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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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學期期學期期學期期末末末末教務會議教務會議教務會議教務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一、時間：97 年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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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記錄：呂立德 

六、主席致詞 

1.本學期期初曾委請學務處學輔中心配合 Carreer 雜誌建置學校學生的職涯輔導，也請各

系協助提供相關資料協助完成課程地圖，並建置於 Carreer 雜誌的網頁，感謝學輔中心

及各系的配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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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課程地圖先委請土資系擬定配合，其他 14 系 3 學程也請儘速規劃課程流程

圖。 

3.各單位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中各分項，務請落實於活動結束一週內核銷完畢，以利經費

的進度管控。 

4.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的教學助理(TA)額度同於第 1 學期，基礎學科及實驗課程均可規劃

教學助理(TA)之安排。 

5.師資培育中心甫設置完成的「微型教學實驗室」，教師可藉此彌補自己教學的弱點，

從而長善救失，請各系轉知所屬教師善加利用。 

七、列席人員報告 

1.首先感謝各單位對學校教務工作的付出，值此新年將屆之際，祝福各位於公私兩方面

均能「牛」轉乾坤。 

2.弘光科技大學第 3 年的教學卓越計畫榮獲補助 4000 多萬元，較之第 2 年有大幅成長，

日前曾與教務長參觀該校，對於該校能落實各系本位課程及系所定位明確印象深刻，

允為該校特色，也是榮獲補助大幅躍升的主因，期望本校各系能多加觀摩學習。 

3.各系規劃必修課程的百分比不宜過高，如「工程數學」是否該列為必修？過於理論化

的課程實不宜再開設，宜多開設能與產業界聯結的實務性課程，方能區別技職校院與

一般大學的不同特色。 

4.近來教育部極力於課程地圖與證照地圖的推動，請各系於規劃課程時能針對此兩者多

所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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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校要建立口碑，除了全校教師教學改善、予以學生於生活的關懷與學業的輔導外，

招生宣導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另外，本校各系的網頁仍不夠友善，務請於 98 年評

鑑前建置完善，同時也能讓欲選擇正修的學生與家長，有一個初步的絕佳印象。 

6.各系畢業班的專題製作課程，務請各系予以重視，建議可至業界尋找題目，須以實作

為主，切勿再做理論性的專題。各系的優秀作品建議舉辦聯展，並鼓勵其參加對外競

賽。 

7.本校的通識課程頗具特色，某些課程也禮聘名師蒞校授課，為別校所未及，請各系能

鼓勵師生善加利用。 

8.98 年科大評鑑確定實施，請各系所能陸續累積教學績效，尤其產學合作的評分比將會

提高，各系除應落實本位課程、將課程作產學聯結外，也應與產業界多所互動，並請

鼓勵教師多提出相關產學合作計畫，以提升產學合作成效。 

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 

1.各單位於本學期對於進修部教務工作的協助與配合，在此表達由衷的謝忱，期盼在下學

期能繼續予以協助與指導。 

2.請各系轉知所屬教師，進修部務請於 98 年 1 月 14 日、在職專班於 98 年 1 月 21 日前上

網輸入成績，並將列印之成績單簽名後繳至進修部教務組。 

3.依往例畢業班最後一學期的成績單不予寄發，惟近來有多人詢問並要求寄發，經計算若

日間部與進修部同步，預估約需 2 萬多元之經費。 

△圖書館 

1.本館為配合各系所與中心的評鑑作業，請各位主任、召集人將需要本館提供的資料項目

列出，近日本館將派館員前往索取，以便於寒假期間有充裕的時間準備資料。 

2.97 學年度圖書經費 1000 萬元，上學期圖書經費 450 萬元執行明細如下表：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紙本期刊紙本期刊紙本期刊紙本期刊 245 529,955 

電子期刊電子期刊電子期刊電子期刊 11 1,836,504 

西文圖書西文圖書西文圖書西文圖書 183 405,313 

中文圖書中文圖書中文圖書中文圖書      391 227,778 

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 7 1,468,264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56 31,736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500,000 

 

3.97 學年度下學期圖書經費 550 萬元，目前已採購紙本期刊 200 萬、電子資源 250 萬元，

尚餘 100 萬元圖書經費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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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年度各系所之中西文紙本期刊訂購作業已於日前完成，本館將於 12 月 30 前寄給各系

