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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0 年 3月 1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

二、地點：行政大樓 10樓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立

四、主席報告

1.由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84 號解釋之衝擊，本處各組有關學生權益之章則或學則須

檢討修訂，以維護學生受教權。

2.請各位主任了解系上老師授課準備、教材及授課大綱準備情形，並協助是否確實依照

教學大綱實施教學。

3.老師應告知學生成績評量方式，學生如對老師評量有疑慮，可經由校內管道提出申

訴，希望各位教學單位主管費心關照學生課業及選課。

4.請各位主任依照流程進行 100 學年度課程規劃，預計 5月底各系/學程提 2位校外委

員，針對課程提出檢討意見，過程中也要聽聽學生的想法，注重學生需求，廣徵各方

意見，診斷現有課程與業界落差情形，以完成系本位實務導向課程之規劃。本次會議

邀請工管系葉主任分享表 A1-A5 課程改善經驗。

5.通識博雅課程能建立完善選課機制，避免引起學生選課爭議。

6.千人業師 i計畫已開放申請，煩請各系主任廣為宣導，鼓勵教師參與。

7.99 學年度第 2學期網路教學已規劃完成並開始執行，100 學年度將開放平台，不再補

助教師經費，依需求分配 TA 協助教師網路教學。

8.100 學年度每位老師必須提供數位教材上網，以利學生課後學習。

五、列席人員：游副校長

六、列席人員報告事項

1.教學卓越計畫有很好的成績，要把握此次機會，提升系上入學分數，各系/學程能多

宣導，讓學生感受到教學卓越計畫受益之處，也能積極配合各業務單位，共同推動教

學卓越計畫。

2.3 月起各系展開招生工作，各院/系/學程多鼓勵老師留住每個學生，減低學生休、退

學。

七、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記錄：黃玉幸

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

1.進修部本學期轉學考錄取人數 131 位，實際報到人數 111 位。

2.各系、學位學程主任如有尚未完成審核簽名之抵免單，請協助加速完成，擲回進修部教

務組，俾利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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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使進修部班級課程更契合實務、多元性，請各系、學位學程於課程委員會就進修部課

程規劃及跨系承認學分標準另行討論。

4.除抵免造成修課學分不足（未達 9 學分）、延修生或專案簽准之情況外，不建議低年級

同學修讀畢業班最後一學期課程，請各系、學位學程主任協助留意。

5.請轉知擔任導師之同仁，確實晤談休、退學生。

6.本校 100 學年度進修部、進修院校單獨招生簡章已開始販售，請各系、學位學程主任代

為傳達單位師生同仁，協助相關招生宣傳工作。

※進修院校

1.100 學年度進修院校(二專、二技)週四班及週六日班、進修部二技週六日班及週一至週

五班，與四技在職專班等七類單獨招生簡章，已於 3月 1日開始發售，亦可由正修招生

網（招生訊息）下載簡章，招生簡介如附件 1(頁 15)，請各位師長協助宣導。

※圖書館

1.99 學年度下學期圖書經費共 4,100,000 元執行如下：

2.圖書館名人演講暨圖書館週「和風祭」主題活動如下表，歡迎各位踴躍參加，並代表向

師生宣導。

日期 活動內容 位置

3/15(二)
下午 1:30-4:00

名人演講－害怕是必須的
田中千繪小姐

人文大樓九樓
正修廳

3/15(二)－4/25(一) 閱讀大使收件時間

5/2(一)
上午 11:00-12:00

(時間暫定)

開幕式
太鼓表演 10 分鐘
舞蹈表演 10 分鐘
自助手卷美食 50 份
相撲比賽

1樓大廳或人
文大樓前廣場

5/2(一)
下午 3:10-4:30

遊/留學講座－日本達人教你在東京如何生存
櫻前線日本語教育文化事業 陳亭如小姐

2樓視聽教室

5/3(二)
下午 2:00-3:30

留學獎學金申請講座
日本交流協會

2樓視聽教室

5/4(三)
上午 10:00

和服表演 SHOW
今田陽子老師與 2位模特兒

1樓大廳

5/5(四)
上午 12:00-13:00

閱讀大使決賽時間 1樓大廳

5/2(一)－5/6(五) 日本文物主題展－吃喝玩樂 1樓展示區

5/2(一)－5/6(五) 日本圖書暨遊留學諮詢專區 1樓大廳

5/2(一)－5/6(五) 日本旅遊資訊展 1樓大廳

5/2(一)－送完為止 借閱外文書好禮大放送 1樓流通櫃台

學期末公佈 中西文圖書借閱排行榜 1樓流通櫃台

5月中公佈 圖書館活動護照推廣活動 1樓流通櫃台

99-2 單位：元

名稱 數量 金額

紙本期刊 145 2,600,000

電子資源 3 1,500,000

合計 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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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動隨選視訊平台(MVOD)徵求「榮譽金榜」影片

為增加行動隨選視訊平台(MVOD)內容的豐富性，並以影音方式典藏本校榮譽事

蹟。本館擬於行動隨選視訊平台內新增「榮譽金榜」頻道，放置全校師生得獎之影片

記錄或影音的新聞報導，歡迎各系所及得獎老師將榮譽事蹟燒錄成光碟，註明得獎相

關資料，擲交圖書館１樓櫃台，本館將依科系及學年度分類建置，提供全校師生閱覽

觀賞。

己提供影片名單：

4.IEL 及 SDOL97-99 年使用統計

IEL SD O L

年度

月份
97 98 99 97 98 99

一月 2366 725 14499 1663 3441 14479

二月 1778 542 23015 958 3585 63335

三月 2016 3071 38450 2437 4257 9592

四月 2358 1369 19228 2514 3311 2381

五月 821 1107 9300 2724 2996 2215

六月 1120 943 10195 5157 3185 2336

七月 1599 1837 12143 2573 5249 2029

八月 1481 2650 5626 2092 3880 2050

九月 2307 24227 9521 2395 25690 2255

十月 2788 9647 8940 7175 18325 2976

十一月 3534 3052 6385 7365 2395 2724

十二月 4726 5074 10134 1922 3507 2793

總計 26894 54244 167436 38975 79821 109165

5.本館電子報預定每學期中旬發行一次，內容包括最新消息、特別報導、活動訊息、講

習課程、活動花絮回顧以及精選館藏報導。圖書館第二期電子報將於三月底出刊。此

次集結多位館員的筆耕成果，內容豐富，讓全校師生瞭解並掌握圖書館第一手動態報

導。

※師資培育中心

1.本校專門課程報請教育部審核已通過者有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幼保科、機械科、

建築科、室內設計科、觀光科和資料處理科等八科；目前還在複審的有資訊科、電機科、

控制科、土木科、化工科、應用外語科、機電科等八科。感謝相關系所在申報過程中提

系所 姓名 數量/集 性質

機械系 周卓明老師 3 競賽得獎

電子系 廖忠興老師 3 競賽得獎

企管系 周秀蓉老師 競賽得獎(資料整理中)

建設系 建設系 2 新聞報導

幼保系 幼保系 4 新聞報導

化材系 化材系 2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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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許多專業上的協助。

2.100 學年度本校教育學程奉教育部核定招收 2班 50 位名額，預定自今年 5月份起報名，

8月下旬考試。敬請相關系所鼓勵有志擔任高職教師者踴躍報名。

3.依教育部來函，目前全國師培大學尚無學校培育土木與建築群的消防工程科和家政群的

時尚模特兒科，本校土資、建築、資工等系所與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可考慮規劃報部核准

培育，將有助本校學生取得正式教職。

※通識教育中心

1.99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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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門、社會科學領域 19 門、自然科學領域 12 門、生命科

學領域 11 門，合計 58 門。

 (2)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10 門、社會科學領域 18 門、自然科學

領域 13 門、生命科學領域 9門，共計 50 門。

  (3)99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108 門。

2.99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教育講座『科技與人文的對話』課程表，如附件 2(頁 16)，歡

迎全校師生前往聆聽。

3.本中心與藝術中心共同辦理「文化藝術融入通識教學」活動，如下表：

時間 地點 節目名稱

2011 年 4 月 28 日

(四)15:30~17:00
人文大樓 9F 正修廳 三十舞團

2011 年 5 月 5 日

(四)13:30~15:00
人文大樓 9F 正修廳 台灣戲劇表演家

2011 年 5 月 10 日

(二) 13:30~15:00
人文大樓 9F 正修廳 公共澡堂人聲合唱團

2011 年 5 月 24 日

(二)15:30~17:00
人文大樓 9F 正修廳 林宗翰個人演奏會

※ 藝術中心

99 學年度藝術中心 2-6 月藝術文化季

展覽與藝術專題講座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配合單位

展覽

簡樸與綻放-盧志松、蘇小夢雙個展

2011.02.25-03.18

行政大樓十一樓藝術中心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圖書館

專題講座

簡樸與綻放的對話－生活中的意‧美‧情

主講：盧志松、蘇小夢

2011.03.09(三)09:30-11:30

行政大樓九樓藝術專業教室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圖書館

展覽

阿舍夢土-情色海遇 曾英棟個展

2011.03.25-04.22

行政大樓十一樓藝術中心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圖書館

專題講座

甘樂阿舍－生活美學

主講：曾英棟

2011.04.11(一)15:30-17:00

行政大樓七樓多媒體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圖書館

展覽

宋璽德機動藝術個展

※「文化藝術融入通識教學實施計畫」校園

導讀

2011.04.29-05.20

行政大樓十一樓藝術中心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正修

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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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宋璽德機動藝術

主講：宋璽德

2011.04.29(五)19:00-20:30

行政大樓七樓多媒體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正修

科技大學 圖書館

展覽

高雄今昔-陳田稻攝影展

2011.05.26~06.09

行政大樓十一樓藝術中心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圖書館

展覽

正修科大藝術中心典藏展

2011.06.17~07.29

行政大樓十一樓藝術中心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圖書館

藝術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配合單位

藝術活動

琉璃 DIY

2011.05.11(三)13:30~16:30

幼保大樓前廣場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課外活動組

音樂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配合單位

音樂活動

街頭音樂會

2011.3.30

2011.04.27

2011.05.11

2011.06.01

週三

15:30-18:30

河西走廊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課外

活動組

音樂活動

「阿卡貝拉之美」

演出單位：公共澡堂人聲樂團

2011.05.10(二)13:30~15:00

人文大樓九樓正修廳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音樂活動

2011 音樂演奏競賽

2011.05.18(三)、19(四)

13:30~17:00

行政大樓九樓音樂專業教室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課外活動組

音樂活動

林宗翰個人演奏會

2011.05.24(二)15:30~17:00

人文大樓九樓正修廳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音樂活動

校園街頭演唱會

2011.06.08(三)15:30~18:30

人文大樓一樓扇型廣場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課外

活動組

表演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配合單位

「得意的一天」

演出單位：三十舞蹈劇場

2011.04.28(二)

15:30-17:00

正修廳

◎主辦單位：
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我的天台是舞台」

演出單位：臺灣戲劇表演家劇團

2011.05.05(三)

