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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程序 
時間：109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 分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王慧君  代理校長 
壹、 主席宣佈開會 
貳、 主席致詞 
叁、報告事項 

一、 管考事項追蹤。 
二、 各單位工作報告。 

肆、 討論事項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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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及意見交流 
管考事項追蹤 
負責單位 管考事項 說明 

教發中心 高教深耕計畫  

 
報告事項 

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王慧君 
代理校長 

1. 上週 8/6 已完成第一次例會，敏實科技大學核心價值與工作

守則說明『敏於思、實於行』『正直誠信、團隊合作、互相

信任、引領變革』打破專業界線、崗位界線、有順序輪調，

亦請同仁協助配合。 
2. 教育部來文：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

用辦法，請各系在聘任兼任老師時，也請特別注意老師的資

格條件。 
3. 有關高教深耕第三主軸高教公共性的執行。本周 8/12 進行

IR 相關的諮詢及教育訓練，請大家屆時準時參加。 
4. 8/13 每週提報規劃蒞會報告如下，請相關人員進行準備，投

影片約 10 分鐘。 
(1)行政團隊如何確保招生的承諾(總務處-交通，餐廳；/學
務處-社團、職涯輔導及其他生活方面配套) 
(2)教學團隊如何確保招生的承諾-教學示範 
(3)109 學年度招生檢討與 110 學年度招生規劃 
(4) 教學團隊如何確保招生的承諾-教學示範 
(5)行政團隊如何確保招生的承諾(教務處- /綜合行政處) 
(6)人力資源管理及能力提升-人事室 
(7)財務控管規劃與實施-會計室 
(教育部回函：貴校 109 學年度收支互抵後預計短絀近

6000 萬，請妥擬開源節流措施，以利學校營運發展。) 
(8)如何加強敏實職涯輔導改善提升就業效能(謀職成功率、

職涯發展)-學務諮輔 
5. 列入行政管考事項：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102-106 學年度畢業資料分析，至

關重要，並可作為評鑑與及 IR 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 
2.1 諮輔中心，即刻派專員負責 IP 及帳號密碼，下載本校

102-106 畢業生就業別(是否學用符合)、平均薪資(是否

低於均值)等資料。(請於 8/12 完成並回復綜合行政處巫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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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2.2 該項資料下載後，請於 8/20 前主動分享本校 IR 研究同

仁:梁瑞閔老師、金帶、惠珍主任、研發處，並請諮輔作

成簡單分享研究心得:如何加強敏實職涯輔導改善提升就

業效能(謀職成功率、職涯發展)。 
2.3 9/15(二)，建請諮輔提交建議內容於評鑑會議報告，俾納

入自評改善建議。 
6. 請大家發公文時注意 E-MAIL 帳號，要改為

***.mitust.edu.tw 
7. 感謝總務處同仁完成校標的更新。 
8. 獎補助的審查意見，請於時間內回覆。 

問題：1.經常門中，有列出補助新聘教師支用；2.資本門中

採購智慧機器(臂)人、採購餐飲設備，有規格確認上疑義。

3.針對稽核作業完備有較多指摘 4.建議程序(適法)疑義。  
9. 學務處共有 4 件公文，今年 4 月份，分別為社團國樂社，日

研社生存遊戲社等，『經協調不受理申請，准予結案』。公文

旅行甚久，請單位主管注意。 
教務處 

許耀文教務長 
1. 目前各系排課中，請待聘課程儘快決定。 
2. 高教深耕計畫，各系分配經費，請於下週二前回覆。 

 

學務處 
曾慶祺學務長 

生輔組 

新生定向-「渦輪啟航．夢想起飛」活動行動準據（如附件 p.6）。 

請各系配合事項： 

1.8/25上午 11點請各系安排活動。 

2.8/25午餐：樂群會館 1樓 

3.新生班導師全程參與(含小叮噹課程） 

 

諮輔中心:  

1.請各系繳交新學期導師名單。 

2.請各系畢業班導師協助完成畢業生流向調查，需於 10月中系

統關閉前完成填報，會再發信跟老師們說明，提供填答連結。 

 

