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96 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96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AM 9：00       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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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頗受社會大眾關注的大學教育品質問題，諸多問題根源於教師個人觀點， 

  尤其在教師的教學計畫或授課大綱是否能與其實際的授課內容契合，建議各教 

  學單位能建立一套完整機制，以檢視教師授課是否符合系上課程委員會所通過 

  之課程內容，進而確保教學品質。 

2.96 學年度第 2學期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將先請工學院各系，尤以四技一、二 

  級為主，由系上推出 20％~50％英文能力較佳的學生辦理「英檢菁英班」，但已 

  檢定合格者除外，教學卓越計畫會配合相關經費支應。 

3.本學期通識教育中心辦理高屏地區五所技專校院閩南語演講比賽，本校國企、 

  企管、幼保系的學生表現優異，幾已囊括各獎項，請系上能公開表揚獲獎同 

  學。 

4.本校即測即評即發證試務中心辦理各系合格人數統計表，如附件 1，請參閱。 

七、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 

1.96 學年度第 1學期進修部教務工作均順利完成，感謝各位系主任、召集人對教務

工作的支持。 

2.請各系提醒專、兼任老師，學期成績上網登錄時間至元月 16 日截止，請按時上網

登錄。 

3.各系辦理輔導證照考試或工程認證時，請將進修部學生一併納入考量。 

4.本學期接獲不少班級反映，部份兼任教師任意找人代課或未到課，且未知會系上

或教務單位，請各系對兼任老師之聘任宜考量其適任與否？ 

5.關於學校交辦要再次討論日、夜互轉的機制，如果真的要在 96 學年度第 2學期就

開始實施，建議要有周延的考量和配套，避免日、夜間部學生數失衡或招生單位

人數掌握困難。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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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學年度上學期圖書經費 750 萬執行明細表如下，下學期圖書經費尚有 350 萬元

需執行。 

名稱 數量  金額  

紙本期刊 494  4,512,787  

電子期刊 1    962,888  

西文圖書 478    920,576  

中文圖書 1520    566,637  

資料庫 7    430,560  

其他 45    106,552  

合計    7,500,000  

2.97 年新增電子資源簡介： 

 IEL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Blackwell-HSS 電子

期刊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文

史哲專輯 

收錄內容 為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

學會與英國工程技術學

會出版品之電子全文資

訊系統。約有 1,100,000 

篇文章，平均每月增加 

50,000 頁新資料，全文

採用 PDF 格式，包含約

243 種期刊。有 IEEE/IET 

出版之期刊、會議論文

集、及 IEEE 工業標準 

電子全文資料等。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Collection (簡稱 

HSS Collection)：收

錄人文社會方面 350 

餘種期刊全文資料。 

文學史及創作理論;世界

文學;中國文學;漢語與

語言學;外語研究與教

學;藝術理論及各類藝

術;旅遊;各國歷史及史

學理論;中國通史及民

族、地方史志;中國古代

史;中國近、現代史;人物

傳記;哲學基本理論及中

外哲學;邏輯、倫理學;心

理學、美學;宗教;體育

等。 

適用系所 電子系所、電機系所、機

械系所、資工系所 

商管學院及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 

使用時間 即日起至 2008／12／31 2008/01/01 至

2008/12/31  

即日起至 2008／12／31 

收錄年代 1988 年迄今 1997 年迄今 2000 年至 2008 年 

◎本館之電子資源使用方式如下： 

＝請先進入本館網頁(http://140.127.131.1/index.php)，點選「數位資源」下之

「電子資源整合系統」，輸入您的證號、密碼（預設值為您的身份證字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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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讀者務必在遵守智慧財產權情況下，上線使用、瀏覽或下載資料全文。 

3.提供國家圖書館遠距文獻傳遞免費點數服務： 

圖書館目前提供 5000 點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儲值點數，讀者可於校園 IP 範圍內，透

過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系統，以下列方式進行國家圖書館遠距文獻傳遞申請： 

    (1)免費線上瀏覽及列印「期刊文獻」、「政府公報」、「統計調目次」之無償且 

已掃描文獻。 

    (2)使用者不需輸入帳號及密碼（只需輸入姓名等基本資料），即可直接申請 

   a.無償授權未掃描之文獻。 

   b.有償授權已掃描、未掃瞄之文獻。 

   c.尚未授權已掃描、未掃描之文獻。 

       依文獻授權狀況，自行選擇待掃描後線上列印、傳真、郵寄等傳送方式。文獻

傳遞服務所需點數將從本館帳號內抵扣，點數扣完會再利用本館網頁與 E-MAIL

通知讀者。 

○師資培育中心 

1.中等學校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原預定本學期末報部審核，近日接獲來文指示，該專

門課程實施要點暫緩實施，待新辦法制訂後再行報部。 

2.教育部中教司為提高中等學校教師之學歷，請各師資培育大學規劃中等學校在職

教師碩士班，每校可規劃一至二班，上課時間可自行規劃(暑期班、假日班或夜間

班皆可)，課程內容主要針對高中職教師學科知識及教學能力的提昇，計畫核准後

教育部會補助十萬元的開班費。該班之名額不在總量管制之列，若各所尚有師資

可支援該班，請踴躍提出申請。 

3.本中心實習教師吳秋香(運休系)參加高雄縣 96 年度國民中小學「精進教師課堂教

學能力」產出型行動研究計畫徵選，榮獲「特優」之殊榮，其主題為「家政創意

教學之行動研究」。 

☉通識教育中心 

1.96 學年度第 2學期通識課程開課情形如下：工學院於星期二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6 門（人文學 15 門、社會科學 14 門、自然科學 9門、生命科學 8門）；管理學 

院與人文社會學院於星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4 門（人文學 11 門、社會科學 

14 門、自然科學 11 門、生命科學 8門）。 

2.96 學年度第 2學期通識博雅課程選課第一階段(96 年 12 月選課)每生限選一門， 

每一門課的選修人數上限設定為 50 人，開學後加退選時(97 年 2 月 25 日~3 月 7 

日)人數上限調整為 60 人，並允許同學加選第二門通識博雅課程。 

3.配合教學卓越計畫，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繼續規劃「科技與人文的對話」通識講座 

課程，請各系鼓勵有興趣的教師前往聆聽。 

4.96 學年度第 1學期通識博雅課程有 9門科目採「整合型教學實驗」，實驗結果正 

評估中，是否繼續試辦「整合型教學實驗」，將俟評估結果再做決定。 

☆藝術中心 

1.96 學年視覺藝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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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國禎七Ｏ回顧展：96.09.07-96.10.21 

（2）高雄市現代畫學會 20 周年大展－打狗轉大人趴趴走－『自然‧自然』專題策

展：96.11.02-96.11.18 

（3）『極地-冰‧光祕境』蔡獻友創作個展：96.11.21-96.12.02 

（4）浪漫與人道－李素貞創作個展：96.12.07-97.01.15 

2.96 學年 9~12 月活動執行 

▲講座 

（1）藝術品之保存 2007.10.03：余敦平/國家台灣文學館諮詢顧問‧ 國立台灣

博物館文物保存暨修復諮詢委員 

（2）慈禧與珍妃－權勢的悲劇－戲曲講座 2007.10.09：國光豫劇隊 

（3）劇場幕後場務管理與實務 2007.10.17：蔡世鴻/古典吉他音樂家 

（4）鋼琴音樂的藝想世界 2007.10.25：陳怡君/波士頓大學藝術學院鋼琴演奏

碩士‧鋼琴家 

（5）從公園案例來看台灣景觀建築實務 2007.11.01：黃祺峰/黃苑景觀設計顧

問有限公司主持人 

（6）我的影像夢 2007.11.07：林巧芳/南台科技大學專任講師 

（7）動的藝術‧畫的電影 2007.11.14：林巧芳/南台科技大學專任講師 

（8）舞劇〈九歌〉話從頭 2007.12.13：林懷民/雲門舞集藝術總監 

▲活動 

（1）扮演－偽裝ㄆㄚ ㄊㄧ 2007.11.14：培訓模特兒 

（2）聖誕音樂會 2007.12.20：方圓之間室內樂團王朝弘、蔡世鴻‧林姿吟、柯

慶姿、蔡佳憓 

3.校園模特兒親近時尚美學課程系列 X13 堂：9~12 月 

（1）肢體表演：林鴻君/高雄醫學大學香妝品學系講師 

（2）彩妝造型：郭瑞淑/高雄醫學大學香妝品學系講師 

（3）流行時尚：黃啟方/實踐大學服飾設計與經營系專任副教授 

（4）肢體開發：杜思慧/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助理教授 

4.本中心視廳教育組統計一年來進修院校及在職專班於行政大樓視聽教室的借用率已 

  逐漸降低，經與進修院校協商，本中心將於下學期起暫停開放星期六、日，視聽教室 

  借用業務，如需借用請以書面事先申請，以利作業。 

八、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寒假部分系科有招收轉學生，麻煩各系屆時能多費心給予關心與協助。奉 

示轉學生註冊訂於 97 年 2 月 1 日上午 9點舉行，請有招收轉學生的系科當天指

派選課輔導老師及導師到校協助學生辦理抵免手續，並請各系科最遲於 97 年 2

月 19 日前將學生的抵免單交至註冊及課務組以利辦理通識課程抵免。麻煩各系

科以系為單位彙整，請勿讓轉學生自己跑抵免單。 

2.麻煩通識課程、軍訓、體育、數學、物理、化學等科目召集人於 97 年 2 月 20 日

10 點起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審查抵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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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學年度尚有招收二專的科，請於 96 年第 2學期期初教務會議時提出 97 年第 1

學期新生課程規劃表以利於 4月時報部，其餘大學部 97 年第 1學期新生課程規

劃表因不需再報部，最遲可於期末教務會議時提出，但是聘請校外專家審查課程

最遲須於 3月中前完成，以利本校教學卓越計畫 4月份展示成果。 

4.下學期日間部選課目前正進行中，非常感謝各單位的協助。 

5.下學期全校註冊基準日更正為 97 年 2 月 15 日。 

◎招生組 

1.本校 97 年度產業碩士研發專班春季班招生舉行完畢，計招收機電所 10 名，營建

所 11 名，工學院微波通訊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7名，預定 97 年 2 月份入學。 