13:30-15:00

正修廳

◎主辦單位：
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

課外活動組

研討會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配合單位

研討會

探索陳澄波座談會

主持人：吳守哲

與談人：蕭瓊瑞、謝佩霓、黃冬富、

陳水財、蔡獻友

2011.04.16(六)10:00~16:00

行政大樓十二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藝術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協辦單位：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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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部分系科有招收轉學生，非常感謝各位主任及召集人的幫忙，學分抵免工作已大

致完成。

2.學生申請休退學輔導記錄表，如經輔導後願意繼續升學者，亦請將記錄表繳回。

3.卓越計畫 ISH-1-2.創新課程審查機制，請麻煩各系主任按規劃的時程表進行，(電子檔

已於 3月 9日傳予各系)。

a. 2/14 完成 A1、A2、A3 表格，並召開各系主任及課程委員會召集人會議。

b. 2/28 第 02 週，完成表 A4、A5，“代表性工作職稱能力統整表”。

c. 4/04 第 06 週，完成表 A6、A7，“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d. 4/25 第 10 週，完成表 A8， “知能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填入適當的課程科目名

稱，並繳交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開課資料表(小表)至教務處。

e. 5/09 第 12 週，完成表 A9、A10、A11。

4.本學期之千人業師 TH-2-1 改為 2小時的專題演講。

5.申請卓越計畫“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TH-1-1 (聘請產業界專家授課)，上學期計有

44 個科目申請，本學期已開始申請，敬請各系能盡量鼓勵教師申請，每一科目除了編

列鐘點費外，尚可申請旅運費及教材費，煩請有興趣的教師請盡快申請。

6.本學期產業界專家應聘資格及實施要點有所修改，請參考提案附件 3(頁 17)。

7.業師參與實務專題_產業界專家指導費分配調查表，請參考(附件 3頁 17)。

8.本學期業師參與實務專題 LH-2-1，計有專題計畫審議評比費，業界專家指導費，專題

製作印刷費及材料費，請參考(提案一)。

9.為配合 98 學年度第 1學期 e化課程的申請及選課，麻煩各位主任及共同科召集人將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開課資料表（小表）請於 3月 28 日(星期一)前彙整後送註冊及

課務組，並請各院有安排合班上課科目請於 4月 13 日(星期一)前完成規劃，上課地點

以可供 100 人上課之各院視聽教室及會議室為主。

10.煩請各系主任及召集人轉達各任課教師，加退選課完後記得再列印出最新選課學生名

單。

11.本學期南部七縣市計 13 所科大實施跨校選修課程，至本校修課者計有 71 人，至外校

修課者計有 6人，大陸交流學生有 3位，請各系多加宣導可以給應屆畢業生或延修生

同學有多樣的選擇途徑，如有些科目不屬於本校傳統的領域，亦請各系主動配合編列

課程碼，以利作業進行。

◎招生組

1.本校 100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已辦理完畢，共計錄取 61 名；另研究所考試入

學，預計招收 134 名，報名至 3月 24 日截止，煩請各位師長幫忙宣導。

2.本校 100 學年度秋季班產業碩士專班，太陽能系統工程實務班核定 12 名；營建綠色產

業班核定 15 名，報名至 6月 9日截止。

3.今年訂於 4/30 與 5/1 舉行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截至 3/10 為止主、監試人員乃不足，

煩請諸位師長給予幫忙。

4.100 學年度招生工作正緊密進行中，研究所、日四技皆設有入學獎學金；感謝各位主任、

老師的支持與配合，使招生事務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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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1.99 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申請網路教學如附件 4（頁 19），包括全程 4門、混合 8門、輔

教 48 門、共計 60 門課程，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

2.100-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各推動事項如附件 5（頁 21），請各教學單位把握申請時限，

鼓勵師生踴躍參與。

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由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改「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為實施卓越計畫及配合教育部技職再造方案，修改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如下：

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原版本) 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修訂後)

二、產業界專家係指具有 5年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

領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作年資者，且目前不得

任職於學術單位。惟實務經驗未滿5年者，但符

合下列任一條件者，得接受聘任：

(一)曾任國家級（含）以上專業競賽選手、教練、

裁判。

(二)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

或榮譽證書。

(三)其他:經本校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二、產業界專家應聘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並具有 5 年以上與任教

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且目前

未於學術單位擔任專職工作。

2.具 10 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

業工作年資，於專業領域表現優異，且目前未於

學術單位擔任專職工作。

3.曾任國家級以上專業競賽選手、教練、裁判。

4.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5.其他經本校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三、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方式分為「協同教學」與「鐘

點演講」

實施方式 實施內容 申請時程

協同教學 協同課程

總時數 1/3教學

學期初

鐘點演講 協同進行 1 堂課

(50分鐘)之鐘點演

講

每月中旬

三、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方式

實施

方式

實施內容 申請

期程

實施

期程

標準

協同

教學

產業界專家與本校教

師採雙師資制教學，協

同授課時數以全學期

授課總時數(18 週)之

1/3 為原則

學期初

至

申請名

額額滿

每學期

短期

協同

教學

產業界專家與本校教

師採雙師資制教學，協

同授課時數以不超過

全學期授課總時數(18

週)之 1/3 為原則

學期初

至

申請名

額額滿

每學期

專題

演講

產業界專家與本

校教師採雙師資

制教學，實施 2

小時之專題演講

每月中

旬至學

期結束

前一週

每學期

畢業

專題

指導

產業界專家與本

校教師採雙師資

制指導畢業生專題

學期初 每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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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鐘點演講：每學期每位專任教師應聘任 1名產業

界專家進行「鐘點演講」，受聘任之產業專家可支

領 1,600 元鐘點費。

六、為擴大產業界專家之參與，各教學單位聘任之產

業界專家於當學年內上、下學期不得重覆，為聘任

之產業界專家可同時擔任「協同教學」與「鐘點演

講」，任課教師若無適當課程之產業專家人選，應

由各教學單位統ㄧ安排媒介，或由教務處協助安排

媒合。

五、專題演講：每學期每位專任教師應遴聘一位產業界

專家到校進行「專題演講」，受聘任之產業專家可支

領 1,600 元鐘點費。為擴大產業界專家之參與，各

教學單位聘任之產業界專家於當學年上、下學期不

得重複，惟聘任之產業界專家可同時參與「協同教

學」、「畢業專題指導」與其他策略性計畫。專任教

師若無適當之產業界專家人選，應由各教學單位或

教務處協助安排媒介。

新增 六、畢業專題指導:依據本校「實務專題、專題製

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各系得聘

任產業界專家參與專題審議及評比或指導專題製

作。產業界專家參與專題審議及評比可支領出席

費新台幣 2000 元，每系可聘任產業界專家員額至

多 6 人；產業界專家參與指導專題製作每人次可

支領指導費新台幣 2000 元，每系每學年可聘任產

業界專家員額(人次)依各系人數按比例分配。同

一專題製作小同一位產業界專家指導為原則；同

一位產業專家可指導多組專題，至多不超過 3 組

為原則。

決議：照案通過

修改後，全文如下:

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一、 為深化實務教學，落實實務致用特色，培育具實作能力及就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並增

加產學合作機會，特聘任具實務經驗之產業界專家參與教學，並訂定本要點。

二、 產業界專家應聘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1. 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並具有 5 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

年資，且目前未於學術單位擔任專職工作。

2. 具 10 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於專業領域表現優

異，且目前未於學術單位擔任專職工作。

3.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或裁判。

4.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5. 其他經本校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三、 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方式

實施方式 實施內容 申請期程 實施期程

標準協同教學

產業界專家與本校教師採
雙師資制教學，協同授課時
數以全學期授課總時數(18
週)之 1/3 為原則。

學 期 初 至
申 請 名 額
額滿

每學期

短期協同教學

產業界專家與本校教師採
雙師資制教學，協同授課時
數以不超過全學期授課總
時數(18 週)之 1/3 為原則。

學 期 初 至
申 請 名 額
額滿

每學期

專題演講
產業界專家與本校教師採
雙師資制教學，實施 2 小時
之專題演講。

每 月 中 旬
至 學 期 結
束前一週

每學期

畢業專題指導
產業界專家與本校教師採
雙師資制指導畢業生專題。

學期初 每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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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同教學：各教學單位得規劃安排適當課程，課程安排以未申請過「協同教學」之專任

教師優先，由本校任課教師提案申請遴聘產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同一門課程得聘請多位

產業界專家，受聘任之產業界專家可支領授課鐘點費新台幣1,600元與核實支給旅運費。

五、 專題演講：每學期每位專任教師應遴聘一位產業界專家到校進行「專題演講」，為擴大

產業界專家之參與，各教學單位聘任之產業界專家於當學年上、下學期不得重複，惟聘

任之產業界專家可同時參與「協同教學」、「畢業專題指導」與其他策略性計畫。專任教

師若無適當之產業界專家人選，應由各教學單位或教務處協助安排媒介。

六、 畢業專題指導：依據本校「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各

系得聘任產業界專家參與專題審議及評比或指導專題製作。產業界專家參與專題審議及

評比可支領出席費新台幣 2,000 元，每系可聘任產業界專家員額至多 6 人；產業界專家

參與指導專題製作每人次可支領指導費新台幣 2,000 元，每系每學年可聘任產業界專家

員額(人次)依各系人數按比例分配。同一專題製作小組由同一位產業界專家指導為原

則；同一位產業專家可指導多組專題，至多不超過 3 組為原則。

七、 授課教師須透過本校「產業界專家教學線上填報系統」填報課程與產業界專家相關資

料，由各教學單位統一彙整資料並送交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辦理申請。各教學單位應於

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專題演講」或「畢業專題指導」課程結束後，將授課教材與

授課內容等資料彙編成「成果報告書」，並繳交一份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存查。

提案二：由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改「大學部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原文 修訂後

第三條 四年制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其前

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八十分，

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

之十以內，且操行成績在七十五分

以上，體育、軍訓成績在七十分以

上。二年制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

其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八十

分，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

百分之十以內，且操行成績在七十

五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第三條 四年制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其前

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八十分，

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

之二十以內，且操行成績在七十五

分以上，體育、軍訓成績在七十分

以上。二年制學生申請修讀雙主

修，其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

八十分，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

人數百分之二十以內，且操行成績

在七十五分以上，體育成績在七十

分以上。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由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改「學則第二十五條第五項」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因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 “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學年，並不

適用因學期成績退學之規定”，而第二十五條有違背其精神，故提出修改。

第二十九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系學生須修滿規定年限，並修滿各該系規定學分且成績

及格者，方得畢業。二年制各系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二年，所修學分總數，至少

需修滿七十二學分。四年制各系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

需修滿一百二十八學分。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修足應修學分，至多得

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之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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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

四學年，並不適用因學期成績退學之規定。

原文 修訂後

第二十五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

五、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

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領有殘

障手冊之視障、聽障、語言障礙及

多重障礙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

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

動績優學生，連續兩學期學業成績

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各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第二十五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

五、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

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

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

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連續兩學

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

之二者。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案由：擬修訂「正修科技大學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乙案，如附件 6（頁 33），提請 討

論。

說明：增訂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少參加一組教師教學成長社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案由：擬修訂「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乙案，如附件 7（頁 34），提請 討論。

