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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01 月 02 日(星期一)下午 2時整

二、地點：行政大樓 10樓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立 記錄：黃玉幸

四、主席報告

1.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是教育部重點計畫之一，101 年度起全面實施。

2.請各系規劃四技二專甄選第二階段面試之相關事宜，目前聯招會已開始規劃鼓勵措施，如學

校有 50%以上之班級進行第二階段面試，將調整推甄與登記聯合分發比為 50:50，如全校全面

實施將可調整至 60:40。

3.圖書資訊處目前推動行動學習，將與數位教材上網做連結，此項為教學卓越計畫主軸之一，

請各單位多加利用。

4.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為貼近實務課程，請各系依三項工作職稱訂定 2 至 3 個模塊，對應到

課程地圖中之能力，每一模塊以 30 學分為原則。

5.各系專業教室使用率未達標準，其普通教室將予以酌減，建議如有視聽教室排除演講時間外，

請盡量安排符合教室規模的課程。

五、列席人員：何副校長、游副校長

六、列席人員報告事項

※何副校長

1.100 學年度全國科大四技日間部扣除高中生，平均註冊率為 81.19%，本校達 9 成多，是大家努

力的成果。100 學年度全國四技進修部平均註冊率為 77.77%，四技在職專班平均註冊率 71.97%。

今年四技日間部與進修部，共有 37 所學校實施單獨招生，以上數據提供各單位擬訂招生策略參

考。

2.101 學年度四技二專第一階段篩選倍率為 100 學年度的 3倍，今年會公布正備取之名單。

3.101 學年度針對高中生之四技申請入學放榜與遞補作業流程將與高教司時程一致，正取生與備取

生將改採取逐一至各校遞補報到方式。

4.高中生報名四技申請人數逐年上升，據統計雖就讀技專校院之意願增加，但實際註冊率卻著實

有限。

※游副校長

1.今年度本校日間部人數增加 710 名，進修部人數增加 313 名，總增加人數為 1023 名。

2.請各系要求專兼任教師期中考後一週登入成績，如發現有學生期中考沒有成績，導師須啟動追

蹤機制，約談同學上課情況，以減少休退學學生數。

七、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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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

1.101 學年度高屏區進四技二專招生簡章已印製完成，本組近日已陸續轉發各系（學程）等教學單

位，另有公務需求者，另洽本組領取。

2.本（1001）學期進修部學生學期成績上網登錄截止日為 1 月 18 日，已接近春節假期，請各系（學

程）行政同仁協助提醒專、兼任教師務必於期限內完成作業（含紙本繳交）。

3.請各系（學程）提醒授課教師務必按規定於第 18 週實施期末考試，切勿提前實施。

※圖書資訊處

採編組：

1.100 學年度上學期圖書經費共 5,915,715 元執行完畢如下：

單位：元

讀者服務組：

1.因應正修博碩士論文系統的更新與功能的異動，論文的上傳與審核等流程與舊系統不同，幾項

事情需委請各系所主任協助與配合。

(1)煩請各系所主任指派一名負責人員，協助處理博碩士論文上傳與審核事宜。

(2)本處將於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舉辦新系統說明指導會，請各系所主任協助推廣，負責人員與

研究生都應參加。

(3)正修博碩士論文系統說明指導會規劃時程如下。

① 、101/3/5 - 101/3/23 預計針對系所負責人員舉辦說明會，每週舉行 3 場。

② 、101/4/9 - 101/4/27 預計針對系所研究生舉辦說明會，每週舉行 3 場說明會。

2.歡迎大家踴躍利用「高高屏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只要線上提出申請，即可在本處一樓櫃台取

件。圖書互借學校圖書館包含：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大學、義

守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屏東教育大學、屏東科技大

學、文藻外語學院、高雄醫學大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高雄餐旅大學、輔英科技大學、美和

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東方設計學院、

永達技術學院、台東大學等 23 家學校。活動推廣期間免運費，日後異動需要收費會再公告，優

惠期間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3.推薦優質電子資源，歡迎大家由本處網頁的「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多加利用。（◎註記是

由教育部 100 年度「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提供）

名稱 金額

中西文期刊           3,364,853

中西文圖書             517,862

資料庫           1,914,000

教學影片  60,000

教學軟體              59,000

合計           5,9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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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名稱 資源簡介 使用期限

WEBPAT 全球專利資

料庫

內容含括「台灣核准」、「台灣公開」、「美國核准」、

「美國公開」、「歐盟核准」、「歐盟公開」、「中國專

利」資料庫。

101/12/31

World Public Library電

子書資料庫

World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 是世界上最大電子

書供應商。成立於 1996 年，World Public Library 的

資源涵蓋廣闊，包含古典文學、攝影、電影、音樂、

美國政府出版品、法律、歷史、基礎科學、科技、

環境&環保等等，總數超過 2,000,000 本，涵蓋 125

個專輯，超過 100 種語言。 由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補助「南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提供。

101/12/31

◎Web of Science

(SCI、SSCI)

提供使用者理、工、醫、農、人文及社會科學等各

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

料。收錄期刊超過 9,000 種，每週更新其內容，每

年提供超過 110 萬筆書目及 2300萬筆引用文獻資

料。

101/08/11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提供引文統計資料的期刊評價工具。引文統計資料

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只有 Thomson Reuters 將所有被

收錄文獻的參考文獻編入索引。利用由作者直接提

供的引用文獻，JCR 幫助研究者從期刊面來衡量研

究的影響力，並顯示引用與被引用期刊之間的關係。

101/08/1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

典藏學習系統

配合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電視教學節目及雜

誌內容出刊進度並經由影音辨識及文字同步整合而

成的全新線上教學服務，每年可提供超過 500 個小

時的電視及廣播教學內容，每日自動線上更新。利

用本系統得以檢索教學影片內容，隨時隨地輕鬆學

習。學校典藏公播版內容，邁向數位學習的網路校

園。

101/07/31

◎動腦雜誌知識庫 內容收錄「動腦雜誌」2001 年~2011 年來數位圖文

資料，提供雜誌全頁影像，系統支援關鍵字查詢、

全文檢索、布林邏輯查詢。最 TOP 的廣告行銷資料

庫-動腦知識庫，是培養成為未來行銷創意人才的專

業雜誌，內容探討面涵括：

◎跨國界的廣告議題交流

◎最新的行銷趨勢探討

◎精采豐富的廣告專欄

永久使用(買斷

1977-2000 年與

2012 年之資料)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宏碁行動圖書館電子雜誌以數位化形式呈現雜誌內

容，採用最新的版權保護和數位出版技術，將市面

上大家喜歡的雜誌變成電子檔。

內容涵蓋以下 10 本期刊：

10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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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名稱 資源簡介 使用期限

1.商業周刊

2.財訊

3.經理人

4.網路資訊

5.數位時代

6.常春藤生活英語

7.常春藤解析英語

8.室內

9.常春

10.台灣光華雜誌(中英文版)

◎聯合知識庫 聯合報系聯合線上公司於 2001年 2月成立的新聞資

料庫網站，現提供聯合報系 660 餘萬則新聞全文，

每日更新當天見報新聞。涵蓋報別有：聯合報、經

濟日報、民生報、聯合晚報、星報、美洲世界日報、

歐洲日報等。

101/08/07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

繁體中文版資料庫

《哈佛商業評論》英文版創立於 1922 年，透過《哈

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使用者可以

無遠弗屆的利用大師經典，內容收錄《哈佛商業評

論》全球繁體中文版期刊創刊迄今以及《哈佛商業

評論精選》全系列叢書共計近 560 篇經典文章匯集

整理而成。

101/08/07

◎台灣經濟知識庫 收錄《台經月刊》、《臺灣各產業景氣趨勢調查報

告》、《國內總體經濟情勢》、《APEC 通訊》及研究

報告等近 30 種國內總體經濟、政治外交、特別議題

及產業動態之出版刊物，資料回溯自西元 1998 年迄

今，並加以整理建置為台灣經濟知識庫(原產經期

刊)，使用者可經由關鍵字及作者等欄位檢索。

101/08/07

系統服務組：

1.配合 105 專案開發學生成績自動列印服務，自暑假(06/27)迄今使用總數 4,388 次，已有效減低工

作人力負擔。

2.針對本校研發處特別需求，開發系統全面搜集完整學生技術證照細目資料，已於 100 年 05 月完

成上線，使用總次數 12,539 次，登記證照 9,618 張，實質執行率達 100%。

3.已於各系科安裝主管- 成績、學籍資訊查詢服務，支援各單位自主取得即時校務行政資訊，提昇

緊急事件因應效能。

4.因應人事處需求開發差勤整合管理服務，預計 100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上線。