2.本校 97 年度研究所甄試招生舉行完畢，計招收機電所 12 名、電子 8名、化材 4 

名、電機 5名、工管 4名、營建 4名、資管 5名、運休 5名、經管一般 5名與經管

在職 5名，共 57 名。計報名 240 名考生。 

3.96 學年度第 2學期轉學考簡章預定於 12 月 25 日販售，主辦學校由本校接辦。 

4.本校提出申請 98 學年度電子工程博士班及外語文教事業、幼保及能源與環境資源

等研究所碩士班。 

5.總量管制新規定，新設研究所必須符合下列條件，如附件 2。 

◎教學發展中心 

1.本中心執行 96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中子計畫之成效彙總如附件 3，期

間感謝各系所的不吝協助與指導，俾使計畫得以展現初步的成果。未來期望各單

位能繼續予以協助，並積極鼓勵所屬踴躍參與計畫中各項活動，共同提升教學品

質。 

2.96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已於線上實施完畢，本學期學生上線填

答人次較上學期多出 5000 餘人次，填答率應可提升。問卷結果刻正統計分析中，

期間感謝各系的協助與配合。 

3.96 學年度第 2學期網路教學課程開放申請已於 12 月 21 日截止，申請之課程共計

54 門，申請資料如附件 4，正式開課課程須俟網路教學推動委員會審查通過方可

確定。 

4.本校《正修學報》第 20 期已編印完成，亦已發送各單位供參考使用。各單位若尚

未領取者，請至本中心領取。 

5.本校《正修學報》長期以來除寄至全國各大圖書館及各技專校院以作學術交流外，

自 91 年起即與國家圖書館簽約，授權國家圖書館將其數位化，以供全國學術機構

線上瀏覽或下載參考；另外，本校《正修學報》、《通識教育學報》、《幼兒保育研

究集刊》、《管理科學與統計決策》及《運動健康與休閒學刊》等 5種校內期刊，

近日也將與華藝數位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授權其以數位化出版，期能進一步擴展

本校的學術能見度。 

6.〈正修校刊〉231 期刻正編印中，預定 96 年 12 月 31 日左右出刊。期間感謝各單

位的不吝惠賜稿件，讓校刊內容得以更加充實。 

九、討論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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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中心新訂「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領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 

分實施要點」，如附件 5，提請  討論。 

說明：為修訂中等學校職前教育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須先訂定此實施要點，做為規劃 

各學科必備或選備科目之依據。此實施要點已於 96 年 12 月 14 日中心會議通過。 

決議：1.建請師資培育中心針對專門科目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內涵，以網頁及書面方式 

公告說明，俾以提供學生及教學單位主管了解並據以實施。 

2.照案通過。 

 

提案二：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中心新訂「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如附件 

6，提請  討論。 

說明：1.近年來修讀教育學程之學生日益多元化，部分學生就讀前已在他校修畢某些學 

科，為使其課程順利銜接或不必重修相同的學科，本中心特制訂本辦法。      

2.本辦法不抵觸本校所訂之抵免辦法。 

3.此實施要點已於 96 年 11 月 16 日中心會議通過。 

決議：1.建請師資培育中心針對專門科目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內涵，以網頁及書面方式 

公告說明，俾以提供學生及教學單位主管了解並據以實施。 

      2.照案通過。 

 

提案三：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中心新訂「正修科技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辦法」，如附件 7，提請  討

論。 

說明：1.為促進校際合作，並拓展學生見聞，特鼓勵學生外校選課。 

2.修讀教育學程人數日益下降，且教育部對課程的要求日益嚴格，例如分科教材 

教法要各學科單獨開設，部分無法開設的課程將請學生至外校選修。 

3.此實施辦法已於 96 年 11 月 16 日中心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修訂「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讀辦法」，如附件 8，提請  討

論。 

說明：1.為因應本校新設立之學制，納入博士生及院辦學程。 

      2.為放寛報考資格，使在職專班及進修院校學生亦能報考教育學程。 

      3.該修訂案已於 96 年 11 月 16 日中心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 96 學年度下學期工學院開課課程名稱、課程代碼及上課時間，如附件 9，提請  討

論。 

說明：為擴大工學院學生跨系選修課程，擬於 96 學年度下學期將節能光電科技實務、

6



 

射頻辨識(RFID)應用實務、機電整治實務專題、3D 文化資產建構實務、RFID 專

論(跨校)、無線通訊專論(跨校)等六門課程納入工學院課程。 

決議：上課時間俟邀集院系相關單位主管研議後再行決定。 

 

提案六：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建請學院選修課程學分納入系專業選修課程學分，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工與材料工程系修訂 97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入學新生課程，如附件 10，

提請 討論。 

説明：1.為求化工領域及應用材料領域兩者並重，以達相輔相成效果，擬修訂課程內

容。 

2.經本系經 96 年 12 月 04 日系課程及輔導委員會、96 年 12 月 19 日系所務會議

討論通過。 

3.配合系發展特色及工程認證委員建議修改。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工與材料工程系修訂 97 學年度研究所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11，提

請  討論。 

說明：1.為加強研究生專業領域發展之需求，擬修訂研究所入學新生課程標準，研究

所畢業學分改為 33 學分，其中必修 12 學分，分別為論文 6學分、專題討論 4

學期 0學分，核心必修 6學分(高等輸送現象、高等化工熱力學、高等反應工

程學三門至少選二門)，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 

2.本案經 96 年 12 月 04 日系課程及輔導委員會、96 年 12 月 19 日系所務會議討

論通過。 

3.配合所發展特色及工程認證委員建議修改。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工與材料工程系為使系課程學分時數合理平均分佈，建請將大學部四技

共同科目平均分佈一〜四年級各學期，降低各學年課程時數不均現象，提請  討

論。 

決議：1.各年級課程分佈以新生入學課程規劃為準，以求穩定並兼顧各系需求為原則， 

不宜有過多變動。 

      2.各系課程若有異動，應依正常課程委員會議程序修訂後，提交教務會議通過，

相關科目之師資及排課方能及早妥善規劃。並須先行公告，以免影響學生的修

課權益，或延宕其畢業時程。 

 

      提案十：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新生課程表課程新增數位影像檢測、自動化生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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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機器人學、作業風險管理、模擬分析、模糊時間序列分析與應用共 6門科目，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由電機工程系提出 

案由：增開本系「電機工程技術評量」選修課程，如附件 12，提請 討論。 

說明：1.為落實「職業證照制度」、鼓勵學生擁有一技之長並增加實務技能，擬開設「電

機工程技術評量」選修課程，期能落實達成取得證照之目標。 

2.本案經由本系 96 年 6 月 21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96 年 9 月 5 日經工學院課程

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於 96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三門整合課程案，如附件 13，提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本院依據「培育國際化管理整合人才」分項目標開設三門 

整合課程，由業界師資暨管院教師協同授課。 

2.新增的三門整合課程亦納入相對的學分學程課程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擬請規劃每週特定時段為管院開課時間，提請  討論。 

說明：為提升管院整合課程及學分學程跨系選修的學生人數，擬建議四技三、四年級某

一上午或下午時段(最好是通識教育選修那天的早上)設定為管院開課時間，由管

院及各系開設整合或學程課程。共同科目（文史、體育、軍訓等）則請避開該時

段排課。 
決議：1.以目前本校學制之多元並囿於教室空間，若規劃特定時段為管院開課時間的難 

度頗高，須再行研議。 

  2.建請先於第九節開課，再逐步開放中午時段，並朝 97 學年度第 1學期實施的

目標努力。 

 

提案十四：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擬請通過國際企業系課程局部修正案，如附件 14，提請  討論。 

說明：國際企業系為因應時代變化、更改系名、師資結構調整等因素，分別針對五專、 

二技、四技、進二技、進四技等共 13 門課程進行異動。 
決議：1.大學部之課程修訂，應依課程委員會議程序修訂，提交教務會議通過後無須報

部，惟應公告週知且詳加說明。 

      2.專科部之課程修訂，應依課程委員會議程序修訂後，提交教務會議通過再行報 

部，且應公告週知並詳加說明。 

 

提案十五：由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提出 

案由：擬修訂本系 93、94、95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表，如附件 15，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惟應公告週知並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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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六：由財務金融系提出 

案由：本系 95、96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異動，如附件 16，提請  討

論。 

説明：本案業經本系系務會議及管理學院課程會議通過。 

決議：課程異動經課程委員會議程序修訂，提交教務會議通過後，應公告週知並向學生 

說明，以免影響學生的修課權益，或延宕其畢業時程。 

 

提案十七：由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訂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轉系科辦法，如附件 17，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第一、三及第六條第四款，餘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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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即測即評即發證試務中心辦理各系合格人數統計表 

 

一、合格率： 

報名人數 323 人 

合格人數 219 人 

合 格 率 67.80% 

 

二、依系別統計： 

科  系 電腦軟體應用 網頁設計 電腦硬體裝修 化學 保母人員 合計 

正修土資 2     2 

正修化材 2 4  5  11 

正修電子 24  16   40 

正修機械 6 5    11 

正修電機 9 5    14 

正修工管 16 4    20 

正修資工 5 46    51 

正修國企 16 6    22 

正修資管  3    3 

正修財金 10     10 

正修幼保 5 4   25 34 

正修運休 1     1 

合計 96 77 16 5 25 219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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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6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教學發展中心執行成果 

一、A-4 辦理教師教學成長研習 

活動名稱 辦理時間 參與人數 

協助學生發展職涯      

－從生涯歷程檔案談起 
96 年 10 月 17 日 教師 180 人 

拼組教師圖像        

－談 ME 世代眼中的教師形象 
96 年 11 月 7 日 教師 125 人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教學與輔導經驗的分享 
96 年 11 月 14 日 教師 116 人 

大專職涯輔導與就業力教育 96 年 11 月 14 日 教師 193 人 

共計 4場  教師 614 人 

 

二、A-6 改善教學評量制度 

活動名稱 辦理時間 參與人數 

問卷填答說明會 96 年 11 月 7 日 學生 154 人 

教學回饋意見線上填答 
96年11月12日~11

月 28 日 
學生 60188 人次 

共計 2場  學生 60342 人 

 

三、C-4 培養學生創新能力 

▲創意市集達人養成班系列活動 

活動名稱 辦理時間 參與人數 

鋁線即興創作工作坊 96 年 10 月 19 日 學生 25 人 

手工書創作工作坊(一) 96 年 12 月 12 日 學生 35 人 

手工書創作工作坊(二) 96 年 12 月 19 日 學生 25 人 

共計 3場  學生 85 人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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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年度第 2學期網路教學申請資料 

類別 開課系科 教師 課程 開課班級 

混合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楊全成 土壤力學實驗 日間部五專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四甲 

輔教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羅晨晃 測量學(四) 日間部五專土木與工程資訊系三甲 

輔教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楊全成 土壤力學實驗 進修部四技土木與工程資訊系三甲 

輔教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黃正忻 施工規劃控制與實習 日間部四技土木與工程資訊系三甲 

全程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林進益 網際網路應用 日間部四技土木與工程資訊系二甲 

全程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林邦傑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日間部二技企業管理系三甲 

輔教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林進益 程式語言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理系一甲 

輔教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林邦傑 網際網路應用 日間部二技工業工程與管理系三甲 

輔教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陳格致 電腦輔助繪圖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理系一乙 

輔教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陳君涵 全面品質管理 在職專班二技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四甲 

