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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7 次(第 1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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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8日（星期二）13：30 主席 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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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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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實施辦法｣。(教務處) 

辦理情形：教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1 月 16 日公布實施。 

2. 修訂｢考勤管理辦法｣。(人事室) 

辦理情形：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1 月 14 日公佈實施。 

3. 修訂｢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人事室) 

辦理情形：因有資料尚須修改，已送本次行政會議審議。 

4. 修訂｢承辦校內研習會經費補助辦法｣為｢辦理校內研習會經費補助辦法｣及部分條

文。(人事室) 

辦理情形：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已於 11 月 14 日公佈實施。 

報告單位 內容摘要 執行單位 

環安室 

官文惠 

1. 本校申請教育部「環保與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績優學校評選，榮獲「廢棄物

減量暨資源回收再利用組」甲等獎，教育部預定於 12 月 9 日(五)舉行頒獎典

禮，感謝各單位於評選期間的配合與協助；另本次評選本室同仁陳勁宏先生

獲「廢棄物減量暨資源回收再利用組」績優人員，張翼書組長獲「實驗場所

安全衛生組」績優人員。 

2. 本次獲獎海報檔案內容，敬請各位主管協助審閱。 

 

進推處 

馬成珉 

1. 因應日後教育部對學校註冊率之要求，依 105年 11月 15日第 4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會議決議，進修部學制 107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各系啟動相關作業： 

(1) 停招作業程序：由系啟動召開停招規劃配套措施說明會，邀集全體教師、

學生進行溝通、宣導及取得共識，針對師生權益事宜研提配套措施方案

後，送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審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須於 106 年 5

月底前完成，以利報部作業。 

(2) 各系如需續辦進修部學制，大學部班級人數應達 30人以上，並確保註冊

率達 90%以上者；碩專班班級人數應達 15 人以上，並確保註冊率達 80%

以上，或可與日間部碩士班併班授課者，才可提出續辦，並請於 105 年

12月 15日前提出申請。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各系依規定辦理。 

 

學務處 

張麗君 

1. 9月20日~11月21日針對全校日四技大四學生進行UCAN施測，並預定於12月

15日前完成初稿分析，填答率已送各系，請各系鼓勵大四同學進行施測。以

利校務分析之需求。 

學務處 

 

電機系 

古家豪 

1. 電機系技士李智強先生申請 105年 12月 11日~106年 2月 5日短期進修「感

測電路設計與應用課程」，補助報名費 26,000元，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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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電機系依規定辦理。 

研發處 

劉豐瑞 

1. 擬修訂｢學生業界參訪作業規範｣，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人事室 

游淑萍 

1. 擬修訂｢職員在職進修與研習辦法｣，請審議。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研發處依規定辦理。 

 

教務處 

馬成珉 

1. 依105.11.3臺教技（四）字第1050153126號函辦理，辦理外國學生名額需求， 

以總量名額外加10%為原則，提報106學年度外國學生名額共100名（105學年

度提報名額博士班1名、碩士班21名、學士班78名），若學校規劃招生名額有

流用需求者，需敘明具體事由，併同流用申請表報部申請，擬提報博士班5

名、碩士班45名、學士班50名，各系暫分配名額如下： 

系別 博士班 碩士班 學士班 

能源電池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5   

機械工程系機械與機電工程碩士班  4  

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組   5 

機械工程系光機電組   4 

機械工程系車輛組   3 

電機工程系  4 4 

電子工程系  4 4 

化學工程系  4 4 

化學工程系生化工程碩士班  4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境工程碩士班  4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4 

材料工程系  4 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4 4 

經營管理系  5 5 

工業設計系  4 4 

視覺傳達設計系  4 5 

合計 5 45 50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2. 學生陳容蔚同學(共 1案)參加校外競賽，系上鑑於獲獎事蹟實屬不易，且獲

獎作品將進行世界巡回展，故提報本案為優等第三名，擬申請 10,000 元校

外競賽獎學金及記大功乙次以茲鼓勵。詳如附件：教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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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朝明 陳容蔚 
2016年厄瓜多國際海報

雙年展 

Posters 

Qualitified for 

the Competition 

Exhibition-Bronz 

(優等-第三名) 