5.持續深耕本校校務基本資料庫，預計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將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上線。

6.配合教務處需求開發學生線上申辦表單服務，預計 100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上線。

7.因應學務處需求開發學生線上請假系統，預計 100 學年度下學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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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1.本校高職電子科專門課程已遵照教育部來文指示重新規劃，預計於本週報部送審；餐飲管理科

專門課程目前已送部審核中。

2.100 年度第 2 期及第 3 期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已順利結束。

※通識教育中心

1.100 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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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門（人

文學 16 門、社會科學 20 門、自然科學 16 門、生命科學 9 門）；管理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於星

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51 門（人文學 10 門、社會科學 19 門、自然科學 13 門、生命科學 9

門）。

2.101 年 1 月之通識博雅課程選課初選，每位同學限選一門。通識博雅課程每一門科目的選修人數

上限為 60 人，大班課程人數設定為 120 人(部分教室設定為 105 人)。開學後加退選期間(101 年

2 月 20 至 101 年 3 月 2 日)，開放加退選，同學可以加選第二門通識博雅課程。

3.希望各系協助，並透過導師及授課教師宣導，通識博雅課程加退選期間即正式上課。

※藝術中心

視覺藝術展覽

100 學期 展覽名稱 人數 備註

1300 Only Porcelain‧唯瓷獨尊－沈亨榮 極致白瓷藝術

個展
2500

再現‧澄波萬里-陳澄波作品修復保存展 5133
上

莊正德自然意象個展。 目前參觀人數 300 人

預計下學期安排視覺展覽

100 學期 展覽名稱 備註

下 康維訓書法個展 本校通識講師

表演活動

100 學期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班級數 人數 備註

10/3 7:30~9:00pm 浪漫琴緣─陳冠宇鋼琴演奏會 29 1500 進修部

10/18 15:30~17:00 波林爵士音樂會 32 1500

11/17 15:30~17:00 請聽我說─莎妹劇團 25 1300

11/22 13:30~15:00 世界風─聲動樂團 31 1500

12/1 13:30~15:00 台灣風情─十鼓擊樂團 32 1500

上

12/12 20:30~22:00 美聲禮讚─台灣美聲室內合唱團 29 1500 進修部

小計 178 8800

街頭音樂會

學期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人次

09/28~12/07 3:30~6:30pm 校園街頭音樂會 960
上

12/21 4:00~6:00pm 街頭聖誕演唱會 350

小計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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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下學期安排演出團體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備註

3/26 18:30~20:00 2012 春唱─法國 Les Grandes Gueules 合唱團 進修部

5/21 20:30~22:00 遲到一分鐘打開大門─台南人劇場 進修部

5/22 13:30~15:00 遲到一分鐘打開大門─台南人劇場

4/23 15:30~17:00 得意的一天─三十舞蹈劇場

5/10 15:30~17:00 聽見羅密歐與茱麗葉─南熠樂坊

未定 13:30~15:00 高韻堯、馬筱珮演奏會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101 學年度各所系“卓越計畫 ISH-1-2.創新課程審查機制”，請按照既定時間表執行，並請完

成各項課程發展表件，令碩士班的課程地圖尚未上網，亦請尚未繳交的各系，請盡速繳至本組。

2.100 學年度各所系“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TH-1-1(聘請產業界專家授課)，上學期亦已執行 58

門課程，下學期亦有 42 門課程可以開始申請，請各系轉通知系上有興趣之老師，請於開學後兩

週內提出申請(寒假上班時間亦受理申請)。

3.本學期之千人業師 TH-2-1 執行概況，全校計有 422 位教師，已執行 409 位，尚有 13 位教師尚

未執行，目前執行率為 96.92%，請麻煩各系再次轉告尚未執行的教師，謝謝各系的配合，亦請

繼續支持。

4.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電腦選課目前正進行中(100 年 12 月 26 日至 101 年 1 月 6 日)，感謝各單位

主管的幫忙。

5.請任課教師點名時需列印出最新的學生上課名單，如學生有上課但名冊上無資料，則代表該生

對該科的選修程序未完成，才無法輸入成績，請任課老師與本組聯絡，以查明原因。

6.期中考成績，請務必輸入成績，以落實預警制度，因應眾多家長要求，已從本學期開始，寄期

中成績單予家長，但因尚有為數不少的任課教師無輸入成績，造成家長的誤解，故請系上轉達

各專、兼任教師務必輸入期中成績。

7.期末考成績，請各單位轉達各專兼任教師，請務必在期末考結束後，請按規定於三天內輸入成

績，以配合轉系轉部作業。如任課教師已提前考試完畢，則最後一週亦務必要上課，以達成上

課 18 週要求。

8.本學期轉部人數如下:

年級 日轉入進修部 進修部轉日 差額(轉入日)

一 5 125 120

二 8 49 41

三 2 3 1

目前調整後班級人數超出 60 員的系別計有:建築一、數位內容學程一、運修一、觀光遊憩學程一、

時尚創意學程一、土木二、企管二、運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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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數 調整後人數 超出名額
系別

甲班 乙班 甲班 乙班 甲班 乙班

建築一 13 12 69 69 超 9 超 9

數位內容學程一 8 64 超 4

運修一 12 2 66 60 超 6

觀光遊憩學程 20 72 超 12

時尚創意學程一 14 64 超 8 限額 56

企管二 1 4 56 64 超 4

土木二 6 7 62 53 超 2

運休二 5 62 61 超 2 乙超 1

請參閱附件 1(頁 11)

◎招生組

1.本校 101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共有十一所參加招生，招收 60 名，報名人數共計 185 名，

與 99、100 學年度報名人數作比較略有成長，誠然，是各所努力的成果，值得感佩。

2.101 年度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入學考試於 11 月 25 日舉辦完畢，並於 12 月 9 日辦理報到，

電機所 9人、營建所 14 人，總計報到人數為 23 人。

3.100學年度第2學期轉學考試招生簡章於12月 19日開始發售，今年共有6所學校參加聯合招生，

本校為主辦學校，敬請多加宣導與協助。

4.101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二專夜間部聯合登記分發招生簡章於 12 月 22 日開始發售。本校為主辦學

校，敬請各系所利用此優勢，至各校招生宣導順便轉告此訊息。

5.101 學年度招生工作正緊密進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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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發展中心

1.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隨班教學助理請各教學單位依分配名額於 1/13 日前繳交申請表至教學

發展中心，2/20 日上午 9點 30 分辦理教學助理培訓研習。

2.100 學年第 2學期數位 TA 於寒假協助教師教材數位化，未完成教材數位化請於 1/13 前申請，本

中心依上學年填報教學大綱是否有數位教材為通知執行依據，以達成全校 100%教材數位化之目

標。

3.100 學年度第 2學期「創意教學」申請至 1/6，補助金額含材料費、校外專家鐘點費等約 3萬元，

請鼓勵教師踴躍申請。

4.10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辦理創意教學及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成果展，頒發好奇報報創意點