輔教 化學材料系 蕭淑珍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二) 日間部四技化學材料系三甲 

輔教 化學材料系 陳立憲 反應工程 日間部四技化學材料系三甲 

輔教 化學材料系 葉志成 化學工程實習(二) 日間部四技化學材料系四甲 

輔教 幼兒保育系 林子雯 親職教育與實務 在職專班二專幼兒保育系二甲 

輔教 幼兒保育系 邱美文 課程與教學原理 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二甲 

輔教 幼兒保育系 李秋霞 輔導原理 日間部二專幼兒保育系二甲 

輔教 企業管理系 蔡政宏 資料庫管理實務 日間部四技企業管理系三乙 

輔教 企業管理系 李秀玉 會計學(二) 進修部四技企業管理系一乙 

輔教 企業管理系 林坤霖 會計學(二) 日間部四技企業管理系一丙 

輔教 企業管理系 戴榮顯 多媒體製作 日間部四技企業管理系二甲 

輔教 企業管理系 沈如鳳 中級會計學（二） 進修部二專企業管理系一甲 

輔教 建築工程系 洪振榮 設計方法 日間部四技建築工程系一甲 

混合 國際企業系 林鳳美 商業套裝軟體(二) 日間部五專國際企業系四甲 

全程 通識教育中心 于蕙清 現代世界史 進修部四技通識教育中心一甲 

輔教 通識教育中心 蔡添進 音樂欣賞 進修部二專電子工程系二甲 

輔教 通識教育中心 陳秋虹 古典小說創意教學 日間部四技通識教育中心一甲 

輔教 通識教育中心 于蕙清 現代世界史 日間部二技通識教育中心三甲 

輔教 資訊工程系 傅日明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二甲 

輔教 資訊工程系 王維倫 嵌入式系統概論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二甲 

輔教 資訊工程系 李克明 電路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一甲 

全程 資訊管理系 馬維銘 資訊安全 進修專校二專資訊管理系二甲 

輔教 資訊管理系 林輝鐸 程式設計(二) 進修部四技資訊管理系一乙 

輔教 資訊管理系 馬維銘 知識管理應用專題 日間部研究所資訊管理系一甲 

輔教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劉文禎 中國武術 進修部四技運動健康與休閒系四甲 

混合 電子工程系 謝隆斌 網路設計與管理實務 進修部二技電子工程系四甲 

輔教 電子工程系 謝隆斌 計算機概論 在職專班二專幼兒保育系一甲 

附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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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開課系科 教師 課程 開課班級 

輔教 電子工程系 王志浩 介面技術(二) 日間部五專電子工程系五甲 

輔教 電子工程系 侯兵雄 計算機結構(二) 日間部五專電子工程系四甲 

輔教 電子工程系 蔡政男 大學物理(二) 日間部四技物理科二甲 

混合 電機工程系 黃燕昌 照明光學 日間部二專電機工程系二甲 

混合 電機工程系 林永祥 微積分(二)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一甲 

混合 電機工程系 朱弘仁 工程數學(二)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二乙 

混合 電機工程系 廖炳松 電腦網路應用 附設學院二專電機工程系二甲 

輔教 電機工程系 張建智 網際網路應用 日間部二技電機工程系四甲 

輔教 電機工程系 朱弘仁 微積分(二) 進修部四技電機工程系一乙 

輔教 電機工程系 廖炳松 程式語言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一甲 

輔教 機械工程系 吳思明 機械材料試驗 在職專班二專機械工程系一甲 

輔教 機械工程系 劉傳仁 熱力學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二甲 

輔教 機械工程系 林阿德 機械冶金 日間部二技機械工程系三甲 

輔教 機械工程系 熊仁洲 品質管制 日間部二專機械工程系二甲 

輔教 機械工程系 侯小屏 電腦輔助繪圖 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二乙 

 

附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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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領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實施要點 

                                                        96年12月14日中心會議通過 

 

一、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根據「師資培育法」第七條、「國民中學九年一貫

課程學習領域任教專門科目認定參考原則及內涵」、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

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及「正修科技大學培

育中等學校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學分對照表」（以下簡稱「本表」）。 

 

二、本校專門課程依下列原則規劃之： 

（一）本校專門課程規劃依據「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辦理。 

（二）本校專門課程規劃單位為「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

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所列之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含輔系）。 

（三）專門課程規劃總學分數以 45 學分至 60 學分為原則。專門課程要求總學分數應包

括必備科目及選備科目兩種。 

（四）分科/分領域教材教法及分科/分領域教學實習不得列為專門課程科目。 

（五）甄選師資培育學生應為本表所列適合培育之相關系所（含輔系）。 

 

三、本表含國民中學學習領域主修專長、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及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

科等三種專門課程。 

    前項國民中學學習領域主修專長，適用於國民中學之學習領域主修專長；高級中等

學校共同學科，適用於各類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共同學科；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適

用於職業學校各群科、綜合高級中學各學程。 

 

四、本要點暨本表係為本校修習教育學程學生申請「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

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單」之依據，並適用教師第二專長專

門科目進修班學員。 

 

五、修讀本校教育學程學生，擬申請「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

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單」者，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須照本表所列之專門課程科目名稱及學分數修習認定。 

（二）須修畢該專門課程所定應修學分數之下限。 

 

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採認及抵免，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

績單」應由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各大學相關系所開具。 

（二）本校採認師資生於他校修習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原則如下： 

1.本校已經教育部核定開辦培育之類科，且有開授相同學科/領域教材教法、學

附件5-1

16



 

科/領域教學實習、教育實習等課程。 

2.經查驗師資生所提「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確為教育部核定之各大學相關學系所開具，且認定

符合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專業知能。 

3.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及比率，依照『正修科技大學

學分抵免辦法』辦理。 

4.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之學分，取

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以年度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班別為限。 

 

七、本表未列之任教科別，本校不予辦理專門科目認定。 

 

八、本表適用於九十七學年度（含）起修習教育學程者。 

 

九、專門課程之修習學年度至申請認定時已超過十年者，不予認定。 

 

十、本要點暨本表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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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 

                                    96.11.16 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一、宗旨： 

協助本校學生修讀教育學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 

經甄試進入教育學程就讀之學生。 

三、抵免學分之規定： 

1.抵免學分數以應修習教育學程總學分數二分之一為上限，且各科教材教法及各科

教學實習不予抵免。 

2.各科目抵免之學分數，以本校所訂之學分數為準，少於本校學分數之科目，不予

抵免。 

3.辦理抵免教育學程之科目學分數，不得採計為各學系（所）最低畢業學分。 

4.當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相近時，需附課程大綱，交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查之。 

5.所修課程已逾十年不得申請抵免。 

四、申請期限： 

每學年第一學期開學後兩週內，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五、應檢具文件： 

1.填妥「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  

2.檢附修課成績證明。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 

七、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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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96.11.16 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

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正修科技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訂之。  

第二條 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利用學校師資與設備，便利學生選修他校開設教育學程

之科目，特訂定本準則。  

第三條 教育學程校際選課以本校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  

第四條 教育學程校際選課以高雄地區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大學為原則，學生每學期至多

跨校修習六學分，其學分費依收費標準向該校繳納之。  

第五條 於本校選修教育學程科目之他校學生，應向本校繳交學分費。  

第七條 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守開課學校相關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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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讀辦法 

      教育部 94 年 10 月 19 日台中（二）字第 0940142044 號函同意備查 

                                                                96年 11月 16日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為 

         主要目的。 

第三條、 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大學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學院各系(學程)之四 

         年制二年級以上與二年制學生，於修習教育學程時仍具有本校學生身 

         分，且成績符合本辦法第六條者，得申請參加教育學程甄試。 

第四條、 每學年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之名額為準。 

第五條、 凡本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 

         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概不受理。 

第六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必須具備以下之基本條件： 

         (一)大學部：在學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含)以上。 

         (二) 研究所：研究所學業總平均成績 75 分(含)以上。 

         (三) 操行成績 80(含)以上。 

         日間部和進修部的二年制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於原學校畢業總成 

         績達 70 分以上，操行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始可參加甄試。 

第七條、 凡大學部學生直升或考取本校研究所，欲於研究所繼續修讀教育學 

         程，應向師資培育中心申請，經學校核可後，始能繼續修讀。 

第八條、 教育學程學生之甄選程序如下：  

(一)報名： 

學生符合第六條規定者，可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攜帶前學期之在校成績單和

學生證，到本中心報名。 

(二)甄選：  

1.初審：審查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  

2.複審：由本中心辦理筆試及面試。筆試佔 70%，內容包括語文測驗(40%)、

教育理念與時事(60%)。面試佔 30%，內容包括教育理念與價值觀、未來規劃，

面試時須繳交自傳一份。為提昇教師素質，研究生及各類保送生報考學程可

不考筆試，直接參加面試。 

(三)放榜： 

由「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正取生及備取生人數，並

交由師資培育中心公告之。 

第九條、 原住民籍學生參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錄取標準降低總分百分之  

         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至多以三人為限。考試成績未經降低錄 

         取分數已達一般錄取標準者，不占上開外加名額。(新增) 

第十條、 本學程的修業年限至少二年，每學期至少修習 2學分，至多以不超 

         過 8 學分為原則，延畢生則不受至多 8學分之限制。因修習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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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一至二 

         年；其延長之年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定延長修業年限內計算。  

         (原九) 

第十一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申請延長修業年限者，其每學期修習主、輔系 

            及教育學程學分數合計未達九（含）學分者，應繳交學分費；合計 

            在九學分以上者（研究生論文學分另計），應依學校規定繳交相關 

            費用。(新增) 

第十二條、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二十六學分(含必修至少 

            十四學分：包括教育基礎課程至少四學分、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六 

            學分、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四學分)，以及選修課程至少十二 

            學分，而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只限二年級學生方可選修。另教 

            育實習課程必須修畢教育學程二十六學分後，方可修習半之全時教 

            育實習課程。(原九) 

第十三條、 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學實習課程等各領域之必修科 

            目及學分數，其必修所超出之科目及學分數，可計入選修科目及學 

            分數內。(原十) 

第十四條、 延長修業年限之學生及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期所 

            開設之教育課程學分為上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數，應依本 

            校學則規定辦理。(原十一) 

第十五條、 修讀教育學程期間，若學業成績不及格之學分數達 8學分，或記大 

            過以上之處分者，應予註銷修讀教育學程資格，並須親至師資培育 

            中心填寫放棄修習教育學程切結書。(原十二) 

第十六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單科缺曠課時數達該科目授課時數三 

            分之一以上(含)者，該科目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學生並不得要求 

            退還所繳之費用。(新增) 

第十七條、 教育學程授課時段以安排於日間授課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視情況安 

            排於夜間或週六授課。(新增) 

第十八條、 核准修習本學程者，應於公告期限內繳交規定之費用，完成選課程 

            序；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其名額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之。(原 

            十三) 

第十九條、 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修正條文第四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學生，必須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始得參加半年之教育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者。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者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刪除 3) (原十 

           五) 

第二十條、 依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各系學生修滿規定年限，並修滿各該系規             

            定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方得畢業，惟因修讀教育學程自願延長修業 

            年限者，得切結自願延長修業年限同意書。如因其它因素必須放棄 

            修讀教育學程，則應於學期加退選期限內（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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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中心同意後送教務處審查核可後，註銷其修讀教育學程資格。 

            (原十六) 

第二十一條、 修習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之學生，經成績考核及格，由學校 

                輔導參加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參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 

                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原十七) 

第二十二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半年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 

                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 

                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於實習輔導辦法中另定之。(原十八)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行細則、大學設立師 

                資培育中心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 

                法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理。(原十九)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原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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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工學院 開課表 

