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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二、地點：綜合大樓 3 樓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立 

四、列席人員：何副校長清釧、游研發長步平 

五、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記錄：呂立德 

六、主席致詞 

1.本校將於 98 年 11 月接受四年一度的科大評鑑，請各院所系（科）及早因應，並配合

學校相關提升教學品質措施，積累能量，以妥善面對明年的教學卓越計畫訪視及評鑑。 

2.各系教師申請教學助理，務請運用於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及協助教師處理教學相關事

務，切勿將教學助理視為工讀生使用。 

3.技職校院應兼顧理論與實務，請各系明確訂出教育目標及系的基本能力指標，俾使學

生具備基本能力，以因應產業界的需求。 

4.全國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分北、中、南三區，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由高應大統籌，含

本校在內計有 33 所夥伴學校，將共同推動相關提升教學的措施及資源的分享，請轉

知所屬教師踴躍參與該中心所舉辦的活動。 

5.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使學生了解課程規劃及課程與產業的聯結，極力推動課程地

圖，如附件 1(頁 14)，本校的課程地圖委請土資系先行擬定，其他各系也請陸續加入

推動課程地圖的行列。 

6.教育部近來積極推動教師製作數位教材並上網，請各系轉知所屬教師製作數位教材，

並要求教材品質，期於明年 4 月每系可達 85％以上。 

7.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計畫要點及計畫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2(頁 15)、

附件 3(頁 19)，請各系參考並踴躍提出申請。 

8.請各系轉知所屬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翻印」，並明示於教師的授課大綱。 

七、列席人員報告 

♁何副校長 

1.為提升教學品質，各校均已陸續建置教學品質系統圖，如附件 4(頁 20)，就學生面、教

師面，含課程進行，輸入系統後，就教學準備階段→教學實施階段→預警補救階段→自

評回饋獎勵階段，最後輸出系統，協助學生順利就業及繼續深造。請各系參考並建置適

合系上的提升教學品質系統圖，以因應 98 年度的科大評鑑。 

2.各系除鼓勵並輔導學生取得證照外，所屬教師的專業證照也應積極取得，師生證照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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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也是教學成效的重要考核指標。 

3.各系應積極鼓勵所屬教師開發教材，含紙本及數位化教材，學校也已訂定相關的補助辦

法。 

4.各科技大學均在為明年科大評鑑如火如荼的準備，請各系所能否先就 96 學年度的各項表

現，以 94 年的科大評鑑各項指標先行自評，成效較不足的項目應儘速補強。 

5.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已邁入第 3 年，請各系就技職校院的考核指標，如師

生專業證照、技職競賽以及校外實習等項，多所著力。 

6.教學卓越計畫各分項計畫各系可爭取之經費，如附件 5(頁 21)，請鼓勵所屬教師積極參

與。 

△游研發長 

1.本校 96 年度論文部分僅少數幾系呈現成長，為其隱憂之處。面對 98 年的科大評鑑，請

各系鼓勵所屬教師加快腳步，積累研究成果以為因應。 

2.教育部對於科技大學教師的實務能力極為重視，期望透過產學合作及聘請業界師資的模

式，以豐富課程的實務性。同時也藉此能鼓勵教師考取相關專業證照，並回饋至課程面。 

3.本校今年與鄰近各高職學校及各事業單取得合作，首度辦理「產學攜手專班」，高職端

學校也極為樂意協助宣導，獲得熱烈迴響。請相關各系對於這批「產學攜手專班」以及

原有的「台德菁英班」的學生，多予以重視與關懷。 

4.就業學程因涉及學生就業機會與競爭力，請各系能加以重視，尤其就業力較薄弱的系能

主動積極辦理，並參考以往辦理過的系，相關申請辦法可洽本處。 

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 

1.進修部新生報到註冊工作分別於 8 月 14、21、22 日執行完畢，感謝各位系主任親自（或

派員）參與，並協助解決新生疑慮，使註冊工作順利完成。 

2.97 學年度進修部暨附設院校招生、開學、加退選等作業已經完成，感謝各系、中心主任

及召集人的協助。 

3.開學以來，辦理休、退學學生人數逐漸增加，請各系協同各班導師加強輔導及關懷，以

降低休、退學比例。 

4.請各系全面審查各年級課程規劃表，並注意各學期開課之平衡，以免學生大四時修習之

學分數未達註冊標準之 9 學分，目前已經發生或發現四下不足 9 學分系科有運休、機械、

電子、建設、幼保、資管、企管、應外等系，教務組正在過濾處理中。 

5.對於某些超修的應屆畢業生，教務組已分別通知准予退選，部分學生已退選，但仍有部

分學生堅持不退選，請系主任幫忙，先一一告知學則規定必須至少修習 9 學分才算註冊

完成，亦即下學期的學分數不能低於 9 學分，否則將會影響畢業，以減少不必要的困擾

或造成學生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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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98 學年度進修部暨附設院校各系科招生人數表，如附件 6(頁 24)，請參閱。至於系再

分組的人數比例，屆時再研究如何做妥善的分配。 

△圖書館 

1.97 學年度各系所圖書經費預算分配經費分配原則： 

(1)本學期圖書經費為 1000 萬元。 

(2)各系（所）及中心預算含圖書、期刊、非書資料等經費。 

(3)各系（所）及中心經費分配原則，本學年基本額度為 30 萬元，再加上班級數比例 

予以分配。 

(4)新增系所之經費比例將以專案方式處理（專案經費為20萬元）。新增學程每學年給予

10萬元經費。 

(5)本經費上學期可執行 45％、下學期執行 55％。 

(6)97 學年度各系（所）圖書博物預算分配表：                      單位：(萬元) 

 

 

學

院 
系別 班級 基本額度 班級比例 合計 

學

院 
系別 班級 基本額度 班級比例 合計 

化工系 16 30 18.29 48.29 幼保系 22 30 25.15 55.15 

土木系 15 30 17.15 47.15 應外系 16 30 18.29 48.29 

電子系 34 30 38.86 68.86 運休系 23 30 26.29 56.29 

機械系 25 30 28.58 58.58 
通識 

中心 
0 40 - 40.00 

電機系 30 30 34.29 64.29 

工管系 31 30 35.43 65.43 

師培 

中心 
0 30 - 30.00 

建築系 10 30 11.43 41.43 

資工系 8 30 9.14 39.14 

藝術 

中心 
1 30 - 30.00 

工工工工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影像 

學程 
1 10 - 10.00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0 20 4.52 24.52 

人人人人 

文文文文 

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觀光 

學程 
1 10 - 10.00 

 合計 170 270 197.69 467.69 
 合計 63 200 69.72 2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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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別 班級 基本額度 班級比例 合計 

國企系 25 30 28.58 58.58 

企管系 47 30 53.72 83.72 

資管系 28 30 32.00 62.00 

財金系 16 30 18.29 48.29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學學學學 

院院院院 

數位 

學程 
1 10 - 10.00 

 合計 117 130 132.59 262.59 

公式：圖書經費（1000）-基本額度（600）＝餘額（400） 

餘額（400）÷全校班級數（350）＝班級比例（1.143）×（各系班級數） 

例如：電子系：1.143×34＝38.86 萬元 

2.97 學年度新增電子書學年度新增電子書學年度新增電子書學年度新增電子書，，，，請代為宣導請代為宣導請代為宣導請代為宣導並並並並多加使用多加使用多加使用多加使用，也敬請公布週知，轉告所屬系科教師與學

生踴躍連結圖書館電子資源整合系統利用各項資源。 

 

 

資源名稱資源名稱資源名稱資源名稱 資源簡介資源簡介資源簡介資源簡介 適用系所適用系所適用系所適用系所 使用期限使用期限使用期限使用期限 

聖典中文電子書資

料庫 

由時代聖典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優質電子圖

書知識庫，收錄逾收錄逾收錄逾收錄逾 10 萬冊的中文電子圖書萬冊的中文電子圖書萬冊的中文電子圖書萬冊的中文電子圖書，

主題內容包羅萬象。時代聖典公司為中國大學

出版社學會（CUPA）指定合作單位，與近 200

家知名出版社合作，提供各學科領域最專業之

資訊服務及專業的內容及和先進的檢索平台。 

全校各系 2009/6/24 

udn 數位閱讀電子書 

本資料庫由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提供，收錄中收錄中收錄中收錄中

文電子圖書文電子圖書文電子圖書文電子圖書 38 冊冊冊冊。每本書最多可同時 3 人連

線閱讀。由 udn 數位閱讀網

(http://reading.udn.com)與國內各出版社與作

家合作的電子書，重新編排製作、互動設計，

除了銷售給一般網友，也提供圖書館典藏。知

名作家的文學作品、奇幻高手的小說套書、全

民英檢語言學習書，或休閒旅遊、電腦教學和

財經企管叢書、年鑑，在 udn 數位閱讀電子書

庫都看得到。 

全校各系 永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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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 電子書 

技職校院專業用電子書計劃提供的 Wiley 

online books 為 John Wiley 所出版之電子

書，本館可看圖書本館可看圖書本館可看圖書本館可看圖書 24 冊冊冊冊。內容涵蓋商業、化

學、電腦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教育、工程、

法律、生命科學、數學與統計、醫學與公共衛

生、物理與天文、聚合物與材料科學、心理學

等領域。且篩選過為因應計畫需求提供給技職

校院 40個技職研發中心的六大領域中的:精密

機械/電力電子/光機電與通訊/生技醫療與農

業/環境生態與餐旅服務等五大領域科目。 

理工學院 永久使用 

○師資培育中心 

1.本學期師資生錄取 58 人，除有 4 人放棄外，其餘均有選課修讀，放棄者由備取生遞補，

故本次選課人數達 100%，加退選期間感謝教務單位的協助。 

2.本校申請設立體育、電腦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皆未獲通過(正式公文尚未送達)，原因

之一是設所未達 2 年。 

3.本學期參加半年全時實習的實習生共有 39 位，大部分在高職實習，小部分在國中實習，

實習學校分布全台。 

4.本年度應屆考上正式教師有：立志中學英文科謝明曄、新竹縣忠信高中幼保科李雅惠、

高雄縣華德工家英文科張淑萍等 3 人；代理代課教師有：福誠高中英文科鄭雅惠、龍華

國中英文科王雅君、國際商工許雅雯等。其餘同學尚在查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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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14 門、社會科學領域 14 門、自然科學領域 8 門、生命科學領

域 8 門，合計 44 門。 

(2)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7 門、社會科學領域 15 門、自然科學領

域 12 門、生命科學領域 9 門，共計 43 門。 

(3)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87 門。 

2.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傳統與現代的對話』課程表，如附件 7(頁 25)，歡迎

全校師生前往聆聽。 

3.「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六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98 年 1 月 31 日截稿，歡迎全校

教師踴躍投稿。 

4.通識博雅課程目前分二個時段開課，星期二下午為工學院，星期四下午為管理學院、人

文學院。今年暑假本中心接受學校訪視，奉 指示擬調整為四個時段開課，其中工學院

A 為星期一下午，工學院 B 為星期二下午，管理學院各系為星期三下午，人文社會學院

各系為星期四下午，實施時間從 97 學年度下學期或 98 學年度上學期，請各位系主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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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寶貴意見。 

☆藝術中心（無）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日間部各系科新生及轉學生註冊已順利完成，非常感謝各單位的用心與協助，統

計至 9 月 10 日之註冊資料如附件 8(頁 26)，電子檔已傳至各系。 

2.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時舊生未完成註冊人數將近有 1065 人，在各位主任及導師的協

助下至 9 月 24 日止，尚有在校生 27 位同學，延修生 24 名共 51 名 未註冊，麻煩各位主

任幫忙宣達。 

3.97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開課資料依慣例請各系於 10 月 17 日前彙整後送註冊及課務

組，以利教師申請網路教學及執行下學期學生之選課作業。 

4.98 學年度各所系科課程校外專家審查會議(E-4)，請於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

前完成（98 年 3 月 16 日）。 

5.請各位授課教師於學期結束成績結算後，務必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錄成績，以利各項業

務的順利進行。並請授課教師將成績紙本繳交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以便歸檔備查。 

6.畢業班導師請加強向應屆畢業生宣導最後一學期如仍需修習選修學分，請儘可能選修開

課於畢業班之選修課程，以免影響畢業時程與自身權益。 

7.麻煩各位主任於系務會議時協助宣達超修之通識學分不承認為畢業選修學分。 

8.專科畢業班學生課程如因停招，經系主任(專業課程)、共同科召集人(共同課程)認定核可

後始得跨至其他學制重(補)修。 

9.E-5 擴大辦理實務性跨領域特色學程： 

甲、計畫說明：積極推動各學院開授整合性具實務應用之跨領域特色學程，鼓勵學生選

修，有效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及擴展學習領域，配合產業需求橫向整合各系課程。另

並持續推動聘任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措施，落實實務性跨領域課程，配合學校專任

教師協同教學，以提升學生實務能力與就業競爭力。 

乙、計畫內容 :  

i 辦理實務性跨領域特色學程 

推動各學院在原有的特色學分學程架構下，擴大開設整合性具實務應用之實務性

課程，每一課程均由 1 至 2 間屬性相同之企業所認養並提供業界師資。 

ii 聘任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實務性跨領域菁英學程，所規劃模組至少需有三分之一以上課程聘任產業界專家

配合學校專任教師協同教學，以提升學生實務能力與就業競爭力。有關實施要點，

已於 9 月 23 日寄予各院系，請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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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組 

1.研究所提出申請規定至目前無消息，但報紙曾指出欲凍結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名額。 

2.97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招生，訂於 12 月左右舉行，招收 9 個研究所，今年增加資訊管理

研究所在職專班。 

3.98 年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春季班訂於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3 日報名，11 月 17 日考試，有

營建所之營建綠色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與機電所之汽機車精密機械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4.98 學年度二專停止招生；二技幼保、電機與機械停止招生。 

5.98 學年度四技增班為應外系與化工系所提之生技彩粧學位學程班。 

◎教學發展中心 

1.本中心執行 97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A-4「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預定於本學年

度舉辦教師教學研習 4 場/次（上、下學期各 2 場次），詳細研習時間容後通知。今年另

請各院系辦理 8 場/次教學觀摩或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本中心已編列預算，懇請各院系先

規劃辦理時程，預計工學院 4 場、管理學院 2 場、人文社會學院 2 場（含通識及師培中

心），請各院以每場/次聯合 2~3 系（中心）主辦為原則，務期以各系均能參與為目標，

並請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參與，教師研習場次將列入計畫內重要考核指標，另可提升教師

個人於本校年度教師評鑑之成績。 

2.本中心執行 97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A-3「落實創意教學」，包含舉辦創意課程講

座，預計舉辦 1 場創意課程講座；協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預計協助三個學院 6 位以上

的創意教學教師推動創意課程；舉辦創意教學成果展，以三院為企劃單位，預計邀請 3

位以上的創意思考教師展示其班級創意教學成果。請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參與，並提出願

投入「落實創意教學」之教師，本中心已編列預算補助。 

3.本中心執行 97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A-6「改善教學評量制度」，自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分成 3 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期初書面問卷調查，對象

為新進教師及上期評量不佳的老師；第二階段為期中線上問卷調查，對象為全校教師；

第三階段為期末書面補充問卷，對象為期中線上問卷未填答或科目填答人數過低的班

級，懇請各系轉知所屬教師予以配合，以提高填答率。 

4.本校教師教材上網率偏低，被列為 9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訪視結果的待改進項目，面對

97 年教學卓越計畫訪視及 98 年科大評鑑，懇請各系將之列為努力的目標。 

5.本校「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辦法」如附件 9(頁 29)，該辦法業經 96 年 9 月 10 日校務

會議通過，惟鑑於 96 學年度申請人數極少，懇請各系轉知所屬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6.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行事曆，如附件 10(頁 31)，懇請各系配合實施。 

7.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科網路教學開課統計表，如附件 11(頁 32)，請參閱。 

8.由於中心負責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院校所有老師的試卷印製，每當逼近期中及期末考

時，便有極大量的試題湧入，在人力不足下，恕難達成教師立即取回印妥試卷之要求，

請轉知所屬教師善加體諒，務請提前於考前一週前繳交平時、期中、期末試題，以免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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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整體的印製時程。 

9.請各系轉知系上招生小組成員，若有來賓參訪或招生需求時，可至本中心索取本校大本

中、英文簡介及抽印本中、英文簡介。 

10.〈正修校刊〉234 期將於 10 月 17 日截稿，預定 11 月初出刊，尚祈各單位不吝賜稿，

以豐富校刊內容。今後校刊將努力朝向電子化，逐次減少印製量，以避免資源浪費。 

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學分學程將新增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其修業規定及課程規劃，如附件 12(頁

34)，提請  討論。 

說明：1.為擴大工學院學生選修學程，擬於 97 學年度上學期除原有光電半導體製商學程、機

電學程、生態與環境學程、創思學程之外，另增加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等五門學

分學程納入工學院學程。 

2.本案經 97 年 9 月 22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因涉及排課，請工學院與所屬各系先行統整，其他各院亦可參與。 

 

提案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光電半導體製商學程、機電學程為配合各系課程調整，將調整其課程規劃，如附

件 13(頁 39)，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22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因涉及排課，請工學院與所屬各系先行統整，其他各院亦可參與。 

 

提案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子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如附件

14(頁 41)，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16 日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因涉及排課，請工學院與所屬各系先行統整，其他各院亦可參與。 

 

提案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為提升本系學生實務能力及提早熟知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特訂定「產業實習

要點(草案)」，如附件 15(頁 46)，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17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產業實習課程因牽涉鐘點，細節部份再議，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為加強學生專業實務能力與技能，以提升就業能力，訂定「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證照實施細則」，如附件 16(頁 58)，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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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17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各系為提升學生實務能力所訂統一為「實施辦法」，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為因應就業學程課程，增設課程「職涯規劃」1/2，如附件 17(頁 60)，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17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機械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 97 學年度博碩士班課程標準，如附件 18(頁 62)，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案經 96 年 4 月 21 日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及 97 年 6 月 24 日第 3 次系所務會議

審查通過。 

決議：書報討論列為 2 年必修，至書報討論（四）即可，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機械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制定「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及「提升

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如附件 19(頁 66)，提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之政策及提升本系所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學生專業技能學

習，特訂定本辦法。 

      2.本案經 96 年 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材系因應進修部招生類別人數調整，擬修訂本系 98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

程，如附件 20(頁 68)，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2 日系課程及輔導委員會、97 年 9 月 17 日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材系制定「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如附件 21(頁 70)，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案經 96 年 9 月 10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由工學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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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資工系「輔系指定需修習課程」案，如附件 22(頁 71)，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8 月 1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工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專業證照實施辦法」，如附件 23(頁 72)，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8 月 1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生轉組」實施辦法，如附件 24(頁 85)，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9 月 15 日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實務專題」授課時數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本校之相關規定，本系開授之「建築實務專題(一)、建築實務專題(二)、室設實

務專題(一) 、室設實務專題(二) 」等四科目之授課時數由原 1 學分/0 小時修正為 1

學分/2 小時。 

2.本案經 97 年 9 月 15 日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如附件 25(頁 86)，

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6 年 9 月 15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如附件 26(頁

87)，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教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民間團體協會推動「技術證照制度」的政策，

並提升本學位學程學生專業實務技能及就業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2.本案經 97 年 9 月 17 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由管理學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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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設「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和「科技專案管理」學分學程，

如附件 27(頁 92)，提請  討論。 

說明：1.新設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至少須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

他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原已設學程規定相同外，在課程規劃上則分為 2 門基礎必修

課程、5 門（含）以上之專業課程及 1 門整合課程，自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2.本案業經 97 年 9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四系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列為「院級必修」，由院所開設之整合課程列為「院

級選修」並視為跨系選修學分。四系修訂後之 97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表，如附件 28(頁

101)，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達院相關課程整合及四系師資相互支援，本院四系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列為

「院級必修」課程。如課程為一學年分(一)、(二)者，以課程(一)列為院級必修。 

2.本院累計至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開設 8 門整合課程，設定其為「院級選修」課程並

視為跨系選修學分，學生選一修讀即可。 

3.本案業經 97 年 9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企管系 97 學年度漏列「服務與學習」課程，該課程為 0 學分 2 小時。其他各系亦請留意

是否加入該課程，此乃教育部函示該課程自 96 學年度起須列入新生課程規劃。 

 

提案十九：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四系修訂「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根據 97 年獎補助款資料庫規定，有關學生技能檢定證照(英文檢定以外之所有證照)

之設定及採計，各校科、系、所須明訂提升學生就業能力之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

並訂定「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要點」，經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自

行於網站公告始得認列。 

2.資管系原訂定之「資管資訊能力輔導要點」中已訂有相關證照名稱，新修訂之要點

則增列相關證照以擴大資管系學生取得之標準。本案業經資訊管理系 97 年 9 月 15

日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修訂後之要點，如附件 29(頁 115)。 

3.企管系沿用 96 學年度「管理技能證照檢定實施要點」外，並再增加部份企管系相關

證照。本案業經企業管理系 97 年 7 月 1 日期末系務會議通過。修訂後之要點，如附

件 30(頁 124)。 

4.財金系原 96 學年度訂定「四技部專業證照輔導實施要點」更名為「就業能力檢定證

照輔導實施要點」，原「專業技能檢定課程實施評分要點」更名為「就業能力檢定

證照課程實施評分要點」，新修訂之要點更改相關檢定證照等級和課程評分標準。

本案業經財務金融系97年9月9日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修訂後之要點，如附件31(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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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企系配合 97 年獎補助款資料庫規定，並因應課程與檢定證照規範的改變，修訂原

96 學年度制定的「專業證照輔導與課程實施要點」。本案業經國際企業系 97 年 9

月 5 日期初系務會議通過。修訂後之要點，如附件 32(頁 146)。 

6.本案業經 97 年 9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國企系日間部大學部四年制跨系選修學分原定 4 學分，修訂為 9 學分案，提請  討

論。 

說明：1.國企系日間部四技跨系選修學分上限由 4 學分調整為 92 學分，不但較能符合學生修

業的實際狀況，亦可和現行學分學程規定「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

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相符。此案溯自 94 學年度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大學部

新生。 

2.本案業經國際企業系 97 年 9 月 16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本案業經 97 年 9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如附件 33(頁 157)，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5 月 19 日學程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97 年 5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 97 學年度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新生課程規劃，如附件 34(頁 172)，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5 月 19 日學程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97 年 5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應用外語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辦法」，如附件 35(頁 178)，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9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應用外語系學生「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 36(頁 179)，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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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案業經 97 年 9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幼兒保育系修訂 96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與 97 學年度日間部與進修部入學新生課程

規劃，如附件 37(頁 180)，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經本系 97 年 9 月 3 日系務會議與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2.為落實教學成效，擬修訂課程。 

決議：為使學生順利完成學分學程，請於說明第五點中修訂為「跨系選修，最多 9 學分」，

並請公告週知，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六：由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案由：為修訂「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如附件 38(頁 189)，提請  討論。 

說明：1.原第二點新增「並以本校專任教師申請教學助理優先辦理」句。 

2.原第六點之「每一教學助理在本校工作時數每月總計最多 42 小時」中之「最多」修

訂為「至多」。 

3.原第八點內文合併修訂。 

4.原第九點新增「(四)為鼓勵教學助理，每學期於期末考核後，經優秀教學助理遴選會

議決議遴選出每系至少 1 名優秀教學助理；並於每學期初提出考核不適任之教學助

理，供各系任用教學助理之參考。」 

5.新增「十、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須出席本校舉辦之教學助理說明會。」 

決議：第六點之「教學助理工讀金」之「工讀金」用字宜再研議，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七：由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為「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案，如附件 39(頁 191)，提請  討論。 

說明：本要點經 97 年 9 月 30 日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1 次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相關單位公告實施。 

 

十一、臨時動議 

提案人：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召集人林鳳女庒 

案由：本校四技通識課程將「環境與人類生態」列為各系必修，惟觀光遊憩學位學程卻將之

列為專業選修，互為牴牾，提請  討論。 

決議：1.「環境與人類生態」為四技各系之通識必修課程，不應列入該系選修課程。 

2.各系應統籌規劃通識基礎必修課程，尤其新設系及學程，請儘速完成課程代碼，俾

便教務工作之順利進行。 

 

