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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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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將於 99 年度作師資質量評鑑，評鑑不佳者將於 100 年度起處以系、所減招，請各系檢視

系上的整體師資結構是否完整？系上助理教授以上的比例是否達到標準？整體生師比是否符合

教育部的規定？ 

2.教育部對於本校教師的授課時數過多，造成教學負荷過重，恐有影響教學品質之虞提出質疑，

面對未來教學卓越計畫的年度訪視及 98 年的科大評鑑，請各系審慎因應。 

3.各系的課程應妥善規劃，應與時俱進，與社會脈動契合，同時務須聘請學界、產業界人士參與

課程的規劃、審查與修訂，以臻於完善。 

4.由於南校區教室陸續整修中，普通教室能運用的空間明顯不足，請各系教師排課以 8 個半天為

原則，藉以分散教室空間嚴重不足的問題。 

七、出席單位報告 

○何副校長 

1.本校甫於日前接獲 96 年教學卓越計畫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大抵而言，本校師生在多數項目均達

滿意以上。惟教師對於教師評鑑、研究環境、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及出席率，滿意度較低；學生則

對於選課系統、整體網路環境，滿意度較低。請各系針對問卷調查結果滿意度較低之項目，持續

不斷改進，以臻於教學卓越的目標。 

2.據新聞報導去年科大訪視評鑑結果，被評三等的校系，多於師資結構、課程設計、圖儀設備三方

面表現較差。在師資結構上多為生師比不符標準；課程設計多為系的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有所落

差，無法與業界聯結，與一般大學的課程區隔模糊；在圖儀設備上多為不敷學生使用，無法提升

學習成效。請各系針對上列三方面予以強化，累積能量，以因應 98 學年度上學期的評鑑。 

3.本校 97 學年度初設之學位學程，原為滿 2 年始接受評鑑，惟因隸屬於院下運作，院因需接受 98

年之評鑑，成績勢會受其影響，請各學位學程尤須著力於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的聯結。 

4.接受 98 年之科大評鑑學校不僅為 94 年受評的 17 所科大，同時也加入 95 年改名科大的學校。 

◇進修部 

1.進修部開學 1、2 週內，由於太多學生的加退選審核及同時繳費，造成教務組業務量的不勝負荷。

今已請求計算機中心支援，設計 1 套網路加退選及繳費系統，經系主任審核及列出繳費單，開學

時發給學生去繳費，如此可避免開學的擁擠現象，預定今年暑假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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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學年度進修部暨附設院校各系（科）招生人數調整如下： 

(1)減少進修部二專：電子、企管各 1 班。 

增加進修部四技：國企 1 班。 

(2)減少進修部二技：電子、電機、國企、工管各 1 班。 

增加進修學院二技：電機、工管、企管、資管各 1 班。 

(3)其他班級數不變。 

3.8/9～8/10 兩天為進修部二技登記分發（在本校），二專生必須在此之前拿到成績及畢業證書，故

暑修提早一週（6/30）開課。 

4.四技二專、二技登記分發日援往例，請系主任至現場了解系裏招生情形，教務組依例會呈報各系

主任的車馬費、誤餐費。 

5.由於各院、系科不斷簽呈將普通教室規劃為專業教室或研究室，現全校可供使用的普通教室為 85

間，不足支應進修部的 124 班，所以 97 學年度以後新生班級排固定教室，舊生教室則請各系自

行安排。 

6.6 月 23～27 日為期末考週，成績繳交至 7 月 2 日止，請各系提醒專、兼任老師按時繳交成績；畢

業班成績繳交最後 1 位拖到上週五晚上 22：30 才交，影響後續作業。 

7.本學期巡堂紀錄每月均送系主任參酌，請各系協助維護教學紀律。 

△圖書館 

1.96 學年度圖書經費共 1100 萬執行如下表： 

96 學年度購置圖書明細 

96 上學期 96 下學期  96 學年合計  

名稱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紙本期刊 494   4,512,787 1 500 495   4,513,287  

電子期刊 1    962,888 6 1,884,061 7   2,846,949  

西文圖書 478    920,576 169 202,578 647   1,123,154  

中文圖書 1520    566,637 202 81,633 1,722     648,270  

資料庫 7    430,560 4 1,228,013 11   1,658,573  

其他 45    106,552 41 103,215 86     209,767  

總計 2545  7,500,000  423 3,500,000 2,968  11,000,000  

 

2.圖書館為提升服務品質，自即日起提供下列新購之電子期刊：〈商業周刊〉、〈大家說英語〉、〈空

中英語教室〉及〈彭蒙惠英語〉等四種，為方便本校師生在校外也能連線使用、列印，請各位老

師同學從圖書館網頁之電子資源整合管理系統打入關鍵字進入使用，只要用圖書館之帳號、密碼

即可進入。另外電子資源整合管理系統「校外連線之方法」及「簡易操作說明」可參照圖書館網

頁上之步驟，謝謝！ 

 

▲▲▲▲97979797 年新增電子資源年新增電子資源年新增電子資源年新增電子資源    

 

資料庫名稱 適用系所 使用時間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 英美文學線上

文庫) 

人文學院 即日起至 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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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適用系所 使用時間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s(OJDA 牛津大學電子期

刊過刊)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8／12／31 

Times Digital Archives(TDA 泰

晤士報數位典藏回溯資源)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8／12／31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SOJA 電子期刊社會人

文資料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8／12／31 

台灣商學企管資料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9／4／12 

台灣飲食文化資料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9／4／12 

聯合知識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9／4／12 

Web Of Science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9／4／12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

－理工 C、經濟與管理 

工學院、

管理學院 

即日起至 2009／4／12 

小魯童書電子書資料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9／5／12 

ITEMS 國家考試題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9／5／12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 工學院 即日起至 2009／5／12 

    

▲▲▲▲97979797 年年年年 5555----6666 月試用資料庫月試用資料庫月試用資料庫月試用資料庫    

 

 

    

▲▲▲▲好禮大放送好禮大放送好禮大放送好禮大放送—IEL 資料庫使用排行榜資料庫使用排行榜資料庫使用排行榜資料庫使用排行榜 

為提升 IEL(IEEE/IET electronics library)線上資料庫使用率，本館將於 6 月份舉辦 IEL 資料

庫使用排行榜，凡於 6 月 1 日至 30 日，經由本館電子資源整合系統進入使用，7 月份將會依照

個人使用統計前 5 名公佈，並贈送下列禮品(本禮品由 IET 廠商提供)，歡迎各相關系所同學多

多使用！ 

第一名：隨身碟 1 個(1G) 

第二名：名片盒 1 個 

第三名至第五名：T-shirt 1 件 

3.圖書館已加入「高高屏大學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中心包括本校及義守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屏

東教育大學、高雄醫學大學、輔英科技大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等七所學校，以提升資源利用

與資源共享為最終目標。教學資源中心提供的服務項目有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本校教職員生可

利用「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七校館藏聯合目錄查詢系統」http://140.127.193.27/uc/ 進行圖書

代借代還服務，此項服務並透過巡迴圖書專車免費代送圖書，老師們可多加利用。中心近日並

針對提高人文社會圖書的閱讀率，舉辦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及專題研究競賽。題目以人文社會科

學相關議題為主，均提供高額獎金以資鼓勵，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以上活動詳細內容請參考

本校圖書館網頁。 

○師資培育中心 

1.5 月 31 日辦理第一次招生，74 人報考共錄取 45 位，9 月初再針對研究所及二技新生辦理第二次

資料庫名稱 適用系所 試用期間 

Udn 數位閱讀電子書庫 全校各系 即日起至 200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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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為 13 人。 

2.本中心呈報體育及電腦資訊中等教師教學碩士班，若通過審查，將於下年度招生。 

3.本年度教師檢定共有 16 人通過，取得教師證。 

4.本年度有 38 位師資生至高中職實習，本中心已於 6 月 7 日辦理行前講習。 

5.本中心於今年暑假辦理中等學校教師輔導活動第二專長在職進修班，現正熱烈招生中。 

☉通識教育中心 

1.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情形如下：工學院於星期二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4 門（人

文學 14 門、社會科學 14 門、自然科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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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門、社會科學 14 門、自然科學 13 門、生命科學 9 門）。 

2.6 月中旬之通識博雅課程選課均為舊生，每生限選 1 門。通識博雅課程每一門科目的選修人數上

限為 60 人，初選時(約 6 月中旬)選修人數上限設定為 40 人，俟新生選課時(約 8 月中旬)，人數

上限調整為 55 人，開學後加退選時人數上限調整為 60 人。初選時限制每生只得選 1 門，加退選

期間(9 月 8 日~9 月 19 日)允許新舊生得選第 2 門通識博雅課程。 

☆藝術中心 

1.本中心於本學期所舉辦的 2 場大型的音樂演奏會已圓滿落幕，感謝各系教師的踴躍參與。 

2.本中心於本學期所舉辦的「衣·不蔽體」展覽活動，展期至 6 月 22 日止，感謝各系所屬師生的 

踴躍參觀。 

3.97 學年度的入學新生的「新生導覽週」，除原已安排之「圖書館導覽」外，建請增加「藝術中心

導覽」，藉以彰顯本校重視藝文教育的特色。 

八、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腦選課目前正進行中(6 月 9 日至 20 日)，感謝各單位主管的幫忙。 

2.請各位系主任轉知老師務必依課表排定時間及教室上課，如因特殊原因需請假請填寫假單與調課

單，未依規定請假，本組將依人事室規定通知補課。 

3.為反應各系研究所建議事項，自本學期起，研究生辦理離校手續下學期延至 8 月 31 日前完成(原

為 7 月 31 日)，上學期延至當學年度下學期開課的前一星期(原為 2 月 1 日)。 

4.課程規劃表請各系助教隨時上網更新最新版本。  

5.請各系提醒畢業班學生，除非重修，否則盡量避免隨班修，以免影響畢業生的權益。(畢業證書

的領取、畢業成績的計算等) 

6.為配合 97 進修部二技新生登記分發時間(8 月 9、10 日)，96 學年度日間部暑假重修上課提前於 

6 月 30 日開始至 8 月 8 日止計六週，暑修正式開班之科目於 6 月 19 日在網路及教務處公佈，6

月 23、24 開放暑修補選，請各單位協助宣達。 

7.為避免在校學生因新舊課程異動辦理抵免時因學科認定造成爭議，本校參照各大學規定制定新舊

課程對照表，麻煩各教學單位確實填報新舊課程對照表送簽，並請公告於網路及向系上受影響

同學宣達，以避免學生修課時無所適從。 

8.各系各學制 97 學年度新生課程規劃表，麻煩各位主任最遲於 6 月底前交至本組，其中所規定畢

業學分數、必選修學分及跨系學分規定系畢業審查標準請正確計算學分數，畢業資格亦照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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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審查。 

9.每學期初本組均照往例檢附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繳交時間，然每學期均有教師未按規定繳交，造

成學校後續行政作業困難，請各系多予以配合體諒。 

◎招生組 

1.97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學考簡章預定於 6 月 23 日販售。主辦學校由正修科技大學接辦，且有十校

聯合招生。 

2.98 學年度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春季班之申請，敬請各所踴躍提出申請。 

3.本校資管研究所在職專班已獲審定通過。 

4.97 學年度招生宣導正進行中，感謝各位主任及老師們支持，為能有效宣導，敬請多多使用貴系

所製作投影片檔。 

5.97 學年度預計結束五專學制。 

6.日間部二專 2 班與二技 3 班將調整至研究所與日間部四技。 

◎教學發展中心 

1.96 學年度的「教師成長研習」系列活動已辦理完畢，今年參與的教師較之去年，成長顯著，使

得每場研習均能圓滿落幕，感謝各系所屬教師的踴躍參與。 

2.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已辦理完畢，本活動並提供獎品予上網填答的學生（以

電腦亂數抽出），期能激發學生填答意願。「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刻正統計分析中，期間感謝

各系所屬教師的協助與配合。 

3.鑑於「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已實施多年，今年特別聘請數位校外專家學者針對本校「教學回饋意

見調查」之實施計畫、實施時程、實施方式、問卷題目等進行審查，本中心將根據審查意見進行

修訂，期使「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臻於完善。 

4.各系 96 學年度（97 級）專題製作成果展均已執行完畢，為因應明年教育部的評鑑，煩請各系務

必編印「專題製作課程成果報告書」，並備份乙份電子檔及紙本繳（傳）至本中心，藉以彰顯各

系的成果。 

5.為利於各系對外招生宣導之用，本中心備有大本及抽印本中、英文簡介，隨時歡迎至本中心取用。 

6.〈正修校刊〉233 期暨 97 級〈畢業特刊〉將於 6 月 14 日出刊，期間感謝各單位不吝惠賜稿件。 

九、討論提案 

提案一：由國際事務處提出 

案由：修訂本校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辦法及大學部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習獎 

助辦法，如附件 1(頁 9)、附件 2(頁 11)，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由進修院校教務組提出 

案由：修訂「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及「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學則」，如附件

3(頁 14)、附件 4(頁 17)，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部 97 年 4 月 1 日台社(一)字第 0970049527 號函，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修訂學

則。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原第二十二條文改為第二十一條文，文字增修訂「學生因故或懷

孕得申請休學一學年」。附設進修學院學則原第二十一條文，文字增修訂「學生因故或懷孕得

申請休學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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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不合時宜之條文一併修訂，請參閱附件「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各系所及學程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業經 97 年 6 月 2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提請  討論。 

1.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如附件 5，頁 19）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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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配合系發展特色及 97 學年度課程校外審查委員修改建議。 

（3）本案業經 97 年 3 月 21 日系課程及輔導委員會、97 年 4 月 23 日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2.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如附件 6，頁 23） 

說明：（1）97 學年度日四技入學新生將採兩班教學（工程技術組及工程資訊組）。 

（2）本案業經 97 年 1 月 14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97 年 3 月 5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97 年 3 月 17 日校外『課程審查』會議、97 年 5 月 27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3.電子工程系（如附件 7，頁 33） 

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4 月 18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7 年 4 月 23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4.機械工程系（如附件 8，頁 35） 

 說明：奉  校長核示加入『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兩門通識必修課程，通識課程建議由一

年級下學期開始選修，以免影響學生畢業。本案業經 97 年 4 月 21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

會議、97 年 5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5.電機工程系（如附件 9，頁 41） 

說明：（1）為配合電機系實習室調整與各組本位課程會議校外專家建議，規劃 97 學年度課程。 

（2）因應 97 學年度起日四技分組教學，討論跨組選修選最高承認學分。 

（3）本案業經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6.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如附件 10，頁 49） 

說明：配合學校規定辦理，新增「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將一上「化學」及「化學實驗」調至一下，

一下「計算機概論」調至一上；四下「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可融入智慧財產權及專利權等

課程配合學校規定辦理，本案業經97年5月11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1.本院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修訂「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11（頁51），提

請  討論。 

說明：（1）配合學校規定辦理及97年5月11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 

（2）本案業經97年6月2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7  

決議：各院應依據母法進行選課辦法修訂，並建置於各院課程委員會之網頁。 

 

案由：2.本院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修訂「選課辦法」，如附件12(頁52)，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業經 97 年 5 月 11 日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2）建議跨系所及學制最多可修學分數為 10 學分。 

（3）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2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各院應依據母法進行選課辦法修訂，並建置於各院課程委員會之網頁。 

 

案由：3.本院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規劃「課程模組」，如附件 13(頁 54)，提請  討論。 

說明：（1）配合學校規定辦理，將模組更改為技能，本案業經 97 年 5 月 11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 

員會議通過。 

（2）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2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4.本院資訊工程系「實務專題」與「實務研習」課程實施辦法，如附件 14(頁 55)、附件 15(頁

68)，提請  討論。 

說明：本辦法業經本院資訊工程系「系務會議」於 97 年 5 月 27 日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5.本院資訊工程系日間部新增「服務學習」課程，如附件 16(頁 76)，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本校「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2)本辦法業經本院資訊工程系「系務會議」於 97 年 5 月 27 日修訂通過。 

(3)自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一年級上、下兩學期新增服務學習(一)、(二)二課程，每星期 2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各系所、學程及專班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業經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

通過，提請  討論。 

1.企業管理系（如附件 17，頁 79） 

說明：為強化四下課程之實務性，將四下專業選修「大陸經貿」改為「大陸經貿實務」，學分由 2 學

分增為 3 學分，三組皆適用；經營管理組部份：四下加開專業選修課程「危機管理」2 學分。

本案及「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業經 97 年 4 月 28 日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97 年 4 月 30 日

系務會議通過。 

 

2.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如附件 18，頁 8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1.本院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五門整合課程，分別為「企業海外經營實務」、「企業環境與產業 

發展實務」、「跨國合作創新實務」、「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金融投資實務」，如附件 

19(頁 85)，提請  討論。 



 8  

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2.本院行銷企劃學分學程修訂核心課程，如附件 20(頁 90)，提請  討論。 

說明：(1)原行銷企劃學分學程選修「創意思考訓練」課程，修訂為學程核心課程。 

(2)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3.本院資訊管理系新訂「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和選修課程，如附件 21(頁 93)，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業經 97 年 4 月 24 日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97 年 4 月 30 日系務會議通過。 

(2)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應採紙本及網頁公告方式明確告知學生，含新訂該課程要點及實施方式，尤應注意實習安全。 

 

案由：4.本院財務金融系新訂「金融實務實習」要點和選修課程，如附件 22(頁 105)，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2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2)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應採紙本及網頁公告方式明確告知學生，含新訂該課程要點及實施方式，尤應注意實習安全。 

 

案由：5.本院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分學程修訂核心課程，如附件 23(頁 106)，提請  討論。 

說明：(1)原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分學程選修「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課程及核心「台商經營實務」課

程，修訂為學程核心「台商經營與匯兌實務」課程。 

(2)本案業經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專業課程流程及課程標準，如附件 24(頁 109)，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5 月 7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由語言學習中心提出 

案由：修訂本校為「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 25(頁 117)、附件 26（頁 118），提請  討論。 

說明：為提升各院系學生英文能力，特將本校「通識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修訂為「英文檢

定課程實施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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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正修科技大學補助研究正修科技大學補助研究正修科技大學補助研究正修科技大學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辦法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辦法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辦法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辦法 
 

93 年 06 月 29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06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目的 

為鼓勵本校研究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以擴大視野提升研究能力，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國際研討會 