必

修

或

選

修 

科目 課程 

代碼 

學

分 

上

課

時

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老師 教師

代碼 

上課時間 上課 

地點 

備註 

選

修 

節能光電 

科技實務 

4TN000 3 3  陳進祥 0508 T2,3,4  52 位 

選

修 

射頻辨識

(RFID) 

應用實務 

4TN010 3 3  施松村 0079 T2,3,4  80 位 

選

修 

機電整合 

實務專題 

4TN020 3 3  陳正義 0464 T2,3,4 11-0305 44 位 

選

修 

3D 文化資產

建構實務 

4TN030 3 3  李小新 0040 T2,3,4 15-0908 49 位 

選

修 

RFID 專論 4TN041 1 共

18

小

時 

 施松村 0079 97.1.21 至 97.1.24 

(13:00～17:30) 

  (跨校) 修課學生

南台科大、崑山科

大 

選

修 

RFID 專論 4TN042 1 共

18

小

時 

 施松村 0079 3/1、3/8、3/15，每

個星期六上午二小

時、下午四小時 

 (跨校) 修課學生

高應大(更改 3/8、

3/15、3/22 上課) 

選

修 

無線通訊 

專論 

4TN050 1 共

18

小

時 

 余兆棠、

林瑞源

(他校教

師) 

 3/1、3/8、3/15， 

(9:10~12:00、

13:30~16:20) 

 (跨校) 修課學生

正修科大 

 

製表人:                       工學院院長:                 

附件9

23



 

 

                                                              96.12.19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化工與材料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化工組)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通識基礎 26 學分，通識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專業 

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及通識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H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H00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H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4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5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6 ＊計算機概論 2/3 專業必修 4HA1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HA1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HA2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HA2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HA06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HA59 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A60 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A61 普通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47 分析化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二） 2/2 

        

必修合計 17/24 必修合計 17/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H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HA36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HA1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HA07 有機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A08 有機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A09 物理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A10 物理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A11 儀器分析 2/2 專業必修 4HA62 儀器分析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38 有機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19 工程數學 3/3 

專業必修 4HA23 質能均衡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三) 2/2     

必修合計 16/21 必修合計 14/19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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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H034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5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HA42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3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HA29 化工熱力學 3/3 專業必修 4HA71 反應工程 3/3 

專業必修 4HA39 物理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43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二）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五) 2/2 專業必修 4HA25 化學工程實習（一） 1/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六) 2/2 

必修合計 8/11 必修合計 10/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4HA26 化學工程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HA14 實務專題 2/4 

必    修 4H03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HA52 書報討論 1/2 

專業必修 4HA44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三） 3/3     

專業必修 4HA70 程序設計 3/3     

必修合計 7/11 必修合計 3/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說明 ：(1)97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通識基礎 26 學分，通識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及通識選修至多

10 學分）) 

(3)*表示須上機  

(4)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最低 16。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5，最低 9。 
專業選修 

科目 第一學年 (97.09-98.06) 第二學年 (98.09-99.06) 第三學年 (99.09-100.06) 第四學年 (100.09-101.06) 

創造思考與發

明
2 2   材料科學導論 3 3   基礎電化學 3 3   工程倫理 2 2   

生涯規劃   2 2 化學技術能力評

量
3 3   高分子化學 3 3   薄膜分離技術 3 3   

工業安全   2 2 環境工程概論   3 3 生物化學 3 3   程序控制 3 3   

     化學技術術科評

量
  3 3 化工技術能力評量 3 3   輸送現象 3 3   

          化工應用軟體   3 3 特用化學品概論   3 3 

          生化工程導論   3 3 功能性高分子   3 3 

          觸媒化學導論   3 3 專利與智慧財產權   2 2 

專業

選修 

          儀控學   3 3      

 

通識選修：創造思考與發明、生涯規劃、專利與智慧財產權 

共同專業選修：工程倫理、工業安全、環境工程概論、生物化學、材料科學導論、化工技術能力評量、化學技術能力

評量、化學技術術科評量 

化工組選修：特用化學品概論、基礎電化學、高分子化學、生化工程導論、儀控學、薄膜分離技術、輸送現象、觸媒

化學導論、程序控制、功能性高分子 

應用材料組選修：陶瓷材料科學、奈米材料概論、固態化學、高分子材料分析技術、高分子光電材料、生醫材料、複合

材料、顯示材料及元件、半導體材料製程技術、液晶材料導論、光譜分析及結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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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19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化工與材料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材料組)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通識基礎 26 學分，通識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專業選

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及通識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H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H00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H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4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5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06 ＊計算機概論 2/3 專業必修 4HA1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HA1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HA2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HA2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HA06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HA59 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A60 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A61 普通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55 材料科學導論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一) 2/2 專業必修 4HA47 分析化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二) 2/2 

必修合計 17/24 必修合計 20/2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H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HA36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HA1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HA07 有機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A08 有機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A09 物理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A38 有機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11 儀器分析 2/2 專業必修 4HA10 物理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A62 儀器分析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64 高分子化學與物性 3/3 

專業必修 4HA48 質能均衡 2/2 專業必修 4HA19 工程數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四) 2/2 

        

必修合計 15/20 必修合計 17/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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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H034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H035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HA66 材料物理 3/3 通識基礎必修 4H03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HA67 高分子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A68 材料分析 3/3 

專業必修 4HA63 材料熱力學 3/3 專業必修 4HA74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五) 2/2 專業必修 4HA69 材料工程實驗 1/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選修(六) 2/2 

必修合計 8/11 必修合計 9/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必    修 4H03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HA14 實務專題 2/4 

專業必修 4HA75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二) 2/2 專業必修 4HA52 書報討論 1/2 

專業必修 4HA76 化學工程實習 1/3     

必修合計 3/7 必修合計 3/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說明 ：(1)97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通識基礎 26 學分，通識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及通識選修

至多 10 學分）)  

(3)*表示須上機 

(4)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最低 16。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5，最低 9。 

專業選修 

科目 第一學年 (96.09-97.06) 第二學年 (97.09-98.06) 第三學年 (98.09-99.06) 第四學年 (99.09-100.06) 

生涯規劃 2 2   工業安全 2 2   陶瓷材料科學 3 3   生醫材料 3 3   

創造思考與發明   2 2 化學技術能力評量 3 3   奈米材料概論 3 3   高分子光電材料 3 3   

     化學技術術科評量   3 3 固態化學 3 3   專利與智慧財產 2 2   

     環境工程概論   3 3 化工技術能力評量 3 3   半導體材料製程技術 3 3   

          液晶材料導論   3 3 複合材料   3 3 

          生物化學   3 3 顯示材料及元件   3 3 

          高分子材料分析技術   3 3 光譜分析及結構鑑定   3 3 

專業

選修 

          工程倫理   2 2      

 

通識選修：創造思考與發明、生涯規劃、專利與智慧財產權 

共同專業選修：工程倫理、工業安全、環境工程概論、生物化學、材料科學導論、化工技術能力評量、化學技術能力

評量、化學技術術科評量 

化工組選修：特用化學品概論、基礎電化學、高分子化學、生化工程導論、儀控學、薄膜分離技術、輸送現象、觸媒

化學導論、程序控制、功能性高分子 

應用材料組選修：陶瓷材料科學、奈米材料概論、固態化學、高分子材料分析技術、高分子光電材料、生醫材料、複合

材料、顯示材料及元件、半導體材料製程技術、液晶材料導論、光譜分析及結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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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03 制訂

96.12.19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料工程研究所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3 學分，其中必修 12 學分(含論文 6學分、專題討論 4學期 0學分及核心必修 6

學分(三門選二門))，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以上。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必修課程 MHA01 專題討論(一) 0/2 必修課程 MHA02 專題討論(二) 0/2 

核心必修 MH408 高等輸送現象 3/3 核心必修 MH401 高等反應工程學 3/3 

核心必修 MH406 高等化工熱力學 3/3 選修課程 MHN24 高等高分子化學 3/3 

選修課程 MHN21 高等有機化學 3/3 選修課程 MHN23 奈米材料 3/3 

選修課程 MHN22 高等分析化學 3/3 選修課程 MHN03 光電高分子材料 3/3 

選修課程 MHN02 有機金屬化學 3/3 選修課程 MHN05 固態化學特論 3/3 

    選修課程 MHN16 電池材料特論 3/3 

            

本學期開課最少 6學分至最高 1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少 6學分至最高 18 學分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必修課程 MHA03 專題討論(三) 0/2 必修課程 MHA04 專題討論(四) 0/2 

必修課程 MHA05 碩士論文 3/3 必修課程 MHA06 碩士論文 3/3 

選修課程 MHN26 高等生化工程 3/3     

選修課程 MHN10 材料分析特論 3/3     

選修課程 MHN28 高等高分子物理 3/3         

選修課程 MHN13 環境微量分析 3/3         

選修課程 MHN20 生醫材料特論 3/3        

選修課程 MHN27 應用電化學特論 3/3         

  

 

備註：(1)97 學年度碩士班入學新生適用 

      (2)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3 學分，其中必修 12 學分(含論文 6學分、專題討論 4學期 

0 學分及核心必修 6學分(三門選二門))，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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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課程實施辦法 

 
96.6.21 系所務會議通過 

一、背景說明 

為落實「職業證照制度」、鼓勵學生擁有一技之長並增加實務技能，建議開

設「電機工程技術評量」選修課程，期能落實達成取得證照之目標。 

二、辦法 

1.宣導－專責老師負責說明技能檢定之政策、技能檢定之職類級別、報名

與學術科檢定之流程，以及其他有關技能檢定事項之諮詢工作。 

2.開課、選課及成績之評量 

(1)於大四下學期開設「電機工程技術評量」選修課程，學分數為二學分。 

(2)本課程學分併入該生當學期所修之總學分計算，且總學分之規定必

須同時符合學校之規定，不得有所抵觸。 

(3)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a.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 5 月 30 日前提出證照成績證明文件之正

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成績評量老師處以利查核及評分。 

b.成績評量老師必須審核該生之成績證明文件，審核後並將正本歸還

該生，而影印本留置存查。 

(4)成績之評量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必須取得一張電機相關乙級（含）技術士證照

以上，或三張丙級（含）技術士證照以上。本課程之基本分數為 70

分，任課教師得視證照等級與張數予以加分；未達證照要求標準者，

成績為不及格，並以 50 分評定。 

(5)技術服務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得依任課教師之指派，協助系館無危險性電氣工程

之維修保養任務。 

3.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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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3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為 88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識至少修 12 學分，選修誇系最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校定必修 45021 國文(一) 2/2 校定必修 45022 國文(二) 2/2 

校定必修 45017 英文(一) 3/3 校定必修 45018 英文(二) 3/3 

校定必修 45026 軍訓(一) 0/2 校定必修 45027 軍訓(二) 0/2 

校定必修 45028 體育(一) 0/2 校定必修 45029 體育(二) 0/2 

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論 2/3 必修 ＆45032 程式語言 2/3 

必修 45033 微積分(一) 3/3 必修 45034 微積分(二) 3/3 

必修 45041 物理(一) 3/3 必修 45042 物理(二) 3/3 

必修 45045 化學 3/3 必修 45044 物理實驗（二） 1/2 

必修 45043 物理實驗（一） 1/2 必修 45046 化學實驗 1/3 

必修 45047 服務與生活（一） 0/2 必修 45048 服務與生活（二） 0/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25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校定必修 45011 中國現代史 3/3 校定必修 45023 實用中文 2/2 