十二、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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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97 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有關教師、學生與各系所得申請經費之分項計畫 

分項計畫名稱分項計畫名稱分項計畫名稱分項計畫名稱 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A-1 推動教師評鑑與獎勵優秀教師 人事室 1221 ◎◎◎◎   (1) 

A-2 推動網路教學 計算機中心 1280     

A-3 落實創意教學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1113 ◎◎◎◎   (2) 

A-4 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1113     

A-5 強化教學助理制度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1393  ◎◎◎◎  (3) 

A-6 改進教學評量制度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1112     

A-7 提升教師體適能計畫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 1125     

A-8 建立導師督導機制與諮詢  學務處 學輔中心 1126     

B-1 提升教師專業實務能力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1199 ◎◎◎◎   (4) 

B-2 加強與產業界之交流合作 研發處 1199 ◎◎◎◎   (5) 

B-3 推動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研發處 研究發展組 1199 ◎◎◎◎   (6) 

C-1 加強學生通識基礎能力 通識中心 6451     

C-2 深化學生通識博雅教育 通識中心 6451     

C-3 改善學生外語能力  語言學習中心 6251     

C-4 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1113  ◎◎◎◎  (7) 

C-5 提升學生國際觀  國際事務處 1193     

C-6 提升學生音樂與藝術素養 藝術中心 6302     

C-7 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及競賽能力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1199  ◎◎◎◎ ◎◎◎◎ (8) 

C-8 加強學生至業界實習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1199   ◎◎◎◎ (9) 

C-9 提升學生體適能計畫 體育室 6102     

D-1 新生生涯定向輔導 學務處 學輔中心 1126     

D-2 建置 E 化生涯歷程檔案 學務處 學輔中心 1126     

D-3 學生生涯輔導 學務處 學輔中心 1126     

D-4 拓展輔導服務資源合作機制 學務處 學輔中心 1126     

D-5 畢業校友調查與聯繫 研發處 校友及就輔組 1199   ◎◎◎◎ (10) 

E-1 培育工程科技整合人才 工學院 3222 ◎◎◎◎  ◎◎◎◎ (11) 

E-2 培育國際化管理整合人才  管理學院 5001 ◎◎◎◎  ◎◎◎◎ (11) 

E-3 培育觀光與休閒整合人才  人文社會學院 6001 ◎◎◎◎  ◎◎◎◎ (11) 

E-4 配合產業需求開設專業課程 教務處 註冊及課務組 1102   ◎◎◎◎ (12) 

E-5 辦理實務性特色課程 教務處 註冊及課務組 1102   ◎◎◎◎ (13) 

F-1 提升與推廣圖書資源 圖書館 1254     

F-2 充實學生自學輔導中心功能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1117     

F-3 強化數位多媒體影音學習平台 資訊管理系 5313     

F-4 改善教學設施與建置創意空間  總務處 1113     

G-1 協助各系所提升成效方案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1392   ◎◎◎◎ (14) 

G-2 實施教學卓越計劃管考機制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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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承辦單位 分項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之內容 

(1) 人事室 A-1 推動教師評鑑 

與獎勵優秀教師 

(1)獎勵優秀教師獎勵優秀教師獎勵優秀教師獎勵優秀教師 

申請對象：全校績優教師 

補助金額：依「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辦理 

(2)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A-3 落實創意教學 (1)提供教授創意教學課程之教師相關教學資源提供教授創意教學課程之教師相關教學資源提供教授創意教學課程之教師相關教學資源提供教授創意教學課程之教師相關教學資源 

申請對象：全校教師 

申請資格：97 學年度開設創意教學課程之教師，或

於教學過程融入創意教法之教師 

補助金額：依據教師實際支用狀況補助經費 

(3) 教學卓越計畫辦

公室 

A-5 強化教學助理

制度 

(1)教學助理制度教學助理制度教學助理制度教學助理制度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教師、大三以上成績優秀之學

生 

申請日期：每學期初開學 

補助金額：每位學生每學期以 4 個月為原則，計 168

小時為上限。 

(4)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B-1 提升教師專業 

實務能力 

(1)教師赴公民營研習補助教師赴公民營研習補助教師赴公民營研習補助教師赴公民營研習補助 

申請對象：全校教師 

補助金額：每件 20,000 元 

申請日期：97.10.15 前 

(2)辦理實務性辦理實務性辦理實務性辦理實務性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 

申請對象：各補助工學院 4 系、管理學院 3 系、人文

社會學院 3 系 

補助金額：30,000 元，依申請規模大小補助不同金額 

(5)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B-2 加強與產業界 

之交流合作 

(1) 先期型產學合作計畫案先期型產學合作計畫案先期型產學合作計畫案先期型產學合作計畫案(校內小產學校內小產學校內小產學校內小產學)之申請之申請之申請之申請 

申請對象：全校教師 

申請日期：10 底之前 

共補金額：每件平均 35,000 元整，共 945,000 元 

(6)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B-3 推動研發成果 

技術移轉 

(1)申請專利補助申請專利補助申請專利補助申請專利補助 

申請對象：全校教師 

補助金額：依申請專利種類之不同，補助不同金額 

(2) 撰寫儀器標準作業流程撰寫儀器標準作業流程撰寫儀器標準作業流程撰寫儀器標準作業流程(SOP) 

申請對象：全校教師 

補助金額：每件補助 2,000 元 

(7)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C-4 培養學生創新 

能力 

(1)創意社團獎助方案創意社團獎助方案創意社團獎助方案創意社團獎助方案 

申請對象：全校學生/社團 

申請資格：提出創意方案企劃書 

補助金額：依社團提出之創意方案，補助不同金額 

(8)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C-7 提升學生專業 

技能與競賽能力 

(1)獎勵在校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在校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在校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在校生考取專業證照 

申請對象：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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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考取乙級以上證照 

補助金額：考取證照者每人補助報名費 1,000 元，計

補助 80 人 

(9) 研發處 

技術合作組 

C-8 加強學生至 

業界實習 

(1)補助學生補助學生補助學生補助學生至校外參訪實習至校外參訪實習至校外參訪實習至校外參訪實習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所 

申請日期：出發前二週送申請書。 

補助金額：每學期補助各系約 8,000 元整。 

備註：各系每學期可申請 1 至 2 件，活動結束二週內

繳交心得報告及核銷收據(保險費、車資、茶

水) 

(10) 研發處 

校友及就輔組 

D-4 畢業校友調查 

與聯繫 

(1)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畢業校友經驗分享活動經驗分享活動經驗分享活動經驗分享活動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所 

補助金額：1 場補助 12,000 元，共補助 10 場 

備註：補助各系 1 學年以 1 場為原則。 

(11) 工學院、 

管理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E-1、E-2、E-3 

培育工程科技、國

際化管理 、觀光

與休閒整合人才 

開發跨領域教材相關補助，內容請洽各學院 

(12)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E-4 配合產業需求 

開設專業課程 

(1) 聘請產業界專家及畢業校友參與通識及專業聘請產業界專家及畢業校友參與通識及專業聘請產業界專家及畢業校友參與通識及專業聘請產業界專家及畢業校友參與通識及專業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所 

申請資格：依「系科本位課程發展機制」辦理 

補助金額：補助產業專家出席費、諮詢費及旅運費等

項目。 

(13)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E-5 辦理實務性 

特色課程 

(1) 協同教學申請協同教學申請協同教學申請協同教學申請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所 

申請資格：開設協同教學之課程 

補助金額：校外教師 1,600 元為原則。 

(14) 教學卓越計畫辦

公室 

G-1 協助各系所 

提升成效方案 

(1)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相關措施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相關措施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相關措施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相關措施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所 

申請資格：擬開授專業證照輔導專班課程 

補助金額：每系每次申請補助以 60,000 元為原則 

(2) 辦理相關辦理相關辦理相關辦理相關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申請對象：全校各系 

補助金額：每次補助以 100,000 為原則 



 

 

2
4
 

正修科技大學 97、98 學年度進修部暨進修院校各系(科)招生人數表 

招生類別招生類別招生類別招生類別 本校招收科系名額本校招收科系名額本校招收科系名額本校招收科系名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化材 土資 電子 機械 電機 工管 國企 建築 企管 幼保 資管 應外 財金 運休 資工 

97 學年 40 45 105 105 100 45 50 50 160 100 165 50 110 165 110 四 

技 98 學年 40 45 105 105 100 45 105 50 170 100 165 50 110 165 110 

97 學年   50      110  50   50  

１．高屏區進修部 

四技二專聯招 

二 

專 98 學年   0      50  40   40  

96 學年度報名人數:10280 人 

97 學年度報名人數:9475 人(減少 805 人) 

98 學年度本校二專減少 130 人,四技增加 65 人 

 電子 電機 工管 國企 企管 幼保 應外 運休 

97 學年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２．高屏區進修部 

二技聯招 
二 

技 98 學年 0 0 0 0 60 60 60 60 

 

96 學年度報名人數:3989 人 

97 學年度報名人數:2774 人(減少 1215 人) 

98 學年度本校二技減少 240 人 

 工管 企管 資管 應外 運休 

97 學年 0 100 50 100 50 

３．高屏區附設進 

修學院四校聯招 
二 

技 98 學年 50 150 100 100 50 

 

96 學年度報名人數:2241 人 

97 學年度報名人數:2236 人(減少 5人) 

98 學年度本校二技增加 150 人 

 機械 電機 工管 國貿 企管 資管 運休 

97 學年 100 100 115 55 175 165 50 

４．本校附設進 

  修專校獨招 
二 

專 98 學年 100 100 110 55 175 115 105 

 
97 學年度本校單獨招生:報名人數:969 人,招生人數 760 人 

98 學年度本校招生總量不變 

 工管 企管 幼保 應外    

97 學年 40 60 60 50    二 

技 98 學年 60 60 60 0    

        

５．本校二技四技 

  在職專班獨招 

四 

技 98 學年  60      

 

96 學年度報名人數:402 人 

97 學年度報名人數:263 人(減少 139 人) 

98 學年度本校二技減少 30 人,四技增加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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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 

正正正正修科技大學修科技大學修科技大學修科技大學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講座課程通識講座課程通識講座課程通識講座課程：：：：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表表表表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講講講講  題題題題 講講講講 座座座座 教教教教 師師師師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9 月 9 日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9 月 16 日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9 月 23 日 
異域、跨界、認同── 

留學生與中日的近代化 
陳瑋芬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9 月 30 日 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回顧與展望 黃俊傑 
台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兼人社高研院院長 

10 月 7 日 詩與思 楊儒賓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講座教授 

10 月 14 日 
東亞近代化中的抉擇： 

民族國家的誕生 
甘懷真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系主任兼所長 

10 月 21 日 道家思想的現代意義 蔡振豐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10 月 28 日 期期期期   中中中中   考考考考 

11 月 4 日 哲學的永恆問題與時代問題 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 

客座教授 

11 月 11 日 創創創創 校校校校 紀紀紀紀 念念念念 日日日日 

11 月 18 日 民主與民粹：台灣的未來 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系 

特聘教授 

11 月 25 日 從全球城市歷史談港都城市活力 黃麗生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

所教授兼所長 

12 月 2 日 近代知識人對東亞近代性的思考 徐興慶 
台灣大學日文系 

教授兼系所主任 

12 月 9 日 全球化與現代儒家 林啟屏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兼主任 

12 月 16 日 漢字文化圈的形成．崩解與展望 高明士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名譽教授 

12 月 23 日 從傳統圍棋探究現代管理理論 張昭焚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2 月 30 日 
儒學─農本主義─ 

現代化下的調適 
潘朝陽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1 月 6 日 期期期期   末末末末   考考考考 

備註 

協同教師：何清釧副校長、吳百祿主任、林鳳女庒老師、金清海老師 

上課地點：圖科大樓 10 樓至善廳 

上課時間：星期二下午 3:15~5:00 

演講對象：本校大學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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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 

97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專科部、研究所)新生註冊狀況分析表 

部別 
註冊

人數 

申請

入學 

推甄

入學 

技

優 

分

發 

核定招

生人數 

錄取

人數 

申請

入學 

推甄

入學 
技優 分發 

實際註

冊率 

核定註

冊率 

四技小計 1931 185 598 171 977 1825 2142 190 610 174 1168 90.1% 105.8% 

二專小計 86 0 16 4 66 100 105 0 18 4 83 81.9% 86.0% 

二技小計 259  107 2 150 300 302  105 2 148 85.8% 86.3% 

研究所小計 146  71  86 157 157  71  86 93.0% 93.0% 

Total  2422     1925 2706     89.5% 125.8% 

 

97 學年度(研究所已完成繳費)註冊狀況分析表 

所別 註冊人數 核定招生人數 推甄 考試 實際註冊率 

化材所 10 10 4 6 100.0% 

電子所 19 20 8 12 95.0% 

機電所 25 30 12 18 83.3% 

電機所 12 14 5 9 85.7% 

工管所 8 12 4 8 66.7% 

經管所 14 12 5 7 116.7% 

營建所 10 10 4 6 100.0% 

資管所 11 12 5 7 91.7% 

運休所 15 15 5 10 100.0% 

(博士班)機電所 3 3 0 3 100.0% 

營建所(秋季班) 19 19 19  100.0% 

小計 146 157 71 86 93.0% 

      

製表日期: 9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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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四技大學部)註冊狀況分析 

系別 
註冊

人數 

申請

入學 

推甄入

學 
技優 分發 

核定招

生人數 

錄取

人數 

申請

入學 

推甄

入學 
技優 分發 

實際註

冊率 

核定註

冊率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化工組 49 2 11 5 31 50 58 2 11 5 40 84.5% 98.0%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材料組 52 4 18 5 25 50 61 5 18 5 33 85.2% 104.0%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47 3 12 4 28 45 54 3 13 4 34 87.0% 104.4%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 40 0 15 5 20 40 45 0 15 5 25 88.9% 100.0% 

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 51 5 14 1 31 50 59 5 16 1 37 86.4% 102.0% 

電子工程系微波通訊組 50 2 16 4 28 50 57 2 16 4 35 87.7% 100.0%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56 3 16 4 33 50 57 3 17 4 33 98.2% 112.0%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106 10 29 10 57 100 121 10 29 10 72 87.6% 106.0%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51 0 18 4 29 50 55 0 18 4 33 92.7% 102.0%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107 9 35 9 54 100 119 9 36 9 65 89.9% 107.0%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55 5 16 5 29 50 60 5 16 5 34 91.7% 110.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10 49 33 8 20 100 123 50 33 8 32 89.4% 110.0%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100 7 34 7 52 100 116 7 36 7 66 86.2% 100.0%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53 4 16 4 29 50 58 4 16 4 34 91.4% 106.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56 3 17 4 32 50 58 3 17 4 34 96.6% 112.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55 2 19 4 30 50 57 2 20 4 31 96.5% 110.0% 

企業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組 54 4 17 4 29 50 60 4 17 4 35 90.0% 108.0%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48 0 13 3 32 50 55 0 13 3 39 87.3% 96.0% 

企業管理系投資理財組 57 3 16 4 34 50 58 3 16 4 35 98.3% 114.0% 

幼兒保育系活動與教材設計組 56 5 19 2 30 50 60 5 19 2 34 93.3% 112.0%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47 4 21 0 22 50 59 4 22 0 33 79.7% 94.0% 

資訊管理系 113 5 37 11 60 100 121 5 37 11 68 93.4% 113.0% 

應用外語系 49 2 18 3 26 50 57 2 20 4 31 86.0% 98.0% 

財務金融系 103 4 32 8 59 100 114 4 32 8 70 90.4% 103.0%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08 23 31 33 21 100 120 25 32 35 28 90.0% 108.0% 

資訊工程系 99 3 32 8 56 90 106 3 32 8 63 93.4% 110.0%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53 4 10 4 35 50 59 5 10 4 40 89.8% 106.0%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58 20 16 5 17 50 60 20 16 5 19 96.7% 116.0%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48 0 17 3 28 50 55 0 17 3 35 87.3% 96.0% 

小計 1931 185 598 171 977 1825 2142 190 610 174 1168 90.1% 105.8% 

               

製表日期: 9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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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大學部二技)註冊狀況分析表 

系別 
註冊

人數 

推甄

入學 
技優 

分發

入學 

核定招

生人數 

 錄取

人數 

推甄

入學 
技優 

分發

入學 

實際註

冊率 

核定註

冊率 

二技電子 47 20 0 27 50 50 20 0 30 94.0% 94.0% 

二技機械 45 16 1 28 50 50 16 1 33 90.0% 90.0% 

二技電機 50 17 0 33 50 51 18 0 33 98.0% 100.0% 

二技工管 39 17 0 22 50 50 17 0 33 78.0% 78.0% 

二技國企 43 18 1 24 50 51 18 1 32 84.3% 86.0% 

二技幼保 35 19 0 16 50 50 20 0 30 70.0% 70.0% 

小計 259 107 2 150 300 302 109 2 191 85.8% 86.3% 

            

製表日期: 97/09/10          

 

 

97 學年度(專科部)註冊狀況分析表         

科別 
註冊

人數 

申請

入學 

推甄

入學 
技優 分發 

核定招

生人數 

錄取

人數 

申請

入學 

推甄

入學 
技優 分發 

實際註

冊率 

核定註

冊率 

二專電子 42 0 9 2 31 50 52 0 11 2 39 80.8% 84.0% 

二專企管 44 0 7 2 35 50 53 0 7 2 44 83.0% 88.0% 

小計 86 0 16 4 66 100 105 0 18 4 83 81.9% 86.0% 

              

製表日期: 9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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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辦法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辦法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辦法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辦法 

 

96.07.23 教評會通過 

96.09.10 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製作數位化教材，提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補助標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門課程教材開發補助最高 5,000 元。 

二、各教學單位每學期最多補助 5 門課程，以必修、專業核心或實務

課程優先。 

三、申報項目以支應數位教材製作相關之耗材費用 (電腦、印表機等

儀器設備不予補助)。 

四、同一課程教材之開發案，不得重複接受補助。 

第三條 數位教材設計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教材設計不得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二、教師可依課程內容及教學策略製作適合之數位教材。 

三、依規定時程完成之數位教材，須於各教學單位課程網頁展示其成

果。 

四、教師所開發之教材須配合教學單位規劃上網公告，以供學生課餘

線上學習。配合校內舉辦之教學研討會以展示其教材開發成果。

對課程教材之內容與呈現方式負有維護責任。 

五、必備項目： 

(一)授課大綱、教學方式、評量方式、學習目標等。 

(二)完整之課程內容。 

(三)註明補助來源。 

第四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獎補助款。 

第五條 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由各教學單位統一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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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開發數位教材補助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    名 □專任    □96 新進教師(請�選) 

單    位 學  院  系   所  

申
請
人 電子信箱  分機：          行動：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班級系所 部/所系科/學制/年級/班別 授課學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必 選 修 □選修 □必修 (�選) 學 分 數 (請填寫授課學分及教學時數) 

教材網址 http://                                  

其它相關 □是 □否 曾開設相同網路課程，□是 □否 同一課程是否曾接受補助(�選) 

教 科 書  

參考書目  

課
程
資
料 

教學目標  

週 次 教學進度 教學活動 / 評量 

第 01 週   

第 02 週   

第 03 週   

第 04 週   

第 05 週   

第 06 週   

第 07 週   

第 08 週   

第 0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2 週   

第 13 週   

第 14 週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申請人簽章 教務處 主任秘書 

   

系所主管 人事室 校長 

   

 



 

 31 

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行事曆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行事曆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行事曆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行事曆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 

星星星星           期期期期 週週週週 

次次次次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教學回饋意見調查教學回饋意見調查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八 

 

月 

31       

 

  1 2 3 4 5 6 

1 7 8 9 10 11 12 13 

2 14 15 16 17 18 19 20 

3 21 22 23 24 25 26 27 

4 

九 

 

月 

28 29 30     

3 確認本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實施流程及日期」 

5 確認「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 

15 排定「上機時間表」(電腦教學組及註課組配合) 

17 向電腦教學組借教室 

19 簽呈會各單位、mail 上機時間表給林主任、羅老師 

25 確定「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請網路組完成線上問卷 

26 通知進修部(劉明輝)及學輔中心(郭灃毅)系統開放時間 

4    1 2 3 4 

5 5 6 7 8 9 10 11 

6 12 13 14 15 16 17 18 

7 19 20 21 22 23 24 25 

8 

十 

 

月 

26 27 28 29 30 31  

27 通知各系科、各教師及各班本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時 

間」(印上機時間表)，並將時間上網公告 

8       1 

9 2 3 4 5 6 7 8 

10 9 10 11 12 13 14 15 

11 16 17 18 19 20 21 22 

12 23 24 25 26 27 28 29 

13 

十

一 

月 

30       

10~14 實施本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系統開放至 28 日) 

 

13  1 2 3 4 5 6 

14 7 8 9 10 11 12 13 

15 14 15 16 17 18 19 20 

16 21 22 23 24 25 26 27 

17 

十

二 

月 

28 29 30 31    

1 從網組取得問卷資料 

2 資料分析開始 

31「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報告」完成 

17     1 2 3 

18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一 

 

月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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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 

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網路教學開課統計表學期各系網路教學開課統計表學期各系網路教學開課統計表學期各系網路教學開課統計表 

所屬系科所屬系科所屬系科所屬系科 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各科累計各科累計各科累計各科累計 

開課數開課數開課數開課數 

李安揚 有機化學 日間部四技化材二甲 輔教 

施琦玉 工程數學 日間部四技化材二乙 輔教 

葉志成 化學工程實習(一) 日間部四技化材四甲 輔教 

化工與材料工

程系 

蕭淑珍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三) 日間部四技化材四甲 輔教 

輔教 4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4 門門門門 

楊全成 土壤力學 日間部五專土資四甲 混合 

羅晨晃 測量學(三) 日間部五專土資三甲 輔教 

楊全成 營建安全與衛生 日間部五專土資五甲 輔教 

黃正忻 營建管理 日間部四技土資三甲 輔教 

土木與工程資

訊系 

林冠洲 生涯輔導 進修部四技土資二甲 輔教 

混合 1 門 

輔教 4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5 門門門門 

謝隆斌 網際網路原理與實務 日間部二技電子四甲 混合 

王志浩 介面技術 日間部二專電子二甲 輔教 

林銀章 計算機結構 日間部五專電子四甲 輔教 

許博學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日間部二技電子三甲 輔教 

謝隆斌 計算機概論 進修部四技企管一甲 輔教 

電子工程系 

蔡友遜 微波工程 碩士班電子一甲 輔教 

混合 1 門 

輔教 5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6 門門門門 

蕭惟隆 精密量具及實習 日間部四技機械三甲 輔教 

劉傳仁 流體力學 日間部四技機械三乙 輔教 

楊展佳 精密量測與實驗 進修部四技機械三乙 輔教 
機械工程系 

侯小屏 電腦輔助設計 進修部四技機械四甲 輔教 

輔教 4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4 門門門門 

黃燕昌 照明光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四甲 混合 

林永祥 商用微積分(一) 日間部四技國企一丙 輔教 

吳敏生 邏輯設計 日間部四技電機二甲 輔教 

朱弘仁 工程數學(一) 日間部四技電機二乙 輔教 

吳清水 電子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二丙 輔教 

廖炳松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日間部二技電機三甲 輔教 

廖炳松 網際網路應用 進修部四技電機三甲 輔教 

電機工程系 

張建智 網際網路應用 進修部四技電機三乙 輔教 

混合 1 門 

輔教 7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8 門門門門 

林邦傑 網際網路應用 日間部二技企管四甲 全程 

林邦傑 計算機概論 進修部四技工管一甲 輔教 

林進益 網際網路應用 進修部四技工管二甲 全程 

工業工程與管

理系 

林進益 程式語言 進修部四技土資二甲 輔教 

全程 2 門 

輔教 4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6 門門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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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系科所屬系科所屬系科所屬系科 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開課班級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各科累計各科累計各科累計各科累計 