在國內外舉辦之國際研討會(不含兩岸三地)，含經本校專案辦理之與本校訂有學術交流合作

協定學校的聯合學術研討會。 

第三條  獎助對象 

一、申請與發表論文時，需具有本校研究生學籍並已註冊之在學者。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惟經本校專案核可之外籍生，不受此限。 

第四條  獎助金額 

每人補助報名費與差旅等費用,實報實銷,上限新台幣伍仟元整，碩、博士生各補助一次為

限。如就讀研究所期間因故退學者，須繳回所領之補助金。 

第五條  申請方式及繳交文件 

須於該國際研討會開幕前 45 天提出，備齊下列文件，由各系送交國際事務處提送審查委員

會審議： 

一、獎助金申請表 

二、學生證影本 

須於研討會結束後 14 日內，繳交下列文件至國際事務處辦理核銷： 

一、相關著作發表證明文件 

二、報名費與差旅費相關證明文件 

第六條 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處處長、申請人所屬學院院長及研究所所長組

成，審查相關內容。 

第七條  實施程序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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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金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姓名  

班級  

學號  性別  

聯絡電話 
(H) 

(M) 

研討會名稱/地點  

申請金額  指導教授  

所長  院長  

審查委員會 

召集人簽名： 

 

                

□通  過，金額：             元 

□不通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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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正修科技大學大學部正修科技大學大學部正修科技大學大學部正修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赴國外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研習獎助辦法研習獎助辦法研習獎助辦法研習獎助辦法 
 

97 年 06 月 09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目的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學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以提升國際觀及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研習機構 

國外大學（機構）以經教育部認可且與本校訂有學術交流合作協定者為限。惟經專案核可

者，不受此限。 

 

第三條  獎助對象 

一、大學部二年級以上並於申請時已註冊之在學者。 

二、非當學期畢業之學生。 

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惟經專案核可之外籍生，不受此限。 

 

第四條  研習期限及學分認定 

研習期限以二星期內為原則。當地外籍教師授與同一領域課程時數每滿 18 小時者，得以 1

學分認定之，最高採認 3 學分。 

 

第五條  獎助金額 

每名新台幣貳仟元為原則，並考量申請之學校、地區、滯留期間等因素，得酌予調整獎助

額度，由審查委員會決議之。申請人在同一學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如就讀大學部期間

因故退學者，須繳回所領之獎助金。 

 

第六條  申請方式及繳交文件 

須於出國日 45 天前，備齊下列文件，由各系送交國際事務處提送審查委員會： 

一、研習申請表 

二、身分證及學生證之正反面影本(外籍學生則為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三、出國前 6 個月有效之護照首頁影本 

四、研習計畫書 

五、家長同意書 

須於回國後 10 日內，繳交下列文件至國際事務處，辦理核銷： 

一、研習證明書影本 

二、研習報告書(Word 文件，本文文字大小 12 以下之 A4 尺寸 5 張以上，以英文書寫。) 

 

第七條  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處處長與學術交流組組長、申請人所屬學院院

長、系主任及導師組成之。 

審查原則： 

一、申請者成績排名 

二、優異表現（例如：課外活動、得獎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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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計畫書（例如：研修學校、研修期間、研修課程等） 

四、語言能力（例如：TOEFL 或 IELTS 成績）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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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習獎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班級 
二技□ 

四技□ 

學號  性別  

聯絡電話 
(H) 

(M) 

研習大學(機構)  

研習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學生家長  導師  

系主任  院長  

審查委員會 

召集人簽名： 

 

                

通  過□：金額                元 

 

不通過□：理由                              

 

  系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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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  十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科訂定之課程

選課，並須經科主任審核。選課

辦法另訂之。 

第  十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科訂定之課程

選課，並須經科主任審核。本校

得辦理進修學校、夜間部學生校

內選課，但其修習學分數以不超

過學期修習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

則，選課辦法另訂之。 

原第十條，文字刪

除：「本校得辦理進

修學校、夜間部學

生校內選課，但其

修習學分數以不超

過學期修習學分數

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 十六 條  

本校各科組成績優異學生得預修

技術校院進階專業課程，其辦法

另訂之。 

第 十六 條  

本校各科組成績優異學生得預修

技術校院進階專業課程，其辦法

另訂之。 

原條文刪除 

第二十一條  

學生因故、懷孕或育有 3 歲以下

子女之婦女得申請休學一學年。

但休學逾期未復學者或未續申請

休學者，應予退學。 

第二十二條  

學生因故得申請休學一學年，但

休學逾期未復學者或未續申請休

學者，應予退學。 

刪除條文，原第二

十二條改為第二十

一條 

 

原第二十二條，文

字增修訂：「學生因

故、懷孕或育有 3

歲以下子女之婦女

得申請休學一學

年。」 

第二十二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辦理復

學手續，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科組

相銜接之年級肄業，於學期中休

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年級肄

業。 

前項原肄業科別變更或停辦時，

由學校輔導至適當科別。 

 

第二十三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辦理復

學手續，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科組

相銜接之年級肄業，於學期中休

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年級肄

業。 

前項原肄業科別變更或停辦時，

由學校輔導至適當科別。 

因病休學於復學時，應檢附醫院

檢查證明。 

刪除條文，原第二

十三條改為第二十

二條 

 

原第二十三條，文

字刪除：「因病休學

於復學時，應檢附

醫院檢查證明」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

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或違反校規

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決議退學者。 

四、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

者。 

五、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第二十五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

合者。 

二、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或違反校規

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決議退學者。 

四、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

者。 

五、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刪除條文，原第二

十五條改為第二十

四條 

 

 

 

 

 

 

原第二十五條，文 

字刪除： 

「六、海外回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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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三分之二，或連續兩學期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六、無上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

者。 

延修生及當年度入學新生，得不

受本條第五款之限制；學生學期

修習之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

內者亦同。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三分之二，或連續兩學期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六、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

住民族籍學生、領有殘障手

冊之視障、聽障、語言障礙

及多重障礙學生、派外人員

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

條件之運動績優學生，連續

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達各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七、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仍未

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八、無上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

者。 

學生學期修習之學分數，在九學

分(含)以內者，得不受本條第一

項第五、六款之限制。 

學之蒙藏生、原住

民族籍學生、領有

殘障手冊之視障、

聽障、語言障礙及

多重障礙學生、派

外人員子女學生及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

件之運動績優學

生，連續兩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達各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三分之二者。」 

「七、在規定修業

年限屆滿，仍未修

足應修之科目與學

分者。」 

 

原條文第八款改為

第六款 

  

原第二十五條，文

字增修訂：「延修生

及當年度入學新

生，得不受本條第

五款之限制；學生

學期修習之學分

數，在九學分(含)

以內者亦同。」 

 

原條文「本條第一

項第五款、六款」

改為「本條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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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三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科別、肄業年級

與學業成績及註冊、休學、復學、

轉科、退學、轉學、畢業等學籍

紀錄，概以各項學籍與成績登錄

原始表冊為準，並建檔永久保

存。。 

第四十四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科別、肄業年級

與學業成績及註冊、休學、復學、

退學、轉學等學籍紀錄，概以各

項學籍與成績登錄原始表冊為

準。 

刪除條文，原第四

十四條改為第四十

三條 

 

原第四十四條，文

字增修訂：「復學、

轉科、退學、轉學、

畢業等學籍紀錄，

概以各項學籍與成

績登錄原始表冊為

準，並建檔永久保

存」 

第四十五條   

本校學生入學後，得申請轉科， 

轉系辦法另訂之。 

 新增條文 

第五十一條  

本校招收之新生、轉學生，其資

格經審核無誤後，應於每學年

(期)開始上課後二個月內造具名

冊及統計表連同錄取榜單分別報

請教育部備查。具有保留入學資

格者，另附名冊說明。 

第五十一條  

本校招收之新生、轉學生，其資

格經審核無誤後，應於每學年

(期)開始上課後二個月內造具名

冊及統計表連同錄取榜單分別報

請教育部備查。具有保留入學資

格者，另附名冊說明。 

刪除條文 

第五十二條  

本校應於次學年開始上課後二個

月內，造具退學學生名冊，報請

教育部備查。 

第五十二條  

本校應於次學年開始上課後二個

月內，造具退學學生名冊，報請

教育部備查。 

刪除條文 

第五十三條  

本校應於畢業生畢業後四個月

內，造具名冊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五十三條  

本校應於畢業生畢業後四個月

內，造具名冊報請教育部備查。 

刪除條文 

第五十三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十六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

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刪除條文，原第五

十六條改為第五十

三條 

 

原第五十六條，文

字增修訂：「陳請校

長核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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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 三 條 

報考本校三年級新生，其資格

規定及招生方式，依該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之招生簡章辦理。 

第 三 條 

報考本校一年級新生，其資格

規定及招生方式，依該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之招生簡章辦理。 

原條文「一年級」改

為「三年級」 

第二十一條 

學生因故、懷孕或育有 3 歲以

下子女之婦女得申請休學一

學年。但休學逾期未復學者或

未續申請休學者，應予退學。 

第二十一條 

學生因故每次得申請休學一

學年，但休學逾期未復學者或

未續申請休學者，應予退學。 

原第二十一條，文字

增修訂：「學生因故、

懷孕或育有 3 歲以下

子女之婦女得申請休

學一學年。」 

第二十二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辦

理復學手續，復學時應入原肄

業系組相銜接之年級肄業，於

學期中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

休學年級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別變更或停辦

時，由學校輔導至適當系別肄

業。 

 

第二十二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辦

理復學手續，復學時應入原肄

業系組相銜接之年級肄業，於

學期中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

休學年級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別變更或停辦

時，由學校輔導至適當系別肄

業。 

因病休學於復學時，應檢附醫

院檢查證明。 

原第二十二條，文字

刪除：「因病休學於復

學時，應檢附醫院檢

查證明」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

者。 

二、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

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或違反校

規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

懲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四、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

者。 

五、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三分之二，或連續兩

學期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

數二分之一者。 

六、無上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

學者。 

延修生及當年度入學新生得

不受本條第五款之限制；學生

學期修習之學分數，在九學分

(含)以內者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

者。 

二、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

未復學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或違反校

規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

懲委員會決議退學者。 

四、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

者。 

五、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三分之二，或連續兩

學期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

分之一者。 

六、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七、無上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

學者。 

學生學期修習之學分數，在九

學分(含)以內者，得不受本條

原第二十四條，文字

刪除：「六、修業年限

屆滿，仍未修足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者」 

 

原條文第七款改為第

六款 

 

原第二十四條，文字

增修訂：「延修生及當

年度入學新生，得不

受本條第五款之限

制；學生學期修習之

學分數，在九學分

(含)以內者亦同。」 

 

原條文「本條第一項

第五款」改為「本條

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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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項第五款之限制。 

第四十三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別、肄業年

級與學業成績及註冊、休學、

復學、轉系、退學、轉學、畢

業等學籍紀錄，概以各項學籍

與成績登錄原始表冊為準，並

建檔永久保存。 

第四十三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別、肄業年

級與學業成績及註冊、休學、

復學、退學、轉學等學籍紀

錄，概以各項學籍與成績登錄

原始表冊為準。 

原第四十三條，文字

增修訂：「復學、轉

系、退學、轉學、畢

業等學籍紀錄，概以

各項學籍與成績登錄

原始表冊為準，並建

檔永久保存」 

第四十五條   

本校學生入學後，得申請轉

系，轉系辦法另訂之。 

 

 

 

新增條文 

第五十三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十二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新增條文，原第五十

二條改為第五十三條 

 

原第五十二條，文字

增修訂：「陳請校長核

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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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96.12.04 訂定 

                                                                      97.04.23 通過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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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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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 

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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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H01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H009 服務學習（一） 0/2 專業必修 4HC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H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HC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HC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HC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HC08 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C09 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C10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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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 必修合計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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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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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C06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HC07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HC12 有機化學(一) 3/3 專業必修 4HC13 有機化學(二) 3/3 

專業必修 4HC14 有機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C16 物理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C15 物理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C19 儀器分析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C18 儀器分析 2/2 專業必修 4HC21 工程數學 3/3 

專業必修 4H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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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 必修合計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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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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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C17 物理化學實驗 1/3 通識基礎必修 4H03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HC22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一) 3/3 專業必修 4HC23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二) 3/3 

專業必修 4HC25 化工熱力學 3/3 專業必修 4HC26 反應工程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選修(五) 2/2 專業必修 4H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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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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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C30 實務專題 2/4 

專業必修 4HC24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三) 3/3 專業必修 4HC31 書報討論 1/2 

專業必修 4HC28 化學工程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H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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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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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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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選修通識選修通識選修通識選修：創造思考與發明、生涯規劃、專利與智慧財產權 

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專業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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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組選修化工組選修化工組選修化工組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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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材料組選修應用材料組選修應用材料組選修應用材料組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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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96.12.04 訂定 

                                                                                     97.04.23 通過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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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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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學分，專

業選修 2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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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H01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H009 服務學習(一) 0/2 專業必修 4HD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HD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HD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HD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HD09 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D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HD10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D08 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D11 分析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選修(一) 2/2 專業必修 4HD12 材料科學導論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選修(二) 2/2 

必修合計 17/25 必修合計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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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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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D06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HD07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HD13 有機化學(一) 3/3 專業必修 4HD14 有機化學(二) 3/3 

專業必修 4HD16 物理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4HD15 有機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D18 儀器分析 2/2 專業必修 4HD17 物理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4HD19 儀器分析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D21 工程數學 3/3 

專業必修 4HD20 質能均衡 2/2 專業必修 4HD22 高分子化學與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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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必修合計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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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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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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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D26 高分子實驗 1/3 專業必修 4HD23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一) 2/2 

專業必修 4HD27 材料熱力學 3/3 專業必修 4HD28 材料分析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選修(五) 2/2 專業必修 4H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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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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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D31 實務專題 2/4 

專業必修 4HD24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二) 2/2 專業必修 4HD32 書報討論 1/2 

專業必修 4H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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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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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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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選修通識選修通識選修通識選修：創造思考與發明、生涯規劃、專利與智慧財產權 

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專業選修共同專業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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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組選修化工組選修化工組選修化工組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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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材料組選修應用材料組選修應用材料組選修應用材料組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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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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6 

97.01.14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05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21學分、專業必修39 學分 

選修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6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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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1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4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1 物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2 物理(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3 物理實驗(一) 1/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LC01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論 1/1     

        

合計：必修（含通識）19 學分 27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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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8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9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8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4LC02 靜力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LD01 工程數學(一)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9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LC03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LC07 材料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04 測量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LC08 材料力學 3/3 

專業必修 4LD02 土木製圖 1/3 專業必修 4LD03 流體力學 2/2 

    專業必修 4LC09 工程測量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R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LR02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合計：必修（含通識）15 學分 22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4 小時 



 25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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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LC10 土壤力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LC11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4LC13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LC1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LD04 施工圖 1/3 

專業必修 4LC06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LD05 基礎工程 2/2 

    專業必修 4LC19 施工規劃控制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S03 近代測量導論 2/2     

專業選修 4LS04 公路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R09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LS05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選修 4LR10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LS06 營建管理 2/2 專業選修 4LR14 材料科學 2/2 

專業選修 4LR07 工程日文 3/3 專業選修 4LS07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LR08 工程英文 3/3 專業選修 4LR19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LS08 電腦在測量上之應用 2/2 
        

        

合計：必修（含通識）13 學分 16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0 學分 17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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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LR25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LD06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LR26 結構系統 3/3 

專業必修 4LC23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選修 4LR27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必修 4LD07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LS13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必修 4LC22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LS14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LS15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LR18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4LS16 電腦在營建管理上之應用 2/3 

專業選修 4LS09 預力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3/3 專業選修 4LS17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11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3/3 專業選修 4LS18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LS1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31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LS11 電腦在結構工程上之應用 2/3 專業選修 4LR32 實務研習 2/2 

專業選修 4LS12 電腦在大地工程上之應用 2/3     

專業選修 4LR21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LR24 專業倫理 2/2     

        

合計：必修  7 學分  13 小時 合計：必修 0 學分  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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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14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05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21學分、專業必修39 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6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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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L01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4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1 物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2 物理(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3 物理實驗(一) 1/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LC01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論 1/1     

        

合計：必修（含通識）19 學分 27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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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8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9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8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4LC02 靜力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LC03 工程材料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9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LC04 測量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LC07 材料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05 營建管理 2/2 專業必修 4LC08 材料力學 3/3 

專業必修 4LC06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LC09 工程測量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R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LR02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4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4 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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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LC10 土壤力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LC11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4LC16 工程應用資訊化（一） 1/2 

專業必修 4LC1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LC17 工程程式設計 1/2 

專業必修 4LC13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LC18 土木施工學 2/2 

專業必修 4LC14 數值分析應用 2/2 專業必修 4LC19 施工規劃控制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LC15 資料庫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R09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LR03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LR10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LR04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LR11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3/3 

專業選修 4LR05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4LR12 遙感探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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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LR06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LR13 工程管理科學 3/3 

專業選修 4LR07 工程英文 3/3 專業選修 4LR14 材料科學 2/2 

專業選修 4LR08 工程日文 3/3 專業選修 4LR15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R16 工程經濟 2/2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0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0 學分 15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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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LC23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20 工程統計 2/2     

專業必修 4LC21 工程應用資訊化（二） 1/2 專業選修 4LR25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LC22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LR26 結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LR27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17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LR28 工程電子化 2/2 

專業選修 4LR18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4LR29 人工智慧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R19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LR30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LR20 基礎施工與安全監測 3/3 專業選修 4LR31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LR21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LR32 實務研習 2/2 

專業選修 4LR22 量測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4LR23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LR24 專業倫理 2/2     

        

合計：必修 4 學分 9 小時 合計：必修 1 學分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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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工程技術組工程技術組工程技術組】】】】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第一學年第一學年第一學年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第二學年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第三學年第三學年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第四學年第四學年第四學年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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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工程資訊組工程資訊組工程資訊組】】】】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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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14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05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 營建工程組營建工程組營建工程組營建工程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 學分(必修 6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跨組可選修兩門課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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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0071 書報討論（一） 0/2 必修 MJ0081 書報討論（二） 0/2 

營建組選修 MJA211 高等材料力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221 結構試驗 3/3 

營建組選修 MJA041 高等鋼筋混凝土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091 非線性結構行為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061 高等工程材料 3/3 營建組選修 MJA111 高等結構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071 應用統計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141 高等混凝土 3/3 

營建組選修 MJB011 高等土壤力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061 水土防災技術 3/3 

營建組選修 MJB201 環境應用地質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101 基礎工程監測與評估 3/3 