校定必修 45024 實用英文 3/3 校定必修 45035 體育(四) 0/2 

校定必修 45030 體育(三) 0/2 校定選修 45802 通識課程(二) 2/2 

校定選修 45801 通識課程(一) 2/2 必修 45410 電子學(二) 3/3 

必修 ＆4540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必修 45412 電子學實習(二) 1/3 

必修 45409 電子學(一) 3/3 必修 ＆4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必修 45411 電子學實習(一) 1/3 必修 45404 工程數學(二) 3/3 

必修 45403 工程數學(一) 3/3 必修 45402 電路學（二） 3/3 

必修 45401 電路學（一） 3/3 必修 ◎45415 電機機械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4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校定必修 45015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精神 2/2 校定選修 45804 通識課程(四) 2/2 

校定選修 45803 通識課程(三) 2/2 必修 ＊45414 可程式控制 3/3 

必修 ＆45407 數值方法 2/3 必修 45421 實務專題（一） 1/2 

必修 ＃45408 固態電子學 3/3 必修 ＆45413 MATLAB 程式應用 2/3 

必修 ＆45417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選修 ◎45854 電力系統 3/3 

必修 ＊45423 控制系統 3/3 選修 ＊45852 信號與系統 3/3 

必修 ＊45425 控制系統實習 1/3 選修 ＃45853 電磁學 3/3 

必修 ◎45416 電機機械實習 1/3 選修 ◎45828 工業配電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2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校定選修 45807 通識課程（五） 2/2 校定選修 45808 通識課程（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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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45422 實務專題（二） 1/2 校定選修 45805 愛心與服務 2/3 

選修 45844 工業安全 2/2 選修 ◎45838 電力監控 3/3 

選修 ◎45830 網路分析 3/3 選修 ＊45842 網路式監控系統設計實務 3/3 

選修 ＊45831 線性代數 3/3 選修 ＊45839 數位訊號處理 3/3 

選修 ＃4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選修 ＊4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選修 ＃45855 電子材料 3/3 選修 ◎45840 電動機控制 3/3 

選修 ＊45836 嵌入式控制器程式設計與實務 3/3 選修 ＃45841 平面顯示器原理 2/2 

選修 ◎45826 電力電子 3/3 選修 ＃45865 半導體製程 3/3 

選修 ＃45856 真空技術 3/3 選修 ＊45837 人工智慧 3/3 

選修 ◎45857 電力系統運轉 3/3 選修 ＃4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選修 ◎45866 照明光學 3/3 選修 ◎45859 電力系統模擬 3/3 

選修 ＊45861 開放式可程式控式 3/3 選修 ◎45850 能源科技 3/3 

選修 ＊45821 數位控制 3/3 選修 ◎45867 照明設計與模擬 3/3 

選修 ＃45854 氣體放電學 3/3 選修 ＃4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選修 45843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學分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學分    小時 

最高開課總時數 165 小時(不含軍訓、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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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4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88 學分，選修 46 學分（通識博雅至少選修 1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47 服務與生活（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48 服務與生活（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034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5033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504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504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5046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049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032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5045 化學 3/3         

合計 20 學分 28 小時 合計 17 學分 26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35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54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5427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5401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02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26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40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04 工程數學(二) 3/3 

合計 18 學分 22 小時 合計 19 學分 22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53 英文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4 英文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54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42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5417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40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5425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選修 
45854 ◎電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5416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選修 
45826 ◎電力電子 3/3 

專業必修 
4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832 ＊邏輯設計 3/3 

專業必修 
4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869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853 ＃電磁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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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8 學分 23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5840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必修 
454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5859 ◎監控系統規劃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5856 ◎電力調度 3/3 

專業選修 
45860 ◎電力品質 3/3 

專業選修 
4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61 ◎系統保護與協調 2/2 

專業選修 
45822 ◎照明光學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42 網路式監控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41 ◎特殊電機 2/2 

專業選修 
45868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863 ＊控制系統模擬 2/2 

專業選修 
4583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5864 ＊控制與介面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45836 嵌入式控制器程式設計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5857 ＃元件特性分析 2/2 

專業選修 
4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選修 
45865 ＃光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5845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2/2 

專業選修 
45858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45843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合計     學分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註：電機專業選修 ◎電力工程  ＊控制工程  ＃光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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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5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88 學分，選修 46 學分（通識博雅至少選修 1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034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5033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504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504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5046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049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032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5045 化學 3/3 
  

      

合計 20 學分 26 小時 合計 17 學分 24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35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54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5402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01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04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26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40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選修 45870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871 ＊邏輯設計 3/3 

合計 18  學分 22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53 英文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4 英文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542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54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40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5417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必修 45425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416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選修 45855 ◎電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826 ◎電力電子 3/3 

專業必修 4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864 ＊控制與介面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3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5853 ＃電磁學 3/3 

合計   學分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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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4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5840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必修 454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5859 
◎監控系統規劃與應

用 
3/3 

專業選修 45856 ◎電力調度 3/3 專業選修 45860 ◎電力品質 3/3 

專業選修 4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61 ◎系統保護與協調 2/2 

專業選修 45822 ◎照明光學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62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41 ◎特殊電機 2/2 專業選修 45868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863 ＊控制系統模擬 2/2 

專業選修 4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45845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2/2 專業選修 4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57 ＃元件特性分析 2/2 專業選修 45865 ＃光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選修 45843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專業選修 4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5858 ＃光電材料 3/3         

合計       學分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註：電機專業選修 ◎電力工程  ＊控制工程  ＃光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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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6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88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6 學分 【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 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9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034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5033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504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504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5046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049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032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5045 化學 3/3 

  
      

合計 20 學分 26 小時 合計 17 學分 24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35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5401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02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26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404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40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871 ＊邏輯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70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845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2/2 

合計 19  學分 23 小時 合計 22 學分 25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542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54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40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5417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必修 45425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416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選修 45855 ◎電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826 ◎電力電子 3/3 

專業必修 
4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864 ＊控制與介面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3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5853 ＃電磁學 3/3 

合計     學分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4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5840 ◎電動機控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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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54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5859 ◎電力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必修 
454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5860 ◎電力品質 3/3 

專業選修 
45856 ◎電力調度 3/3 

專業選修 
45861 ◎系統保護與協調 2/2 

專業選修 
4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62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22 ◎照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5868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5841 ◎能源科技 2/2 

專業選修 
45863 ＊控制系統模擬 2/2 

專業選修 
4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4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857 ＃元件特性分析 2/2 

專業選修 
45865 ＃光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選修 
45843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專業選修 
4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5858 ＃光電材料 3/3 

  
      

合計      學分    小時 合計      學分      小時 

註：電機專業選修 ◎電力工程  ＊控制工程  ＃光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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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名稱：E2—培育國際化管理整合人才   執行單位：管理學院 

目

標 

整合

領域 
整合課程名稱 知識技能 協同教師 (系所時數) 教學活動及預期成果 

國際運籌 
彭武雄老師 

（業師、二週、6小時） 

貿易通關實務 
羅德旺老師 

(國際企業系、二週、6小時) 

國際市場開發 
袁又華老師 

(國際企業系、四週、12小時) 

國際行銷企劃 
周秀蓉老師 

(企業管理系、二週、6小時)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 
王明哲主任 

（業師、二週、6小時）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 
鄭美麗專員 

（業師、二週、6小時） 

國際商展簡報 
康靜娟老師 

(國際企業系、二週、6小時) 

培
育
國
際
化
管
理
整
合
人
才 

跨
國
經
營
管
理
實
務 

課程名稱：國際市場

開發與商

展實務 

課程代碼：4UN010 

負責教師：袁又華老

師 

學程類別：台商跨國

經營、金融

投資、行銷

企畫 

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3、4節 

上課地點：18-B105 

國際商展會話 
陳士瑤老師 

(應用外語系、二週、6小時) 

教學活動： 

1. 校內教師理論講授 

2. 外貿協會支援實務課

程 

3. 學生參展見習教學（校

外參觀） 

4. 強調成果發表 

5. 搭配英語能力輔導 

預期成果： 

1. 學生模擬國際商展成

果發表(配合情境教

室)，強調理論與實務

結合 

2. 提升實用會話能力，參

加多益測驗考試 

註：每門課 3學分 3小時，一學期最多 18 週共 5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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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整合

領域 
整合課程名稱 知識技能 協同教師 (系所、時數) 教學活動及預期成果 

創業實務講座 
外聘 

(業師、六週、18 小時) 

市場分析與創意發想 
李亮君老師 

(企業管理系、二週、6小時) 

網頁設計技巧 
馬維銘老師 

(資訊管理系、三週、9小時) 

網路行銷與業務擴展 
蔡馥陞老師 

(企業管理系、二週、6小時) 

網路交易與法律 
王文成老師 

(國企系，2週，6小時) 

創
業
管
理
實
務 

課程名稱：網路創業實務 

課程代碼：4UN020 

負責教師：蔡馥陞老師 

學程類別：行銷企畫、台

商跨國經營、

電子商務 

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

3、4節 

上課地點：18-0504 與

18-0405 

網路創業營運實作 
蔡馥陞老師 

(企管系，3週，9小時) 

教學活動： 

1. 結合業界師資以

多講師制協同教

學 

2. 搭配創意、創業活

動競賽 

預期成果： 

1. 模擬網頁的建立 

2. 教材,個案編撰 

3. 參加競賽 

風險控管實務 
外聘 

(業師、二週、6小時) 

財富投資管理 
周建志老師 

(財務金融系、四週、12 小時) 

策略性商品行銷 
鄭燕芬老師 

（企業管理系、二週、6小時） 

金融電子商務 
王嫻梓老師 

（資訊管理系、三週、9小時） 

金融商品探勘 
李淑芬老師 

（資訊管理系、三週、9小時） 

金融投資決策模擬 
外聘 

(業師、二週、6小時) 

培
育
國
際
化
管
理
整
合
人
才 

金
融
資
訊
服
務 

課程名稱：財金資訊服務

整合 

課程代碼：4UN030 

負責教師：周建志老師 

學程類別：電子商務、金

融投資、台商

跨國經營 

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

3、4節 

上課地點：11-0706 
全球金融實務 

外聘 

(業師、二週、6小時) 

教學活動： 

財金系、國企系、資

管系、企管系及校外

師資聯合授課預期成

果;學生可獲得跨系

師資支援,並有理論

與實務共存之優點. 