所確認存檔，請各位系主任能多多宣導使用。 

○師資培育中心 

1.教育部擴大辦理 97 年短期促進就業措施，本中心得聘用一位人員協助師資培育實習輔

導、教師進修、地方教育輔導等業務。 

2.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繼續開辦輔導活動領域第二專長教師在職進修班，招生名額為 50 名。 

3.本中心承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學務與輔導專長增能學分班，已於本月 15 日辦理完畢，

成果已呈報教育局。 

4.高中職新課程將於 99 年開始實施，為配合新課程的實施，本中心現全面修訂專門科目

課程(任教學科)，屆時需要各系提供課程綱要，敬請協助。 

5.本學期新成立一間「微型教學實驗室」，除供師資生、實習生錄製教學實況外，亦歡迎

各位老師使用此教室，由教學錄影帶可察覺本身教學之優缺點，以改進缺失。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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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門（人文學 14 門、社會科學 14 門、自然科學 8 門、生命科學 8 門）；管理學院與人

文社會學院於星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3 門（人文學 7 門、社會科學 15 門、自然科

學 12 門、生命科學 9 門）。 

2.97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選課第一階段(97 年 12 月選課)每生限選 1 門，每 1 門

課的選修人數上限設定為 45 人，開學後加退選時(97 年 2 月 23 日~3 月 6 日)人數上限調

整為 55 人，並允許同學加選第 2 門通識博雅課程。 

3.配合教學卓越計畫，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繼續規劃「科技與人文的對話」通識講座課程，

請各系鼓勵有興趣的教師前往聆聽。 

☆藝術中心 

1.感謝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等單位的配合，俾使本中心於本學期所舉辦的 17 場活動得

以圓滿落幕。 

2.本學期所舉辦的 17 場活動，如附件 1(頁 7)，另經設計後已製作成精美 L 型夾，期藉以

宣導中心績效。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98 學年度各系所“卓越計畫 E-4 配合產業需求開設專業課程課程”校外專家審查會議，請

於 97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完成。 

2.98 學年度各系所“卓越計畫 E-5 擴大辦理實務性跨領域特色學程”協同教學，9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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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學期已有 17 個科目在進行中，第 2 學期的科目亦可開始申請，此為和業界建立合

作關係的平台，請各系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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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訂於 98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 點舉行，請有招收轉學生的系科當天指派選課輔導老師及

導師到校協助學生辦理抵免手續。  

4.麻煩通識課程、軍訓、體育、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召集人於 98 年 2 月 18 日 10 點

起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審查抵免單。 

5.下學期日間部選課目前正進行中，非常感謝各單位的協助，亦請提醒同學們在不同的選

課項目有不同的時段，請按照規定的時間上網選課。 

6.請各位授課教師務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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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業務可順利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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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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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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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組 

1.本校 98 年度產業碩士研發專班春季班招生舉行完畢，計招收營建所 9 名，預定 98 年 2

月份入學。 

2.本校 98 年度研究所甄試招生舉行完畢，計招收機電 12 名、電子 9 名、化材 4 名、電機

6 名、工管 5 名、營建 4 名、資管 5 名與在職專班 15 名、運休 6 名、經管一般 5 名與經

管在職 15 名。計有 178 名考生報名。 

3.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考簡章已定於 12 月 16 日販售，由本校主辦。 

4.本校提出申請 98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計有外語暨文教事業學位學程、資訊工程與財金

等研究所。 

5.98 學年度開始招收生技彩妝學位學程新生，秋季班只申請營建工程研究所。另外，本校

將與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合作開設產學碩士專班，預定於 99 學年度招收秋季班。 

6.依教育部指示從 98 學年度開始，學位學程不得招收四技申請入學內含名額，僅能外加 5 

名。 

◎教學發展中心 

1.本中心執行 97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中分項計畫 A-「提升教師教學成長」之 A-3「落實創