子王，從全校 10,560 個創意點子票選十大點子王，學生、班級、老師獎金共 10 萬元，並製作

精美桌曆分送全校教師，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

5.100 年 12 月 5 日辦理本學期教師教學成長社群觀摩分享，並頒發經校外專家評選 5組卓越社群，

每組獎金 1 萬元，得獎卓越社群有機械工程系機器人機構創意教學社群召集人王進猷老師；機

械工程系「造艦計畫」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湖思覼想」召集人許昭良老師；建築與室內設計

數位設計與構築教學社群召集人倪順成老師；企業管理系統計課程教學成長社群召集人胡琬珮

老師；資訊管理系數位音樂教學法研究社群召集人馬維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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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修正「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1.原辦法內容已不符合目前課程發展需求，擬修改部分如附件 2(頁 16)。

2.本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100 年 11 月 7 日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規劃「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課程修訂，如附件 3(頁 17)，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2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工程系所提出修訂「日四技電機與控制組 98、99、100 學年入學課程標準」案，如附

件 4(頁 21)，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2 月 6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0 年 12 月 13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工程系提出修訂「日四技電機與控制組 97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案，如附件 5(頁

27)，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2 月 6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0 年 12 月 13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 98 學年度四技入學新生課程表修訂，如附件 6(頁 29)，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8 月 29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0 年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 98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表修正案，如附件 7(頁 32)，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8 月 29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0 年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建築系討論修訂「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局部內容，如附件 8(頁 35)，提

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1 月 15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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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機械系根據 100/10/5「100 學年度本位課程規劃檢討」會議結論，為落實 100 學年度入學

新生實務課程規畫與執行，規劃 3 個課程模組，每一模組約 3-5 個科目，其中一個須為跨領域

模組，適當導引學生貫徹修習，提出 3 個課程模組的規劃草案，如附件 9(頁 36)，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2 月 7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機械系為配合技職再造政策之校外實習計畫，修訂「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實施辦

法」，如附件 10(頁 37)。重新規劃校外實習課程為：「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與「學期機械

與機電校外實習」，並調整 98-100 學年度四技課程標準，如附件 11(頁 40)，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2 月 7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工系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期馬來西亞專班課程」案，如附件 12(頁 46)，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工系 10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案，如附件 13(頁 47)，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0 年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管系修訂 100 學年課程模組修正暨命名案，如附件 14(頁 48)，提請 討論。

說明：為了因應產業需求，以及增加學生就業之競爭力，本系擬規劃 3個課程模組，其中 2個為專業

模組，另一個為跨領域模組，而每一模組包含 3-5 個科目(15 學分)。根據 100 年課程地圖，目

前草擬資管系三個課程模組，其內容如下：

1.模組一(雲端智慧服務)：物件導向程式設計、電子商務、嵌入式軟體系統、專案管理、雲端

運算。

2.模組二(創意行動商務)：行銷管理、創意思考訓練、企業資源規劃、行動商務、顧客關係管

理。

3.模組三(數位媒體)：數內容概論、3D 動畫製作、數位媒體剪輯、數位媒體企劃、虛擬實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財金系修訂大學部 100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明：依教務處重新檢視課程結構之規定：專業選修學分數，需超過專業學分達 1/3 以上；因此，財

金系日間部課程標準原專業必修 72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修訂為專業必修 60 學分、專業

選修 34 學分。進修部符合上述原則，故暫不重新修訂。本院財金系修訂課程如下：

1.證券投資組：(1)二年級上、下學期原必修中級會計學 3 學分/3 小時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

(2)二年級下學期原必修財務管理 3學分/3 小時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3)三年級下學期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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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投資組合分析 3學分/3 小時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

2.公司理財組：(1)二年級上學期原貨幣銀行學 3學分/3 小時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2)二年級

下學期原必修財務管理 3 學分/3 小時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3)三年級上學期原必修財務金

融資訊系統 2學分/3 小時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4)三年級下學期原理財規劃 3學分/3 小時

課程屬性修訂為選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討論修訂本院進修部四技 100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表，提請 討論。

說明：為更符合進修部學生學習需求，特修訂本系進修部 100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如附件 15(頁 4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由進修部提出

案由：修正本校「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 16(頁 51)，提請 討論。

說明：1.各系（學程）或教學單位審查人得依學生持有專業證照（書）等級，同意其抵免課程與否。

2.本校 100 學年度起，調整部分課程學分數，為因應轉（復）學生已修及格科目無法辦理抵免

之情況，開放已修及格之國文、英文、體育等科目抵免學分不同時，得經審查人同意酌予抵

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由進修部提出

案由：修正本校「進修部選課要點」條文內容，如附件 17(頁 55)，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本校學制調整及抵免作業辦理，修正部分條文內容。

1.協助進修部學生修課規劃，有關跨系（學程）、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每學期

增至四門課程為限。

2.合併本要點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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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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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正修科技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96.2.1 中心會議通過

96.3.26 教務會議通過

100.11.7 中心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規劃與健全課

程之多元性和完整性，特設置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由本中心專任教師為當然委員，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或業界人

士擔任委員，本委員會並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與主席。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教育學程修業年限、應修學分數、必修及選修課程等課程有關事宜，並循行

政程序報請核備。

（二）依課程規劃來調配師資需求，倘需要其他專長之教師協助開設之課程，得對

外徵聘兼任教師，並就所提課程計畫內容、任課資格進行審查，通過者得聘

為合聘或兼任教師。本中心開設課程之規劃、修正及審核。

（三）一般課程異動之審查。 教育專業學分之抵免與採認事宜。

（四）審議合聘、支援及兼任教師不續聘事宜。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過半數出席時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教務處教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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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證修科技大學 工學院「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

一.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本課程之授課目標欲使學生修完本課程後，能了解目前世界上能源的探勘、使用

及發展情形，鑑古知今藉由過去能源的發展，思考未來如何能有效率的利用既有

且有限的資源，進一步發展出能源的循環再利用之技術，此外，課程目標欲使修

課同學了解目前綠色能源的發展情形、瓶頸及外來展望，如何有效的發展再生能

源，特別是太陽光電及海洋能的利用，由於台灣目前的技術優勢，使得太陽光電

模組於世界上能佔有一席之地，課程目標欲使修課同學知道太陽能的應用及發

展，另外，由於台灣所在位置四面環海，海洋能的利用應該是年輕一代學子應蓋

必備的知識，期望藉由本課程的授課，使修課同學能在能源的應用知識上能立足

台灣展望世界。

二.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二十學分，至少需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

應修之科目。

2.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系（所）之畢業應修

學分數內；但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

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開課系所主任認定之。

三.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工學院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工學院辦公室（行政大

樓 03A0803;分機 3233）。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

表，另附上歷年成績總表，經系主任認定後，轉呈工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

20 學分」，並頒發專業學程證書。請於畢業當年度之五月二十日前提出核發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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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之申請（下載並備齊相關資料繳至系主任，轉呈院長及教務處）。核發時間同