預期成果： 

1. 金融資訊服務整

合教案 

2. 模擬下單競賽成

果 

註：每門課 3學分 3小時，一學期最多 18 週共 5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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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年度教學大綱 

系科名稱:管理學院 

科目名稱：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英文科目名稱：International Market Exploration & Exhibition Practice   

課程代碼：4UN010 

學年、學期、學分數： 96、2、3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力： 無 

教學目標： 

知識 : 學習跨國經營相關的理論知識 

技能：以業師進行實務教授，將理論與實務配合並加以演練操作 

態度：培養學生國際觀與跨國經營應有的態度 

其他：舉辦商展活動提升學生實用會話的能力 

教學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教學參考節數 備註 

國際市場開發 國際市場選擇＆進入策略、國際產品決策＆新產品

開發 
6 

 

國際行銷企劃 企劃核心概念、行銷企劃書基本內容介紹＆撰寫技

巧、實例撰寫 
6 

 

國際運籌 企業運籌作業系統介紹、國際運籌業務發展方向、

運籌通路＆效用 
6 

 

貿易通關實務 關稅法暨海關通關實務、海運＆空運進出口貨物通

關及實例、進口貨物課徵規定及申報價格、報單流

程、貨物流程及法規查詢、輸出入簽審規定 

6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 展覽產業的特性、參展策略、展場設計、展後作為 12  

國際商展簡報 簡報架構、口頭簡報技巧＆注意事項、簡報實作 6  

國際商展會話 招呼客戶、推銷試用訂單、價格磋商、情境假想 6  

校外參觀 展場參觀 3  

成果發表 由學生模擬國際商展舉行成果發表 3   

一、教學方法：教材講授、個案討論、展場參觀、展場實作 

二、教    材：教師自編教材 、跨國經營個案 

三、評量方法：出席成績、商展會話成果驗收、參展行銷創意 

四、參考書目： 

    1.「行銷學-本土觀點與國際事業」：ch.13、14（前程） 

    2.「展覽行銷聖經」：姚晤毅（中國生產力中心） 

    3.「全球運籌管理」：朱海成（新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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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第 二 學期  教學進度表 

學分數 3 系 科 

班 級 
管理學院 

科 

目 

國際市場開發與 

商展實務 時  數 3 

任  課 

老  師 
袁又華 

上 課 

時 間 

每週 四 第 2、3、4  節 

  9:05   ～ 11 : 50 

教室

地點
18-B105 課程代碼 4UN010 

週 次 月/日 授課教師 教      學      內      容 備  註 

1 2/28 袁又華 國際市場開發-1  

2 3/6 袁又華 國際市場開發-2  

3 3/13 周秀蓉 國際行銷企劃-1  

4 3/20 周秀蓉 國際行銷企劃-2  

5 3/27 彭武雄 國 際 運 籌-1 （業師） 

6 4/3 彭武雄 國 際 運 籌-2 （業師） 

7 4/10 羅德旺 貿易通關實務-1  

8 4/17 羅德旺 貿易通關實務-2  

9 4/24 袁又華 校 外 參 觀 期中考週 

10 5/1 王明哲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1 （業師） 

11 5/8 王明哲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2 （業師） 

12 5/15 鄭美麗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3 （業師） 

13 5/22 鄭美麗 國際商展參展實務-4 （業師） 

14 5/29 康靜娟 國際商展英文簡報-1  

15 6/5 康靜娟 國際商展英文簡報-2  

16 6/12 陳士瑤 國際商展英文會話-1  

17 6/19 陳士瑤 國際商展英文會話-2（動態--語言老師驗收成果）  

18 6/26 袁又華 學生模擬國際商展成果發表（靜態—參展行銷創意比

賽） 

期末考週 

老師聯絡電話:   09272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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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年度教學大綱 

系科名稱: 管理學院 

科目名稱：網路創業實務 

英文科目名稱：Internet & Entrepreneurship   課程代碼：4UN020

學年、學期、學分數： 96、2、3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力：基礎企管課程 

教學目標： 

本課程嘗試結合本校相關專長師資以及校外業界師資，期協助學生了解網際網路

創業管理的基本範疇與核心概念。透過理論與實務並行方式進行研討，使同學體認所

學與企業實務之關係。課堂活動進行方式大致上包含：教材講授（理論與個案）、分組

簡報與討論、創業模擬網頁建立等，並規劃鼓勵修課學生參與相關競賽活動。 

教學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教學參考節數 備 註 

網路創業營運實作   了解網路創業管理基本範

疇、核心概念與實作知識。

3週，9小時  

市場分析與創意發想 協助學生建立分析市場環

境並激發產品服務創意之

方法。 

2 週，6小時  

創業實務講座 由各界業師，提供網際網路

創業相關之實務經驗。 

6 週，18 小時  

網頁設計技巧 養成網站編寫與架設技巧 3 週，9小時  

網路行銷與業務擴展 了解產品服務在網際網路

上進行行銷與業務擴張之

相關知識、方法。 

2 週，6小時  

網路交易與法律 教授與討論網路交易之相

關法律議題。 

2 週，6小時  

一、教學方法：教材講授 (裡論與實務)、簡報與研討、創業模擬網頁建立、鼓

勵參與相關競賽活動 

二、教    材：教科書、教師整理講義、網路創業個案與其它教材 

三、評量方法：由各部份課程老師，經課程負責老師協調整合而成 

四、參考書目： 郁義鴻、李志能、D．希斯瑞克，2004，創業管理，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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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課程與整體計畫架構間之關聯： 

藉由網際網路無遠弗屆之特性，輔以創業機制探求新市場機會之功能，往往可使先天資源或 

相關企業經營條件較為匱乏之有志青年，將事業觸角國際化，達到事業成就之目標。本課程預期

在管理學院「培育國際化管理整合人才」之目標下，協助學子建構網際網路創業之相關知識技能，

並輔以實務講座，強化企業經營概念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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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第 二 學期  教學進度表 

學分數 3 系 科 

班 級 
管理學院 

科 

目 
網路創業實務 

時  數 3 

任  課 

老  師 

蔡馥陞(協同校

內外教師團隊)

上 課 

時 間 

每週  四 第 2、3、4 節 

09:05    ～  11:50 

教室

地點

18-0504 與 

18-0405(電腦教室) 
課程代碼 4UN020 

週 次 月/日 授課老師 教      學      內      容 備  註 

1 2/28 蔡馥陞 網路創業營運實作-1  

2 3/6 李亮君 市場分析與創意發想-1  

3 3/13 李亮君 市場分析與創意發想-2  

4 3/20 業師 創業實務講座-1  

5 3/27 業師 創業實務講座-2  

6 4/3 蔡馥陞 網路行銷與業務擴展-1  

7 4/10 蔡馥陞 網路行銷與業務擴展-2  

8 4/17 業師 創業實務講座-3  

9 4/24 蔡馥陞 網路創業營運實作-2(期中評量與檢討) 期中考週 

10 5/1 王文成 網路交易與法律-1  

11 5/8 王文成 網路交易與法律-2  

12 5/15 業師 創業實務講座-4  

13 5/22 業師 創業實務講座-5  

14 5/29 馬維銘 網頁設計技巧-1  

15 6/5 馬維銘 網頁設計技巧-2  

16 6/12 馬維銘 網頁設計技巧-3  

17 6/19 業師 創業實務講座-6  

18 6/26 蔡馥陞 網路創業營運實作-3(期末評量與檢討) 期末考週 

老師聯絡電話: 蔡馥陞 (07-7310606#5116 / 0930937361) 

備註：1.參考學校行事曆 

2.開學後第 2週前交到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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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年度教學大綱 

系科名稱:管理學院 

科目名稱：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英文科目名稱：                          課程代碼：4UN030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3學分數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力：  

教學目標： 

知識: 財富投資管理與風險控管基本知識 

技能：了解金融電子商務與金融商品行銷，操作金融投資決策。  

態度：培養搜尋資料與閱讀耐心  

教學大綱： 

單  元  主  題 內  容  綱  要 教學參考節數 備 註 

金融商品探勘 金融資產、衍生性金融商品 9  

策略性商品行銷 商品行銷方式介紹 6  

金融電子商務 金融網路商機 9  

金融投資決策模擬 實際投資決策實作 6  

風險控管實務 金融保險資金風險探討 6  

全球金融實務 全球化下金融趨勢分析 6  

財富投資管理 

 

財富管理之興起、全球財富

分配趨勢、資產分配時代來

臨 

12 

 

一、教學方法：教材講授、金融個案研討 

二、教    材：教師自編教材 

三、評量方法：課堂参與、期末報告 

四、參考書目： 投資學分析與應用、武志亮、五南書局 

               現代金融市場、黃昱程、華泰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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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學進度表 

學分數 3 系 科 

班 級 
管理學院 

科 

目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時  數 3 

任  課 

老  師 

周建志 

上 課 

時 間 

每週四第 2.3.4 節 

09:05～11:50 

教室

地點

11-0706 
課程代碼 4UN030 

週 次 月/日 授課教師 教      學      內      容 備  註 

1 2/28 周建志 財富投資管理介紹  

2 3/6 李淑芬 金融商品探勘-1  

3 3/13 李淑芬 金融商品探勘-2  

4 3/20 李淑芬 金融商品探勘-3  

5 3/27 鄭燕芬 策略性商品行銷-1  

6 4/3 鄭燕芬 策略性商品行銷-2  

7 4/10 王嫻梓 金融電子商務-1  

8 4/17 王嫻梓 金融電子商務-2  

9 4/24 王嫻梓 金融電子商務-3  

10 5/1 業師 金融投資決策模擬-1  

11 5/8 業師 金融投資決策模擬-2  

12 5/15 業師 風險控管實務-1  

13 5/22 業師 風險控管實務-2  

14 5/29 業師 全球金融實務-1  

15 6/5 業師 全球金融實務-2  

16 6/12 周建志 財富投資管理-1  

17 6/19 周建志 財富投資管理-2  

18 6/26 周建志 期末報告  

老師聯絡電話:7310606  Ex. 5008 

備註：1.參考學校行事曆 

2.開學後第 2週前交到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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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96 學年度第 2學期課程異動表 

                                                                                                 96.12 

學制 年級 原 科 目 變 動 科 目 變 動 原 因 

四 稅務法規(2/2) 證照輔導(國貿實務)(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五 總體經濟學(3/3) 貿易秘書實務(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五專 

 英語會話(2/3) TOEIC測驗輔導(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三 國際採購實務(2/2) 跨國文化管理(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四 貿易糾紛與索賠(2/2) 國貿證照輔導(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電子商務應用(2/2) 日本經貿市場(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二技 

 英文經貿時勢選讀(2/2) 進階多益測驗(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二 資料庫系統應用(2/2) 電腦證照輔導(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三  證照輔導(國貿實務)(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貨物運輸與保險(2/2) 全球運籌管理(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四技 

四  日本經貿市場(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進二技 四 國際採購實務(2/2) 證照輔導(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三 財務報表分析(2/2) 證照輔導(國貿實務)(1/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四 貿易糾紛與索賠(2/2) 國際運籌管理(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進四技 

 市場調查與分析(2/2) 日本經貿市場(2/2) 配合本系更名、師資調整與系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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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3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80 學分,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課程 12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必修 4F011 國文(一) 2/2 校訂必修 4F021 國文(二) 2/2 

校訂必修 4F012 英文(一) 3/3 校訂必修 4F022 英文(二) 3/3 

校訂必修 4F013 體育(一) 0/2 校訂必修 4F023 *計算機概論 2/3 

校訂必修 4F014 軍訓(一) 0/2 校訂必修 4F024 體育(二) 0/2 

校訂必修 4F015 服務與生活（一） 0/2 校訂必修 4F025 軍訓(二) 0/2 

校訂必修 4F016 自然科學概論 2/2 校訂必修 4F026 服務與生活（二） 0/2 

系訂必修 4F211 運動科學概論 2/2 校訂選修 4F801 通識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4F212 健康與體育概論 2/2 系訂必修 4F221 解剖生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213 休閒概論 2/2 系訂必修 4F222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系訂必修 4F214 運動管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223 運動休閒產業概論 2/2 

