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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年 9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整 

二、地點：行政大樓 10樓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立                        紀錄：黃玉幸 

四、主席報告 

1.本學年度日間部新生報到率達 92%，較去年微幅成長，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在少子化

的社會現實仍能穩定成長。 

2.教育部鼓勵各大專校院推廣數位學習課程至國際高等教育平台，本校方力行講座、張豪

賢老師的 MOOCs課程「海洋之窗-海洋博物館和它們聯結的海洋世界」即將開課，請鼓勵

師生踴躍選課，以達目標 5,000人以上選課之目標。 

3.開學前已檢核各普通教室之數位講桌，部分仍待維修，須俟一筆經費，請廠商維修。過

渡時間建議教師上課時用手提電腦或 ipad mini連線，以能順利應用數位教材上課教學。 

4.部分學生反應跨系選課，除該系主任且須欲跨系主任認定，建議尊重學生選課，以不超

過原系規定之選修學分數即可。 

5. 感謝各教學單位費心協助本學年度 155名〈永達〉轉介生已順利就讀本校，確保教學品

質及輔導學生就業是關鍵，對每名學生提供最好服務，是大家責無旁貸的使命。 

6.請各教學單位用心規劃進修部校外實習課程，能依技職教育目標發展特色課程。 

7.102-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之「千人業師」子計畫，請負責執行教師能在 11月以前完成。

另課程 TA執行影響教學品質，煩請各位主管關心配有 TA課程之教師執行情形，以發揮

教學資源效能。 

五、列席人員：游副校長、吳副校長 

六、列席人員報告事項 

※游副校長 

1.105年學生入學大專校院人數下降 16.7%，影響 104、105學年度招生甚鉅，又在教育部

總量管制規定下，更需靈活地運用招生策略，才能穩住學生人數。 

2.開學第 3週，仍有 635名學生未完成註冊，請各教學單位主管督促各班導師，主動了解

原因，適時啟動校內各項獎學金或救助金，協助學生完成註冊。 

3.開學第一週仍有少部分未準備好，如南棟大樓之路燈和教室照明，學生感覺學校處於未

開學狀態，請各單位主動積極任事，以更好的教育服務品質，提高學生就業率，留住每

一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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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系主管、師長及同仁協助進修部及院校招生作業，進修部四技新生錄取人數 1,554

位，已完成註冊人數 1,483位。暑期轉學考錄取人數 244位，已完成註冊人數 195位。

進修部二技新生實際報到人數 509位。進修專校二專新生錄取暨報到註冊人數 840位。

進修專校暑期轉學考錄取人數 34位，報到註冊人數 29位。永達轉介生 102位。 

2.收有永達轉介生之各系，請針對升大四或延修對象擬具畢業標準參照表，以利系上與行

政單位共同協助該類對象修課及畢業條件認定。 

3.請各系於加、退選期間派人協助進修部辦理相關事宜。尚未完成審核簽名之抵免單，請

協助加速完成，送交進修部教務組，俾利後續作業。 

4.請各系、學位學程主任轉知師長同仁，持續關心學生學習狀態。 

5.請各系師長確實針對選修進修部實習課程（選修）同學進行必要輔導、訪視作業，並應

製作書面紀錄。 

6.依據 102年 9月教育部來函指示，對於週一班、週二班、週三班及週四班務必落實學生

業界實習成效及考核。敬請餐飲系、企管系、妝彩系及休運系等訂立二技、二專「學生

校外實習要點」、「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校外實習成績評核表」及「實習心得報告」

等相關考核事宜。各系擬定「學生校外實習要點」送進修部暨院校教務組存查。 

7.「校外實習之替代課程」請各系規劃 2至 4門課程並詳載於「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以供

