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記錄 

一、時間：94 年 9 月 26 日(星期一)AM 9：00          紀錄：呂立德 

二、地點：綜合大樓 3 樓會議室 

三、出席：如簽名頁 

四、列席：如簽名頁 

五、主席：郭教務長柏立 

六、主席報告 

1、為了配合四十周年校慶系列活動，請各系所儘量將專題演講場次安排於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11 日之間；各系於系館辦理專題成果展，並將專題製作優良作品、

參加校外競賽得獎作品或與業界共同開發專利作品提出辦理聯展。 
2、機電工程研究所通過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春季班之申請，招生名額待教育部核

定。並請化工與材料所、電子所、機電所與電機所及早規劃秋季班申請事宜。 
3、機械系將於 10 月 21 日（五）09：00~17：00 舉辦一場「創意種子教師研習營」，

由實踐大學陳龍安教授主講，請各系推派 3 位老師參加，以培育『創意思考訓

練』種子教師。（請參閱附件 1） 
4、目前校內補救教學情形如下： 
（1）應外系實施四技英語補救教學 
（2）數學科丁雲龍老師規劃實施五專一、二年級數學課後輔導 
（3）電子系及電機系實施專業基礎學科課後輔導 

5、請各系將各學制規劃之課程標準及各科授課大綱上網公佈，以供學生選課查閱

參考。 
6、94 學年度第一學期網路教學開課情形如附件 2，請各系參閱。 

七、出席單位報告 

◎ 何副校長 

1、本校 94 學年度計有三個學院，包含 14 個系、6 個碩士班研究所，12 種學制的學

生。茲將各學院系所之學制統計如下： 
   △工學院：7 系、5 所，6 種學制以上的有 5 系，其中最多學制的是電子系有 10 
     種。 

△商學院：4 系、1 所，6 種學制以上的有 3 系，其中最多學制的是企管系有 11 
  種。 
△人文社會學院：3 系、6 種學制以上最多學制的是幼保系有 8 種。 



此種多元學制與一般綜合大學大不同，提出五個可能評鑑時會面對的問題以供相

關院、系主管去思考。 
(1)如何規畫多元學制之課程而能兼顧各科目之銜接及教學目標之不同？ 
(2)如何維持多元學制之教學品質？ 
(3)如何因應多元學制入學學生背景不同與素質日益低落之情形。 
(4)在突顯科技大學與一般大學之不同點方面作了那些努力？有那些成效？ 
(5)在資源調配、學程開設、課程規畫等方面，在跨系整合及跨院整合，有那些成

效？ 
2、教育部鼓勵各校配合行政院「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有： 

(1)兩兆雙星之重點產業---半導體與數位內容產業。 
(2)成立各種創新研發中心，包含： 

中研院基因體研發中心。 
南港軟體設計研發中心。 
桃園龍園行動通訊工程中心。 
新竹奈米應用研發中心。 
電信技術中心。 
中部精密機械創新研發社群。 
南部產業創新研發示範區。 
發展亞太創業中心。 
環保科技育成中心。 

3、重點產業科技研究 
(1)生物科技發展計畫 
(2)奈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3)晶片系統國際型科技計畫 
(4)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 

4、推動重點產業 
推動四大重點產業群，計有： 
(1)傳統產業高附加價值化(高科技紡織、保健機能性食品及保養品、高級材料工

業、光電電子用化學品產業、輕金屬產業、輕型高效率電動車輛、運動休閒

產業) 
(2)兩兆雙星產業(半導體產業、影像顯示產業、數位內容產業、生物技術產業) 
(3)四大新服務業(研發服務產業、資訊應用服務產業、流通服務產業、照顧服務

產業) 
(4)綠色產業(資源分選及再生利用、綠色資源再生利用、資源化工業輔導) 
以上相關計畫，請各系參與配合之情形提供給各院，彙整後交至秘書室。 

♁研究發展處 

1、93 學年度本校教師發表期刊論文和會議論文篇數，目前各系正填報中….。 
2、本校 94 年度各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核定共計 54 件， 分別為： 