營建組選修 MJB031 高等岩石力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111 土壤之加勁與改良 3/3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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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0031 書報討論（三） 0/2 必修 MJ0041 書報討論（四） 0/2 

必修 MJ0051 碩士論文（一） 3/3 必修 MJ0061 碩士論文（二） 3/3 

營建組選修 MJA161 地震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A191 微振動量測與分析 3/3 

營建組選修 MJA081 有限元素法 3/3 營建組選修 MJA201 生態材料 3/3 

營建組選修 MJA181 硬固混凝土行為 3/3 營建組選修 MJB171 
人工智慧在工程分析上
之應用 3/3 

營建組選修 MJB121 地盤改良 3/3 營建組選修 MJB191 都市防災技術 3/3 

營建組選修 MJB141 深開挖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B151 
邊坡穩定分析與災害防

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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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1.14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05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  建築與環境設計組建築與環境設計組建築與環境設計組建築與環境設計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 學分(必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18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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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MJ0072 書報討論（一） 0/2 共同必修 MJ0082 書報討論（二） 0/2 

建築組必修 MJC012 建築與環境設計（一） 3/6 建築組必修 MJC022 建築與環境設計（二） 3/6 

建築組選修 MJQ012 社區微氣候專論 3/3 建築組選修 MJQ052 木構造專論 3/3 

建築組選修 MJQ022 建築調查與分析 3/3 建築組選修 MJQ062 眷村改造實務 3/3 

建築組選修 MJQ182 
古蹟及歷史建築保存

與再利用 
3/3 建築組選修 MJQ192 世界文化遺產 3/3 

建築組選修 MJQ042 環境景觀評估與分析 3/3 建築組選修 MJQ082 文化創意產業專論 3/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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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MJ0032 書報討論（三） 0/2 共同必修 MJ0042 書報討論（四） 0/2 

共同必修 MJ0052 碩士論文（一） 3/3 共同必修 MJ0062 碩士論文（二） 3/3 

建築組選修 MJQ092 都市更新理論與實務 3/3 建築組選修 MJQ142 永續環境規劃 3/3 

建築組選修 MJQ102 設計創意與管理 3/3 建築組選修 MJQ152 社區調查實務 3/3 

建築組選修 MJQ112 社區福利制度 3/3 建築組選修 MJQ162 都市設計專論 3/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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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14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05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134 學分：必修84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20學分、專業必修 38 學分】 

選修5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8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6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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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L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L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L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L01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L014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L016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L0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L017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1 物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2 物理(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3 物理實驗(一) 1/2 

專業必修   9L610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論 1/1 專業共同必修 9L605 微積分(二) 3/3 

 
   

 
   

合計：必修 16 學分 20 小時 合計：必修 15 學分 21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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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8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L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L018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9L009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8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9L019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9L611 靜力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L612 工程數學(一)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9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9L613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9L615 材料力學 3/3 

專業必修 9L614 測量與空間資訊實習 1/3 專業必修    9L616 材料試驗 1/3 

專業選修   9L9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L617 工程測量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01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合計：必修 12 學分 17 小時 合計：必修 13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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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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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L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9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L618 土木製圖 1/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9L619 土壤力學 2/2 專業必修    9L623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9L620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9L6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9L621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9L625 基礎工程 2/2 

專業必修   9L622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9L626 電腦在空間資訊上之應用 1/3 

        

專業選修   9L902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選修    9L908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L903 材料科學 2/2 專業選修    9L909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9L904 流體力學 2/2 專業選修   9L910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9L905 公路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1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9L906 測量與空間資訊管理 2/2 專業選修 9L91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L907 資訊應用導論 2/2 專業選修    9L913 工程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9L914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合計：必修  11 學分 16 小時 合計：必修  8 學分 15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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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627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9L631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9L628 工程估價 2/2 專業必修    9L632 大地工程應用資訊化 1/3 

專業必修   9L629 結構工程應用資訊化 1/3 專業必修   9L633 工程電子化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16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9L923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9L917 預力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3/3 專業選修    9L924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9L918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3/3 專業選修    9L925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9L919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9L926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9L92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7 結構系統 3/3 

專業選修   9L921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9L928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2 資訊科技管理 2/2 專業選修    9L929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30 工程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9L931 工程電子商務 2/2 

        

合計： 6 學分 8  小時 合計： 3 學分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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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 
97.04.18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04.23 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台德班 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80 學分] 

       選修 36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0 學分，專業選修 26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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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2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2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博雅選修 43813 科技與人生 2/2 通識博雅選修 43814 藝術鑑賞 2/2 

專業必修 43A25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3A39 數位邏輯 3/3 

專業必修 43A26 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3A40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27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3A38 計算機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3A30 工廠實習(一) △ 1/3 專業必修 43A31 工廠實習(二) △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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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43815 品德與專業倫理 3/3 專業必修 43A46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6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49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必修 43A45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44 電子實習(二) △ 3/3 

專業必修 43A41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50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必修 43A43 電子實習(一) △ 3/3 專業必修 43A51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48 嵌入式系統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3A52 圖表訓練 *△ 3/3 

專業必修 43A32 工廠實習(三) △ 1/3 專業必修 43A33 工廠實習(四) △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1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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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A53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通識博雅選修 43816 創意思考訓練 3/3 

專業必修 43A5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59 半導體製程設備 3/3 

專業必修 43A55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60 半導體電性分析模擬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A56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A35 工廠實習(六) △ 1/3 

專業必修 43A57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3/3 專業選修 43N15 類比積體電路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A34 工廠實習(五) △ 1/3 專業選修 43N16 光電顯示器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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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36 工廠實習(七) △ 1/3 專業必修 43A37 工廠實習(八) △ 1/3 

專業選修 43N17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3N21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N18 太陽電池 3/3 專業選修 43N22 軟性電子概論 3/3 

專業選修 43N19 半導體固態照明 3/3 專業選修 43N23 半導體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N20 電子工程論壇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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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4.18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04.23 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台德班 日間部二專電子工程科半導體組日間部二專電子工程科半導體組日間部二專電子工程科半導體組日間部二專電子工程科半導體組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2 學分,選修 18 學分](跨科選修至多 6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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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1 國文(一) 3/3 必修 23002 國文(二) 3/3 

必修 23003 英文(一) 3/3 必修 23004 英文(二) 3/3 

必修 23019 藝術概論 2/2 必修 23A20 微積分 2/2 

必修 23A19 基本電學 3/3 必修 23A05 電子學(二) 3/3 

必修 23A04 電子學(一) 3/3 必修 23A03 電路學 3/3 

必修 23A22 工廠實習(一) △ 6/12 必修 23A23 工廠實習(二) △ 6/1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6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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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A14 工程數學 4/4 必修 23A25 工廠實習(四) △ 6/12 

必修 23A26 單晶片微電腦 3/3 選修 23N17 半導體設備導論 3/3 

必修 23A27 工廠倫理 3/3 選修 23N18 光電元件導論 3/3 

必修 23A24 工廠實習(三) △ 6/12 選修 23N19 半導體構裝概論 3/3 

選修 23N15 半導體物理 3/3 選修 23N20 潔淨室廠務與規劃 3/3 

選修 23N16 電子材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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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機械工程系（製造設計組）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甲乙班）     

說明：1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2跨系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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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4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4D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4D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4D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4D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4D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4D08 機械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4D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4D09 工廠基礎實習 1/3 專業必修 44D11 靜力學 3/3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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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402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4D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4D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4D15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44D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4D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4D1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4D19 材料實驗 1/3 

專業必修 44D20 基本電路學 2/2 專業必修 44D21 應用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44D23 機械製圖 1/3 專業必修 44D22 熱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R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4D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選修 44R11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 2/2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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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4D29 自動控制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36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4D30 熱流實驗 1/3 

通識博雅選修 4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4D31 微電腦介面實習 1/3 

專業必修 44D25 流體力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4D26 電機機械原理 2/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7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4D2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1/3 通識博雅選修 4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4D28 邏輯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4R08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4D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44R09 液氣壓控制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4R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4R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4R04 程序控制（PLC） 2/2 專業選修 44R02 工程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4R05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4Q09 機械元件設計 2/2 

專業選修 44R06 精密量測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44R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4R13 熱傳學 2/2 

專業選修 44R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4R14 生涯輔導-專業前景 2/2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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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4D33 專題實務 1/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4R21 電腦量測與自動化技術 2/2 

專業必修 44D3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4R22 微機電系統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4R23 奈米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4R24 能源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16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44R25 光電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
計 

3/3 專業選修 4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4R18 工程熱機學 2/2 專業選修 44Q23 逆向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19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4Q19 銲接工程 2/2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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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機電組）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丙班）    2004/6/2 
說明：1最低畢業學分134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65學分，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1學分）。 

2跨系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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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4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4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4C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4C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4C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4C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4C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4C08 機械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4C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4C09 工廠基礎實習 1/3 專業必修 44C11 靜力學 3/3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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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402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4C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4C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4C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4C15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44C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4C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4C1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4C19 材料實驗 1/3 

專業必修 44C20 基本電路學 2/2 專業必修 44C21 應用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44C23 機械製圖 1/3 專業必修 44C22 熱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Q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4C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選修 44Q11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 2/2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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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4C29 自動控制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36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4C30 熱流實驗 1/3 

通識博雅選修 4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4C31 微電腦介面實習 1/3 

專業必修 44C25 流體力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4C26 電機機械原理 2/2 通識基礎必修 44037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4C2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1/3 通識博雅選修 4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4C28 邏輯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4Q08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4C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44Q09 機械元件設計 2/2 

專業選修 44Q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4Q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4Q04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4Q02 工程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4Q05 精密量測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44Q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4Q13 熱傳學 2/2 

專業選修 44Q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4R09 液氣壓控制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4R04 程序控制（PLC） 2/2 專業選修 44Q14 生涯輔導-專業前景 2/2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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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4C33 專題實務 1/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4Q23 逆向工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必修 44C3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4Q25 微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4Q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4Q26 奈米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4Q27 能源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Q28 光電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4Q22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4Q19 銲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21 電腦量測與自動化技術 2/2 

專業選修 44Q20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4Q21 工程熱機學 2/2 

專業選修 44Q29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16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4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計 3/3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38 

 

 

 

正修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97 學年度第一學年度課程標準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2學分(含8門課24學分、碩士論文6學分及書報討論 2學分)。 

2.核心選修課程5門至少選3門以上。 

3.報討論課程為每學期必修。 
4.碩士論文課程二年級以上為每學期必修。 

5.表列選修課程得依實際情況開課。 

必修課程標準 

 
 
 
 
 
 
 
 
 
 
 
 
 
 
 
 
 
 
 
 
 
 
 
 
 
 
 
 
 
 
 

學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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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學年 
必修 MD002 書報討論(一) 1/2 必修 MD004 書報討論(二) 1/2 

必修 MD005 書報討論(三) 1/2 必修 MD006 書報討論(四) 1/2 第二

學年 必修 MD001 碩士論文(一) 3/3 必修 MD003 碩士論文(二) 3/3 

第三

學年 
必修 MD007 書報討論(五) 0/2 必修 MD008 書報討論(六) 0/2 

第四

學年 
必修 MD009 書報討論(七) 0/2 必修 MD010 書報討論(八) 0/2 



 39 

碩士班選修課程標準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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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選修 MD801 高等工程數學 3/3 核心選修 MD812 非傳統製造技術與應用 3/3 

核心選修 MD855 線性系統理論與應用 3/3 核心選修 MD813 機電整合 3/3 

選修 MD804 高等材料科學 3/3 核心選修 MD854 光電工程 3/3 

選修 MD805 電漿工程應用 3/3 選修 MD807 機器視覺與影像處理 3/3 

選修 MD806 數位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選修 MD814 模糊控制理論與類神經網路 3/3 

選修 MD808 幾何建模與設計 3/3 選修 MD816 系統動態分析 3/3 

選修 MD809 基本固體力學 3/3 選修 MD817 逆向工程與電腦整合製造 3/3 

選修 MD810 有限元素法之應用 3/3 選修 MD820 振動與噪音控制 3/3 

選修 MD811 科技英文寫作 3/3 選修 MD827 液晶與電漿顯示器原理 3/3 

選修 MD821 工程數值分析與應用 3/3 選修 MD828 系統鑑別理論 3/3 

選修 MD824 訊號處理與感測器應用 3/3 選修 MD829 即時控制系統與圖控
程式設計 

3/3 

選修 MD832 壓電力學 3/3 選修 MD834 隨機模式及應用 3/3 

選修 MD833 平面機構運動學 3/3 選修 MD843 機構設計 3/3 

選修 MD860 機器人學 3/3 選修 MD844 電子構裝力學分析 3/3 

選修 MD836 塑性力學 3/3 選修 MD845 切削動力學 3/3 

選修 MD861 高等熱傳學 3/3 選修 MD846 準分子雷射與微細加工 3/3 

選修 MD840 品質工程與管理 3/3 選修 MD847 熱交換器設計 3/3 

選修 MD841 超音波工學 3/3 選修 MD848 燃料電池技術 3/3 

選修 MD842 高等動力學 3/3 選修 MD849 先進能源技術與應用 3/3 

選修 MD852 太陽能工程 3/3 選修 MD850 最佳控制理論與應用 3/3 

選修 MD853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 3/3 選修 MD851 科技英文簡報 3/3 

選修 MD857 空調系統工程 3/3 選修 MD856 材料損傷破壞分析 3/3 

    選修 MD858 複合材料力學 3/3 

    選修 MD859 汽液壓伺服系統控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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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97 學年度 

課程標準 

說明： 

1. 畢業學分規定 40 學分(含)以上，包括： 

(1) 專業修課科目至少 24 學分(含)以上，課程及格須達 80 分以上。 

(2) 書報討論為每學期必修，第 1 至 4 學期各 1 學分，第 5 學期起書報討論為 0 學分。 

(3) 博士學位論文 12 學分。 

2. 修業年限：依教育部規定以二至七年，共 14 個學期為限(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在規定

年限內未修足應修學分數，或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試或學位考試者，應勒令退學。 

3.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三年內(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須完成博士學位資格考試。 

4. 畢業時英文程度須達到下列標準：通過托福電腦化測驗（TOEFL CBT）137 分、或全民英語

能力分級檢定考試（GEPT）中級複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文能力檢定。未達標準時，需修

習相關英文課程 6 學分。 

5. 博士候選人須滿足下列條件才可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1) 修畢規定之學分總數（附交博士歷年成績表） 

(2) 通過資格考試 

(3) 通過博士學位論文提審 

(4) 已發表之論文及著作 

5P Y+ ≥ 且 (SCI, EI) 1P ≥ ，其中 P 為已發表或正式接受發表 SCI, EI 期刊論文篇數，Y 

為修業至畢業學期總年數。論文 P 之內容須與提出之博士論文相符合，且至少須含有

一篇期刊論文為博士候選人單獨與其指導教授認定書所註明之指導教授的共同著作。 

 

必修課程標準 

學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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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001 書報討論(一) 1/2 必修 PD002 書報討論(二) 1/2 第一

學年 必修 PD003 博士學位論文(一) 3/3 必修 PD004 博士學位論文(二) 3/3 

必修 PD005 書報討論(三) 1/2 必修 PD006 書報討論(四) 1/2 第二

學年 必修 PD007 博士學位論文(三) 3/3 必修 PD008 博士學位論文(四) 3/3 

第三

學年 
必修 PD009 書報討論(五) 0/2 必修 PD010 書報討論(六) 0/2 

第四

學年 
必修 PD011 書報討論(七) 0/2 必修 PD012 書報討論(八) 0/2 

第五

學年 
必修 PD013 書報討論(九) 0/2 必修 PD014 書報討論(十) 0/2 

第六

學年 
必修 PD015 書報討論(十一) 0/2 必修 PD016 書報討論(十二) 0/2 

第七

學年 
必修 PD017 書報討論(十三) 0/2 必修 PD018 書報討論(十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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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選修課程標準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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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 MD801 高等工程數學 3/3 選修 MD812 非傳統製造技術與應用 3/3 

選修 MD855 線性系統理論與應用 3/3 選修 MD813 機電整合 3/3 

選修 MD804 高等材料科學 3/3 選修 MD854 光電工程 3/3 

選修 MD805 電漿工程應用 3/3 選修 MD807 機器視覺與影像處理 3/3 

選修 MD806 數位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選修 MD814 
模糊控制理論與類

神經網路 
3/3 

選修 MD808 幾何建模與設計 3/3 選修 MD816 系統動態分析 3/3 

選修 MD809 基本固體力學 3/3 選修 MD817 
逆向工程與電腦整

合製造 
3/3 

選修 MD810 有限元素法之應用 3/3 選修 MD820 振動與噪音控制 3/3 

選修 MD811 科技英文寫作 3/3 選修 MD827 液晶與電漿顯示器原理 3/3 

選修 MD821 工程數值分析與應用 3/3 選修 MD828 系統鑑別理論 3/3 

選修 MD824 訊號處理與感測器應用 3/3 選修 MD829 
即時控制系統與圖

控程式設計 
3/3 

選修 MD832 壓電力學 3/3 選修 MD834 隨機模式及應用 3/3 

選修 MD833 平面機構運動學 3/3 選修 MD843 機構設計 3/3 

選修 MD860 機器人學 3/3 選修 MD844 電子構裝力學分析 3/3 

選修 MD836 塑性力學 3/3 選修 MD845 切削動力學 3/3 

選修 MD861 高等熱傳學 3/3 選修 MD846 準分子雷射與微細加工 3/3 

選修 MD840 品質工程與管理 3/3 選修 MD847 熱交換器設計 3/3 

選修 MD841 超音波工學 3/3 選修 MD848 燃料電池技術 3/3 

選修 MD842 高等動力學 3/3 選修 MD849 先進能源技術與應用 3/3 

選修 MD852 太陽能工程 3/3 選修 MD850 最佳控制理論與應用 3/3 

選修 MD853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 3/3 選修 MD851 科技英文簡報 3/3 

選修 MD857 空調系統工程 3/3 選修 MD856 材料損傷破壞分析 3/3 

選修 PD019 
精密機械設計製造分

析特論(一) 
3/3 選修 MD858 複合材料力學 3/3 

選修 PD020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動

化特論(一) 
3/3 選修 MD859 汽液壓伺服系統控制 3/3 

選修 PD021 潔淨能源工程特論(一) 3/3 選修 PD022 
精密機械設計製造

分析特論(二) 
3/3 

    選修 PD023 
機電系統整合與自

動化特論(二) 
3/3 

    選修 PD024 潔淨能源工程特論(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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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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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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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6 服務學習（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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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5C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C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C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專業必修 45C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45Q10 邏輯設計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4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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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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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C14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C15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C12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C13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C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C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C11 微處理機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45Q14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習 1/3 