學生做選擇。 

※師資培育中心 

1.敬請各系滿足師資生有關專門課程必備和選備課程的選課需求，如未能於學期中開課，

將待學生提出選課需求後，由本中心專案簽核，於週末、夜間或暑期開課，以使學生在

本校順利取得專門課程的認證。 

2.敬請各系所在修訂系所課程標準時，同時修訂  貴系所的師資培育專門課程之科目，以

免學生於認定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時產生困擾(目前本校有 18科專門科目)。 

3.教育部公佈儲備量不足或教學現場有師資需求之類科，請師培大學優先評估培育，類型

如下，敬請本校相關系所考慮提出申請培育或鼓勵學生報考： 

(1)培育量不足之類科： 

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本校目前送出申請，靜候教育部審核中) 

家政群─家政科(幼保系可斟酌規劃)、美容科(本校有培育) 

藝術群─時尚工藝科(時尚系可斟酌規劃) 

(2)目前未有學校培育之類科： 

設計群─多媒體應用科(數位系可斟酌規劃) 

家政群─流行服飾科、時尚造型科(時尚系可斟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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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1.103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1)工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18 門、社會科學領域 16 門、自然科學領域 9 門、生命科學

領域 10門，合計 53門。 

 (2)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14 門、社會科學領域 22 門、自然科學領

域 17門、生命科學領域 13門，共計 66門。 

 (3)另開設「愛心與服務」課程，全學院同學都可以選修。 

 (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119 門，除通識講座之外，另開設 2 個大

班課程(100人以上)，讓同學選修。 

2.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全球化與王道文化」課程表，如附件 1(頁 14)，歡

迎全校師生前往聆聽。 

3.《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十二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104年 1月 31日截稿，歡迎全校

教師踴躍投稿。 

4.本學期與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共同開設的『2014新服務人才課程──職涯探索與自我發展』

課程，非常感謝各位系主任的推薦以及各單位的協助。也歡迎系上老師參與課程，詳情

請與通識教育中心聯繫。 

5.本學期於 103年 12月 12日(星期五)與高雄道德院共同辦理「2014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

討會─宗教經典內蘊之生命關懷」，屆時歡迎系上老師蒞臨指導。 

6.本學期通識教育中心與藝文處規劃辦理 6 場大型表演活動，歡迎師生前往觀賞。活動日

期如下: 

 

no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活動地點 

1 2014.10.01(三) 19:00~22:00 《金花囍事》 大開劇團 正修廳 

2 2014.10.07(二) 13:30~15:00 《十鼓風華》 十鼓擊樂團 正修廳 

3 2014.10.14(二) 20:30~22:00 

《2014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

節—美國 Breath of Soul

人聲樂團巡迴音樂會》 

美國 Breath of Soul人

聲樂團 
正修廳 

4 2014.11.18(二) 15:30~17:00 《18世紀歐洲宮廷音樂會》 庫普蘭巴洛克合奏團 正修廳 

5 2014.12.18(四) 13:30~15:00 
《二十世紀的音樂旅行-大

提琴與鋼琴對話》 
高琦惠‧林芷儀 正修廳 

6 2014.12.25(四) 15:30~17:00 《當浪漫遇上咖啡 Jazz》 Vio 提琴樂集 正修廳 

※藝文處 

報告如附件 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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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1.本學期由於後山籃球場、排球場兩項場地施工暫時不能使用沒有排課本學期另開、民俗

運動之課程(興趣選項)為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特色(宋江陣)為學校特色之一，民俗運動課

程項目有：舞獅、跳鼓陣、大鼓 十鼓、扯鈴、踢毽子、跳繩、風箏等課程，由老師規劃

安排授課。 

2.本學期針對學校場地因素、重新規劃適當體育課程增加民俗運動之項目配合場地需要，

於體育室三樓規劃兩間舞蹈教室、一間體適能教室(多功能使用)，另一間為柔道、跆拳、

鼓藝練習教室。 

3.未來我們根據學生興趣、能力與學校設施與環境因素適當規劃體育課程，例如室內項目:

