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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8 次(第 1167)行政會議記錄 地點 教學大樓二樓簡報室 

時間 中華民國105年12月13日（星期二）13：30 主席 馬教務長 記錄 賴瑞忠 

出席 

王學中 古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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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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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祖華 陳志霖 黃平宇 丘慧蓉 陳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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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 修訂｢學生業界參訪作業規範｣。(研發處)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2 月 2 日公布實施。 

2. 修訂｢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人事室)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2 月 5 日公布實施。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單位 

教務處 

馬成珉 

1. 為審酌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自我評鑑結果，教資中心規劃 12 月 16 日(五)

辦理本學年度第一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規劃如下： 

➢ 指導委員名單如下： 

項次 姓名 現職或經歷 

1 劉祖華 本校校長 

2 廖慶榮 台灣科技大學校長 

3 江漢聲 輔仁大學校長 

4 陳君侃 長庚大學副校長 

5 鄧成連 亞洲大學副校長、崇右技術學院校長 

6 莊達修 大慶證卷公司總經理 

7 翁樸棟 宏遠電訊公司總經理、三光行總經理 

8 楊純誠 曾任明志科大教務長、院長 

➢ 因應委員之垂詢，請下列主管與會(敬請於當日上午 9:15至簡報室)，感謝

各單位主管的協助與配合。 

序號 處室 出席人員 

1 教務處 馬成珉教務長 

2 工程學院 梁晶煒院長 

3 環資學院 謝章興院長 

4 管設學院 林晋寬院長 

5 總務處 孟魁總務長 

6 學務處 張麗君學務長 

7 研發處 劉豐瑞研發長 

8 秘書室 沈明雄主任秘書 

9 圖資處 黃植振圖資長 

10 教務處 張嘉德副教務長 

11 通識教育中心 蒲彥光中心主任 

12 經管系 陳心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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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應成績評定更改為等第制，修訂外籍碩士班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請審議。 

決議：因未設定服務時數、提高學業及操行成績標準等因素，再研議。 

3. 依據各系申請 IEET 時程，原 106 年底須接受 IEET 實地訪評之系所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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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認證申請費用、對於學生的實際效益等，建議四至五年後無 1-4 年級學

生之學制不申請 IEET認證。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4. 106學年度博碩士甄選報名繳件說明如下： 

系別 
招生

名額 

12/1 

總報名

人數 

與招生名

額差異 
達成率 

4+1 

名額 
報名

人數 

繳件

人數 
達成率 

能源電池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2 0 -2 0 -- -- -- -- 

機械與機電工程碩士班 11 28 17 254.55 41 22 11 26.83 

電機工程碩士班 11 33 22 300.00 23 21 19 82.61 

電子工程碩士班 11 35 24 318.18 40 31 30 75.00 

化學工程碩士班 14 38 24 271.43 29 26 26 89.66 

生化工程碩士班 6 23 17 383.33 14 18 16 114.29 

環境工程碩士班 9 17 8 188.89 14 11 11 78.57 

材料工程碩士班 18 43 25 238.89 31 28 25 80.65 

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 7 25 18 357.14 19 16 16 84.21 

經營管理碩士班 8 9 1 112.50 7 5 5 71.43 

工業設計碩士班 4 9 5 225.00 7 5 5 71.43 

視覺傳傳達設計碩士班 6 8 2 133.33 3 2 2 66.67 

合計 107 268 161 250.47 228 185 166 72.81 

經管系說明：有入班宣導，但學生家長建議先就業；報考國立大學；怕無法

錄取，故偏低。 

視傳系說明：以往學生先就業，老師有進行鼓勵，但短期難以改變；報名人

數超過錄取名額怕無法錄取，針對有研究潛力的學生鼓勵非全面性，故偏低。 

機械系說明：有調查其中 50%考慮先就業，直接 21%放棄升學，18%已考上其

他學校，其他(11%)則為家庭因素及經濟因素的考量。 

5. 為協助學生面對全球化競爭潮流，請各系針對專業必修/選修課程進行模組

化，並對外系學生開放（四技日間部第二專長學分學程），以協助學生在深耕

核心專業之餘有機會跨領域學習，培養多元專長能力，預訂於 106 入學年開

始實施，相關規劃如下，請審議。 

➢ 在不增加總畢業學分的前提下，各系開設之第二專長學分學程以 15學分為

原則，自 106入學年起，四技日間部畢業學分建議配置如下： 

共同必修/ 

通識選修 
工讀學分 

本系專業課程模組+第二專長

課程模組 
總畢業學分 

30 20 98(內含可跨系選修 15學分) 148 

➢ 教務處規劃於 106年 2月前完成訂定「學生修讀第二專長實施辦法」，再由

各系自訂學生修讀第二專長申請資格及申請程序。 

➢ 請各系協助之事項如下： 

 各系安排 106入學四技日間部課程總表前，應討論並建立模組化課程並

開放部分模組(第二專長學分學程)予外系學生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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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課程總表備註欄中應註記「專業選修開設 XX學分，至少應修畢 OO

