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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6 次(第 1184)行政會議記錄 地點 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間 中華民國106年10月31日（星期二）13：30 主席 劉校長 記錄 賴瑞忠 

出席 

王學中 吳啟耀 江潤華 陳勝吉 林金祥 沈明雄 

孟  魁 林柏化 林晋寬 林俊雄 邱振堯 官文惠 

朱承軒 馬成珉 張嘉德 張麗君 梁晶煒 陳鍵滄 

廖宜慶 黃植振 黃志成 游淑萍 程裕祥 楊純誠 

劉豐瑞 劉宗宏 蒲彥光 謝滄岩 謝章興 王建智 

劉舜維 黃平宇  (雙底線者為請假、單底線者為公出) 
 

紀錄內容若

有不符，請

於三日內提

出，以便更

正。 

壹、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 增訂「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研發處) 

辦理情形：已於 10 月 26 日公布實施。 

2. 擬修訂「傑出校友選拔辦法」。(學務處) 

辦理情形：核簽中。(11 月 3 日公布實施)。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部門 

教務處 

馬成珉 

1. 106 學年 IEET 工程教育、設計教育認證本校電機系、電子系、化工系、材料

系、環安衛系、工管系、工設系、視傳系等八系將於 11 月 6 日(一)接受 IEET

期中審查，行程規劃校級主管行程略有調整，請見下表；另下午認證團會議，

敬請各單位主管準時出席，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及配合。 

時間 事項 地點 出席主管及人員 

08:35 歡迎認證委員 教學大樓一樓門

口 

(當日下雨則改至

體育館 1 樓) 

校長、教務長、主任秘

書、三院院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進推

處處長、各系主任 

09:00-09:30 總召集人與校

內主管面談 1 

第一會議室 

 

教務長 

 

10:00-10:30 總召集人與校

內主管面談 2 

第一會議室 

 

管設學院院長 

11:00-11:30 總召集人與校

內主管面談 3 

第一會議室 

 

環資學院院長 

11:30-13:00 午餐 第一會議室  

13:00-13:30 總召集人與校

內主管面談 4 

第一會議室 

 

工學院院長 

13:50-14:20 參觀圖書館、電

子計算機中心 

圖書館、 

電子計算機中心 

進推處處長、圖資長、

副圖資長 

14:30-16:30 認證團會議 教學大樓 2 樓 

簡報室 

認證委員 

16:30 宣讀離校意見

書 

教學大樓 2 樓 

簡報室 

校長、教務長、主任秘

書、三院院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進推

處處長、各系主任 

 

 

 

學務處 

黃志成 

1. 為因應國際學生因語言溝通及無在台家屬協助就醫，為使國際學生發生緊急

傷病有所依循，訂國際學生校內緊急傷病處理標準流程，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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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2. 教育部要求各校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並以畢業後1、3、5年為調查對象，意

即須辦理100、102、104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調查截止日期為106年11月

10日。進度： 

(1) 100 學年度學士班畢業學生平均填答率為 81.15%，碩士班畢業生填答率

為 88.82%。 

(2) 102 學年度學士班畢業學生平均填答率為 85.86%，碩士班畢業生填答率

為 95.81%。 

(3) 104 學年度學士班畢業學生平均填答率為 88.56%，碩士班畢業生填答率

為 93.06%。 

(4) 目前(統計至 10 月 31 日 09:30)各系執行情形如附件學務 3。 

(1) 今年教育部預設本校畢業後一、三年各系達標追蹤率為 75%，畢業後五

年達標率為 70%。 

(2) 目前全校追蹤率已達教育部預設目標，謝謝各系的協助與配合! 

環安衛系 

程裕祥 

1. 報告本系畢業後五年畢業生流向調查64.44%之原因及改善對策。 
 

圖資處 

黃植振 

1. 為提昇本校之能見度，以及於世界網路大學排行之名次，擬請全校教師登錄

Google 個人學術檔案，截至 106 年 10 月 29 日止，共有教師 12 人(6%)尚未完

成登陸，請各位主管協助轉請尚未登陸的教師登陸。 

2. 圖書館 107 年度圖書獎補助預算規劃如下，請審議： 

(1) 107 年度擬規劃列入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資本門之項目共 7 項，合計

573 萬元。 

項次 購置內容 預估總價(台幣) 