有氧舞蹈、瑜珈及戶外活動與個人健康管理課程來強化教學並應用於體育教學。 

4.體育教育目標與課程規畫原則 

(1)強化學生運動預防疾病，維持身體健康並增加保健知識。 

(2)培養學生運動技能 

a.培養學生終身居家或辦公室場域簡易可行，且能提升健康體適能的運動技能。 

b.培養學生休閒運動技能 

c.培養學生水中自救能力與游泳技能 

(3)強化學生在學期間健康促進與體適能。 

(4)培養學生指導家人或他人從事規律運動知能。 

5.推展本校學生擁有心肺復甦術(CPR+AED)的技能，於開學期間，從 9月 17日起~至 10月

17日止，日間部全體新生約 2400位同學，安排參加心肺復甦術(CPR+AED)認證研習。 

6.各單位如於課後借用體育設施，請於使用後復原場地器材及維護清潔，以能順利實施體

育教學。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日間部招收轉學生共計 106名，永達技術學院轉介生總計 155名，非常感謝各位

主任及召集人的幫忙，學分抵免工作順利。 

2.102學年度下學期各系所執行 TH-1-1 “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聘請產業界專家授

課)，已執行 183門課程，本學期已完成申請計有 48門，請儘速提出申請並轉知執行的

專任教師仍應全學期主持課程教學，能留於班上陪同業師授課達到協同教學”雙師制

度”的目的。 

3.TH-2-1“千人業師”102學年度下學期共邀請 239位業師蒞校演講。希望本學期執行的

教師能依系所訂領域上網申請，並請業師提供演講教材電子檔，再請該領域召集人教師

整合為結構化教材，以提供教學，擴大同學視野並貼近業界實務。本學期將邀請 249位

業師蒞校演講，目前已申請 63位，執行率 25%，請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於 10月 20日前執

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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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H-2-1 業師參與實務專題，提供諮詢意見，使實務專題成果更為務實致用：102年度第

2學期邀請 238位業界專家，共計協助指導 508人次，本學期亦請各系能繼續協助保持

成果。 

5.請各系至少規劃 1門“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經費補助有：交通費、保險費、膳費、

印刷費等。102學年度第 2學期計有 25門課程執行完成，希望本學期各系能繼續執行。  

6.請各所宣達至碩博士班畢業同學指導教授能輔導學生於規定日期 1月 31日或 7月 31日

學期結束前完成所有修學分、論文裝訂、論文上傳、離校手續等事宜，以免造成紛爭。 

7.本校要求授課教師上網填報授課大綱與數位教材上網率須達 100%，敬請老師使用本校訊

息網或行動學習平台，上傳授課數位教材供學生下載複習，達到 100%的目標。 

8.請任課教師於加退選後，於學期第 3週可重新下載上課學生名冊點名確認，若發現同學

不在修課名單上，請同學務須至本組查詢確認，未在名單上同學將不能修課列計成績。 

9.為配合招生組招考轉學生作業，學生轉系或轉部申請將於第 10週準時截止 (期中考後 2

週 11月 14日前)，第 13週 (12月 1日前) 將整理後的資料轉與各相關系所，並請各相

關系所於第 15週前(12月 15日前)，將確定轉系或轉部成功的名單傳回本組。 

10.請各位教師協助於上課時向學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等觀

念。 

◎招生組 

1.104學年度本校獲通過之增設、停招科系共 2案，分別如下: 

(1)增設二專「電子工程科」。 

(2)「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停招。 

2.本校 104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試預定於 103年 12月中舉行，擬招生的所別為機電、電子、

電機、資工、工管、營建、資管、休運、金融、妝彩及幼保等 12所。另經管、資管及休

運所在職專班預訂於 104年 5月招生。 

3.本校主辦 103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考試，暫定於 104年 1月中舉行。包括日、進修部四

技等學制轉學生之招收。 

 

◎教學發展中心 

1.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上網填載期末教學評量，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評量」統

計結果：日間部各學制各科系整體填答率為 93.81%(相較於 102 學年度上學期提升

2.37%)，學生評量教師教學結果平均數 4.2545(相較於 102 學年度上學期提升 0.0401)；
進修部(包含進修部、進修院校、在職專班)各學制各科系整體填答率為 50.35%(相較於

102 學年度上學期降低 16.78%)，學生評量教師教學結果平均數 4.2784(相較於 102 學年

度上學期提升 0.0055)。二、102 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評量」統計結果：日間部各學制各