開課數開課數開課數開課數 

陳坤茂 管理數學 進修部四技工管二甲 輔教 

林邦傑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進修部二技工管三甲 輔教 

建築與室內設 洪振榮 電腦輔助工程估價 日間部四技建設三甲 輔教 輔教 1 門 

傅日明 作業系統 日間部四技資工二甲 輔教 

劉建源 網頁程式設計 日間部四技資工二甲 輔教 資訊工程系 

黃志峰 計算機結構 日間部四技資工三甲 輔教 

輔教 3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3 門門門門 

曾貝莉 國際金融與匯兌 日間部四技國貿四乙 輔教 
國際企業系 

林鳳美 商業套裝軟體(一) 進修專校二專國貿一 輔教 

輔教 2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2 門門門門 

沈如鳳 會計學（一） 日間部四技企管一甲 輔教 

丁雲龍 微積分(一) 日間部四技影像學程 輔教 

胡琬珮 統計學(一) 日間部四技企管二甲 輔教 

戴榮顯 網際網路應用 日間部四技企管二乙 輔教 

企業管理系 

蔡政宏 管理心理學 進修部二專企管二甲 輔教 

輔教 5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5 門門門門 

陳叡箴 企業管理學 日間部四技財金一甲 輔教 

廖敏治 商用微積分(一) 日間部四技財金一甲 輔教 財務金融系 

周建志 國際財務管理 日間部四技財金四甲 輔教 

輔教 3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3 門門門門 

馬維銘 資訊安全 日間部二專資管二甲 混合 

馬維銘 3D 動畫製作 日間部四技資管三甲 輔教 資訊管理系 

林輝鐸 互動式網頁設計 進修部四技資管二乙 輔教 

混合 1 門 

輔教 2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3 門門門門 

幼兒保育系 邱美文 語文領域教學實務 日間部四技幼保三甲 輔教 輔教 1 門 

應用外語系 吳芳宜 跨文化溝通 日間部四技應外二甲 輔教 輔教 1 門 

運動健康與休 李俊德 運動休閒資訊管理 日間部四技運休二甲 輔教 輔教 1 門 

蔡添進 音樂欣賞 日間部二專企管一甲 輔教 

林綱偉 環境與人類生態 日間部四技幼保二乙 全程 

于蕙清 現代世界史 日間部二技通識三甲 輔教 

于蕙清 現代世界史(社會) 進修部四技通識一甲 全程 

全程 2 門 

輔教 2 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4 門門門門 

通識教育中心 

 

陳秋虹 古典小說創意教學(人文學) 日間部四技通識一甲 輔教 輔教 1 門 

全校總計開課數全校總計開課數全校總計開課數全校總計開課數 全程全程全程全程 4 門門門門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 4 門門門門 輔教輔教輔教輔教 50 門門門門  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58 門課程門課程門課程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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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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創新創意應用創新創意應用創新創意應用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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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全校之創新創意應用課程之實施目標，培養各系之種子教師來進行創意課程

與相關活動之舉辦，本計畫針對本校教師舉辦創思應用課程計畫，並舉辦創意座談邀請

業界創意人才實務專家蒞校指導與改進創意教學。例如 A.舉辦創意課程講座: 創意課程

講座將邀請本校全體教師參與，以激發本校教師教學創意。本系列創意課程講座內容包

括創意思考策略演練、多元創意才能演練、創意智財開發演練以及基礎性創意實作等，

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說明創意教學之意義，透過創意課程講座之舉辦，以協助本校教師將

創意教學方式融入教學過程，成功啟發學生多創意思考。B.協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協

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提供創意課程所需軟硬體資源，並協助進行學生創造力測驗，以

了解創意課程成效。C.舉辦創意教學成果展:舉辦創意教學成果展，展示各科系創意教

學成果，爭取全校師生對創意教學理念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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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二十學分，至少需有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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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之抵免由開課系所主任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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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本校工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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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後交至工學院管院辦公室（行

政大樓 03A0803;分機 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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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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主任認定後，轉呈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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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意應用學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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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時數 備註 

設計方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西洋建築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創意思考訓練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近代建築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基本設計(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3 6  

基本製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藝術概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表現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繪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古典設計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當代設計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建築色彩理論與應用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電腦藝術創作表現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化工與材料概論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2 2  

創意思考與發明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2 2  

生涯規劃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2 2  

材料科學-基礎篇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3 3  

電腦輔助繪圖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1 3  

工業工程與管理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3 3  

電腦藝術創作表現法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2 3  

奈米材料概論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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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時數 備註 

職業安全與道德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2 2  

科技管理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2 2  

     

創意思考與發明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生態工程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專業倫理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3 3  

坡地開發工程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3 3  

鋼結構施工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生態環境材料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3 3  

環境科學與工程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3 3  

     

製造程序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 3  

精密量測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 3  

創意思考訓練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 2  

品質管理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4  

統計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人因工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生產管理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4  

品質保證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可靠度工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嵌入式系統概論 電子工程系 2 3  

生涯輔導 電子工程系 2 2  

品德與專業倫理 電子工程系 2 2  

創意思考訓練 電子工程系 2 2  

半導體物理 電子工程系 3 3  

光電元件 電子工程系 3 3  

電磁學 電子工程系 3 3  

信號與系統 電子工程系 3 3  

太陽能電池 電子工程系 3 3  

天線設計實務 電子工程系 3 3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電子工程系 3 3  

     

計算機概論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電路學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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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時數 備註 

工程數學（一）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工程數學（二）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半導體物理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光電顯示器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嵌入式系統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2 3  

創意思考訓練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2 2  

真空技術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電機機械 電機工程系 3 3  

電動機控制 電機工程系 3 3  

控制系統 電機工程系 3 3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電機工程系 2 3  

創意思考訓練 電機工程系 2 2  

品德與專業倫理 電機工程系 2 2  

固態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3 3  

光電工程導論 電機工程系 3 3  

光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3 3  

生涯輔導 電機工程系 2 2  

電磁學 電機工程系 3 3  

半導體製程 電機工程系 3 3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機械工程系 1 3  

機械設計原理 機械工程系 2 2  

機械元件設計 機械工程系 2 2  

創意思考訓練 機械工程系 2 3  

電腦量測與自動化技術 機械工程系 2 2  

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工程系 3 3  

微機電系統 機械工程系 2 2  

     

資訊工程論壇 資訊工程系 1 1  

計算機概論 資訊工程系 2 3  

資訊工程倫理 資訊工程系 2 2  

計算機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2 3  

數位系統設計 資訊工程系 3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2 3  

電子電路實習 資訊工程系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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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時數 備註 

嵌入式系統概論 資訊工程系 2 3  

創意思考訓練 資訊工程系 2 2  

嵌入式系統設計 資訊工程系 2 3  

嵌入式系統專題 資訊工程系 2 3  

專題研討 資訊工程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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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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 

光電半導體製光電半導體製光電半導體製光電半導體製商學程課程規劃商學程課程規劃商學程課程規劃商學程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時數 備註 

光電材料特論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應用電化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半導體材料製程技術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真空薄膜工程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有機語液晶顯示器特論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奈米材料特論 化學工程與材料系    

     

半導體物理 電子工程系 3 3  

IC 製程技術 電子工程系 3 3  

半導體元件 電子工程系 3 3  

光電元件 電子工程系 3 3  

光電顯示器 電子工程系 3 3  

晶圓製程設備 電子工程系 3 3  

光纖通訊導論 電子工程系 3 3  

奈米工程 電子工程系 3 3  

太陽能電池 電子工程系 3 3  

基礎光通訊實習 電子工程系 2 3  

     

電磁學 電機工程系 3 3  

固態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3 3  

光電工程導論 電機工程系 3 3  

半導體製程 電機工程系 3 3  

薄膜工程與實務 電機工程系 3 3  

光電材料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真空技術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光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供應鍊管理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物流管理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物料需求計畫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生產管理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企業資源規劃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商業自動化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作業研究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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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學程課程規劃機電學程課程規劃機電學程課程規劃機電學程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時數 備註 

電機機械原理 機械工程系 2 2  

自動控制 機械工程系 3 3  

製造工程 機械工程系 3 3  

工程材料 機械工程系 2 2  

機電整合 機械工程系 2 2  

應用電子學 機械工程系 2 2  

氣液壓控制與實習 機械工程系 2 3  

電腦量測與自動化技術 機械工程系 2 2  

     

電機機械 電機工程系 3 3  

電動機控制 電機工程系 3 3  

控制系統 電機工程系 3 3  

工業配電(配電設計) 電機工程系 3 3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電機工程系 2 3  

信號與系統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電力系統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電磁學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電力電子 電機工程系 3 3 97 新增 

     

空調與機電設計實務 建築系    

消防工學 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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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4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 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學生就業能力學生就業能力學生就業能力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證照實施辦法檢定證照實施辦法檢定證照實施辦法檢定證照實施辦法-「「「「電子實務能力認證電子實務能力認證電子實務能力認證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97 年 9 月 16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本系所為配合政府機關及國內外民間機構推動「技術證照制度」的政 

策，並提昇本系所學生專業技術及就業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實施辦法： 

(一)每班於一年級上學期時遴選一位老師，負責宣導及說明技能檢定之政 

策、技能檢定之職類級別、報名與學術科檢定之流程、以及其他有關技能檢

定事項之諮商工作，及修習課程。負責宣導之老師每班發給二小時之鐘點費。 

(二)修習課程：電子實務能力認證(必修，0 學分 3 小時)。 

(三)學生於入本校就學後至四年級上學期 10 月 20 日前需至少取得一張電子類、

電機類、資訊類、或國際認證相關技術士證照丙級（含）以上或同等級能力

認證證照，如附表(1)所示，並填寫「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成績評量審核

表，及黏貼相關證明文件，如附表(2)所示，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四)本課程成績之評量： 

1.本課程證照取得之基本分數，丙級為 60 分、乙級為 70 分、甲級為 80 分，

而每再提出一張丙級、乙級以及甲級證照或同等級能力認證證照者，再分

別加 5 分、15 分、以及 25 分，但最高以 100 分計算。(以上證照生效日期

須於入本校就學之後，方可採計。) 

2.負責成績之評量老師每班發給二小時之鐘點費。 

(五)成績評量通過者，名單於 12 月 20 日前公佈於本系網頁，成績於四年級下學

期於學校規定時間內登錄「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之成績系統內。 

(六)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本課程評量審核，或審核未通過者，須修習本系於四年

級下學期開設之「電子實務能力認證」必修課程。 

(七)本課程上課內容為「單晶片能力認證丙級」相關課程。 

(八)本課程重補修依學校相關辦法辦理，或依規定至少取得一張電子類、電機

類、資訊類、或國際認證相關技術士證照丙級（含）以上或同等級能力認證

證照，如附表(1)所示，於下學期辦理加選該課程，並由負責老師於學校規定

時間內登錄「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之成績系統內。 

第三條：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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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 

                                                                                附表(1) 

證照名稱及級別 證照類別 國內/國外 發證單位 備註 

工業電子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腦硬體裝修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數位電子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數位電子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儀表電子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儀表電子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視聽電子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視聽電子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視聽電子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工業儀器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工業儀器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腦軟體設計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網頁設計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網路架設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配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配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配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室內配線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室內配線乙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室內配線甲級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乙種電匠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甲種電匠 政府機關 國內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交通事業-電信人員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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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名稱及級別 證照類別 國內/國外 發證單位 備註 

電子工程技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電機工程技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資訊工程技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電信工程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專利師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專利商標審查人員 政府機關 國內 考試院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政府機關 國內 經濟部  

MOS 專業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MOCC 專業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MS Visual Basic 專業認證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中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中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中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Access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Access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Access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Excel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Excel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Excel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PowerPoint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PowerPoin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PowerPoinl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Word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Word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OA Word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CA AutoCAD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CA AutoCAD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DA Access 進階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DA Access 專業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TQC-DA Access 實用級 民間機構 國內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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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名稱及級別 證照類別 國內/國外 發證單位 備註 

單晶片能力認證丙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

 

 

單晶片能力認證乙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

 

 

數位邏輯設計丙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

 

 

數位邏輯設計乙級 民間機構 國內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  

MOS(Microsoft Office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word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Excel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Power Point 2003 專家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Access 2003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OS-Access 2000 專家級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MCTS(Microsoft 國際認證 國外 Microsoft  

計算機綜合能力考核 國際認證 國外 美國微軟辦公軟體

 

 

CCNA(Cisco Certified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DA(Cisco Certified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NP(Cisco Certified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DP(Cisco Certified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SP(Cisco Certified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VP(Cisco Certified Voice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CCIP(Cisco Certified 

 

國際認證 國外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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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學生就業能力學生就業能力學生就業能力學生就業能力 

檢定證照實施辦法檢定證照實施辦法檢定證照實施辦法檢定證照實施辦法-「「「「電子實務能力認證電子實務能力認證電子實務能力認證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成績評量審核表課程成績評量審核表課程成績評量審核表課程成績評量審核表附表(2)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入本校 

就學年月 
       年       月 

班    級 
學制：         
        年        班 

學    號  

證照名稱 級別 證照號碼 
生效日期 

(西元/年/月) 

1.    

2.    

3.    

4.    

5.    

證照名稱 

(含級別、 

證照號碼、 

生效日期) 

(證照取得多張

時，請依序填

寫。) 
6.    

應繳證件 一、學生證影印本正反面(請浮貼) 

正面 反面 

二、證照影印本正反面(證照取得多張時，請依序浮貼。) 

證照 1(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2(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3(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4(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5(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證照 6(正面在上，反面在下) 

  

入本校就學 
取得證照 

□是       □否 評量成績  

審核老師  系主任  

 



 

 46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5 

 

正正正正 修修修修 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工管系產業實習要點工管系產業實習要點工管系產業實習要點工管系產業實習要點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編編編編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民民民民 國國國國 九九九九 十十十十 七七七七 年年年年 九九九九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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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產業實習要點草案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產業實習要點草案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產業實習要點草案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產業實習要點草案 

97 年 9 月 17 日制訂 

一、為提升本系學生實務能力及提早熟知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以增加就

業競爭能力，落實技職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工管產業實習為一學年課程，排訂於四年級必修，上下學期均為 0 學

分 3 小時，以校外實習方式進行，實施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年制學生，

自 98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之。 

 

三、實施方式：學生必需利用第二學年後寒暑假，赴本校以外之公民營機

構進行實習，實習期間選定本系專任教師進行管考，本系專任老師需

兼任實習指導老師至少一位以上，但兼任行政職得以不適用，累積實

習需達 108 小時。實習時間需於選修工管系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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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技能養成之工作。

擬參加「工管系產業實習」之同學，須於選修實習課程前各學期之期

中考後兩週內，提出擬實習單位之實習同意證明、家長同意證明、工

作性質說明之申請書及選定本系指導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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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實習時數可累計，但須取得各實習單位之實習時數證明，惟需事先經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提出變更實習單位的申請，並經審核通過後始能

更改，但僅以三次為限。未經申請變更核可或擅自更換實習單位者，其

實習時數不予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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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工管

實務實習課程之成績得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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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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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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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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工管系產業實習指導老師依據學生所累計的實習時

數、實習單位評分與實習報告進行評分，及格成績為六十分。 

 

八、工管系產業實習成績之計算方式： 

1. 實習單位評分      50％ 

2. 工管實務實習報告  50％ 

 

九、未完成工管實務實習累計時數之同學，得以參加公民營機構或本校所

舉辦之非學分班實務訓練、研討會或證照訓練之時數作累計，本系亦

得於暑期開設證照訓練專班提供學生研習之機會，費用比照暑期輔導

班收取。 

 

十、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及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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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四年制學生產業實習重要時間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四年制學生產業實習重要時間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四年制學生產業實習重要時間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四年制學生產業實習重要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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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之前 協助媒合實習單位  

二年級下學期  期中考後 

兩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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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進行實習與填寫工作日誌表 附表三 
暑假期間 

實習期間進行管考 附表五 
二年級暑假 

開學後兩週內 
實習單位填寫實習單位證明及評

分表 
附表四 

期中考之前 協助媒合實習單位  

三年級下學期 期中考後 

兩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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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進行實習與填寫工作日誌表 附表三 
暑假期間 

實習期間進行管考 附表五 
三年級暑假 

開學後兩週內 
實習單位填寫實習單位證明及評

分表 
附表四 

選課週 進行工管實務實習課程選課  

期中考前 繳交工管實務實習報告 附表六 
四年級上學期 

 期中考至 

畢業考 

實習成果發表 
 

� 實習期間 申請更換實習單位 (三次為限) 附表二 

註：�表示特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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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申請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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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指導老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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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單位變更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單位變更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單位變更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單位變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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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指導老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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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工作日誌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工作日誌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工作日誌表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學生實習工作日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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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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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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 

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系工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系工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系工管實務實習正修科技大學工管系系工管實務實習 

實習單位證明及評分表實習單位證明及評分表實習單位證明及評分表實習單位證明及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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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與與與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評評評評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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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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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公司用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此證明及評分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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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您在「綜合評語與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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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系校外實習在實施上仍有許多需改善之處，請您在「綜合評語與建議」欄上不

吝建議，以期能使此實習活動更務實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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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附表五附表五附表五) 

工管系工管實務實習管考意見表工管系工管實務實習管考意見表工管系工管實務實習管考意見表工管系工管實務實習管考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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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指導教師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56 

(附表六附表六附表六附表六) 

工 管 系 工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工 管 系 工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工 管 系 工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工 管 系 工 管 實 務 實 習 報 告 注 意 事 項  

一、工管實務實習報告繳交時間： 

於課程開課學期之期中考期間繳交實習報告。 

二、工管實務實習報告參考大綱： 

（壹） 企業簡介 

（貳） 企業所屬行業之基本環境分析(例如顧客、競爭情況.........) 

（參） 實習工作性質與工管問題之探討 

（肆） 建議與結論 

（伍） 附錄(附上與實習單位相關的合照相片、企業相關文件) 

三、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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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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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細則實施細則實施細則實施細則 

 

第一條 為加強本系學生專業實務能力與技能，以提升就業能力，特訂定本

實施細則。 

第二條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日間大學部學生應在畢業前修

習通過「實務證照檢定」課程，始能畢業。 

第三條 本系於四年級下學期設零學分兩節課之「實務證照檢定」課程，大

學部學生在取得本細則附件所認定之證照後，始得以抵免方式註記

本課程成績，不再另行評分，然已提出作為其他專業科目抵免之證

照不得再抵免「實務證照檢定」課程。 

第四條 本系學生須於當學期開學後二週內，自行提出相關證照證明，供系

主任簽署抵免單，逾期不予辦理。 

第五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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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細則細則細則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本系所認定之證照種類如下本系所認定之證照種類如下本系所認定之證照種類如下本系所認定之證照種類如下：：：： 

初階 ERP 規劃師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生管模組) 

ERP 軟體顧問師(配銷模組、生管模組) 

Auto CAD 2-D、3-D 乙級 

工業工程師證照 

工業安全與衛生甲、乙級 

IPMA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D 級 

APMP 國際專案管理專業  

作業風險管理師 

TQC 專案管理概論技能認證 

TQC 電子商務認證(進階級、專業級) 

TQC Access 認證(進階級、專業級) 

TQC SQL Server 認證(專業級) 

TQC FrontPage 認證、Dreamweaver 認證(進階級、專業級) 

TQC Pro/E 認證(專業級) 

TQC Pro/E 進階零件及曲面設計認證(專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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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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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 4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必修 90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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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27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2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28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3 服務與生活（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4 服務與生活（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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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007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95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6482 會計學（ㄧ） 3/4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87 精密量測 2/3 

專業必修 4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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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0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2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404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6488 ＊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85 成本會計 2/3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必修 46490 經濟學 2/3 專業選修 46822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46913 會計學（二） 3/3 專業選修 4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6910 管理英文導論 1/2 專業選修 46911 進階管理英文 1/2 

專業選修 4691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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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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4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必修 90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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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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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26 生產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06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4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必修 46494 財務管理 2/3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9 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07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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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428 專題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867 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18 管理個案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4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1 管理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93 ＊作業管理軟體

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890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3 職涯規劃 1/2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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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8 

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97 學年度課程標準學年度課程標準學年度課程標準學年度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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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班必修課程標準博士班必修課程標準博士班必修課程標準博士班必修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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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選修課程標準博士班選修課程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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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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程研究所碩士班程研究所碩士班程研究所碩士班  

97 學年度第一學年度課程標準學年度第一學年度課程標準學年度第一學年度課程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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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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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必修課程標準碩士班必修課程標準碩士班必修課程標準碩士班必修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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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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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選修課程標準碩士班選修課程標準碩士班選修課程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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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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9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97 年 0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1. 為配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之政策及提升本系所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學

生專業技能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2. 為配合本實施辦法本系所開設「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課程，具體執行

方式如下： 

2.1 本系於大學部四年級上學期將開設兩學分之「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課程。 

2.2 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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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期末考前一週提出專業證照

成績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系所辦公室以

便查核及評分。 

(2) 上述成績證明文件上之專業證照，需證明該生於在學期

間取得。 

2.2.3 成績之評量： 

(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取得國內機械與機電職類或其他

相關職類等證照。 

(2)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必須取得兩張丙級或一張乙級(含)

以上技術士證照，否則成績為不及格，並以 50 分評定。 

(3) 本課程之基本分數為 80 分，而每再增加一張丙級、乙

級、甲級證照者再分別加 5 分、10 分、15 分，但最高以

100 分計算。 

3.  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給四小時鐘點費。 

4.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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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97 年 0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1. 為提升本系所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學生專業技能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3. 為配合本實施辦法本系所開設「機械與機電實習」課程，具體執行方式

如下： 

2.1 本系於大學部日間部四年級上學期將開設兩學分之「機械與機電實

習」課程。 

2.2 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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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所選定之機械與機電職類公司需於開

學前 2 週報備核可後，始得修習本課程。並於期末考前

一週提出校外機械與機電實習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印

本一份，送至系所辦公室以便查核及評分。 

(2)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所選定之機械與機電職類公司可不侷

限於單一家公司。 

(3) 上述校外實習證明文件，需證明該生於在學期間取得。 

2.2.3 成績之評量： 

(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需至少取得國內合法之機械與機電職

類公司 180 小時以上之實習證明，否則成績為不及格，

並以 50 分評定。 

(2) 本課程總分 100 分，其中基本分數 80 分，實習績優證明

分數 20 分。 

(3) 學生提供之公司實習績優證明由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

依公司規模及學生實習內容與機械與機電職類關聯程

度給予 5-20 分的評定。本項分數經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

評定後即決定。 

3.  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給四小時鐘點費。 

4.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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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0 

                                                                                                                                     93.03.04 制訂 

                                                                                                                                             93.03.16 通過系務會議 

                                                                                                                                     94.01.10 修訂 

                                                                                                                                     97.04.23 修訂 

                                                                                                                                     97.09.02 修改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年制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進修部四年制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進修部四年制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進修部四年制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98 98 98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草案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草案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草案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草案    

說明：最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91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專業必修 71 學分) 

      選修 37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5 學分(跨系選修學分至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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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H029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H030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H032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H033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H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H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H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H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H031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9H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H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9HA07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9HA06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9HA09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材料科學導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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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合計 17 學分 24 小時 必修合計 18 學分 23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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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H03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H012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H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H04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H035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H036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業必修 9HA37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基礎必修 9H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HA14 有機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9HA03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9HA17 物理化學(一) 2/2 專業必修 9HA15 有機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儀器分析實驗 1/3 專業必修 9HA18 物理化學(二) 2/2 

專業必修   儀器分析 2/2 專業必修 9HA13 有機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9HA22 質能均衡 2/2 專業必修   高分子化學與物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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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必修合計 15 學分 20 小時 必修合計 16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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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H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H038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9HA21 工程數學 3/3 專業必修   材料熱力學 3/3 

專業必修   材料物理 3/3 專業必修   材料分析 3/3 

專業必修   高分子實驗 1/3 專業必修   材料工程實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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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HN02 化工與材料概論 3/3 選修   工程倫理 2/2 