說明：明訂一般教學助理參與課程進行必須隨堂上課並帶領分組討論或實驗，修改提供課後

諮詢服務為進行每週定點課後輔導學習落後學生 2小時以上。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由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案由：擬修訂「正修科技大學教學評量回饋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乙案，如附件 8（頁 35），提

請 討論。

說明：符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共同性考核指標規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訂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教育部 99.10.12 台中(二)字第 0990175522 號函要求修正。

2.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 9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3.本要點草案，如附件 9(頁 37)。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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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修正「本校師培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教育部 99.10.12 台中(二)字第 0990175522 號函要求修正。

2.本修正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3.本要點草案，如附件 10(頁 3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修正「本校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修習專門課程暨教育專業課程作業要點」乙

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教育部來電修正。

2.本修正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3.本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11(頁 4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提案：修正「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1.本校原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經 96.12.24

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2.原辦法有欠周延之處且依規定應報請教育部核定，本修正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99 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3.經重新修訂後的辦法，如附件 12(頁 4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標準」，如附件 13(頁 45)，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2 月 23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0 年 3 月 2 日系所務會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工管系四下課程 ERP 生產模組應用原 2/3，自 9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變更為 3/3，

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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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彩妝學位學程「98、99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標準」，如附件 14(頁 46)，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2 月 23 日課程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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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化工與材料工程研究所「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標準」，如附件 15(頁 49)，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99 年 12 月 16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電機工程研究所「制訂 100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16(頁 50)，提請 討論

。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02 月 22 日課程委員會議及 100 年 3 月 1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電機系修訂「進四技 99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提請 討論。

說明：原課程「四上,光電材料，3學分 3小時」，修訂為「四上,光電材料與元件，3學分 3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機械系修訂日間部四技「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

準」、「9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17(頁 51)，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99 年 12 月 30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0 年 3 月 3 日系所務會議

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提出修訂「日四技 97 學年入學課程表」，如附件 18(頁 57)，提

請 討論。

說明：97 學年入學課程表，原課程規劃「工廠實習」擬修訂為「校外實習」、「影像處理程

式實務」擬修訂為「影像處理實務」、「背光模組工程」擬修訂為「背光模組工程與

實務」、「液晶模組工程」擬修訂為「液晶模組工程與實務」、「封裝技術」擬修訂

為「封裝技術與實務」、「實務研習」為 2學分 3小時擬修訂為「實務技能評量」2

學分 2小時。擬新增「新興顯示技術」3學分 3小時。「影像動畫設計實務」、「光

電元件設計實習」、「場發射顯示技術」、「觸控面板技術」、「投影顯示技術」、

「生醫影像處理」、「光電量測技術實習」等課程予以刪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提出修訂「日四技 98 學年入學課程表」，如附件 19(頁 58)，提

請 討論。

說明：98 學年入學課程表，原課程規劃「專業必修」「電磁學」擬修訂為「專業選修」「電

磁學」、「高等工程數學」擬修訂為「工程數學應用」、「高等電子電路」擬修訂為

「電子電路應用」；「電腦輔助設計工程」、「電腦輔助製造工程」等課程予以刪除

。

原課程規劃「工廠實習」擬修訂為「校外實習」、「影像處理程式實務」擬修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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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實務」、「背光模組工程」擬修訂為「背光模組工程與實務」、「液晶模組

工程」擬修訂為「液晶模組工程與實務」、「封裝技術」擬修訂為「封裝技術與實務

」、「實務研習」為 2 學分 3 小時擬修訂為「實務技能評量」2 學分 2 小時。擬新增

「新興顯示技術」3 學分 3 小時。「影像動畫設計實務」、「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場發射顯示技術」、「觸控面板技術」、「投影顯示技術」、「生醫影像處理」、

「光電量測技術實習」等課程予以刪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提出修訂「日四技 99 學年入學課程表」，如附件 20(頁 59)，提

請 討論。

說明：99 學年入學課程表，原課程規劃「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擬修訂為「程式設計」、「專

業選修」「嵌入式系統」擬修訂為「專業選修」「嵌入式系統」，原課程規劃「專業

必修」「電磁學」擬修訂為「專業選修」「電磁學」、「高等工程數學」擬修訂為「

工程數學應用」、「高等電子電路」擬修訂為「電子電路應用」；「電腦輔助設計工

程」、「電腦輔助製造工程」等課程予以刪除。

原課程規劃「工廠實習」擬修訂為「校外實習」、「影像處理程式實務」擬修訂為「

影像處理實務」、「背光模組工程」擬修訂為「背光模組工程與實務」、「液晶模組

工程」擬修訂為「液晶模組工程與實務」、「封裝技術」擬修訂為「封裝技術與實務

」、「實務研習」為 2學分 3小時擬修訂為「實務技能評量」2學分 2小時。擬新增

「新興顯示技術」3 學分 3 小時。「影像動畫設計實務」、「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場發射顯示技術」、「觸控面板技術」、「投影顯示技術」、「生醫影像處理」、

「光電量測技術實習」等課程予以刪除。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國企系修正「四技進修部跨系選課學分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放寬學生選課限制與比照日間部，擬國企系四技進修部跨系選課學分限制由 4 學

分改為 9 學分，並追溯至本系 96 學年度入學學生。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財金系研究所「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規劃」乙案，如附件 21(頁 60），提請 討論。

說明：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交院及校教務會議復審。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運修系擬修正「98 學年度進修部二專新生入學課程必選修規定」案，如附件 22(頁 61），

提請 討論。

說明：1.必修原學分 57 學分，修正為 58 學分。

2.選修原學分為 23 學分，修正為 22 學分。

3.畢業總學分數為 80 學分不變。

4.本案已經於 100 年 2 月 16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委員會會議、100 年 2 月 19 日系所務

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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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四：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運休系「日間部四技 99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標準」，如附件 23(頁 62)，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於 100 年 2 月 16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委員會會議、100 年 2 月 19 日系所務會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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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學制 部別 招生方式 上課時間 招收科系 招收人數 簡章發售日 報名日期 考試日期 報到日期 備註

機械 42
電機 42
工管 35
企管 70
資管 70

週六、日

運休 117

甄選入學(獨招)

佔總名額 70%

週 四 企管 42

3 月 1 日起
5/9~5/29

(一至日)
X

7/3

(日)

機械 18
電機 18
工管 15
企管 30
資管 30

週六、日

運休 49

二
專 附設進修專校

考試入學(獨招)

佔總名額 30%

週 四 企管 18

3 月 1 日起
7/11~7/24

(一至日)

8/6

(六)

8/20

(六上午)

1、週四班需校外

實習滿 324 小時，

學期結束後須繳

實習報告；部分課

程以網路教學授

課。

2、甄選若未足額

錄取或未報到之

缺額均併入考試

入學招生名額。

工管 28
企管 39週六、日
資管 42
企管 35

甄選入學(獨招)

佔總名額 70%
週 四

生技學程 35

3 月 1 日起
4/18~5/8

(一至日)
X

6/26

(日)

工管 12
企管 16週六、日
資管 18

企管 15

附設進修學院

考試入學(獨招)

佔總名額 30%
週 四

生技學程 15

3 月 1 日起
7/11~7/24

(一至日)

8/7

(日)
8/21
(日)

1、週四班需校外實

習滿 324 小時，學期

結束後須繳實習報

告；部分課程以網路

教學授課。

2、甄選若未足額錄

取或未報到之缺額

均併入考試入學招

生名額。

機械 50
企管 45
幼保 50

週六、日

運休 50

企管 50

二
技

進修部

週六日班

&

週一至週五班

考試入學(獨招)

週一至週五

晚上 運休 50

3 月 1 日起
8/8~8/22

(一至日)

8/28

(日)

9/3

(六下午)

企管 42
觀光學程 35

甄選入學(獨招)

佔總名額 70%
週六、日

時尚學程 35 3 月 1 日起

5/30~6/19

(一至日)
X

7/17

(日)
企管 18
觀光學程 15

一
百
學
年
度
週
四
班
及
週
六
日
班
招
生
簡
介

四技 進修部在職專班
考試入學(獨招)

佔總名額 30%
週六、日

時尚學程 15
3 月 1 日起

7/25~8/5
(一至日)

8/20
(六下午)

8/27
(六下午)

甄選若未足額錄
取或未報到之缺額

均併入考試入學招

生名額。

備註：以上招生名額及招生日程僅供參考，若有變動以招生簡章為主。甄選若未足額錄取或未報到之缺額均併入考試入學招生名額。 洽詢電話：07-7310606 轉 1215  99.12.25 修訂

Brochure/100-01.pdf
Brochure/100-01.pdf
Brochure/100-1.pdf
Brochure/100-02.pdf
Brochure/100-02.pdf
Brochure/100-03.pdf
Brochure/100-03.pdf
Brochure/100-2.pdf
Brochure/100-04.pdf
Brochure/100-04.pdf
Brochure/100-4.pdf
Brochure/100-4.pdf
Brochure/100-07.pdf
Brochure/100-4.pdf
Brochure/100-4.pdf
Brochure/100-05.pdf
Brochure/100-05.pdf
Brochure/100-3.pdf
Brochure/100-06.pdf
Brochure/10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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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正修科技大學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講座課程：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課 程 表

日 期 講 題 講 座 教 師 服 務 單 位

2 月 24 日 課 程 說 明

3 月 3 日 創意與閱讀 曾憲政教授 前新竹教育大學校長

3 月 10 日 能源、環境與人類之永續 詹世弘教授 元智大學機械系講座教授

3 月 17 日
畢業生競爭力—

人文素養與專業技能
江彰吉教授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執行長

3 月 24 日
奇境漫遊：分子世界的構造、

功能與訊息
陳竹亭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化學系教授

3 月 31 日 王永慶的企業精神 黃光國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心理系講座教授

4 月 14 日 海洋資源、環境及其永續 劉金源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海下科技暨應用海洋物理研究所
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

4 月 21 日 期 中 考

4 月 28 日
ㄧ枝草、一點露 :

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
周昌弘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生命科學院

暨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院長

5 月 5 日 環境永續與蔬食 林聰明教授 教育部政務次長

5 月 12 日 生命科學與社會 羅竹芳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研究所特

聘教授，教育部國家講座

5 月 19 日
從 E.T. 到阿凡達 —

搜尋外星生命的新發展
孫維新教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5 月 26 日 全球化、科技發展與人類文明 黃俊傑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

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6 月 2 日 易經的科學與藝術 王立文教授 元智大學機械系教授
兼通識教學部主任

6 月 9 日 你對大學應有的期望 張光正教授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6 月 16 日 人生三問與生命教育 孫效智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主任暨生命

教育中心主任

6 月 23 日 期 末 考

備註

協同教師：何清釧副校長、吳百祿主任、呂立德主任、金清海老師

上課地點：圖科大樓 10 樓至善廳

上課時間：星期四下午 3:10~5:00
演講對象：本校大學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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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0-101 年教學卓越計畫 業師參與實務專題_產業界專家指導費分配調查表(含二技)

學制 系級

100學年

畢業班系

級人數

100學年

畢業班系

級班數

100學年畢業班

專題指導費分

配(依人次)

100學年畢業班

專題執行期程

101學年畢

業班系級人

數

101學年畢

業班系級班

數

101學年畢業班

專題指導費分配

(依人次)