系訂必修 4F216 球類運動（一） 1/2 系訂必修 4F224 球類運動（二） 1/2 

系訂必修 4F217 網球（一） 1/2 系訂必修 4F225 網球(二) 1/2 

系訂選修 4F807 運動休閒設計規

劃與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821 撞球 2/2 

    系訂選修 4F822 舞蹈 2/2 

    系訂選修 4F823 運動資訊與網際網路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32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必修 4F031 實用英文  3/3 校訂必修 4F041 實用中文 2/2 

校訂必修 4F032 *多媒體製作 2/3 校訂必修 4F042 中國現代史 3/3 

校訂必修 4F033 體育(三) 0/2 校訂必修 4F043 *網際網路應用 2/3 

校訂選修 4F802 通識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4F044 體育(四) 0/2 

系訂必修 4F232 運動休閒俱樂部經營

與管理 

2/2 校訂選修 4F803 通識課程(三) 2/2 

系訂必修 4F233 運動行銷學 2/2 系訂必修 4F241 運動心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235 球類運動（三） 1/2 系訂必修 4F243 球類運動（四） 1/2 

系訂選修 4F808 營養教育 2/2 系訂必修 4F244 健康促進 2/2 

系訂選修 4F809 運動社會學 2/2 系訂選修 4F810 休閒活動企劃與設計 2/2 

系訂選修 4F831 網球指導法 2/2 系訂選修 4F841 棒壘球 2/2 

系訂選修 4F832 有氧運動（一） 2/2 系訂選修 4F842 有氧運動（二） 2/2 

系訂選修 4F833 保齡球 2/2 系訂選修 4F843 戶外教育 2/2 

系訂選修 4F834 體育行政與管理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6 小時 

附件15-1

48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3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80 學分,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課程 12 學分])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選修 4F804 通識課程(四) 2/2 校訂必修 4F061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

精神 
2/2 

系訂必修 4F252 體育統計法 2/2 校訂選修 4F805 通識課程(五) 2/2 

系訂必修 4F253 球類運動（五） 1/2 系訂必修 4F274 畢業專題探討 2/2 

系訂必修 4F254 高爾夫球（一） 1/2 系訂必修 4F263 球類運動（六） 1/2 

系訂必修 4F451 運動傷害與急救 2/2 系訂必修 4F264 高爾夫球（二） 1/2 

系訂必修 4F651 幼兒體適能活動 2/2 系訂必修 4F661 老人休閒活動規劃 2/2 

系訂選修 4F811 運動教育學 2/2 系訂必修 4F662 幼兒體適能指導法 2/2 

系訂選修 4F851 體育教學行為分析 2/2 系訂選修 4F812 運動訓練法 2/2 

系訂選修 4F852 適應體育 2/2 系訂選修 4F861 國際禮儀與人際關係 2/2 

系訂選修 4F853 太極拳 2/2 系訂選修 4F862 安全教育與急救 2/2 

    系訂選修 4F821 撞球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0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選修 4F806 通識課程(六) 2/2 系訂必修 4F281 運動裁判法 2/2 

系訂必修 4F272 畢業專題實習 2/2 系訂選修 4F874 
休閒農場與民宿經營

管理 
2/2 

系訂必修 4F262 畢業專題製作 2/2 系訂選修 4F875 領隊導遊實務 2/2 

系訂必修 4F481 
運動與休閒專題講

座 
2/2 系訂選修 4F817 運動按摩 2/2 

系訂選修 4F815 老人健康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876 服務業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813 
球類運動（七）保

齡球 
1/2 系訂選修 4F877 運動觀光 2/2 

系訂選修 4F872 高爾夫球指導法 2/2 系訂選修 4F878 餐飲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814 體育學研究法 2/2     

系訂選修 4F873 中國武術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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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3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80 學分,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課程 12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必修 9F011 國文(一) 2/2 校訂必修 9F021 國文(一) 2/2 

校訂必修 9F012 英文(一) 2/2 校訂必修 9F022 英文(一) 2/2 

校訂必修 9F013 體育(一) 0/2 校訂必修 9F023 *計算機概論 2/3 

校訂必修 9F014 軍訓(一) 0/2 校訂必修 9F024 體育(一) 0/2 

校訂必修 9F015 自然科學概論 2/2 校訂必修 9F025 軍訓(一) 0/2 

系訂必修 9F211 解剖生理學 2/2 校訂選修 9F801 通識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9F212 運動與健康概論 3/3 系訂必修 9F222 休閒遊憩概論 3/3 

系訂必修 9F213 運動管理學 3/3 系訂必修 9F223 球類運動(二) 3/3 

系訂必修 9F214 球類運動(一) 3/3 系訂選修 9F807 運動科學概論 2/2 

系訂選修 9F811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

巧 

2/2 系訂選修 9F808 健康促進與評估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3 小時（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小時（23）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必修 9F031 實用中文 2/2 校訂必修 9F04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9F032 *多媒體製作 2/3 校訂必修 9F042 中國現代史 3/3 

校訂必修 9F033 體育(三) 0/2 校訂必修 9F043 *網際網路應用 2/3 

校訂選修 9F802 通識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9F044 體育(四) 0/2 

系訂必修 9F231 運動與休閒教育 3/3 校訂選修 9F803 通識課程(三) 2/2 

系訂必修 9F232 運動與休閒行銷

學 

2/2 系訂必修 9F242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

計 

3/3 

系訂必修 9F233 俱樂部經營與管

理 

2/2 系訂必修 9F243 球類運動(四) 3/3 

系訂必修 9F234 球類運動(三) 3/3 系訂必修 9F244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系訂選修 9F831 有氧運動 2/2 系訂選修 9F809 運動休閒行為心理

學 

2/2 

系訂選修 9F832 體育行政與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843 營養教育 2/2 

系訂選修 9F834 運動休閒資訊管

理 

2/2 系訂選修 9F842 戶外與遊憩教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26 小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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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3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選修 9F804 通識課程(四) 2/2 校訂必修 9F061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
精神 

2/2 

系訂必修 9F252 休閒產業經營概論 2/2 校訂選修 9F805 通識課程(五) 2/2 

系訂必修 9F253 球類運動(五) 3/3 系訂選修 9F863 球類運動(六) 3/3 

系訂必修 9F451 運動傷害防護 3/3 系訂必修 9F661 老人休閒活動規劃 2/2 

系訂必修 9F651 幼兒體適能活動 2/2 系訂必修 9F662 幼兒體適能指導法 2/2 

系訂選修 9F810 運動裁判法規 2/2 系訂選修 9F812 運動休閒安全與危機

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254 運動醫學概論 2/2 系訂選修 9F813 運動與休閒統計法 2/2 

系訂選修 9F853 公共衛生學 2/2 系訂選修 9F862 安全教育與急救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16）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7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校訂選修 9F806 通識課程(六) 2/2 系訂必修 9F281 運動按摩 2/2 

系訂必修 9F273 團體活動規劃 2/2 系訂選修 9F817 運動與休閒專題講座 2/2 

系訂必修 9F871 運動英文 2/2 系訂選修 9F816 撞球 2/2 

系訂選修 9F815 老人健康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818 中國武術 2/2 

系訂選修 9F814 旅運經營學 2/2 系訂選修 9F819 休閒活動領導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3 學分 13 小時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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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7  10:40:34 AM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4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必修 60 學分「含通識基礎、校訂專業基礎共 30 學分」,選修 72 學分「含通識博雅 12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2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A02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A12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03 服務與生活（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26 服務與生活（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04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F017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F005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F022 英文(二)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23 計算機概論 2/3 

系訂必修 4FA06 生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二） 2/2 

系訂必修 4FA07 健康促進 2/2 系訂必修 4FA17 運動生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08 管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18 運動與休閒心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09 休閒遊憩概論 2/2 系訂必修 4FA19 運動管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10 舞蹈 1/2 系訂必修 4FA20 有氧運動 1/2 

    系訂選修 4FN21 運動生物力學 2/2 

    系訂選修 4FN22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概論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9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A23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A36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3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4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38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4FA40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F039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系訂必修 
4FA26 國術 1/2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4FA25 網際網路應用 2/3 

系訂選修 
4FN27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

與實務(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系訂選修 
4FN28 競技運動指導理論

與實務(一) 

2/2 系訂必修 4FA41 休閒球類運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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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訂選修 
4FN29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

計 

2/2 系訂選修 4FN42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

務(二) 

2/2 

系訂選修 
4FN30 休閒事業財務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43 競技運動指導理論與實

務(二) 

2/2 

系訂選修 4FN31 休閒事業資訊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44 休閒活動領導 2/2 

系訂選修 4FN32 網球 1/2 系訂選修 4FN45 休閒事業行銷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33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系訂選修 4FN46 休閒事業人力資源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34 運動公共關係 2/2 系訂選修 4FN47 健美與塑身 2/2 

系訂選修 4FN35 休閒政策與法規 2/2 系訂選修 4FN48 運動按摩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2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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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4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49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F06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五）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62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系訂必修 4FA50 社區運動休閒推廣與指導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六） 2/2 

系訂選修 4FN51 幼兒體能活動設計與指導 2/2 系訂必修 4FA63 職場運動休閒推廣與指導 2/2 

系訂選修 4FN52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系訂必修 4FA64 畢業專題實習(一) 2/2 

系訂選修 4FN53 運動裁判法 2/2 系訂選修 4FN65 競技運動指導專題 2/2 

系訂選修 4FN54 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66 老人體能活動設計與指導 2/2 

系訂選修 4FN55 溫泉療養 2/2 系訂選修 4FN67 主題樂園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56 羽球 1/2 系訂選修 4FN68 高爾夫 1/2 

系訂選修 4FN57 溜冰 1/2 系訂選修 4FN71 休閒專題 2/2 

系訂選修 4FN58 創意思考訓練 2/2 系訂選修 4FN81 運動觀光 2/2 

系訂選修 4FN59 生涯輔導 2/2 系訂選修 4FN34 休閒政策與法規 2/2 

系訂選修 4FN60 休閒產業研究 2/2 系訂選修 4FN69 民俗運動 1/2 

    系訂選修 4FN70 運動科學專題(一)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4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72 英文能力檢定 0/2 系訂必修 4FA72 畢業專題製作(二) 2/2 

系訂必修 4FA73 畢業專題實習(二) 2/2 系訂選修 4FN73 運動賽會管理 2/2 

系訂必修 4FA74 畢業專題製作(一) 2/2 系訂選修 4FN74 運動場館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75 運動營隊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75 水域活動 1/2 

