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學年度明志科技大學正式評鑑教務行政組之建議事項及回覆內容表
項
目

項次

建議事項
1.

回覆內容

教師請假流程與教學補課時間、地點，在電腦自動 1. 現行教務行政程序中已包含調補課人工填單作業及教師是否實際到
化過程中，宜連結在一起，以有效追蹤教師是否確
實完成補課程序。

課檢核作業。
2. 已於 100 年度完成教務相關資料系統總檢討，其中包含教學空間/設
備資訊系統及教師調補課系統之規劃，未來將參照委員建議，將調補
課系統與教師請假系統連結，以符合使用者及管理者的需求。
3. 前述「教務相關資料系統建置作業」已於 100 學年啟動，完成日需

教

依相關預算編列時程：

務

(1) 初期先以建置基礎資料系統為主，預計 101 學年完成建置、測

行
政
執
行

試與上線使用。

日

(2) 中期以末端應用為主，即包含委員所提之建議，預計 102 學年

間

啟動，103 學年完成並上線啟用。

部

(3) 後期以分析統計系統為主，可提供行政會議決策之訂定參考。

成
效

2.

學生上課點名系統登錄自動化宜持續完成，方便教 1. 本校學生曠、缺課與操行紀錄異常通知，在導師端通知已經自動化，
師上網登錄，並有效掌握學生曠、缺課，上課缺席

導師每週可收到該班學生曠缺課、操行異常通知，家長端則採資料列

達一定數量即自動傳輸導師輔導或通知家長。

印後，用書信寄送通知。
2. 已完成學生上課點名系統登錄自動化，前期推廣先從部分授課教師試
行，以因應實際現況，進行功能調整，讓使用上更加便利完善。
3. 將參照委員建議，持續積極推動學生上課點名系統登錄自動化，使後
續輔導機制能更為完善。

3.

教務處未設招生組，將承辦招生業務人員安置於教 1. 本校教務處原設置有註冊組、課務組及綜合業務組等三組，原設訂組
資中心教學發展組，如此安排似乎不妥。建議依傳

織機能如下：

統作法，歸建於註冊組，將註冊組職掌增為招生、

(1) 註冊組：負責新生業務、註冊、成績、畢業生業務、轉科作業

學籍及成績三大核心工作。

等業務。
(2) 課務組：負責課程業務、排課、上課管制、教室安排及考試等
業務。
(3) 綜合業務組：負責評鑑訪視、教學品質系統、教學績效評核、
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招生宣導及推廣、各項證書補發作業、
印製考題、講義及明志學報彙編等業務。
2. 98 年 11 月配合成立教學資源中心，除由教務長兼任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外，其下設「教學卓越專案組」及「教學發展組」二組，並進行
組織機能調整，將原綜合業務組編制取消並納入教學發展組，調整後
組織機能如下：
(1) 教務處：
註冊組：負責新生業務、註冊、成績、畢業生業務、轉科作業、
各項證書補發及招生宣導及推廣等業務。
課務組：負責課程業務、排課、上課管制、教室安排及考試等
業務。
(2) 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卓越專案組：統籌推動教學卓越計畫、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及畢業生問卷調查等相關業務規劃與執行。
教學發展組：負責評鑑訪視、工程教育認證、教學品質系統、
教學績效評核、教師職能提昇、優良教師遴選、校務基本資料

庫填報、推動教材數位化及遠距教學課程、印製考題、講義及
明志學報彙編等業務。
3. 綜上所述，本校招生業務係由教務處註冊組負責，教學資源中心僅協
助宣傳海報印製及部分招生活動支援，而非將招生業務安置於教學資
源中心。(調整前後組織機能表詳如教務行政組附件 1)。
4.

同一學院各系所訂定之「核心能力」，其項目數和 尊重各系核心能力之建置，並未限制項目及字數，將來檢討修正時，納
文句敘述差異甚大（從 4 項 16 字至 9 項 180 字）
， 入合宜之呈現方式，以資比較。
不易於理解和比較。

1.