意教學」，本學期之創意教學成果展活動時程表，如附件 2(頁 10)； A-4「辦理教師教

學成長研習」相關活動時程，如附件 3(頁 11)，期盼各系能繼續予以協助，並積極鼓勵

所屬踴躍參與計畫中各項活動，共同提升教學品質。 

2.本中心與師培中心於 12 月 17 日合辦第一場次教學觀摩，運用師培中心甫建置完成的「微

型教學實驗室」，請電機系新進教師黃俊傑老師做教學演示，師培中心周甘逢老師做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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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教學，也感謝電機系的 5 位資深教師蒞臨現場予以指導。第二場次將於下學期期初舉

行，將請資管系新進教師李詠騏老師做教學演示，師培中心楊基銓老師做示範教學。其

他未有教學經驗的 97 學年度新進教師將於下學期陸續上場，請各系予以指導與鼓勵。 

3.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已於線上實施完畢，問卷結果刻正統計分析中，

期間感謝各系的協助與配合。 

4.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網路教學課程開放申請將於 1 月 5 日截止，正式開課課程須俟網路教

學推動委員會審查通過方可確定。 

5.本校《正修學報》第 21 期已編印完成，亦已發送各單位供參考使用。各單位若尚未領

取者，請至本中心領取。 

6.本校《正修學報》除與全國各大圖書館、各大學及技專校院以作學術交流外，自 91 年

起即與國家圖書館簽約，授權國家圖書館將其數位化，以供全國學術機構線上瀏覽或下

載參考；近日也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期能進一步擴展本校的學術能見度。 

7.〈正修校刊〉235 期刻正編印中，預定 97 年 12 月 29 日左右出刊。期間感謝各單位的不

吝惠賜稿件，讓校刊內容得以更加充實。 

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土木與工程資訊系暨營建工程研究所 9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工

程技術組及工程資訊組）及營建工程研究所課程標準（營建工程組及建築與環境設計

組），如附件 4(頁 12)，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11 月 03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通過、97 年 11 月 10 日系所

務會議通過、97 年 11 月 27 日校外『課程審查』會議審查、97 年 12 月 1 日系所務會

議通過。 

決議：1.鑒於招生不易，建議以混合教學為主，勿採分組招生方式。 

2.排入下學期期初教務會議再行討論。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 94~97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新生課程表，於四年級下學期新增「ERP 生產模

組應用」課程，如附件 5(頁 19)，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12 月 4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公告週知。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 96~97 學年度在職專班二技新生課程表，於四年級下學期新增「專案管理」

課程，如附件 6(頁 31)，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12 月 4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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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並請公告週知。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四四四四：：：：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97 年度第 2 學期工學院開課表，如附件 7(頁 34)，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7 年 12 月 22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五五五五：：：：由管由管由管由管理學院提出理學院提出理學院提出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設整合課程「實用管理英文」，並承認為 6 個學分學程跨

系選修學分，如附件 8(頁 36)，提請  討論。 

說明：1.為輔導管理學院所隸屬系所學生商用英語能力之運用和通過 TOEIC 測驗考試實力，

故開設此課程。 

2.此門課程承認為「台商跨國經營管理」、「行銷企劃」、「電子商務」、「金融投

資」、「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科技專案管理」等 6 個學分學程跨系選修學分。 

3.本案業經 97 年 12 月 11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請管理學院所屬各系配合實施，另請工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鼓勵學生跨院

選修。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六六六六：：：：由管由管由管由管理學院提出理學院提出理學院提出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一下專業必修「電腦媒體應用專

題」，課程規劃由四位導師搭配業界師資(18 小時)協同授課，提請  討論。 

說明：1.學生專題擬由四位導師分組進行指導並強調與實務結合，故授課方式採由四位導師

搭配業界師資(18 小時)協同授課。 

2.二上至三下所規劃之專題「多媒體應用專題」、「多媒體動畫應用專題」、「影音

動畫應用專題」、「數位行動應用專題」授課方式比照辦理。 

3.本案業經 97 年 12 月 11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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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藝術中心辦理活動一覽表 

展覽 

日期 09/07 時間 10:00 主題 漂移憶境─劉冠伶創作個展 

內容 展覽日期：2008.09.05-2008.09.26 

開幕茶會：2008.09.05(五) 10:00 am 

日期 10/03 時間 10:00 主題 『李朝進』個展 

內容 展覽日期：2008.10.03-2008.11.23 

開幕茶會：2008.10.03(五) 10:00 am 

備註  

日期 12/05 時間 10:00 主題 蔡秉旂文生個展 － 默走紅色刀刃的影

子 

內容 展覽日期：2008.12.05-2009.01.09 

開幕茶會：2008.12.05(五) 10:00 am  

開幕活動：與影子對話 

     引言人：顏漪彤／齋月光風 作者 :虛谷上人作品賞析 

備註  

 