專業選修 45Q12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1/3 專業選修 4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13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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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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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C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5C2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C24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選修 4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必修 4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18 電力系統(一) 3/3 

專業必修 4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19 電力電子 3/3 

專業選修 45Q1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20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2/2 

 專業選修  4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5Q22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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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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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必修 4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5Q24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5Q23 機率 3/3 專業選修 4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26 照明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36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5Q37 控制系統模擬 2/2 

專業選修 4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5Q29 數位控制 3/3 專業選修 4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5Q30 嵌入式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40 電力電子設計與應用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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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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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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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6 服務學習（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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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D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5D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5D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5D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5D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5D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D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D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專業必修 45D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5D11 光學導論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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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D14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D15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D12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D13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D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5D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5D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D10 近代物理 3/3 

專業必修 45D19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5R10 電磁波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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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D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D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5D20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5D28 光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5D2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5D25 光電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5D24 光電實習（一） 1/3 專業選修 45R14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選修 45R11 應用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5R15 光電元件 3/3 

專業選修 45R12 高等工程數學 3/3 專業選修 45R16 奈米科技導論 3/3 

專業選修 45R13 光電工程導論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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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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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R21 背光模組原理與設計 3/3 

專業必修 45D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5R22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R17 光電材料 3/3 專業選修 45R23 平面顯示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45R18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45R24 太陽能電池原理與技術 3/3 

專業選修 45R19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5R25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5R20 光纖通訊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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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二年制電機工程系 97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4 學分【含校定必修 10 學分，必修 24 學分】 

選修 38 學分【含通識至少選修 4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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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定必修 35005 實用英文 2/2 校定必修 35007 歷代文選 2/2 

校定必修 35006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定必修 35016 體育(二) 0/2 

校定必修 35015 體育(一) 0/2 校定選修 35802 通識課程(二) 2/2 

校定必修 ＆3500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必修 35404 工程數學(二) 3/3 

校定選修 35801 通識課程(一) 2/2 必修 35402 電子電路(二) 3/3 

必修 ＃35414 固態電子學 3/3 必修 ＆35407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必修 35401 電子電路(一) 3/3 選修 35851◎  電力系統 3/3 

必修 35403 工程數學(一) 3/3 選修 ＃35852 電磁學 3/3 

必修 ＊35405 信號與系統 3/3 選修 ＊35853 控制系統 3/3 

        必修 35411 實務專題(一) 0/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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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3 通識課程(三) 2/2 校定必修 ＆35009 網際網路應用 2/3 

必修 ＆35415 MATLAB 程式應用 2/3 校定選修 35804 通識課程(四) 2/2 

必修 35412 實務專題(二) 2/2 校定選修 35805 愛心與服務 2/3 

選修 ＊35841 線性代數 3/3 選修 35863◎  電力監控 3/3 

選修 ＊35822 數位控制 3/3 選修 35833 工業安全 2/2 

選修 ＊35862 可程式控制 3/3 選修 35834◎  電動機控制 3/3 

選修 35824◎  網路分析 3/3 選修 ＊35835 介面設計 3/3 

選修 ＃35855 電子材料 3/3 選修 ＊35848 線性系統分析 3/3 

選修 ＃35856 真空技術 3/3 選修 ＃35837 平面顯示器原理 3/3 

選修 35826◎  電力電子 3/3 選修 ＃35842 光電工程導論 3/3 

選修 35857◎  電力系統運轉 3/3 選修 ＃35864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選修 ＃35854 氣體放電學 3/3 選修 35859◎  電力系統模擬 3/3 

選修 ＃35846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選修 35860◎  能源科技 3/3 

選修 ＊35831 人工智慧 3/3 選修 ＊35861 開放式可程式控制 3/3 

選修 35866◎  照明光學 3/3 選修 ＃35865 半導體製程 3/3 

選修 ＃35868 光電材料 3/3 選修 35867◎  照明設計與模擬 3/3 

選修 ＊35869 工程視窗程式設計 3/3 選修 ＊35870 圖型監控系統設計實務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學分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學分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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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年制電機工程系 97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87 學分，選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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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6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5027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5028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5029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5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5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5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5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9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9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5034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5033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9504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9504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95045 化學 3/3 

專業必修 95049 物理實驗 1/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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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30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503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505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505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502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9581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9581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5401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29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02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30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9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03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06 微處理機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032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5404 工程數學(二)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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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95814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95813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543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5428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5416 電機機械實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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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95405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95425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9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選修 95855 電力系統 3/3 

專業必修 95417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95826 電力電子 3/3 

專業必修 9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32 邏輯設計 3/3 

專業必修 9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95869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5853 電磁學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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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22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95840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95856 電力調度 3/3 專業選修 95859 監控系統規劃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0 電力品質 3/3 

專業選修 95822 照明光學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74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95841 特殊電機 2/2 專業選修 95862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95868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9583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95863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9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4 控制介面電路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73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9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95857 元件特性分析 2/2 專業選修 95851 光電工程導論 3/3 

專業選修 95829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選修 9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95865 光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5858 光電材料 3/3 專業選修 95871 科技研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95844 工業安全 2/2 專業選修 95850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95870 能源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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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校二專電機工程科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 80 學分【必修 67 學分，選修 13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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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75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5002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5011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5012 英文(二) 3/3 

專業基礎 75024 微積分 4/4 專業核心 75207 微處理機及實習 3/4 

專業基礎 75023 計算機程式 2/3 專業核心 75221 電路學 4/4 

專業核心 75202 電工儀表 2/2 專業核心 75208 工程數學 3/3 

專業核心 75203 電工儀表實習 1/2 校定選修 75816 工業安全 2/2 

專業核心 75201 基本電學 2/2 校定選修 75813 工業經濟與管理 2/2 

專業核心 75206 邏輯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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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01 工程數學應用 2/2 共同必修 75013 國父思想 2/2 

校定必修 75411 電工電腦製圖 2/2 校定必修 75403 自動控制 3/3 

校定必修 75408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校定必修 75404 可程式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核心 75213 電子學 3/3 校定必修 75413 電腦網路應用 2/2 

專業核心 75214 電子學實習 1/2 校定必修 75412 電力系統 3/3 

專業核心 75222 電機機械 4/4 校定選修 75814 發變電工程 3/3 

專業核心 75223 電機機械實習 2/3 校定選修 75815 冷凍空調原理 3/3 

專業核心 75215 工業電子學 3/3 校定選修 75811 電機設備保護 2/2 

校定選修 75818 網路分析 3/3 校定選修 75812 工業配電 3/3 

    校定選修 75817 能源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2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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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課程異動表 
四年制  日間部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九十七學年度適用 

科目名稱 科目類別 異動前 異動後 異動理由 備註 

化學 必修 一上 一下 修改 
 

化學實驗 必修 一上 一下 修改 
 

服務學習（一） 必修 一上  新增 
 

服務學習（二） 必修 一下  新增 
 

計算機概論 必修 一下 一上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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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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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T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T005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T006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T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T021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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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T012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3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5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8 計算機概論 *△ 2/3 專業必修 4TA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TA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T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TA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T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T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TA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TA08 影像顯示產業論壇 1/1 專業必修 4TA10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T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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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T00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T007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7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T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TA11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TA12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TA13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TA14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TA16 積體電路實習  △2/3 專業必修 4TA19 嵌入式系統  △2/3 

專業必修 4T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TA20 光學學習  △2/3 

專業必修 4T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TN06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TN07 光電工程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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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0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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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TA21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T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TA22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必修 4TA25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必修 4TA23 光電材料 3/3 專業選修 4TN14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TN08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TN15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TN09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16 電腦輔助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TN10 高等工程數學 3/3 專業選修 4TN17 逆向工程 3/3 

專業選修 4TN11 高等電子電路 3/3 專業選修 4TN18 半導體製程實習 *△2/3 

專業選修 4TN12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19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13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3/3 專業選修 4TN20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TN21 電漿原理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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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T01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TA26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TN22 影像處理 3/3 專業選修 4TN29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TN23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30 顯示器構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24  工業工程改善技術應用 3/3 專業選修 4TN31 影像顯示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TN25  液晶元件製作與量測實習 *△2/3 專業選修 4TN32 LCD 工程 3/3 

專業選修 4TN26 TFT 液晶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33 場發射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27 電漿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34 平面顯示器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TN28 電激發光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TN35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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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主旨在於研訂本學位學程之『選課

辦法』、審議『課程』與『教學計畫』，及辦理學生『選課諮詢與輔導』等相關事

宜，並檢討、改進實施成效。 

二、 本會成員由本院相關專長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其餘教師依意願及專長自由參

加，敎師人數以不超過（含）本學位學程師資人數之二分之一，學生代表若干名，

但全體成員總人數仍以奇數為原則，任期一年。 

三、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四、 本會之職掌如下： 

1. 研訂本學位學程『選課辦法』，提交學程事務會議議決。 

2. 審議本學位學程之『課程』與『教學計畫』，提交學程事務會議議決。 

3. 規劃及辦理本學位學程學生『選課諮詢與輔導』相關事宜。 

4. 規劃及辦理本學位學程學生『課前測驗』與『課後輔導』相關事宜。 

5. 檢討本學位學程課程實施情形，並研擬修正改進案，提交學程事務會議議決。 

五、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並得依需要召開臨時會。 

六、 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學程主任、各委員會召集人、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

或相關人員列席參加。 

七、 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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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學生選課辦法學生選課辦法學生選課辦法學生選課辦法 
 

一、選課基本要件： 

1.學分數相關資料說明： 

學制別 
畢業學分數

(至少) 
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 
(至少) 

每學期至少 
應修學分數 

每學期最多 
可修學分數 

跨所系所及學制
最多可修學分數 

日間部 
四技 

97學年度(含)以後
入學134學分 

校訂26學分  
院訂66學分 

校訂12 院訂30學分 

一至二年級 
16學分 

三至四年級 
9學分 

一至二年級 
28學分 

三至四年級 
25學分 

97學年度(含)以後入學 
10學分 

2.上網選課前，本學程先作預選簽名確認。 

3.選修科目相關規定： 

(1)每班開課人數大學部至少(含)20 人。 

(2)學生修習通識博雅課程及跨系選修學分，每學期合計二門為限，但總學分不得超過本系所通

識及跨系可修學分數規定。 

(3)大學部學生應必修通識分類課程之學分數，依本校規定四技須修滿 12 學分，超修部分不列入

專業選修或跨系選修學分數內。(通識分類課程詳細規定通識中心另定之) 

(4)通識基礎、通識核心及通識博雅課程不得承認為專業選修學分。 

4.必修科目相關規定： 

  (1)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然因抵免造成最低學分數不足得經學程主任核可

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2)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學程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延修、重修、補修或 

    其他特殊原因，經學程主任及欲修習之本校或他校任課教師、學程主任核可送交教務處核備

後，得跨系、跨科、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然跨系、跨科、跨部或跨校修

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每學期以修二門課程為限。 

二、加退選及隨班重補修之相關規定： 

1.本學位學程所開出預定課程表後，任何同學均可於規定之期限內(期限另定)，申請辦理初選，辦

理時必須同時繳交「選課確認聯」。 

2.每學期預定開課課程表，依系上師資、儀器設備訂定之，其預開選修課程數目以不超過應修科

目的 2 倍為原則。 
3.依據選課人數，開出正式課程表。 

4.學生在當學期結束時(依學校規定時間內)，以電腦終端機直接鍵入選課資料。須跨班、跨學制及

跨系選課者，選課前請詳閱本校及本學位學程選課要點，如違反選課要點所選課程將不予承認。 

5.開學時，於規定之期限內，辦理加、退選或隨班重補修， 

  (1)本學程所開設之課程需自行上網辦理加退選，然修課人數上限依學校規定辦理，在校重修生

申請加退選或欲加退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須經學程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 

(2)退選時以不得低於開課人數為原則，若特殊原因經任課老師同意而造成開課人數不足時(大學

部低於 20 人)，該科目得停止開課，選修該科目之同學不得有異議。 

(3)隨班重補修，除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堂、否則衝堂之所有科目均視為退選論外，並不得要

求調動其他科目之上課時間。 

(4)重補修者應注意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必須相同，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得向學位

學程辦公室查詢處理原則後，再行辦理。 

6.跨部及學制選修： 

(1)學生如因該學制停招或該學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堂得申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選讀。 

  (2)申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重補修最多以二門重補修課程科目為原則。 

(3)跨部修習課程者（含必選修科目），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僅限應屆

畢業生及延修生並受下列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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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當學年度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不得跨部修課，然因課程衝堂或未開設無法在本部修課者 

  得跨部修課，但須提出衝堂或未開課證明。 

   b.跨部修可於當年度畢業者。 

(4)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如成績優異，學期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得選修研究所課程，但最高以六學

分為限。 

(5)四技學生經學程主任核可後得互為選修開設於上述學制之課程。 

三、「選課確認聯」無按規定繳交者，學生之選課視為無效，以放棄選課論、不得有異議。 

四、本辦法未盡事宜，須以本校選課要點為依據，如違反選課要點者，所選課程將不予承認。 

五、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也同。 

------------------------------------------------------------------------------------------------------------------------------- 

 

◎選課確認聯◎ 

學制別：  □日間部四技 (請勾選) 

          

班 級 別：       年       班  學    號：                    姓    名：               

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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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 

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學程學程學程 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專業課程流程圖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影像顯示產

業論壇 1/1      

生涯輔導 

2/2  

品德與專業 

倫理 2/2  

創意思考 

訓練 2/2    

高科技專利 

取得與攻防3/3 

 

                 

       工程數學 

(一)3/3  

工程數學 

(二)3/3  

高等工程 

數學 3/3 

 
 

 
 

   

                 

          
計算機概論

2/3  
 

 
物件導向程

式設計 2/3  
嵌入式系統

2/3   
顯示器介面

技術 3/3  

影像驅動晶

片設計實務

2/3 
  

影 像 處 理 

3 / 3                                                                                                                

  

                    

               

 
    

 

 

逆向工程 

3/3      
實務研習2/3 

 

        

 

 

           

             電路學 

3/3   

電子電路 

(一)3/3   

電子電路 

(二)3/3   

高等電子 

電路 3/3      
實務專題2/3 

 

                   

         
 

  

積體電路實

習 2/3   

光學實習 

2/3   
 

 
 

 
 

 
 

 

                    

       
 

  

  

基礎光學 

3/3   

顯示器色彩

學 3/3 

 

 

電磁學 

3/3  
  

 
 

   

                  

               

  

半導體物理 

3/3   

半導體元件 

3/3   

  

  

  

                     

                 

 

半導體製程實習

2/3   

工業工程改

善技術應用 

3/3 
  

影像顯示產

業分析 

3/3 

 

                     

          光電平面顯

示器導論 

3/3 

       

 
電腦輔助設

計工程 3/3   
電腦輔助製

造工程 3/3   
 

  

顯示器構裝

技術 3/3 

 

                     

                

          

真空技術 

3/3   

薄膜技術 

3/3   

顯示器製程

技術 3/3  

 
  

 

                     

                

          
 

 

 液晶光學 

3/3   

液晶元件製作與

量測實習2/3   
 

 

                     

                

       

光電工程 

3/3   

光電材料 

3/3   

光電顯示器

3/3   

TFT 液晶顯

示技術 3/3   

LCD 工程 

 3/3  

                     

                 

           

電漿原理 

3/3   

電漿顯示技術 

3/3   

場發射顯示 

技術 3/3  

         

 

          

                  

             

電激發光顯

示技術 3/3  

平面顯示器

專案管理3/3  

 說明； (1) 

   

專業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2) 專業選修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產產產產業通識技能業通識技能業通識技能業通識技能 

影像晶片應用技能影像晶片應用技能影像晶片應用技能影像晶片應用技能 

設計製造技能設計製造技能設計製造技能設計製造技能 

光電顯示器技術技能光電顯示器技術技能光電顯示器技術技能光電顯示器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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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11114444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資訊資訊資訊資訊工程系工程系工程系工程系 

『『『『實務實務實務實務專題專題專題專題』』』』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 

97.05.27 系務會議通過 

97.06.0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教務會議通過 

一一一一、、、、    實務專題教學目標實務專題教學目標實務專題教學目標實務專題教學目標    

實務專題其目標在培養大學部學生蒐集、研討及分析資料之能力，並透過系統的製

作加強實作能力，以具備技職體系畢業生應有之專業素養。 

二二二二、、、、    實務專題申請實務專題申請實務專題申請實務專題申請    

1.三年級下學期開學後三週內，各班以每三人一組為原則，擬定實務

專題題目，提出專題申請。 

2.指導老師由學生自行聘請本系一位專任教師擔任之。 

3.填妥專題製作申請表（附件一、附件一之1及附件一之2），並請指導

老師於意見欄內加註意見及簽名，以班級為單位送交系辦公室，經

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執行。 

4.逾期不予受理申請，實務專題成績以零分計算。 

5.指導老師得推薦優秀專題作品，參加校內外相關競賽。 

6.專題內容與前幾屆有雷同者，須提出改進或不同之作法。 

7.延修生須於四年級上學期開學後三週內提出申請，並不得與應屆生

併組；逾期實務專題成績以零分計算。 

8.實務專題不得利用暑修補修本課程。 

9.實務專題提出申請之後，審核通過者，一星期之內，各組必須自行

進入資工系網站登錄「專題題目、學生組員及指導老師」等相關資

料後，才屬完成實務專題申請作業。 

三三三三、、、、    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實務專題題目或指導老師題目或指導老師題目或指導老師題目或指導老師更改更改更改更改    

1.申請更改實務專題題目或指導老師者，須於三年級下學期第十一週

及四年級上學期第三週提出更改申請。 

2.申請更改實務專題題目或指導老師者，需填妥專題製作申請表（附

件一、附件一之1及附件一之2）與更改實務專題題目或指導老師申

請表（附件二），送交系辦公室彙整，經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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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更改實務專題題目或指導老師以一次為限。 