學校揭示：「服務學習」課程目的在「涵養學生志 進修部將依委員建議，規劃 101 學年起推動「服務學習」課程。
願服務之情愫和社會責任感，實踐『勤勞樸實』校
訓，創造『志工明志』校園文化特色」。然進修部
未設「服務學習」課程，進修部雖因學生性質特殊，
惟仍宜克服困難逐步與日間部同步實施「服務學
習」課程。

進

2.

職級教師之授課鐘點費，宜考量酌予調高。

修
部

為提高教師夜間或週末、週日授課意願，進修部各 目前週末、週日授課鐘點費為日間各職級之 1.25 倍，未來將依委員建議
研擬再提高各職級教師之授課鐘點費，並優先提高碩士在職專班授課鐘
點費。

3.

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二技及夜二專各班之新生註 1. 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近年來報考率有逐年增加，不少學生因經濟因
冊率均呈現下降趨勢，宜妥為因應。

素導致新生註冊率呈現下降，則有待大環境經濟改善。
2. 進修部近年來由二技進修部為主，轉型為四技進修部為主，新生註
冊率已有改善。

4.

進修部之教育目標與日間部有別，因此各系所訂定 進修部將依委員建議，與各設有進修部學制之系所，共同規劃微調各系
之「核心能力」不宜完全比照日間部，宜作微調。 訂定之「核心能力」，以適合進修部學生。

1.

97 年 6 月訂定之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宜增列院、 1. 本校目前訂有各級「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及「諮詢委員會設置辦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人員組成，並同時納入學生、校

法」
，各教學單位之課程規劃皆須通過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及

外學者及業界代表，目前資料顯示視覺傳達設計學

系、院諮詢委員會審議。

系、化學工程學系等系與會人員尚未臻完整。

2. 系、院諮詢委員會中，皆有校外學者及業界代表與會，系、院課程
委員會中亦有校外委員及學生代表參加。
3.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每學期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中都
有校外專家代表與會並針對系上課程提供建議；每學期定期召開的
課程委員會議中也都有安排學生代表參與。
4.

未來是否按委員建議修訂「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端視各院、系之
實際需求而定。

課
程

日

與

間

教

部

2.

學校對於學生申請休學或退學程序，由課務組作為 1. 本校學生申請休學或退學程序，目前是由註冊組作為窗口協助學生
窗口協助學生辦理。建議由學生先行至系辦公室下

辦理。

載申請單，由導師先瞭解實情加以輔導，協助解決 2. 本校休退學辦理程序及表單公告在：首頁/行政服務/教務處/註冊組/

學

困難並作成紀錄，後呈系主任簽核，再經課務組做

在校生申請資料程序/休退學相關程序，休退學辦理程序及表單詳如

行政程序登記，一來可有效達到輔導措施，節省行

教務行政組附件 2。

政流程，二來可節省課務組業務。

3. 休退學須由家長同意後再經由導師及系主任或所長簽核，在導師簽
核時須先瞭解實情加以輔導，協助解決困難並作成紀錄，後呈系主
任或所長簽核，休學案例詳如教務行政組附件 3。
4. 學生將休學或退學資料送至註冊組做行政程序登錄時，註冊組對學
生說明休學或退學後之辦理作業程序。

3.

教師評鑑（或教師績效評核）辦法包括教學、研究、 教務處承辦教學評核，技合處承辦研究評核，學務處承辦輔導評核，人
輔導（含服務）等分項細則評定成績，因校內教師 事室承辦服務評核，均訂有評核細則公布於規章辦法網站，每年評核前
人文社會、理工屬性不同，學術各異，建議每年能 將由承辦單位公布宣導，應可達成共識。若有需要改進之評核項目，可
有公開說明會逐一討論評量項目，以達共識。

經系、院會議討論後，由承辦單位提送校務會議修法。

4.

