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紀錄:黃惠琳

時間：104 年 09 月 17 日中午 12 時
地點：八甲理工一館第二會議室
主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會議主席：許志雄院長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
本年度的優良教師徵選辦法將於 9/18(五)由教務處統一公告，本次優良教
師選拔時程較為倉促在加上本年度繳交之審查資料將改由電子檔燒錄成光碟片
繳件，可能需要較長的準備時間，敬請系所轉知符合資格申請之教師及早準
備。詳見附件一
参、工作報告
理工學院 8-9 月業務報告
校長遴選委員會議校方代表社會公正人士以及系友代表名單
說明 校長遴選委員會院推委員選舉已於 9/15 下午 4:00 開票完畢，結果如下:
1. 學校代表
黃淑玲副教授、林惠娟 教授、侯帝光教授、鄧琴書副教授
2. 公正人士代表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邱碧秀榮譽 退休教授
經濟部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 陳麗華 秘書長
台灣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 朱秋龍 總經理
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洪敏雄 名譽講座教授
3. 校友代表
台灣工業研究中心美學推廣組 賀豫惠 組長
吉輔企業有限公司 劉興榮 董事長
相關名單於 9/16 中午已繳交至人事室提報。
備註 遴選方式經過 104.08.05 第一次主管會議討論決議。
為節約學術資源及促進院內系所交流，推進書報討論共同併班課程
說明 為整合研究所書報討論資源及增進學生多元學習機會，本院規劃機械工
程學系、能源工程學系、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以及材料
科學工程學系等六系，併班合上書報討論六週。
時間
三(9/30)
化工系

講題
台灣石油工業之現況與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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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朱少華/石油公會理事長

地點
資訊處
演議廳

六(10/21)
能源系
八 (11/4)
機械系
九(11/11)
土木系
十一(11/25)
材博
十三週(12/9)
材料系

待回傳

待回傳

A1-413

待回傳

待回傳

A1-413

待回傳

待回傳

A1-413

待回傳

待回傳

A1-413

待回傳

金屬中心執行長/
伏和中博士

資訊處
演議廳

備註 經過 104.08.05 第一次主管會議討論決議。
推廣個別系所特色，鼓勵單位自行規劃招生海報
說明 院為提升研究所招生能見度，於主管會議討論擬訂補助系所列印招生海
報之業務費用，每一系所列印 200 張左右約基本費用補助約 3800(經詢
價約 7,600 院補助一半印刷費，憑據補助印刷費一半為準)。
因 10 月份開始進入研究相關招生時間，敬請有意申請院補助的系
所於 9 月底完成招生海報印刷及寄發作業，以免錯失招生先機。
經費核銷方式，敬請系所單位先用系上費用核銷，並將貼上發票的
支出黏存單掃描檔與招生海報檔案於 10/14(三)前 MAIL 給院留存，院
會根據單據核銷的費用統一流用回系所帳戶。
備註 經過 104.08.05 第一次主管會議討論決議。
拓展業界合作以及提升傑出畢業校友回饋
說明 本院於 104 年 8 月 21 日，由本院許志雄院長偕同設計學院吳桂陽院長、
管理學院吳志正院長以及各系所主任代表前往拜訪中區畢業校友。該參
訪行程由校友總會鍾理事理及中區校友會精心安排，一路從四軸飛行器
設計的「亞拓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切削加工機刀庫的「吉輔企業有限
公司」、化學研磨墊（CMP)半導體及相關高分子發泡體應用的「智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航太複合材與運動器材「拓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健康醫療跑步機設計研發「明躍國際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汽車零
組件的「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陶瓷創意的「聯合創作陶坊」，
對聯合校友在各領域的發展 ，各展鴻圖表現，可圈可點 ，著實為聯大
榮耀！！(另擇時拜訪均豪科技)
備註 經過 104.08.05 第一次主管會議討論決議。
風災後整理提報
說明 總務處於 8/10 早 MAIL 通知請各單位彙整蘇迪勒颱風建築物損害情況，
院統一製作表單並於 8/10 下午彙整各系所單位的損害情形提報表給總
務處參考。
備註

