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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7 次(第 1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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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星期二）13：30 主席 馬成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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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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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專利申請補助管理辦法」。(研發處)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中。(11 月 15 日公布實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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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組)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中。(11 月 17 日公布實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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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組)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中。(11 月 17 日公布實施) 

4. 修訂「大學部工讀實務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研發處)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1 月 13 日公布實施。 

5. 修訂｢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聘任辦法。(人事室)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1 月 9 日公布實施。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部門 

圖資處 

黃植振 

1. 依行政院「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要求，B 級學

術機構每年一般使用者與主管至少須接受 3 小時資安宣導課程並通過課程評

量。本校 106 年度教職員資安累積時數統計至 106 年 11 月 13 日，尚有 113

人未達標準，後續課程規劃如下表，敬請各位主管協助督促尚未符合資安時

數之教職員報名參加。 

講座名稱 日期 時間 

主管資安講座 106年12月05日 13：00~16：00 

資安威脅無所不在 106年12月15日 13：30~16：30 
 

 

 

研發處 

劉豐瑞 

1. 教育部公布「105 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實施計畫」，將分二階段

至各技專校院進行實習課程實地訪評，本校為第二階段受評學校(107 年 3~6

月)。教育部已於 106 年 6 月 20 日舉辦說明會，評量結果將分為通過、有條

件通過及未通過。後續將請各單位配合及協助報告書撰寫與訪視事宜，規劃

相關作業時程如下： 

時    間 工    作    項    目 

106.11.30 105學年度自評報告初稿完成 

106.12.30 召開實習績效自評會議 

107.01.05 召開第一次實習訪視相關單位說明會議 

107.01.19 
1.上網填報受評學校實地訪評時間調查表 

2.回報實習機構實地訪評建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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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05 召開第二次實習訪視相關單位說明會議 

107.02.15 自評報告書完稿 

107.03.01 寄送自評報告書至教育部及台灣評鑑協會 

107.03.19~06.08 進行實習績效實地訪評 

2. 教育部已於 106.11.13舉行「106 學年度教師產業研習及研究工作坊」，技職

司楊司長再次敦促全國技專校院應確實按計畫排定每年需完成的教師人數，

會中請到南臺科大、崑山科大、弘光科大進行推動狀況分享，各校目前完成

狀況如下：： 

學    校 

符合技職教

育法第 26

條教師人數 
105-106 完成人數與比例 

南臺科大 494 
162 人，32.79% 

(產學：31.98%；深耕：0.81%；研習：0%) 

崑山科大 334 
78 人，23.35% 

(產學：20.96%；深耕：4.49%；研習：4.19%) 

弘光科大 251 
91 人，36.16% 

(產學：22.77%；深耕：3.32%；研習：11.07%) 

明志科大 170 
14 人，8.24% 

(產學：6.47%；深耕：1.76%；研習：0%) 

各校目前相關管制措施如下： 

學    校 

107-110 

每年需完

成比例 

管制措施 

南臺科大 16.8% 

1.教師未能 6 年內達成至產業研習或研究之

半年以上規定，則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規

定辦理。 

2.典大計畫有管考機制，目前是針對全校有

訂定進度及目標，但目前尚未加入 KPI。 

崑山科大 19.2% 
典範科大計畫有訂定全校每一年的進度和

目標，並追蹤管考。 

弘光科大 16.0% 

1.若老師無法完成，將會影響各系獎補助款

之分配。 

2.學校設有「稽核室」並將教師至業界研習

研究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中，會定期監督各系

的完成進度，並且管控 KPI 值，若無達標

準，則在校務發展計畫會議及行政會議中提

醒各系盡速完成。 

明志科大 
22.94% 

(39 人) 

1.研議中(人事室)：教師未能 6 年內達成至

產業研習或研究之半年以上規定，則依本校

教師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 

2.研議中(研發處)：將教師至業界研習研究

納入單位年度計畫中，定期監督各系的完成

進度，並且管控 KPI 值，若無達標準，則影

響次年度預算。 
 

秘書室 1. 修正本校「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組作業要點」為「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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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雄 分條文，請審議。 

說明： 

(1)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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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分別訂定內部稽

核實施辦法，並至少包括下列項目：內部稽核之實施目的。內部稽核之

定位、組成、職權及責任。釐定稽核項目、時間、程序及執行方式。」

學校法人訂定內部稽核實施辦法已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簽請董事長核

准。 

(2) 配合上述規定，擬將本校「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組作業要點」修訂為「內

部稽核實施辦法」，並作內容文字修正。 

(3)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秘書室依規定辦理。 

研發處 

劉豐瑞 

1. 提報 106 年 10 份(季報)明志指標管考報告教師部分。  

貳、主席報告： 

1. 106年資訊安全時數尚未達到的同仁，請各位主管通知並督促同仁依圖資處所安排的時間參

加講習，補足規定的時數。 

2. 教育部「105 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實施計畫」進行實習課程實地訪評，請各單

位依研發處規劃時程及作業預作準備，呈現平時的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 

3. 工讀實務實習是本校的特色，目前在教育部的推動下，各校也跟進了，我們必須進一步提升

以深化本校的工讀實務實習的特色。 

4. 本校教師至產業研習及研究進度落後，請人事室研議結合教師評鑑及管考作法，以提升本校

推動之進度。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