畢業證書核發時間。

四.課程規劃

項次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開課

年級

開課

時間
學分/時數 課程內容綱要

1
節能光電科

技實務
工學院 三年級 下學期 3/3

節能光電科技介紹、節能 LED
介紹、LED 製造技術、LED 固

態照明應用

2
創意實作設

計(一)
工學院 二年級 上學期 3/3

圖像大師、動感大師、生活大

師、策略大師

3
創意實作設

計(二)
工學院 二年級 下學期 3/3

語文大師、發明大師、創意執行

長、創意遊戲王

4
創新創意與

專利實務
工學院 一年級 上學期 3/3

創新技術、創意發想、創意應

用、專利搜尋、專利地圖、專利

迴避設計、專利撰寫實務

5
LED 固態照

明科技
工學院 三年級 上學期 3/3

6
LED 創意應

用
工學院 三年級 上學期 3/3

7
射頻辨識系

統概論
工學院 三年級 上學期 3/3

8
創意實作設

計(三)
工學院 二年級 上學期 3/3

9
可程式控制

及實習
電機系

四技一

年級
下學期 3/3

可程式控制器系統架構、梯邏輯

階與程式設計、步進階梯圖程式

設計、PLC 基本迴路、常用應用

指令

10 電機機械 電機系
四技三

年級
上學期 3/3

電機機械基本概念、單相變壓器

的原理與計算、三相與特殊變壓

器、直流電機之原理、直流發電

機

11 配電設計 電機系
四技三

年級
上學期 3/3

配電設計導論、過電流保護、短

路電流計算、供電方式與壓降計

算、功率因數之改善及計算、照

度計算、電燈分路計算、電動機

分路設計

12
電力監控自

動化
電機系

四技四

年級
下學期 3/3

基本觀念、監控架構制度介紹、

監控系統機械設備、監控系統的

軟硬體設備、電能管理系統、電

腦監控應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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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開課

年級

開課

時間
學分/時數 課程內容綱要

13
嵌入式系統概

論
電機系

四技三

年級
下學期 3/3

1.嵌入式系統介紹，2.嵌入式系

統微處理器，3.嵌入式系統架

構，4.軟硬體介面，5.嵌入式作

業系統，6.嵌入式系統開發模擬

與除錯，7.效能評量、程式最佳

化與測試，8.系統開發平台實

例。

14
FPGA 系統設

計實務
電機系

四技三

年級
下學期 3/3

1.可程式邏輯架構, 2. FPGA 設

計流程, 3. RTL 程式設計與實習,
4. Altera 設計、實現、驗證與工

具, 5. Altera 合成控制與實驗, 6.
FPGA 設計範例與實驗, 7.系統

準位設計與實驗,8. 系統 IC合成

實現

15
電力電子積體

電路設計
電機系

四技三

年級
下學期 3/3

1.電力電子工業簡介，2.電源原

理，3.整流器電路，4.相位控制

整流器電路，5.Buck 轉換器，

6.Boost 轉換器，7.Boost and

Buck 轉換器，8.變頻器，9.專題

製作

16
類比積體電路

設計
電機系

四技四

年級
上學期 3/3

1.類比電路設計概論，2.基本 MOS

元件物理，3.單級放大器，4.差動

放大器，5.被動與主動電流鏡，6.

放大器頻率響應，7.回授控制，8.

操作放大器

17 光電轉換導論 電機系
四技四

年級
上學期 3/3

光電轉換基本概念、原理與技術,
太陽能電池互聯與製造方法, 太

陽能之發電特性, 太陽能電力轉

換原理與設計方法, 太陽光電能

源管理系統

18
智慧建築電能

監控系統
電機系

四技四

年級
上學期 3/3

電力量測 IC 程式設計, 智慧型

插座式電表, 智慧型電能監控系

統, 電力量測 IC 之電壓電流量

測實習, 電力量測 IC 之電表

LCD 顯示實習, 電力量測 IC 之

電能資料傳輸實習, 插座式電表

之電壓電流量測實習, 插座式電

表之 ZigBee 無線傳輸實習, 電

能監控系統之電能資料收集實

習, 電能監控系統之圖形操控介

面設計實習, 電能監控系統之電

能管理系統設計實習

19 工程材料

土木與

工程資

訊系

四技二

年級
下學期 3/3

介紹工程材料課程緒論、講解水

泥、講授混凝土骨材、講解混凝

土、介紹瀝青材料。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1_%B4O%A4J%A6%A1%A8t%B2%CE%B7%A7%BD%D7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http://embedded.mcu.edu.tw/data/1/1/002_Xscale234_%BDs%AD%D7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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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開課

年級

開課

時間
學分/時數 課程內容綱要

20 營建管理

土木與

工程資

訊系

四技三

年級
上學期 3/3

強調營建管理於營建施工過程

之重要性，介紹建管管理之基本

觀念，解說建管管理所包含之主

要內容及運用技巧，讓學生了解

到於工程施工過程應如何管理

才能讓其順利完工。

21
太陽能電池

製程技術實

習

電子工

程系

四技四

年級
下學期 2/3

課程簡介、 實驗室安全認知與

製程前準備工作、擴散製程、薄

膜沉積製程、黃光微影製程、薄

膜量測分析、 太陽能電池量測

介紹。

22
RFID 系統概

論

電子工

程系

四技四

年級
下學期 3/3

本課程將以 RFID 技術應用為

框架，循序導引學生掌握 RFID
規劃建置策略及方法，另輔以技

術開發與系統整合探討，及成功

案例研析、實體展示

五.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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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98 電機與控制組

980316; 990315;10012X X 校教務會議通過

980306; 990309;10012X X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0303; 990305;1001213 系所務會議通過

980303; 990303; 10012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98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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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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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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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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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28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29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5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501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5018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6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4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5C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5C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C04 化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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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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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2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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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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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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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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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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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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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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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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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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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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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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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13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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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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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4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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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C22 實務專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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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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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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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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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24 電力電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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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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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5Q71 嵌入式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73 電力電子積體電路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4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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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C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5Q30 嵌入式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5Q36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74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5Q75 光電轉換導論 3/3 專業選修 45Q23 機率 3/3

專業選修 4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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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電機與控制組

990315; 10012X X 校教務會議通過

990309; 10012X X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0305; 1001213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0303; 10012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9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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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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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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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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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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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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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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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6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4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C08 微積分(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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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5C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C04 化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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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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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2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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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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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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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

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5023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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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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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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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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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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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45Q14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12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13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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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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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4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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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C22 實務專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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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5C24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45Q18 電力系統(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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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24 電力電子 3/3 專業選修 45Q71 嵌入式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

務

3/3

專業選修 45Q73 電力電子積體電路設

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4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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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C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36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74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5Q75 光電轉換導論 3/3 專業選修 45Q23 機率 3/3

專業選修 4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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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電機與控制組

1000314;10012XX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00309;10012XX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1; 1001213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00222; 10012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必修 91 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7 學分 【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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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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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28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29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5022 國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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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4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C08 微積分(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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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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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C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5C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專業必修 4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10 邏輯設計及實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8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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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3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5 體育(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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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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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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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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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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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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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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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45Q14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47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48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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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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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4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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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C22 實務專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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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5C24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45Q18 電力系統(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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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24 電力電子 3/3 專業選修 45Q71 嵌入式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73 電力電子積體電路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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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C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36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74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5Q75 光電轉換導論 3/3 專業選修 45Q23 機率 3/3

專業選修 4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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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97 電機與控制組

980316; 990315; 10012XX 校教務會議通過
980306; 990309; 10012XX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0303; 990305; 1001213 系所務會議通過
980303; 990303; 991123; 10012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97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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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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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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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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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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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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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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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5036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4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5C08 微積分(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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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5C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5C04 化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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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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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2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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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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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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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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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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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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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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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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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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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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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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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13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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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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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4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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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5C22 實務專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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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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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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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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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5Q24 電力電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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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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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5Q22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4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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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5C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5Q30 嵌入式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5Q26 照明設計 3/3 專業選修 4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5Q36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5Q29 數位控制 3/3 專業選修 4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5Q40 電力電子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5Q23 機率 3/3

專業選修 45Q45 職能教育 3/3 專業選修 4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5Q77 LED 智慧節能照明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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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 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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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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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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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487 精密量測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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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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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30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2 體育(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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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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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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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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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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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500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88 ＊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專業必修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46939 成本會計 2/3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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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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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 8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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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學分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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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426 生產管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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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選修 46936 財務管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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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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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67 資料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35 職涯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50 學期實習 9 學分

專業選修 46951 暑期校外實習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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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3 工管產業實習（二） 0/3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502 工管產業實習（一） 0/3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28 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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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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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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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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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2/2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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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9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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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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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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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29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2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0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96801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6426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6428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642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96429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640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04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96419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96439 ＊電腦輔助繪圖 2/3