四四四四、、、、    實務實務實務實務專題材料專題材料專題材料專題材料    

1.實務專題所需之材料，須自行購買。 

2.參加校外比賽之作品，可檢具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補助。 

3.驗收評分完之作品由學生收回，但若獲得校內專題製作比賽優等獎

之作品必須全部留置學校保存。 

五五五五、、、、    進度追蹤進度追蹤進度追蹤進度追蹤    

1.各組於驗收評分前每個月至少與指導老師晤談一次，並填寫晤談記

錄表（附件三）和進度追蹤報告（附件四）。 

2.晤談記錄表及進度追蹤報告均列入評分內容。 

六六六六、、、、    實務專題報告實務專題報告實務專題報告實務專題報告    

1.一律打字列印，並製作封面裝訂成冊，每頁邊界設定如下： 

(1)左邊界設為3cm。 

(2)右邊界、上邊界及下邊界設為2.5cm。 

2.實務專題報告至少裝訂三冊，乙冊交指導老師，另兩冊及實務專題

報告內容電子檔案（WORD格式或PDF格式）以光碟片儲存，於繳

交成績前一星期，以班級為單位彙整送交系辦公室。 

3.實務專題報告之封面及書背以圖書館規定的格式製作，範例格式請

自行上網下載（http://www.csie.csu.edu.tw）。 

4.實務專題報告內容及順序如下： 

(1)摘要：以150至300字之篇幅說明製作該專題之動機（問題的陳

述）、解決該問題所用之方法及主要的結果等。 

(2)目錄：包括本文目錄，圖表目錄及程式說明目錄 

�本文目錄：必須章節分明，頁數編排時附錄頁數以附錄編號加

在前面（如附錄A，以A1，A2，...等方式編排）。 

�圖表目錄：圖表編號，及圖表名稱，最後再註明頁數。 

�程式說明目錄：程式編號，及程式名稱，最後再註明頁數。 

(3)本文： 

須於本文每一頁的頁尾區編排頁碼、並置中對齊，其內容包括： 

�簡介： 

說明製作或研究此專題之背景、目的、重要性及動機與市面上

相關之系統，和此專題大概之之作法及軟硬体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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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 

詳細說明本系統使用條件及每個功能，並附上系統功能方塊圖

以利說明。 

�方法及進行步驟： 

細述採用之方法、原因、特色、解析過程及可應用的範例。 

�硬體配備介紹。 

�硬體電路分析： 

a.硬體方塊說明。 

b.依各方塊圖及各元件加以詳細說明，說明各方塊之用途，並

列出測試結果。 

c.方塊組合後，詳細說明。 

d.電路圖一律以電路設計軟體（OrCAD或Protel）製圖，每一

元件均須詳細標明編號及大小。 

�資料結構檔案結構： 

a.資料結構中，必須說明軟體中的重要資料是如何定義及此資

料結構所佔記憶體空間之大小。 

b.檔案結構中，說明檔案安排構想，檔案型態及檔案結構。 

�軟體說明： 

a.先以系統流程方塊圖說明整個系統架構。 

b.依各方塊圖順序，說明每一方塊撰寫原理，考慮因素，資料

型態，流程圖及如何與硬體相呼應。 

c.方塊整合。 

�原理或理論說明： 

應用的原理或基礎理論；理論公式的推導過程；所提出的各項

創見、新理論及發現均須加以証明。 

(4)執行情形：列出使用方法及執行畫面。 

(5)討論：對此系統分析討論，分別列出優點及改進事項。 

(6)結語及製作感言。 

(7)誌謝 

(8)參考文獻：說明該文獻作者、名稱、出版商（或雜誌）、頁數及出

版日期。 

七七七七、、、、    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與畢業展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與畢業展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與畢業展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與畢業展    

1. 於四年級下學期五月上旬前（日期和地點另定），採公開展示並由

評分小組統一評分，各組必須準備實作成品、報告（必須依相關規

定處理完成）、海報及相關資料接受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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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展示應注意下列幾點： 

■實用性專題 

(1)硬體需layout電路圖。 

(2)硬體需裝盒子。 

(3)軟體需現場展示。 

(4)準備硬體測試資料。 

(5)準備data sheet。 

■研究性專題 

(1)口頭報告、看板之製作： 

將專題內容製作成海報，予以展示，解說。 

(2)海報之內容應包括： 

研究背景、動機；原理及理論；研究方法及步驟；分析結果；

結論及今後的展望與重點。 

3.評分內容 

(1)專題成果佔50% 

(2)解說分析佔20% 

(3)實務專題報告佔30%（含晤談紀錄表、進度追蹤報告和總報告） 

4.如未能於規定時間地點公開展示接受評分者（作品未完成者仍需參

加），成績以不及格論處。 

5.評分時各領域由競賽委員會推薦三位老師經系主任同意後，組成評

分小組評定之，各領域評分後，再擇優進行複評決定名次（複評時

各領域評分小組全員參與）。 

6.評分小組的老師，對指導的組別應迴避之。 

7.各組成員之成績由指導老師根據分工情形及實際參與狀況評定之，

唯其成績不得超過評分小組評定之平均成績。 

8.作品的電路製作和系統整合委請人代工者，成績一律不及格論處。 

9.成績不及格者或對成績有異議者，請指導老師列席「競賽委員會」

會議報告（評分小組成員請參與會議），最後結果由會議議決之。 

10.實務專題成績（2學分3小時）於四年級下學期評定分數。 

11.未交實務專題報告者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八八八、、、、    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    

1.由評分小組依據評分結果選取優等獎及佳作獎各若干名，名額依班

級數、組別數及作品水準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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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等獎：獎學金新台幣陸仟元整及獎狀乙只。 

佳作獎：獎學金新台幣參仟元整及獎狀乙只。 

3.參加校外相關競賽得獎者，若該作品之材料由學校補助者，不得再

領取上述獎學金。 

九九九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時亦同時亦同時亦同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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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申請表實務專題申請表實務專題申請表實務專題申請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專題名稱  

專長領域 	 資訊 	 系統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製   作 

 

 

 

人   員 
   

簽       名 

 指導老師 

 

意    見 

 

 

 

同  意 
(1) (2) (3) 

審    核    意    見 
 

審 

核 

狀 
建議增 

加功能 

   

況 建議更 

改題目 

   

(1) (2) (3) 

審核結果 

	 同意 

	 建議增加功能 

	 建議更改題目 

 綜 

 合 

 建 

 議 

 

 

 

 

系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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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 1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摘要實務專題摘要實務專題摘要實務專題摘要    
    

實務專題摘要： 

  1.系統功能 

  2.方 塊 圖 

  3.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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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 2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工作分配表實務專題工作分配表實務專題工作分配表實務專題工作分配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專 題 

 

 

 名 稱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工 作 分 配 項 目 

 

 

 

 

   

 

 

 

 

   

 

 

 

 

   

 

 製 作 

 

 

 

 

 

 

 

 

 

 

  

 

 

 

 人 員 

 

 

 

 

   

 指 導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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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更改更改更改更改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實務專題題目或指導老師題目或指導老師題目或指導老師題目或指導老師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申 

 

請 

 

人 
   

原 申 請 題 目 

 

 

 

擬 更 改 題 目 

 

 

 

 

更 改 原 因 

 

 

原 指 導 老 師 

 

 

 

新 任 指 導 老 師 

 

 

 

備 註 

1. 於三年級下學期第十一週及四年級上學期第三週前完成更改

手續。 

2. 本表必須與附件(一)同時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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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晤談記錄表實務專題晤談記錄表實務專題晤談記錄表實務專題晤談記錄表    
    

晤談日期晤談日期晤談日期晤談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專     題 

 名     稱 

 

 製     作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人     員    

    晤 

    談 

    內 

    容 

    摘 

要 

 

指 導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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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進度追蹤報告格式實務專題進度追蹤報告格式實務專題進度追蹤報告格式實務專題進度追蹤報告格式 
 

1.進度追蹤報告，應以A4紙書寫或列印。 

2.上、下、左及右邊界各設為3公分。 

3.頁碼置於每一頁的頁尾區、並置中對齊。 

4.裝訂順序如下： 

  (1)封面 

  (2)目錄 

  (3)圖表目錄 

  (4)硬體電路說明 

  (5)軟體說明 

  (6)問題追蹤  

  (7)進度檢討 

  (8)預定進度表 

  (9)附錄 

5.圖表除了編號及名稱仍要有序號，（版本）軟體程式亦需要有序號。 

6.程式均以列印方式陳列，副程式說明必須包括功能、原理、流程、變數參

數說明及執行結果。 

7.硬體圖表以用CAD繪圖為佳，必須包括功能、原理、方塊圖說明及零件

編號。 

8.附錄中，必須附加入所使用IC之詳細資料（英文資料亦可）。 

9.應予適當分段書寫，每段開始需空兩個字，逗號、句號、分號及頓號，必

適當使用，力求通順，完備工整。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3 
cm 

頁碼 

3 
cm 

3cm 

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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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表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表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表實務專題驗收評分表    
    

驗收日期驗收日期驗收日期驗收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專 題 

名 稱 

 指 導 

老 師 

 

    製 作 班 級     

評 分   人 員 學 號     

內 容 姓 名     

1.專題成果           50%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2.解說分析       20%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3.實務專題報告   30%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評 分 小 組 總 分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評 分 小 組 平 均 分 數     

評 分 小 組 評 語 
 

 

指 導 老 師 分 數     

指 導 老 師 評 語 
 

 

評 分 委 員 簽 章 (1) (2) (3) 

指 導 老 師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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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追蹤進度追蹤進度追蹤進度追蹤    

繳交晤談記錄表繳交晤談記錄表繳交晤談記錄表繳交晤談記錄表

及進度報告及進度報告及進度報告及進度報告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實務專題』』』』課程實施辦法流程圖課程實施辦法流程圖課程實施辦法流程圖課程實施辦法流程圖    

 

實務專題為四年級下學期必修之課程實務專題為四年級下學期必修之課程實務專題為四年級下學期必修之課程實務專題為四年級下學期必修之課程，，，，為使同學了解實務專題之規定及流程為使同學了解實務專題之規定及流程為使同學了解實務專題之規定及流程為使同學了解實務專題之規定及流程，，，，順利進行順利進行順利進行順利進行

專題之製作專題之製作專題之製作專題之製作，，，，特定本辦法以為遵循特定本辦法以為遵循特定本辦法以為遵循特定本辦法以為遵循。。。。製作之流程如圖所示製作之流程如圖所示製作之流程如圖所示製作之流程如圖所示，，，，並說明於下列各項並說明於下列各項並說明於下列各項並說明於下列各項：：：：    
    

    
 

 

 

 

 

 

 

 

 

 

 

 

 

 

 

 

 

 

 

 

 

 

 

 

 

 

 

 

 

 

 

 

 

 

 

 

 

 

 

 

 

 

 

 

 

 

 

三下第十一週三下第十一週三下第十一週三下第十一週

及四上第三週及四上第三週及四上第三週及四上第三週 

專題申請專題申請專題申請專題申請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不不不不

通通通通

過過過過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三下三下三下三下 

開學後開學後開學後開學後

三週內三週內三週內三週內 

三下三下三下三下    

期中考前期中考前期中考前期中考前 

是是是是 重新重新重新重新

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申請更申請更申請更申請更

改題目改題目改題目改題目

否否否否 

A 

A 

專題報專題報專題報專題報    

告撰寫告撰寫告撰寫告撰寫 

作品驗收作品驗收作品驗收作品驗收    

比賽評分比賽評分比賽評分比賽評分 

結束結束結束結束 

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公佈成績    

不及格者不及格者不及格者不及格者 

寒假寒假寒假寒假 

四下期四下期四下期四下期中中中中

考後三週考後三週考後三週考後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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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5151515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資訊資訊資訊資訊工程系工程系工程系工程系 

『『『『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 

97.05.27 系務會議通過 

97.06.0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教務會議通過 

一、 背景說明 

1. 為配合教育部及勞工委員會推動「職業證照制度」的政策、並鼓勵學生參加校

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以訓練及提升學生資訊之實務能力，特開設本選修課程。 

2. 本辦法採「宣導」及「輔導」雙管齊下之原則實施，藉以能落實達成取得證照

之目標。 

二、 本辦法之「實務研習」的資訊能力評量主要分為「專業證照」及「參加校外各種

資訊技能競賽」二部份。 

三、 為配合本系之發展特色目標及業界之需求，「專業證照」係指包括勞工委員會及其

他國內外公民營機構與法人等單位所辦理之專業証照或專業能力測驗證書，並概

分為資料庫類、程式設計類、系統類、網路類、Office 應用類、多媒體類及其他與

資訊相關類別，其計點方式如附表(一)所示，證照項目與點數視實際情況增修。 

四、 「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部份係指為鼓勵本系學生從事資訊相關學門之軟

硬體設計，發揮設計技巧與創意，以增進學生學習興趣、並提升資訊之實務能力，

其計點方式如附表(二)所示。 

五、 「宣導」及「輔導」之實施方式： 

1. 每班遴選一位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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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技能檢定事項、以及諮商工作。 

2. 於三年級時系內將擇定適當時間實施宣導一次，負責說明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

給二小時鐘點費。 

3. 於適當學期開設相關職類級別的輔導課程。 

六、 開課、選課及成績評量之實施方式： 

1. 於四技四年級下學期開設「實務研習」選修課程，其學分數為二學分，並接受

學生加選。 

2. 本課程學分併入該生當學期所修之總學分計算，而有關總學分之規定必須同時

遵守學校之規定，不得有所抵觸。 

3.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 5 月 30 日前提出「實務研習」點數累計審核表(如附

件(三)所示)及其對應的佐證(證明)文件之正本與影印本一份，以班級為單位彙總

後送系辦公室轉交成績評量老師以便查核及評分；成績評量老師必須審核該生

所檢送之佐證(證明)文件，審核後將正本歸還該生，並將影印本留置系辦公室

存查。 

4. 上述之佐證(證明)文件之取得、頒發、或登錄日期必須確認係該生入學本校後之

日期。 

5. 成績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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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間部四技學生畢業時至少必需擁有累計點數 2 點以上（含），並至少擁有

一張 1 點以上（含）之證照或參加競賽獲得一次 1 點以上（含）之獎勵。 

(2) 進修部四技學生畢業時至少必需擁有累計點數 1.5 點以上（含），並至少擁

有一張 1 點以上（含）之證照或參加競賽獲得一次 1 點以上（含）之獎勵。 

(3) 其成績之評量方式如下所示： 

a. 合於最低標準者：75 +（超過之點數* 10），但最高分以 100 分計算。 

b. 未達最低標準者：60 -（不足之點數 * 10）。 

6. 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給二小時鐘點費。 

七、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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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點數計算表點數計算表點數計算表點數計算表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級別(點數) 

電腦硬體裝修 丙(0.5) 

電腦硬體裝修 
電腦硬體類 辦理電腦硬體裝修研習 

乙(1) 

電腦軟體設計 丙(0.5) 

電腦軟體設計 
程式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課程 

開設 C 語言課程 乙(1) 

電腦軟體應用 丙(0.5) 

電腦軟體應用 
Office 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乙(1)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美國微軟美國微軟美國微軟美國微軟辦公軟件辦公軟件辦公軟件辦公軟件全球測驗中心全球測驗中心全球測驗中心全球測驗中心 Certiport™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計算機綜合能力考核

IC3 

Office 應用類 

網路類 

開設程式設計課程 

開設 C 語言課程 

開設電腦網路相關課程 

1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微軟公司微軟公司微軟公司微軟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MCP 

系統類 

程式設計類 

網路類 

1 

MCSA(2000) 
系統類 

網路類 
4 

MCSE(2000) 
系統類 

網路類 
6 

MCSA(2003) 
系統類 

網路類 
4 

MCSE(2003) 
系統類 

網路類 
4 

MCDBA 資料庫類 4 

MCAD 程式設計類 4 

MCSD.NET 
(VB.NET) 

程式設計類 6 

MCSD.NET(C#) 程式設計類 

開設系統分析與設計課程 

開設資料庫管理系統課程 

開設企業資訊網路課程 

開設網路作業系統課程 

 
開設用戶端作業系統認證課程 

開設伺服器管理認證課程 

開設 SQL 認證課程 

6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ITE 

系統類 

程式設計類 

網路類 

資料庫類 

其他類 

開設系統分析與設計課程 

開設資料庫管理系統課程 

開設企業資訊網路課程 

開設網路作業系統課程 

 

每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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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視窗程式設計(VB) 

(專業級) 
程式設計類 開設 VB 認證課程 1 

ASP(專業級) 程式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1 

影像處理

PhotoImpact(專業級) 
多媒體類 開設多媒體應用課程 0.5 

電腦動畫 Flash MX 

(專業級) 
多媒體類 開設電腦動畫設計課程 0.5 

SQL Server(專業級) 資料庫類 開設 SQL 認證課程 1 

資料庫 MS Access 

(專業級) 
資料庫類 開設資料庫管理系統課程 0.5 

TQC 專業人員 

(進階級以上) 
Office 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程式設計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程式設計類 開設 VB 認證課程 3 

資訊管理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其他類  2 

電子商務應用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多媒體類  3 

網頁設計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多媒體類  3 

多媒體網頁設計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多媒體類  3 

網站資料庫管理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多媒體類  3 

互動式網頁設計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多媒體類  4 

網站程式開發工程師

(進階級以上) 
多媒體類  4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MOCC 專業認證 Office 應用類 1 

MOS 專業認證 Office 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MS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類 開設 VB 認證課程 1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Red Hat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Linux RHCE 系統類 開設 Linux 認證課程 6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Linux 認証認証認証認証 IDC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Linux Essentials (LE) 系統類 2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LSA) 

系統類 2 

Linux Network 網路類 

開設 Linux 認證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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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LNA) 

Linux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LEA) 

系統類 2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LPIC)Level I 

系統類 2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LPIC)Level II 

系統類 2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CISCO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CCNA 網路類 4 

CCDA 網路類 4 

CCNP 網路類 5  

CCDP 網路類 

 

5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昇陽公司昇陽公司昇陽公司昇陽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SCJP 程式設計類 3 

SCWCD 程式設計類 3 

SCJD 程式設計類 4 

SCAJ 程式設計類 

開設 Java 認證課程 

5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Oracl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資料庫類 2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8i OCP) 

資料庫類 6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9i OCP) 

資料庫類 6  

Oracle Certified 
Master 

資料庫類 

開設資料庫管理系統課程 

4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Adobe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Adobe Certified 
Expert (ACE) 

其他類  3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趨勢公司趨勢公司趨勢公司趨勢公司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TCSE 其他類  2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台灣嵌入式暨單晶片系統發展協會 

證照名稱 類別屬性 輔導方式 點數 

單晶片能力認證單晶片能力認證單晶片能力認證單晶片能力認證 電腦硬體類 辦理電腦硬體裝修研習 丙(0.5) 