101學年畢業班

專題執行期程

日間部四技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84 2 41 三年級上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88 2 42 三年級上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84 2 41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92 2 44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二、四
技

電子工程系 179 4 87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149 3 72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 機械工程系 160 3 7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154 3 74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電機工程系 144 3 70 三年級上學期至
三年級下學期

146 3 70 三年級上學期至
三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00 2 49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115 2 55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9 2 4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101 2 49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資訊工程系 89 2 43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98 2 47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

學程
50 1 24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53 1 25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0 0 0 - 37 1 1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二、四
技

國際企業系 163 4 80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117 3 56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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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100學年畢

業班系級人

數

100學年畢

業班系級班

數

100學年畢業班

專題指導費分配

(依人數)

100學年畢業班

專題執行期程

101學年畢

業班系級人

數

101學年畢

業班系級班

數

101學年畢業班

專題指導費分配

(依人數)

101學年畢業班

專題執行期程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理系 151 3 74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132 3 63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 資訊管理系 98 2 4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100 2 4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財務金融系 99 2 4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93 2 45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
數位內容科技

管理學位學程
56 1 27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52 1 25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82 2 40
三年級上學期至

三年級下學期
90 2 43

三年級上學期至

三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應用外語系 61 1 30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100 2 48

三年級下學期至

四年級上學期

日間部四技
運動健康與休

閒系
101 2 49

四年級上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103 2 49

四年級上學期至

四年級下學期

日間部四技
觀光遊憩學位

學程
42 1 21 四年級上學期 54 1 26 四年級上學期

Total 1842 39 898 - 1874 39 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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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申請網路教學一覽表

所屬系科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992 開課班級 必選修 類別
各系累

開課數

化材系 蕭淑珍 單元操作(二) 日五專化工科四甲 必修 輔教
輔教 1門
共計 1門

土資系 黃正忻 施工管理 日五專土木科四甲 選修 輔教

土資系 楊全成 土壤力學實驗 日五專土木科四甲 必修 混合

輔教1門

混合 1門
共計2門

電子系 王志浩 數位信號處理 日二技電子系三甲 必修 輔教

電子系 林銀章 數位系統設計 進四技電子系一甲 必修 輔教

輔教2門

共計2門

機械系 余元利 熱力學 日四技機械系二甲 必修 混合
混合 1門
共計1門

電機系 朱弘仁 工程數學(二) 日四技電機系二甲 必修 輔教

電機系 朱弘仁 信號與系統 進四技電機系三乙 選修 混合

電機系 林永祥 工程數學(二) 日四技電機系二甲 必修 輔教

電機系 張建智 電腦網路應用 進二專電機科二乙 必修 輔教

電機系 章國揚 電子學（二） 日二技國文科三甲 必修 輔教

電機系 廖炳松 電腦網路應用 進二專電機科二甲 必修 全程

輔教4門

混合 1門

全程1門

共計 6門

工管系 林邦傑 計算機概論 進四技時尚學程一甲 必修 輔教

工管系 林邦傑 程式語言 日四技工管系一甲 必修 全程

工管系 林進益 網際網路應用 進二技工管系三甲 必修 混合

輔教1門

混合1門

全程1門

共計3門

建築系 倪順成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進四技建築系一甲 必修 輔教
輔教1門

共計1門

資工系 李克明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進四技資工系二乙 必修 輔教

資工系 李宗哲 數位訊號處理 日四技資工系三甲 必修 輔教

資工系 傅日明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日四技資工系四甲 選修 輔教

資工系 謝隆斌 計算機概論 進二專運休科一丙 必修 輔教

輔教 4門

共計 4門

生彩學程 蔡文玲 美容營養學 日四技生彩學程一甲 必修 輔教
輔教1門

共計1門

國企系 林鳳美 國際運籌管理 日四技國企系三丙 選修 輔教

國企系 胡育豪 經濟學(二) 日四技國企系一甲 必修 輔教

國企系 黃勇富 貿易糾紛與索賠 日四技國企系四甲 選修 輔教

國企系 龐旭斌 國際策略聯盟 日四技國企系四乙 選修 輔教

國企系 蘇懿 統計學(二) 日四技國企系二甲 必修 輔教

輔教5門

共計5門

企管系 丁雲龍 微積分(二) 日四技電子系一甲 必修 輔教

企管系 朱國明 商用文書處理 進二專企管科一乙 必修 混合

企管系 朱國明 商用文書處理 進二專企管科一丙 必修 混合

企管系 沈如鳳 會計學（二） 日四技企管系一甲 必修 輔教

輔教6門

混合2門

共計 8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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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胡琬珮 消費者行為
附設學院二技企管系

三乙
選修 輔教

企管系 陳國雄 管理學 日四技企管系一乙 必修 輔教

企管系 蔡政宏 零售管理 日二專企管科二甲 必修 輔教

企管系 戴榮顯 多媒體製作 日四技企管系一甲 必修 輔教

資管系 吳錦昂 多媒體應用 日四技資管系一甲 必修 輔教

資管系 李春雄 資料結構 進四技資管系二甲 必修 混合

資管系 林瑞泉 統計學(一) 日二技土木系四甲 必修 混合

資管系 林輝鐸 軟體工程
附設學院二技資管系

四甲
選修 輔教

資管系 林輝鐸 資料庫程式設計 日四技資管系二甲 必修 混合

資管系 馬維銘 資訊安全 進二技資管系三甲 必修 輔教

資管系 許正忠 數位內容概論 日四技資管系一乙 選修 輔教

輔教4門

混合3門

共計7門

財金系 李佩恩 產業研究與分析 日四技財金系四乙 選修 輔教

財金系 周建志 商事法 進四技財金系三甲 必修 輔教

財金系 柏婉貞 外匯市場 日四技財金系三甲 選修 輔教

財金系 曹耀鈞 投資學(二) 日四技財金系三甲 必修 輔教

財金系 薛舜仁 經濟學(二) 日四技財金系一甲 必修 輔教

輔教 5門

共計 5門

數位學程 吳佳霖 場景設計 日數位學程二甲 必修 輔教
輔教 1門
共計 1門

幼保系 邱美文 多元文化教育 日四技幼保系四甲 必修 輔教

幼保系 莊美玲 創造思考教學 進二技幼保系三甲 選修 輔教

輔教2門

共計2門

運休系 李俊德 網際網路應用 日二專運休科二甲 必修 輔教
輔教 1門
共計 1門

通識中心 于蕙清 現代世界史(社會) 進四技通識中心三甲 選修 全程

通識中心 林秀珍 歷代文選 進二技幼保系四甲 必修 輔教

通識中心 林綱偉 環境與人類生態 進四技運休系三丙 必修 全程

通識中心 陳秋虹 文學、電影與人生(人文學)日二技通識中心三甲 必修 輔教

通識中心 陳秋虹
古典小說創意教學

（人文學）
日二技通識中心三甲 選修 混合

通識中心 蔡添進 音樂欣賞 進二專資管科一甲 必修 輔教

通識中心 于蕙清 國父思想 進二專企管科一乙 必修 全程

通識中心 于蕙清 國父思想 進二專企管科一丙 必修 全程

通識中心 伍純嫺 實用中文 進四技應外系二甲 必修 輔教

輔教4門

混合 1門

全程4門

共計9門

全校總計開課數 全程 6門 混合 10門 輔教 43門 共計 59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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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執行 100-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一覽表

分項計畫/執行方案 申請日期 經費預算 承辦單位 分機 申請表

TS-1-2 增進同儕分享機制

M&M 教學諮詢小組
每學年第 4 週前

(每系至少一組)
雜支 3000 元 教學發展中心 5029 詳見表 2-1

TS-1-3 擴大教師教學成長社群

教師教學成長社群 100 年 3 月 21 日前 每組社群約 10,000 元 教學發展中心 2184 詳見表 2-2

TS-3-1 實施創意教學

教師推動創意教學 100 年 8 月中旬前

依申請書內容核定金

額，每位教師 20,000 元

上限

教學發展中心 2184 詳見表 2-3

ISH-3-1 革新教學評鑑機制

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每學期第 6週至系上

登記
無 教學發展中心 2184

詳見表 2-4
       2-5

LS-2-1 基礎課程輔導計畫

跨類學生基礎轉銜方案
本學期期中考結束

後 2 週(100.5.6 前)

可申請 10 門課程：

工學院(5 門)、

管理學院(3 門)、

人文學院(2 門)

補助每位老師 18 小時鐘

點費，可申請一名轉銜教

學 TA(時數 36 小時)
鐘點費：800x18x10
TA 工讀費：36x98x10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詳見表 2-6

延伸補救教學
100.3.25(五 )前提出

申請

各系/學程請提出 2 門基

礎課程實施

補助每位老師 12 小時鐘

點費，可申請一名補救教

學 TA(時數 24 小時)
鐘點費：800x12x25
TA 工讀費：24x98x25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詳見表 2-7

基礎專業課程教學教材 e 化

100.3.25(五 )前提出

申請，本學期可申請

66 門課程

請各學系/學程至少提出

3 門基礎專業課程，每門

課程可申請一名教材 e化
TA的協助，時數 54小時。

TA 工讀費：54x98x60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詳見表 2-8

LS-3-3 好奇報報創意護照

好奇報報創意點子王

創意點子提出：100
學年度上學期期中

考前

十大創意點子票選

抽獎活動：期中考後

兩週內進行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網路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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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執行方案 申請日期 經費預算 承辦單位 分機 申請表

百萬創意一起來!Yes,I can
(100 年提出，101 年執行) 100.10.31 以前

創意計畫可獲得材料費

補助，總補助金額為 100
萬元。

研發處

TS-3-3 精進教學助理制度

精進教學助理制度 每學期期初

每學期 180 名 TA，每名

TA 工讀金核撥月份以 4
個月為原則，共 128 小時

TA 工讀費：128x98x180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詳見表 2-9

辦理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現任 TA 務必參加

開放 20 名大三學生

參加以作為儲備 TA
申請時間詳見課程

表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網路報名

成立 Tutor Center 100.3.18(五)起

本學期徵選 125 位 Tutor
輔導學生各系基礎學科

課業，每名 TA 時數共 16
小時

Tutor 工讀金：

125x16x98

教學發展中心 2745

擔任課輔

Tutor 申請表

詳見表 2-10
申請課輔 TA
上網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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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M&M教學諮詢小組報名表

系所

Mentor 教師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校內分機

Mentee 教師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校內分機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校內分機

※基本資料填妥後，請將表格回擲教學發展中心以利彙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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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教學成長社群申請表

社群名稱

（中文名稱）

姓名 系所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召集人

成立宗旨

社群概述

姓名 系所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社群成員

預期成果：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等)

召集人簽章： 所屬教學單位主管簽章：

此申請表請於 100 年 3 月 21 日（一）前送至教學發展中心，並將電子檔 e-mail 至
sun76543@csu.edu.tw (連絡人：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成長組 孫嘉苓 小姐，分機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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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正修科技大學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推動創意課程申請表

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課程名稱 創意主題

授課班級 學生人數

實施學期 上課教室

課程說明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具體教學策略)

 預期成效(質化及量化成效)