系訂選修 
4FN76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

設計 

2/2 系訂選修 4FN76 
運動休閒設施設計 

2/2 

系訂選修 4FN77 
山域活動 

1/2 系訂選修 4FN78 運動休閒產業經理人

講座 

2/2 

系訂選修 4FN78 國際禮儀 2/2 系訂選修 4FN79 電子商務與網路行銷 2/2 

系訂選修 4FN79 國家公園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80 服務業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80 運動科學專題(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0 小時（6）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6 小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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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27  10:40:34 AM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4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74 學分,選修 54 學分[含通識博雅課程 12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F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F011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F002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F012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FA03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F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9FA0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FA14 體育(二) 0/2 

系訂必修 9FA05 運動與健康概論 2/2 通識基礎必修 9F015 軍訓(二) 0/2 

系訂必修 9FA06 心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9FA07 生理學 2/2 系訂必修 9FA16 運動生理學 2/2 

系訂必修 9FA08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概論 2/2 系訂必修 9FA17 運動與休閒心理學 2/2 

系訂必修 9FA09 管理學 3/3 系訂必修 9FA18 經濟學 2/2 

系訂必修 9FA10 休閒遊憩概論 3/3 系訂必修 9FA19 運動管理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F020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FA21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9F01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F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3/3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9FA22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9F034 體育(四) 0/2 

系訂必修 
9FA23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

實務(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三) 2/2 

系訂必修 
9FA24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

計 

2/2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9FA32 網際網路應用 2/3 

系訂必修 
9FA25 休閒事業財務管理 2/2 

系訂必修 
9FA33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

與實務(二) 

2/2 

系訂必修 9FA26 休閒事業資訊管理 2/2 系訂必修 9FA34 休閒活動領導 2/2 

系訂必修 9FA27 球類運動 3/3 系訂必修 9FA35 休閒事業行銷管理 2/2 

系訂必修 9FA28 健康促進 3/3 系訂必修 9FA36 休閒事業人力資源管理 2/2 

    系訂必修 9FA37 休閒運動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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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4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9F046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系訂必修 9FA38 幼兒體能活動設計與指導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五) 2/2 

系訂必修 9FA39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系訂必修 9FA47 老人體能活動設計與指導 2/2 

系訂選修 9FN40 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48 職場運動休閒推廣與指導 2/2 

系訂選修 9FN41 社區運動休閒推廣與指導 2/2 系訂選修 9FN49 主題樂園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42 溫泉療養 2/2 系訂選修 9FN50 創意思考 2/2 

系訂選修 9FN43 生涯輔導 2/2 系訂選修 9FN51 運動科學專題(一) 2/2 

系訂選修 9FN44 身體活動研究法 2/2 系訂選修 9FN52 休閒專題 2/2 

系訂選修 9FN45 國術 2/2 系訂選修 9FN53 溜冰 2/2 

    系訂選修 9FN10 餐飲服務管理實務 2/2 

    系訂選修 9FN61 旅運經營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2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六) 2/2 系訂必修 9FA61 運動賽會管理 2/2 

系訂必修 9FA54 運動場館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62 運動休閒設施設計 2/2 

系訂選修 9FN55 運動營隊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63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系訂選修 9FN56 危機處理 2/2 系訂選修 9FN64 民俗運動 2/2 

系訂選修 9FN57 運動科學專題(二) 2/2 系訂選修 9FN65 情緒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58 運動觀光 2/2 系訂選修 9FN66 服務業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59 運動按摩 2/2 系訂選修 9FN67 運動公共關係 2/2 

系訂選修 9FN60 有氧運動 2/2 系訂選修 9FN09 客房服務管理實務 2/2 

系訂選修 9FN62 電子商務和網路行銷 2/2 系訂選修 9FN27 休閒農場與民宿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9FN63 領隊導遊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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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5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2007.03.12）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必修 68 學分「含通識基礎、校訂專業基礎共 30 學分」,選修 64 學分「含通識博雅 12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2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02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06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04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F017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F005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F022 英文(二)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23 計算機概論 2/3 

系訂必修 4FA51 解剖生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二） 2/2 

系訂必修 4FA52 普通心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04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系訂必修 4FA53 經濟學 2/2 系訂必修 4FA09 休閒遊憩概論 2/2 

系訂必修 4FA08 管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19 運動管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54 會計學 2/2 系訂必修 4FA56 運動休閒財務管理 2/2 

系訂必修 4FA01 網球（一） 1/2 系訂必修 4FA21 休閒事業經營管理概論 2/2 

系訂必修 4FA03 運動健康與休閒導論 0/2 系訂必修 4FA22 網球（二） 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7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33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N36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F03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4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38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4FA40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F039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系訂必修 4FA55 運動休閒資訊管理 2/2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4FA25 網際網路應用 2/3 

系訂必修 4FA57 運動休閒行銷管理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系訂選修 4FN01 運動生理學 2/2 系訂必修 4FA05 高爾夫（一） 1/2 

系訂選修 4FN21 運動生物力學 2/2 系訂選修 4FNAC 運動裁判法 2/2 

系訂選修 4FN96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系訂選修 4FN02 運動心理學 2/2 

系訂選修 4FN97 健身運動專項一 1/2 系訂選修 4FNAD 健身運動專項三 1/2 

系訂選修 4FN98 健身運動專項二 1/2 系訂選修 4FNAE 健身運動專項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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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訂選修 4FN29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系訂選修 4FN50 運動按摩學 2/2 

系訂選修 4FN99 休閒資源規劃與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BC 運動觀光 2/2 

系訂選修 4FN03 消費者行為 2/2 系訂選修 4FN34 休閒政策與法規 2/2 

系訂選修 4FN18 服務業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63 旅行業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AB 旅程規劃與成本分析 2/2 系訂選修 4FNAF 旅館管理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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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5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49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F050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五） 2/2 通識基礎必修 4F062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系訂必修 4FA58 運動休閒人力資源管理 2/2 系訂必修 4FA13 高爾夫（二） 1/2 

系訂選修 4FNAG 競技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六） 2/2 

系訂選修 4FNAH 運動科學實務 2/2 系訂必修 4FA64 畢業專題實習(一) 2/2 

系訂選修 4FNAI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系訂選修 4FNAQ 競技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系訂選修 4FNAJ 民俗療法 2/2 系訂選修 4FNAR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系訂選修 4FNAK 婦幼運動指導 2/2 系訂選修 4FN90 另類療法 2/2 

系訂選修 4FNAL 賽會與活動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AS 中老年運動指導 2/2 

系訂選修 4FNAM 休閒農場與民宿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AT 運動場館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62 餐飲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54 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AN 導覽解說 2/2 系訂選修 4FNAU 專題旅遊企劃 2/2 

系訂選修 4FNAO 領隊導遊實務 2/2 系訂選修 4FN72 會展規劃與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AP 休閒專題（一） 2/2 系訂選修 4FN78 國際禮儀 2/2 

系訂選修 4FN24 運動科學專題（一） 2/2 系訂選修 4FNAV 休閒專題（二） 2/2 

系訂選修 4FN05 創意思考訓練 2/2 系訂選修 4FN61 運動科學專題（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 學分 32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F072 英文能力檢定 0/2 系訂必修 4FA72 畢業專題製作(二) 2/2 

系訂必修 4FA73 畢業專題實習(二) 2/2 系訂必修 4FN89 運動休閒事業經理人講座 2/2 

系訂必修 4FA74 畢業專題製作(一) 2/2 系訂選修 4FNBF 觀光日語 2/2 

系訂選修 4FNAW 社區健康營造 2/2 系訂選修 4FNBG 職場健康營造 2/2 

系訂選修 4FNAX 創意生活產業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92 運動公共關係 2/2 

系訂選修 4FNAY 觀光英語 2/2 系訂選修 4FN67 主題樂園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AZ 休閒產業研究 2/2 系訂選修 4FNBH 生態旅遊 2/2 

系訂選修 4FNBA 電子商務與網路行銷 2/2 系訂選修 4FNBI 漁村再造 2/2 

系訂選修 4FNBB 生涯規劃 2/2 系訂選修 4FNBJ 創意遊戲 2/2 

系訂選修 4FN19 休閒度假村經營管理 2/2 系訂選修 4FN33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系訂選修 4FNBD 游泳池管理實務 2/2 系訂選修 4FNBK 高爾夫球場管理實務 2/2 

系訂選修 4FNBE 籃球 1/2 系訂選修 4FNBL 保齡球 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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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1.系訂選修課程至少應選「模組二」或「模組四」其中一個模組的整組課程。 

2.不足的選修學分，再從其他任一模組中的課程自由選習補足，或修外系課程補足（修外系課

程須先徵得本系系主任同意）。 

3.「運動科學專題」及「休閒專題」係爲輔導考研究所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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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金融系 95、96 學年度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表異動

科目名稱 科目類別 異動前 異動後 異動理由 備註 

實務專題（一） 必修 四上 三下 修改   

實務專題（二） 必修 四下 四上 修改   

    金融英文 必修 四上   刪除   
    投資組合分析 選修 四下   刪除   
    投資組合分析 必修   四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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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及進修部轉系科辦法草案 
 

96 年 12 月 24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訂定本辦法，據以處理學生轉系（科）事宜。 

第 二 條 為處理學生轉系（科）事宜，本校得組成轉系（科）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各系（
科）主任及有關行政業務主管為委員，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第 三 條 學生如認為就讀系（科）與其志趣不合時或特殊原因，得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前二週
提出申請轉系（科），或跨部(不含在職專班)轉至相同學制同一系適當年級就讀逾期不
予受理，但轉學生及外籍生不得申請跨部互轉。 

第 四 條 各系（科）轉入人數在不影響教學下，以不超過原核定新生名額，加二成為原則。 

第 五 條 轉入人數如超過該系（科）名額，則以學業成績、操行成績、審查委員意見等因素決
定之，必要時得舉行甄試。 

第 六 條 學生申請轉系（科），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四技一年級及五專一年級學生修滿一學期或一學年，得申請轉入各系（ 
    科）。 
二、四技二、三年級及五專二、三年級學生，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系（科） 
    。 
三、二技三年級及二專一年級學生修滿一學期，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系（科 
    ）。 
 四、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每學期操行成績 75 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且學

業成績為全班前五名，始可申請跨部互轉。如各系自訂跨部互轉成績標準高於上
列標準，以各系規定辦理之。 

第 七 條 學生休學期間不得申請轉系（科），若原肄業系（科）變更或停辦時，得依學生興趣，
輔導其提出轉系（科）申請至適當系（科）肄業。 

第 八 條 不同學制之學生不得申請相互轉系（科）。 

第 九 條 僑生或外籍學生轉科組如受成績名額之限制，得從寬處理，其轉入或轉出年級仍應依
規定辦理。 

第 十 條 學生申請轉系（科），應填具轉系（科）申請書，經家長、導師、轉出系（科）主任及
轉入系（科）主任同意後，於規定時間內繳回教務處註冊組，彙整提送轉系（科）審
查委員會審查。 

第十一條 學生轉系（科）以一次為限，轉系（科）申請通過後，若發現本身無法適應轉入系（
科），且原轉出系（科）尚有名額，則得於開學後一週內提出申請轉回原系（科）就讀
，惟其後不得再申請轉系（科）。 

第十二條 轉系（科）學生須修滿轉入系（科）規定科目及學分數，方得畢業。 

第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據其他有關法令及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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