單晶片能力認證單晶片能力認證單晶片能力認證單晶片能力認證 電腦硬體類 辦理電腦硬體裝修研習 乙(1) 

◎說明： 

1. MCSE/MCSA 有 Windows 2000 及 2003 兩個版本；MCSD.NET 有 VB.NET 及 C# 兩個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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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CC 專業認證中「office 大師級 MASTER 認證」、「專業秘書人員電腦技能認證」、「電腦

文書處理專業認證」擇一認定。 

3. 本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4. TQC 專業人員與工程師擇一認定，考試內容參考 TQC 網站 www.tqc.org.tw。 

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與「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職類相同之證照不得重覆計

點。 

6. 上述證照項目與點數視情況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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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資訊工程系「「「「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點數計算表點數計算表點數計算表點數計算表 

比賽類別比賽類別比賽類別比賽類別：：：：國際性比賽國際性比賽國際性比賽國際性比賽 

參加比賽者類別 得獎名次 輔導方式 點數 

第一名  6.0 

第二名  5.0 

第三名  4.0 
個人參加比賽者 

佳作  3.0 

第一名  4.0 

第二名  3.5 

第三名  3.0 
團體參加比賽者 

佳作  2.5 

比賽類別比賽類別比賽類別比賽類別：：：：全國性比賽全國性比賽全國性比賽全國性比賽 

參加比賽者類別 得獎名次 輔導方式 點數 

第一名  4.0 

第二名  3.0 

第三名  2.0 
個人參加比賽者 

佳作  1.0 

第一名  2.5 

第二名  2.0 

第三名  1.5 
團體參加比賽者 

佳作  1.0 

比賽類別比賽類別比賽類別比賽類別：：：：區域性比賽區域性比賽區域性比賽區域性比賽 

參加比賽者類別 得獎名次 輔導方式 點數 

第一名  2.0 

第二名  1.5 

第三名  1.0 
個人參加比賽者 

佳作  .0.5 

第一名  1.5 

第二名  1.0 

第三名  0.5 
團體參加比賽者 

佳作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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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實務研習」」」」課程點數累計審核表課程點數累計審核表課程點數累計審核表課程點數累計審核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證照名稱證照名稱證照名稱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發照單位 取得日期取得日期取得日期取得日期 點數點數點數點數 審審審審        核核核核 

     

     

     

     

     

     

     

     

     

     

(1)專業證照累計點數專業證照累計點數專業證照累計點數專業證照累計點數     

資訊技能競賽名稱資訊技能競賽名稱資訊技能競賽名稱資訊技能競賽名稱 競賽主辦單位競賽主辦單位競賽主辦單位競賽主辦單位 舉辦日期舉辦日期舉辦日期舉辦日期 點數點數點數點數 審審審審        核核核核 

     

     

     

(2)資訊技能競賽累計點數資訊技能競賽累計點數資訊技能競賽累計點數資訊技能競賽累計點數     

累計點數累計點數累計點數累計點數(1)+(2)   

說明：1.「審核審核審核審核」欄位請勿填寫。 

2. 所有「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及「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均應檢附相關佐證(證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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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6666    
97.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10 系務會議通過 

97.03.1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通過 

97.05.27 系務會議修訂 

97.○.○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7.○.○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8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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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I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I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I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I014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I015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I016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I017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I02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

修 
4I013 計算機概論 �� 2/3 通識博雅選修 4I801 

通識博雅課程

(一) 
2/2 

專業必

修 
4IA01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IA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

修 
4IA02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

修 
4IA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

修 
4IA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IA09 電路學 3/3 

專業必

修 
4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選修 4IN28 資訊工程倫理 2/2 

專業必

修 
4IA08 資訊工程論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6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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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I009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I008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I019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I018 體育(三) 0/2 通識博雅選修 4I80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

修 4I8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IA11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

修 
4IA10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IA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

修 
4IA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IA17 電子電路實習 � 2/4 



 78 

97.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10 系務會議通過 

97.03.1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通過 

97.05.27 系務會議修訂 

97.○.○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7.○.○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8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專業必

修 
4IA14 網頁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

修 
4IA16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

修 
4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IN0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

修 
4IA27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

務 
�� 2/3 專業選修 4IN04 進階電腦網路 �� 2/3 

    專業選修 4IN05 資料庫管理系統 �� 2/3 

    專業選修 4IN07 線性代數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2 小時 

三三三三年級上學期年級上學期年級上學期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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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

修 4I80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4I80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

修 
4IA19 嵌入式系統概論 �� 2/3 專業必修 4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 2/3 

專業必

修 
4IA21 Linux 作業系統 �� 2/3 專業選修 4IN08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

修 
4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選修 4IN12 多媒體導論 �� 2/3 

專業必

修 
4IA23 資料結構 �� 3/3 專業選修 4IN13 Java 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

修 
4IA26 離散數學 3/3 專業選修 4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

階 
�� 2/3 

專業選

修 
4IN06 數值分析 �� 3/3 專業選修 4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

修 
4IN10 無線區域網路 �� 2/3 專業選修 4IN17 醫用電子學 3/3 

專業選

修 
4IN11 網際網路資料庫 �� 2/3 專業選修 4IN18 VLSI 設計概論 3/3 

    專業選修 4IN25 行動無線網路 3/3 

    專業選修 4IN26 軟體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IN29 
無線感測網路概

論 
�� 3/3 

    專業選修 4IN35 機率與統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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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10 系務會議通過 

97.03.1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通過 

97.05.27 系務會議修訂 

97.○.○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7.○.○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8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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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

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I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IA25 實務專題 2/3 

通識博雅選

修 4I80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

修 
4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

修 
4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

務 
�� 2/3 專業選修 4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 3/3 

專業選

修 
4IN19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

路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IN31 醫學影像處理 �� 3/3 

專業選

修 
4IN20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IN32 數位影音製作 �� 3/3 

專業選

修 
4IN21 FPGA 設計實務 �� 3/3     

專業選

修 
4IN23 數位影像處理 �� 3/3     

專業選

修 
4IN24 醫用感測器 � 3/3     

專業選

修 
4IN33 專案管理 �� 3/3     

專業選

修 
4IN36 無線感測網路實務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備註： 1.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8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7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企業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組行銷與流通組行銷與流通組行銷與流通組 (甲)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7.04.30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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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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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3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33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9A05 經濟學(二) 3/3 
專業必修 49A03 企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9A07 會計學(二) 2.5/3 
專業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9A06 會計學(一) 2.5/3 專業必修 49A09 管理學 2/2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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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9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9A13 統計學(二) 2.5/3 
專業必修 49A12 統計學(一) 2.5/3 專業必修 49A19 策略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14 策略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20 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15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27 日文會話 1/2 
專業必修 49A22 管理數學 2/2 專業選修 49R06 商業自動化 2/2 
專業必修 49A28 日文 2/3 專業選修 49R07 物流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02 企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9R09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R03 商業禮儀 2/2 專業選修 49R10 財經法律 2/2 
專業選修 49R04 管理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9R1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9R05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9R47 流通概論 3/3     

最高   24.5(29)   必修   18.5(23)   最高  21.5(25)  必修  13.5(17)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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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8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9R12 管理實習 2/6 專業必修 49A24 資訊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R13 商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9R46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R16 訂價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22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R17 國際貿易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R24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9R18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9R27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R20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R28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R49 零售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R48 產業行銷 3/3 
專業選修 49R53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50 連鎖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R54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9R55 整合行銷溝通 3/3 

最高  16(17)  必修 4(5) 最高 20(21)   必修 6(7)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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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9A29 策略管理個案研究 3/3 
專業必修 49A23 策略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30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9R21 國際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32※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9R23 品牌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37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9R29 行銷個案研討 3/3 專業選修 49R38 管理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R30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R39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49R31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9R40 賣場設計與規劃 2/2 
專業選修 49R32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R42 全球運籌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R35 顧客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43 企業資源整合規劃 2/2 
專業選修 49R45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36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R51 商業談判 3/3 專業選修 49R56※  大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R52 國際流通管理 3/3     

        
最高  13(15)  必修 3(5) 最高 13(13)   必修  6(7) 

註：(1) 1.2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16 學分，不得多於 28 學分；3、4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9 學分，不得多 25 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97※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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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1.2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16 學分，不得多於 28 學分；3、4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9 學分，不得多 25 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97※ 學年度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經營管理組經營管理組經營管理組 (乙)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97.4.30 

最低畢業學分13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6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1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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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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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3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33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9A05 經濟學(二) 3/3 

專業必修 49A03 企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9A07 會計學(二) 2.5/3 

專業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9A06 會計學(一) 2.5/3 專業必修 49A09 管理學 2/2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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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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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9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9A13 統計學(二) 2.5/3 

專業必修 49A12 統計學(一) 2.5/3 專業必修 49A19 策略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14 策略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20 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15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27 日文會話 1/2 

專業必修 49A22 管理數學 2/2 專業選修 49Q05 電子商務 2/2 

專業必修 49A28 日文 2/3 專業選修 49Q06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專業選修 49Q01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9Q06 財經法律 2/2 

專業選修 49Q02 企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9Q07 創業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9Q03 商業禮儀 2/2 專業選修 49Q08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9Q04 管理心理學 2/2     

最高 24.5(29)  必修 18.5(23)   最高 21.5(25)  必修 13.5(17)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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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8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9Q09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49A24 資訊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Q10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Q20 管理決策會計 3/3 

專業選修 49Q11 整合行銷溝通 2/2 專業選修 49Q21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Q12 金融市場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Q22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Q13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9Q23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9Q14 商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9Q24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Q15 領導學 2/2 專業選修 49Q25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Q16 進階統計學 2/3 專業選修 49Q26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49Q17 管理實習 2/6 專業選修 49Q27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Q18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49Q28 商業談判 2/2 

專業選修 49Q19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Q46 行銷企劃實務 2/2 

最高 16(18)  必修 4 (5) 最高 20(21)  必修 6(7)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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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9A29 ◎策略管理個案研究 3/3 

專業必修 49A23 策略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30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9Q29 財務報告分析 2/2 專業必修 49A32※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9Q30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Q38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49Q32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Q31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Q33 國際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Q40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Q34 勞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49Q41 經典研讀 2/2 

專業選修 49Q35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9Q42 管理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Q36 顧客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Q43 科技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Q37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Q4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9Q47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Q48※  大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Q49※  危機管理 2/2 

最高 13(15)  必修 3(5) 最高 12(14)  必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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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理系 投資理財組(丙)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97.4.30 
最低畢業學分 13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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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24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

 
4903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3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4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49033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
 

49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9A05 經濟學(二) 3/3 
專業必修 49A03 企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9A07 會計學(二) 2.5/3 
專業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9A06 會計學(一) 2.5/3 專業必修 49A09 管理學 2/2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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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

 
49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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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9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9A13 統計學(二) 2.5/3 
專業必修 49A12 統計學(一) 2.5/3 專業必修 49A19 策略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14 策略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20 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15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27 日文會話 1/2 
專業必修 49A22 管理數學 2/2 專業選修 49S03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9A28 日文 2/3 專業選修 49S08 證券交易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S01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9S09 金融行銷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02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業選修 49S10 財經法律 2/2 
專業選修 49S04 金融市場概論 2/2 專業選修 49S11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9S06 企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9S51 貨幣銀行學 2/2  
專業選修 49S07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最高 24.5（29）必修 18.5（23） 最高 21.5（25） 必修 13.5（17）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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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8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9S12 稅務法規 2/2 專業必修 49A24 資訊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S13 管理實習 2/6 專業選修 49S22 稅務會計 2/2 
專業選修 49S14 保險學 2/2 專業選修 49S23 不動產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S15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S24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料

 
3/3 

專業選修 49S16 國際金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9S25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S30 共同基金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S26 會計資訊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S18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9S27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S19 信託實務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S29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49S20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49S31 管理決策會計 3/3 
專業選修 49S21 資產證券化 2/2 專業選修 49S52 財政學 2/2 

  最高 16（18）     必修 4（5）   最高 20（21） 必修 6（7）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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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9A29 策略管理綜合個案研

 
3/3 

專業必修 49A23 策略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A30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9S33 財務報告分析 2/2 專業必修 49A32※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9S34 票券與債券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40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S35 金融機構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S43 不動產投資 2/2 
專業選修 49S36 不動產鑑價 2/2 專業選修 49S44 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37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S05 商業禮儀 2/2 
專業選修 49S32 風險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S46 會計公報準則研討 2/2 
專業選修 49S39 理財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4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9S41 審計學 3/3 專業選修 ※49S53 大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S50 專案管理 2/2     

  最高 13（15） 必修 3（5）   最高 12（14） 必修 6（7）  
註：(1) 1.2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16 學分，不得多於 28 學分；3、4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9 學分，不得多 25 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97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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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 97 97 97 97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7.5.30 
說明：畢業總學分最低為 132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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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科目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科目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科目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科目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科目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科目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科目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科目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管理學 2/3 
專業必修  企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行銷概論 2/2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選修  流通概論 3/3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二) 1/3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7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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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科目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科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科目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科目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科目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必修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日文會話 1/2 
專業必修  日文 2/3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四) 1/3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三) 1/3 專業選修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專業選修  商業禮儀 2/2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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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科目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通識基礎科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五) 1/3 專業必修  資訊管理 3/3 
專業選修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六) 1/3 
專業選修  *商業應用軟體 2/2 專業選修  行銷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零售管理 3/3 專業選修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網路行銷 2/2     

        
本學期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3 學分 16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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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必修  策略管理 3/3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八) 1/3 
專業必修  產業實務實習(七) 1/3 專業選修  國際企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賣場設計與規劃 2/2 
專業選修  國際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連鎖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國際流通管理 3/3 專業選修  顧客開發與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1 學分 14 小時 

註：1.*表示須電腦上機，2.產業實務實習(一)，(二），(三)，(四)係在合作企業之專業實習。  

※97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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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8888    

97/06/04 院課程委員會制定 97/06/09 院課程委員會送教務會議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6 學分】 

             選修 5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8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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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00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U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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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U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U003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U004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U008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U00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U015 計算機概論 �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U404 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U401 數位內容概論  3/3 專業必修 4U405 動畫設計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U402 藝術設計概論  3/3 專業必修 4U406 電腦媒體應用 � 2/3 

專業必修 4U403 數位色彩學  3/3 專業必修 4U407 電腦媒體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U801 電腦繪圖 � 2/3 專業選修 4U802 插畫設計 � 3/3 

必修合計 17/24 必修合計 14/24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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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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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U01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U00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U010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專業必修 4U412 動畫角色設計 �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U413 數位媒體腳本製作(一) � 2/3 

專業必修 4U408 互動式網頁製作(一) � 2/3 專業必修 4U414 多媒體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U409 3D 動畫製作(一) � 2/3 專業必修 4U415 科技管理  3/3 

專業必修 4U410 多媒體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U805 互動式網頁製作(二) � 3/3 

專業必修 4U411 管理學  3/3 專業選修 4U806 3D 動畫製作(二) � 3/3 

專業選修 4U803 資料庫管理 � 3/3 專業選修 4U807 數位攝影與處理 � 3/3 

專業選修 4U804 數位音樂製作 � 3/3 專業選修 4U808 科技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U809 創意思考訓練  2/2 

必修合計 14/20 必修合計 10/16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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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00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U013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U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U420 電子商務 � 3/3 

專業必修 4U416 人機互動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U421 場景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U417 後製與特效 � 2/3 專業必修 4U422 數位行動應用 � 2/3 

專業必修 4U418 影音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U423 數位行動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U419 創新與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U814 動作捕捉與編輯 � 3/3 

專業選修 4U810 數位資訊網路 � 3/3 專業選修 4U815 數位遊戲企劃 � 3/3 

專業選修 4U811 數位媒體腳本製作(二) � 3/3 專業選修 4U816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U812 數位遊戲概論 � 2/2 專業選修 4U817 科技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U813 科技策略管理  3/3     

必修合計 11/16 必修合計 10/14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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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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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014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U425 畢業實務專題(二)  1/3 

專業必修 4U424 畢業實務專題(一)  1/3 專業必修 4U427 數位內容講座  2/2 

專業必修 4U426 創意商品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U822 數位出版典藏 � 3/3 

專業選修 4U818 數位學習應用 � 3/3 專業選修 4U823 虛擬實境 � 3/3 

專業選修 4U819 數位遊戲設計 � 3/3 專業選修 4U824 創業投資管理  3/3 

專業選修 4U820 數位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U825 科技法律  2/2 

專業選修 4U821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4U826 科技倫理  2/2 

          

          

          

必修合計 3/8 必修合計 3/5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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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管管管管理學院理學院理學院理學院 

 

註：每門課 2 學分 2 小時，一學期最多 18 週共 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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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商企業經營實

務操作 

戴萬平老師 

(國企系，6 小時) 

台商海外經營講

座與經營環境 

 鄭舜仁老師 

(企管系，12 小時) 

語言訓練 

國外外籍教師 

(國外外籍教師，12 小

時) 

跨國文化體驗 
戴萬平老師 

(國企系，6 小時) 

  

  

  

創
業
開
發
整
合
人
才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企業海外

經營實務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4UN040 

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戴萬平、

鄭舜仁 

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台商跨

國、行銷企

劃、電子商

務 

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 

上課上課上課上課地點地點地點地點：：：：11-0812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四技管院

三年級 

  

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1.實務操作 

2.台商座談，投資

經驗分享 

3.英語會話，觀光

英語演練 

4.文化體驗，校園

文化交流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1.提供學生海外實

習機會。 

2.並藉此機會與國

外大學交流多

元學習。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本課程為 2 學分

課程 

․修習課程者需

額外自付費用 

  約台幣 15000 元 

․本課程為五天

密集課，在暑假

開課，擬定日期

8/29-9/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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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註：每門課 3 學分 3 小時，一學期最多 18 週共 5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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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與企業

經營環境 

戴萬平老師 

(國企系，4 週，12

小時) 

台灣產業發

展歷程 

陳孟韓老師 

(國企系，1 週，3

小時) 

台灣資訊科

技產業發展

現況與環境 

曾群偉老師 

(資管系，1 週，3

小時) 

台灣金融產

業發展現況

與環境 

周建志老師 

(財金系，1 週，3

小時) 

台灣服務產

業發展現況

與環境 

李啟誠老師 

(企管系，1 週，3

小時) 

台灣休閒產

業發展現況

與環境 

張偉雄老師 

(運休系，1 週，3

小時) 