 課程進度

經費需求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說明

總計

備註：請將填妥之申請表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成長組 楊珮瑜小姐
處，並將電子檔案 E-mail 至 fion99@csu.edu.tw 信箱若有任何疑問
請撥打分機 2770 洽詢。

申請人：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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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正修科技大學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這份問卷目的在於了解你/妳對老師教學的真實感受，希望獲得一些具體提高學習成效的

看法，填答後請交給授課老師，以了解你/妳的寶貴意見，謝謝合作！

學生自評

01. 上課時，我用心參與。

□(1)非常同意 □(2)同意 □(3)普通 □(4)不同意 □(5)非常不同意

02. 我在這門課的學期成績預估為：

□(1)90 分以上 □(2)80~89 分 □(3)70~79 分 □(4)60~69 分 □(5)低於 60 分

教學評量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05. 老師的授課內容和進度能與教學大綱(含教學目標、進度及評

量方式)相符。

5.□ 4.□ 3.□ 2.□ 1.□

06. 老師的授課內容能夠切合學生的需求。 5.□ 4.□ 3.□ 2.□ 1.□

07. 老師會適時且適當地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與輔助教學媒體。 5.□ 4.□ 3.□ 2.□ 1.□

08. 老師在課堂上能與我們保持良好的互動。 5.□ 4.□ 3.□ 2.□ 1.□

09. 老師會隨時注意我們的學習狀況。 5.□ 4.□ 3.□ 2.□ 1.□

10. 老師能準時上下課，不會無故缺席或調課。 5.□ 4.□ 3.□ 2.□ 1.□

11. 老師會事先告知學生明確的評量方式。 5.□ 4.□ 3.□ 2.□ 1.□

12. 整體而言，我在這門課受益良多。 5.□ 4.□ 3.□ 2.□ 1.□

13. 我很樂意向學弟妹推薦這門課程。 5.□ 4.□ 3.□ 2.□ 1.□

給老師的讚美

14. 教學態度

□準時上/下課 □很少缺/調課 □教學認真

□準備充分 □樂於回答學生問題 □其它：( )

15. 授課技巧

□營造良好學習氣氛 □引發學習興趣 □授課條理清楚

□適度調整授課方式 □鼓勵雙向溝通 □適度提問問題

□其它：( )

16. 課堂管理

□實施點名制度 □要求課堂秩序 □嚴格監考

□建立課堂表現加分機制 □其它：( )

17. 學習評量

□提供考前練習題 □公平評量每個學生 □評分標準客觀合理

□提供課程相關作業練習 □適當的評量的方式 □其它：( )

18. 學習資源

□開放上課 ppt 檔 □教材上網 □充實課程內容

□使用數位平台 □善用多媒體器材 □其它：( )

對老師的鼓勵或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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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領取登記表

教學單位：

序號 教師姓名 授課班級 授課科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備註：

1. 每位老師就當學期所授課班級至少選擇一班於第 7 週實施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2. 授課教師如須增加實施班級，逕至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成長組 楊珮瑜小姐處(分機 2770)登記

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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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正修科技大學 100學年度跨類學生基礎轉銜課程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轉銜課程名稱 學生人數

課程實施時程(18 小時)

日期

節次

教室編號

轉銜課輔 TA

學生姓名 班級

手機號碼 E-Mail

檢附資料
1.學生證與身分證影本

2.歷年成績單或其他佐證資料(請說明)

3.帳戶存摺影本

申請人：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注意事項：
1. 課程請於 100 年暑假實施，時程安排請以每週 2~3 次，每次 3 小時為原則。

2. 課程結束必須繳交成果報告，包括學生簽到表、教學紀錄單(含教學照片)、學生學習成果評量表、

轉銜教學數位化教材(含電子檔)、轉銜教學 TA 工作日誌。

3. 轉銜課輔 TA 工作項目：

 隨班上課輔導學生。

 協助教師製作轉銜課程數位化教材。

4. 轉銜課輔 TA 工讀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門課程至多 36 小時，每小時為 98 元。

5.申請表繳交時間：

100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

6. 聯絡人：教學發展中心-學習輔導小組 盧姿蓓 分機：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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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基礎課程延伸補救教學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課程名稱 班級/人數

課程實施時程(12 小時)

日期

時間

教室編號

補救教學 TA

學生姓名 班級

手機號碼 E-Mail

檢附資料
1.學生證與身分證影本

2.歷年成績單或其他佐證資料(請說明)

3.帳戶存摺影本

申請人：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注意事項：

1.課程請於期中考/期末考前三週實施，時程安排請以每週 2 次，每次 2 小時為原則。

2.補救教學結束後兩週內必須繳交成果報告，包括學生簽到表、教學紀錄單(含教學照片)、學生學習

成果評量表、補救教學數位化教材(含電子檔)、補救教學 TA 工作日誌等資料。

3.補救教學 TA 工作項目：

 隨班上課輔導學生。

 協助教師製作補救教學數位化教材。

4.轉銜課輔 TA 工讀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門課程至多 24 小時，每小時為 98 元。

5.申請表繳交時間：

100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

聯絡人：教學發展中心-學習輔導小組 盧姿蓓 分機：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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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基礎專業課程教學教材 e化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課程名稱 班級

教材 e 化 TA

學生姓名 班級

手機號碼 E-Mail

檢附資料

1.學生證與身分證影本

2.歷年成績單或其他佐證資料(請說明)

3.帳戶存摺影本

申請人： (簽章) 系主任： (簽章)

注意事項：

1.教材 e 化 TA 工讀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門課程至多 54 小時，每小時為 98 元。

2.請於 6/17(五)以前繳交成果報告，包括課程 e化教材，教材 e化 TA 之工作日誌以及電子檔。

3. 申請表繳交時間：

100 年 3 月 18 星期五)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

4. 聯絡人：教學發展中心-學習輔導小組 盧姿蓓 分機：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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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助理申請表

申請課程資料

課程性質（請勾選）

課程名稱 授課班級 學分數 專業

課程

通識

課程

跨領域整

合課程

其

他

修課

人數
備註

課輔時間(每週必須安排 2 小時)

時間 地點

擬聘教學助理資料

班級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姓名 學號 e-mail

申請系所：_______________

申請教師簽章：_______________ 系所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依據：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助理工作要點辦理。(每位專任教師得依課程需求申請至多 2
名之教學助理名額)

2. 申請程序：

各系所應依實際需求提出申請，申請時請附教學助理在校歷年成績單影本。

新聘任之教學助理需另附身分證、學生證與存摺影本，如為續任之教學助理則無需繳交，

詳如附表。

3. 每月工讀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月總計至多 32 小時，每小時為 98 元。

教學助理工讀金之核撥月份，以每學期 4 個月為原則，計 128 小時為上限。

4. 申請表繳交時間：

由各系所彙集，於 100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五)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

5. 聯絡人：教學發展中心-學習輔導小組 盧姿蓓 分機：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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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正修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課輔 Tutor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系所/年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電子信箱

專長學科

申請輔導科目

檢附資料

1.學生證與身分證影本

2.歷年成績單或其他佐證資料(請說明)

3.帳戶存摺影本

推薦老師：_______________ (簽章) 系所主管：_______________(簽章)

注意事項：

1. 課輔科目以各系/學程之基礎專業科目為主。

2. 每月工讀金計算方式：

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每學期至多 16 小時，每小時為 98 元。

3. 申請表繳交時間：

100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

4. 聯絡人：教學發展中心-學習輔導小組 盧姿蓓 分機：2745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由本中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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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正修科技大學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
98 年 3 月 16 日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9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增進本校教學效能和教師知能成長，透過舉辦各種協助教師成長之活動與提供教學諮詢服務，

以改善教學品質並精進教師自我成長，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

（一）全校專任教師可依自身教學之需求，每學年度參與第三點第二款所舉辦之研習活動至少三

場次及參與第三點第三款至少一組教師教學成長社群，以作為教師評鑑之參考依據。

（二）下列教師須參加本要點中至少一項協助教師成長之實施方式，惟第三點第五款、第六款務

必參加：

1.本校新進專任教師。

2.教師評鑑中教學項目成績未達 80 分者。

3.學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未達 3.5 點者(採 5 點量表)。

三、本要點協助教師成長之實施方式：

（一）辦理「新進教師研習會」：為協助新進教師瞭解本校教學資源與相關教學之權利與義務，辦

理新進教師研習會，並編印新進教師手冊，提供新進教師相關規範。

（二）舉辦「教學專業成長研習」：不定期舉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相關活動，邀請校外績優教師或

專家學者蒞校演講，分享教學技巧與經驗，以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

（三）推動「教師教學成長社群」：為營造教學成長氛圍、促進教師教學經驗交流，鼓勵教師組成

相關教學成長社群，同儕間分享教學技巧與經驗，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四）協助「製作數位教材」：本校設有數位教材製作環境(專業攝影棚、錄音室與高互動綠色教

室)，並置網路教學助理與資訊服務團隊協助推動數位教學相關作業，同時提供數位教材研

習服務(網路教學教育訓練、座談會與專題演講)，以協助教師有效提升數位教材應用之能力。

（五）辦理「教學觀摩會」：本校設有「微型教學實驗室」，提供教學觀摩之場地與機會，協助教

師熟悉教學技巧與方法。經由教師試教後，再由資深優良教師講評並分享教學技巧，以有

效提升教師教學成長。

（六）提供「教學諮詢服務」：為協助教師精進教學技巧與提升教學品質，提供教師教學諮詢服務，

安排資深優良教師提供教學經驗分享與具體建議，以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

五、本要點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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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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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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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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實驗)課程為辦理原則。

三、 有關各系所需教學助理名額依經費預算額度及該系大學部班級數分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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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專任任課教師得依課程需求申請至多 2 名之教學助理名額，並請於每學期開學一週內填寫

教學助理申請表，由各系所彙整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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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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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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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隨堂上課並帶領分組討論或實

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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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課業諮詢服務進行每

週定點課後輔導 2 小時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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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後，經優秀教學助理遴選會議決議，於期末遴選出每系至少 1 名優

秀教學助理；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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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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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評量)回饋意見調查實施要點

88 年 11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2 年 3 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年 9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6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問卷由教學發展中心徵詢本校教師及校外學者專家意見後制定。本校教師若對

問卷內容有任何建議，可將意見統由所屬單位彙整後擲送教學發展中心，再提請教務會議討論。

(教學評量分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及期末教學評量，新進教師須於期初進行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三、 教學回饋意見調查(評量)問卷由教學單位依所開授的課程性質及屬性不同，劃分為「一般課程教

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及「實習實驗課程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兩類。

四、 教學評量結果依受評課程數及受評人數分別統計。每學期期初進行新進教師授課班級紙本問卷調

查，期中考後兩週再進行全面性線上問卷調查，為期兩週，以確切掌握全校教師的教學改善情況。

五、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評量)實施之科目，以每位教師所教授的全部課程為依據。，惟服務學習、操

行、軍訓、專題(製作)、實習及五專體育等若由多位教師共同敎授之課程，(不列入接受教學評量

課程數)列為免受評科目。

六、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方式，由學生直接上網填答。

七、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後，教師可自行上網查閱調查結果。

八、 (六、)教學發展中心得統計各教學單位及全校教師之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資料，陳報校長及教務長