科系學生填答率為 93.81%，學生評量教師教學結果平均數 4.2545；進修部(包含進修部、

進修院校、在職專班)各學制各科系填答率為 50.35%，平均數為 4.2784，全校專任教師

學生評量教師教學結果平均數為 4.2648。 

2.102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評量結果平均數未達 3.5之教師與課程，請主任多予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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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相關教學資源協助改善教學。 

3.教學評量平均數已達 3.5之教師，請老師到正修訊息網(教務資訊-教學評量查詢系統)

下載，並填載教學反思紀錄交到教學發展中心。 

4.請各教學單位主管針對教學評量結果之開放題目的質性文字，能了解學生對教師教學反

映之建設性意見，適時於教學相關會議討論，以為自我評鑑持續改進之教學品質保證機

制。 

5.102-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TSH-1-3「良師益友經驗分享」請於各系/中心會議邀請彈性

薪資教學績優教師、教學績優教師分享教學經驗，相關資料於 12/22前繳交教學發展中

心(如附件 3頁 17) 

6.本學期分配各教學單位共 186名課程教學助理(TA)，請確實要求 TA依分配課程隨班上課

及每周 2小時以上定點課後輔導，第五週試辦分配 TA課程之學生對 TA期中調查問卷，

以落實 TA制度。 

 

十、討論提案 

提案 1 

案由：修改本校學則，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30083770號函辦理。 

(2) 刪除”勒令”文字 

(3) 新增第四十六條四、…”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文字。 

辦法: 

修正後 原文 

第二十五條 

    三、如有違反校規或其他不端情

事者，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

會議決議退學者。 

第二十五條 

    三、如有違反校規或其他不端情

事者，而情節嚴重，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

會議決議勒令退學者。 

第四十六條 

    四、因違反本校校規，經學生獎

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退學之學生，不得報

考本校轉學考試。 

第四十六條 

    四、因違反本校校規勒令退學之

學生，不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案由：增加本校「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申請作業流程」、「教學預警制度作業流程」、「中、英

文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之印製及管理」等內部控制制度，如附件 4(頁

20)，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教育部訪視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準備作業與 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內部訪視建議。 

2.教務處就業管內部流程控制提出新增本校「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申請作業流程」、「教



7 
 

學預警制度作業流程」、「中、英文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之印製及管理」

等三項內部控制制度作業流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3 

案由：擬訂「正修科技大學數位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1.鼓勵專任教師運用新科技媒體開設數位教學課程。 

2.提供學生多元化之學習環境，以翻轉教室概念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如附件 5 頁 26）。 

決議：本草案俟廣徵意見予以修正後，提交校務會議議決。 

 

提案 4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教師加科暨加另一類科審查作業要點」修正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經本中心 102年 12月 13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2.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2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42796C號函辦理。 

3.旨揭修正版如附件 6(頁 3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5 

案由：「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經 103年 7月 22日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通過。 

2.旨揭修正版如附件 7(頁 3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6 

案由：工學院工管系 102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課程表修正案，如附件 8(頁 39)，提請 討

論。 

說明：1.增列專題討論(三)及專題討論(四)分別為 1學分 2小時。 

2.本案已經 103年 9月 5日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7 

案由：工學院電子系制訂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班日間部四技「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案，如附件 9(頁 40)，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3年 9月 10日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8 

案由：工學院電子系制訂進修學院二技微電子組「102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案，如附

件 10(頁 41)，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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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案已經 103年 9月 10日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9 

案由：工學院電子系制訂僑生專班日間部四技「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案，如附件

11(頁 42)，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103年 9月 10日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0 

案由：工學院資工系「103學年度就業學程計畫課程開課」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系已通過勞動部職訓局 103學年度就業學程計畫，擬加開於 4年級加開 5門選修

課程：「資通訊技術實務(3學分/3小時)、四上」、「生理資訊導論(2 學分/2 小時)、

四上」、「共通核心職能課程(3學分/3小時)、四上」、「影像處理應用系統實務(3學

分/3小時)、四下」、「雲端技術實務(3學分/3小時)、四下」及加上寒暑假實施 80

小時的校外實習，給予「職場體驗(1學分/6小時)、四下」之修課證明。 

2.本案已經 103年 8月 29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3年 9月 9日系務會議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1 