(1)一般型研究計畫，計 49 件，計畫主持人分別為：  



化工系(4)：彭立祥、葉安祺、楊宗樺、張簡國平。 
土木系(4)：江慶堂、王建智、湯兆緯、楊秉蒼。 
電子系(12)：陳文祥、吳三連、王納富、王維倫、陳振聲、陳進祥、林淑芸、 
            劉建源、蔡有仁、趙國建、黃志峰、蔡漢彰。 
機械系(13)：龔皇光、郭柏立、黃怡澄、黃柏文、溫茂育、陳志冠、陳鴻雄、 
            林阿德、孫允平、王述宜、李政男、蔡穎堅(2)。 
電機系(9)：蔡明堂、呂榮基、沈鎮南、鄭富升、李建華、黃坤元、李丁福、 
           黃燕昌、程  深。 
工管系(2)：蔣治平、黃昭貴。 
企管系(1)：蕭錫錡。 
資管系(1)：劉永誠。 
運休系(1)：蔡崇濱。 
師培中心(1)：周新富。 
通識中心(1)：吳百祿。 

    (2)小產學研究計畫(第 1 期)，計 3 件，計畫主持人分別為： 
  電子系(2)：林淑芸、王維倫。 
  工管系(1)：鄭榮郎。 

(3)數位小產學研究計畫(第 1 期)，計 1 件，計畫主持人為： 
  土木系：趙  鳴。 

(4)教育部與國科會合作目標導向計畫，計 1 件，計畫主持人為：： 
企管系(1)：蕭錫錡。 

3、國科會 94 年度大專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計 4 件，指導教授分別為： 
電機系(1)：黃燕昌。 
企管系(2)：周秀蓉、蔡政宏。 
國貿系(1)：辛沛翰。 

  4、申請國科會 94 年度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第 2 期小產學)，於 94 年 
8 月 11 日申請截止，申請件數共計 20 件，分別為： 
化工系 2 件；土木系 2 件；電子系 5 件；機械系 4 件；電機系 2 件； 
工管系 2 件；建築系 1 件；資管系 2 件。 

  5、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申請專利者，計 1 件： 
計畫主持人：施松村(電子系) 
專題研究計畫名稱：微小型轉矩測定器設計開發(NSC 92-2622-E-230-009-CC3)。 
發明專利名稱：微扭力測定機。 

6、本校獲國科會核定補助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主持人：蕭錫錡講座教授），研

討會名稱：「國際工程技術教育研討會」(94/11/30-12/01) 
7、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計 3 場次，分別為： 

化工系：新穎奈米技術在材料上之應用研討會(94/11/03)。 
土木系：防災技術實務應用研討會(94/11/04)。 
電子系：資訊安全教育研討會(94/10/11)。 

8、本校 94 年度獲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部份補助 4 場



次產學講座和 8 件專利申請，分別為： 
(1)產學講座 
  電子系：奈米光電關鍵技術之發展。 
           奈米功能性表面處理技術。 
           RF 元件測試與 RFID 應用量測技術研討會。 
           SOPC 系統開發整合應用產學合作研討會。 
(2)專利申請 
    電子系：施松村－新型埋入式 RFID 標籤天線。 
    電子系：趙國建－具有高隔離度設計雙極化操作之平面天線。 
            趙國建－具有全向輻射之高增益單極基地台天線。 
    機械系：周卓明－驅動系統(1)。 
            周卓明－驅動系統(2)。 
            周卓明－容納裝置。 
            周卓明－壓電馬達。 
            周卓明－壓電馬達之定子。 

9、助理教授以上之新進同仁，申請 94 年度國科會『新聘任人員專題研究計畫』，截

止日期：94 年 9 月 30 日。 
10、國科會 95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預定於 94 年 11 月接受申請，於 94 年 12 月下旬

截止收件。 
11、本校 95 年度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1)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A 類)，申請日期為 94 年 9 月 16 日~9 月 30 日止。 
(2)補助教師先期型專題研究計畫(B 類)，申請日期為 94 年 9 月 1 日~9 月 15 日 

止。 
(3)補助教師提昇產業技術先期型研究計畫申請(C 類)，申請日期為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止。 
12、正修科技大學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理費分配及支用要點(如附件 1)。 

◇進修部 

1、明年度進修部暨進修院校之系科調整如下： 
(1)四技部份：增加電機系、機械系、資工系各 1 班，共 3 班。 
(2)二專部份：減少進修部電子科、企管科、幼保科各 1 班，及在職專班幼保科 1

班，共四班以交換四技 2 班。 
(3)附設進修專校：調整國貿科減 1 班，增加應外科 1 班。 
(4)附設進修學院：增加二技財金系及運休系各 1 班。(此兩班不在總量管制內) 