參考。對於滿意度未達標準之教師，將提供相關資料予該教學單位主管進行了解。，並個別通知

每位教師教學評量結果。

九、 (七、)各教學單位於系務會議應根據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評量)結果，定期檢討教學成效，以資改

善教學品質，提升教學水準。

十、 (八、)本校教師如於一學期之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評量)滿意度平均低於 3.5 者（採 5 點量表），即

為教學評量不佳，其處理情形如下：

1.專任教師：請直屬(教學)單位主管約談並了解其實際教學情形，促請其改善教學現況，以提升

教學品質。

2.兼任教師：第一學期請由直屬單位(教學)主管先行了解實際教學情況，倘若連續兩學期皆未達

3.5，(如屬實)不予續聘。

十一、(九、)教師若對於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有所疑問，得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訴。

十二、(十、)各(教學)單位主管(對)應於接獲教學評量不佳之教師名單後，(應)予以(提供)教師相關協

助。

十三、(十一、)教學評量結果列入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分項目及教學績優教師之審查指標，並納入年度

教師教學評鑑要項之一。
十四、(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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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88 年 11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2 年 3 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年 9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6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教學評量分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及期末教學評量，新進教師須於期初進行教學回饋意見調查。

三、教學評量問卷分「一般課程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及「實習實驗課程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

兩類。

四、教學評量結果依受評課程數及受評人數分別統計。

五、教學評量實施之科目，以每位教師所教授的全部課程為依據，服務學習、操行、軍訓、專題製作、

實習及五專體育等由多位教師共同敎授之課程，不列入接受教學評量課程數。

六、教學發展中心得統計各教學單位及全校教師之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資料，陳報校長及教務長參考，

並個別通知每位教師教學評量結果。

七、各教學單位於系務會議應根據教學評量結果，定期檢討教學成效，以資改善教學品質，提升教學

水準。

八、本校教師如於一學期之教學評量滿意度平均低於 3.5 者（採 5 點量表），即為教學評量不佳，其處

理情形如下：

1.專任教師：請教學單位主管約談並了解其實際教學情形，促請其改善教學現況，以提升教學品

質。

     2.兼任教師：請直屬教學主管先行了解實際教學情況，如屬實不予續聘。

九、教師若對於教學回饋意見調查結果有所疑問，得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訴。

十、各教學單位主管對於教學評量不佳之教師，應予以提供相關協助。

十一、教學評量結果列入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分項目及教學績優教師之審查指標，並納入年度教師教學

評鑑要項之一。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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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要點(草案)

100 年 3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

一、

本要點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訂定之。

二、 本校每學年開設之中等學校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其班級數、學生人數依教育部

核定名額為準，甄選作業及日期以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為準。

三、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甄試，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基本條件：

(一)大學部各學制學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達該班前百分之五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二)研究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含)以上或

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達七十分(含)以上。

   3.申請資格以公告考試日期當時之學籍為準。

   4.復學者，以其休學前一學期成績計算之。

(三)參加國際級競賽而取得甄審入學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四)日間部和進修部的二年制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於原校畢業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

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始可參加甄試。

四、

教育學程學生之甄選程序如下：

(一)報名：學生符合前條之資格，可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攜帶歷年

成績單和學生證，到本中心報名。

(二)甄選：

第一階段：依本中心公告之規定逕向其所屬系、所提出申

請，並由各系、所負責初審。

第二階段：由本中心辦理筆試及面試，筆試內容包含語文測驗、教育理念與時事；

面試內容包含教育理念、值觀、未來規劃，面試時需繳交自傳及讀書計畫各一份。為培育

具有傑出技藝之教師，參加國際競賽而取得甄選資格入學者可不考筆試，直接參加面試。

(三)成績計算：筆試佔 60%、面試佔 40%。筆試內容包含語文測驗佔 40%及教育理念與時

事佔 60%。不用參加筆試者，面試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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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錄取：

   1.由「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錄取

標準，以擇優錄取原則，錄取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名額為 準，錄取順序依甄

試成績總分高低決定之；最後一名總分相同時，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取，若筆試成績仍相

同，則一併錄取，錄取名單由師資培育中心公告於中心網頁。

          2.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含大學部及研究所)，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

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

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3.筆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4.未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

五、 申請教育學程經錄取者，須於公告報到期間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以

放棄論。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七、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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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十八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1 年 9 月 18 日台(91)師（二）第 91137688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教務會議再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 年 4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20057502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 年 2 月 10 日台中（二）字第 0930015575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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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 11 月 16 日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12 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7 年 2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70027260 號函同意核定

99 年 9 月 6 日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六、八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為主

要目的。

第三條、 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大學日間部、進修部(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院各

系(學程)之四年制二年級以上與二年制學生，以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

位學程學生，於報考教育學程時具有本校學生身分，且成績符合本辦法第

六條者，得申請參加教育學程甄試。

第四條、 每學年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之名額為準。

第五條、 凡本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向師

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概不受理。

第六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基本條件：

(一)大學部各學制學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
分之五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新增)

(二)研究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含)以上或

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達七十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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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請資格以公告考試日期當時之學籍為準。

   4.復學者，以其休學前一學期成績計算之。

(三)參加國際級競賽而取得甄審入學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新增)

(四)日間部和進修部的二年制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於原校畢業總成績達 70 分
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始可參加甄試。

第七條、 凡本校或他校當學年度大學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如擬

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本校學則及本辦法向師資培育中心申

請，經學校核可後，始能繼續修習。

(新增)第八條、 他校師資生轉學籍入本校者，如所修習中等教育學程之類科與本校相符並

經兩校同意得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新增)第九條、 本校師資生欲至他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得兩校同意；其學分之

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例等，依據本校學則及本中心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條、 教育學程學生之甄選程序，另行訂定要點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一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

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至多以三人為限。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

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十二條、 本學程的修業年限至少二年，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每學期至少修習 2

學分，至多以不超過 8學分為原則，延畢生則不受至多 8學分之限制。申

請學分抵免者，其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算應逾一年以上，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另訂之。因修習教育學程而未在規定修業期限

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

大學法及其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第十三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者，其每學期修習主、輔系及教育

學程學分數合計未達九（含）學分者，應繳交學分費；合計在九學分以上

者（研究生論文學分另計），應依學校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第十四條、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二十六學分(含必修至少十四學

分：包括教育基礎課程至少四學分、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六學分、教材教

法及教學實習課程四學分；以及選修課程至少十二學分)，師資生第一年

應先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第二年方可修習教材教法及教

學實習課程。

第十五條、 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其必修所超出之科目及學分數，可計入選

修科目及學分數內。

第十六條、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及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期所開設之

教育課程學分為上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

理。

第十七條、 修習教育學程期間，若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達 8學分，或記大過以上

之處分者，應予註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並須親至師資培育中心填寫放棄

修習教育學程切結書。

第十八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單科缺曠課時數達該科目授課時數三分之一

以上(含)者，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學生並不得要求退還所繳之費

用。

第十九條、 教育學程授課時段以安排於日間授課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視情況安排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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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週六授課。

第二十條、 核准修習本學程者，應於公告期限內繳交規定之費用，完成選課程序，逾

期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依規定刪除其教育學程資格，且所修之

學分不予承認。

第二十一條、

(原二十一條併入

本條)

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必須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始得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

(新增)（三）大學畢業後，依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修畢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本條所指普通課程，係指各相關系所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

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參加教師資

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二十二條、 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各系學生修滿規定年限，並修滿各該系規定

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方得畢業，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自願延長修業年限者，得

切結自願延長修業年限同意書。如因其它因素必須放棄修習教育學程，則

應於學期加退選期限內（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同意後送教務

處審查核可後，註銷其修習教育學程資格。

(新增)第二十三

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學生，依大學法規定，取得畢業資格者，得不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先行畢業。

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生，修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自行向本校或其

他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大學，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成

績及格者，由本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但本校已停招或停辦

者，得由辦理教育實習課程之師資培育大學會同本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

第二十四條、 本校辦理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

教育實習輔導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於實習

輔導辦法中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

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

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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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正修科技大學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專門課程暨教育專業課程作業

要點(草案)
99.9.6 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99.9.27 教務會議通過

99.11.3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89939 號函同意備查

一、本校為提供機會使師資生或中等以下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本校各種課程，以助師資生完成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或合格教師發展第二專長之目的，特依教育部 99 年 8 月 16 日台中（二）字第

0990140446 號函暨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七項

第三目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一）已逾師資培育法第 20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之申請期限，並經學校重新認定專門課程後，

其學分不足者。

（二）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已不符現行教學現場課程綱要需求，

經學校協助轉任其他相關學科(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其學分不足者；或已畢業之師資生，

其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足者。

（三）已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經學校認定第二專長之專門課程學分不足者。

三、開放隨班附讀之課程：各系所或教學單位於考量本校正式學生優先選課及維持教學品質之原則

下，得開放課程隨班附讀。

四、申請本校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之流程如下：

（一）申請者查詢欲隨班附讀之課程，填妥申請表，繳交申請費三百元並附相關之學歷證件、身

分證件資料，經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同意後，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完成繳費，並送師資

培育中心收件。

（二）師資培育中心彙整申請案後，將隨班附讀學員名冊通知開課單位，並於網頁公告隨班附讀

學員名單。

（三）師資培育中心將隨班附讀學員名冊及表件送學籍單位（日間部註冊與課務組、進修部教務

組或進修學院教務組）完成接受選課之登錄手續，並將申請案資料列管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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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隨班附讀之學員數：選課人數在六十人以下者，隨班附讀人數得補足至六十人；選課人數超過六

十人，隨班附讀人數以選課人數百分之十為限。

六、課程修讀學分規定：

（一）基於資源分享，隨班附讀之學員每學期至多修習 6學分為原則。

（二）修讀科目之成績考核方式比照本校學則之成績考核等規定辦理。

七、開課單位與授課教師對於隨班附讀申請案，應深入瞭解申請者之學習動機並評估申請者學習能力

後，視開班學生人數之多寡、課程性質、和教學空間與設備之現況，決定是否接受其申請，並排

定接受名單之優先順序。

八、申請隨班附讀課程完成報名繳費後，若有特殊情形，可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前，提出書

面說明，經教務長核准後辦理退選課程，並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退費。若所選讀課程未成班或

超過修讀上限，本校應主動通知選讀生辦理退選並全額無息退費。

九、選讀生之學分費比照其所擬修各種班別之開課學分費 1.5 倍（含雜費）(刪除)標準繳費，如課程

有實驗實習，應另繳開課單位認定之實驗實習材料費。

十、隨班附讀學生應確實隨班進行課業學習活動並參與考試，同時遵守本校各種法規。在學期間若有

違反校規，得由學務處比照有學位學籍學生加以議處。

十一、隨班附讀學生於學期結束後，由學籍單位（日間部註冊與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或進修學院教

務組）依法發給成績單，成績及格之科目並發給學分證明。

十二、隨班附讀之學生數不計入成班人數，但得計入同班修習該課程之學生總數，如因此該班學生數

到達教師加計授課鐘點數之標準，得加計授課鐘點。

十三、本作業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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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草案)