案由：工學院電機系提出「制訂 103學年度安置永達技術學院日五專電機科專班課程標準」

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校接受教育部委託安置永達技術學院電機科五專生計 17名，成立日五專電機四甲

專班一班，本系承接教務處指示以永達技術學院五專電機科課程規劃及畢業學分要

求為基礎，規劃該專班課程標準如附件 12(頁 44)。 

2.本提案已經 103年 9月 15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於 103年 9月 19

日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2 

案由：工學院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編訂永達轉介生 102學年度入學進修院校二技課程總表，如

附件 13(頁 46)，提請 討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學分：必修 23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7學分，專業必修 16學分】、

選修 49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4學分，專業選修 45學分】。本案已經 103年 9月 4日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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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13 

案由：管理學院資管系就業學程課表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資管系執行已核定之 103學年度勞動部「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實務學程」就業

學程計畫所需，擬修訂「日間部四技管理應用組、資訊科技組」(100 學年度入學課程

標準），新開設 6門選修課程，並分別於 103學年度上、下學期開課（詳如下表）。 

 

修訂項目 修訂後課程標準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

實務學程」就業學程─新

開專業選修課程 

專業選修：6門 

App程式開發技術【四上、選修、3學分/3小時】 

App專案管理實務【四上、選修、3學分/3小時】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四上、選修、0學分】 

App創意設計實務【四下、選修、3學分/3小時】 

Web App開發實務【四下、選修、3學分/3小時】 

職場體驗【四下、選修、0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4 

案由：管理學院金融系修訂 103入學年度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論。 

說明：1.103學年度本位課程審查座談會議之建議事項。       

2.為提昇本系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能量，擬將【證照輔導(二)】/選修/0 學分 2 小時。

修正為必修，1學分 2小時。 

3.依據教務處「103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規劃原則」，專業必修課程需規劃 2門資訊

課程(皆各為 2學分 3小時)。修正如下: 

(1)103入學年度金融行銷組(附件 14頁 47): 

①一下【多媒體製作】課程屬性改為必修，學分數不變。 

②四下【證照輔導(二)】修改為必修 1學分 2小時。 

③因應上述調整致專業必修學分數上升，為維持學生選課之彈性，修正以下課程： 

一下【金融市場職業品德】改為 1學分 2小時。 

三上【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屬性改為選修。 

(2)103入學年度財富管理組(附件 15頁 49):  

①一下【多媒體製作】課程屬性改為必修，學分數不變。 

②四下【證照輔導(二)】修改為必修 1學分 2小時。 

③因應本位課程審查座談會議之建議：三上【期貨與選擇權】改為必修，學分數不變。 

④因應上述調整致專業必修學分數上升，為維持學生選課之彈性，修正以下課程： 

一下【金融市場職業品德】改為 1學分 2小時。 

三下【投資組合分析】課程屬性改為選修。 

三下【金融創新商品】課程屬性改為選修。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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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15 

案由：管理學院金融系修訂 101-102入學年度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論。 

說明：為提昇金融系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之能量，擬將【證照輔導(二)】 選修 0 學分 2 小時。

修正為必修，1學分 2小時。修正如下： 

1.101入學年度：證券投資組及公司理財組(附件 16-17頁 51、53) 

(1)四下【證照輔導(二)】修改為必修 1學分 2小時。 

(2)四上【國際財務管理】修正為 2學分 2小時。 

2.102入學年度金融行銷組 (附件 18頁 55) 

(1)四下【證照輔導(二)】修改為必修 1學分 2小時。 

(2)三上【國際貿易實務】課程屬性改為選修。 

3.102入學年度財富管理組 (附件 19頁 57) 

(1)四下【證照輔導(二)】修改為必修 1學分 2小時。 

(2)三下【投資組合分析】課程屬性改為選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6 

案由：管理學院金融系修訂進修部四技入學課程規劃，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進修部四年級最低修課時數之要求與施行，課程開時間擬進行下列調整:  