講座 

日期 09/17 時間 09:00 主題 劉冠伶─藝術創作與生命表達 

內容 主講人：劉冠伶  地點：藝術教室 

備註  

日期 10/08 時間 09:30~11:30 主題 李朝進與戰後臺灣現代藝術運動 

內容 主講人：蔣伯欣博士/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助理教授 

地點：藝術教室 

備註  

日期 10/15 時間 09:30~11:30 主題 李朝進創作『李朝進』 

內容 主講人：李朝進  地點：藝術教室 

備註  

日期 12/08 時間 10:30~11:30 主題 一位執著藝術者的追求過程 

內容 主講人：朱能榮  地點：藝術教室 

備註  

日期 12/09 時間 10:30~11:30 主題 虛實人生 

內容 主講人：:蘇士雅  地點：藝術教室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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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日期 10/16 時間 15:30~17:00 主題 錦飛鳳傀儡戲劇團─台灣傀壘藝術之美 

內容 想一探生硬的團傳統懸絲傀儡戲偶，如何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演出?!配合實際操

作級解說，將整個活動帶到最高潮。偶戲風華精彩再現喜愛傀儡戲的您，動感新鮮

的戲劇體驗千萬不能錯過。  地點：至善廳 

備註  

日期 11/04 時間 13:30~15:30 主題 綠光世界劇場─手牽手紀念日 

內容 城市裡一對孤單男女相遇，是愛上了你？還是害怕寂寞？這個劇本不只是一個愛情

故事，而是這個疏離社會裡的人們沒有認同與歸屬，對愛情期待卻又膽怯，是一個

尋找了解與被了解、需要與被需要的故事。  地點：正修廳 

備註  

 

音樂 

日期 
09/24~ 

12/17 
時間 15:30~17:00 主題 校園街頭音樂會 

內容 

在景色怡人的一隅、在穿梭校園的匯聚處，我們想讓樂音揚起，讓音樂人為我們唱

起一曲曲動人的樂曲，讓音樂走出戶外，散播到校園的每個角落，使全校師生在傍

晚時分走過校園，都能聆聽到優美的樂聲並觸動我們的心靈。  地點：河西走廊 

09/24 福客樂團           10/01 弦舞吉他社 

10/08 阿彥               10/15 創作音樂社 

11/05 布魯&大砲          11/19 弦舞吉他社 

11/26 馬克&白月          12/03 創作音樂社 

12/10 湘湘&阿彥          12/17 吉他&創音聯合演出 

備註  

日期 10/18 時間 14:30~16:00 主題 吹笛人室內樂團─秋季音樂會 

內容 聯絡人：黃琦珊小姐 0933883142  地點：正修廳 

備註  

日期 12/16 時間 19:30 主題 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秋季音樂會 

內容 
南藝大音樂系管弦樂團音樂會，聯絡人：南藝大音樂系吳小姐 06-6930609 

地點：正修廳 

備註  

日期 12/18 時間 15:30~17:00 主題 聖誕音樂會 

內容 

隨著歲末耶誕佳節的到來，往年藝術中心為歡度節慶，連續多年舉辦耶誕音樂會，

邀請知名音樂演奏家蒞校演出，透過悠揚喜慶的樂符在校園中傳遞，增添佳節氛圍。

而今年度藝術中心計劃邀請國內知名室內樂團演奏家，與本校歷年來曾參與過「正

修科技大學學生音樂演奏競賽」表現優異的同學們，共同演出「2008 正修耶誕音樂

演奏會」。  地點：正修廳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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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 11/26 時間 13:30~16:30 主題 校園人像素描 

