學生至澎湖科技大學學習專題製作課程；本科亦配合教務處之
升學宣導活動、國中職業試探活動、校友會參訪實作活動及本縣教師會研習活動等。
5.建議每年編列合理資本及經常門費用以維護既有設備，增加視聽教學儀器及資訊設
備。
（1）本科每年皆編列資本門及經常門費用維修設備。但因為校務基金之緣故，本科經
常門被列為由本科實習材料費支出；本科使用之電器用品又多，小故障及維修在
所難免，如此便會擠壓到學生實習材料費的使用，任課教師在進行課程設計時（需

考慮食材的費用）頗為為難；因本科為餐飲管理科，要讓學生多操作則須請購適
當的材料，但實際經費又不夠，還真難兩全。
（2）各年度增加之視聽設備
年度

名稱

數量

97

個人電腦

一部

攝影機

1部

數位相機

1部

投影機

2部

數位相機

1部

綜合擴大機

1部

投影機

1部

個人電腦

一部

98
99
100
Ⅷ-4 水產食品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為提升實習廠所之安全，宜爭取經費改善二樓實驗室及加工廠共用之情形。
2.課程安排時，宜充分反應水產食品科之特色。
3.宜向校方爭取更大的網域空間，以利本科 e 化教學及相關資料之建置。
具體改進措施：
1.應用 98 況大內需專案共用兩百多萬，完成本科二樓第二座實品化學實品化學實驗室，
並成為合格之實品檢驗分析考場並擴大推動丙檢業務。
2.於 99 新課綱，增設六節水產食品 702 實習課程。
3.應用優質化經費完成全省第三座之水產加工技術士檢定場，並於 99 年起推動澎湖地
區水產加工丙檢業務。
4.已完成本科全館有線及物線網路設備。
Ⅷ-5 水產養殖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宜增加校外參訪次數。
2.宜鼓勵學生就近參加本校已建置完成之水族丙級技術士考試。
具體改進措施：
1.在教學研究會突出:每年及每學期近可能舉行一次校外参訪活動(為本縣公立水產研
究中心僅二處，私人箱網養殖場出海參觀行程安全較困難。)
2.每二年一次在本校舉辦水族丙級技術士考試，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Ⅷ-6 漁業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同學及老師均認為為改善產業人才之需求，軟硬體設施均有強化之必要，尤其海上實
習因實習船太少、航次太短，學校硬體設備老舊，未能完全呼應產業高新科技化發
展之需求。
2.建議由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或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成立海洋數位教育資源典藏中心，俾使
高職發展本土教材之應用與參考。
3.漁業科應確立技術範疇並結合證照考試，另外年滿十八歲高職畢業才可考動力小艇之
規定應改成高職課程認證，修畢即可考證照，以達學、用、考合一，可規定年滿十
八歲才可執業即可。
4.教師雖各具專長，但漁業產業往高新科技方向發展，應鼓勵在職終身學習，提升為碩
士級之教師（目前只有一位具碩士學位）。
具體改進措施：
1.漁業科現在的海上實習是在育英二號，約十天左右，因船上沒有拖網、延繩釣等魚撈
方面相關設備使海上實習未能與課堂所學相輔相成，建議能建造一艘設備員備現代
化、資訊化、科技化專屬漁業科的實習船。
2.漁業科一年級之海上安全實務課程，學生於修課及結業後，可取得船船員基本安全訓
練結業證書。
3.現有教師已有兩名具碩士學位。
Ⅷ-7 航海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科網業已建置，惟資料尚待充實，例如加上考選部「航海人員二等船副之考古題」及
學生在育英二號之海上實習情況、或再高雄海洋科大做船員基本訓練四小時證書之
訓練演習照片等。
2.學生建議育英二號海上實習天數太少，由於目前高職學生實習僅至琉球那霸，實際海
上航程僅一天多，致見習時間不足，建議可至日本本島之鹿兒島延長海上實習航程。
3.海事學校之 ISO9000 認證，為 STCW 為國際公約之要求，惟其規模可僅及培育商船
船員之航海、輪機科，不必將全校各科接納入，以節省規劃與往後每年認證之費用。
4.如經費許可建議購置 PC 及模擬機，對學生實習而言，具有較大彈性，應比實際航海
儀器更實用。
具體改進措施：
1.科網頁資料將持續的充實其內容。
2.實習天數並非本科所能決定，僅能於相關會議中提出建議。據了解，由於經費問題，
日後實習天數只會縮短，增加天數的機會不大。
3.海事學校之 ISO 認證，由學校評估其可行性(其規劃與往後每年認證之費用)本科將配
合辦理。
4.目前本科所購置支航海儀器(如:ARPA、GPS、ECDIS)，其本身亦具有模擬機之功能。
日後經費許可，將持續購置相關之 PC 及模擬機，以增進實習課程之成效。
Ⅷ-8 輪機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二年級下學期之海上座談，若能嘗試局部調整行程，以期納入商輪參觀之單元，將有
助於學生對輪機之直接認證。
具體改進措施：
1.關於二年級下學期之海上座談，已將建議事項納入規劃參考，並於海上座談期間參訪
相關造船廠及船運公司。
Ⅷ-9 航運管理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鑒於離島地區學生進路較不如本島，在推甄、繁星計畫或其他升學管道上，建議能多
與鼓勵，以外加名額方式使學生之升學管道暢通。
2.部分學生家境較困難，建議由校方爭取工讀機會獲獎助學金，以鼓勵其向學。
3.專業科目之教科書常屬稀有科目，老師自編講義用意即努力甚佳。亦可由教育部推動
印行專業科目教科書。
具體改進措施：
1.目前本科學生升學已逐年大獲改善，名額增多，它透過繁星、技優、離島推甄、登記
分發等多元升學管道，充分暢通。
2.針對家境困難學生，目前政府有低收入或清寒補助，學校也設有工讀機會，急難救助
申請及各項獎助學金。
3.近年本科與大專院校，產學攜手合作與策略聯盟，例澎科大航管系辦理專業課程編撰，
編制航業經營概論教材，對稀有科目教材教學大獲改善。
Ⅷ-10 電子通訊科
待改進及建議事項：
1.加強應、數等課程，注重基本能力之培養，以因應多元化之社會變化。
2.因地處偏遠，宜善用網路科技，加速與外界之聯繫管道，擴展與電子科系新知的接觸
面。
具體改進措施：
1.本科為加強學生英文、數學之基本能力，於校訂必修科目中有：
一年級:：電子類應用英語會話 2 學分(上、下學期各 1 學分)
二年級:：英語聽與說 2 學分(上、下學期各 1 學分)、數學 8 學分(上、下學期各 4 學
分)
三年級:：生活美語 4 學分(上、下學期各 2 學分)、數學進階 6 學分(上、下學期各 3
學分)
並於學期中每週有二小時的英文、數學課後輔導課及寒暑假各有 12~20 小時之英數輔
導課程。
3. 本科於校訂科目中訂有多項電腦課程，除教導學生電腦之基本知能外並善用網路科
技搜尋各種資訊，以增強本身電子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