1 中文圖書 400,000 

2 外文圖書 800,000 

3 Web of Science(SCIE) 2,100,000 

4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430,000 

5 Elsevier E-Journal 1,800,000 

6 視聽資料 200,000 

 合計 5,730,000 

(2) 因第 2 項外文圖書請購到驗收付款需三個月時間，擬於 107 年 1 月起分

批次請購。第 3、4、5 項電子期刊及資料庫開始使用時間為 107 年 1 月

起，故需提前於 106 年 11 月起請購，但付款將配合 107 年度教育部整體

發展獎補助撥款後始支付。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圖資處依規定辦理。 

3. 總管理處資訊部來函說明已完成 Windows 10 測試，將規劃企業開始導入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但為撙節軟硬體投資費用，將先針對本企業爾後新購

的 PC 及筆記型電腦，安裝使用 Windows 10，不再降級安裝 Windows 7。另

各單位有請購非統購規格的 PC 時(如製程電腦及繪圖用電腦)，請依實際作業

需求，自行測試套裝軟體是否可於 Windows 10 正常安裝及執行，再評估 PC

安裝使用的作業系統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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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1. 擬修訂「專利申請補助管理辦法」，增加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召開次數，以加

快專利申請的時效性以提升本校的研發能量，請審議。 

決議：修改後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2. 本校 106學年起開始進行大陸地區以外之交換活動，擬修訂「學生至大陸地

區交流學習實施辦法」為「學生至境外地區交流學習實施辦法」及部分條文，

請審議。 

決議：修改後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3. 因「獎助優良學生至姊妹校短期研習訪問實施辦法」、「學生寒暑假海外遊學

補助辦法」與「學生出國短期見習補助辦法」三項辦法內容相似，故擬修訂

「學生出國短期見習補助辦法」，並同時廢除「獎助優良學生至姊妹校短期研

習訪問實施辦法」與「學生寒暑假海外遊學補助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4. 為因應陸生工讀實習的特殊限制，針對該身分增加實習之多元性，擬修訂「大

學部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5. 為培養本校教師、研究生及研究人員之學術倫理素養，以精進學術研究之品

質，訂定「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要點規定專任教師、專案教

師每三年應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研習者，始得申請本校研究績效獎勵。研究生應在取得學位前完成六小時之

研習時數(若首次擔任科技部計畫助理，須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始得

申請兼任助理費用)。教師、研究生及研究人員須選擇修習以下任一課程，並

取得主辦單位核發修習證明(至少六小時)，送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組備查： 

1.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完成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 

2. 校內外舉辦之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本校本年度訂於 11/18(六,2場)、11/22(三,1場)、11/28(二,1場)共舉辦 4

場各三小時研習工作坊，請務必選擇其中 2場參加，並於會後 3天內進行課

後評量且達 70分以上，始得核發修習證明，認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時

數。若因故無法參加，請之後利用時間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

站完成線上課程。謝謝! 

攸關教師權益，請系主任轉達上述相關訊息給系上老師和請研究所開授專題

討論的老師督促研究生完成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屆時將提供通過

名單給開授專題討論教師做為評分參考。 

 

人事室 

游淑萍 

1. 為強化學術倫理機制，擬修訂｢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請

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人事室依規定辦理。 

2. 本校職員陳勁宏先生(學士 25,000元)及鄭秀妤小姐(碩士 30,000元)擬申請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進修學位學雜費補助，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人事室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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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沈明雄 

1. 配合 106 年 5 月 12 日教育部修訂之「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

制度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擬修改本校「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組作業要

點」，請審議。 

決議：再研議。 

 

貳、主席報告： 

1. 11 月 6 日(一)接受 IEET 期中審查，請各單位加強準備，大家努力順利通過審查。 

2. 畢業後五年畢業生流向調查，請環安衛系努力達成 70%的目標。 

3. 尚未完成登陸 Google 個人學術檔案之教師，請各系主任協助轉請教師儘速登陸。 

4. 研發處舉辦 4場次的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工作坊，請全校教師、研究生及研究人員依規定時數

參加，並取得主辦單位核發修習證明(至少六小時)。 

5. 教師赴國內、外產業參與深耕服務，請各系以前三年目標為 40%安排深耕服務計畫後，送人

事室彙整，老師產學合作可以折抵者，請儘速提出。 

6. 請研發處以學院為單位安排各系報告工讀實習的媒合方式，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7. 明志指標依指標性質以季、半年、年進行管考，請秘書室安排管考時間。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