專業選修 9HN53 科技管理與統計 2/2 專業選修   奈米材料概論  3/3 

專業選修   固態化學  3/3 專業選修   高分子材料分析技術 3/3 

專業選修   奈米材料概論  3/3         

必修合計 8 學分 11 小時 必修合計 8 學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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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工程實習 1/3 

專業必修 

9HA41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二) 3/3 

專業必修 9HA40 

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

(一) 3/3 專業必修 9HA45 書報討論 2/2 

選      修 9HN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HN42 光譜分析及結構鑑定 3/3 

專業選修 9HN36 環境工程概論 3/3 專業選修 9HN06 半導體材料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複合材料  3/3 專業選修 9HN11 光電材料特論 3/3 

專業選修   高分子光電材料  3/3         

必修合計 4 學分 6 小時 必修合計 5 學分 5 小時 

說明 ：(1)9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畢業總學分數至少為 128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專業選修 25

學分（跨系至多 1/3）) 

       (3)*表示須上機 

       (4)每學期至少修習 9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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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1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    
「「「「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    

96.7.26 制訂 

96.9.10 系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為配合教育部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推動「職業證照制度」政策，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採宣導及輔導雙管齊下原則，落實輔導學生取得證照之目標。 

第三條：為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特擬定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一、 證照取得宣導工作： 

1.負責人員：由技檢輔導委員會選定老師擔任宣導任務。 

2.宣導時間：於四技一年級化學工程概論課程中排定 2 小時辦理 

3.宣導內容： 

(1)技能檢定目的 

(2)技能檢定之職類級別 

(3)報名與學術科檢定流程 

(4)其他有關技能檢定事項 

二、 證照檢定輔導工作 

1.於四技二年級上學期開設 3學分「化學技術能力評量」、四技三年級上

學期開設 3學分「化工技術能力評量」課程，此 2門課均為選修。 

2.本系學生於開學時自行加選此 2 課程，其學分併入當學期所修總學分

計算，惟不得抵觸學校相關規定。 

3.本課程授課內容及授課教師由技檢輔導委員會開會決定。 

4.本課程授課時數得不受學校超鐘點辦法之限制。 

5.成績評量： 

(1)選修本課程學生須報名丙級或乙級化學技術士考試，且學科成績及格。 

(2)學科成績及格者，取得本課程基本分數 80 分。 

(3)學科成績不及格者本課程評定成績不得及格。 

6.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1)選修本課程之學生須於12月31日前提出成績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本

各一份，送至授課老師處評量。 

(2)成績證明文件上之日期必須為授課期間始得納入評量。 

(3)授課老師審核成績證明文件無誤後將正本歸還，影本送交系辦公室。 

第四條：本辦法由技檢輔導委員會會商送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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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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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系需修讀之指定專業課程表輔系需修讀之指定專業課程表輔系需修讀之指定專業課程表輔系需修讀之指定專業課程表」」」」 

 

97.08.01 系務會議通過 

97.9. 22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四技正修科技大學四技正修科技大學四技正修科技大學四技 修讀資訊工程系輔系課程修讀資訊工程系輔系課程修讀資訊工程系輔系課程修讀資訊工程系輔系課程 

� 需修滿下列至少需修滿下列至少需修滿下列至少需修滿下列至少 20 學分始得承認輔系資格學分始得承認輔系資格學分始得承認輔系資格學分始得承認輔系資格 

開課修業年級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一年級下學期 專業必修 4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二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10 電子電路(一) 3/3 

二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二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27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務  2/3 

二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11 電子電路(二) 3/3 

二年級下學期 專業必修 4IA24 作業系統 3/3 

三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19 嵌入式系統概論 �� 2/3 

三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21 Linux 作業系統 �� 2/3 

三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22 計算機結構 3/3 

三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23 資料結構 �� 3/3 

三年級上學期 專業必修 4IA26 離散數學 3/3 

四年級下學期 專業必修 4IA25 實務專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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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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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提提升升升升學生就業能力專業證照學生就業能力專業證照學生就業能力專業證照學生就業能力專業證照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 

97.08.01 系務會議通過 

97.09.22 工學院通過 

97.09. ○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培育學生專業實務技能，提升學生就業能力，積極鼓勵學生

參與各類專業證照考試，藉以提升學生專業技術能力，蓄涵就業能

量，特訂定本實施辦法。 

第二條 為配合本系發展特色目標、業界需求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專業

證照」係指包括考試院、經濟部、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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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一)所示，證照類別項目視實際情況增修。 

第三條 為落實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之目標，本實施辦法採「宣導」及「輔

導」之原則實施，實施方式如下： 

1. 每班遴選本系專任教師一名，負責宣導各類專業證照在職場之需

求、測試流程、測試內容及諮商工作。 

2. 於三年級時本系將擇定適當時間實施宣導一次，負責宣導之教師每

班每學期發給二小時鐘點費。 

3. 鼓勵本系專任教師將相關專業證照測試內容融入專業課程教材，並

於適當學期開設相關專業證照輔導研習課程，提供本系學生免費參

加。 

4. 於四年級下學期開設二學分之「實務研習」選修課程，相關辦法詳

見本系「實務研習」實施辦法。 

第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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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正修正修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政府機關 高考三級-資訊科 國內 通過 考試院  

政府機關 普考-資訊處理科 國內 通過 考試院  

政府機關 初等考試-電腦打字科 國內 通過 考試院  

政府機關 高普考-民間機構資訊類科 國內 通過 考試院  

政府機關 資訊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政府機關 電子工程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政府機關 電機工程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專案管理類 

專案管理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學習類 

線上課程帶領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學習類 

數位教學設計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料庫系統類 

資料庫設計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訊管理(應用)

類 

資訊管理(應用)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軟體設計類 

軟體設計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資訊安全類 

資訊安全管理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開放式系統類 

Linux 維護管理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開放式系統類 

Linux 服務整合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開放式系統類 

Linux 系統進階管理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系統分析類 

系統分析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系統分析類 

系統分析+電子商務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系統分析類 

系統分析+物件導向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一一一一) 



 

  74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內容類 

數位內容遊戲企劃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數位內容類 

數位內容遊戲美術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嵌入式系統類 

嵌入式系統軟體開發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通訊類 

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網路通訊類 

網路通訊+網路規劃設計專業人員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電腦軟體應用職類 
國內 

丙級以

上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電腦軟體設計職類 
國內 

丙級以

上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電腦硬體裝修職類 
國內 

丙級以

上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網路架設職類 
國內 

丙級以

上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網頁設計職類 
國內 

丙級以

上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工業電子職類 
國內 丙級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政府機關 
勞委會技術士技能檢定 

-數位電子職類 
國內 

乙級以

上 

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 
 

民間機構 ERP 軟體顧問師 國內 甲級 

鼎新電腦

股份有限

公司 
 

民間機構 ERP 導入顧問師 國內 甲級 

鼎新電腦

股份有限

公司 
 

民間機構 TCSE 國內 通過 趨勢公司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中文秘書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英文秘書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 e-Office 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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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行銷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人事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企畫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文書人員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程式設計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電子商務應用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資訊管理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專業網頁設計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多媒體網頁設計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互動式網頁設計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網站程式開發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網站資料庫管理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 認證-Linux 系統管理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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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民間機構 TQC 認證-Linux 網路管理工程師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DK 電子商務概論 專業級 EC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DK 專案管理概論 專業級 PF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S 作業系統類 

Win XP Professional 專業級 W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S 作業系統類 

Linux 系統管理專業級 LX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S 作業系統類 

Linux 網路管理專業級 LM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類 

中文輸入專業級 C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類 

日文輸入進階級 J2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類 

日文輸入專業級 J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類 

文書處理 Word 專業級 R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類 

電子試算表 Excel 專業級 X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OA 辦公軟體應用類 

電腦簡報 PowerPoint 專業級 P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DA 資料庫應用類 

電子資料庫 Access 專業級 AS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DA 資料庫應用類 

資料庫管理 SQL Server 專業級 SQ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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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DA 資料庫應用類 

資料庫管理 MySQL 專業級 MY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PD 程式設計類 

程式設計 Visual Basic 6.0 專業級 V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PD 程式設計類 

程式設計 JAVA JDK 1.4 專業級 JV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PD 程式設計類 

軟體開發 Visual Basic 6.0 專業級 B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IP 影像處理類 

影像處理 PhotoImpact 專業級 PI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IP 影像處理類 

影像處理 Photoshop 專業級 PT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MD 多媒體設計類 

多媒體設計 Flash 專業級 FL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網頁設計 Frontpage 專業級 FP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網頁設計 HTML 專業級 HT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網頁設計 Dreamweaver 專業級 DW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網頁程式設計 Java Script 專業級 JS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互動式網頁設計 ASP.NET 專業級 AN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互動式網頁設計 ASP 專業級 AP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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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民間機構 TQC-WD 網頁設計類 

互動式網頁設計 PHP 專業級 PH3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技能

基金會 

 

民間機構 MOCC 專業認證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教育 

發展協會 

 

民間機構 MOS 專業認證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教育 

發展協會 

 

民間機構 MS Visual Basic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 

電腦教育 

發展協會 

 

民間機構 ERP-鼎新 ERP 應用師或規劃師 國內 通過 

中華企業

資源規劃

學會 

(ERP 學

會) 

 

民間機構 ERP-鼎新 ERP 顧問師 國內 通過 

中華企業

資源規劃

學會 

(ERP 學

會) 

 

民間機構 IPMA D 級專案管理証照 國內 乙級 
台灣專案

管理學會 
 

民間機構 單晶片能力認證 國內 通過 

台灣嵌入

式暨單晶

片系統發

展協會 

 

國際認証 
MCITP.NET (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Database Administrato.NET r)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証 
SCJP(Sun Ceritfied Programmer for JAVA2 

Platform) 
國外 乙級 SUN  

國際認證 
MOS Master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 
國內 通過 

美國微軟
辦公軟件
全球測驗
中心 

Certiport
™  

 

國際認證 計算機綜合能力考核 IC
3
 國外 通過 

美國微軟

辦公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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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全球測驗

中心 

Certiport

™ 

國際認證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國外 通過 

美國微軟

辦公軟件

全球測驗

中心 

Certiport

™ 

 

國際認證 

MCSE 

-Security on Windows 2000/2003 

-on Windows 

-Security on Windows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E+I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D 

-on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on Microsoft .NET 

-VB.NET 

-C#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DBA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P(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P+I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A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on Windows 2000)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A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Security on Windows 2000)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A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on Windows Server 2003)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A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on Windows)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A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on Windows Server)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SA (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Security on Windows)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AD.NET(Microsoft Certified Application 

Developer on Microsoft.NET)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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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國際認證 MCITP SQL Server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ITP(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Database Developer )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ITP(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Database Administrator)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ITP(Microsoft Certified IT Professional-- 

Business Intelligence Developer )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PD(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Developer-- Web Developer )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PD(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Developer-- Windows Developer)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PD(Microsoft Certified Professional 

Developer--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Developer)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icrosoft Certified Architect Program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NET Framework 2.0 Web 

Applications )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NET Framework 2.0 Windows 
Applications )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NET Framework 2.0 Distributed 
Applications)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SQL Server 2005)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 BizTalk Server 2006 )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 BizTalk Server)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SQL Server)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NET Framework Web 

Applications )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TS(Microsoft Certified Technology 

Specialist --NET Framework Windows 

Applications )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CDST(Microsoft Certified Desktop Support 

Technician ) 
國外 甲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icrosoft mous MMI 國際講師認證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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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國際認證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0 國外 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Master-- 大師級認證 國外 乙級 Microsoft  

國際認證 
CCNA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CDA 

(Cisco Certified Design Associate)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CNP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CDP 

(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CSP 

(Cisco Certified Security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CVP 

(Cisco Certified Voice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CIP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國際認證 Career Certifications&Paths 國外 乙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IE+security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IE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Security and VPN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IP Communications 國外 乙級 Cisco  

國際認證 Wireless 國外 乙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DP(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SP(Cisco Certified  Security Professional)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VP(Cisco Certified  Voice Professional)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IP 

(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Professional) 
國外 甲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國外 乙級 CISCO  

國際認證 CCDA(Cisco Certified  Design Associate) 國外 乙級 CISCO  

國際認證 SCJP(Sun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國外 通過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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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國際認證 SCJD(Sun Certified JAVA Developer) 國外 通過 SUN  

國際認證 
SCWCD(Sun Certified Web Component 

Developer) 
國外 通過 SUN  

國際認證 
SCID(SUN CERTIFIED DEVELOPER FOR 

J2SE)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SCBCD(SUN CERTIFIED BUSINESS 

COMPONENT DEVELOPER)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SCDJWS(SUN CERTIFIED DEVELOPER 

FOR JAVA WEB SERVICE)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SMAD(SUN CERTIFIED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R)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SCEA(SUN SERTIFIED ENTERPRISE 

ARCHITECT)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SCMAD（Java 手機程式設計師認證）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SCAJ（Sun Certified Architect for Java 

Technology） 
國外 甲級 SUN  

國際認證 
Linux 認證- LPIC I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Linux 認證- LPIC II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RHCE(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國外 甲級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The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Examination 

Completion Report LPI Level 1 Exam 101 
RPM 

國外 乙級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The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Examination 

Completion Report LPI Level 1 Exam 102 
國外 乙級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The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evel 1 

Certification 
國外 乙級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The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evel 2 

certification 
國外 乙級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The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level 3 

certification 
國外 乙級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Linux Essentials (LE)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LSA)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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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Linux Network Administration (LNA)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Linux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 (LEA)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

al Institute 

 

國際認證 RHCE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國外 通過 
Red Hat , 

Inc. 
 

國際認證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國外 乙級 
Brampton, 
Ontario, 
Canada 

 

國際認證 
IPMA-D(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D level) 
國外 乙級 

Taiwan 
Project 

Managem
ent 

Associatio
n 
 

 

國際認證 Emergency first ersponse 國外 乙級 

Emergenc
y first 

ersponse 
of USA 

 

國際認證 Oracle Certified Associate 國外 通過 Oracle  

國際認證 Oracle Certified Master 國外 通過 Oracle  

國際認證 
OCP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8i OCP) (9i OCP) 
國外 甲級 Oracle  

國際認證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國外 甲級 PMI  

國際認證 RHCT(Red Hat Certified Technician) 國外 丙級 

THOMSO

N 

PROMET

RIC 

 

國際認證 NCLP(Novell Certified Linux Professional) 國外 乙級 Novell  

國際認證 TestDaF 國外 乙級 
TestDaF 

Institut 
 

國際認證 CIW 國外 甲級 

THOMSO

N 

PROMET

RIC 

 

國際認證 
Fluke Networks’ Certified Cabling Test 

Technician (CCTT) 
國外 乙級 

Fluke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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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別 

(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國際認證 COMPTIA RFID+ 國外 乙級 
COMPTI

A 
 

國際認證 COMPTIA LINUX+ 國外 乙級 
COMPTI

A 
 

國際認證 
CWNA(Certified Wireless Network 

Administrator) 
國外 乙級 Planet3  

國際認證 Adobe Certified Expert (ACE) 國外 通過 
Adobe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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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4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生轉組實施辦法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生轉組實施辦法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生轉組實施辦法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生轉組實施辦法 
9,12,2008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訂 

9,15,2008 系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訂定本辦法，據以處理學生轉組事宜。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相關事項由本系之系務發展委員會執行。 

第 三 條 學生如認為就讀組別與其志趣不合時，得於每學期結束前二週內提出申請轉

組，逾期不予受理。 

第 四 條 各組轉入人數在不影響教學下，以不超過原核定新生名額，加一成為原則。 

第 五 條 轉入人數如超過該組名額，則以學業成績、操行成績、系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意見等因素決定之，必要時得舉行甄試。 

第 六 條 一年級學生修滿一學期或一學年，得申請轉入別組。 

二年級學生得申請轉入別組。 

第 七 條 學生休學期間不得申請轉組，若原肄業組別變更或停辦時，得於復學後，依

學生興趣，輔導其提出轉組申請。 

第 八 條 僑生或外籍學生轉組如受成績名額之限制，得從寬處理，其轉入或轉出年級

仍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學生申請轉組，應填具轉組申請書，經家長、導師、系主任同意後，於規定

時間內繳回，彙整提送系所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第 十 條 學生轉組以一次為限，轉組申請通過後，若發現本身無法適應轉入組別，且

原轉出組別尚有名額，則得於開學後二週內提出申請轉回原組就讀，惟其後

不得再申請轉組。 

第十一條 轉組學生須修滿轉入組別之規定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據其他有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研擬，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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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5 

正修科正修科正修科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97 年 09 月 15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之政策及提升本系學生就業能力，並加

強學生專業技能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配合本實施辦法本系開設「專業證照」課程，具體執行方式如

下： 

一、本系於四年級下學期將開設兩學分「專業證照」課程。 

二、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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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1)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 5 月 31 日前提出成績證明文

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成績評量老師處以便查核

及評分。 

(2)上述成績證明文件上之日期必須確認係該生入學本校

後之日期。 

(3)成績評量老師必須審核該生之成績證明文件，審核後並

將正本歸還該生，而影印本留置存查。 

3.成績之評量： 

(1)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取得國內外建築職類、室內設計

職類或其他職類等相關證照。 

(2)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必須取得兩張丙級或一張乙級

(含)以上技術士證照，否則成績為不及格，並以 50 分

評定。 

(3)本課程之基本分數為 65 分，而每提出一張丙級、乙級、

甲級證照者再分別加 5 分、15 分、30 分，但最高以 100

分計算。 

第三條  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給四小時鐘點費。 

第四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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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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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 
97 年 9 月 17 日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一、背景說明： 

為配合教育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民間團體協會推動「技術證

照制度」的政策，並提升本學位學程學生專業實務技能及就業能力，

特訂定本辦法。 

二、實施辦法： 

1.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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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有關技能檢定事項之諮商

工作。 

2.於三年級上學期將擇定適當時間實施宣導一次，負責說明老師每班

發給二小時鐘點費。 

3.開課、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1)於四下（大學部四技）開設「實務研習」選修課程其學分數為 2

學分 3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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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a.選修本課程之學生必須於 5 月 30 日前提出成績證明文件之正

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成績評量老師處以便查核及評分。 

b.上述成績證明文件上之日期必須確認係該生入學本校後之日

期。 

c.成績評量老師必須審核該生之成績證明文件，審核後並將正本

歸還該生，而影印本留置存查。 

(4)成績之評量： 

a.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取得電子類、機械類、電機類、化材類、

資訊類或國際認證相關技術士證照丙級兩張或乙級(含)以上一

張或同等級能力認證證照（如附表 1 所示），該生之成績始得

依下款之規定計分。 

b.本課程之基本分數為 70 分，而每提出一張丙級、乙級、以及

甲級證照者再分別加 5 分、15 分、以及 25 分，但最高以 100

分計算。 

4.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每班每學期發給兩小時鐘點費。 

5.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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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表表表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數(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政府機關 工業電子丙級 國內 單一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電腦硬體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數位電子 國內 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儀表電子 國內 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視聽電子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工業儀器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乙種電匠 國內 及格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甲種電匠 國內 及格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交通事業－電信人員 國內 及格 考試院 電子類 

政府機關 電子工程技師 國內 及格 考試院 電子類 

政府機關 專利師 國內 及格 考試院 電子類 

政府機關 專利商標審查人員 國內 及格 考試院 電子類 

其他 單晶片能力認證 國內 丙級(含以上)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

片系統發展協會 
電子類 

其他 嵌入式系統能力認證 國內 丙級(含以上) 
台灣嵌入式暨單晶

片系統發展協會 
電子類 

政府機關 化學技術士技能檢定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化材類 

政府機關 化工技術士技能檢定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化材類 

政府機關 
石油化學技術士技能

檢定 
國內 乙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化材類 

政府機關 
廢水、空污固體廢棄物

處理 
國內 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化材類 

政府機關 精密機械工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配電電纜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機械製圖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工業儀器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電器修護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機械類 

政府機關 一般手工電銲 國內 單一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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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數(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政府機關 工業用管配管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工業配線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工業儀器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用電設備檢驗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冷凍空調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室內配線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配電電纜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配電線路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機電整合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變電設備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變壓器裝修 國內 丙級(含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工業安全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電機類 

政府機關 冷凍空調工程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電機類 

政府機關 電子工程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電機類 

政府機關 電機工程技師 國內 甲級 考試院 電機類 

其他 積體電路佈局設計 國內 乙級 臺灣積體電路  

設計學會 電機類     

其他 Labview 專業認證 國內 

Labview 基礎

認證(CLAD)

以上 

National 

Instruments 公司 
電機類 

其它 數位電路設計 國內 及格 台灣積體電路學會 電機類 

其它 積體電路佈局設計 國內 及格 台灣積體電路學會 電機類 

其它 
類比與混合訊號電路

設計 
國內 及格 台灣積體電路學會 電機類 

政府機關 系統分析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軟體設計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網路通訊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資訊安全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資訊管理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資料庫開發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專案管理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數位學習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嵌入式系統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政府機關 數位內容類 國內 通過 經濟部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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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數(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應用類 國內 丙級(分)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資訊類 

政府機關 電腦軟體設計類 國內 丙級(分)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資訊類 

政府機關 電腦硬體裝修類 國內 丙級(分)以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資訊類 

國際認證 
MOS（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資訊類 

國際認證 MOS－word 2003專家級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資訊類 

國際認證 
MOS－Excel 2003 專家

級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資訊類 

國際認證 
MOS－Power Point 

2003 專家級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資訊類 

國際認證 
MOS－Access 2003專家

級 
國外 通過 Microsoft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NA(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DA(Cisco Certified 

Design Associate)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NP(Cisco Certified 

Network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DP(Cisco Certified 

Design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SP(Cisco Certified 

Security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VP(Cisco Certified 

Voice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CCIP(Cisco Certified 

Internetwork 

Professional) 

國外 通過 Cisco Systems Inc 資訊類 

國際認證 
SCJP (Sun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國外 通過 SUN 資訊類 

國際認證 
SCJD (Sun Certified 

JAVA Developer) 
國外 通過 SUN 資訊類 

國際認證 

SCWCD(Sun Certified 

Web Component 

Developer) 

國外 通過 SUN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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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國內/

國外 
級數(分數) 發證單位 備註 

其他 TQC－OA Excel 實用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Excel 進階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Excel 專業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Word  實用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Word  進階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Word  專業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Power Point  

實用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Power Point  

進階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Power Point  

專業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Access  實用

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Access  進階

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其他 
TQC－OA Access  專業

級 
國內 通過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

基金會 
資訊類 

國際認證 

LPIC I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Certification)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資訊類 

國際認證 LPIC II 國外 通過 

Linux 

Professional 

Institute 

資訊類 

國際認證 
RHCE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國外 通過 Red Hat , Inc. 資訊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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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7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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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金融交易活動頻繁的今日，各國居民常藉由匯票、信用狀等匯

兌工具來調動資金，以避免國際間現金輸送的不便與風險，這些工具的使

用雖然促進國際資金的移動，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然而卻因其涉及國際

間貨幣的兌換，因而影響匯率以及國際金融局勢。為瞭解國際匯兌的工具

操作與匯率決定等國際金融知識，因而整合國際企業系與財務金融系的課

程成立「國際金融與匯兌學程」。 

    本學程的成立，是希望學生透過學程的課程熟悉匯票與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L/C）等進出口外匯業務、國外匯兌業務、外匯操作，以及相關金融

法規，以培養學生具備外匯人員的專業能力與金融市場常識與職場倫理，

不但有助於通過相關技能檢定，亦可以增加台灣學子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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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學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和整合課程。申請通過之修讀學

生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包含二門基礎必修課程、五門（含）以

上之專業課程及一門整合課程。 

     1.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首修之必修課程）。 

     2. 專業課程：包括「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析」及「金融資訊與證劵」

二大領域。其中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析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

程、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 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視為跨系選修學分。為本學程特色課

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介紹成功案

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二) 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下列條件： 

     1.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他

學程應修之科目。 

     2.學程修習中，學生主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仍應

以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學分計，不計入「跨系選修學分」(學生主修

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需辦理抵免，將外系選修課程

抵免為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課程）。 

(三)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學程召集人認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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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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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習學程資格：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生或研究生，