    2、高屏區附設進修專校聯招，今年教育部規定不准二招，故東方及永達兩所技術學

院退出聯招，剩下本校、高苑、和春、大仁四校繼續聯招，由本校主辦，並分兩

階段招生，先辦理推甄再辦理聯招，最後共缺 734 名(本校 14 名、高苑 195 名、

和春 220 名、大仁 305 名)，因缺額太多，社教司再作補救措施，准予各校辦理

單招，結果大仁再招收 41 名，和春再招收 32 名，而高苑放棄招生。 
    3、奉  校長指示：暑修課程同一課目，除非人數招過 60 人以上，才能分開兩班，



不可因學生申請之先後或衝堂等因素而開兩班以上。 
 4、由於進修部學生反映有少數任課老師上課嚴重遲到或缺課等情事，這學期奉  校

長指示，定期派專員實施查課措施。此訊息已列入進修部教師授課須知表，並寄

發給每位授課老師，請各位主任提醒任課老師依規定實施授課。 
   5、應學生之需求，請各系於期末考前將 94 學年度第二學期課程開出並掛上網以利 

學生查詢。 

△圖書館 

1、感謝各單位對圖書館館務推動的配合與協助，未來仍盼繼續給予支持與鼓勵。 
2、有關 94 年度下半年各單位圖書博物度預算分配表（94 年 8－10 月）、91－93 學 
 年度工學院、師培中心、各系專業圖書及期刊之圖書經費與中西文圖書及期刊總 
 數一覽表、本館舉辦資料庫教育訓練調查表如附件 3，請參閱。 

○師資培育中心 

1、本校今年參加甄試共十四人取得教師職業，名單如下：  

賴允仁---立志工商、陳曉玲---三信家商、鄭伊絢---三信家商 

呂碧華---立志工商、黃麗臻---三信家商、黃綉禎---立志工商 

洪瑞霞---三信家商、李秋燕---新榮高中、曾美惠---三信家商 

周矩宏---高英工商、陳汝珊---致理管理學院、邱硯亭---國立關山工商   

羅又慈---北門農工、蘇怡禎---國立恆春工商    

2、9 月 24 至 9 月 30 日本中心為配合教師節特別辦理「師培週」系列活動，內容 

包括：迎新茶會、文「師」泉湧徵文比賽、師育盃羽球比賽、師生傳情、專題演

講，歡迎全校師生共同參與。 

3、為因應碩士班學生修讀教育學程後登記任教專門科目之需要，請系所長同意修 

訂專門科目一覽表，以便彙整後報部核備。 

☉通識教育中心 

1、94 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博雅課程開課情形如下：工學院開設人文學領域 7 門、社 
會科學領域 7 門、自然科學領域 6 門、生命科學領域 5 門，合計 25 門；商業暨管 
理學院和人文社會學院開設人文學領域 8 門、社會科學領域 7 門、自然科學領域 
5 門、生命科學領域 5 門，共計 25 門；總計 50 門。 

2、94 學年度將繼續執行「教育部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第四年），本校 
執行三項分計畫：包含(一)中文閱讀及寫作計畫；（二）英文閱讀及寫作計畫；(三) 
通識教育校際聯盟計畫。 

3、94 年度第一學期通識教育講座課程表，如附件 4，歡迎全校師生前往聆聽。 
4、《通識教育學報》第三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95 年 1 月 31 日截稿，歡迎全 

校教師踴躍投稿。 

☆藝術中心 



1、本中心自 9 月至 11 月將有一系列的活動，目前展出的是「2005 國際現代水墨展」，  
   自 10 月 14 開始展出「民以食為天－食•藝術」特展，將展至明年元月 13 日止， 
   歡迎系上師生踴躍前來觀賞。  
2、為配合本校 40 週年校慶，多場專題講座、活動、音樂演奏如附件 5，歡迎系上師 

生共襄盛舉。 

八、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部分系科有招收轉學生，麻煩各系能多費心給予關心與協助。 
2、本學期日間部各系科新生註冊順利完成，非常感謝各單位的用心與協助，統計至

9 月 21 日之註冊資料如附件 6。 
3、94 學年度第二學期各系開課資料依慣例請各系於 10 月 14 日前彙整後送註冊及

課務組，以利教師申請網路教學及執行下學期學生之選課作業。 

◎招生組 

1、95 年度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招收機電所一班 15 名，預估簡章 10 月 17 日發 
售，11 月 5 日報名。 

2、95 年度產業碩士專班秋季班，預估 94 年 12 月初受件。 
3、總量管制 95 學年度改為日增量 125 名，全校 175 名，擬幼保日四技一班不招 
（非一等的系），企管夜四技不招。 

