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能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2學期圖書發展委員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108年6月14日(星期五) 9時整 

貳、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致詞：  

  一、開會前一天再提醒委員一次，以免委員忘記。 

  二、圖書委員會議提供的相關議題與統計數據，請於行政會議中再次報告。 

肆、圖資中心主任報告： 

  一、這次會議時間訂得比較早，所以出席較不踴躍。 

  二、每年7月中旬至7月底，一直重覆研究生畢業離校的問題，例如不熟悉論文上    

      傳格式與程序，或要求快速審核，請委員們向研究所指導教授反應：提早安     

      排論文口試時程，並加強宣導離校等相關注意事項。 

 伍、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

號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一 圖資中心於107學年度第2學

期編列各系所中文圖書教補

款計80萬元，有鑑於本校圖書 

典藏空間有限，擬提案調整部

分經費購買電子書。 

該提案為教補款經費,已於

1080426提交整體發展經費專

責小組會議通過。 

並於1080529執行完畢。 

(參考附件一) 

圖資中心 

二 資料庫能廣泛讓師生使用非

常棒，往年畢業季將到之際圖

書館會針對研究生講習畢業

論文上傳系統，希望每新學年

的開始圖書館也能支持研究

所對新生提供資料庫的教育

訓練，指導研究生檢索與搜尋

資料庫並增加使用率。 

研究生講習及資料庫教育訓

練一直持續進行中，歡迎師生

提出申請。 

圖書委員 

三 學校投注經費在圖書與電子

資源上，請圖書館提供圖書與

資料庫使用率統計，藉以推廣

並提高使用率。 

圖書館每個月都有統計相關

數據。 

圖書委員 

陸、 業務報告： 

一、採購編目組報告 

 1.107學年第二學期圖書資料採購進館（含教補款），目前已完成計有視聽資料164  

   件冊，中文圖書計1852冊，外文圖書329冊，所有新書均展示在圖書館一樓”新 

   到館圖書”區，另本學期新增電子書410冊，提供師生檢索閱讀。請各位委員協 

   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到館借閱及網路閱讀電子書。 



 2.教補款圖書依規定於每年10月30日前核銷每學期推薦購買之圖書資料，書單必須 

   提早完成推薦， 方能進行採購程序，感謝圖書委員的配合辦理，也非常感謝會 

   計室及總務處大力協助。 

 3.108學年根據107學年電子資料庫使用調查結果訂閱，屆時將依編列之經費逐依統 

   計之優先序採購入館，提供全校師生檢索研究之參考，非常感謝各系圖書委員大  

   力協助，並請委員能協助推廣檢索使用。 

 4.108學年人事室在獎勵師資方面編列相關經費，擬購置電子資料庫提供教師教學 

   研究參考，圖資中心將依資料庫統計之優先序採購入館。 

二、流通閱覽組報告 

 1.107學年度第2學期，圖書館導覽及利用教育(含學位論文講習)，共9場，175人  

   參與。 

 2.執行深耕計畫，圖書館於3-5月份舉辦2019世界閱讀日「愛悅讀iRead集點活動」  

   在電子書、紙本圖書借閱及二手教科書交換等僅略為提升；預計108學年度第1 

   學期將持續舉辦相關活動，吸引學生使用本館豐富的館藏資源。 

 3.圖書館將於期末考週6/17(一)至6/21(五)，針對校內學生舉辦「借書抽抽樂」    

   活動，請各系所委員幫忙宣傳活動，鼓勵同學到館借閱圖書。 

 4.圖書館四樓西文書庫區600類(技術類)圖書，因本校系所佔該類圖書最多，部分 

   類號書架已滿架，於這學期進行挪架的作業，現已完成。 

 5.新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目前在進行校內教務及人事系統的銜接，於系統銜接並 

   測試完成後，再行上線提供師生使用，屆時將於圖書館公告，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6.圖書館自2019年6月3日(週一)起，開始辦理暑假借書；歸還期限延長至下學期 