內容 地點：河西走廊 

備註  

日期 11/21 時間 17:30~11:00 主題 創意造型化妝晚會 

內容 

「創意造型化妝晚會」以新新人類喜歡搞怪搞炫的創意造型訴求為主軸，讓同學們

自由發想裝扮主題，活動當天將透過所有參與人的投票評比，以及專業評審的評分，

選出最佳創意、最佳效果、最佳造型、最佳人氣…等獎項，並提供獎金以鼓勵學生

激發創意。 

地點：11 樓空中花園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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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A-3 落實創意教學落實創意教學落實創意教學落實創意教學 

創意教學成果展活動時程表創意教學成果展活動時程表創意教學成果展活動時程表創意教學成果展活動時程表 

 

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教師姓名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工學院電子系 

-廖忠興老師 

97/12/04(四) 

13:30 ~ 17:00 

行政大樓 8 樓 

03B0803 

已辦理 

工學院土資系 

-楊秉蒼老師 

98/01/05-06 

(一、二) 

9:00~16:00 

土資系 1 樓玄關 

 

管理學院企管系 

-周秀蓉老師 

97/12/24(三) 

13:00 ~ 17:00 

商科大樓 5 樓 

18-0505 

 

管理學院資管系 

-馬維銘老師 

97/12/30(二) 

13:30~16:30 

圖資大樓 8 樓 

15-0805 

 

人文社會學院幼保系 

-陳文齡老師 

98/01/09(五) 

9:00~12:00 

幼保大樓 5 樓 

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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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A-4 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 

活動名稱 場數 執行單位 主題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教學發展中心 
培養新世紀核心能

力 
97/10/27 

行政大樓 12 樓 

國際會議廳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經驗談 97/03/ 
行政大樓 12 樓 

國際會議廳 

教學發展中心 待訂 97/04/ 
行政大樓 12 樓 

國際會議廳 

全校性教師

成長研習 

4 場 

(共約 600

位教師) 

教學發展中心 待訂 97/05/ 
行政大樓 12 樓 

國際會議廳 

工學院 

-土資系 

教師資訊教學能力

提升研習 
97/12/26  

工學院 

-資工系 
網路教學論壇 98/01/12 

行政大樓 6 樓 

實驗室 

工學院 

-影像學程 
影像課程規劃座談 98/03/  

工學院 

-建築系 

數位影音教材編輯

實務研習 
97/12/10  

管理學院 

管理個案教學與撰

寫經驗分享教學成

長研習 

97/10/30 
人文大樓 8 樓 

管院視聽教室 

管理學院 
國科會計畫成果與

教學回饋經驗分享 
97/12/10 

人文大樓 8 樓 

視聽教室

11-0811 

人文社會學院

-師培 

我的專案管理概念

與實務 
98/01/09 

人文大樓 2 樓 

11-0209 

三院 15系舉

辦研習或座

談會 

8 場 

(工學院 4

場、管理學

院 2 場、人

文社會院

2 場) 

人文社會學院

-幼保 

提升教學的戰鬥有

氧：以 NVivo 8 為

例 

98/03/06 
人文大樓 3 樓 

1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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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97.11.03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01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工程資訊組工程資訊組工程資訊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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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選修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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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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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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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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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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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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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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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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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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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共同必修 4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34 物理實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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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01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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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二學年下學期第二學年下學期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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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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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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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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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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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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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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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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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24 專案管理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LC08 材料力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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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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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必修（含通識）16 學分 23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5 學分 22 小時 



 - 13 -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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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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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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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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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13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LC05 營建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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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15 資料庫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R09 結構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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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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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LR05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4LR12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LR06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LR13 工程管理科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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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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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LS19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R16 工程經濟 2/2 

專業選修 4LS20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4LS21 施工安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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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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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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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18 土木施工學 2/2 專業必修 4LC25 實務研習 0/2 

專業必修 4LC21 工程應用資訊化（二） 1/2     

專業必修 4LC22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LR25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LR26 結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LR17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LR27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18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4LR28 工程電子化 2/2 

專業選修 4LR19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LR29 人工智慧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R20 基礎施工與安全監測 3/3 專業選修 4LR30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LR21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LR31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LR22 量測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4LR24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LR23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LR32 工程統計 2/2     

        