1.101入學年度： 

(1)三下(必)【公司治理】移至四下。 

(2)四上(必)【風險管理】移至四下。             

2.102~103入學年度： 

(1)三下(必)【金融商品行銷】移至四下。 

(2)三下(必)【徵授信實務】移至四下(附件 20-22頁 59、61、6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7 

案由：管理學院金融系就業學程課表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本系執行已核定之 103學年度勞動部「金融商品投資與規劃學程」就業學程計畫

所需，擬修訂「日間部四技證券投資組、公司理財組」(100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新開設 6門選修課程，並分別於 103學年度上、下學期開課（詳如下表）。  

修訂項目 修訂後課程標準 

「金融商品投資與規劃學程學

程」就業學程─新開專業選修課

程 

專業選修：6門 

金融創新商品【四上、選修、3學分/3小時】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四上、選修、3學分/3小時】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四上、選修、0學分】 

投資技術分析【四下、選修、3學分/3小時】 

投資型商品規劃【四下、選修、3學分/3小時】 

職場體驗【四下、選修、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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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8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修訂 103年申請就業學程「文化創意玩具公仔實務製

作就業學程」相關課程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1.103年文化創意玩具公仔實務製作就業學程計畫書與 100年標準課程表如附件 23(頁

65)。 

2.本案業經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03.09.01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9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提

請 討論。 

說明：1.課程標準表如附件 24(頁 67)。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06.27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0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進修部四技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提

請 討論。 

說明：1.課程標準表如附件 25(頁 70)。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06.27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1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碩士班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提請 討

論。 

說明：1.課程標準表如附件 26(頁 72)。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06.27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2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日間部四技畢業門檻檢核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1.檢核要點如附件 27(頁 73)。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06.27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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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3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進修部四技畢業門檻檢核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1.檢核要點如附件 28(頁 74)。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06.27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4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碩士班畢業門檻檢核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1.檢核要點如附件 29(頁 75)。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06.27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3.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5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幼兒保育系修訂 101學年度日四技、102學年度進二技與進四技、103 學

年度進四技與進二技新生課程標準表，提請 討論。 

說明：1. 

原定科目名稱 原科目名稱 變更後科目名稱 變更後 
選必修 

原定學分 
時數 

變更後 
學分時數 

100/日四技四乙 校外實習 無     增列選修 無     9學分 
102/進二技 教保專業實習(二)        不變      不變 3學分 9小時 3學分 6小時 

102 進四技 人因工學 色彩學 不變        不變      不變 
102 進四技 活動企劃 企劃行銷 不變        不變      不變 
103 進四技 人因工學 色彩學 不變        不變      不變 
103 進四技 活動企劃 企劃行銷 不變        不變      不變 
101 進四技 教保專業實習(二)        不變      不變 3學分 9小時 3學分 6小時 
102 進四技 教保專業實習(二)        不變      不變 3學分 9小時 3學分 6小時 
103 進四技 教保專業實習(二)        不變      不變 3學分 9小時 3學分 6小時 
103/進二技 人際關係         無     增列選修       無 2學分 2小時 

103/進二技 企劃行銷         無     增列選修       無 2學分 2小時 

103/進二技 教保專業實習(二)        不變      不變 3學分 9小時 3學分 6小時 

2.課程標準表如附件 30(頁 76)。 

3.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3.09.11實習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4.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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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26  

案由：學生會建議學生選課系統公告標題及內容提前更新，提請 討論。 

說明：1. 8月 27日至 8月 29日新生選課期間因公告標示不清造成許多新生誤解。選課前夕，

系統首頁仍掛放舊生選課說明(附件 31頁 94圖一)。即使選課時有將部分公告修正

(圖二)，但公告修正後內容並無做修正(附件 31頁 95圖三、四)，內容依然是舊生

抽籤式選課說明，並未標註新生不適用。 

2.在舊生選課時已經公告“103學年度起高級體育與通識博雅課程將改為選填志願抽

籤式選課”(附件 31頁 96圖五、六)，但並未註明新生不適用，導致許多舊生在向

新生傳達訊息時有誤，使新生權益受損。 

3.建議最晚在執行選課前 45日前更新適用公告及內容，並通知學生會，以利學生會協

助做訊息之推廣。 

決議：學生選課通識博雅及高級體育課程作業系統，邀請學生會代表與會，並請學生會傳遞

公版之訊息。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11時 42分 

 