學分（含跨系選修 15學分）。」 

 於各系網頁上建立「第二專長學分學程」專區，以方便外系學生取得相

關資訊，教務處亦會於教務處網頁建立第二專長專區供新生查閱。 

 各系是否開放學生於選課系統上跨選外系課程，亦請系上一併討論。 

➢ 第二專長學分學程與本校現行制度比較，請參考。 

項

次 

跨領域學程 
輔系 

（雙主修） 
專業學程 

第二專長 

學分學程 
產業學院 

國際 

學分學程 

A B C D E F 

1 本系生修外系課 

外系生修本系課 

本系生修外系課 

外系生修本系課 

基於本位課程 

本系課程模組 

本系生修本系課 

本系生修外系課 

外系生修本系課 

本系課程模組/

實習 

企業合作/最後

一哩 

本系生修本系課 

全英語授課 

2 學分學程約20學分 

外修 6學分 

他系必修 20學分

（雙主修：他系

全部必修學分） 

下限 XX學分 外修 15學分 

輔系內含 

  

3 超過 148學分須自

願 

超過 148學分須

自願 

學分內含 學分內含 學分內含 學分內含 

4    本系要讓出 15

學分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各系依教務處規劃辦理。 

圖資處 

黃植振 

1. 修訂「校園網頁督導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圖資處依規定辦理。 

2. 為符合行政院資安職能訓練證書之有效性之要求，及教育部統合視導資安教育

訓練要求，圖資處職員曾芊芸君申請 105年 12月 17日~106年 2月 11日短期

進修-｢CHFI資安鑑識調查專家認證課程｣，補助報名費 68,000元，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圖資處依規定辦理。 

 

材料系 

陳勝吉 

1. 材料系增列「Photoshop」1項證照為認可之專業證照項目，請審議。 

決議：修改後通過。後續作業請材料系依規定辦理。 

 

學務處 

黃志成 

1. 修訂「學生健康檢查及健康管理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學務處依規定辦理。 

學務處 

衛保組 

研發處 

劉豐瑞 

1. 創新育成中心為扶植企業申請登錄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申請

成為櫃買中心創櫃板推薦單位，需配合制定「推薦企業登錄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創櫃板作業要點」，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2. 為配合科技部納入專案教師申請資格及獎補助作業期程，修訂「教師學術研

究補助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3. 依實際作業流程，修訂「重點特色發展計畫補助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4. 修訂「學生參加國內學術活動補助辦法」，新增指導教授之評語，請審議。 

決議：修改後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5. 修訂「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補助辦法」，新增指導教授之評語，請審議。 

決議：修改後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6. 為了解本校對於提供外籍生在課程及生活規劃是否完善，透過問卷方式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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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本校的外籍學生進行調查，國合組彙整問卷結果及意見摘要如下: 

(1) 國際學生普遍認同各系所課程規劃及教師英語授課，也滿意學校求學及研

究環境；僅一位表示第一年求學較辛苦，因部分老師無法用英語溝通交談。 

(2) 國際學生普遍認為適應明志學習生活，唯一需要協助的是取得校園資訊部

分，因為大部分的電郵及紙本通知都是中文，希望網頁介面可以設英文版。 

(3) 全體填答同學均表示樂於在明志學習。 

(4) 少數同學對於宿舍管理較不滿意，認為舍監並沒有好好處理部分學生不良

的衛生習慣及夜晚吵鬧的問題。 

(5) 國際學生在明志最想感謝的人大部份為系上的老師(含系助理)，認為對他

們的關心和協助很足夠；也有同學表達想感激的人是朋友。 

(6) 最希望學校改進及提供的服務包括網頁增設英文版，多一點英文課程，宿

舍管理改進，以及提供畢業後就業諮詢。 

(7) 絕大部分的同學都願意推薦明志給自己國家的學生申請就讀。 

7. 配合本校「研究發展會議設置辦法」制訂完成，依據本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其會議成員中之選任委員，應由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各推薦一名未

兼任主管職之教師擔任。故請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協助於12月23日(五)前，

將單位推薦之名單e-mail給研發處研推組秀娟。 

8. 因應上述「研究發展會議」成立，本校屬於研發處之相關獎補助辦法，依105

年9月13日之行政會議所提案規劃，於「研究發展會議」正式成立後，將下列

運用獎勵補助款辦法之修訂審議單位改送至「研究發展會議」辦理。 

項

次 
運用獎補助經費之辦法名稱 

辦法 

業管單位 

現行辦法修

訂審議單位 

未來辦法修訂 

審議單位 

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辦法 

研發處 

(產合組) 

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 

會  議 

2 補助教師啟動學術研究辦法 行政會議 

3 教師研究著作補助辦法 行政會議 

4 獎助教師研究與改善教學經費支用辦法 行政會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秘書室 

沈明雄 

本校 105年行政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1. 本次問卷調查時間為 105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計有教職員生 382位填

答(104年 629位)，問卷統計結果整體服務滿意度為 75.9%(104年 75.5%)。行

政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圖資處、校長室(秘書室)及教學資源中心。 

2. 綜合意見說明事項，相關單位服務態度及禮儀仍有進步空間，請單位主管予以

關切；因應外籍生洽詢需求，各單位指派專人窗口請學務處協助彙整名冊；反

映宿舍維修效率，宿舍應利用暑假第一周完成檢視及報修，以利總務處排修，

避免開學後才產生問題，整體維修效率較慢已請總務處另提改善報告。 

 

壹、 主席報告： 

1. 四至五年後無 1-4年級學生之學制不申請 IEET認證，請教務處安排與相關學系開會討論。 

2. 已報名之預研生，請各系推動務必使學生一定要註冊。 

3. 本校外籍學生意見調查請院長、系主任參考。 

4. 研究發展會議選任委員請各系及通識教育中心配合辦理推薦人選。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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