合計 18 學分 24 小時(18/132) 合計 17 學分 23 小時(3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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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2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4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7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02 通識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3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96431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9603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6405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96803 通識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6408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9640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96410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96409 物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74 ＊資料庫管理系統 2/2 專業必修 96423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必修 96432 工程經濟 3/3

合計 17 學分 22 小時(52/132) 合計 19 學分 22 小時(7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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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9 英文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6040 英文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6416 生產管理 3/4
通識博雅選修 96804 通識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6420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9641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33 人因工程 3/3
專業必修 96412 作業研究(一) 3/3 專業選修 96840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58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15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96805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96855 資料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23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10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6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52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48 策略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08 商業自動化 2/3

專業選修 9685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47 成本會計 3/3

合計 17 學分 19 小時(88/13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10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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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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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96845 通識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96807 組織行為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46 通識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96831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18 設施規劃 3/4 專業選修 9681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96853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96838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96826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27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3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968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25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39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96828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13 工業安全衛生 3/3

專業選修 96830 供應鏈管理 3/3

合計 14 學分 15 小時(120/132) 合計 12 學分 12 小時(132/132)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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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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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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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1 科選 1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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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5 科選 2科 6/6 系選修 8 科選 2科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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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7 科選 3科 9/9 系選修 8 科選 4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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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修訂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一目、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三目等條文局部內容如下表：

原文 修訂後

第二條

第二項

第三款

第一目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取得教育

部認定之國內外建築職類、室內設

計職類或其他職類等相關證照。

（增加劃線部分）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至少取得教育部認定或之

勞委會認定或國內外建築職類、室內設計職

類或其他職類等相關證照。

第二條

第二項

第三款

第三目

本課程之基本分數符合上述(2)

者為 65 分，且學期分數計算方

法為：總分=65+( )丙級張數*5+( )乙級張

數*15+( )甲級張數*30，但最高以 100

分計。證照張數為有效認定換算

後之張數。

（增改劃線部分）

各種證照給分發法如下:

我國政府機關(如勞委會)發放證照:

甲級一張 30 分，乙級一張 15 分，丙級一

張 5分。民間機構發放證照:每張 3分。

各種競賽給分方法如下:

第一名 15 分，第二名 12 分，第三名 8分，

佳作 5分，未獲獎 2分。

各種競賽加權方法如下: 以主辦單位分

國際*2 倍、中央*1.8 倍、直轄市*1.5 倍、

地方 *1.2 倍、民間*1 倍等五個等級。

本課程之基本分數如為全部使用入學後取

得證照者為 65 分。分數計算方式如原方

法。競賽與證照並行者，一律為 50 分。分

數計算方式如下:

總分=50+[( )丙級張數*5+( )乙級張數

*15+( )甲級張數*30]+各[競賽給分*加

權]，但最高以 100 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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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100 學年度機械工程系本位課程規劃 3 模組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工程材料(2/2) 數值控制加工

(2/2)

電腦輔助製造

與實習(2/3)

製造工程(3/3) 非傳統加工

(2/2)

工程統計與品

質管理(2/2)

機械製造

模組

(17 學分/19

小時)
熱處理(2/2) 精密量測及實

習(2/3)

機械製圖

((2/3)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設計原理

(2/2)

電腦輔助工程

分析 (3/3)

電腦輔助機構

設計(3/3)

逆向工程(3/3)機械設計

模組

(17 學分/19

小時)
機動學(2/2)

電路學與實習

(2/3)

應用電子學與實

習(2/3)

邏輯設計與實

習(2/3)

控制系統工程

(3/3)

可程式控制器

應用與實習

(2/2)

圖形程式設計

與虛擬儀控

(3/3)

機電控制

模組

(18 學分/21

小時)
液氣壓控制與

實習(2/2)

機電整合(2/2)

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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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97 年 09 月 08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 0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99 年 01 月 06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03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2 月 07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 為提升機械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學生專業技能學習，特

訂定本實施辦法。

2 依照執行時間的不同，本系開設「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課程與「學期機械

與機電校外實習」，具體執行方式如下：

2.1 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

2.1.1 本系於大學部日間部四年級上學期開設 3 學分之「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

實習」選修課程，實施時間為三年級升四年級之暑假期間。

2.1.2 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2.1.2.1 本課程學分併入該生四年級上學期所修之總學分計算，而有關

總學分之規定必須同時遵守學校之規定，不得有所抵觸。

2.1.2.2 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2.1.2.2.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需於三年級下學期結束前 4 週報備核可

後，始得修習本課程。並於校外實習結束後，於四年級上學

期開學後 2 週內提出校外實習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

份，送至系所辦公室以便查核及評分。

2.1.2.2.2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所實習之機械與機電職類公司或機構必須

侷限於單一家公司或機構。

2.1.2.2.3 上述校外實習證明文件，需證明該生於在學期間取得。

2.1.2.3 成績之評量：

2.1.2.3.1選修本課程之學生須在同一公司或機構連續實習 8 週，並且

取得至少 320 小時以上之實習證明，否則成績列為不及格，

以 50 分評定。

2.1.2.3.2本課程總分 100 分，其中基本分數 80 分，實習績優證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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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20 分。

2.1.2.3.3學生完成 320 小時之校外實習，並取得證明，則獲得基本分

數 80 分。

2.1.2.3.4關於實習績優證明分數之認定，由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依

實習公司或機構之規模、學生實習內容、實習公司或機構之

滿意度與機械與機電職類關聯程度給予 5-20 分的裁量。本項

分數經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評定後即決定。

2.2 學期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

2.2.1 本系於大學部日間部三年級下學期開設 9 學分之「學期機械與機電校外

實習」選修課程，本課程為學期中課程，實施時間為三年級下學期之期

間。

2.2.2 選課及成績之評量：

2.2.2.1 本課程學分併入該生三年級下學期所修之總學分計算，而有關

總學分之規定必須同時遵守學校之規定，不得有所抵觸。

2.2.2.2 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

2.2.2.2.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需於預定進行校外實習前一學期，亦即三

年級上學期結束前 4 週報備核可後，始得修習本課程。並於

校外實習結束後，於四年級上學期開學後 2 週內提出校外實

習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系所辦公室以便查核

及評分。

2.2.2.2.2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所實習之機械與機電職類公司或機構必須

侷限於單一家公司或機構。

2.2.2.2.3 上述校外實習證明文件，需證明該生於在學期間取得。

2.2.2.3 成績之評量：

2.2.2.3.1 選修本課程之學生須在同一公司或機構連續實習 24 週，並且

取得至少 720 小時以上之實習證明，否則成績列為不及格，

以 50 分評定。

2.2.2.3.2本課程總分 100 分，其中基本分數 80 分，實習績優證明分

數 20 分。

2.2.2.3.3 學生完成 720 小時之校外實習，並取得證明，則獲得基本分

數 80 分。

2.2.2.3.4 關於實習績優證明分數之認定，由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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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公司或機構之規模、學生實習內容、實習公司或機構之

滿意度與機械與機電職類關聯程度給予 5-20 分的裁量。本項

分數經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評定後即決定。

3 負責成績評量之老師鐘點費依『正修科技大學教師參與技職再造-學生校外實習

計畫實習課程開課及鐘點費採認執行細則』辦理。

4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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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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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0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0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0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 ( 一 ) 2/2

專業必修 404D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D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D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D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D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D08 機械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4D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04D09 工廠基礎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4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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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0402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D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D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D15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404D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D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D1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04D19 材料實驗 1/3

專業必修 404D20 基本電路學 2/2 專業必修 404D21 應用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404D23 機械製圖 1/3 專業必修 404D22 熱力學 2/2