合計：必修 4 學分 9 小時 合計：必修 1 學分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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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03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01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工程技術組工程技術組工程技術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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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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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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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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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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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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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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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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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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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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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共同必修 4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34 物理實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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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01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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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第二學年第二學年第二學年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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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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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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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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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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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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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D24 專案管理與實習 2/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9 網際網路應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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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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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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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09 工程測量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R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LR02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合計：必修（含通識）15 學分 23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識）17 學分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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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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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L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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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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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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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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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LC19 施工規劃控制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S03 近代測量導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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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LS19 工程數學 2/2 專業選修 4LR10 鋼筋混凝土(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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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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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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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LS19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S08 電腦在測量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S20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4LS21 施工安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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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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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L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LD07 工程估價 2/2 

專業必修 4LD06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LD25 實務研習 0/2 

專業必修 4LC23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22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LR25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LR26 結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LR18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4LR27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S09 預力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3/3 專業選修 4LS13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LR11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3/3 專業選修 4LS14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LS1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S15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LS11 電腦在結構工程上之應用 2/3 專業選修 4LS16 電腦在營建管理上之應用 2/3 

專業選修 4LS12 電腦在大地工程上之應用 2/3 專業選修 4LS17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21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LS18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LR31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LR24 專業倫理 2/2 

        

合計：必修  5 學分 11 小時 合計：必修 2 學分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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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03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01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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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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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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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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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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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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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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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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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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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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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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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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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必修 16 學分 20 小時 合計：必修 15 學分 21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第二學年下學期第二學年下學期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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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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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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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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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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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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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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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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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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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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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L901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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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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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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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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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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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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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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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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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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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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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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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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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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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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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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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L932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4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9L933 勞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9L934 施工安全 2/2 

合計：必修  11 學分 16 小時 合計：必修  8 學分 15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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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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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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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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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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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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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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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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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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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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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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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L930 工程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9L931 工程電子商務 2/2 

合計： 6 學分 8  小時 合計： 3 學分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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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03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01系所務會議通過 

97.xx.xx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xx.xx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 營建工程組營建工程組營建工程組營建工程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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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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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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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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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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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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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組選修 MJA061 高等工程材料 3/3 營建組選修 MJA211 專案工程管理 3/3 

營建組選修 MJA071 應用統計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111 高等結構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011 高等土壤力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141 高等混凝土 3/3 

營建組選修 MJB201 環境應用地質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061 水土防災技術 3/3 

營建組選修 MJB031 高等岩石力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101 基礎工程監測與評估 3/3 

營建組選修 MJB201  高等基礎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B111 土壤之加勁與改良 3/3 

    營建組選修 MJB211 潛盾隧道 3/3 

    營建組選修 MJB221 非破壞檢測與評估 3/3 

    營建組選修 MJA221 高等瀝青材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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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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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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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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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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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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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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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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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組選修 MJB141 深開挖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B151 
邊坡穩定分析與災害防

治 
3/3 

    

營建組選修 MJA231 舖面管理系統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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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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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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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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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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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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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6934 ERP 生產模組應用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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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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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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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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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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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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5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7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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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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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11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10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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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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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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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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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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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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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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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6/14 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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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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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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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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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7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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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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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31 管理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46904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90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33 職涯規劃 1/2 

    專業選修 46934 ERP 生產模組應用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 24 - 

95/06/14 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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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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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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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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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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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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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7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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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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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10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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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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入入入學新生課程表學新生課程表學新生課程表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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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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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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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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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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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4 管理會計 3/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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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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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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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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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7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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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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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90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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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34 ERP 生產模組應用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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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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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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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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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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專業選修  6 科選 1 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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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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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7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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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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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10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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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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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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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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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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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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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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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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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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7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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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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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4 管理會計 3/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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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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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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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學期第三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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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7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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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學期第四學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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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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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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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34 ERP 生產模組應用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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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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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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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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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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專業選修  6 科選 1 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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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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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7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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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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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10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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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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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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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3 學分【校訂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24 學分】 

選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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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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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B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B6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校訂必修 B6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B6409  作業研究 3/3 

校訂必修 B6007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B6410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B6408  統計學 3/3 專業選修 B6811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B6415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B6802  工作研究 3/3 

專業必修 B6402  生產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03  製造程序 3/3 

專業必修 B6403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B6804  管理學 3/3 

    專業選修 B6847 物料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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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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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B6414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8  存貨管理 3/3 