詳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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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討論會結果
說明 總務處協同本院系所單位根據現有的空間配置情況進行討論，各系所單
位於會議中更新相關空間歸屬以及名稱修訂。
備註 更正完內容詳參附件三
校外實習意外保險補助相關院制式表單-附件四
說明 為確保學生安全保障院預計針對 104 學年實習期間超過一學期的學生
加保意外險，預計加保人數為 50 人。本院規劃共通性表件如下:
 國立聯合大學與○○○○○實習機構產學合作備忘錄
 國立聯合大學校外產業實習合約書
 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暨實習需求表
備註 更正完內容詳參附件四
理工學院整體門禁系統規劃設置
說明
1. 經會議討論，先由理一理二重要出入口及涉及安全的露臺進行優 先
評估設置，門禁時間出入則使用校方發的個人悠遊卡進出，
2.經費來源因校方允諾將協助支出，但門禁設施為設備費，校方目
前暫無設備費，但因校園整體安全課不容緩之因，先以經常費與
院交換設備費，進行門禁設置工作。院原有設備費用 274,026 納
入配合使用，另智慧綠能碩士學位學程校方開辦費用 288,000 將
徵詢同意後，統籌規劃交換使用。
備註
前往各高中校進行招生推廣活動
說明 教務處預計由李副校長帶隊，於 104 年 9 月 29 日~10 月 2 日至花蓮、
台東各高中職學校進行招生廣宣。本次活動因遇 29 日行政會議，院長
委派院內教師代理，並與院內系所蒐集招生 DM 前往交流。
備註 敬請委員提供相關招生推廣活動建議。
2.理工學院預算及經費報告詳如附件五
參、宣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化學工程學系
案
由：請審議化學工程學系申請 105 學年度碩士班員額案。
決
議: 照案通過，由系所提案至員額管控會議。
執行情況：已送完額管控小組會議審議。
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單位：環境與安全與工程學系
案
由：建議院規劃 105 年詴辦院碩博生畢業典禮。
決
議: 照案通過，擬提送新學期院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況：待下次系主管會議討論。
3

肆、提案討論第一案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案
由：請遴選本院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三名教授級委員。
說
明：依據「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
條規定，教評會選任委員由本院院務會議自專任教授推選三人
為委員。
辦
法：依票選結果辦理。
決
議：根據出席委員 10 位進行投票，獲選前三位擔任 104 學年度教
師評鑑委員會票選委員，名單及獲票數如下:第一輪投票最高
票前三位為土木系王承德教授(4 票) 、土木系王偉哲教授(4
票)、機械系林振森教授(3 票)、機械系侯帝光教授(3 票)、環
安系曾如玲教授(3 票)、能源系陳炎洲教授(3 票)，第一輪獲選
王偉哲代表在會中表示，因其為教師會的教評委員代表，為
了維持三審制度的公平性，故其提出懇辭擔任票選委員，第一
輪當選票選委員為土木系王承德教授。故依得票數遞補尚有二
位名額有四位同票，則進行第二輪投票，最高票前二位為環安
系曾如玲教授(8 票)、機械系林振森教授(6 票)二位擔任票選委
員，另機械系侯帝光教授(3 票)、能源系陳炎洲教授(2 票) 兩
位則擔任候補委員，如遇需遞補狀況則依本次獲選票數高低依
序遞補。
第二案
案
說

辦
決

提案單位：機械工程學系
由：因應工程認證要求，懇請校方協助提供各系各科成績平均及及
格率。
明：為因應工程教育認證自 103 學年度起認證系所開設之所有課程
需填寫課程分析及評估表(如附件六)該表需填寫課程平均成績
與及格率，日前校務資訊系統無相關資料，各系所必須耗費眾
多人力各別計算，若資訊處於校務資訊提供供各課程平均成績
與及格率，本校所有系所皆可大幅縮短作業時間，此外，本功
能亦可以提供全校授課教師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重要參考依據
法：依會議決議辦理。
議：經以註冊組洽詢，該組本身針對各科之平均、高低標分數等資
訊皆有統計，如系所單位有需要該資料準備認證者，可逕向
該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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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

提案單位：理工學院
由：請討論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大學部學生優秀專題競賽辦法
本年度繳件基本資格確認及未來推行方式。
說
明：1.請討論本年度專題競賽作品投稿學生繳件條件。
2.為配合各系所單位專題競賽時間，建議明年度開始理工學院
專題競賽停辦，擬廢止相關辦法，相關配套措施，將於系
主管會議討論完備後實施。
辦
法：依會議決議辦理。
決
議：1. 經委員會議決議，本屆專題競賽作品以系所推薦為主，如
是今年度畢業生的作品尚可受理。
2. 為讓經費資源有效利用，擬明年度開始院專題競賽停辦，
改由系所各自辦理，相關配套措施及院配合內容則改由例行
系主管會議討論後公告實施，併「國立聯合大學理工學院大
學部學生優秀專題競賽辦法」由本次會議決議自 105 年度起
廢止。
伍、臨時動議
會中委員建議，擬請提案送行政會議建議，將原八甲的宿舍改建成研究生及高
年級宿舍，讓研究生能讓研究生生活圈更完整能更安全的唸書，不需二坪八甲
兩地奔波。
陸、散會(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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