專業選修 404R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4D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選修 404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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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4D29 自動控制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04D30 熱流實驗 1/3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4D31 微電腦介面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4D25 流體力學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4D26 電機機械原理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04D2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
習 1/3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D28 邏輯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04R08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4D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404R09 液氣壓控制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4R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R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

3/3

專業選修 404R04 程序控制（PLC） 2/2 專業選修 404R02 工程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04R05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4Q09 機械元件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4R06 精密量測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4R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R13 熱傳學 2/2

專業選修 404R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R14 生涯輔導-專業前景 2/2

專業選修 404R29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R60 學期機械與機電校外
實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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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D43 實務專題 1/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04R21 電腦量測與自動化技術 2/2

專業必修 404D3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4R22 微機電系統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04R23 奈米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R24 能源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16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404R25 光電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
計

3/3 專業選修 40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R18 工程熱機學 2/2 專業選修 404Q23 逆向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19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31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0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19 銲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27 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2/3

專業選修 404R30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R61 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
實習 3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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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機電組）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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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3 軍訓(一) 0/2 必修 404013 軍訓(二) 0/2

必修 404004 體育(一) 0/2 必修 404014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4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C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C08 機械工程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4C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04C09 工廠基礎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4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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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23 體育(三) 0/2 必修 40402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C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C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C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C15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404C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C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C1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04C19 材料實驗 1/3

專業必修 404C20 基本電路學 2/2 專業必修 404C21 應用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404C23 機械製圖 1/3 專業必修 404C22 熱力學 2/2

專業選修 404Q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4C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選修 404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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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2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4C29 自動控制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04C30 熱流實驗 1/3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4C31 微電腦介面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4C25 流體力學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4C26 電機機械原理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04C2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1/3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C28 邏輯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04Q08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4C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404Q09 機械元件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4Q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Q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Q04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4Q02 工程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04Q05 精密量測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4Q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Q13 熱傳學 2/2

專業選修 404Q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R09 液氣壓控制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4R04 程序控制（PLC） 2/2 專業選修 404Q14 生涯輔導-專業前景 2/2

專業選修 404Q55 學期機械與機電校外實
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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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C34 專題實務 1/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04Q23 逆向工程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0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必修 404C3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4Q25 微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4Q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Q26 奈米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Q27 能源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17 高等材料力學 2/2 專業選修 404Q28 光電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22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Q19 銲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21 電腦量測與自動化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Q20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Q21 工程熱機學 2/2

專業選修 404Q29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16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404R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30 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2/3

專業選修 404Q56 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
實習 3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合計 必修 學分/小時 選修 學分/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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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機電組）課程標準 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丙班）

說明：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45 小時)，專業必修 68 學分(78 小時)，通識博雅
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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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3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9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4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C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C50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404C11 靜力學 3/3

必修 20 學分/25 小時 (通必 9/14hr, 專必 11/11hr)
選修 0 學分

必修 17 學分/22 小時 (通必 7/11hr, 專必 10/11hr)
選修 2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0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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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C35 多媒體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4C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C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C37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C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C38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36 電路學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C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C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選修 404Q34 電腦輔助繪圖▲ 2/3

專業選修 404Q32 機械製圖 2/3 專業選修 404Q35 數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33 工程材料 2/2 專業選修 404Q36 機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Q37 材料實驗 2/3

必修 15 學分/18 小時 (通必 3/4hr, 專必 12/14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必修 12 學分/14 小時 (通必 3/4hr, 專必 9/10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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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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403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C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C42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C39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43 微處理機應用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C4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44 液氣壓控制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C41 邏輯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Q38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41 精密量測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Q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Q42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Q04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4Q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Q39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Q43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40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4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4Q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Q55 學期機械與機電校外實

習

9

必修 11 學分/14 小時 (通必 3/4hr, 專必 8/10hr)
選修 6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4 學分)

必修 10 學分/13 小時 (通必 3/4hr, 專必 7/9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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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C47 實務專題 1/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4C48 機電整合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4C49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3/3

專業必修 404C45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習

2/2 專業選修 404Q49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必修 404C46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23 逆向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46 電腦輔助機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5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Q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51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46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Q52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Q47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53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20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Q29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Q54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
論

2/2

專業選修 404Q48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30 機械與機電專業證照 2/3

專業選修 404Q31 機械與機電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4Q56 暑期機械與機電校外

實習

3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必修 7 學分/9 小時 (通必 2/4hr, 專必 5/5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6 學分)

必修 6 學分/8 小時 (通必 0/0hr, 專必 6/8hr)
選修 6 學分 (通選 0 學分, 專選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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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第二期馬來西亞專班課程規劃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學

期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廠商合作科目)

第

一

學

期

1. 資訊工程論壇
(2/2)

2. 通識博雅
(一)(2/2)

3. 服務學習
(一)(1/2)

4. 體育(一)(1/2)

1.基礎電路概論
(3/3)

1.計算機概論(2/3)
2.電腦應用軟體實作

(一)(3/4)
3.電腦基礎認識及維

修實作(3/4)
4.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4)

第

二

學

期

1. 資訊工程倫理
(2/2)*

2. 通識博雅
(二)(2/2)

3. 服務學習
(二)(1/2)

4. 體育(二)(1/2)

1. 數位邏輯概論
(2/2)

1.電腦應用軟體實作
(二)(3/4)

2.網頁設計實作(3/4)
3.計算機程式設計

(一)(3/4)
4.基礎電路實作(3/4)

第

三

學

期

1. 通識博雅
(三)(2/2)

1. 電腦網路原理
(3/3)

1 電腦應用軟體實作

(三)(3/4)

2. 電腦維修進階實作
(一)(3/4)

3. 計算機程式設計
(二)(3/4)

4. Java 程式設計
(3/4)*

5. Android 作業系統
認識及實作(3/4)*

6. 校外實習
(一)(3/4)*

課程規劃

（學分/時數）

第

四

學

期

1.通識博雅
(四)(2/2)

1. 下世代行動網
路導論(3/3)*

1.電腦應用軟體實作
(四)(3/4)

2.電腦維修進階實作
(二)(3/4)

3.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4)*

4.實務專題製作(6/8)*
5.校外實習

(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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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正修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半導體封裝與測試產業專班」課程規劃表
正修科技大學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半導體封裝與測試產業專班』 日間部四技學制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81 學分]
選修 3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7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職場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屬
性

必
\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必
\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必 國文(一)(二) 2 2 2 2

礎
課
程

通
識
基

必 英文(一)(二) 2 2 2 2

選 職業安全與衛生 2 2 選 邏輯與思考 2 2

雅
課
程

通
識
博

選 職場倫理與文化 2 2 選 運動與體適能 2 2

小 計 6 6 6 6 小 計 2 2 2 2

必 微積分 3 3 必 電子電路(一)(二) 3 3 3 3

必 計算機概論 3 3 必 數位系統設計 3 3

必 資訊工程論壇 1 1 必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3

必 計算機程式設計 3 3 必 資料結構 3 3

必 物理 3 3 必 電子電路實習 3 4

必 物理實驗 2 2 必 職場實習(三)(四) 4 6 4 6

必 資訊工程倫理 1 1 選 網頁程式設計 3 3

專
業
課
程

必 職場實習(一)(二) 4 6 4 6 選 資料庫管理系統 3 3

小 計 11 13 13 15 小 計 16 18 16 19

合 計 17 19 19 21 合 計 18 20 18 21

預計開課 17 19 19 21 預計開課 18 20 15 18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屬
性

必
\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必
\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選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2雅
課程