學生參與之「工讀實務實習」，宜強調實務實習內 1. 本校工讀實務課程訂有課程大綱，各系均訂有所屬實習課程之綱要
涵與知能提升，避免流於打工性質，少數學生於實

(99.4.27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如教務行政組附件 4 所示)，且所有合

習過程中解約，學校與實習機構宜加強輔導解決困

作實習之單位須事先通過所屬系所教師專業評估通過方可納入實習

難。

合作單位，評估內容重視專業實務學習內容，同時，實習單位與輔
導老師於學生實習第一個月時已共同指導學生規劃未來一年實習內
容之計畫表，搭配輔導老師每三個月至少一次的實地訪視並要求學
生撰寫繳交該階段之實習內容報告，本校工讀實務實習學生應不致
有流於打工性質之情形發生。
2. 此外，本校工讀實務課程為必修課程，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任何問
題，學校與輔導老師會協助學生解決問題，並與實習機構溝通解決
學生所發生的困難，同時，學校訂有實習轉介輔導機制，學生於實
習過程遭到解約，輔導老師亦會協助學生轉換至合適單位繼續實
習，以 99 學年度為例，轉換實習單位學生佔全體工讀實習學生比例
僅為 3.4%(22 位學生)，工讀實習轉換實習單位案例詳如教務行政組
附件 5。

1.

改善，例如評鑑資料表 p.59～60；p.1 表 3-1 之校 彼此間之對應關係予以修正。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各系之核心能力與校核心能力之配合仍有待檢討 本校各系之核心能力與校核心能力，於表 3-1 各自陳列之方式，將檢討
核心能力「道德思辨」對照機械工程系之核心能力

日

是「應用基礎科學以系統化思維發掘、分析、診斷

間

及處理機械工程相關之實務能力」；電機工程系所

部

則是「具備學理基礎、應用科學及專業技術之能
力」；材料工程系所則是「應用基礎數理科學知識
的能力」。工程學院五個系之系核心能力與校訂之
「道德思辨」無關，應屬於「基礎知識」，其他如

第 7 項「欣賞多元文化」、第 8 項「國際視野」也
與系訂之核心能力不符。

2.

全校性之英文畢業門檻，宜針對各系之發展特色， 全校性之英文畢業門檻，為全校大學部同學們畢業時應具備之基本英文
訂定一套可行之證照取得辦法。

能力。各系依據其訂定之核心能力及考量學生畢業後就業之需求，另行
訂定相關證照取得之規定。

3.

近三年（97～99 年）全校各系所學生取得證照數 本校近年來推動各系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已有明顯成長績效，各系所列專
為 542 人、577 人及 885 人，人數逐年成長，但 業證照除政府機構所核發(例如勞委會技術士證照)之外，均通過系務會
學生取得高階專業證照數不高。宜深入分析歷年取 議審查程序並送學校行政會議核備，在提昇各系學生專業能力與就業競
得證照數與各系所就業率的相關性，藉以控管學習 爭力方面，各系亦有開設證照輔導課程等相關措施，配合學校證照補助
成效，提升就業競爭力。

與獎勵相關辦法，各系將可持續提高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成效。因此，
將進一步鼓勵各系針對所屬學生能積極參與高階專業證照方面考試，以
利強化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實質內涵成效，提高學生將來職場就業機會。

4.

近三年（97～99年）已開授七個跨領域學程，各學 1. 本校跨領域學程課程自 98 學年度起陸續開課，各學院亦持續向學生
院累積修習人數已達511人，惟取得學程證書人數

介紹學程課程；唯 99 學年度因該制度尚處實施初期，故取得學程證

僅3人，比率偏低。顯然工讀實習制對學生開拓第

書人數僅有 3 位。

二專長有影響，宜再加強學程修習鼓勵機制，並定 2. 跨領域學程為本校持續推動之教務工作，已於 100 學年完成「學程
期檢討修習人數較少學程之退場機制。
設置辦法」之修訂工作，亦會持續關注學生修習學程課程之狀況。
3. 未來將採用委員建議，針對鼓勵機制及學程退場機制進行檢討與修
訂。

5.