   開學後，2019年9月23日(週一)前歸還。請各系委員協助宣傳，鼓勵同學們借書   

   以充實暑假生活。 

柒、提案討論： 

   無。 

捌．臨時動議  

 一、研究生論文上傳與畢業離校相關問題討論。 

 說明：鑑於權責單位與研究生皆不太清楚論文上傳與畢業離校的相關規定與 

       注意事項，藉此討論讓流程更加順暢。 

 決議： 

(1) 研究生論文上傳前，依教務處訂定的『萬能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共同修

業規定』第八條碩士 學位考試之申請三(參考附件二)辦理後，始可上傳，

其餘修業相關亦可參考此修業規定。  

(2) 研究生論文上傳後，鼓勵選擇立即公開。 

(3) 研究生論文上傳經審核無誤後，始可繳交紙本論文2本至圖書館，才算    

完成離校程序。 

      (4)本次會議後，下週一另行與研究所相關人士聯繫，說明注意事項，並於行   

         政會議中再次報告，轉知各院、系、所主管同仁。 



 二、圖書館自動化新、舊系統介接轉換時，畢業生離校審核相關措施。 

 說明：圖書館自動化新、舊系統介接轉換將於6月底7月初完成，期間會因不可抗拒  

       之因素產生問題，須事前研擬處理方式。 

 決議： 

      (1)應屆畢業生離校審核，現階段由舊系統自動審核，執行順利。 

      (2)自動化新、舊系統銜接時，7月初及8月中的畢業審核，期間出現       

         問題時，轉知教務處相關單位，將以人工手動方式處理。 

 

玖．散 會 

 

 

 

 



 

 

附件一                        108 年資本門經費設備項目變更對照表                       

學校名稱：萬能科技大學 

原申請項目 擬變更項目 
變更原因說明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優先
序 

項目 
名稱 

規格 數量 
預估 
單價 

預估 
總價 

使用 
單位 

22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50 400 60,000 工管系 22   75 400 30,000 工管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24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75 400 70,000 企管系 24   75 400 30,000 企管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26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20 500 60,000 商設系 26   60 500 30,000 商設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28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00 500 50,000 妝品系 28   60 500 30,000 妝品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0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80 500 90,000 觀休系 30   80 500 40,000 觀休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1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80 500 90,000 餐飲系 31   80 500 40,000 餐飲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2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25 400 50,000 行銷系 32   50 400 20,000 行銷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3 中文圖書 平(精)裝 60 500 30,000 旅館系 33   20 500 10,000 旅館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4 中文圖書 平(精)裝 60 500 30,000 數媒系 34 中文圖書 電子版 40 10000 400,000 圖資中心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6 中文圖書 平(精)裝 80 500 40,000 航服系 36   40 500 20,000 航服系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8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00 400 40,000 通識中心 38   50 400 20,000 通識中心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39 中文圖書 平(精)裝 160 500 80,000 圖資中心 39   40 500 20,000 圖資中心 
採購數量變更，
支應電子書。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690,000 變更項目金額小計 690,000  

 



 

 

附件二 

萬能科技大學碩士在職專班共同修業規定 

102年05月14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制訂 

102年07月23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05月06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 

105年05月04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 

105年05月04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 

107年 12月 13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修業期限以 1至 4年為限。依本校學則第 85條規定， 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