上學期十月以前、下學期三月以前得申請修讀本學程，並以申請一學

程為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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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後經主修學系系主任簽章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

室。 

(三) 完成學程課程之學生，將在歷年成績單上加註「修畢國際金融與匯兌

學分學程○○學分」，並頒發「學分學程證明書」。請於畢業當年度之

五月二十日前填妥「學程認定表」並提出核發學程證書之申請（下載

並備齊相關資料繳至管理學院）。核發學程證明書時間同學位證書授

予時間。 

(四) 修習本學程學生，若因故不能繼續修習者，須向管理學院申請放棄修

習，其已修習及格之學程科目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學

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辦理。 

四四四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至少須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

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課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及整合課程

三大類，分述如下： 

1.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首修之必修課程）。 

2. 專業課程：包括「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析」及「金融資訊與證劵」二

大領域。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析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程、金融資訊與

證劵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 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為本學程特色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

業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介紹成功案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

機會。 

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備註 

財務管理/財務管理(一) 國企系、財金系 
基礎必修課程 

投資學/投資學(一) 國企系、財金系 

 

國際貿易實務 國企系 

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 國企系 

貿易資訊系統 國企系(96) 

總體經濟學 國企系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產業研究與分析 

國企系 

財金系 

亞太經貿市場 國企系 

國際經貿與金融外

匯分析領域 

(專業課程一) 

國際經貿與金融組織/ 

世界經貿與金融組織 
國企系 

至少選修

三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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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財金系 

國際財務管理 財金系、國企系 

保險理論與實務/保險學 財金系 

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概論(實

務) 
財金系 

證劵分析與實務 財金系 

期貨與選擇權 財金系 

金融資訊與證劵領

域(專業課程二) 

貨幣銀行(學) 財金系、國企系 

至少選修

二門課程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管理學院 
整合課程 

金融投資實務 管理學院 

至少選修

一門 

備註：一學年課程分(一)、(二)者，以修畢課程(一)為主。 

 

 

五五五五、、、、修課分析修課分析修課分析修課分析 

• 國企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國企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國企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國企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  

類別 本系課程 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基礎必修課程 

(二門課程均需選修) 

財務管理(2 學分) 

投資學(2 學分) 

 

國際經貿與金融分析領

域 

(至少選三門課程) 

國際貿易實務(2 學分) 

國際金融與匯兌(2 學分) 

貿易資訊系統(2 學分) 

總體經濟學(2 學分)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2 學分) 

亞太經貿市場(2 學分) 

國際經貿與金融組織(2 學分) 

 

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 

(至少選二門課程) 

國際財務管理 

貨幣銀行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2 學分) 

保險理論與實務(3 學分) 

金融市場(3 學分) 

證劵分析與實務(2 學分) 

期貨與選擇權(3 學分) 

整合課程 

(至少選一門課程)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3 學分) 

金融投資實務(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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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金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財金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財金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財金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  

類別 本系課程 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基礎必修課程 

(二門課程均需選修) 

財務管理(一)(3 學分) 

投資學(一)(3 學分) 

 

國際經貿與金融分析領

域 

(至少選三門課程) 

 

產業研究與分析(3 學分) 

國際貿易實務(2 學分) 

國際金融與匯兌(2 學分) 

貿易資訊系統(2 學分) 

總體經濟學(2 學分) 

亞太經貿市場(2 學分) 

國際經貿與金融組織(2 學分) 

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 

(至少選二門課程)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2 學分) 

國際財務管理(3 學分) 

保險理論與實務(3 學分) 

金融市場(3 學分) 

證劵分析與實務(2 學分) 

期貨與選擇權(3 學分) 

貨幣銀行學(3 學分) 

 

整合課程 

(至少選一門課程)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3 學分) 

金融投資實務(3 學分) 

• 企管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企管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企管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企管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表表表  

類別 本系課程 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基礎必修課程 

(二門課程均需選修) 

財務管理(3 學分) 

投資學(2 學分) 

 

國際經貿與金融分析領

域 

(至少選三門課程) 

國際貿易實務(3 學分) 

國際金融與匯兌(2 學分) 

總體經濟學(3 學分)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產業研究

與分析(2-3 學分) 

亞太經貿市場(2 學分) 

國際經貿與金融組織(2 學分) 

貿易資訊系統(2 學分) 

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 

(至少選二門課程) 

國際財務管理(2 學分) 

保險學(2 學分) 

金融市場概論/金融市場實務

(2 學分) 

票券與債券實務(2 學分) 

期貨與選擇權(2 學分) 

貨幣銀行學(2 學分)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2 學分) 

整合課程 

(至少選一門課程)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3 學分) 

金融投資實務(3 學分) 

六六六六、、、、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本學程自 97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辦理。 



 

  96 

 

「「「「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 
學程修業規定及認證流程規劃： 

本學程包含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及整合課程三大類，申請通過之修讀

學生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包含二門基礎必修課程、五門(含)以上之專

業課程及一門整合課程，方頒授學程證明書。 

 

學程內容： 

 

 

 

 

 

 

 

 

 

 

 

 

 

 

 

 

 

 

 

 

 

 

 

 

 

 

 

 

 

基
礎
必
修 

財務管理 投資學 

國
際
經
貿
與
金
融

分
析 (

至
少
三
門) 

貿易資訊系統 

總體經濟學 

金
融
資
訊
與
證
劵

(

至
少
二
門)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亞太經貿市場 

整
合
課
程 

(

至
少
一
門)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金融投資 

  為必修課程 

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 

國際財務管理 

金融市場 

保險理論與實務 

證劵分析與實務 

貨幣銀行學 

國際貿易實務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國際(世界)經貿與金融組織 

期貨與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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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科技專案管理科技專案管理科技專案管理科技專案管理」」」」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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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技專案管理學程，主要目標在訓練本院同學科技專案管理之技

能，以培育企業界之科技專案管理之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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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員徹底瞭解各行各業科技

專案管理的職責及工作技術；(2)配合實務及案例為教學藍本，加強實作的

比重，使學生增強科技專案管理之能力與應用。本課程要求學生深入理解

並結合實作的演練，並且涵蓋實務科技專案管理技能，以滿足學生日後就

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事科技專案管理工作的學生會有莫大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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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學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和整合課程。申請通過之修讀學

生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包含二門基礎必修課程、五門（含）以

上之專業課程及一門整合課程。 

     1.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首修之必修課程）。 

     2. 專業課程：包括「專案管理領域」及「科技管理領域」二大領域。

其中專案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程、科技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二

門課程。 

     3. 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視為跨系選修學分。為本學程特色課

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介紹成功案

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二) 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下列條件： 

     1.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他

學程應修之科目。 

     2.學程修習中，學生主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仍應

以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學分計，不計入「跨系選修學分」。(學生主

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需辦理抵免，將外系選修課

程抵免為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課程）。 

(三)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學程召集人認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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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修習學程資格：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生或研究生，

上學期十月以前、下學期三月以前得申請修讀本學程，並以申請一學

程為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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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妥後經主修學系系主任簽章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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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學程課程之學生，將在歷年成績單上加註「修畢科技專案管理學

分學程○○學分」，並頒發「學分學程證明書」。請於畢業當年度之五

月二十日前填妥「學程認定表」並提出核發學程證書之申請（下載並

備齊相關資料繳至管理學院）。核發學程證明書時間同學位證書授予

時間。 

(四) 修習本學程學生，若因故不能繼續修習者，須向管理學院申請放棄修

習，其已修習及格之學程科目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學

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辦理。 

四四四四、、、、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至少須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

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課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及整合課程

三大類，分述如下： 

4.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之必修課程）。 

5. 專業課程：包括「專案管理領域」及「科技管理領域」二大領域。專案

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程、科技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為本學程特色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

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介紹成功案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

會。 
    

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備註 

專案管理 企管系、資管系 
基礎必修課程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企管系、資管系 

 

品質管理 企管系 

企業營運模擬 企管系 

行銷企劃實務/企劃實務/ 

理財規劃實務 
企管系 

商品管理/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企管系 

專案管理領域 

(專業課程一) 

 

創意思考訓練 企管系、資管系 

至少選修

三門 

電子化企業 資管系 

系統分析與設計 資管系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 資管系 

科技管理 企管系 科技管理領域 

(專業課程二)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庫管理實務 

資管系 

企管系 

至少選修

二門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管理學院 
整合課程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管理學院 

至少選修

一門 

備註：一學年課程分(一)、(二)者，以修畢課程(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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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修課分析修課分析修課分析修課分析 

• 企管系學企管系學企管系學企管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生選修建議配當表生選修建議配當表生選修建議配當表  

類別 本系課程 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基礎必修課程 

(二門課程均需選修) 

專案管理(2 學分) 

作業管理(3 學分) 

 

專案管理領域 

(至少選三門課程) 

品質管理(2 學分) 

企業營運模擬(2 學分) 

行銷企劃實務/企劃實務/理財

規劃實務(2 學分) 

商品管理/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2 學分) 

創意思考訓練(2 學分) 

 

科技管理領域 

(至少選二門課程) 

科技管理(3 學分) 

資料庫管理實務(2 學分) 

電子化企業(3 學分) 

系統分析與設計(3 學分)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3 學分) 

整合課程 

(至少選一門課程)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3 學分)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3 學分) 

• 資管系學生選修建議配當表  

類別 本系課程 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外系課程(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至少需修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基礎必修課程 

(二門課程均需選修) 

專案管理(3 學分) 

生產與作業管理(3 學分) 

 

專案管理領域 

(至少選三門課程) 
創意思考訓練(2 學分) 

品質管理(2 學分) 

企業營運模擬(2 學分) 

行銷企劃實務/企劃實務/理財規

劃實務(2 學分) 

商品管理/新產品開發與管理(2

學分) 

科技管理領域 

(至少選二門課程) 

電子化企業(3 學分) 

系統分析與設計(3 學分)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3 學分) 

資料庫管理系統(3 學分) 

科技管理(3 學分) 

整合課程 

(至少選一門課程)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3 學分)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3 學分) 

六六六六、、、、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本學程自九十七學年度起開始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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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案管理科技專案管理科技專案管理科技專案管理」」」」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 
學程修業規定及認證流程規劃： 

本學程包含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及整合課程三大類，申請通過之修讀

學生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包含二門基礎必修課程、五門(含)以上之專

業課程及一門整合課程，方頒授學程證明書。 

 

學程內容： 

 

 

 

 

 

 

 

 

 

 

 

 

 

 

 

 

 

 

 

 

 

 

 

 

 

 

 

 

 

基
礎
必
修 

專案管理 生產與作業管理 

專
案
管
理
領
域 

(

至
少
三
門
課
程) 

行銷企劃實務 

科
技
管
理
領
域 

(

至
少
二
門
課
程)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整
合
課
程 

(

至
少
一
門)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為必修課程 

企業營運模擬 

系統分析與設計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 

科技管理 資料庫管理系統 

品質管理 

電子化企業 

創意思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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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8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7.1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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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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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2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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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KA02 經濟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1 經濟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4 初級會計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3 初級會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6/25    選修：2/2 合計：18/27 必修： 18/27     選修：2/2 合計：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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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3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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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一一一)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F01 商務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KA21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4KF03 行銷學 2/2 

專業必修 4KF02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KN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KN23 管理數學 2/2 專業必修 4KF04 國際貿易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5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必修： 12/15     選修：6/6 合計：18/21 必修： 14/17     選修：5/6 合計：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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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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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KA22 國際企業管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KF05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4KF07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F06 國際貿易實務(二) 2/2 專業必修 4KF08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選修 4KT01 行銷研究實務 2/3 專業必修 4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2 跨文化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F09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28 進階經貿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4KT03 國際運籌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29 企業海外見習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KN33 商展英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力測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4 日本經貿市場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7/8     選修：12/13 合計：19 /21 必修： 10/12     選修：7/7 合計：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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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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8 英語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26 台商經營實務 3/3 

專業必修 4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KF12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F10 國際行銷個案與企劃 2/2 專業選修 4KT06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2 

專業必修 4KF11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KN35 電子商務 2/2 

專業必修 4KA25 多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T04 國際金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KN36 進階多益測驗 1/2 

專業選修 4KT05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必修： 7/10     選修：4/4 合計：11/14 必修：5/5     選修：5/6 合計：10/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5  時數  (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89 / 43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   

說明：(1) *表示須電腦上機 

      (2)「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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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7.3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57 學分】 

                   選修 4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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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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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2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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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K010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KA01 經濟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2 經濟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3 初級會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4 初級會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6/25     選修：2/2 合計：18/27 必修： 18/27     選修：2/2 合計：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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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3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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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E01 國際貿易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KE02 國際貿易實務(二) 2/3 

專業必修 4KE03 國貿理論與政策 2/2 專業必修 4KE04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院級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E05 商用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KA21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選修 4KN25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23 管理數學 2/2 專業選修 4KN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必修： 14/18     選修：6/6 合計：20/24 必修： 12/16     選修：7/8 合計：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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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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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KE06 *貿易資訊系統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KA22 國際企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S01 全球產業分析 2/2 專業必修 4KE07 國際貿易法規 2/2 

專業選修 4KS02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E08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KS03 貨幣銀行 2/2 專業選修 4KS04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28 進階經貿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4KS05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力測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3 商展英文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34 日本經貿市場 2/2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

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5/6     選修：12/12 合計：17/18 必修： 8/10     選修：8/8 合計：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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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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8 英語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26 台商經營實務 3/3 

專業必修 4KE09 國際經貿與金融組織 2/2 專業選修 4KS08 貿易風險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E10 國際金融 2/2 專業選修 4KS09 貿易糾紛索賠 2/2 

專業必修 4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KN35 電子商務 2/2 

專業必必必必修 4KA25 多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S10 國際財管 2/2 

專業選修 4KS06 貿易契約 2/2 專業選修 4KS1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KS07  跨文化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36 進階多益測驗 1/2 

必修： 7/10   選修：4/4 合計：11/14 必修：3/3     選修：8 /8 合計：11/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5 時數  (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83 / 49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   

說明：「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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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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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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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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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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最高  16(17)  必修 4(5) 最高 20(21)   必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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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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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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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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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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19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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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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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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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最高 16(18)  必修 4 (5) 最高 20(21)  必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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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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19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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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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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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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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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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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4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3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

 
4903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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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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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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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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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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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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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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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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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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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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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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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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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最高 16（18）     必修 4（5）   最高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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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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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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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管理綜合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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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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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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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管理系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      2008/9/18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9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69 學分】 

             選修 37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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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01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B012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B013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B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B02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B02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B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B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B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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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23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B23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級必修 4B206 會計學 3/3 

院級必修 4B201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4B228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必修 4B202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4B233 資訊管理導論 3/3 

專業必修 4B236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必修 4B237 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4B865 管理與科學 2/2 專業選修 4B861 數位內容概論 3/3 

    專業選修 4B867 資料處理及 VBA 3/3 

合計 22 學分 28 小時 合計 25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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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B015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B016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B00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B026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B025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B027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B210 企業資訊網路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B216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B212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專業必修 4B235 資料庫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B213 資料結構 3/3 院級必修 4B239 統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4B217 電子化企業 3/3 專業選修 4B803 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B229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選修 4B805 管理數學 3/3 

專業選修 4B816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B857 資訊倫理 2/2 

專業選修 4B806 電腦動畫設計 3/3 專業選修 4B860 3D 動畫製作 3/3 

專業選修 4B85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68 資訊專業人員輔導 3/3 

專業選修 4B863 資管人員生涯規劃 2/2     

合計 23 學分 25 小時 合計 25  學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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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03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B03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B02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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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218 資管實務講座 1/2 

專業必修 4B214 電子商務 3/3 專業必修 4B230 伺服器系統管理 3/3 

專業必修 4B215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B807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必修 4B238 網路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4B819 數位媒體企劃 3/3 

專業必修 4B240 統計學(二) 3/3 專業選修 4B821 資管決策分析 3/3 

專業選修 4B812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22 決策支援系統 3/3 

專業選修 4B813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B827 電子商務實務 3/3 

專業選修 4B826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B841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B858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B866 網路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4B871 資管英文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合計 23 學分 24 小時 合計 19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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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03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B221 資管資訊能力 1/0 

專業必修 4B227 資訊安全 3/3 專業必修 4B222 資管實務專題製作 1/2 

專業選修 4B811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B823 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B817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B832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20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33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25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35 離散數學 3/3 

專業選修 4B837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B851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B869 統計學專題 3/3 專業選修 4B854 資訊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4B870 伺服器管理技術 3/3     

專業選修 4B874 資管實務實習 3/3     

專業選修 4B876 嵌入式系統 3/3     

合計 12  學分 14 小時 合計 11 學分 11  小時 

備註：1.大一、大二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16 學分，最高為 28 學分。 

     2.大三、大四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9 學分，最高為 25 學分。 

      3.「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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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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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7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含

院級必修）73 學分，專業選修 21 學分(跨系選修學分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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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5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26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04 英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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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1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18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3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215 *計算機概論 2/3 專 業 必 修 4E2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 業 必 修 4E2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 業 必 修 4E204 會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4E233 企業管理學 2/2 專 業 必 修 4E206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203 會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19 民法概要 2/2 

院 級 必 修 4E205 經濟學(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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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4E828 *網際網路與應用 2/3 

必修合計 18/25 必修合計 16/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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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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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19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 業 必 修 4E209 中級會計學(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 業 必 修 4E241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專 業 必 修 4E208 統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4E234 財務管理(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10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4E236 行銷學(一) 2/2 專 業 必 修 4E235 財務管理(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207 統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37 行銷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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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4E829 創意思考訓練 2/2     

必修合計 17/20 必修合計 17/19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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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4 英語會話(二) 1/2 

專 業 必 修 4E211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必 修 4E229 實務專題(一) 2/2 

專 業 必 修 4E213 投資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14 投資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4E239 保險理論 2/2 專 業 必 修 4E242 保險實務 2/2 

專 業 必 修 4E240 英文能力考照輔導 2/2 專 業 必 修 4E220 商事法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 業 必 修 4E225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E815 管理會計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 業 選 修 4E81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E834 金融市場 3/3 

院 級 選 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09 稅務法規 2/2 

院 級 選 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 級 選 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合計 11/12 必修合計 12/14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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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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7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E243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必 

修 

4E230 實務專題(二) 2/2 
專 業 選 修 

4E822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必 

修 
4E238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E835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E813 證劵分析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52 金融商品行銷 2/2 

專 業 選 

修 

4E825 產業研究與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E853 財政學 2/2 

專 業 選 

修 
4E851 金融道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 業 選 修 4E854 金融保險法規 2/2 

必修合計 5/7 必修合計 3/3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97 學年 必修 99  選修 33 合計 132 

說明：(1)97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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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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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9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訊能力輔導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訊能力輔導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訊能力輔導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資訊能力輔導實施要點 

93.12.9 資訊能力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94.3.7 系務會議修訂  94.11.29 系務會議修訂 

96.7.9 系務會議修訂 97.9.15 系務會議修訂 

 

一、為落實技職教育特色，訓練學生實務工作能力，特制定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以

下簡稱本系）學生資訊能力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主要分為兩部分，分別為『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及『輔導

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本辦法所稱之專業証照包括行政院勞委會、中華民國電

腦技能基金會、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等及其他國內外公民營機構與法人所辦

理之專業証照或專業能力測驗証書。 

 

三、本系依據本系之發展特色及業界之需求，建立學生可考之專業証照清單及輔導措

施，如附表所示。各項證照概分為會計類、資料庫類、程式設計類、系統類、網路

類、Office 應用類、多媒體類或其他資訊與管理相關類等七大類。 

 

四、本系九十一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需滿足之資訊能力需求為： 

甲、四技日間部學生畢業時至少必需擁有資訊能力評量點數四點以上，並至少擁有

一張一點以上之證照。 

乙、四技進修部學生畢業時至少必需擁有資訊能力評量點數二點以上，並至少擁有

一張一點以上之證照。。 

丙、四技日間部學生畢業時必須符合學校之 1+3(畢業證書+英檢初級證照書+資訊

能力證照+專業證照)之證照規定。 

 

五、本系開設「資管資訊能力」課程於四技部四年級下學期及二專部二年級下學期，為

必修一學分之課程，此課程為檢視學生資訊能力成績之課程。 

 

六、本系「資管資訊能力」課程之評分依據為開課學期末時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

能競賽』之名次及『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之等級與數量。其評分公式如下： 

 

合於最低標準者： 

70 + (超過之點數 × 5) 或 100 (取小值) 

未達最低標準者： 

60－(不足之點數 × 5) 
 

七、為鼓勵學生參加國際證照檢定考試，特制訂國際證照取得之獎學金頒發金額，凡於

在學期間取得國際證照之同學皆可申請之，其獎學金頒發金額為國際證照之點數 × 

1500  
 

八、為鼓勵學生參加經濟部 ITE 資訊專業人員鑑定考試，特制訂該證照取得之獎學金頒

發金額，凡於在學期間取得經濟部 ITE 資訊專業人員證照之同學皆可申請之，其獎

學金頒發金額為該證照報名費之百分之五十。 

 

九、本要點經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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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獎勵辦法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獎勵辦法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獎勵辦法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資訊技能競賽獎勵辦法 

93.12.9 資訊能力輔導小組會議通過 94.3.7 系務會議修訂  94.11.29 系務會議修訂  

96.7.9 系務會議修訂 97.9.15 系務會議修訂 

 

(1)國際性比賽：個人參加比賽者，第一名 6 點，第二名 5 點，第三名 4 點，佳作 3 點。 

團體參加比賽者，每位成員上列點數折半。 

(2)全國性比賽：個人參加比賽者，第一名 4 點，第二名 3 點，第三名 2 點，佳作 1 點。 

團體參加比賽者，每位成員上列點數折半。 

(3)區域性比賽：個人參加比賽者，第一名 2 點，第二名 1.5 點，第三名 1 點，佳作 0.5。

團體參加比賽者，每位成員上列點數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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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可考專業証照暨輔導措施一覽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可考專業証照暨輔導措施一覽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可考專業証照暨輔導措施一覽表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生可考專業証照暨輔導措施一覽表 

 

發照單位：勞委會職訓局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等級 

(點數) 

會計事務 丙(0.25) 

會計事務 
會計類 開設會計學課程 

乙(0.25) 

電腦硬體裝修 丙(0.25) 

電腦硬體裝修 
其他類 辦理電腦硬體裝修研習 

乙(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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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課程 

乙(1.5) 

電腦軟體應用 丙(0.25) 

電腦軟體應用 
Office 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乙(0.75) 

網頁設計 丙(0.25) 

網頁設計 
多媒體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乙(0.75) 

網路架設 丙(0.25) 

網路架設 
網路類 開設企業資訊網路/網路概論課程 

乙(0.75)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丙(0.25)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其他類  

乙(0.5) 

工業電子或視聽電子 其他類  丙(0.25) 

工業電子或視聽電子 其他類  乙(0.5) 

 

發照單位：微軟公司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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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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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伺服器系統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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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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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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單位：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MOCC 專業認證 Office 應用類 1 

MOS 專業認證大師級 Office 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MS Visual Basic 程式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課程 1 

註：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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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C 比照 TQC 方式認定 

 

發照單位：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證 照 級 別點 數 

程式設計(VB6.0) 程式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課程 專業級 1 

程式設計(VB6.0) 程式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課程 進階級 0.5 

軟體開發(VB6.0) 程式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課程 專業級 1.5 

軟體開發(VB6.0) 程式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課程 進階級 0.75 

ASP 3.0/.NET 程式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專業級 1 

ASP 3.0/.NET 程式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專業級 0.5 

PhotoImpact 多媒體類 開設多媒體應用課程 專業級 0.5 

PhotoImpact 多媒體類 開設多媒體應用課程 進階級 0.25 

Flash 多媒體類 開設電腦動畫設計課程 專業級 0.5 

Flash 多媒體類 開設電腦動畫設計課程 進階級 0.25 

SQL Server 資料庫類 開設 SQL 認證課程 專業級 1 

Access 2003 資料庫類 開設資料庫管理系統課程 專業級 0.5 

專業 e-Office 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中文秘書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英文秘書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企畫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財會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行銷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人事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文書人員 Offic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1 