務實致用的三明治教學甚具特色，惟各系所學生工 本校工讀實務課程訂有課程大綱，各系均訂有所屬實習課程之綱要
讀實務與實習成果有差異，成效的評量與追蹤機制 (99.4.27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如教務行政組附件 4 所示)，且各系所有合
宜再強化。

作實習之單位須事先通過所屬系所教師專業評估通過方可納入實習合作
之單位，評估內容重視專業實務學習內容，同時，實習單位與輔導老師
於學生實習第一個月時須共同指導學生規劃未來一年實習內容之計畫
表，搭配輔導老師每三個月至少一次的實地訪視並要求學生撰寫繳交該
階段之實習內容報告，學生返校亦安排實習成果海報競賽及實習結束問
卷調查，對於學生實習成效的評量與後續追蹤機制已有完整措施。此外，
以機械系為例，已推動系科本位課程與產業實習結合，透過課程地圖規
劃，學生針對未來工讀實習之單位，可以預先安排大一至至大三需修讀
的相關課程，使得學生將來工讀實習過程之學用落差情形縮小，工讀實
習所獲得學習成果將更為豐富，並與機械系所推動學生工讀實務特色結
合

，

相

關

網

址

為

http://www.me.mcut.edu.tw/onweb.jsp?webno=3333332645，並提
供其中一件學生課程地圖作為附件(至鴻海精密公司進行製造工程師之
學生課程地圖如教務行政組附件 8)。
進

1.

修

進修部學生比照公立大學之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 本校擬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及學雜費，並以收入之 10%作獎助學金。

部
通
識
教
育

1.

通識課程之選修課規定學生在各類課程中各選 2 學 1. 雖然本校通識選修學分維持 8 學分，但自 96 學年度起，增加通識核

日

分，共 8 學分，選修學分太少。雖然各系之一般選

心課程 2 學分（96、97 學年度為「大學之道」2 學分/2 小時；98

間

修有 8～10 學分可供學生選修本系、各院系及通識

學年度起改為：「大學之道」1 學分/2 小時；
「服務學習」1 學分/2

部

課，但絕大部分學生不會選修通識課程。前次評鑑

小時）。就通識課程之學分數而言，已增加兩學分。

意見亦曾提出此問題，然尚未有效處理，宜持續針 2. 本校學生在修課學分中有一般選修（8-10 學分）
，可用來跨系選修或

對此問題加以檢討改善。

修通識課程，由下表亦可看出學生利用一般選修之學分選修通識課程
之情形。
＊四技部畢業生修習通識課程總學分統計表：
四技畢業生

2.

利用一般選修修

畢業

畢業生

修習通識課程

平均每人選修

學年度

總人數

總學分

通識學分數

95

201

2690

13.38

5.38

96

318

4952

15.57

7.57

97

353

4578

12.97

4.97

98

443

5114

11.54

3.54

99

563

7187

12.77

4.77

習
通識學分數

通識教育設置之目的在彌補學生學習廣度 之不 通識「自然類型」課程，對於接近工程或環資學院學生所學之專業領域，
足，故工程及環資學院之學生不宜選修任何與自然 已訂有相關規定，明定該學院學生不能選修類似課程，例如：
科學相關之通識課程。學校可與長庚大學規劃類似 ＊「全球環境變遷與衝擊」、「奈米科技與生活」、「綠色化學」環資學院
「生命科學」之通識課程，做為工程及環資學校學 學生不得選修
生之選修項目。總之，學校宜針對四種通識選修課 ＊「電與生活」、「能源概論」工程學院學生不得選修
程重新加以檢討，提出較為適當之選修課程。

＊「工業安全與衛生」環安衛系學生不得選修
＊ 「工廠管理實務與應用」工管系與經管系學生不得選修

3.

