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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2次(第 1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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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星期二）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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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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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秀瑜 陳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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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正念靜觀中心設置辦法」。(通識教育中心)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2月 17日公布實施。  

2. 增設「英語志工團獎勵辦法」。(通識教育中心)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2月 17日公布實施。 

3. 修訂「約聘人員勞資會議設置要點」。(人事室)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2月 14日公布實施。 

4. 修訂「內部控制制度稽核小組作業要點」。(秘書室) 

辦理情形：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2月 18日公布實施。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單位 

人事室 

游淑萍 

1. 為使本校適用勞基法之人員其工作規則更加周延及明確，擬新訂本校「適用

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請審議。 

決議：修改後通過。後續作業請人事室依規定辦理。 

2. 配合新訂「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擬廢除「約聘人員工作規則」，

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人事室依規定辦理。 

 

圖資處 

黃植振 

1. 為促進各機關間資料交換相容性，行政院訂定「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

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本校配合實施規劃說明如下，請審議： 

(1) 依循計畫，系統(如：電子公文系統、學校網站)轉入及轉出之可編輯文書

須支援 ODF-CNS15251 格式。 

(2) 各系統既有 Office 檔案轉換 ODF 格式說明及作法，請參考國家委員會提

供之 ODF 導入及轉檔說明檔。 

(3) ODF 免費編輯軟體及完整說明資訊，請參考下方連結： 

LibreOffice：https://goo.gl/p1QHaL  

Apache OpenOffice：https://goo.gl/FVGh9l  

國家發展委員會 ODF 推動資訊：https://goo.gl/F4uk09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圖資處依規定辦理。 

2. 配合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擬修訂「校園網頁平台

管理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圖資處依規定辦理。 

3. 配合圖書作業調整，擬修訂「圖書館管理作業規範」，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圖資處依規定辦理。 

4. 第十屆 e-portfolio 學生學習歷程競賽於 3 月 6 日(一)開放報名，為促使學生

e-portfolio 建置更加盡善盡美，請四技各班導師協助推派 5 名以上學生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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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參賽學生用心經營。另外 4 月 6 日(四)、4 月 26 日(三)下午時段為初賽

及決賽日，敬請各院院長及系主任推薦老師擔任評審。詳細競賽辦法已於網

路、email 公告周知。 

5. 106 年明志學報共有 2 篇審查完畢待刊登，另 2 篇正在審查中，請各教學單

位宣導，鼓勵師生踴躍投稿明志學報。 

6. 本校郵件系統自 3 月 15 日 13：00 起，將轉換成公有雲 Office 365。為順利推

行 Office 365，圖資處已安排資訊種子教師及資訊專人，協助各單位快速進行

郵件帳號設定及舊信件轉換。另外陸續安排一系列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幫

助教職員生能快速使用上手。 

7. 為打造 Office 365『協同合作』(多人同時工作的能力，能有效幫助組織解決

當計畫、預算資料編列時，資料統整耗時及修正版次正確性的問題等)之最佳

環境，圖資處已規劃將現有 Office 2010 版本，全面升級至 Office 2016 版本。 

教務處 

馬成珉 

1. 提報106學年本校學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名額共24名，順位如下：學士班：1.工

業設計系2.視覺傳達設計系3.工業工程與管理系4.經營管理系5.化學工程系

6.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7.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8.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9.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10.材料工程系11.電機工程系12.電子工程系。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2. 依106.02.21技專校院招策字第1060000077B號函辦理，108學年度青年教育與