產業實務講

座 

業界師資 

(業師，7 週，21 小

時) 

產業見習觀

摩 

業界師資 

(業師，2 週，6 小

時) 

創
業
開
發
整
合
人
才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企業環境與產

業發展實務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4UN050 

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袁又華老師 

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台商跨國經

營、行銷企

劃、電子商

務、金融投資 

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

3、4 節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18-B105 (60

人)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四技管院三年

級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1.校內教師講授 

2.校外參觀（屏東生物科

技園區、高雄物流園

區、高雄港等） 

3.業界專家專題演講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1.提升學生對於台灣企業

環境經營知識 

2.提升學生理解各種產業

發展的脈絡可作為學

生投入職場前之準備 

3.藉由實地參觀與業界師

資授課，提升學生對於

產業環境的實務知識

與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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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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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國合作創新

實務講座 

業界師資 

(業師，6 週，18 小時) 

核心議題與架

構、實境模擬、

知識管理 

蔡馥陞老師 

(企管系，4 週，12 小

時) 

「群體」創思與

創新技能 

李亮君老師 

(企管系，2 週，6 小時) 

遠距合作資訊

科技應用 

馬維銘老師 

(資管系，2 週，6 小時) 

跨文化合作與

衝突管理 

龐旭斌老師 

(國企系，2 週，6 小時) 

創新專案預算

與成本管理 

周建志老師 

(財金系，2 週，6 小時) 

 
 

 

 
 

 

創
業
開
發
整
合
人
才 

跨
國
創
新
與
研
發
實
務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跨國合作創新

實務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4UN060 

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蔡馥陞老師 

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台商跨國、行

銷企劃、電子

商務、金融投

資 

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

3、4 節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11-0811 (70

人)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四技管院三年

級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1.校內教師負責理論

講授 

2.實務先進支援課程

講座 

3.多元背景團隊合作

體驗 

4.互動研討、實境演

練、評量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1.模擬實境演練 

2.提升多元背景團隊

溝通協調力 

3.提升跨國創新策劃

與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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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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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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講座 
業界師資 

 (業師，6 週，18 小時) 

創意思考技

巧 

李亮君老師 

(企管系，1 週，3 小時) 

多媒體實務 
馬維銘老師 

(資管系，3 週，9 小時) 

電子化實務 
曾群偉老師 

(資管系，3 週，9 小時) 

資訊管理系

統實務 

劉永誠老師 

(資管系，3 週，9 小時) 

資訊產品行

銷展示技能 

龐旭斌老師 

(國企系，2 週，6 小時) 

 
 

 

 
 

 

創
業
開
發
整
合
人
才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資訊管理與

創意開發實

務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4UN070 

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許瓊文老師 

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台商跨國、

行銷企劃、

電子商務、

金融投資 

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3、4 節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15-0803 (60

人)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四技管院三

年級 
 

 

 

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教學設計：：：： 

1. 校內教師理論講授 

2. 電子商務協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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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能力輔導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1. 提升資訊與證照技

能 

2. 提升溝通、簡報展

示與英文能力 

3. 提升資訊資源策略

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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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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整合課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執行單位：：：：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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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性金

融商品 

周建志老師 

(財金系，2 週，6 小時) 

金融商品

行銷 

鄭燕芬老師 

(企管系，2 週，6 小時) 

結構型商

品發行及

避險 

實務 

洪志興 

(業師，2 週，6 小時) 

投資銀行

業務 

薛舜仁老師 

(財金系，2 週，6 小時) 

企業併購 
王綺楓老師 

(國企系，2 週，6 小時) 

結構融資

實務 

林建州 

 (業師，2 週，6 小時) 

金融資產

證券化 

周建志老師 

(財金系，2 週，6 小時) 

不動產證

券化 

李顯儀老師 

(企管系，2 週，6 小時) 

創
業
開
發
整
合
人
才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金融投資實

務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4UN080 

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負責教師：：：：周建志老師 

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金融投資、

台商跨國 

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週四上午

2、3、4 節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11-0709 (78

人)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四技管院三

年級 

金融資產

證券化商

品案例 

孫武仲 

(業師，2 週，6 小時)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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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1.認識金融投資工具 

2.提升金融投資實務

經驗 

3.建立正確的投資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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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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行銷企劃」學程 

一一一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本行銷企劃學程，主要目標在訓練本院同學行銷企劃之技能，以培育企業界之行

銷企劃、行銷專案、及行銷管理之人才。為達成本學程的培育目標，本學程之特色有：

(1)注重學習內容的完整性，使學員徹底瞭解服務業行銷企劃的職責及工作技術；(2)配

合實務及案例為教學藍本，加強實作的比重，使學生增強行銷企劃之能力與應用。本

課程要求學生深入理解並結合實作的演練，並且涵蓋實務行銷技能，以滿足學生日後

就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事企業行銷企劃工作的學生會有有莫大之助益。 

二二二二、、、、    學程修業規定學程修業規定學程修業規定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11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2.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系（所）之畢業應修

學分數內；但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

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企業管理系主任企業管理系主任企業管理系主任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三三三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學程申請與認證學程申請與認證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

辦公室（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

表，另附上歷年成績總表，經企業管理系主任企業管理系主任企業管理系主任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

備查。 

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行銷企劃學程學分修畢行銷企劃學程學分修畢行銷企劃學程學分修畢行銷企劃學程學分」，並頒

發專業學程證書。請於畢業當年度之五月二十日前提出核發學程證書之申請（下載

並備齊相關資料繳至系主任，轉呈院長及教務處）。核發時間同畢業證書核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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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策略行銷管理 3 企管 

行銷企劃實務 2-3 企管 

市場調查 2 國企 

消費者行為分析 2-3 企管 

核 

心 

課 

程 

創意思考訓練 2 企管、國企、資管、財金 

至少九學分 

服務業管理 2-3 企管、資管、國企 

電子商務 2-3 企管、資管、國企 

國際行銷管理 2-3 企管、國企 

顧客開發與管理 2 企管 

物流管理 2-3 企管、國企 

商務談判實務 2 國企 

訂價策略與管理 2-3 企管、國企 

國際貿易實務 2-3 企管、國企 

品牌管理 2 企管、國企 

廣告與推廣管理 2-3 企管、國企 

行銷個案研討 2-3 企管、國企 

網路行銷 2-3 企管、資管、國企 

金融行銷實務 2 企管、財金、國企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選 

修 

課 

程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課程科目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企業海外見習實務 2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選 

修 

課 

程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五五五五、、、、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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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修 科 技 大 學正 修 科 技 大 學正 修 科 技 大 學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學 分 學 程學 分 學 程學 分 學 程學 分 學 程 」」」」 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    

院別：管理學院         學程：行銷企劃學分學程       1 頁  頁次：1 

原   課   程   資   料 替   代   課   程   資   料 

科   目   名   稱 屬性 學分/時數 
科   目   名   

稱 
屬性 學分/時數 

創意思考訓練 選修   2 / 2 創意思考訓練 核心 2 / 2 

      

      

      

      

      

      

 

學  程  主  任 院  長 

  

註冊及課務組組長 教務長 

  

註：1.本表係作為新舊課程抵免用，未列於對照表內之科目將不准予抵免，事後亦不得追認。 

2.本表奉簽核後應公告於學程網頁並通知受影響之相關學生。 

3.本對照表應於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完成後送簽，並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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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1 

 

正正正正 修修修修 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系 編編編編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民民民民 國國國國 九十七九十七九十七九十七 年年年年 四四四四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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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實施要點 

97 年 4 月 30 日制訂 

一、為使學生能提早熟知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增加就業競爭能力，落實技職教育目標，

特訂定本實施辦法，以規範相關實習課程事宜。 

 

二、實習課程名稱為「資管實務實習」，計二學分，為選修且於校外實習方式進行；實施

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年制學生。 

 

三、實施流程：四年制學生利用第二學年後暑假，赴本校以外之公民營機構進行實習，實

習期間由本系教師進行管考，累積實習需達 176 小時。實習時間需於選修資管實務實

習課程前之寒假或暑假開始，且於該課程開課學期前結束實習方可承認修課。實習完

成後，需撰寫實習報告及發表實習成果，做為該課程成績之參考。 

 

四、實習工作性質以正當行業且有助於基礎管理學能及資訊科技應用技能之養成的工作。

擬參加「資管實務實習」之同學，須於選修實習課程前各學期之第十六週到第十八週，

提出擬實習單位之實習同意證明、家長同意證明、及工作性質說明之申請書 (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如附件

一一一一) 送交本系辦公室，且經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參加。若有意願但

無法找到適當實習單位者，可於選修實習課前各學期之第十五週，請本系協助媒合實

習單位。 

 

五、實習期間若因故更換實習單位，須先向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提出變更實習單位的申

請 (如附件二如附件二如附件二如附件二)，並經審核通過後始能更改，但僅以乙次為限。實習時數可累計，但須

取得各實習單位之實習時數證明。未經申請變更核可或擅自更換實習單位者，則資管

實務實習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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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 

1. 確實於實習單位實地學習、工作，若有不實或欺瞞行為者，則資管實務實習課程

之成績得以零分計算。 

2. 工作時自身安全之必要防護，實習學生必須先參加實習單位提供之必要工安訓

練，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安全規定。 

3. 禁止有違反校譽之行為，違者依校規處理。 

4. 學生於實習期間，需填寫工作日誌表，以瞭解其實習內容，作為日後管考依據 (如如如如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5. 實習單位得視學生實習狀況填寫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 (如附件四如附件四如附件四如附件四)，並需加蓋公

司章以茲證明，經彌封後交回本系辦公室。 

6. 學生應盡量搭乘實習單位所提供之交通車，以策交通安全。若實習單位未提供交

通車接送服務時，學生於往返實習單位途中，應遵守交通安全規定，注意自身安

全。 

 

七、實習完成後，擔任資管實務實習課程教師需於開課學期開學後第一週，向修課同學說

明資管實務實習書面報告及實習成果發表之詳細內容，並說明該課程評分標準。修課

同學應於該學期第六週繳交資管實務實習書面報告至少 10 頁，需附上與實習單位相

關的合照相片 (如附件六如附件六如附件六如附件六)。 

 

八、資管實務實習成績之計算方式： 

1. 管考情況          15％ 

2. 實習單位意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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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管實務實習報告  30％ 

4. 實習成果發表      40％ 

 

九、資管實務實習及格成績為六十分，如需實習證明可向本系提出申請。資管實務實習課

程成績繳交方式，需依開課學期成績繳交期限按時繳交。 

 

十、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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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四年制資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四年制資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四年制資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四年制資管實務實習 

重要時間表重要時間表重要時間表重要時間表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重要事項重要事項重要事項重要事項 相關表格相關表格相關表格相關表格 

第十五週 協助媒合實習單位  

二年級下學期  第十六週~ 

第十八週 

提出實習申請表，包含實習單位

之實習同意證明、家長同意證

明、及工作性質說明。 

附件一 

7 月~ 9 月上旬 進行實習與填寫工作日誌表 附件三 

7 月~ 9 月上旬 實習期間進行管考 附件五 
二年級暑假 

9 月上旬 
實習單位填寫實習單位證明及意

見表 
附件四 

第十五週 協助媒合實習單位  

三年級下學期  第十六週~ 

第十八週 

提出實習申請表，包含實習單位

之實習同意證明、家長同意證

明、及工作性質說明。 

附件一 

7 月~ 9 月上旬 進行實習與填寫工作日誌表 附件三 

7 月~ 9 月上旬 實習期間進行管考 附件五 
三年級暑假 

9 月上旬 
實習單位填寫實習單位證明及意

見表 
附件四 

9 月上旬 進行資管實務實習課程選課  

第六週 繳交資管實務實習報告 附件六 
四年級上學期 

 10 月中旬～ 

1 月上旬 

實習成果發表 
 

� 實習期間 申請更換實習單位 (乙次為限) 附件二 

註：�表示特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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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申請表 

學號：                             No.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機構名稱  聯 絡 人  

年 級 班 別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年 齡  機構地址   

家中電話： 學生聯絡 

電話 手機： 
實習開始日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 

地址 
 

公 

司 

簡 

介 

 

實 

習 

工 

作 

性 

質 

 

工作職稱： 

 

工作說明： 

實習單位同意簽章 家長同意簽章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意見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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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變更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變更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變更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變更表 

學號：                                  No.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機構名稱  聯 絡 人  

年級班別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年 齡  機構地址  

家中電話： 學生聯絡 

電話 手機： 
實習開始日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 

地址 
 

原實習機

構名稱 
 

變更原因  

公 

司 

簡 

介 

 

實 

習 

工 

作 

性 

質 

 

工作職稱： 

 

工作說明： 

實習單位同意簽章 家長同意簽章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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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實習工作日誌表工作日誌表工作日誌表工作日誌表 

實習單位：             學號：         姓名：          年級班別： 

日期 星期 工作起迄時間 時數 工作內容項目 學生簽名 

      

      

      

      

      

      

      

      

      

      

      

      

      

      

      

      

      

      

      

      

      

      

      

時數合計： 

備註  

實習單位負責人：＿＿＿＿＿＿＿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 

備註： 

1. 請學生確實填寫，並由實習單位負責人蓋章。 

2. 請學生於實習完成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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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 

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學學學學 號號號號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評評評評 

 

語語語語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證證證證

明明明明

簽簽簽簽

章章章章 

茲證明學生                 已於本單位實習達       小時。 

職稱：                         簽名：                    

公司名稱：                     公司用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此證明及意見表，除證明學生在  貴單位實習總時數已達系上修課規定外，可使實習學

生瞭解其實習表現情形。請您在「綜合評語」欄內，以雇主或主管身份評述實習學生在性格、

學習態度及專業知識等方面可再加強之處。此外，本系校外實習在實施上仍有許多需改善之處，

請您在「建議」欄上不吝建議，以期能使此實習活動更務實的推動。最後，再一次謝謝您提供

本系學生之實習單位與學習的機會，此舉對技職教育之貢獻極為深遠，令人感佩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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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管實務實習系資管實務實習系資管實務實習系資管實務實習管考管考管考管考 

意見表意見表意見表意見表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學學學學    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評評評評 

 

語語語語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管考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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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管 理 系 資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資 訊 管 理 系 資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資 訊 管 理 系 資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資 訊 管 理 系 資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  

 
一、資管實務實習報告截稿時間： 

截稿時間：於選修課程之學期第六週繳交實習報告。 

 

二、資管實務實習報告參考大綱： 

（壹） 公司簡介 

（貳） 公司所屬行業之基本環境分析(例如顧客、競爭情況.........) 

（參） 實習工作性質與管理問題 

（肆） 建議與結論(針對三、管理面臨問題提出建議) 

（伍） 附錄(附上與實習單位相關的合照相片) 

 

三、資管實務實習報告參考格式： 

1. 實習報告內容包含封面頁、目錄頁、正文、與參考文獻。 

2. 請選用 A4 版面，縱向單欄、橫式打字、左右對齊為原則。上下邊界各留 2.54 公

分，左右邊界各留 2.54 公分。 

3. 封面頁：包含標題、授課教師、學號、學生姓名、日期等項目，皆以 24p 之中或

英文撰寫。 

4. 正文文字： 

� 使用 Microsoft Word 軟體之中或英文撰寫至少 10 頁。 

� 中文字型一律採「標楷體」、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 章節標題格式依壹、貳、參…、一、二、三…、(一)、(二)、(三)…之大綱模式，

大標題以 18p、粗體、置中對齊、與後段距離 0.5 行；子標題以 16p、粗體、左

右對齊、與後段距離 0.5 行。 

� 內文以 12p、各段落第一行 2 字元、對齊方式為「左右對齊」、與後段距離 0.5

行。 

� 參考文獻則以 12p、單行間距。 

5. 圖表格式：圖形及表格請依先後次序標號，置中對齊，標號請用半形阿拉伯數字，

並將圖說明撰寫於圖形下方置中，表格說明撰寫於表格上方置中。所附的圖表請

務必清晰並註明正確來源。以下圖 1 為圖形及圖形說明之範例，表 1 及表格說明

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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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主辦單位  

資料來源：正修科技大學  

 

表 1 邊界設定格式 

邊界留白(cm) 

上 下  左  右  

2.54 2.54 2.54 2.54 

資料來源：正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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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 

正正修修科科技技大大學學財財務務金金融融系系金金融融實實務務實實習習要要點點  

9977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66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9966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期期期期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次次次次次次次次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員員員員員員員員會會會會會會會會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過過過過過過過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為為為為為為為為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產產產產產產產產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合合合合合合合合作作作作作作作作，，，，，，，，增增增增增增增增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金金金金金金金金融融融融融融融融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提提提提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財財財財財財財財金金金金金金金金專專專專專專專專業業業業業業業業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將將將將將將將將理理理理理理理理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與與與與與與與與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結結結結結結結結合合合合合合合合，，，，，，，，讓讓讓讓讓讓讓讓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先先先先先先先先瞭瞭瞭瞭瞭瞭瞭瞭解解解解解解解解就就就就就就就就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方方方方方方方方向向向向向向向向能能能能能能能能順順順順順順順順利利利利利利利利進進進進進進進進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職職職職職職職職場場場場場場場場，，，，，，，，特特特特特特特特訂訂訂訂訂訂訂訂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本本本本本本本本要要要要要要要要點點點點點點點點。。。。。。。。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增增增增增增增增設設設設設設設設之之之之之之之之「「「「「「「「金金金金金金金金融融融融融融融融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為為為為為為為為選選選選選選選選修修修修修修修修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22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其其其其其其其其開開開開開開開開課課課課課課課課於於於於於於於於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課課課課課課課課對對對對對對對對象象象象象象象象：：：：：：：：本本本本本本本本系系系系系系系系日日日日日日日日間間間間間間間間部部部部部部部部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融融融融融融融融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之之之之之之之之相相相相相相相相關關關關關關關關規規規規規規規規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如如如如如如如如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利利利利利利利利用用用用用用用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暑暑暑暑暑暑暑暑期期期期期期期期間間間間間間間間從從從從從從從從事事事事事事事事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單單單單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以以以以以以以以與與與與與與與與本本本本本本本本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簽簽簽簽簽簽簽簽訂訂訂訂訂訂訂訂產產產產產產產產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合合合合合合合合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之之之之之之之之銀銀銀銀銀銀銀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証証証証証証証証