通
識博

選 品質管理 2 2

小 計 2 2 2 2 小 計 0 0 0 0

必 半導體製造原理 3 3 必 職場實習(七)(八) 4 6 4 6

必 嵌入式系統概論 3 3 必 單晶片實務(二) 3 3

選 網際網路資料庫 3 3 選 測試工程導論 3 3

選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3 3 選 下世代行動網路導論 3 3

必 單晶片實務(一) 3 3 選 FPGA 設計實務 3 3

必 半導體設計概論 3 3 選 專題研討 2 2

選 半導體封裝技術 3 3 選 專案管理 3 3

選 無線區域網路 3 3 選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 3

選 軟體工程 3 3 選 實務研習 2 3

專
業
課
程

必 職場實習(五)(六) 4 6 4 6 選 數位影音製作 3 3

小 計 16 18 19 21 小 計 16 18 17 20

合 計 18 20 21 23 合 計 16 18 17 20

預計開課 18 20 18 20 預計開課 13 15 10 12

註：預計開課四年總計 128 學分 14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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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資管系 100年課程模組修正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四上 備註

資訊科技

組

行動商務

科技模組

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選 3)

電子商務(選

3)

網路程式設

計(一)(必 3)

行動裝置

軟體應用

(選 3)

資訊安

全(必 3)

必修兩門

選修三門至

少選兩門

管理應用

組

行動商務

服務模組

行銷管理

(選 3) 該

課程可至

企管系修

電子商務(必

3)

創意思考訓

練(選 2)

行動商務

(選 3)

資訊安

全(必 3)

必修兩門

選修三門至

少選兩門

資訊科技

組

數位媒體

設計模組

數位內容

概論(選 3)

多媒體應

用

(選 3)

電腦動畫

設計(選 3)

虛擬實境

(選 3)

3D動畫製

作(選 3)

管理應用

組

數位媒體

設計模組

數位內容

概論(選 3)

數位媒體剪

輯(選 3)

數位媒體

企畫(選 3)

選修七門至

少選五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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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100.2.24;100.3.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0.5.3 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咨詢

100.6.2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0.6.9 系務會議通過

1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1.18 系務會議通過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應應用用外外語語系系【觀光英語組】大學部進修部四年制

                       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8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58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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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C01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C012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C03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C037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C035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C038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C036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C039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C040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C238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C041 計算機概論 1/2 通識博雅選修 9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9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C048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必修 9C241
9C243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9C242
9C244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9C281 基礎文法習作 2/2 專業必修 9C282 文法習作演練 2/2

專業必修 9CA4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必修 9C047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必修： 12/18 選修：2/2 必修： 14/18 選修：2/2

合計14學分20小時 (14/128) 合計 16 學分 20 小時 (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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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043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C044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9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9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C239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9C240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9C245
9C247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9C246

9C248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9C261
9C263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9C262

9C264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9C257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9C258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90C822 電視與英文 2/2 專業必修 9C302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90CN96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9CND4 美食英語 2/2
專業選修 9CN97 英文能力訓練 2/2 專業選修 9CN79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9C877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9CNH2 英文童話故事選讀 2/2

專業選修 9C87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9C809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9C876 初級西班牙文 2/2

必修： 10/12 選修：6/6 必修： 12/14 選修：6/6

合計16學分/18 小時 (46/128) 合計18學分/20 小時 (6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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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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C265

9C267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9C266

9C268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9C249

9C251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9C250

9C252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9C515 進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9C283 進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9C042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C511 多媒體設計 1/2

專業必修 9CA18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必修 9CA19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9CNE1 職場英文能力訓練(一) 2/2 專業選修 9CNE2 職場英文能力訓練(二) 2/2

專業選修 90C823 電影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824 廣播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CNH7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CNH8 外語導遊領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CNI1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CNI2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D5 英文演說選讀 2/2 專業選修 9CNI7 流行文化 2/2

專業選修 9CN39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9C817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9C88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CN69 進階西班牙文 2/2

必修：10/12 選修：8/8 必修：8/10 選修：8/8

合計18 學分/ 20小時 (82/128) 合計16學分/18 小時 (9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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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253

9C255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一)

1/2 專業必修 9C254

9C256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二)

1/2

專業必修 9C273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9C274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9C269

9C27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9C270

9C27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9CA17 英文簡報 2/2 專業必修 9C318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9CNI4 電腦文書處理 2/2 專業選修 9CNI3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CNI5 票務與簽證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C827 空服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826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9CND3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9CNI6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9CNH9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C819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9CNE5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CN15 實用西班牙文 2/2

必修：7/8 選修：8/8 必修：7/8 選修：8/8

合計 15 學分/ 16 小時 (113/128) 合計 15 學分/ 16 小時 (128/128)

修 習 總 學 分/時 數： 128 學分  / 148 小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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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96 年 10 月 01 日 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98 年 03 月 16 日 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99 年 09 月 27 日 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100 年 10 月 03 日 教務會議通過修訂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則、「專科學校學生學籍規則」、「專科學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

抵免後修課處理要點」、「大學法」、「大學法實施細則」及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辦理進修部學生抵免科目學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一、 轉系（學程）生。

二、 轉學生。

三、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含復學生、舊課程不及格重補修學生）。

四、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五、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

六、 申請放棄讀雙主修或輔修科組學生。

具雙重或多重學籍學生不得抵免各科目學分（空中大學全修生因原學校規定，

致使無法取得修業證明書者不在此限）。已取得學位之學分亦不得抵免，惟本

校畢業生得抵免 15 學分。

第四條 本校依下列規定辦理抵免科目：

一、 科目名稱及內容皆相同或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或科目名稱及內容

不同而性質相近者，得互為抵免。

二、 共同科目各學群內選開科目得互為抵免。

三、 校訂科目得以已修習及格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學分，列抵免修。

四、 專科學校畢業（五專一至三年級除外）其教學科目得依前三款規定抵免

四技科目學分。

五、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必要時得經甄試後再予抵免。

六、 本校在學肄業學生，在學期間經學校核可，參與本校主辦之校外教育訓

練及研究發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得申請採

計抵免內容相同或相近專業科目之學分。

七、 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

發展，檢附校外學習成就內容證明書，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得抵免

實習（驗）課程或與課程內容相同（近）之科目學分。

八、 微積分、物理、化學、物理實驗、化學實驗等不得抵免專業選修課程之

科目學分。

九、 99 學年度以後轉入本校四技之五專學生，其五專一至三年級所修科目，

得抵免入學年級前應修之科目，入學年級（含）以後科目不得抵免。

十、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轉（復）學生其已修及格之國文、英文、體育

科目抵免學分不同時，得檢具課程大綱，經抵免審查人依其上課時數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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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評定辦理。

第五條 校外學習與工作成就，經核准抵免後，得採計為畢業學分，惟以不超過總畢業

學分數四分之一為限。

第六條 學分相同得抵免，以多抵少者以少學分登記，以少抵多者，不足之學分得以相

近似科目合併抵免。

第七條 學生辦理抵免後應修學分數規定：

一、 學生經抵免科目學分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為原

則。

二、 學生申請抵免科目學分除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外，其畢業總學分、共同科

目各學群、專業基礎科目、專業核心科目、校訂必修科目所修學分數均須

達到規定最低學分數。

三、 學生申請抵免科目學分或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必修科目須達部訂最低學

分數。

第八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復學後修課規定：

一、 學生復學後依新課程續修為原則，復學前已修及格科目學分全部採計，

其畢業學分數依學生修讀新舊課程比例核算，核算後之總畢業學分不得低

於新制課程與舊制課程校訂畢業總學分之較低者，不足之學分數以選修學

分補足之。

二、 學生復學前未修或不及格之必修科目，依新課程標準及下列規定補修：

（一）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整為選修科目者，仍應補修。

（二）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應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三、 學生復學後續修各學期之科目學分，如於舊課程中已修習及格者，得免

修。

四、 學生於下學期復學時，對於有學習先後順序之全學年必修科目，仍應補

修先修之科目。

五、 其他科目抵免及修習學分數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下列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後，得視其免修學分數多寡編入適當年級就讀，但至少