第一條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為辦理學生修習教育學程

之學分抵免事宜。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經教育學程甄試進入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及原在他校已取得修教育學

程資格，經入學或轉學考試進入本校，並經甄試通過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

第三條 教育學程學分抵免之原則如下：

一、各科目抵免之學分數，以本校所訂之學分數為準，少於本校學分數之科目，

不予抵免。

二、辦理抵免教育學程之科目學分數，不得採計為各學系（所）畢業之應修分。

三、所修課程已逾十年者不得申請抵免。

四、本校學生經教育學程甄試通過者，其於本校預先修習之教育學程學分，得

辦理抵免，抵免總學分數以6學分為上限。本項學分抵免申請者之教育學程

修業年限，自甄試通過起應逾一年以上，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第四條 原在他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經甄試進入本校教育學程後，可申請以原校之教育學程

學分抵免本校教育學程學分，但抵免總學分數，不得超過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且各科教材教法及各科教學實習不予抵免。本項學分抵免申請者之教育學程修業年

限，自甄試通過起應逾一年以上，如未取得教師證者，需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第五條 本校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辦理完成；原在他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

生，應於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後一個月內向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抵免。

第六條 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時應填具抵免學分申請書，並檢附抵免科目學分之成績單或證

明書正本等文件。如所申請抵免之科目名稱與本校教育學程不同者，需另附課程大綱或

可供證明之相關資料，送請師資培育中心審查。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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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100.02.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3.02 系所務會議通過

xx.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xx.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電子工程研究所 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 學分(必修 6 學分,選修 24 學分[跨所選修至多 3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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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M3A01 書報討論(一) 0/2 必修 M3A02 書報討論(二) 0/2
選修 M3N03 科技英文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9 量子與固態物理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03 近代物理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2 積體電路之可靠性物理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04 半導體量測技術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14 深次微米元件製程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13 光電子學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1 薄膜分析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4 化合物半導體工程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5 光電構裝技術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03 高等電磁理論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6 薄膜製程技術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04 無線通訊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7 有機電致發光元件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10 展頻通訊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4 微波電路設計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6 光纖通訊系統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02 天線理論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7 電腦通訊網路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07 無線電波傳輸之應用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35 嵌入式微處理器系統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08 電磁相容理論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3 行動通訊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8 數位訊號處理晶片系統製作專
論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9 影像處理設計與應用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32 USB 驅動程式實作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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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M3A03 書報討論(三) 0/2 必修 M3A04 書報討論(四) 0/2
必修 M3A05 碩士論文(一) 3/3 必修 M3A06 碩士論文(二)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15 半導體模擬理論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16 奈米元件 3/3
半導體與

光電組選修 M3Q28 軟性顯示器實務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16 微波積體電路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25 微帶天線設計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12 微帶天線專題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30 雷射工程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31 生理量測基礎實務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34 微型感測裝置嵌入式系
統與軟體實作 3/3

無線通訊組
選修 M3R36 行動裝置嵌入式系統與

軟體實作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3 學分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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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98.10.20 訂定 98.12.17 修訂

必修 92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98.12.29 修訂  99.03.01 修訂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 99.06.15 修訂  99.10.01 修訂. 100.02.23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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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Q001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Q0021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Q003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Q0041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Q005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Q0111 計算機概論 *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Q0061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Q015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QA061 基礎素描 2/2 通識基礎必修 4Q016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QA071 色彩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4QA091 生物學 2/2
專業必修 4QA081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4QA051 生活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QA011 微積分 2/2 專業必修 4QA101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QA041 生活化學 3/3 專業必修 4QA111 彩妝藝術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QA121 彩妝技術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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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Q01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Q0081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Q0071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QA161 美容法規與衛生實習 2/2
專業必修 4QA02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QA181 生物化學 2/2
專業必修 4QA361 分析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4QA191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4QA151 皮膚病理學 2/2 專業必修 4QA351 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4QA171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4QA421 彩妝設計與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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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QN021 造型藝術學(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時尚美甲 2/2 專業選修 美膚學(含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
驗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
(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醫學美容 2/2 專業必修 髮型藝術設計 2/3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美姿美儀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實務 2/3 專業選修 商品設計原理與應用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美容外語 3/3
專業選修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香料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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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經營 2/2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畢業製作 2/3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 2/3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 2/2 專業選修 婚禮顧問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美容藥物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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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99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100.01.11 訂定.  100.02.23 修訂
必修 93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學分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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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計算機概論 *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色彩學應用 2/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生物學 2/2
專業必修 應用數學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基礎素描 2/2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概論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彩妝產業論壇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6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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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法規與衛生實習 2/2

專業必修 時尚美甲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生死禮儀學 2/2

專業選修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專業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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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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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
實習) 2/3

專業必修 醫學美容 2/2 專業必修 髮型藝術設計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二) 2/3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實務 2/3

專業必修 管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選修 香料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論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口語傳達藝術 2/2 專業選修 商品設計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美容儀器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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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設計(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畢業製作 2/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婚禮顧問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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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92.12.03 制訂
96.12.04 修訂

97.04.23 通過系務會議

正修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研究所 100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草案)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3 學分
必修 12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專題討論 4 學期 0 學分及核心必修 6 學分(三門選二門)】
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以上。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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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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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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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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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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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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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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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課程 MHN16 電池材料特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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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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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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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課程 MHA05 碩士論文(一) 3/3 必修課程 MHA06 碩士論文(二) 3/3

選修課程 MHN26 高等生化工程 3/3

選修課程 MHN10 材料分析特論 3/3

選修課程 MHN28 高等高分子物理 3/3

選修課程 MHN13 環境微量分析 3/3

選修課程 MHN20 生醫材料特論 3/3

選修課程 MHN27 應用電化學特論 3/3

備註：(1)100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適用。

(2)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3 學分，其中必修 12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專題討論 4 學期 0 學分及
核心必修 6 學分(三門選二門))，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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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100XXXX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0XXXX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002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訂

正修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 32 學分 (必修 8 學分，選修 24 學分)

選修學分應含核心選修至少 6學分，得跨所選修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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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M5201 書報討論(一) 1/2 必 修 M5202 書報討論(二) 1/2

核心選修 M5801 系統理論 3/3 核心選修 M5803 科技論文寫作 3/3

核心選修 M5802 光電工程 3/3 核心選修 M5804 高等程式設計 3/3

核心選修 M5805 工程專案管理 3/3 選修 M5825 數位控制 3/3

選修 M5821 控制系統設計 3/3 選修 M5826 適應控制 3/3

選修 M5822 電子電路設計 3/3 選修 M5827 電力電子導論 3/3

選修 M5823 電力品質 3/3 選修 M5828 電能監控與管理 3/3

選修 M5824 電力系統運轉與控制 3/3 選修 M5873 綠能與節能科技 3/3

選修 M5861 光電材料 3/3 選修 M5866 光電電磁學 3/3

選修 M5862 固態電子物理 3/3 選修 M5867 太陽能元件物理 3/3

選修 M5863 平面顯示器工程 3/3 選修 M5868 鍍膜技術 3/3

選修 M5864 電漿物理與製程 3/3 選修 M5865 奈米材料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7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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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M5203 碩士論文(一) 3/3 必 修 M5204 碩士論文(二) 3/3

選修 M5829 最佳控制 3/3

選修 M5830 非線性控制 3/3

選修 M5831 電動機控制 3/3

選修 M5832 電力自由化 3/3

選修 M5833 人工智慧 3/3

選修 M5869 電子陶瓷 3/3

選修 M5870 光電元件 3/3

選修 M5871 光電量測 3/3

選修 M5872 薄膜診斷學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3 學分  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3 學分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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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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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2
說明：最低畢業學分134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65學分，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1學分）。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

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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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4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4D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4D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4D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4D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4D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4D08 機械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4D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4D09 工廠基礎實習 1/3 專業必修 44D11 靜力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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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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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4028 體育(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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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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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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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4D15 機動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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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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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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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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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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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11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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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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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4D29 自動控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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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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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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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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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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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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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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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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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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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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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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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4R13 熱傳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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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29 工具機概論 2/2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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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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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4D43 實務專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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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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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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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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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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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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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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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31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4Q19 銲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27 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2/3

專業選修 44R28 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4R30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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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甲乙班）

說明：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

，專業選修 31 學分）。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

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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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A01 通識博雅課程 ( 一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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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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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4D05 物理實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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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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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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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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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402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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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4D15 機動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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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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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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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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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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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11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 2/2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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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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4D29 自動控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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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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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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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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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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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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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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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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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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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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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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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4R13 熱傳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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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29 工具機概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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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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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4D43 實務專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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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3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4R22 微機電系統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4R23 奈米工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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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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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
計 3/3 專業選修 4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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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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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31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4Q19 銲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27 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2/3

專業選修 44R28 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4R30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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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課程標準 99 學年度入學新生（甲乙班）

說明：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

，專業選修 31 學分）。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

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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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A01 通識博雅課程 ( 一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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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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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4D05 物理實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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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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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必修 20 學分/29 小時 選修 0 學分/0 小時 合計 必修 17 學分/26 小時 選修 2 學分/2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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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4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402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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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4D15 機動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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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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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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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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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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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11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 2/2

合計 必修 15 學分/21 小時 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合計 必修 15 學分/21 小時 選修 2 學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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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4D29 自動控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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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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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4D25 流體力學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4D26 電機機械原理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7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4D2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1/3 通識博雅

選修
4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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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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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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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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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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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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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4R13 熱傳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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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29 工具機概論 2/2

合計 必修 11 學分/17 小時 選修 8 學分/8 小時 合計 必修 8 學分/13 小時 選修 10 學分/10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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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4D43 實務專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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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2/2

專業必修 44D3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4R22 微機電系統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4R23 奈米工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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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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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
計 3/3 專業選修 4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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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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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31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4Q19 銲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44R27 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2/3

專業選修 44R28 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4R30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合計 必修 4 學分/7 小時 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合計 必修 1 學分/3 小時 選修 10 學分/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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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97.5.11 訂定 99.3.2 修訂 99.5.26 修訂 99.9.2 修訂 100.3.1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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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5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6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21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2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3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5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8 計算機概論 *△ 2/3 專業必修 4NA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3 物理實驗 △ 1/2 專業必修 4N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N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7 化學實驗 △ 1/3
專業必修 4NA08 影像顯示產業論壇 1/1 專業必修 4NA10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N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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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0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07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7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N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NA11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NA12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NA13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NA14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NA16 積體電路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NA19 嵌入式系統 △ 2/3
專業必修 4N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NA20 光學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N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1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NN02 光電工程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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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NA21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N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2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必修 4NA29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3 光電材料 3/3 專業選修 4NN09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NN0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NN10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NN04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1 電腦輔助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NN05 高等工程數學 3/3 專業選修 4NN13 半導體製程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06 高等電子電路 3/3 專業選修 4NN14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0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5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8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3/3 專業選修 4NN16 電漿原理 3/3