券券券券券券券券、、、、、、、、金金金金金金金金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及及及及及及及及保保保保保保保保險險險險險險險險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司司司司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為為為為為為為為主主主主主主主主。。。。。。。。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必必必必必必必必須須須須須須須須為為為為為為為為金金金金金金金金融融融融融融融融相相相相相相相相關關關關關關關關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單單單單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位位位位由由由由由由由由本本本本本本本本系系系系系系系系洽洽洽洽洽洽洽洽詢詢詢詢詢詢詢詢，，，，，，，，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場場場場場場場場所所所所所所所所及及及及及及及及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期期期期期期期期須須須須須須須須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系系系系系系系系訂訂訂訂訂訂訂訂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方方方方方方方方予予予予予予予予承承承承承承承承認認認認認認認認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數數數數數數數數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可可可可可可可可低低低低低低低低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11220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五五五五五五五五，，，，，，，，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88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請請請請於於於於於於於於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提提提提提提提提出出出出出出出出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請請請請，，，，，，，，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系系系系系系系系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員員員員員員員員會會會會會會會會代代代代代代代代為為為為為為為為媒媒媒媒媒媒媒媒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分分分分分分分分發發發發發發發發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應應應應應應應應符符符符符符符符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公公公公公公公公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公公公公公公公公開開開開開開開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先先先先先先先先由由由由由由由由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填填填填填填填填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請請請請書書書書書書書書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分分分分分分分分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須須須須須須須須於於於於於於於於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開開開開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前前前前前前前前二二二二二二二二週週週週週週週週交交交交交交交交回回回回回回回回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由由由由由由由由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單單單單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位位位位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意意意意意意意意並並並並並並並並蓋蓋蓋蓋蓋蓋蓋蓋章章章章章章章章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書書書書書書書書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家家家家家家家家長長長長長長長長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方方方方方方方方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開開開開開開開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後後後後後後後後，，，，，，，，應應應應應應應應遵遵遵遵遵遵遵遵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單單單單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之之之之之之之之規規規規規規規規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但但但但但但但但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現現現現現現現現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作作作作性性性性性性性性質質質質質質質質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符符符符符符符符或或或或或或或或環環環環環環環環境境境境境境境境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良良良良良良良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情情情情情情情情

況況況況況況況況，，，，，，，，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儘儘儘儘儘儘儘儘速速速速速速速速於於於於於於於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週週週週週週週週內內內內內內內內與與與與與與與與系系系系系系系系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聯聯聯聯聯聯聯聯繫繫繫繫繫繫繫繫協協協協協協協協調調調調調調調調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如如如如如如如如仍仍仍仍仍仍仍仍未未未未未未未未能能能能能能能能改改改改改改改改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報報報報報報報報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系系系系系系系系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准准准准准准准准許許許許許許許許後後後後後後後後，，，，，，，，提提提提提提提提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辭辭辭辭辭辭辭辭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取取取取取取取取消消消消消消消消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請請請請請請請請表表表表表表表表，，，，，，，，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則則則則則則則則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完完完完完完完完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中中中中中中中中途途途途途途途途離離離離離離離離職職職職職職職職。。。。。。。。違違違違違違違違反反反反反反反反本本本本本本本本規規規規規規規規定定定定定定定定者者者者者者者者，，，，，，，，除除除除除除除除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數數數數數數數數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予予予予予予予予

計計計計計計計計算算算算算算算算外外外外外外外外，，，，，，，，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依依依依依依依依校校校校校校校校規規規規規規規規予予予予予予予予以以以以以以以以懲懲懲懲懲懲懲懲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滿滿滿滿滿滿滿滿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3300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內內內內內內內內，，，，，，，，須須須須須須須須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作作作作日日日日日日日日誌誌誌誌誌誌誌誌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告告告告告告告告提提提提提提提提交交交交交交交交系系系系系系系系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成成成成成成成成績績績績績績績績評評評評評評評評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於於於於於於於於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滿滿滿滿滿滿滿滿後後後後後後後後，，，，，，，，請請請請請請請請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廠廠廠廠廠廠廠廠商商商商商商商商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員員員員員員員員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具具具具具具具具時時時時時時時時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果果果果果果果果考考考考考考考考核核核核核核核核評評評評評評評評量量量量量量量量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該該該該該該該該項項項項項項項項成成成成成成成成績績績績績績績績佔佔佔佔佔佔佔佔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總總總總總總總總成成成成成成成成績績績績績績績績 5500%%。。。。。。。。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成成成成成成成成績績績績績績績績考考考考考考考考核核核核核核核核之之之之之之之之評評評評評評評評定定定定定定定定標標標標標標標標準準準準準準準準如如如如如如如如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果果果果果果果果評評評評評評評評量量量量量量量量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5500%%。。。。。。。。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作作作作日日日日日日日日誌誌誌誌誌誌誌誌 2255%%。。。。。。。。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2255%%。。。。。。。。((至至至至至至至至少少少少少少少少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前前前前前前前前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員員員員員員員員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召召召召召召召召開開開開開開開開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座座座座座座座座談談談談談談談談會會會會會會會會說說說說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明明明明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法法法法法法法法規規規規規規規規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意意意意意意意意事事事事事事事事項項項項項項項項。。。。。。。。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保保保保保保保保障障障障障障障障，，，，，，，，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期期期期期期期期間間間間間間間間應應應應應應應應辦辦辦辦辦辦辦辦理理理理理理理理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意意意意意意意意外外外外外外外外險險險險險險險險。。。。。。。。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期期期期期期期期間間間間間間間間，，，，，，，，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授授授授授授授授課課課課課課課課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師師師師須須須須須須須須隨隨隨隨隨隨隨隨時時時時時時時時視視視視視視視視查查查查查查查查學學學學學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生生實實實實實實實實習習習習習習習習狀狀狀狀狀狀狀狀況況況況況況況況。。。。。。。。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要要要要要要要要點點點點點點點點未未未未未未未未盡盡盡盡盡盡盡盡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備備備備備備備備之之之之之之之之處處處處處處處處，，，，，，，，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當當當當當當當當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員員員員員員員員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決決決決決決決決定定定定定定定定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要要要要要要要要點點點點點點點點經經經經經經經經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會會會會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過過過過過過過過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實實實實實實實實施施施施施施施施，，，，，，，，修修修修修修修修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時時時時時時時時亦亦亦亦亦亦亦亦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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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3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程 

一一一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在台灣未來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台灣企業的國際化與對外投資已經是不得不然的趨

勢。為因應台商在全球化的佈局，所需中、高階的經營管理人才，本學程整合本校有關

國際企業、企業管理、財務金融、資訊管理的課程而成立。 

本學程成立的特色，不僅是透過學程課程的取得使學生獲得跨國經營管理的技巧與

能力，並且能夠使本院學生能瞭解台灣企業所屬之亞太區域市場與環境，並以此擴展全

球視野、加強國際觀與國際競爭力。 

二二二二、、、、    學程修業規定學程修業規定學程修業規定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11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

之科目) 

2、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系（所）之

畢業應修學分數內；但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

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

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國際企業系主任國際企業系主任國際企業系主任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之。 

三三三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學程申請與認證學程申請與認證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或至管理學院辦公室領取，

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

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成績總表，經國際企業系主任國際企業系主任國際企業系主任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

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修畢修畢修畢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台商跨國經營管理

學程學程學程學程」，並頒發「專業學程證書」。請於畢業當年度之五月二十日前提出

核發學程證書之申請（下載並備齊相關資料繳至系主任，轉呈院長及教務

處）。核發時間同畢業證書核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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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國際企業管理 2 國企、企管 

亞太經貿市場 2 國企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 2 國企 

台商經營與匯兌實務 2 國企、企管 

核 

心 

課 

程 

國際貿易實務 3-4 國企 

至少九學分 

國際財務管理 2 財金、企管、國企 

財務報表分析 2 財金、企管、國企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 國企 

國際行銷管理 2 企管、國企 

企業市場調查 2 企管、國企 

國際運籌管理 2 國企 

企業資源規劃 2 資管 

電子商務 2 資管、企管、國企 

東亞經濟體系分析 2 國企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見習實務 2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選 

修 

課 

程 

金融投資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備註：1學分學程跨系 9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2 課程如有異動，請參照學分學程新舊課程替代對照表。   

五五五五、、、、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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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修 科 技 大 學正 修 科 技 大 學正 修 科 技 大 學正 修 科 技 大 學 「「「「 學 分 學 程學 分 學 程學 分 學 程學 分 學 程 」」」」 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新 舊 課 程 替 代 對 照 表    

院別：管理學院    學程：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共 1 頁  頁次：1 

原   課   程   資   料 替   代   課   程   資   料 

科   目   名   稱 屬性 學分/時數 科   目   名   稱 屬性 學分/時數 

台商經營實務 核心   2 / 2 

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 選修 2 / 2 

台商經營與匯兌實務 核心 2 / 2 

      

      

      

 

學  程  主  任 院  長 

  

註冊及課務組組長 教務長 

  

註：1.本表係作為新舊課程抵免用，未列於對照表內之科目將不准予抵免，事後亦不得追認。 

2.本表奉簽核後應公告於學程網頁並通知受影響之相關學生。 

3.本對照表應於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完成後送簽，並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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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4 

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院院 

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畢業總學分數 132 

校訂必修 28/51 專業必修 48/48 通識選修 12/12 專業選修 至少 44/44 

 

校訂

必修 


 國文(一)(二)6/6 


 英文(一)(二)6/6 


 軍訓(一)(二)0/4 


 體育(一)(二)(三)(四)0/8 


 計算機概論 2/3     


 多媒體製作 2/3 


 網際網路應用 2/3 


 實用中文 2/2  


 英語聽講練習(一)(二) 4/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英語會話(一)(二) 2/4  


 英文能力檢定 0/2 


 服務學習(一)(二) 0/4  

                              合計 28/51 

 

基

本

能

力

模

組 

校訂

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二)(三)(四)(五)(六)      12/12  

                                                 合計 12/12 

基

礎

理

論

模

組 

 

 

專業

必修 


 管理學  2/2            


 會計學 3/3 


 經濟學  3/3 


 統計學 3/3      


 財務管理 2/2 


 人力資源管理 2/2 


 觀光行銷 2/2    


 專題製作 2/2            


 校外實習 9/9                                   

                                                合計：28/28 

         專業必修                 專業選修 

文

化

生

態

遊

憩

模

組 


 台灣歷史與文化 2/2 


 休閒遊憩導論 2/2 

              

合計：4/4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導覽與解說技巧 2/2  


 野外生活技能 2/2 


 文化觀光 2/2 


 海洋觀光 2/2 


 生態旅遊 2/2 


  休閒教育 2/2 


 公園遊憩管理 2/2 


  博物館經營管理 2/2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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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22/22 

 

觀

光

旅

運

管

理

模

組 

 


 觀光概論 2/2 


 旅行業經營管理 2/2 


 觀光遊憩資源管理 2/2 


 觀光地理 2/2   

   

合計：8/8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觀光行政與法規 2/2 


 旅遊健康管理 2/2 


 航空客運與票務 2/2 


 旅遊文化 2/2 


 遊憩活動設計 2/2 


 旅遊產品設計及策略 2/2 


 旅遊糾紛與處理 2/2 


 主題樂園經營與管理 2/2 


 大型購物中心規劃與管理 2/2 


 觀光電子商務 2/2 


 旅遊英語(一)(二) 2/4  


 旅遊日語(一)(二) 2/4 

         合計：28/28 

 

餐

旅

服

務

管

理

模

組 


 旅館管理 2/2 


 餐飲管理 2/2 


 客房管理 2/2 


 餐飲服務技巧 2/2 


 國際禮儀 2/2 

 

           合計：10/10 


 飲料製作 2/2 


 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餐旅採購 2/2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餐旅商品企劃 2/2 


 旅館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2/2 


 宴會與外燴管理 2/2 


 餐旅連鎖經營管理 2/2 


 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渡假村經營管理 2/2 


 博弈事業管理 2/2 


 飲食文化 2/2 


 餐旅英文 2/2 


 餐旅日文 2/2 

   合計：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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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 )0/2

( )0/2

( )0/2

( )0/2

( )3/3 2/2

/

正修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課程關連圖

2/3 2/3

( )0/2

( )0/2 ( )0/2

( )2/2 ( )2/2 ( )2/2 ( )2/2 ( )2/2

( )2/2

2/2 3/3 3/3 9/9

3/3 2/2

2/2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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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2/2
2/2

/

正修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課程關連圖

( )1/2 ( )1/2

( )1/2

2/2 2/2

2/2

旅館公共關
係與危機處

理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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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2/2

2/2

/

正修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課程關連圖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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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8 學分,通識博雅課程選修 12 學分,選修 44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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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V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V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V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V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V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V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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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V007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V008 服務學習(二) 0/2 

基礎專業必修 4V200 管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V013 計算機概論 2/3 

基礎專業必修 4V201 經濟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

(一) 
2/2 

模組專業必修 1 4V202 觀光概論 2/2 基礎專業必修 4V205 會計學 3/3 

模組專業必修 2 4V203 國際禮儀 2/2 模組專業必修 1 4V206 
旅行業經營管

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3 4V204 休閒遊憩導論 2/2 模組專業必修 2 4V207 餐飲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00 旅遊英語（一） 1/2 模組專業必修 3 4V208 
台灣歷史與文

化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02 旅遊日語（一） 1/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06 生態旅遊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04 
環境與人類生

態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07 休閒教育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05 飲食文化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03 旅遊日語（二） 1/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01 旅遊英語（二） 1/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4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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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V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V010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4V011 英文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V012 英文聽講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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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V014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基礎必修 
4V015 

網際網路應

用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

(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V016 實用中文 2/2 

基礎專業必修 4V209 統計學 3/3 
通識基礎必修 

4V017 
當代台灣與

現代世界 
2/2 

基礎專業必修 4V210 財務管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

程(三) 
2/2 

模組專業必修 1 4V211 
觀光遊憩資源

管理 
2/2 基礎專業必修 4V214 觀光行銷 2/2 

模組專業必修 2 4V212 旅館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2 4V215 客房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2 4V213 餐飲服務技巧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13 
旅遊行程規

劃與設計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08 
航空客運與票

務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14 

領隊與導遊

實務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09 餐旅商品企劃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15 飲料製作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10 餐飲採購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16 
宴會與外燴

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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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11 野外生活技能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17 
餐旅資訊系

統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12 導覽解說技巧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18 
公園遊憩管

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8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7 學分 31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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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專業必修 4V216 校外實習 9/9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

(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

(五) 
2/2 

    基礎專業必修 4V217 人力資源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1 4V218 
服務業品質管

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19 遊憩活動設計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20 
觀光行政與法

規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21 
餐飲衛生與安

全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22 
旅館成本控制

與分析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23 
餐旅連鎖經營

與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24 海洋觀光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25 文化觀光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2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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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課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V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基礎專業必修 4V219 專題製作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34 
旅遊糾紛與處

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26 
旅遊產品設計

及策略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35 

大型購物中心規

劃與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27 觀光電子商務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36 
主題樂園經營

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28 旅遊健康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V837 旅遊文化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29 
會展規劃與管

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38 

旅館公共關係

與危機處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30 
渡假村經營管

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39 餐旅英文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31 
俱樂部經營管

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40 

博奕事業經營

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V832 餐旅日文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41 
休閒農場經營

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V833 
博物館經營管

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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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通識通識通識通識英文英文英文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能力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能力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能力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 

 

95 年 10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各院系學生英文能力與程度特訂定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檢定辦法。 

二、本校日間大學部各院系學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為通過下列任何一項測驗標準者即可免修英文檢定課

程。 

(一) 各系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最低門檻。 

規定本校四技各系學生於第三學年結束前均須通過等同於全民英檢初級檢定，方可免修英文

檢定課程。 

(二) 各系自訂畢業門檻如高於下列標準，以各系規定辦理之。 

三、相關英檢標準對照表如下： 

 

 

 

 

 

 

 

 

 

 

 

 

四、實施辦法： 

(一) 日間部四技生如未能於三年級下學期前通過上列測驗標準者，應於四年級上學期修習 0 學分 2

小時之「英文檢定課程」，經語言學習中心測試成績達 60 分以上(含 60 分)者，語言學習中心

即頒發證書，等同於於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資格。 

(二) 日間部四技生如未能於四年級上學期通過測試者，下學期仍需繼續修習此課程直至成績達到

及格標準方能畢業。 

(三)英文檢定課程方案如下： 

(1) 課程內容:正修科技大學語言學習中心英語教學平(140.127.122.3)。美國生活情境之套裝課

程，共 5 單元，40 課。學生可至語言學習中心或在家修習全部課程均可。自學完畢英文檢

定課程者，可於學期中至語言學習中心做測驗。 

(四)該項「英文檢定課程」，四技生一、二年級不得修習。 

 

五、本辦法自本九十四學年度入學之各系新生開始實施。 

外語能力

測驗 

(FLPT) 

托福 

(TOEFL) 

大 學 校

院 英 語

能 力 測

驗 

(CSEPT) 

全 

民 

英 

檢 

(GEPT) 

三 項

筆 試

總分 

口 

試 

級

分 

一 

級 

二 

級 

CEF 語言

能力參考

指標 

電腦 

型態 

IELTS 劍橋大學英

語能力認證

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

國際商務

英語能力

測驗 

(BULATS) 

初級 150 
S-

1+ 
170 --- 

A2 

Waystage 
90 以上 3 以上 

Key English 

Test (KET) 

ALTE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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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英文檢定課程英文檢定課程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95 年 10 月 2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6 月 9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各院系學生英文能力，特訂定本課程實施要點。 

二、本校日間部各院系四技學生均應於四年級上學期修習 0 學分 2 小時之「英文檢定課

程」。 

三、實施辦法 

(一) 課程內容：美國生活情境之套裝課程，共 5 單元 40 課。教材置於正修科技大學

語言學習中心英語教學平台( 140.127.122.3 )。 

(二) 學習方式：學生可至語言學習中心或在家上網修習。 

(三) 檢定測驗：英文檢定課程自學完畢者，可於學期中至語言學習中心接受英文檢

定測驗。經語言學習中心測驗成績達 60 分以上(含 60 分)者，即頒

發合格證書，並辦理抵免「英文檢定課程」。 

(四) 四年級下學期未通過英文檢定測驗者，須於暑假期間修習輔導課程。 

(五) 本英文檢定課程，四技一、二年級學生不得修習。 

四、各院系學生於第三學年結束前通過下列任一英文能力測驗標準者，得抵免「英文檢

定課程」。應用外語系學生英文檢定標準另訂之。 

相關英檢標準對照表 

五、本要點溯自 94 學年度入學之各系新生開始實施。 

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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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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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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