專業工程製圖工程師 工程製圖類   1.5 

專業機械設計工程師 工程製圖類   1.5 

專業程式設計工程師 程式設計類 開設 VB 認證課程  2 

專業資訊管理工程師 其他類 
開設資訊管理導論、管理資
訊系統課程  2 

專業電子商務應用工程師 多媒體類 
開設電商子務、電子商務實
務課程  1.5 



 

  119 

發照單位：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證 照 級 別點 數 

專業網頁設計工程師 多媒體類 開設網頁設計課程  2 

專業多媒體網頁設計工程師 多媒體類 
開設網頁設計、多媒體應用
課程  2 

專業網站資料庫管理工程師 多媒體類 開設資料庫管理系統課程  2 

專業互動式網頁設計工程師 多媒體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3 

專業網站程式開發工程師 多媒體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3 

專業 Linux 系統管理工程師 作業系統類 開設伺服器系統管理課程 專業級 1 

專業 Linux 網路統管理工程
師 

作業系統類 開設伺服器系統管理課程 專業級 1.5 

專案管理 管理類 開設專案管理課程 專業級 0.5 

中文輸入 軟體應用類  專業級 0.25 

英文輸入 軟體應用類  
進階、專業
級 0.25 

Word 2003/2007 軟體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專業級 0.25 

Excel 2003/2007 軟體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專業級 0.25 

Power Point 2003/2007 軟體應用類 開設資料處理課程 專業級 0.25 

電腦會計 軟體應用類 
開設會計學、會計資訊系統
課程 

專業級 0.25 

JAVA JDK 程式設計類 開設網路程式設計(一)(二) 專業級 1 

JAVA JDK 程式設計類 開設網路程式設計(一)(二) 進階級 0.5 

PhotoShop CS3 軟體應用類 開設多媒體導論課程 進階級 0.25 

PhotoShop CS3 軟體應用類 開設多媒體導論課程 專業級 0.5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類  專業級 0.25 

AutoCAD 2006/2008 2D 工程製圖類  進階級 0.25 

AutoCAD 2006/2008 2D 工程製圖類  專業級 0.5 

AutoCAD 2006/2008 3D 工程製圖類  進階級 0.25 

AutoCAD 2006/2008 3D 工程製圖類  專業級 0.5 

HTML 4.01 多媒體類  專業級 0.25 

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多媒體類 
開設電商子務、電子商務實
務課程 

專業級 0.25 

FrontPage2002 網頁設計類 開設多媒體導論課程 專業級 0.25 

HTML4.01 網頁設計類 開設多媒體導論課程 專業級 0.25 

Dreamweaver 8 網頁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專業級 0.5 

Dreamweaver 8 網頁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進階級 0.25 

Java Script 1.2 網頁設計類 開設網路程式設計課程 專業級 1 

Java Script 1.2 網頁設計類 開設網路程式設計課程 進階級 0.5 

PHP 5 網頁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專業級 1 

PHP 5 網頁設計類 開設互動式網頁設計課程 進階級 0.5 

註：本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Offic 應用類擇一認定，考試內容參考 TQC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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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單位：Red Hat 公司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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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認証 IDC 公司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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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ion (LNA) 
網路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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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 Linux 認證課程 

2 

發照單位：CISCO 公司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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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公司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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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 SCJP 精英輔導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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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單位：Oracle 公司 

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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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公司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Adobe Certified 

Expert (ACE) 
其他類 開設多媒體導論課程 3 

 

 

發照單位：趨勢公司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TCSE 其他類  2 

 

 

 

 

 

發照單位：CERTIPORT 公司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IC
3
  電腦基礎應用類 開設計算機概論課程 1 

發照單位：DNV(挪威商立恩威驗證公司)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ISO 27001: 2005 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主任

稽核員 

管理類 開設資訊安全課程 3 

ISO 20000: 2005 資

訊技術服務管理系統

主任稽核員 

管理類 開設資訊安全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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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照單位：經濟部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專案管理類 開設專案管理課程 

數位學習類  

資料庫系統類 
開設資料庫系統管理、資料庫程式
設計課程 

資訊管理(應用)類 

開設管理學、計算機概論、會計學、
資料結構、系統分析與設計、資料
庫管理系統、資訊安全等課程 

軟體設計類 
開設程式設計(一)(二)、網路程式設
計(一)(二)、軟體工程課程 

資訊安全類 開設資訊安全課程 

開放式系統類  

系統分析類 開設系統分析與設計課程 

數位內容類 開設數位內容概論課程 

嵌入式系統類 開設嵌入式系統課程 

網路通訊類 開設企業資訊網路課程 

ITE(適用於日間部 93

學年度以後及進修部

94 學年度以後入學

者) 

 

其他類  

每科 1.5 

企業電子化助理規劃
師 

管理類 開設電子化企業課程 0.5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第一級) 
管理類 開設電子化企業課程 1 

企業電子化規劃師 

(第二級) 
管理類 開設電子化企業課程 1.5 

 

 

發照單位：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証 照 名 稱 類 別 屬 性 輔 導 方 式 點 數 

初階 ERP 規劃師 管理類 0.5 

進階 ERP 規劃師-財務管理 管理類 1 

進階 ERP 規劃師-運籌管理 管理類 1 

進階 ERP 規劃師-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類 1 

ERP 軟體應用師-財務模組 管理類 1.5 

ERP 軟體應用師-生產製造模組 管理類 1.5 

ERP 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管理類 1.5 

ERP 軟體顧問師-財務模組 管理類 1.5 

ERP 軟體顧問師-生產製造模組 管理類 1.5 

ERP 軟體顧問師-配銷模組 管理類 

開設 ERP、生產與作業管理、

財務管理、供應鏈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等課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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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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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述證照項目與點數視情況增修。 

3. 取得上述所列證照外的其他證照者，其點數須由資訊能力輔導小組另行開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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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0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理系理系理系(日日日日) 

管理技能檢定課程實施要點管理技能檢定課程實施要點管理技能檢定課程實施要點管理技能檢定課程實施要點 

(97 學年入學適用學年入學適用學年入學適用學年入學適用) 

97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系務會議通過日系務會議通過日系務會議通過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協助本系學生取得各類證照，提昇就業競爭力。 

二、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日間部學生應在畢業前修管理技能檢定課程，並取得規定證照(如附

件)，始能畢業。 

三、 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實施對象：：：：管理技能檢定課程為：  

1. 四技：大四(上)，壹學分，必修課程，應取得專業、資訊、語言三種證照，其

語言證照之及格標準依學校規定辦理。 

2.二專：專二(下)，零學分，必修課程，應取任一證照。 

四、獎勵辨法獎勵辨法獎勵辨法獎勵辨法：：：：本校學生取得甲級證照每項可領取獎金五千元，乙級證照每項可領

取獎金三千元為原則；唯獎金金額須視本校研發處技術合作組當年度預算之實際

金額進行調整。每種證照限領取獎金一次。 

五、    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 

1. 各類證照分數詳附件，學生取得附件表列以外之證照或考試合格，由本系「課

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之專責小組」視難易度合理評分。 

2.超過一張證照者：以最高分的證照為基準 + (超過之證照分數 × 0.2) 或 100 (取

小值)，入學前之證照加分由本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之專責小組核定。 

3. 二專管理技能檢定課程總分以上述第 2 項評分方法評分。 

 

4.四技管理技能檢定課程總分＝ 

專業證照分數× 0.6＋資訊證照分數× 0.4 

5.總分 60 分及格。 

六、應屆畢業生未取得本辦法規定之證照，視為應屆畢業生缺修必修學分，必須修習

「管理技能檢定」課程補救教學及格才能取得學分。但學生至少需報考兩次證照

未能及格者才能修習「管理技能檢定」課程補救教學，欲修習「管理技能檢定」

課程補救教學同學需提出報考兩次證照的准考證及成績單，以茲證明。 

七、本設置要點經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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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各類證照分數各類證照分數各類證照分數各類證照分數 
一一一一、、、、外國語言參考證照外國語言參考證照外國語言參考證照外國語言參考證照(以學校規定為依據以學校規定為依據以學校規定為依據以學校規定為依據)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全國性英語能力評量 

對照分數 

初級--70 分； 

中級---80 分； 

中高級---90 分； 

高級---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全民英檢 

參考網址 http://www.gept.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45~60 分(筆試 450～497)---80 分； 

61~78 分(筆試 500～547)---90 分； 

79-80 分(筆試 550 分)(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TOEFL-iBT  

(滿分 120 分) 

參考網址: http://www.lttc.ntu.edu.tw/TOEFL-iBT.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筆試 450～497---80 分； 

筆試 500～547---90 分； 

筆試 550 分(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TOEFL-ITP 紙筆測驗 

參考網址: http://www.toefl.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500～649---80 分； 

650～749---90 分； 

750(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專研發設計 

TOEIC 

參考網址: http://www.toeic.com.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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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四級---80 分； 

三級---90 分； 

二級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政法

人國際交流基金」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參考網址: http://momo.jpf.go.jp/jlpt/home.html 

 

 

 

 

二二二二、、、、電腦技能證照電腦技能證照電腦技能證照電腦技能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MOS 標準認證(Core) ---80 分 

MOS 專業認證(Expert) ---85 分 

MOS 大師認證(Master) ---95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Certiport™ 

Microsoft Office 

微軟 Office 專業認證

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參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DesktopDefault.aspx 

http://www.mos.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 GDLC」(Global Digital 

Literacy Council) 與 Certiport™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 (IC³) 

參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tw/index.php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Web Communication using Dreamweaver 8 ---85 分 

Rich Media Communication using Flash 8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Certiport™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參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Desktop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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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電腦硬體裝修: 丙級---70分；乙級---85分 

電腦軟體設計: 丙級（程式）---70分； 

             乙級（C語言）---85分 

電腦軟體應用（Office）丙級---70 分；乙級---8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電腦硬體裝修 

電腦軟體設計 

電腦軟體應用

（Office）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專業企畫人員---85 分 

專業財會人員---85 分 

專業行銷人員---85 分 

專業人事人員---85 分 

專業 e-Office 人員---85 分 

TQC-EC 電子商務全方位工程師---85 分 

 

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中文輸入：30 字以上---60 分； 80 字以上---75 分 

 英文輸入：30 字以上---60 分；50 字以上---75 分 

Word 進階級：65 分 

   專業級：75 分 

Excel 進階級：70 分 

   專業級：75 分 

PowerPoint 進階級：60 分 

       專業級：70 分 

Access 進階級：75 分 

    專業級：80 分 

IE 6.0X(網際網路應用）進階級：60 分 

            專業級：70 分 

影像多媒體 

影像處理 Photo Impact---75 分 

視窗程式設計(VB) ---80 分 

ASP（互動式網頁設計）---80 分 

電腦動畫 Flash MX---8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TQC) 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tqc.org.tw/TQC/index.asp 

http://www.csf.org.tw/mai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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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電腦證照 對照分數 

Linux認証IDC公司：Linux Essentials（LE）---85分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LSA）---85分 

 

昇陽公司：SCJP（Java程式設計）---85分 

SCWCD（Java程式設計）---85分 

 

經濟部ITE---85分 

：系統類、程式設計類、網路類、資料庫類、其他類 

 

三三三三、、、、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 

 

◎◎◎◎專案管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9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IPMA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國際專案管理學會/TPMA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 

IPMA D 級專案

副理 

參考網址 http://www.tw-pma.org.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9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PMI（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專案管理協會/

報考申請網址： https://certificationapp.pmi.org/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專案

管理認證 

參考網址: 

PMI 加入會員網址：

https://secure.pmi.org/memberapp/code/ 

form_contact1.asp 

報考申請網址：https://certificationapp.pmi.org/ 

http://securereg3.prometric.co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TQC 專案管理概

論認證 

參考網址: http://www.tqc.org.tw/TQC/content_brochure_dk0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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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管理行銷與管理行銷與管理行銷與管理(門市服務門市服務門市服務門市服務)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門市服務  

乙級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門市服務  

丙級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TBSA 商務企

劃能力檢定 

參考網址: http://www.tbsa.tw/front/bin/home.phtml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經濟部、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TQC 

企業電子化 

助理規劃師 

參考網址: http://www.csf.org.tw/ec/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經濟部、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TQC 

企業電子化 

規劃師(一級) 

參考網址: http://www.csf.org.tw/ec/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經濟部、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經濟部 ITE 數

位內容類--遊

戲企 劃專 業

人員認證 

參考網址: http://www.ite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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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會議 展覽 服

務業 專業 人

員認證 

參考網址: http://mice.iti.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台灣區代表處 

(英文考題) 

行銷 與客 服 

(Marketing 

and Customer 

Service ) 2 級 

參考網址: http://www.lcci.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局台灣區代表處 

(英文考題) 

行銷 與客 服 

(Marketing 

and Customer 

Service) 3 級 

參考網址: http://www.lcci.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英國倫敦城市行業協會(City & Guilds) 

國際企業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tou.com.tw/c_g/index.asp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理

財規劃師) 

參考網址 http://www.fpa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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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全球風險專業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 GARP） 

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財務風

險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garp.org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美國投資管理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

許財務分析師) 

參考網址: http://www.cfainstitute.org/ 

 

 

◎◎◎◎金融相關證照金融相關證照金融相關證照金融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65 分 

信託業務員----70 分 

初階外匯人員---70 分 

初階授信人員---70 分 

進階外匯人員---80 分 

進階授信人員---80 分 

理財規劃人員---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

金融相關證照 

參考網址 http://www.tabf.org.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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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證券商營業員---70 分 

期貨商業務員---75 分 

債券人員---80 分 

股務人員---75 分 

企業內控---75 分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80 分 

投信投顧業務員---85 分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90 分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9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證券基金會 

證券基金會主辦證券

暨期貨各類證照 

參考網址 http://www.sfi.org.tw/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70 分 

會計事務乙級技術士---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會計事務乙(丙)級技

術士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考試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記帳士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

從業人員考試 

會計師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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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相關證照保險相關證照保險相關證照保險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6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人身保險業務員 

參考網址 http://www.lia-roc.org.tw/index.html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6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產物保險業務員 

參考網址 http://www.nlia.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投資型保險業

務員 

參考網址 http://www.iiroc.org.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核保理賠人員 

參考網址: http://www.nlus.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人身保險經紀人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財產保險經紀人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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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個人風險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rmst.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企業風險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rmst.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保險精算師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國際貿易相關證照國際貿易相關證照國際貿易相關證照國際貿易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 

國際貿易大會考 

參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丙級---75 分 

乙級---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國貿業務技術士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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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 

貿易經營師 

參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考試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普通考試---90分 

：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行政、工

業行政、地政、財經政風 

四等特種考試---90分 

：一般行政、關稅會統、資訊處理、財稅行政、會計、

經建行政、地政 

三等特種考試---95分 

：一般行政、財稅行政、關稅法務、關稅會統、資訊處

理、國際經濟商務、會計、經建行政、地政、財經政

風、資訊處理 

高等考試---100分 

：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

建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政、商業行政、智慧

財產行政、地政、公產管理、財經政風、不動產估價

師 

認證單位/ 

報考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中華民國公務人員考

試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附註說明: (1)證照名稱的對照分數對照分數對照分數對照分數以本系公布為準。 

          (2)其他參考資料及網站若有不同，以認證單位/報考單位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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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31 

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輔導實施要點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輔導實施要點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輔導實施要點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輔導實施要點 

96年9月5日系務會議制訂通過 

97年9月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技職教育特色，訓練學生實務工作能力，特制定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以下簡稱本系）

四技部專業證照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之專業證照包括國內外公民營機構與法人所辦理之財務金融相關的專業證照。  

第三條 本要點適用本系九十六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部學生，本課程為必修課程，共零學分。課程

名稱訂為『專業證照輔導』，本課程開設於四技部三年級下學期。  

第四條 四技日間部學生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方能取得『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學分。  

1.取得附件一所列之丙級專業證照二張(含)以上，或乙級專業證照一張(含)以上之證照。  

2.全國性專門技術人員丁等(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3.各類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第五條 四技夜間部學生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方能取得『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學分。  

1.取得附件一所列之丙級專業證照一張(含)以上之證照。  

2.全國性專門技術人員丁等(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3.各類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第六條『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成績得以財金相關之專業證照認抵核給分數，相關分數給予之認定

辦法，由財金系訂定公告之。  

第七條『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修課學生應於開課學期或暑修結束前向本系辦公室提出證照審核申

請，其申請程序如下：  

1.填妥專業能力證照審核申請表。  

2.於申請表內貼附證照或檢定考試成績單正、反面影印本，並於申請表中簽名。每張申請

表以貼附一張證照或檢定考試成績單為限。  

3.申請時應檢附正本以供查驗。  

第八條 專業證照之認定有疑義時，由學生本人於每學期第十二週前或暑修結束兩週前向本系辦公

室提出確認證照等級，由系辦公室呈請本系證照輔導委員會審查認定之。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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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財務金融系專業金融證照總覽財務金融系專業金融證照總覽財務金融系專業金融證照總覽財務金融系專業金融證照總覽 

 

 

證券類 保險類 銀行類 

證照別 等級 證照別 等級 證照別 等級 

證券商業務人員 丙 人身保險業務員 丙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丙 

證券商高級業務

人員 

乙 財產保險業務員 丙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 

稽核測驗 

丙 

證券投資分析人

員 

乙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 

務員 

丙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 

業能力測驗 

丙 

投信投顧業務員 丙 保險經紀人 乙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 丙 

期貨商業務員 丙 保險代理人 乙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 丙 

期貨交易分析人

員 

乙 保險公證人 乙 進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 乙 

票券商業務人員 丙 個人風險管理師 乙 授信擔保品估價能力 

測驗 

乙 

股務人員專業能

力 

丙 企業風險管理師 乙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丙 

債券人員專業能

力 

丙 人壽保險核保理賠 

人員 

乙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 乙 

資產證券化 丙 財產保險核保理賠 

人員 

乙 金融人員風險管理專 

業能力 

乙 

企業內部控制 丙 保險精算師 甲   

CFP, CFA, 

FFSI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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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四技部專業四技部專業四技部專業四技部專業就業能力檢定就業能力檢定就業能力檢定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輔導實施要點證照輔導實施要點證照輔導實施要點證照輔導實施要點 

96年9月5日系務會議修制訂通過 

97年9月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技職教育特色，訓練學生實務工作能力，特制定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

以下簡稱本系）四技部專業證照輔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之專業證照包括國內外公民營機構與法人所辦理之財務金融相

關的專業證照。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本系九十六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部學生，本課程為必修課程，共

零學分。課程名稱訂為『專業證照輔導』，本課程開設於四技部三年級下

學期。  

第四條 四技日間部學生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方能取得『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學

分。  

一、1.取得附件一所列之丙級專業證照二張(含)以上，或乙級專業證照一張

(含)以上之證照。  

二、2.全國性專門技術人員丁等(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三、3.各類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第五條 四技夜間部學生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方能取得『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學

分。  

一、1.取得附件一所列之丙級專業證照一張(含)以上之證照。  

二、2.全國性專門技術人員丁等(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二、3.各類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含)以上及格錄取證明。 

第六條『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成績得以財金相關之專業證照認抵核給分數，相關

分數給予之認定辦法，由財金系訂定公告之。  

第七條『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之修課學生應於開課學期或暑修結束前向本系辦公室

提出證照審核申請，其申請程序如下：  

一、1.填妥附件三之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專業能力證照審核申請表。  

二、2.於申請表內貼附證照或檢定考試成績單正、反面影印本，並於申請表

中簽名。每張申請表以貼附一張證照或檢定考試成績單為限。  

二、3.申請時應檢附正本以供查驗。  

第八條 專業證照之認定有疑義時，由學生本人於每學期第十二週前或暑修結束兩週

前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確認證照等級，由系辦公室呈請本系證照輔導委員會

審查認定之。  

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務校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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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財務金融系之之之之專業金融證照總覽專業金融證照總覽專業金融證照總覽專業金融證照總覽 

 

證券類 保險類 銀行類 

證照別 等級 證照別 等級 證照別 等級 

證券商業務人

員 
丙 

人身保險業務員 
丙 

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丙 

證券商高級業

務人員 
乙 

財產保險業務員 
丙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 

稽核測驗 
丙 

證券投資分析

人員 
乙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 

務員 
丙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 

業能力測驗 
丙 

投信投顧業務

員 
丙 

保險經紀人 
丙乙 

理財規劃人員測驗 
丙 

期貨商業務員 
丙 

保險代理人 
丙乙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

驗 
丙 

期貨交易分析

人員 
乙 

保險公證人 
丙乙 

進階授信人員專業測

驗 
乙 

票券商業務人

員 
丙 

個人風險管理師 
乙 

授信擔保品估價能力 

測驗 
乙 

股務人員專業

能力 
丙 

企業風險管理師 
乙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

驗 
丙 

債券人員專業

能力 
丙 

人壽保險核保理賠 

人員 
乙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

驗 
乙 

資產證券化 
丙 

財產保險核保理賠 

人員 
乙 

金融人員風險管理專 

業能力 
乙 

企業內部控制 
丙 

保險精算師 
乙甲 

  

CFP, CFA, 

FFSI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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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日日日日) 

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要點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要點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要點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要點 

96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3 日制訂日制訂日制訂日制訂 

97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9 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 

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協助並規範本系學生取得專業能力證照。 

二、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日間部學生應在畢業前通過(取得)規定之專業能力檢定

(證照)之一，或修畢規定之課程，始能畢業。 

三、 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 

1. 以分數計算，60 分及格。 

2. 計分方式：以最高分的證照為基準 + (超過之證照分數 × 0.2)，以

100 分為限。 

3. 任課教師依學生修課成績與證照分數成績比較，擇較高者作為學

期成績，修課學生須於學期結束前二週，自行提出相關證照證明，

供任課教師評分用。 

4.評分標準如附件，學生取得附件表列以外之證照或考試及格，由本

系系主任認定之。 

四、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本辦法規定之證照，視為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

須在規定延長修業年限內，依學校規定辦理註冊、選課並重修該學

分，待取得本辦法規定之證照後，始得畢業。 

五、本設置要點經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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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標準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標準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標準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標準 

金融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 65 分 信託業務員 70 分 

初階外匯人員 70 分 初階授信人員 70 分 

進階外匯人員 80 分 進階授信人員 80 分 

理財規劃人員 85 分   

保險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人身保險業務員 65 分 產物保險業務員 65 分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75 分 核保理賠人員 80 分 

人身保險經紀人 85 分 人身保險代理人 85 分 

財產保險經紀人 85 分 財產保險代理人 85 分 

個人風險管理師 85 分 企業風險管理師 90 分 

保險精算師 95 分   

國際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理財規劃師) 85 分 

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財務風險管理師) 90 分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財務分析師) 100 分 

證券暨期貨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證券商營業員 70 分 期貨商業務員 75 分 

債券人員專業能力 80 分 股務人員專業能力 75 分 

企業內控 75 分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85 分 

投信投顧業務員 80 分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 90 分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 95 分 資產證券化 80 分 

會計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 70 分 會計事務乙級技術士 90 分 

記帳士 90 分 會計師 100 分 

國貿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證照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國際貿易大會考 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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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 

資格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資格名稱 學科成績分數 

初等(五等)考試 90 分 普通考試 

財稅行政、金融保險、

統計、會計、經建行

政、工業行政、地政、

財經政風 

95 分 

四等特種考試 

一般行政、關稅會統、資訊

處理、財稅行政、會計、經

建行政、地政 

95 分 三等特種考試 

一般行政、財稅行政、

關稅法務、關稅會統、

資訊處理、國際經濟商

務、會計、經建行政、

地政、財經政風、資訊

處理 

100 分 

高等考試 

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

保險、統計、會計、經建行

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

政、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

政、地政、公產管理、財經

政風、不動產估價師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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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日日日日) 

專業技能檢定專業技能檢定專業技能檢定專業技能檢定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課程實施評分要點課程實施評分要點課程實施評分要點課程實施評分要點 

96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3 日制訂日制訂日制訂日制訂 

97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9 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日修訂 