就業儲蓄帳戶就學配套之甄選入學採同系分組招生案，重點說明： 

(1) 招生作業時間：依現行甄選入學作業時間，於每年7月中旬前辦理完成。 

(2) 招生名額提撥：由核定招生名額自行調用，以各校核定日間名額之1%~5%

為限。 

(3) 招生作業規劃：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滿2年以上者，持原

畢業學年度之統測或學測之成績參與第一階段統一入學測驗倍率篩選。 

(4) 成績採計及分發作業：採不分招生群類別，以級分直接比序，採計國文、

英文、數學等3科進行倍率篩選。 

(5)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書面審查、面試審查、專業實作等項目，可由各

校自行訂定，由提撥之名額，進行分發，得設備取生。 

(6) 志願統一分發作業：需至網站登錄就讀志願序，再依登錄之就讀志願序辦

理統一分發。 

(7) 招生缺額流用：當分發後有缺額時，得併入一般之甄選入學進行分發作業。

一般甄選入學再有缺額時，名額流回聯合登記分發。 

3. 四技二專日間聯合登記分發計分權重彈性案，重點說明如下： 

(1) 自行擇定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成績採計權重。 

(2) 國文、英文、數學之權重設定於1至2間，專業科目（一）、（二）權重設定

於2至3間。 

(3) 權重之級距設定為0.25。 

4. 依106年3月1日學生證結合悠遊卡建置推動上線協調會議辦理：新制卡片圖案

內容重設計、文字修訂，請審議。 

決議：再研議。 

5. 擬修訂「教學助理經費補助申請辦法」，並將行政會議改為教務會議，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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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6. 學生郭芷妍同學等(共3案) 參加校外競賽，依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辦法審

核，建議敘獎如下表，請審議。 

項
次 

指導 
教師 

參賽 
同學 

競賽名稱 得獎名次 
總 
獎金 

個人
獎金 

記功 

1 劉舜維 郭芷妍 
2016光電與通訊工

程應用研討會 

海報優秀論文獎 

(敘甲等-佳作) 
0 0 

小功 
一次 

2 劉定宇 

丁逸少、
莊毅慈、
王世軒、
陳榮三 

The 3rd 

Taiwan-Japan 

Workshop on Plasma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優勝 

(敘甲等-佳作) 
0 0 

小功 

一次 

3 蕭育生 劉柔甄 
優勝 

(敘甲等-佳作) 
0 0 

小功 

一次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學務處 

黃志成 

1. 因床位有限及因應106學年度大四學生申請宿舍，請各系協助啟動4+1學制名

單調查，各系申請員額為招生名額1倍為上限，並請於106年4月21日前回傳學

務處劉童文教官。 

 

研發處 

劉豐瑞 

1. 擬修訂「校外工讀實務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審議。 

決議：再研議。 

2. 教育部補助 106學年度「師生實務增能計畫」已於 3月 7日(二)上午舉辦申

請說明會。(報告說明會簡報資料)。 

 

二、 主席報告： 

1. 「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請圖資處多宣導，各單位配合辦理。 

2. 明志學報徵稿請各院系宣傳，鼓勵老師、學生踴躍投稿。 

3. 教育部推動 108學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就學配套之甄選入學案，請各系配合辦理。 

4. 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感謝指導老師的辛苦及付出。 

5. 學院課程整合、學院招生為教育部未來的政策，請各系、全體教師應了解此一趨勢，及早做

好因應準備。 

6. 教師深根服務已立法，請各系以系發展重點方向或與系合作關係良好的產學合作公司建立長

遠的合作關係，積極規劃及推動教師的深根服務。 

7. 個人很肯定化工系幾位教師願意與台化公司進行產學合作的努力及成果。 

8. 近日與楊董事長開會，重點如下： 

(1) IR分析三校友聯盟，由本校主導，各單位要能夠掌握 IR的議題，期望能以 IR研究為起

始成立數據科學中心(Data Science Center)。 

(2) 支持及肯定本校國際化的方向，期勉大家共同努力。 

(3) 未來本校老師不是具備正念輔導師的能力，就是具備職涯輔導師的能力，以此協助、輔

導學生。 

(4) 楊董事長非常強調社團百分百，讓每位同學都能有參加社團的經驗。 

(5) 與台科大合作共同指導博士生的合作，跨領域、跨校的合作，希望參與的老師能夠深化

此項合作，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尤其薄膜中心在電漿醫學的部分期望能與長庚醫院、

長庚大學作進一步的結合。 

(6) 在少子化、建立特色的環境下，以及突破研發的停滯，鼓勵多設立研究中心，以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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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的方式集中研發人力，例如薄膜中心、綠能中心已成立了，是否可增加新的研究人

員，擴大研究範圍，如此可進行跨領域、跨校甚至國際的合作。有亮點的研究中心可邀

集研究需要輔導的老師加入研發團隊一起成長，希望資深老師能夠輔導新進的同仁。 

(7) 感謝行政團隊的辛苦及努力。 

三、 臨時動議： 

1. 中長程、自評報告等重要應辦事項，或其他重大缺失，建議年度應於行政會議報告，以利管

考及留下記錄。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秘書室列案通知各單位於年度進行管考報告。 

四、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