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

一、 重考入學新生。

二、 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

三、 專科畢業重考入學四技之新生。

第十條 選讀雙主修或輔修科組學生，在畢業前最後一學期主修科組之選修學分不足

時，可以申請放棄雙主修或輔修，並申請已修過學分抵免補足主修科組不足之

選修學分，惟不得超過該主修科組應修選修最低學分數三分之一。

第十一條 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復）學開學後二週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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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

一、 專業科目由各系（學程）主任指定之審查人審查。

二、 共同科目由各科召集人指定之審查人審查。

三、 體育與軍訓科目，由體育室及軍訓室審查。

四、 各系（學程）得組審查小組審核學生以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

抵免科目之申請。

各科目審查後再交由各系（學程）主任及教務組審核之。

第十三條 學生入學前曾在空中專科進修學校、專科進修學校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同級

學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視實際情形依本辦法有關規定抵免。

第十四條 學生科目學分抵免或重（補）修成績，均須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備註抵

免情形或併存原成績表。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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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改說明

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 明

第三條 本校依下列規定辦

理抵免科目：

具雙重或多重學籍學生不

得抵免各科目學分（空中大

學全修生因原學校規定，致

使無法取得修業證明書者

不在此限）。已取得學位之

學分亦不得抵免，惟本校畢

業生得抵免 15 學分。

第三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

科目學分：

具雙重或多重學籍學生不得

抵免各科目學分。已取得學

位之學分亦不得抵免，惟本

校畢業生得抵免 15 學分。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無退

學機制，致使該校全修生

無法取得修業證明書，恐

有「雙重學籍學生不得抵

免」之衝突，故於本條文

項下以括弧文字加以說

明。

第四條 本校依下列規定辦

理抵免科目：

七、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

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

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

研究發展，檢附校外學

習成就內容證明書，足

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

者，得抵免實習（驗）

課程或與課程內容相

同（近）之科目學分。

第四條 本校依下列規定辦理

抵免科目：

七、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

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

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

究發展，檢附校外學習

成就內容證明書，足資

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

得抵免實習或實驗課程

之科目學分。

為協助證照辦理抵免之

審查作業，修正本條文內

容（通識教育中心於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教

務會議提出）。

第四條 本校依下列規定辦

理抵免科目：

十、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起，轉（復）學生其已

修及格之國文、英文、

體育科目抵免學分不

同時，得檢具課程大

綱，經抵免審查人依其

上課時數等條件評定

辦理。

本條文新增（應外系於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

教務會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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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進修部選課要點
96 年 6 月 15 日 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0 月 03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相關章則及各項會議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

(一) 選課方式分為初選及加退選，由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及地點，以電腦終端機直接

鍵入選課資料。但情況特殊時，則採選課表劃記方式辦理。

(二) 加退選結束後，學生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經電腦印出個人之正式選課單確認

簽名繳交至各系（學程）彙整送教務組，若發現與所修課程有誤，須在規定期

限內至教務組辦理更正，逾時教務組得逕予註銷不符規定之科目，且該科目成

績不予計算並通知各系（學程）及任課老師。

三、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

(一) 大學部二技、四技暨專科部二專學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九學分。

(二) 大學部學生應必修通識分類課程，且每學期以修二門通識分類課程為限(詳細

規定通識教育中心另定之)；專科部跨科選修以六學分為原則。(詳細跨修最高

學分數由各系科另訂之)。
(三) 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向各系（學

程）查詢並填寫新舊課程抵免申請表。

辦理抵免科目學生(轉學或轉系（學程）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四、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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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學程）主任核可送交教務組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二) 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學程）、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延修、重修、

補修或其他特殊原因，經系（學程）主任及欲修習之本校或他校任課教師、該

系（學程）主任核可送交教務組核備後，得跨系（學程）、跨部或跨校修習他

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

五、選修課程：

(一) 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大學部未達 20 人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上該科目不

開班。

(二) 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學程）、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得經任課教師，他

系（學程）及本系（學程）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並認定為本系（學程）之畢業

選修科目學分，各系（學程）擬訂學生自行選修他系（學程）課程學分數，經

系（學程）會議通過後，送教務組備查始可。

六、網路教學科目：

(一) 如欲修習網路教學科目之必、選修科目，得經任課教師及本系（學程）主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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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後修習，跨系（學程）開設科目，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學程）及本系（學

程）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其修習總學分數不得超過各系（學程）規定之跨修

科目學分數。

(二) 修習網路教學科目每學期以選修兩門課為原則，但總修習學分以不超過畢業總

學分三分之一為限。

七、跨部（校）修課：

(一) 進修部學生（含延修生）須重補修課程者。

(二) 進修部學生（含延修生）因就讀學制、系（學程）停招，無法於本部（校）重

補修課程者。

(三) 申請跨部（校）修課須經雙方系（學程）主任及任課教師核可，每學期最多以

四門課程為限。

(四) 跨部（校）修課之學分費，依隨班修課班級或該校收費標準繳費，若學分數與

上課時數不同時，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

申請跨部（校）修課者，應符合優先修習其當學期本班開課之必、選修科目原則後，

始得申請。

八、加退選：

(一) 本班所開設之課程需自行上網辦理加退選，然修課人數上限依學校規定辦理，

在校重修生申請加退選或欲加退他系（學程）、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須經系

（學程）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

(二) 加退選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九、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兩週內至教務組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費，逾期

不予受理。

十、隨低班重修課程：

(一) 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二) 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課。

(三) 選修電腦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費。

(四) 未按規定選課者(如衝突時間或修習學分不合規定等)，除不合規定科目一律刪

除，成績不予承認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校規嚴厲處分。

(五)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單為準；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不予承認，已選

科目無成績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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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選課要點修改說明

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 明

四、必修課程：

（二）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

（學程）、本班所排定

之科目為原則，但因

延修、重修、補修或

其他特殊原因，經系

（學程）主任及欲修

習之本校或他校任課

教師、該系（學程）

主任核可送交教務組

核備後，得跨系（學

程）、跨部或跨校修習

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

目。

四、必修課程：

（二）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

修習本系（學程）、本

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

則，但因延修、重修、

補 修 或 其 他 特 殊 原

因，經系（學程）主任

及欲修習之本校或他

校任課教師、該系（學

程）主任核可送交教務

組核備後，得跨系（學

程）、跨部或跨校修習

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

目，然跨系（學程）、

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

所排定之必修科目每

學期以修二門課程為

限。

精簡文字內容，並放寬修

課數限制。

七、跨部（校）修課：

(五) 進修部學生（含延修

生）須重補修課程

者。

(六) 進修部學生（含延修

生）因就讀學制、系

（學程）停招，無法

於本部（校）重補修

課程者。

(七) 申請跨部（校）修課

須經雙方系（學程）

主任及任課教師核

可，每學期最多以四

門課程為限。

(八) 跨部（校）修課之學

分費，依隨班修課班

級或該校收費標準繳

費，若學分數與上課

時數不同時，依實際

上課時數計算。

申請跨部（校）修課者，

應符合優先修習其當學期

本班開課之必、選修科目

原則後，始得申請。

七、重補修：

(一) 大學部、二專及延修生

如因該學制停招或該

學期重補修課程 上

課時間衝堂得申請跨

部或跨校選讀。

(二) 申請跨部或跨校重補

修最多以二門課程為

原則。

合併本要點第七條、第十

一條文，並放寬修課數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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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 明

原條文刪除。 十一、進修部暨進修院校應屆

畢業生跨部選課：

(一) 進修部暨進修院校應屆

畢業生（含延修生）如

因該學制停招或與該學

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

衝堂，得申請跨部選修。

(二) 申請跨部選修須經系

（學程）主任核可，每

學期最多以二門重補修

課程為限。

(三) 跨部重補修之學分費，

依隨班修課之系（學程）

收費標準繳費，若學分

數與上課時數不同時，

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

本條文內容修正後併入

第七條，並通時。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 校長核准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

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條文修正，更改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