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工學院在職專班第一次通訊會議紀錄 
 

一、審查時間：109年4月16日~22日 

二、審查委員：應審查9人，實際審查共9人；黃炯憲委員、金大仁委員、陳仁浩委員、洪士

 林委員、張立委員、陳宗麟委員、王維志委員、陳智委員、張淑閔委員。 

三、記 錄：戰玲雲 

四、討論事項： 
 案 由：工學院專班各組105~107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請投票。 

說  明：1.依據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 號函辦理。擬審查工學院專 
各組 105-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專班各組的研究領域。 

2.為符合前函規範，本校決議請各在職專班召開專班委員會並至少邀請校外委員 1 
名，共同檢視近 3 年內學生畢業論文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 

3.各組邀請校內、外委員審查結果與會議紀錄如附件 P1-P10。 
決 議：經所有委員無記名投票，全體投票一致通過工學院專班 105~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 
  專業性皆符合。 

 
五、臨時動議：無。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專班名稱：工學院產業安全與防災   專班 

學年

度 

審查

件數 
審查人員 

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審查結果 

(如第一階段無法判別始進入下一階段判別；如第一階段皆已符合，

則不需進行第二、三階段判別) 

後續改善情形 

105 17 

專班委員
__5__人 

 
校外委員
__2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13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4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4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6 17 

專班委員
__5__人 

 
校外委員
__2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17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7 22 

專班委員
__5__人 

 
校外委員
__2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17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0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5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5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專班主管簽章：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專班名稱：工學院永續環境科技  專班 

學年

度 

審查

件數 
審查人員 

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審查結果 

(如第一階段無法判別始進入下一階段判別；如第一階段皆已符合，

則不需進行第二、三階段判別) 

後續改善情形 

105 3 

專班委員
__5__人 

 
校外委員
__2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2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1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1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0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6 5 

專班委員
__5__人 

 
校外委員
__2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3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2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2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7 5 

專班委員
__5__人 

 
校外委員
__2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5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專班主管簽章：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專班名稱：工學院精密與自動化工程 專班 

學年

度 

審查

件數 
審查人員 

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審查結果 

(如第一階段無法判別始進入下一階段判別；如第一階段皆已符合，

則不需進行第二、三階段判別) 

後續改善情形 

105 7 

專班委員
__7__人 

 
校外委員
__1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7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0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6 7 

專班委員
__7__人 

 
校外委員
__1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7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0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7 9 

專班委員
__7_人 

 
校外委員
__1__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9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專班主管簽章：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專班名稱：工學院工程技術與管理專班 

學年

度 

審查

件數 
審查人員 

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審查結果 

(如第一階段無法判別始進入下一階段判別；如第一階段皆已符合，

則不需進行第二、三階段判別) 

後續改善情形 

105 14 

專班委員
7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14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0_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6 12 

專班委員
7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12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7 22 

專班委員
7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21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    1   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1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專班主管簽章：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專班名稱：工學院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專班 

學年

度 

審查

件數 
審查人員 

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審查結果 

(如第一階段無法判別始進入下一階段判別；如第一階段皆已符合，

則不需進行第二、三階段判別) 

後續改善情形 

105 13 

專班委員
5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13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6 13 

專班委員
5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13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7 15 

專班委員
5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15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    0   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專班主管簽章：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 

專班名稱：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專班 

學年

度 

審查

件數 
審查人員 

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審查結果 

(如第一階段無法判別始進入下一階段判別；如第一階段皆已符合，

則不需進行第二、三階段判別) 

後續改善情形 

105 5 

專班委員
5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5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6 2 

專班委員
5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2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0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___0____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107 0 

專班委員
5人 
 

校外委員
1人 

第一階段、從題目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的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摘要檢視。件數       件。 
 
第二階段、從論文摘要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          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3、未能判別，進行論文全文檢視。件數_______件。 
 
第三階段、從論文全文判別是否符合所屬相關研究領域： 
1、符  合。件數__________件。 
2、不符合。件數__________件。 

 

 
 
 
專班主管簽章：                     
 



 

108學年度工學院專班產業安全與防災第3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9年4月7日（星期二）中午12：10 
二、地 點：工五館233B室 

三、主 席：金大仁召集人               記  錄：戰玲雲 

四、委 員：金大仁教授、陳俊勳教授、史天元教授、謝宗雍教授、張淑閔教授。 

五、校外委員：品保中心主任張起明博士、聯合大學職業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高振山教授。 

六、討論事項： 

 案 由：105~107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請審查。 

說 明：1.依據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 號函辦理。擬審查產業安全 
與防災專班 105-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產安專班的研究領域。 

2.為符合前函規範，本校決議請各在職專班召開專班委員會並至少邀請校外委員 1 
名，共同檢視近 3 年內學生畢業論文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 

3.產安專班列出 105-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題目，如論文題目審查後沒問題即可停止。  
如題目有問題再再審查摘要，如摘要有問題，再論查論文本文方式進行審查。 