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 2年。 

第二條 依各所畢業學分規定，並提交一篇碩士論文，通過論文口試後始可畢業，碩士論文學分

數（ 6學分）不包含於畢業學分。 

第三條 觀光餐旅暨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分成以下 三 類： 

       一、必修課程：策略管理（3學分）、資訊管理（ 3學分）、 研究方法 

           與論文寫作 3學分）、 經營管理講座 3學分）共計 12學分。 

       二、選修課程：依各所（組）規定，碩士在職專班各所（組）開設之 

           科目均可列為選修，跨所（組）選修以 9學分為上限。 

       三、碩士論文：碩士論文 6學 分 不包含於畢業學分，研究生必須於入 

           學後，且修習完成 12學分，始可修習論文學分。 

第四條 學分抵減（免） 

一、 研究生申請抵免學分應於入學第 1 學期開課後 2 週內一次辦理 

完畢，凡經核准之抵減或抵免學分或課程，視同已修習及格， 

得計入碩士學位學分。論文學分不得抵減(免)，抵減（免）之 

學分總數，以 18 學分為上限。（註明於入學通知單） 

二、 申請抵減之課程，以等同於研究所之科目與學分為原則，並 

須符合下列條件，經所長核准後為之。 

(一)、修習本校研究所學分班、碩士班或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之 

課程，凡研究所課程規劃表內之課程，且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 

均予以抵免，抵免學分數以 18 學分為上限。 

(二)、於他校修習研究所學分，凡課程名稱相同、專業領域相似、 

學分數相同且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經相關授課或專長領域老師 

核可後得予以抵免，抵免學分以 6 學分為上限。 

第五條 選課、研習進度及論文撰寫事宜，由指導教授負責輔導。尚未選 

       定指導教授前，由導師、研修系所主任負責輔導。碩士班分組 

       時，每組設置一位導師。 

 

 

 



 

 

第六條 論文指導教授之選請與更換 

       一、 研究生應於入學第 1 學期結束前 1 個月，或至遲於第 2 學期開 

       學後 1 個月內提出指導教授之申請，經指導教授簽署「指導同 

       意書」，並經研修系所所長核定；有爭議者，得報請所務會議 

       決議。 

       二、 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為主，若由兼任之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則應與專任教師共同指導。專任教師指 

       導碩士班研究生每屆以 8 人為限(共同指導可再加 4 人)，兼任教 

       師則以 1 人為限。 

       三、 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必須得到雙方教授同意，以更換一次為限， 

       若有特殊情形者，得報經研修系所所務會議決議。更換指導教授 

       之後至少需間隔 3 個月之後才可以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第七條 轉換入學組別 

       研究生轉換入學組別，須於擬申請之組別有缺額時，才可提出申 

       請，轉換組別之申請必須於指導教授簽署論文「指導同意書」之前 

       為之；轉換以一次為限，並經研修之系所所長核定。當申請轉換組 

       別人數超額時，其比序條件依序為(1)在研究所期間修課成績之平均 

       分數、(2)工作年資(提供在職證明)。 

第八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 

       一、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應先提出論文計畫書，上學期至遲於 10 

       月 31 日前提出，下學期至遲於 3 月 31 日前提出。論文計畫書 

       須經指導教授簽署後送研修系所核備。 

       二、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上學期至遲於 12 月 31 日前提出，下學 

       期至遲於 6 月 30 日前提出，逾期不得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 

       並至遲於學位考試前 1 個月提出論文初稿。 

       三、論文初稿應通過論文全文相似度檢測。論文全文相似度檢測比 

       對結果未超過 30%者，填寫碩士學位論文學術倫理切結書，經指導教授 

       見證簽名於所辦公室存查，始得辦理學位考試。 

第九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條件與程序 

       一、 須滿足研修系所碩士班修課及畢業門檻之規定。 

       二、 碩士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期限內舉行，未能於期限完成 

       者，至遲第一學期須於 1 月 10 日前，第 2 學期須於 7 月 10 日 

       前舉行。 

       三、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3 至 5 人，親自出席論文口試，由 

       研修系所所長商承指導教授之建議，報請校長聘請之。學位考 

       試委員會召集人，由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中選定一人擔任之， 

       但指導教授不得兼任召集人。 

       四、 考試委員會委員須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之人員擔任之。 

       五、 碩士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口 

       試委員無記名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逾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 

       員評定不及格者即以不及格論處，不予平均。 



 

 

       六、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審查確定者，以不及 

       格論處。 

       七、 在職進修研究生 6 年無法完成應修課程、規定學分數和通過碩 

       士學位考試者，依本校學則第 115 條規定予以退學。 

       八、 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學位，如發現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 

       調查屬實者，撤銷其學位，並追繳已發予之學位證書。 

第十條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