主席                       簽署 



 
 

提案 27 

案由：修正「正修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鐘點費實施要點」乙案，擬請 討論。 

說明：1.實施要點二、各系/學程之必修校外實習課程納入最多開課時數內，其 

實習課程學分數與鐘點數採 1:1原則。 

2.實施要點三、各系/學程之選修校外實習課程納入最多開課時數內，依 

符合教育部技職再造校外實習課程計畫規範之人數採計 18週發放，各 

系、學程不編列實習鐘點費經費預算，由研發處校外實習中心統一編列 

經費預算，並於每學期第 18週提出申請。 

（一）4~9人發暑期 0.5小時/週、學期 1.5小時/週鐘點費。 

（二）10~19人發暑期 1小時/週、學期 3小時/週鐘點費。 

（三）20~29人發暑期 2小時/週、學期 6小時/週鐘點費。 

（四）30人以上發暑期 3小時/週、學期 9小時/週鐘點費。 

（五）半年國外學期實習發 12小時/週鐘點費，一年國外學期實習採 

第一學期發 12小時/週鐘點費、第二學期發 9小時/週鐘點費。 

3.實施要點四、校外實習支領鐘點費之教師為實習輔導教師，應依本校 

校外實習課程訪視及輔導實施要點履行職責。 

4.實施要點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與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正修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鐘點費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

設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及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

訂定本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開設

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及本校

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訂定本

要點。 

未修正。 

二、各系、學程之必修校外實習

課程已納入最多開課時數內

（工學院 175小時；管理、生

活創意學院 165 小時），必修

校外實習課程學分數與鐘點

數採 1:1 原則實習課程不受

最少開課人數 20人之限制，

依開課鐘點數發鐘點費。 

二、各系已納入最多開課時數內

（工學院 175小時；管理、生

活創意學院 165 小時），實習

課程不受最少開課人數 20人

之限制，依開課鐘點數發鐘點

費。 

各系學程日間部

102學年度入學新

生校外實習為必修

課程，納入開課課

程大表。 

三、各系、學程之選修校外實習

課程不未納入最多開課時數

內（工學院 175 小時；管理、

生活創意學院 165小時），選

修校外實習課程得以外加方

式開設 2~3學分，鐘點費依符

合教育部技職再造校外實習

課程計畫規範之完成校外實

習人數得以「外加」方式採計

18 週發放，各系、學程不編

列實習鐘點費經費預算，由研

發處校外實習中心統一編列

經費預算，並於每學期第 18

週提出申請： 

（一）4~9人發暑期 0.5小時/週、

學期 1.5 小時/週鐘點費。 

三、各系、學程未納入最多開課時

數內（工學院 175 小時；管理、

生活創意學院 165小時），實

習課程得以外加方式開設 2~3

學分，鐘點費依完成校外實習

人數以「外加」方式發放： 

（一）4~9人發 0.5 小時鐘點

費。 

（二）10~19 人發 1 小時鐘點

費。 

（三）20~29 人發 2 小時鐘點

費。 

（四）30人以上發 3 小時鐘點

費。 

（五）海外校外實習、學期校

外實習不受此限，將專案

1.選修校外實習區

分暑期校外實習、

學期校外實習。 

2.實習鐘點費依完

成實習人數採計，

國外學期實習發放

鐘點費不受人數限

制。 

3.校外實習需符合

教育部技職再造校

外實習課程計畫規



 
 