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協助並規範本系學生取得專業能力證照。 

二、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日間部學生應在畢業前通過(取得)規定之專業能力檢定(證照)

之一，或修畢規定之課程，始能畢業。 

三、 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課程評分方法：：：： 

1. 以分數計算，60 分及格。 

2. 超過一張證照者計分方式：以最高分的證照為基準 + (超過之證照分數 × 

0.2)，以 100 分為限。 

3. 任課教師依學生修課成績與證照分數成績比較，擇較高者作為學期成

績，修課學生須於學期結束前二週，自行提出相關證照證明，供任課教

師評分用。 

4. 各類證照如下評分標準如附件，學生取得附件表列以外之證照或考試及

格，其由本系系主任認定之。 

四、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本辦法規定之證照，視為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並須

在規定延長修業年限內，依學校規定辦理註冊、選課並重修該學分，待取

得本辦法規定之證照後，始得畢業。 

五、本設置要點經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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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金融金融金融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65 分 

信託業務員…70 分 

初階外匯人員…70 分 

初階授信信員…70 分 

進階外匯人員…80 分 

進階授信人員…80 分 

理財規劃人員…85 分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人身保險業務員…65 分 

產物保險業務員…65 分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75 分 

核保理賠人員…80 分 

人身保險經紀人…85 分 

人身保險代理人…85 分 

財產保險經紀人…85 分 

財產保險代理人…85 分 

個人風險管理師…85 分 

企業風險管理師…90 分 

保險精算師…95 分 

 

◎國際財務國際財務國際財務國際財務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理財規劃師)…85 分 

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財務風險管理師)…90 分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財務分析師)…100 分 

 

◎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 

證券商營業員…70 分 

期貨商營業員…75 分 

債券人員專業能力…80 分 

股券人員專業能力…75 分 

企業內控…75 分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80 分 85 分 

投信投顧業務員…85 分 80 分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90 分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95 分 

資產證券化…80 分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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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務乙級技術士…90 分 

記帳士…90 分 

會計師…100 分 

 

◎◎◎◎國貿國貿國貿國貿 

國際貿易大會考…75 分 

 

◎◎◎◎公務人員公務人員公務人員公務人員 

初等(五等)考試…90 分 

普通考試…95 分 

：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行政、工業行政、地政、財經政風 

四等特種考試…95 分 

: 一般行政、關稅會統、資訊處理、財稅行政、會計、經建行政、地政 

三等特種考試…100分 

：一般行政、財稅行政、關稅法務、關稅會統、資訊處理、國際經濟商務、會計、經建行政、地

政、財經政風、資訊處理 

高等考試…100分 

：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政、商

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地政、公產管理、財經政風、不動產估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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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2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專業證照輔導與課程實施要點專業證照輔導與課程實施要點專業證照輔導與課程實施要點專業證照輔導與課程實施要點 
96 年 11 月 20 日課程委員會制訂 

97 年 1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 

97 年 9 月 5 日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本系為提升本系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系「專業證照輔導與課程實

施要點」。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系日間部 97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學生與 96 學年度入學之五專部學生。         

第三條 課程抵免、輔導措施、評分與檢定證照有效期限  

一、抵免條件 

    本系日間部學生於畢業前取得本系規定檢定證照認證項目，即可申請抵免檢定

證照輔導課程，各類檢定證照認證項目評分如附件。 

1.取得附件之國貿業務技術士丙級者，可申請抵免「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2.取得附件之會計事務技術士丙級者，可申請抵免「會計證照輔導」。 

    3.取得附件之電腦軟體應用者乙級者，與 2003 以後 TQC 之專業級 Access 

證照，可申請抵免「電腦證照輔導」。 

    4.TOEIC 測驗達 600 分以上者，可申請抵免「多益測驗輔導」。 

二、輔導措施 

    未完成抵免檢定證照輔導課程手續者，必須修習相關檢定證照輔導必選修課程

補救教學及格，並至少報考一次該課程之檢定證照認證項目，提出准考證與成

績單，始能取得學分，符合畢業條件。 

三、評分 

    檢定證照輔導課程之評分，以該課程學期成績繳交前，學生取得檢定證照認證

項目為計算基礎，依據附件標準評分，超過一張者，由各輔導老師斟酌加分。

報考後未符合該課程規定檢定證照認證項目或測驗成績者，由該科老師斟酌學

生表現評分。 

四、檢定證照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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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證照認證項目超過業界認定期限或有效期限者，得向學生說明期限限制並

鼓勵學生修習相關檢定證照輔導課程，以輔導學生重新報考取得相關檢定證照

認證項目。 

第四條 相關檢定證照輔導課程與評分  

一、 四技：大二(下)電腦證照輔導、大三(下)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大四(上)多  

    益測驗輔導等系定必選修課程，輔導取得專業、資訊、語言三種檢定證 

    照認證項目。 

二、 二技：大四(上)多益測驗輔導之系定選修課程，輔導取得語言檢定認證 

    項目。 

三、 五專：專二（下）會計證照輔導、專四(下)國貿證照輔導等系定必修課 

     程，輔導取得會計、專業證照認證項目(96 學年入學新生適用)。 

第五條 其他相關鼓勵課程  

一、本系鼓勵會計學、財務管理、國際金融等相關授課教師輔導學生取得會計或金融研

訓院頒發相關財務金融證照一張。 

二、除第四條規定檢定證照認證項目外，本系亦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取得學分學程證

書，以提昇就業競爭力。 

第六條 獎勵辨法  

        本校學生取得甲級證照每項可領取獎金五千元，乙級證照每項可領取獎   金三千元

為原則；唯獎金金額須視本校研發處技術合作組當年度預算之實際金額進行調整。

每種證照限領取獎金一次。 

第七條 認證登記 

        學生取得檢定證照後，須將影印本一份繳至系辦公室，始完成登記程序。 

第八條 視同專業證照認證項目 

        其他未列入上述認證項目，經提案獲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者，亦可 

        納入採認。 

第九條 不得重複抵免 

        學生辦理「輔導」課程抵免，每一課程得申請抵免一次，不得重複申請。 

第八條 修訂辦法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製作會議紀錄，送校務會議錄討論通過後，於本系網站公

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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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各類證照分數各類證照分數各類證照分數各類證照分數 

一一一一、、、、外國語言參考證照外國語言參考證照外國語言參考證照外國語言參考證照(以學校規定為依據以學校規定為依據以學校規定為依據以學校規定為依據)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45~60 分(筆試 450～497)---80 分； 

61~78 分(筆試 500～547)---90 分； 

79-80 分(筆試 550 分)(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TOEFL-iBT  

(滿分 120 分) 

參考網址: http://www.lttc.ntu.edu.tw/TOEFL-iBT.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筆試 450～497---80 分； 

筆試 500～547---90 分； 

筆試 550 分(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TOEFL-ITP 紙筆

測驗 

參考網址: http://www.toefl.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350～399---60 分； 

400～499---70 分； 

500～649---80 分； 

650～749---90 分； 

750(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專研發設計 

TOEIC 

參考網址: http://www.toeic.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四級---80 分； 

三級---90 分； 

二級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立行

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日本語能力試驗

(JLPT) 

參考網址: http://momo.jpf.go.jp/jlpt/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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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電腦技能證照電腦技能證照電腦技能證照電腦技能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MOS 標準認證(Core) ---80 分 

MOS 專業認證(Expert) ---85 分 

MOS 大師認證(Master) ---9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Certiport™ 

Microsoft Office 

微軟 Office 專業

認證 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參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DesktopDefault.aspx 

http://www.mos.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全球數位素養委員會 GDLC」(Global Digital 

Literacy Council) 與 Certiport™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 (IC³) 

參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tw/index.php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Web Communication using Dreamweaver 8 ---85 分 

Rich Media Communication using Flash 8 ---8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Certiport™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參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DesktopDefault.aspx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電腦硬體裝修: 丙級---70分；乙級---85分 
電腦軟體設計: 丙級（程式）---70分； 
             乙級（C語言）---85分 
電腦軟體應用（Office）丙級---70 分；乙級---80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電腦硬體裝修 

電腦軟體設計 

電腦軟體應用

（Office）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企業人才技能認

證(TQC) 

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 

對照分數 

專業企畫人員---85 分 
專業財會人員---85 分 
專業行銷人員---85 分 
專業人事人員---85 分 
專業 e-Office 人員---85 分 
TQC-EC 電子商務全方位工程師---85 分 
辦公室軟體應用類 
中文輸入：30 字以上---60 分； 80 字以上---75 分 
 英文輸入：30 字以上---60 分；50 字以上---75 分 
Word 進階級：65 分     專業級：75 分 
Excel 進階級：70 分     專業級：75 分 

PowerPoint 進階級：60 分  專業級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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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進階級：75 分    專業級：80 分 

IE 6.0X(網際網路應用) 

          進階級：60 分  專業級：70 分 

影像多媒體 

影像處理 Photo Impact---75 分 

視窗程式設計(VB) ---80 分 

ASP（互動式網頁設計）---80 分 

電腦動畫 Flash MX---80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參考網址: 
http://www.tqc.org.tw/TQC/index.asp 

http://www.csf.org.tw/main/index.asp 

其他電腦證照 對照分數 

Linux認証IDC公司：Linux Essentials（LE）---85分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LSA）---85分 

昇陽公司：SCJP（Java程式設計）---85分 

SCWCD（Java程式設計）---85分 

經濟部ITE---85分：系統類、程式設計類、網路類、

資料庫類、其他類 

三三三三、、、、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企業管理相關專業證照 

◎◎◎◎專案管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專案管理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9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IPMA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國際專案管理學會/TPMA 台灣專案

管理學會 

IPMA D 級專案副

理 

參考網址 http://www.tw-pma.org.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數 9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PMI（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專案管理協

會/報考申請網址： 

https://certificationapp.pmi.org/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專案

管理認證 

參考網址: 

PMI 加入會員網址：

https://secure.pmi.org/memberapp/code/ 

form_contact1.asp 

報考申請網址：https://certificationapp.pmi.org/ 

http://securereg3.prome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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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管理行銷與管理行銷與管理行銷與管理(門市服務門市服務門市服務門市服務)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

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門市服務 乙級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

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門市服務 丙級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財務財務財務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台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理財規劃師) 

參考網址 http://www.fpat.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全球風險專業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 GARP） 

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財務風險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garp.org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美 國 投 資 管 理 研 究 學 會 (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財務分析師) 

參考網址: http://www.cfa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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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相關證照金融相關證照金融相關證照金融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65 分 

信託業務員----70 分 

初階外匯人員---70 分 

初階授信人員---70 分 

進階外匯人員---80 分 

進階授信人員---80 分 

理財規劃人員---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台灣金融研訓院 

台灣金融研訓院

主辦金融相關證

照 

參考網址 http://www.tabf.org.tw/tw/ 

◎◎◎◎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證券暨期貨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證券商營業員---70 分 

期貨商業務員---75 分 

債券人員---80 分 

股務人員---75 分 

企業內控---75 分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80 分 

投信投顧業務員---85 分 

期貨交易分析人員---90 分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9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證券基金會 

證券基金會主辦

證券暨期貨各類

證照 

參考網址 http://www.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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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70 分 

會計事務乙級技術士---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會計事務乙(丙)級

技術士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考試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

試 

記帳士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會計師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保險相關證照保險相關證照保險相關證照保險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6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人身保險業務員 

參考網址 http://www.lia-roc.org.tw/index.html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6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產物保險業務員 

參考網址 http://www.nli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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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投資型保險業

務員 

參考網址 http://www.iiroc.org.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核保理賠人員 

參考網址: http://www.nlus.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人身保險經紀人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財產保險經紀人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個人風險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rmst.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企業風險管理師 

參考網址: http://www.rm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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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保險精算師 

參考網址: http://www.airc.org.tw/2007/index.php 

 

◎◎◎◎國際貿易相關證照國際貿易相關證照國際貿易相關證照國際貿易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7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 台灣省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國際貿易大會考 

參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丙級---75 分 

乙級---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國貿業務技術士 

參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數 9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 台灣省進出口商

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貿易經營師 

參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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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考試 

證照名稱 項目 說明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數 

普通考試---90分 

：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行

政、工業行政、地政、財經政風 

四等特種考試---90分 

：一般行政、關稅會統、資訊處理、財稅行政、

會計、經建行政、地政 

三等特種考試---95分 

：一般行政、財稅行政、關稅法務、關稅會統、

資訊處理、國際經濟商務、會計、經建行政、地

政、財經政風、資訊處理 

高等考試---100分 

：勞工行政、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會

計、經建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政、商

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地政、公產管理、財

經政風、不動產估價師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中華民國公務人

員考試 

參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附註說明: (1)證照名稱的對照分數對照分數對照分數對照分數以本系公布為準。 

(2)其他參考資料及網站若有不同，以認證單位/報考單位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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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 

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 
97.05.13 學程課程委員會議草案 

97.05.19 學程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97.05.26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人文社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落實校外實習教學，使學生能達學用並進，增進本

職學能目標，依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校外實習課程校外實習課程校外實習課程校外實習課程 

校外實習原則安排於三年級第一學期開始實施，大三轉學生得依本會議確認後調整實

習時間。實習期間訂為 6 月，課程學分數為 9 學分，總實習時數不得低於 1,000 小時，

且以同一實習機構為原則。 

三、  校外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機構校外實習機構 

校外實習機構之選定由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開會議定，並由本校校長與實習

機構代表簽約，執行校外實習教學合作事宜。依當年度雙方校外實習教學合作計畫內

容與業者提供之實習員額，協助學生與實習機構簽定工作契約，以分發學生實習。有

關「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格式如

附件(一)。 

四、 校外實習分發校外實習分發校外實習分發校外實習分發 

（一）實習分發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依業者要求條件與學生總成績排定序位，

由學生自行選填志願分發。選擇分發面試順位由二年級導師依據學生一、二年

級總成績排序，總成績之構成比例如下： 

1. 兩班任課教師相同科目之學業成績 70%：學業成績依據本校發給之成績評

定。 

2. 活動參與(含操行)（含二年級下學期）30%：學業成績依據本校發給之成績

評定。 

3. 課外活動參與(含操行)須由學生提出相關證明，評分標準如下：(1) 班代 / 系

學會會長 / 社團社長為 100 分、(2) 副班代 / 系學會副會長 / 社團副社長

為 80 分、(3) 班級幹部 / 系學會幹部 / 社團幹部為 60 分、(4) 社團社員為

40 分、(5)無課外活動參與紀錄為 20 分。老師可依學生活動參與表現(含操行)

予以加減分數，以示公平。 

（二）轉系生或轉學生之排序，依學生轉入本系後之前述各項成績或表現為依據，再

與其他學生共同排序。 

五、  實習學生面試實習學生面試實習學生面試實習學生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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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實習機構提供之面試名額、時間與地點，安排學生前往面試或由實習單位前

來本院辦理面試。 

（二）本院於實習單位面試之時間提前公告，學生可選填參加與否。 

（三）欲參加面試學生數超過該實習機構提供之面試名額時，依學生總成績排序參加

面試，順位在後超過名額者不得參加。要求參加面試學生數低於應面試名額時，

全額選取。無故缺席面試者，不安排其餘面試機會。 

（四）實習機構錄取後，不得拒絕前往實習，本院不再安排該生其餘面試機會。 

六、  實習行前說明實習行前說明實習行前說明實習行前說明 

下學期期末由本院輔導系學會舉辦之「校外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會」中一併說明實習法

規及注意事項。 

七、  實習家長具結實習家長具結實習家長具結實習家長具結 

學生實習前應協調學生家長簽訂「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校外

實習學生家長同意具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八、  實習教師訪視實習教師訪視實習教師訪視實習教師訪視 

實習訪視教師由原班導師擔任之，必要時得遴聘業者人事部門、相關部門主管或校外

代表共同組成。訪視教師職責如下，未盡職責者四年內不得再擔任之： 

（一）訪視實習學生 

1. 解決學生實習訓練與生活相關問題，必要時會同實習主委、學生家長與實習

單位主管共同解決實習問題或依「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校外實習學生

獎懲辦法」終止學生實習辦理休退學。 

2. 每學期至少訪視四次，並填繳訪視輔導紀錄表，每學期由學院人員查核整理

後呈院長核示。(校外實習教師訪視記錄表如附件三) 

3. 訪視內容為聯繫本院及學校各部門對學生之發布或應辦事項，善盡學校與學

生間之溝通職責。 

（二）聯繫實習機構 

1. 聯繫學生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解決學生實習問題，並知會實習單位執行本院

實習政策。 

2. 溝通並整理學生實習訓練內容或課程，供本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本位課程規

劃與實習政策調整參考。 

3. 了解並回報非約定學生實習單位或職務異動，供本會因應與存查。 

（三）考核實習成績 

1. 學生實習報告評分與學生實習訪視評分後，交本院彙整計算總成績。 

2. 挑選優良實習報告由本院彙整以供傳承。 

（四）必要時需出席本院會議，研議本院校外實習事宜。 

十、  實習學生返校實習學生返校實習學生返校實習學生返校 

實習學生應參與學期末由本院輔導系學會舉辦之「校外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會」，收取

實習報告，討論實習問題，分享實習心得予本院未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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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實習成績考核實習成績考核實習成績考核實習成績考核 

1. 實習主管評分，依據學生實習考核表項目評分，佔總成績之 40%。「人文社會學院觀

光遊憩學位校外實習主管考核表」格式如附件。 

2. 實習訪視評分，佔總成績之 20%。 

3. 實習報告評分，佔總成績之 40%。「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校外實習報告評分表」、

「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生校外實習報告撰寫須知」格式如附件。 

十二、實習學生獎實習學生獎實習學生獎實習學生獎懲懲懲懲 

學生實習分發後，仍受本校管理，並接受實習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遵守實習機構既

定營運政策及工作規則；獎懲事宜依「正修科技大學生獎懲辦法」與實習機構獎懲辦

法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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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合作合約書 

 

立約人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暨＿＿＿＿＿＿＿＿＿（以下簡稱乙方），緣甲、

乙雙方就學生校外實習建教合作事宜，特立本合約，提供學生校外專業技能之訓練及實習機

會。經甲乙雙方同意依照下列各項辦理： 

 

一、 為輔導學生校外實習特成立實習輔導小組，由甲方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之班級導

師代表暨乙方代表共同組成，除定期召開協調會外，並視狀況隨時集會。 

 

二、 實習輔導小組任務如下： 

（一）代表甲、乙雙方洽商實習學生的合理勞動契約。 

（二）定期召開協調會，宣布管理事宜及瞭解同學實習情況，以利學校教學與業者訓練的

配合。 

（三）實習期間分發學生至實習單位，並要求學生接受實習單位主管之監督，遵守既定的

政策及工作規範。 

（四）實習期間派專人負責指導與考核，藉以研究改進校外實習的訓練課程。 

（五）實習期間，如有情節重大情事，得集會議定提前終止實習，並通知學校及家長處理。 

（六）其他有關建教合作實習之協調事項。 

 

三、實習合作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個月（實習時間：依事業單位實際情形排班）。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

事項，依甲方人文社會學院「校外實習教學實施要點」辦理。。 

 

四、甲方之職責： 

（一）負責遴選分發實習學生。 

（二）與乙方研擬實習相關工作內容，提供成績考核辦法，並監督及瞭解學生實習情形。 

（三）協助事業單位遴選或招考實習生。 

（四）協辦實習生之基礎訓練、補充技能訓練與教育。 

（五）相關教學之研擬及各項成績考核。 

（六）負責頒發實習結業證書。 

（七）其他有關學校教育、生活輔導、各類活動參與之事項。 

（八）負責宣導實習學生遵守相關營業秘密法規之規定。 

（九）協助甲方與實習生簽署訓練契約，送交主管機關備案。 

（十）若實習生為未成年人，乙方應協助甲方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十一）負責約束選派之實習學生，確實執行雙方所擬定的工作及遵守相關規定。 

五、乙方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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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提供＿＿＿＿名實習名額，由甲方（或經乙方遴選）學生前往實習。 

（二）實習期間須考核及評定實習成績，與協助學生生活管理。 

（三）實習期間應視學生為公司之員工（簽定勞動契約並給予薪資），提供符合勞動條件之

工作環境。 

（四）辦理工作技能分析並研擬技能訓練標準、時數及輔訓等。 

（五）負責技能訓練及成績考核，並提供相關資料。 

（六）適當安排各種技能訓練、輪調工作崗位等雙方所擬定的工作內容，但不得安排學生擔任

具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七）實習生之工作訓練盡量在日間實施，並配合事業單位實際情形排班。 

（八）其作息、休假及因作業之必要加班應依公司相關規定辦理，但加班費應按一般同等工作

人員工資計標準發給。 

（九）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可予以鼓勵留廠（公司）服務，惟決定權在乙方。 

（十）他有關訓練事項及人員管理悉依甲方之規定辦理。 

 

 

六、本合約共乙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存執乙份，自下列簽約日起實施之。 

 

 

  甲方：正修科技大學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代表人：＿＿＿＿＿＿＿＿＿＿＿ 

 

  職稱：＿＿＿＿＿＿＿＿＿＿＿ 

 

 

  乙方：＿＿＿＿＿＿＿＿＿＿＿＿＿＿＿ 

 

  地址：＿＿＿＿＿＿＿＿＿＿＿＿＿＿＿ 

 

  代表人：＿＿＿＿＿＿＿＿＿＿＿＿＿＿ 

 

  職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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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家長同意具結書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家長同意具結書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家長同意具結書學生校外實習教學家長同意具結書 

 

    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就讀於貴校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茲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安排其前往與學校簽有實習合約之專業單位＿＿＿＿

＿＿＿＿＿，進行校外實習課程。本人確已為其投保實習期間之意外保險，並證明其身心健

康狀況良好可參加校外實習，期間並要求其配合本校及實習單位之督導，遵守各項實習規章

及生活規範，如有違規事件，願接受校規、實習單位規定、及相關法規處理，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正修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保險公司：            保單編號：        意外險保額： 

 

家長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話：                日期： 

 

附註：（1）請附上保單影印本（意外險至少 200 萬元）。 

     （2）民國 年 月 日前交回本同意書。 

     （3）若有特殊身心健康狀況必須先聲明註記如下： 

學生証影本正面 學生証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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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 (範本範本範本範本)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實習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項次 評分項目 分數考核項目考核項目考核項目考核項目 (極佳：85-100 分，佳：70-84 分，普通：60-69 分，差：50-59 分，
極差：40-49 分) 

1 專業知識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2 整合能力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3 持續改進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4 工作投入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5 學習精神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6 團隊合作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7 出勤狀況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8 禮節守時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9 人際關係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10 偶發應變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11 整體表現 □ 極佳   □ 佳   □ 普通   □ 差   □ 極差 

 總分 每項二十分，總分滿分為一百分 

請假 病假：＿＿日＿＿小時；公假：＿＿日＿＿小時；事假：＿＿日＿小時 

喪假：＿＿日＿＿小時；曠假：＿＿日＿＿小時；  

總實習時數：＿         ＿小時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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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 
（1）表現傑出之處(整體表現勾選極佳者，請填寫本項)：(非常歡迎以附件說明) 

 

 

 

 

 

 

 

 

（2）建議再加強之處(整體表現勾選極差者，務請填寫本項)：(非常歡迎以附件說明) 

 

 

 

 

（3）綜合評論 

 

 

 

 

 

 

 

 

 

實習單位指導人員： 簽章 

實習單位主管： 

備註 1. 請於評語內對學生實習表現做具體之敘述與建議，俾使今後實習改進之參考。 

2. 本考核表請由實習廠商之直屬主管或督導人員 (每位同學至少二位)分別填寫。 

3. 評核人在完成評核後煩請直接將此考核表以貴公司信封裝妥並密封，逕寄正修科
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楊鈞賀先生收 (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非常謝
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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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成果評量表學生校外實習成果評量表學生校外實習成果評量表學生校外實習成果評量表 