通識教育中心除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外，又設 1. 本校自 96 學年度起成立校級之「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由中心主
有「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由校外學者、專家及

任簽請校長遴聘校外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五至七人擔任諮詢委員，

業界代表 5～7 人組成，惟歷年委員會均未見有校

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作為本校通識教育政

外委員參加會議。建議落實校外委員參與機制，以

策發展之諮詢與評鑑工作之準備，歷年開會日期及諮詢委員名單詳如

引導通識教育發展方向與內涵。

教務行政組附件 6。
2. 自 96 學年度起皆按「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諮
詢委員之聘任，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就通識教育領域有傑出成就與貢
獻之校外學者、專家推舉五至七人，並簽請校長遴聘。」聘任校外諮
詢委員，並於下學期召開會議。
3. 「通識教育委員會」成員雖以校內委員為主，但每學年召開「通識教
育諮詢委員會」時，所有「通識教育委員會」成員及通識教育中心專
任教師皆須與會，不僅藉此吸收諮詢委員所提建議，亦可當面請益，
收到雙向溝通之成效，而利於進行通識教育之改革。

4.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共 18 位，其中講師仍占 8 中心目前積極提升師資，除鼓勵教師進修（校方已制定鼓勵辦法），凡
位（占 44%），宜再積極鼓勵升等，以提升教師職 新聘教師皆須具備博士學位資格，以 100 學年度為例，中心教師職級如
級。

下：教授 1 位、副教授 5 位、助理教授 4 位、講師 7 位（其中一位正在
博士班進修，預計 100 學年度可拿到博士學位），高階師資比為 59％，
已較 95 學年之 42％提高。此外，通識教育中心擬於 101 學年增聘兩位
專任英語教師，目前已進入面談階段。屆時高階師資比將可提升至 68
％。

5.

通識中心教師每週授課時數超過 10 小時者多達 9 爲降低教師教學負荷、提昇研究能量，目前本校教師超鐘點數採日夜合
位，宜考量再降低教師教學負荷。

1.

圖

計，且不得超過 4 個鐘點。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之授課鐘點亦符合此規定。

學校與長庚大學及長庚科技大學，三校地緣相近， 1. 本校與長庚大學圖書館已在民國 88 年 12 月簽訂並實施免費圖書代

書

日

創校人又同一人，宜整合三校之圖書及資訊資源，

借代還機制多年，且兩校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亦透過 Z39.50 通訊協

及

間

辦理互借系統，以達資源共享之目的。

定，於同一平台即可互查對方館藏，以提供更便利圖書資源互借服

資

部

訊

務，圖書館合作服務協議書如教務行政組附件 7。

業

明志科大與長庚大學之間館際合作件數統計表

務

(97-99 學年度)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借出

10

14

10

借入

63

35

35

2. 預計民國 101 年 10 月起加入長庚科技大學圖書館免費圖書代借代還
服務及同一平台互查對方館藏功能，以完成三校圖書資源免費互借利
用及資源共享之目的。
2.

全校中西文圖書冊數為 153,990 冊，每一系所一年 1.

全校圖書預算自 98 學年度起呈現穩定不變狀態，98 至 100 學年度

購買圖書經費約為 15～20 萬元，相對於學校歷史

均為新臺幣 225 萬元，平均每單位圖書預算約為 19 萬元。

悠久，紙本圖書與各系所專業圖書典藏量尚有拓展 2.

為提昇紙本圖書與專業圖書之典藏量，擬

空間。

(1) 調整購入中外文圖書之比例，擬降低外文圖書佔用圖書預算之
比重，並多加購入中文圖書以期提昇每學年新增圖書之冊數。
(2) 除了固定之圖書預算外，擬自期刊流用結餘款以購入全校教師
員生所需之中外文專業與休閒圖書。

3.

近三年（97～99 年）電子資料庫經費挹注不甚穩 1.

因 98 學年全球金融海嘯影響故降低電子資料庫經費，但 99 學年起

定，電子資料庫與西文資料庫使用率宜再提高，同

逐年提高本項經費以提供師生豐富圖書資源利用。

時專業資料庫教育訓練宜再加強。

2.

除每學年例行性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外，為提昇資料庫使用率，從民
國 100 年暑假起，特邀請大三即將赴校外工讀的同學到圖書館進行
資源利用教育，以宣導工讀期間於校外使用資料庫資源管道。

進
修
部

1.

電子書館藏已達 120 萬冊，且在快速成長中，宜輔 為推廣電子書資源利用，自 100 學年起提供電子閱讀載具平板電腦借
導進修部學生善用此一學習資源。

用，以宣導學生善用此一學習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