 決 議：經全體委員審查，如下列所示 

產業安全與防災 第 1 階段 
題目審查 

第 2 階段 
摘要審查 

總篇數 56 

105 年 17 篇 符合 13 篇 符合 4 篇 

106 年 17 篇 符合 17 篇 -- 

107 年 22 篇 符合 17 篇 符合 5 篇 
  

永續環境科技 第 1 階段 
題目審查 

第 2 階段 
摘要審查 

總篇數 13 

105 年 3 篇 符合 2 篇 符合 1 篇 

106 年 5 篇 符合 3 篇 符合 2 篇 

107 年 5 篇 符合 5 篇 --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12：40。 



108學年度工學院專班 

精密與自動化工程學程第3次會議紀錄(節錄) 
 

一、時 間：109年4月9日（星期四）中午12：10 
二、地 點：工五館233B室 

三、主 席：陳仁浩教授                記  錄：戰玲雲 

四、委 員：陳仁浩委員、尹慶中委員、金大仁委員、洪景華委員、陳宗麟委員、蔡佳宏委員、鄭泗東

 委員。 

校外委員：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蔡忠杓講座教授。 

五、討論事項： 

 案由一：（略）  

  

 

 案由二：105~107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請審查。 

說 明：1.依據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3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 號函辦理。擬審查精密與自動 
化工程專班 105-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之專業是否符合產安精密的研究領域。 

2.為符合前函規範，本校決議請各在職專班召開專班委員會並至少邀請校外委員 1 
名，共同檢視近 3 年內學生畢業論文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 

3.精密專班列出 105-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題目，如論文題目審查後沒問題即可停止。如

題目有問題再再審查摘要，如摘要有問題，再論查論文本文方式進行審查。 
決 議：經全體委員審查，一致通過 105~107 學年度共 23 篇畢業生學位論文題目皆符合本專班研

 究領域。 

 精密與自動化工程 第 1 階段 
題目審查 

總篇數 23 

105 年 7 篇 符合 7 篇 

106 年 7 篇 符合 7 篇 

107 年 9 篇 符合 9 篇 
 

 

 

六、臨時動議：無。 



 1 

一百零八學年度工學院專班工程技術與管理學程 
第 3 次會議紀錄(節錄) 

 
一、時間：109年4月6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 
二、地點：工程二館208會議室 
三、主席：洪士林召集人 
四、委    員：王維志教授、王彥博教授、洪士林教授、張良正教授、單信瑜教授、曾仁杰教授、黃世昌教授  
    校外委員：曾惠斌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系) 

紀錄：吳雅玲 

五、報告事項：109學年度招生已放榜，初試直接錄取10名、複試正取13名，備取12名。本專班將於109年
4月18日辦理新生報到手續。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105-107學年度畢業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請審查。 
說  明： 一、依教育部109年3月13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027810號函辦理。 

二、為符合前函規範，教務處召開會議討論並決議請各在職專班召開專班委員會並至少邀請校外委員

1名，共同檢視近3年內學生畢業論文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相符。 
三、註冊組已整理各在職專班105至107學年度畢業生論文清單，請各專班逐筆檢視後將結果填列於

學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情形表，並連同會議紀錄於4月29日(星期三)前送交註冊組，以利

後續彙整回報教育部。 
決  議：經全體委員審查，結果如下： 

工程技術與管理組 
第 1 階段 

題目審查 

第 2 階段 

摘要審查 

總篇數48筆 

105年14篇 符合14篇 -- 

106年12篇 符合12篇 --  

107年22篇 符合21篇 符合1篇 

 
七、臨時動議：(略) 

八、散    會：13:20 



 

一百零八學年度工學院專班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學程 
第3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9年4月14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 
二、地     點：工五館322B室（工學院會議室） 
三、主     席：張立召集人 (吳耀銓教授代理) 
四、委     員：李安謙委員、鄭泗東委員、吳耀銓委員、呂志鵬委員、林宏洲委員 
         校外委員：台灣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黃柏仁特聘教授 

紀錄：吳雅玲 

 
五、報告事項：109學年度招生已放榜，初試直接錄取10名、複試正取15名，備取6名。本專

班將於109年4月18日辦理新生報到手續。 

 

六、討論事項 

案由一：105-107學年度畢業生學位論文提送及專業認定，請審查。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9年 3月 13日臺教高通字第 1090027810號函辦理。 

二、為符合前函規範，教務處召開會議討論並決議請各在職專班召開專班委員會並

至少邀請校外委員 1 名，共同檢視近 3 年內學生畢業論文是否與系所專業領域

相符。 

三、半導體專班與平面專班已列出 105 至 107 學年度畢業生論文題目，請各位委員

逐筆檢視論文題目後，如題目審查後沒問題即可停止。某篇論文題目如無法判

別，則進入下一階段審查摘要，如摘要亦無法判別，則進入論文全文審查。 

決    議：經全體委員審查，半導體專班共41篇與平面專班共7篇的論文題目皆符合專班的專業

領域。 

半導體材料與製程設備組 
第 1 階段 

題目審查 

總篇數41筆 

105年13篇 符合13篇 

106年13篇 符合13篇 

107年15篇 符合15篇 

 

平面顯示技術碩士學位學程 
第 1 階段 

題目審查 

總篇數7筆 
105年5篇 符合5篇 

106年2篇 符合2篇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        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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