10,000 10,000 
大功 

乙次 

決議：通過。後續作業請教務處依規定辦理。 

 



3 

3. 三校-共同選課規劃案如下，敬請討論。 

(1)三校學生可於線上直接互選課程； 

(2)請各系提供可開放課程及可外加選課人數； 

(3)各系可開放課程宜以對方學校未開設之科目為首選； 

(4)三方可開放之課程待議定後，相互承認為一般學分。 

4. 三校-跨校共構學分學程規劃案如下，敬請討論。 

(1)依各校現有跨領域學分學程為基礎，請系對系進行洽談； 

(2)檢視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後，以雙方共同開設為原則。 

(3)長庚大學現有學分學程如下， 

編

號 
院 學程名稱 

編

號 
院 學程名稱 

1 醫學院 生物資訊 13 工學院 積體電路設計 

2 醫學院 生物技術 14 工學院 半導體 

3 醫學院 醫學生物技術英語 15 工學院 醫學工程 

4 醫學院 醫療資訊 16 工學院 高階電路板創意 

5 醫學院 生醫影像英語 17 管理學院 生物科技管理 

6 醫學院 藥物開發生技管理 18 管理學院 電子商務 

7 醫學院 生物醫學研究學者 19 管理學院 
大數據資料科學與

產業應用 

8 醫學院 發育與幹細胞 20 管理學院 
物聯網產業創新應

用學程 

9 醫學院 健康老化研究 21 管理學院 
生物資訊與資訊管

理 

10 醫學院 生物科技產業 22 管理學院 資訊與醫療安全 

11 醫學院 臨床試驗研究 23 管理學院 鋼鐵生產與管理 

12 醫學院 高齡健康照護產業    

5. 各系碩士班報名收件情形如下，： 

系別 4+1名額 
報名人數

(105/11/22) 
已報名 4+1 已繳件  

 
機械與機電工程碩士班 41 13 3   

 
電機工程碩士班 23 19 10   

 
電子工程碩士班 40 22 19 1 

 
化學工程碩士班 29 23 17   

 
生化工程碩士班 14 8 7   

 
環境工程碩士班 14 11 6 1 

 
材料工程碩士班 31 44 25   

 
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班 19 23 11   

 
經營管理碩士班 7 7 4   

 
工業設計碩士班 7 8 4   

 
視覺傳傳達設計碩士班 3 3 2   

 
合計 228 181 1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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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林柏化 

1. 11月26日(六)台塑企業運動會，當天上午7時30分前，請主管帶帽子及穿運

動外套到達室外籃排球場集合，參加開幕式；當天下午3時前，請逕行至田

徑場參加閉幕式。 

 

總務處 

孟  魁 

1. 11月26日(六)台塑企業運動會，為提供運動會使用及外賓停放 ，請於11月

25日將校區平面車位全面淨空。倘停於校區平面之同仁請改停放至綜合大樓

地下停車位，此區11月25、26日開放校內教職員採不固定車位停放。 

 

壹、 主席報告： 

1. 進修學制的停辦要有一定的程序，請各系配合辦理。 

2. 全校日四技大四班級學生參加 UCAN 施測 90%為目標，請各系主任提醒大四導師協助達成班

級 90%學生參加施測的目標。 

3. 各系碩士班報名收件情形請依教務長規劃，逐日回報收件情形及原因。 

4. 請林金祥主任安排學生傑出得獎事蹟於全校朝會報告，由得獎學生現身說法，提高本身的榮

譽感、激發同學見賢思齊，互為提攜影響。日後有類似傑出得獎事蹟請學務長安排報告。 

5. 校友回學校將分享經驗及傳承對在校生很有幫助，各系可參考推動。 

6. 國際化已踏出第一步，各院可更積極的推動。 

7. 網頁外文的即時、重大及與外國生有關的訊息請圖資長協助提供。 

8. 11月 26日(六)台塑企業運動會，請領運動服的主管一律參加開閉幕(帶帽子及穿運動外套)，

當天上午 7時 30分前，除三長、主秘到田徑場入口等待外，其餘主管請到室外籃排球場集合，

參加開幕式；當天下午 3時前，請逕行至田徑場參加閉幕式。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