4、94 學年度全部招生已完畢，自 11 月中旬開始，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甄試開始發 
售簡章。 

5、本校已承接二技聯招總會，屆時敬請各位主管支持與支援。 
6、新生導師在註冊前連絡關心考生，已收到不錯成效，感謝各位主任及導師的幫 

忙，但仍有不少老師未將連絡情況回報。 

◎ 教學服務組 

1、93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資料已統計完成，結論報告如附件 7， 
請各系參考使用。94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回饋意見調查」行事曆如附件 8， 
屆時懇請各系配合實施。 

2、本校「2004 年教師論文摘要彙編」已編印完成，並分送給各單位存查。論文篇 
數較諸以往，已有明顯成長。 

3、為配合學校創校四十週年，正編印《正修四十年》，擬於 11 月份出版，屆時將分

發給各系參考。 
4、〈正修校刊〉222 期將於 10 月 12 日截稿，歡迎各系踴躍賜稿，除「系所動態」 

      之外，對於本校屆滿四十週年之際，更需您及所屬提筆寫出心中感言，以豐富 
      校刊內容。 

九、討論提案 



提案一：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擬修訂本校中等教育學程甄試有關碩士班學生報考資格，請  討論。 

說明：1、依教育部及師資培育中心評鑑建議修正。 

      2、原訂碩士生須於碩一下學期報考，以免影響其畢考年限及就讀意願，擬修定

為改放榜登記後即可申請（期限至 7 月底），全校名額以超過入學人數的五分

之一為原則。 

      3、通過後報部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由建築工程系提出 

案由：95 學年度「建築工程系」更名為「建築系」，並設立建築設計組與室內設計組分

組教學，請  討論。 
說明：1、因配合本系師資結構之發展，設計實務學群之教師佔 85％，工程實務學群之

教師僅 15％，並因應未來之招生趨勢，故將原建築工程系之工程二字刪除，

改名為建築系，並分為建築設計組與室內設計組，採分組教學之方式，以更

彰顯建築系具設計實務之課程發展特色。 
2、本案於建築系 94 學年第 1 次系務會議提案討論（94.08.17），第 2 次系務會 

議討論通過(94.09.04)。 
3、更改系名相關申請資料已於 94.09.14 以電子郵件送交招生組。 

決議：更名為「建築系」並採「建築設計組」與「室內設計組」分組教學，顯已偏重設 
      計學群，是否仍隸屬於「工學院」，以及相關收費標準問題，俟審慎評估後再議。 
 

提案三：由建築工程系提出 
案由：檢送 95 學年度入學新生分組課程內容如附件 9，請  審查。 

說明：本案於 94 學年建築系第 2 次系務會議討論通過（94.09.0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依實際需要修改日間部抵免學分辦法第三條第三款得抵免學分學生身分，請 討
論。 

說明：原條文第三款為「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含復學生、舊課程不及格重補修學生 ) 」；
修訂為「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及已停招系科重補修生(含復學生)」。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訂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 10，請 討論。 
決議：部份條文修訂後通過。 
 
      提案六：由國際貿易系提出 



案由：本系於 95 學年度擬更改名稱為「國際企業系」，並分「貿易組」及「經營組」兩

組招生，請  討論。 
說明：1、本案經本系 94 學年度上學期系務會議討論通過(94.9.2)在案。 
      2、本系為配合 21 世紀時代需求及國際企業的蓬勃興起與發展，復以加入 WTO 
         對我國外貿之衝擊，唯有正面因應，修正教育理念及策略，才得以提升競爭 
         力。因此，本系擬轉型為國際企業「經營」與「貿易」人才之培育工作。 
決議：照案通過。 
 

十、臨時動議 

     動議一：電機工程系主任陳榮良 
案由：為專科部畢業生插班進入四技生三年級，可否開放專科之學分抵免四技三、四年 
      級之學分，請  討論。 
決議：准予抵免四技三、四年級 9 學分（含必、選修），並由各系自行認定。 
      
      動議二：應用外語系主任許麗娟 
案由：為日間部非應屆畢業生或插班轉學至本校之非應屆畢業生，可否開放至進修部隨

修，期能於期限畢業。請  討論。 
決議：由於進修部教室空間之受限，依規定目前僅開放應屆畢業生可至進修部隨修，以 
      免因標準浮濫而造成困擾。 

十一、散會 

 
 
 
 

主席                    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