專業必修 B6412  設施規劃 3/3 專業選修 B6813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B6832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B6851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3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B6840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B6849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B684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06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B6842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5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B6850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8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3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B6844 管理英文閱讀 3/3 

專業選修 B681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B6846   組織行為 3/3 

    專業選修 B6852   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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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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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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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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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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系選修  5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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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系選修  11 科選 6 科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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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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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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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3 學分【校訂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24 學分】 

選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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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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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B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B6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校訂必修 B6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B6409  作業研究 3/3 

校訂必修 B6007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B6410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B6408  統計學 3/3 專業選修 B6811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B6415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B6802  工作研究 3/3 

專業必修 B6402  生產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03  製造程序 3/3 

專業必修 B6403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B6804  管理學 3/3 

    專業選修 B6847 物料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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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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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B6414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8  存貨管理 3/3 

專業必修 B6412  設施規劃 3/3 專業選修 B6813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B6832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B6849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3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B6840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B6849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B684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06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B6842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5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B6850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8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3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B6844 管理英文閱讀 3/3 

專業選修 B681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B6846   組織行為 3/3 

    專業選修 B6852   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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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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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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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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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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系選修  5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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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系選修  11 科選 6 科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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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97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表學期開課表學期開課表學期開課表 

必修

或選

修 

科目 課程代碼 
學

分 
上課時數 

實

習

時

數 

授課老師 
教師

代碼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備註 

選修 

節 能 光 電

與 通 訊 科

技實務 

4TN060 3 

共 42 小時/

業 界 協 同

教學 18 小

時 

 陳進祥 0508 T2,3,4 
圖 科 大 樓

-15-0508 

應屆畢

業生選

修課程

(跨校) 

選修 
機 電 整 合

實務專題 
4TN020 3 

共 54 小時/

業 界 協 同

教學 18 小

時 

 陳正義 0464 T2,3,4 

人文大樓 -     

視 廳 教 室       

(11-0305) 

 

選修 

3D 文化資

產 建 構 實

務 

4TN030 3 

共 42 小時/

業 界 協 同

教學 18 小

時 

 李小新 0040 T2,3,4 

圖科大樓 -     

專業電腦教

室(15-0908) 

應屆畢

業生選

修課程

(跨校) 

選修 RFID 概論 4TN071 1 共 18 小時  施松村 0079  (03B-0803) (跨校) 

選修 RFID 概論 4TN072 1 共 18 小時  施松村 0079  (03B-0803) (跨校) 

 

製表人:                                工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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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 

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正修科技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開課單位開課單位：：：：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管理學院 

目標 
整合

領域 
整合課程名稱 知識技能 協同老師(系所、時數) 

活動教學及預期

成果 

商用英文聽講 

練習 

外聘 

(業師、二週、6 小時) 

職場英語溝通 

技巧 

外聘 

(業師、二週、6 小時) 

職場英語虛擬情

境會話運用 

外聘 

(業師、二週、6 小時) 

商用英語字彙—

字的用法與結構 

陳麗蓉老師 

(國企、二週、6 小時) 

經貿英文文法與

句型練習 

陳麗蓉老師 

(國企、五週、15 小時) 

經貿英文閱讀 

技巧練習 

陳麗蓉老師 

(國企、三週、9 小時) 

培
育
國
際
化
管
理
整
合
人
才 

商
用
英
語
會
話
、
閱
讀
與
書
信
應
用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實用管理英文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4UN090 

 

負責負責負責負責教師教師教師教師：：：：陳麗蓉 

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學程類別：：：：台商跨國經

營、行銷企

畫、電子商

務、金融投

資、國際金融

與 投 資 理

財、科技專案

管理 

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修習時間：：：：週四上午2、3、

4節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18-B106 (上限

75 人) 

商用英語證照考

試答題技巧與策

略輔導 

陳麗蓉老師 

(國企、二週、6 小時)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1. 看圖描述 

2. 角色扮演 

3. 唱遊互動 

4. 理論講授 

5. 英語證照考

試解題技巧

訓練 

6. 搭配隨堂小

考及 TOEIC

模擬考 

 

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1. 提升商用英

語職場運用

實力 

2. 提升通過多

益考試實力 

 

註：學分/時數：3 學分 3 小時，一學期最多 18 週共 5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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