專業選修 4NN17 影像處理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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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NA26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NN40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24 實務技能評量 2/2
專業選修 4NN36 影像處理實務 *△2/3 專業選修 4NN33 液晶模組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NN18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8 新興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5 背光模組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NN30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NN32 發光二極體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7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NN44 機器視覺 3/3 專業選修 4NN46 封裝技術與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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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97.5.11 訂定   99.3.2 修訂   99.5.26 修訂  99.9.2 修訂 100.3.1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5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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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5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6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21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2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3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5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8 計算機概論 *△ 2/3 專業必修 4NA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3 物理實驗 △ 1/2 專業必修 4N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N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7 化學實驗 △ 1/3
專業必修 4NA08 影像顯示產業論壇 1/1 專業必修 4NA10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N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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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0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07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7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N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NA11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NA12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NA13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NA14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NA16 積體電路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NA19 嵌入式系統 △ 2/3
專業必修 4N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NA31 光電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N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1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NN43 積體電路實習(二)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6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N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NA22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必修 4N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3 光電材料 3/3 專業必修 4NA29 光電元件 3/3
專業選修 4NN0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NN09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NN0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4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04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5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49 工程數學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17 影像處理 3/3
專業選修 4NN50 電子電路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16 電漿原理 3/3
專業選修 4NN5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NN10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NN13 半導體製程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N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NA26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NN40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24 實務技能評量 2/2
專業選修 4NN36 影像處理實務 *△2/3 專業選修 4NN33 液晶模組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NN18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8 新興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5 背光模組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NN30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NN32 發光二極體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7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NN44 機器視覺 3/3 專業選修 4NN46 封裝技術與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59

附件 20

97.5.11 訂定   99.3.2 修訂   99.5.26 修訂 99.9.2 修訂 100.3.1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5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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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5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06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N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21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2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3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5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8 計算機概論 *△ 2/3 專業必修 4NA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3 物理實驗 △ 1/2 專業必修 4N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N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7 化學實驗 △ 1/3
專業必修 4NA08 影像顯示產業論壇 1/1 專業必修 4NA10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N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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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0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07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7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N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NA11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NA12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NA13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NA14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NA30 積體電路實習(一) △ 2/3 專業必修 4NA31 光電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NA27 程式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NN01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必修 4N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43 積體電路實習(二) △ 2/3

專業選修 4NN52 嵌入式系統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6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N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NA22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必修 4N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3 光電材料 3/3 專業必修 4NA29 光電元件 3/3
專業選修 4NN0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NA3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NN0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4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04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5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49 工程數學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17 影像處理 3/3
專業選修 4NN50 電子電路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16 電漿原理 3/3
專業選修 4NN5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NN10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NN13 半導體製程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N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N01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NA26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NN40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24 實務技能評量 2/2
專業選修 4NN36 影像處理實務 *△2/3 專業選修 4NN33 液晶模組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NN18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8 新興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5 背光模組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NN30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NN32 發光二極體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47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NN44 機器視覺 3/3 專業選修 4NN46 封裝技術與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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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100.02.23 系務會議通過
**.**.**校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 財務金融系研究所 課程標準

100學年度入學新生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48 學分(必修 24 學分(含論文 6學分),選修至少 24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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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M E201 計量經濟學 3/3 必 修 M E202 研究方法 3/3

〞 M E209 金融機構與市場 3/3 〞 M E204 投資理論與實務 3/3

〞 M E205 財務理論與實務 3/3 〞 M E206 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 3/3

選 修 M E802 期貨與選擇權 3/3 選 修 M E811 基金管理專題 3/3

〞 M E803 公司治理專題 3/3 〞 M E812 投資銀行專題 3/3

〞 M E804 資本預算專題 3/3 〞 M E814 企業評價與購併專題 3/3

〞 M E805 數理統計 3/3 〞 M E815 國際財務管理專題 3/3

〞 M E806 金融行銷專題 3/3 〞 M E816 多變量分析 3/3

M E813 證券分析與投資組合 3/3 〞 M E817 時間序列分析 3/3

〞

最高  15 (15) 必修 9 (9) 最高 15 (15) 必修  9 (9)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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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M E207 畢業論文（一） 3/3 必 修 M E208 畢業論文（二） 3/3

選 修 M E821 固定收益證券 3/3 選 修 M E831 證券市場微結構 3/3

〞 M E822 行為財務學 3/3 〞 M E832 財務工程與金融創新 3/3

〞 M E823 國際金融與投資 3/3 〞 M E833 金融監理專題 3/3

〞 M E824 管理與會計實務專題 3/3 〞 M E834 財務金融個案研討 3/3

〞 M E825 風險管理專題 3/3 〞 M E835 當代財金問題專題研討 3/3

〞 M E826 財金資訊系統與模擬 3/3 〞 M E837 大陸金融市場 3/3

〞 M E827 個體經濟學 3/3 〞 M E836 總體經濟學 3/3

最高  15 (15) 必修  3 (3) 最高  15 (15) 必修 3 (3)

說明：1.大學部非相關科系學生須補修「會計學」、「財務管理」，各三個學分，不分學期別。
2.每學期修課上限 15 學分、下限 6學分（皆不含先修課程及論文）。
3.選修科目最低開班人數至少五人。
※100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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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專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8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學分(必修 58學分「含通識基礎、校訂專業基礎共 22學分」,選修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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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F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6F011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6F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6F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6F00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6F013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6FA0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6F014 計算機概論 2/3

系訂必修
6FA11 休閒事業經營管理

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6F015 體育(二) 0/2

系訂必修 6FA39 中餐廚藝概論(一) 3/3 系訂必修 6FA47 中餐廚藝概論(二) 2/2

系訂必修 6FA07 運動與健康概論 2/2 系訂必修 6FA32 餐旅管理 2/2

系訂必修 6FA08 休閒遊憩概論 3/3 系訂必修 6FA48 中餐廚藝實作(二) 3/3

系訂必修 6FA06 管理學 2/2 系訂選修 6FN59 旅館管理 2/2

系訂必修 6FA41 中餐廚藝實作(一) 2/2 系訂選修 6FN60 節慶活動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學分 24小時（6+14＝20）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學分 24小時（8+7+4＝19）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6FA25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基礎必修 6F033 中國現代史 2/2

通識基礎必修 6F023 軍訓(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6F034 軍訓(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6F021 國父思想 2/2 通識基礎必修 6F03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6F022 音樂欣賞 2/2 系訂必修 6FA51 烘焙概論 2/2

系訂必修 6FA24 體育(三) 0/2 系訂必修 6FA52 烘焙實務操作 3/3

系訂必修 6FA49 西餐廚藝概論 2/2 系訂必修 6FA53 餐飲服務技術與實務 2/2

系訂必修 6FA50 西餐廚藝實作 3/3 系訂選修 6FN56 宴會管理 3/3

系訂必修 6FA12 服務業管理 3/3 系訂選修 6FN57 吧檯經營管理 3/3

系訂選修 6FN03 飲料管理 3/3 系訂選修 6FN48 餐旅業國際化管理 3/3

系訂選修 6FN07 酒與飲料知識品評 3/3 系訂選修 6FN46 咖啡調製 3/3

系訂選修 6FN54 領隊導遊實務 3/3 系訂選修 6FN45 花式調酒 3/3

系訂選修 6FN52 旅行業經營管理 3/3 系訂選修 6FN58 餐飲微型創業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學分 24小時（6+8+6＝20）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學分 25小時（2+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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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9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2011/03/18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學分：必修 68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專業必修 38學分』
選修 64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選修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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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004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F017 國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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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F00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F023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F002 體育(一)國術 0/2 通識基礎必修 4F025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F027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F006 體育(二)游泳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F028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FA80 運動健康與休閒導論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FA09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4FA83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必修 4FA53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4FA78 體育統計學 2/2

專業必修 4FA08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FA54 會計學 2/2

專業選修 4FNBM 解剖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FN01 運動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FN02 運動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FN21 運動生物力學 2/2

專業選修 4FNBN 專長術科(一)田徑 1/2 專業選修 4FNB0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FN18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BP 專長術科(二)體操 1/2

專業選修 4FNER 健康與體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4FNEC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FN62 餐飲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EE 旅館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學分 30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9學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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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F03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校定專業基礎必修 4FA40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基礎必修 4F04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校定專業基礎必修 4FA25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F023 體育(三)進階游泳 0/2 通識基礎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專業必修 4FA58 運動休閒人力資源管理 2/2 通識博雅必修 4F039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FA57 運動休閒行銷管理 2/2 通識基礎必修 4F036 體育(四) 0/2

專業選修 4FN96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專業必修 4FA56 運動休閒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EF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 2/2 專業必修 4FA81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FNBT 專長術科(三)籃球 2/2 專業選修 4FNCC 運動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FNBU 休閒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AT 運動場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63 旅行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EP 運動訓練學 2/2

專業選修 4FN34 休閒政策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FNEU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專業選修 4FNCQ 花式調酒 2/2 專業選修 4FNBY 墊上核心運動 2/2

專業選修 4FN72 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FNCB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4FNEN 導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FNCO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EH 觀光地理 2/2 專業選修 4FNEM 咖啡調製 2/2

專業選修 4FNES 環境衛生 2/2 專業選修 4FNCG 旅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4FNET 手球 1/2 專業選修 4FNAN 導覽解說 2/2

專業選修 4FNEV 安全教育與急救 2/2

專業選修 4FNEW 舞蹈 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學分 33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31學分 35小時



6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9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F049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FA 79 畢業專題實習 9/

通識基礎必修 4F05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F062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選修 4FNCI 肌力訓練 2/2

專業選修 4FNCJ 高低衝擊有氧 2/2

專業選修 4FNCK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FN73 賽會與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54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CM 運動教練學 2/2

專業選修 4FNCN 專長術科(五)桌球 1/2

專業選修 4FN19 休閒渡假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67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CD 餐飲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FNCY 酒與飲料知識品評 2/2

專業選修 4FNDB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4FNDC 休閒遊憩研究(一) 1/2

專業選修 4FNEX 體育學研究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學分 36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F07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FA72 實務專題(二) 2/2

通識基礎選修 4F062 通識博雅（六） 2/2 專業必修 4FA84 職場倫理 2/2

專業必修 4FA74 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選修 4FNDD 社區及職場健康營造 2/2

專業必修 4FA80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FNCU 營隊與團康 2/2

專業選修 4FNCS 中老年保健活動 2/2 專業選修 4FNBK 高爾夫球場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FNDE 婦幼保健運動 2/2 專業選修 4FNDS 創意生活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CT 體適能瑜珈 2/2 專業選修 4FNDT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BD 游泳池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FNEQ 茶道 2/2

專業選修 4FNDH 運動用品銷售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DU 旅遊風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AC 運動裁判法 2/2 專業選修 4FNDV 旅遊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FNCW 專長術科(六)排球 1/2 專業選修 4FNEI 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4FNDJ 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EJ 觀光日語 2/2

專業選修 4FNDK 餐飲服務實務 2/2 專業選修 4FNDZ 書報討論 1/2

專業選修 4FNCZ 飲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FN0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FNDL 專題旅遊企劃 2/2 專業選修 4FNEK 運動休閒事業專題講座 1/2

專業選修 4FNDM 出國業務操作 2/2

專業選修 4FNDN 休閒遊憩研究(二) 1/2
專業選修 4FNEY 體育測驗與評量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1學分 36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6學分 28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