總務處 
吳仁明總務長 

1. 操場、籃球場油漆美化工程將於今天下午開標，工程需兩個

月的時間，敬請配合。 

2. 為服務住宿學生，下學期將設置自行車停車場供學生使用，

若同仁家中有多的自行車可供學生使用，請送至總務處。 

3. 校長與總務處利用 1 個月的時間，於周二下午 14:00 起至各

單位瞭解空間與儀器設備使用情形，相關時程如後，請予以

協助配合。 

日期 場館 使用單位 

8月 11日 英士樓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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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8月 11日 右任樓 
學務處、觀光系、海青

班 

8月 18日 電機館 電機系 

8月 18日 
橫渠樓、女舍

與第二餐廳 
總務處、學務處 

8月 25日 二曲樓 電機系 

8月 25日 綜一館 
智慧製造、智慧車輛、

工管、機電 

9月 1日 定一樓 
觀光系、資管系、餐飲

系、商企系 

9月 1日 學院樓 餐飲系 

9月 8日 綜二館 運促系、體教中心 

9月 8日 志清樓 
體教中心、學務處、觀

光系、總務處 

9月 15日 圖書館 教務處 

9月 15日 忠孝仁愛樓 教務處 

4. 英士樓 2-5 樓有辦公桌椅櫃、課桌椅，有需要者請洽環安事

務組許組長。 

5. 近期工程：操場油漆美化(8/11招標)、志清樓校名及校標底

色塗漆(已完成)、綜一館新系系辦隔間(進行中)、英士樓 6-

7 樓清理(已完成)、敏實大道綠美化(已完成)、敏實公園聯

外道路積水改善(涵管疏通已完成)。 

研發處 
劉玉山研發長 

1. 評鑑基準期間:106-108 學年度。 
2. 評鑑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五)0900-2030 
3. 109 學年校務評鑑大日程表，如附件 p.8 
4. 基本資料表填寫、自評報告修正、 
 請各單位配合時程，積極準備 
 相關評鑑資料，請詳細、正確紀載；敏實科大的未來發展定

位與 106-108 學年度績效，皆要充分表達。 
 各處室:未來發展 KPI，請積極規劃。 
5. 8/6 金屬中心胡博士來訪，規劃安排本校進行跨領域、跨年

度大型產學研究案(以敏實集團智造前瞻技術，開拓智慧車

輛前瞻應用與人才培育，發展台灣車輛 AI 與智慧辨識自駕

利基產業人才)，將介紹大型計劃專案主持人才。 
6. 產業新尖兵計畫，請兩個計畫團隊成員持續努力，8/end 前

提出計畫案。 
7. 102-106 畢業生就業分析，請諮輔中心，協助上基本資料庫

擷取資料，並做進一步做學習與就業之成果關聯分析，作為

職涯精進改善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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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內容 管制時程 
8. 研發處人手較缺，請各單位協助介面整合附加價值，以加速

整體績效。 
人事室 

高芝瑩主任 
108學年度教師績效表將於8月13日送至教學單位，請教學單位提

醒老師務必來校領取績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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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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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 校務評鑑修訂日程 １０６－１０８學年度  敏實科大評鑑小組    
０８０6 研發處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自評報告

書 
     

基本資料

表  
    

自評改善

行動 
     

書冊繳交    10/31 繳交  
模擬評鑑      
實地評鑑 0803 日期抽籤  10 月網路

測驗 
      

1218(五) 
 

2.特別注意事項 
 8/4-8/28 
 自評書+基本資料 
 檔案整理 
 校務計畫(教學總研：OKR)、研發(產學、證照)；招生教務(核心能力指標、教學特

色、)；學務(職涯輔導、UCAN) 
 敏實科大：SWOT 發展定位、願景、培育目標（院系）（發展藍圖） 
３．自我評鑑報告： 校正 
４．8/4-8/28：重新分工（教：教學特色；學：學生職涯； 總：校園活化 ； 研：產

學 ； 院系：後續改善＋實習＋證照 ） 
５．模擬評鑑 
６．簡報與現場（日夜）評鑑準備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