學生姓名： 

實習單位： 

實習部門： 

實習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分項目 分數 評語 

 實習單位成績考核  原始分數佔權重 40% 

學習態度  

儀容禮節、服務出勤  

偶發應變能力  

溝通技巧  

訪 

視 

輔 

導 

評 

量 

綜合表現  

分數佔權重 20%，每項至多 5 分 

前言  

本文內容撰述  

實習心得彙整  

建議與結論  

學 

習 

心 

得 

報 

告 

參考資料與附件  

分數佔權重 40%，每項至多 8 分 

總分   

總評  

實習輔導老師： 簽章 

院長： 

 

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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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實習行前注意事項學期校外實習行前注意事項學期校外實習行前注意事項學期校外實習行前注意事項 
 

實習主題實習主題實習主題實習主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備註內容備註內容備註內容備註 

1.實習開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實際報到日期由提供實習之廠商視需求決定 

2.實習期間返校座談 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三上午 13:20~17:00 

1. 分為三次期中座談及一次期末座談。 

2. 地點在          人文社會學院視聽教室 

3. 無故不參加回校座談者以曠課論並扣其抵

修之三門課程學期分數。 

3. 「期中心得報告」 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三上午 13:20~17:00 

1. 格式如附件一 

2. 期中心得報告表除了回校座談當天繳交書書書書

面壹份面壹份面壹份面壹份之外，請在三天前三天前三天前三天前(民國  年  月  日

前前前前)先 email 一份(電子檔)給各導師與學院楊鈞

賀先生，以利彙整。 

4. 「實習期末報告」 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三上午 13:20~17:00 

1. 格式如附件二 

2. 並請在回校座談三天前三天前三天前三天前(民國  年  月  日

前前前前)先將報告電子檔 email 給各導師與學院楊

鈞賀先生，以便匯整。未繳交「期末實習報告」

之同學，校外實習科目成績可能不及格。 

5. 實習輔導教師 民國  年  月  日 

 

原則上於實習期間會不定期至各實習廠商處

進行訪查與視導。 

6. 實習廠商 民國  年  月  日 

 

1. 對實習學生之考核原則上每位學生由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兩位督導員兩位督導員兩位督導員兩位督導員進行考核。 

2. 請實習同學務必提醒部門主管提醒部門主管提醒部門主管提醒部門主管將填寫完成

後之考核表考核表考核表考核表(如附件三如附件三如附件三如附件三)密封密封密封密封，於民國  年  月  

日前前前前逕寄各系負責人楊鈞賀先生。 

 

7.終止實習 民國  年  月  日 

 

1.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如有必要，需提前終止

實習時，請先通知學校負責老師處理。 

2. 由於實習報到日期比學期開始提早(約一至

兩個多月)，因此相關提前終止實習之處理辦

法，請依各實習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若有其

它特殊情況則由學院教學辦公室專案研議處

理。 

8.實習結束 民國  年  月  日 

 

1. 若公司方面額外要求短期之工作交接，則

學生得在完成工作交接後方可結束實習學生得在完成工作交接後方可結束實習學生得在完成工作交接後方可結束實習學生得在完成工作交接後方可結束實習。 

2. 並依公司規定辦理後續離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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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聯絡人職務 民國  年  月  日 

 

1. 擔任總聯絡人及聯絡人等職務之同學需負

責實習期間與老師及各同學間之聯繫（含緊急

事件通知）。 

2. 並負責製作詳細通訊錄(內含姓名、學號、

實習廠商、聯絡地址、公司與住家電話、E-mail

等)。 

人文社會學院人文社會學院人文社會學院人文社會學院：：：：薛福財院長薛福財院長薛福財院長薛福財院長，e-mail:k0032@stu4.csu.edu.tw   手機：0920-566438 

幼幼幼幼 保保保保 系系系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e-mail:                       手機： 

運運運運 休休休休 系系系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e-mail:   手機： 

運運運運 休休休休 系系系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e-mail:   手機： 

運運運運 休休休休 系系系系：：：：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e-mail:   手機： 

教學相關規定或表格均會 email 給總聯絡人或各聯絡人人人人，因此請與總聯絡人保持密切聯

繫。 

●實習期間如有任何問題，各系請洽班級導師班級導師班級導師班級導師；人文社會學院則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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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校外實習期中心得報告表校外實習期中心得報告表校外實習期中心得報告表校外實習期中心得報告表 

                                                         日期：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班級：                   姓名：                     學號：                

公司名稱：                                          部門：                

職稱：                   

 

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以條列的方式簡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 

1. 

 

 

 

 

 

 

 

勝任程度勝任程度勝任程度勝任程度：：：：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以條列的方式簡述)：：：： 

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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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校外實習期末報告校外實習期末報告校外實習期末報告校外實習期末報告 

 

 

      實習廠商：                                   

 

實習地址：                                   

 

 

 

      班級：                   

 

      學號：                   

 

      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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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班級：                      姓名：                    學號：                   

 

公司名稱：                                             部門：              

 

職稱：                                                   

 

工作性質： 

                                                                          

 

 

 

實習內容與心得實習內容與心得實習內容與心得實習內容與心得 
 

說明： 

� 此份報告攸關實習成績評定，內容必須自行撰寫，且務求詳盡充實。 

� 基本格式：12 字型、1.5 倍行距、標楷體。 

「期末實習報告」請在民國  年  月  日（星期六）回校座談時繳交(兩份)。並請於該 

日三天前三天前三天前三天前先行 email 給總聯絡人，以便匯整成一個檔案，未準時繳交「期末實習報告」 

之同學，若干學科成績可能不及格。 

1. 公司概況介紹？ 

答： 

2. 產品概況介紹？ 

答： 

3. 實習工作內容介紹？ 

答： 

4. 實習時的勝任程度如何？ 

答： 

5. 實習時碰到的困難為何？如何解決？ 

答： 

6. 實習時若需要某方面的知識或資訊，你如何取得？ 

答： 

7. 你從實習中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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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8. 如何把學校學到的知識，轉為實務的作業？ 

答： 

9. 校外實習與學校生活有什麼不同？ 

答： 

10. 你認為實習對未來有何幫助？ 

答： 

11. 實習對廠商有何好處？ 

答： 

12. 實習對系上有何好處？ 

答： 

13. 校外實習之優點？缺點？ 

答： 

14. 你認為畢業生需具備什麼條件，在業界才有競爭力？ 

答： 

15. 你覺得自己還需要充實那方面的知識或能力？ 

答： 

16. 就你所知，實習廠商或督導員對實習之評價如何？ 

答： 

17. 最後，你的心得與建議？ 

答： 

柒柒柒柒、、、、重要規章重要規章重要規章重要規章 

一一一一、、、、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 

（一）選課相關規定、扺免學分辦法、雙主修/輔系辦法、校際選課辦法 

http://140.127.125.223/reg_cou/index.htm 

 (二)校內/外獎助學金、減免學雜費、就學貸款等重要訊息 

      http://eca.csu.edu.tw/ 

(三)正修科技大學學則  http://140.127.125.223/reg_cou/950126studyaffairruls_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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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4 

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正修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觀光遊憩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97.05.13 學程課程委員會議草案 

97.05.19 學程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97.05.26 院課程委員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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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P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P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P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P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P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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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007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P008 服務學習(二) 0/2 

基礎專業必修 4P200 管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P013 計算機概論 2/3 

基礎專業必修 4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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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202 觀光概論 2/2 基礎專業必修 4P205 會計學 3/3 

模組專業必修

2 
4P203 國際禮儀 2/2 模組專業必修 1 4P206 旅行業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3 
4P204 休閒遊憩導論 2/2 模組專業必修 2 4P207 餐飲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00 旅遊英語（一） 1/2 模組專業必修 3 4P208 台灣歷史與文化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02 旅遊日語（一） 1/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06 生態旅遊 2/2 

通識基礎必修 4P019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07 休閒教育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05 飲食文化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03 旅遊日語（二） 1/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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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P01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 4P011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P012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基礎專業必

修 

4P220 多媒體製作 2/3 
基礎專業必修 

4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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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016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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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專業必

修 
4P209 統計學 3/3 通識基礎必修 4P01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基礎專業必

修 
4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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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211 觀光遊憩資源管理 2/2 基礎專業必修 4P214 觀光行銷 2/2 

模組專業必

修 2 
4P212 旅館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2 4P215 客房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

修 2 
4P213 餐飲服務技巧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13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模組專業選

修 1 
4P808 航空客運與票務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14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模組專業選

修 2 
4P809 餐旅商品企劃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15 飲料製作 2/2 

模組專業選

修 2 
4P810 餐飲採購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16 宴會與外燴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

修 3 
4P811 野外生活技能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17 餐旅資訊系統 2/2 

模組專業選

修 3 
4P812 導覽解說技巧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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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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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217 人力資源管理 2/2 

    模組專業必修 1 4P218 服務業品質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19 遊憩活動設計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20 觀光行政與法規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21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模組專業選修 4P822 旅館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23 餐旅連鎖經營與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24 海洋觀光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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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課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P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基礎專業

必修 
4P219 專題製作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34 旅遊糾紛與處理 2/2 

模組專業

選修 1 
4P826 旅遊產品設計及策略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35 大型購物中心規劃與管理 2/2 

模組專業

選修 1 
4P827 觀光電子商務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36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

選修 1 
4P828 旅遊健康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1 4P837 旅遊文化 2/2 

模組專業

選修 2 
4P82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38 旅館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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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專業選

修 2 
4P830 渡假村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39 餐旅英文 2/2 

模組專業

選修 2 
4P831 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2 4P840 博奕事業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

選修 2 
4P832 餐旅日文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41 休閒農場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

選修 3 
4P833 博物館經營管理 2/2 模組專業選修 3 4P842 觀光地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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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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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5 

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辦法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辦法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辦法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辦法 

97.09.04 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應用外語系〈以下稱本系〉為提升學生未來就業能力及競爭力，訂定「應用外語系提升學生

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相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就業能力檢定證照」係指輔導學生取得未來就業發展相 

關之技術檢定證照檢定合格證書。 

 

第三條 學生技能檢定證照等級認定，均係採教育部公告之對照表為依據。 

 

第四條  輔導學生取得相關證照名稱及等級如下： 

 

相 

關 

證 

照 

名 

稱 

電 

腦 

軟 

體 

應 

用 

會 

計 

事 

務 

商 

業 

計 

算 

網 

頁 

設 

計 

日 

語 

檢 

定 

TQC-O

A 

英 

文 

輸 

入 

TQC-O

A 

中 

文 

輸 

入 

國 

貿 

業 

務 

技 

術 

士 

 

等 

級 

丙 

級 

以 

上 

丙 

級 

以 

上 

丙 

級 

以 

上 

丙 

級 

以 

上 

三 

級 

以 

上 

進 

階 

級 

進 

階 

級 

丙 

級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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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6 

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學生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學生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學生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學生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    

97.09.04 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應用外語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乃依據本

校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本系規定日間部四技學生均應於四年級上學期以前必須獲得通過相關語言能力檢測中級以上之

證書(或證明)以抵免四年級上學期需修習 0 學分 2 小時之「英文檢定」課程。 

 

三、本系學生如未能在四年級上學期提出抵免證明者，須於四年級上、下學期中，自行報考通過並

取得相關中級以上英語能力檢測證明至少兩次(一次通過者不計)。未達通過者，須於暑假期間修

習輔導課程，經本校語言學習中心檢測成績合格後，方准與辦理抵免「英文檢定」課程之學分。 

 

四、相關中級英檢標準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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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IC 

中級 195 S-2 230 240 
   B1 

Threshold 
137 4 PET 

ALTE 

Level 2 
550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溯自 94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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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7 

95.10.4 系務會議通過 

96.3.26 校務會議通過、97.9.3 系務會議修正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96 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一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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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A026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8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8 體育(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A211 幼兒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A241 課程與教學原理 2/2 

專業必修 4A201 心理學 2/2 專業必修 4A216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4A203 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4AA17 幼兒戲劇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AA18 腦力開發與優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A816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868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AA20 設計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小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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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A017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A01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選修 4A257 幼兒教育空間設計 2/2 

專業必修 4A256 兒童觀察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4A214 兒童福利與社會工作 2/2 

專業選修 4AA21 課程模式 2/2 專業必修 4A243 特殊教育導論 2/2 

專業選修 4AA22 嬰兒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28 藝術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18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29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20 教育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814 班級經營 2/2 

專業選修 4AA24 兩性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A3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A25 休閒導論 2/2 專業選修 4AA3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26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A873 兒童發展評量 2/2 

專業選修 4AA27 廣告編輯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2 兒童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A33 幼兒電腦教學實務應用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9 小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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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96 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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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A024 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A262 專業社群實習 9/18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A230 實務專題 1/2 

專業必修 4A258 專業社群參觀 1/3 專業必修 4A263 幼兒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A229 實務專題 1/2 專業選修 4AA41 美語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必修 4A259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4AA42 美語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261 親職教育與實務 1/2 專業選修 4AA43 兒童行為輔導 2/2 

專業選修 4A244 諮商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11 早期療育 2/2 

專業選修 4A89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AA45 幼兒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A34 語文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35 語文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6 裝置藝術 2/2     

專業選修 4AA37 特殊兒童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8 活動導覽與解說技巧 2/2     

專業選修 4A859 教育統計學 2/3     

專業選修 4A853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協同教學) 1/2     

專業選修 4AA39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40 戶外教育與解說技巧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9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7   小時      （2）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A26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 2/2 

    專業選修 4AA55 數學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46 兒童產業領導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4AA56 數學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47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AA57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48 幼兒遊戲 2/2 專業選修 4AA58 托育機構評鑑 2/2 

專業選修 4AA49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選修 4AA59 自然生活科技教材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0 兒童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892 特殊兒童科技輔具 2/2 

專業選修 4AA51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A890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AA52 兒童家庭與社會 2/2 專業選修 4A851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801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4A831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4AA53 兒童休閒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60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A872 兒童產業介紹與參觀(協同教學) 1/2 專業選修 4AA61 企畫行銷 2/2 

專業選修 4AA54 影片製作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6  小時        （7）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6   小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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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96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最多修 25 學分，

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 

    則須完成 2 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課程中 

之某一類程，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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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一頁〉 
97.3.12 系務會議通過、97.3.17 校務會議通過、97.9.3 系務會議修正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學分) 

一 年 級 上 學 期 一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A206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8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8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A211 幼兒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A241 課程與教學原理 2/2 

專業必修 4A201 心理學 2/2 專業必修 4A216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4A203 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4A A17 幼兒戲劇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A A18 腦力開發與優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A816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868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A A20 設計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5 小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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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A017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A01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A 特殊教育導論 1/2 

專業必修 4A256 兒童觀察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4A214 兒童福利與社會工作 2/2 

專業選修 4A A21 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A A28 藝術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 A22 嬰兒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 A29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18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814 班級經營 2/2 

專業選修 4A820 教育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 A3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 A24 兩性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 A3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 A25 休閒導論 2/2 專業選修 4A873 兒童發展評量 2/2 

專業選修 4A A26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A A32 兒童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 A27 廣告編輯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 A33 幼兒電腦教學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A A27 玩具設計 1/2 專業選修 4A 幼兒教育空間設計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9 小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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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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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A024 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A 專業社群實習 9/18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A230 實務專題 1/2 

專業必修 4A258 專業社群參觀 1/3 專業必修 4A263 幼兒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A229 實務專題 1/2     

專業必修 4A259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4A89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AA34 語文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35 語文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6 裝置藝術 2/2     

專業選修 4AA37 特殊兒童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8 活動導覽與解說技巧 2/2     

專業選修 4A859 教育統計學 2/3     

專業選修 
4A853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協同教學) 
1/2     

專業選修 4AA39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40 戶外教育與解說技巧 2/2     

專業選修 4A 親職教育與實務 1/2     

專業選修 4A 諮商理論與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1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23 小時      （0）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A26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 2/2 

專業必修 4A251 幼兒保育專題討論 1/1 專業選修 4AA55 數學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46 兒童產業領導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4AA56 數學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47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AA57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48 幼兒遊戲 2/2 專業選修 4AA58 托育機構評鑑 2/2 

專業選修 4AA49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選修 4AA59 自然生活科技教材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0 兒童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892 特殊兒童科技輔具 2/2 

專業選修 4AA51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890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AA52 兒童家庭與社會 2/2 專業選修 4A851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801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4A831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4AA53 兒童休閒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60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A872 兒童產業介紹與參觀(協同教學) 1/2 專業選修 4AA61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4AA54 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A41 美語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42 美語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43 兒童行為輔導 2/2     

專業選修 4AA11 早期療育 2/2     

專業選修 4AA45 幼兒性別教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1  小時        （9）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6   小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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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9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最多修 25 學分，

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則須完成 2 個月

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選修亦含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課程中之某一類程， 

    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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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一頁〉       97.3.12 系務會議通過 

                                                                                             97.3.17 校務會議通過、97.9.3 系務會議修正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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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A2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8 體育(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9A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9A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9A207 幼兒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A213 課程與教學原理 2/2 

專業必修 9A201 心理學 2/2 專業必修 9A221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9A203 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9AA15 幼兒戲劇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AA16 腦力開發與優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9A878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A847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A854 設計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小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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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4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2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9A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9A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A017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9A01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9A255 幼兒教育空間設計 2/2 

專業必修 9A251 兒童觀察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A239 特殊教育導論 2/2 

專業必修 9AA13 課程模式 2/2 專業必修 9A225 兒童福利與社會工作 2/2 

專業選修 9A856 嬰兒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17 藝術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A14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A18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32 教育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A815 班級經營 2/2 

專業選修 9AA10 兩性關係 2/2 專業選修 9A87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AA16 休閒導論 2/2 專業選修 9A87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62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9A866 兒童發展評量 2/2 

專業選修 9A863 廣告編輯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19 兒童心理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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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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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A043 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9A253 專業社群實習 3/9 

通識博雅選修 9A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AA29 幼兒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A252 專業社群參觀 1/3 專業選修 9AA26 兒童行為輔導 2/2 

專業必修 9AA20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9A859 早期療育 2/2 

專業必修 9AA21 親職教育與實務 1/2 專業選修 9A875 幼兒性別教育 2/2 

專業必修 9A2261 諮商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876 教育統計學 2/3 

專業選修 9AA22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A877 幼兒電腦教學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9AA23 語文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2 

專業選修 9AA24 語文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25 裝置藝術 2/2     

專業選修 9A873 特殊兒童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10 活動導覽與解說技巧 2/2     

專業選修 9AA27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28 戶外教育與解說技巧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18   小時      （2）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通識博雅選修 9A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9A25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 2/2 

專業必修 9A242 幼兒保育專題討論 1/1 專業選修 9AA29 數學教材與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11 兒童產業領導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9AA30 數學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79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AA31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80 幼兒遊戲 2/2 專業選修 9AA32 自然生活科技教材教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82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選修 9AA33 托育機構評鑑 2/2 

專業選修 9A883 兒童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A34 特殊兒童科技輔具 2/2 

專業選修 9A884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9AA05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A885 兒童家庭與社會 2/2 專業選修 9AA06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886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AA07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A887 兒童休閒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A08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9A888 兒童產業介紹與參觀(協同教學) 1/2 專業選修 9AA09 企畫行銷 2/2 

專業選修 9A889 影片製作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5   小時        （6） 本學期開課最高    14   學分   14   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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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9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最多修 25 學分，

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則須完成 2 個月

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選修亦含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課程中之某一類程， 

    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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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8 

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 

96.06.11 教務會議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及協助教師處理教學相關事務，進而提升教學品質，特置教學助理，並訂

定本要點。 

二、 以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之基礎理論或實務課程為辦理範圍。 

三、 有關各系所需教學助理名額依經費預算額度辦理。 

四、 教學助理任用以本校研究生優先為原則，若無適合之研究生，則以大學部三、四年級學業成績

優秀學生擔任之。 

五、 各系所應依實際需求提出申請教學助理名額，並請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一週內填寫教學助理

申請表，由各系所彙集後擲交本校承辦單位。 

六、 教學助理工讀金在核配範圍內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一教學助理在本校工作時數每月總

計最多 42 小時。教學助理工讀金之核撥月份，以每學期 4 個月為原則，計 168 小時為上限。 

七、 教學助理工作內容為協助教師準備上課資料、參與課程進行、協助批改作業或報告、設計並維

護課程網頁、上網與學生互動、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八、 教學助理培訓依下列辦理之： 

(一) 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與教學助理皆須義務參加由本校辦理之教學助理座談會。 

(二) 教學助理另須義務出席本校舉辦之教學助理培訓課程，因故缺席者必須補課。 

(三) 座談會及培訓課程皆未出席者，得取消其資格。 

九、 教學助理考核依下列辦理之： 

(一)教學助理應於學期中之每月依據實際工作情形填報工作日誌，並於次月 1 日繳至本校承辦

單位。 

(二)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於學期末須填寫「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接受教學助理輔導之

學生須填寫「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 

(三) 申請老師與系所應負審核監督教學助理之責任，並核實支給工讀金，若有發現不實與教學

助理不適任之情事，本校得隨時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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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 

96.06.11 教務會議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10.13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及協助教師處理教學相關事務，進而提升教學品質，特置教學助理，並訂定

本要點。 

二、以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之基礎理論或實務課程為辦理範圍，並以本校專任教師申請教學助理優先辦

理。 

三、有關各系所需教學助理名額依經費預算額度辦理。 

四、教學助理任用以本校研究生優先為原則，若無適合之研究生，則以大學部三、四年級學業成績優

秀學生擔任之。 

五、各系所應依實際需求提出申請教學助理名額，並請任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一週內填寫教學助理申

請表，由各系所彙集後擲交本校承辦單位。 

六、教學助理工讀金在核配範圍內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一教學助理在本校工作時數每月總計

至多 42 小時。教學助理工讀金之核撥月份，以每學期 4 個月為原則，計 168 小時為上限。 

七、教學助理工作內容為協助教師準備上課資料、參與課程進行、協助批改作業或報告、設計並維護

課程網頁、上網與學生互動、提供課業諮詢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工作。 

八、教學助理培訓依下列辦理之： 

(一) 教學助理須義務參加由本校辦理之教學助理座談會與培訓課程，培訓課程因故缺席者則必

須自行擇期補課。 

(二) 座談會及培訓課程皆未出席者，得取消其資格。 

九、教學助理考核依下列辦理之： 

(一) 教學助理應於學期中之每月依據實際工作情形填報工作日誌，並於次月 1 日繳至本校承辦

單位。 

(二) 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於學期末須填寫「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接受教學助理輔導之

學生須填寫「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 

(三) 申請老師與系所應負審核監督教學助理之責任，並核實支給工讀金，若有發現不實與教學

助理不適任之情事，本校得隨時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 

(四) 為鼓勵教學助理，每學期於期末考核後，經優秀教學助理遴選會議決議遴選出每系至少 1

名優秀教學助理；並於每學期初提出考核不適任之教學助理，供各系任用教學助理之參考。 

十、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須出席本校舉辦之教學助理說明會。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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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9 

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 

97 年9 月30 日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1 次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10 月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整合運用南區大專校院教學資源，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視野，促使學生在全方

位的學習空間獲得自我提昇，特於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夥伴學

校開設課程供學生校際選課，特訂定「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選課實施要點」

(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每學期可跨校選修課之學分數依各校規定辦理，原就讀學校應承認其所修之課

程學分數。 

三、各校開設課程，其開放跨校修課人數視教室容納量及維護教師教學品質，以開課人

數外加10%為原則，但開放人數仍依各夥伴學校之規定辦理。 

四、學生除跨校選修他校通識課程、前瞻性實用學程或經執行委員會通過之專業課程

外，以欲選修之課程於本校當學期未開設或所選課程與其他課程衝堂者為限。 

五、當學期完成註冊且符合前項資格之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學生，依本要點至他校選修之

一般學期課程（不含暑修）以不繳學分費為原則(其他費用不在此限)，其餘如研究

所、進修部、學分班以及延長修業之學生，悉依各校收費標準辦理。 

六、學生選修他校課程時，不得與原就讀學校所修習科目衝堂為原則，凡衝堂之跨校選

修科目概予註銷。 

七、接受他校學生選課之學校，應於學期結束後，將跨校選修學生成績單檢送其原就讀

學校，以辦理登記事宜。 

八、本要點經本中心指導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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