（二）10~19人發暑期 1小時/週、

學期 3小時/週鐘點費。 

（三）20~29人發暑期 2小時/週、

學期 6小時/週鐘點費。 

（四）30 人以上發暑期 3小時/

週、學期 9小時/週鐘點費。 

（五）海外校外實習、學期校外

實習不受此限，將專案簽呈辦

理。半年國外學期實習發 12

小時/週鐘點費，一年國外學

期實習採第一學期發 12小時

/週鐘點費、第二學期發 9小

時/週鐘點費。 

簽呈辦理。 範，進修部學制、

進修院校學制、實

習機構領域不符合

系學程屬性等均不

列入計算發放實習

鐘點費。 

4.各系學程不編列

實習鐘點費經費預

算，由研發處校外

實習中心統一編列

經費預算。 

四、為避免影響日後教育部訪視

及評鑑成果，各系、學程若有

學生參加暑期校外實習，則須

開設「暑期校外實習」必修課

程，學分最少 2 學分。校外實

習支領鐘點費之教師為實習

輔導教師，應依本校校外實習

課程訪視及輔導實施要點履

行職責。 

四、為避免影響日後教育部訪視及

評鑑成果，各系、學程若有學

生參加暑期校外實習，則須開

設「暑期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學分最少 2學分。 

各系學程日間部

102學年度入學新

生校外實習為必修

課程，實習輔導教

師依校外實習課程

訪視及輔導實施要

點履行職責。 

五、除以上鐘點費外，各系、學

程教師依實際執行校外實習

內容得發放國內差旅費。 

五、除以上鐘點費外，各系、學程

教師依實際執行校外實習內容

得發放國內差旅費。 

未修正。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與行政會

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與行政會議

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經教務會議與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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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103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講座課程：全球化與王道文化」 

課  程  表 

日 期 講  題 講 座 教 師 服 務 單 位 

9 月 9日 課  程  說  明 

9 月 16 日 老子道德經中的王道思維 王立文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教授 

9 月 23 日 全球化經濟現況與王道文化角色 林建甫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 

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9 月 30 日 居住正義與王道文化 王佳煌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教授兼副教務長 

10 月 7 日 
全球化與王道文化： 
亞太地區的發展經驗 

顧長永 中山大學亞太所教授兼所長 

10 月 14日 和臺灣賽跑:2025年的挑戰 薛承泰 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10 月 21日 
從全球化與王道文化中建立合情

合理的兩岸關係 
陳明通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10 月 28日 期    中    考 

11 月 4 日 虛擬與真實之間不能沒有哲學 苑舉正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11 月 11日 全球化下的政府組織改造 蕭全政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11 月 18日 (未       定) 朱茂男 
臺灣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11 月 25日 (未       定) (待 聘)  

12 月 2 日 中原儒學到客家儒教 潘朝陽 
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 

12 月 9 日 您支持自由貿易全球化嗎? 劉錦添 臺灣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 

12 月 16日 (未       定) 張高評 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12 月 23日 
王道文化與 21世紀 

大中華的道路 
黃俊傑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教育部國家講座 

12 月 30日 (未       定) (待 聘)  

1 月 6日 期    末    考 

備註 

協同教師：吳百祿副校長、何清釧特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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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下午 3:10~5:00 
演講對象：本校大學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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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處期初報告 
 
※視覺藝術展覽，共計 3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09.19~10.09 
『蒼茫‧無垠』加拿大+澳洲 

國際版畫巡迴展 

中華民國大學院

校藝文中心協會 
  

10.17~11.28 『心與境的對話』潘隆志創作展 

卓越辦公室 

通識中心 

圖書資訊處 

時尚系 

 

融入通識教

學實施計畫 

預約 75班 

約計 3900人 

12.05~01.09 
澳門元素-蘇沛權紫外線固化 

凹版畫製版展覽 

圖書資訊處 

時尚系 
  

 

※產學合作案，預計 4檔，已執行 1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103.07.08~10.08 
高雄國際機場 3樓出境廳中央藝廊 

「心與境的對話」潘隆志創作展 

財團法人昇

恆昌基金會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

系產學合作策展案 

 

※藝文講座活動，共計 1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演講者 參與人數 備註 

10.22 『心與境的對話』潘隆志藝術專題講座 
展出藝術家 

潘隆志 
  

 

※表演活動(文化藝術融入通識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7場，預計         人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合作單位 
預約班

級數 

預約

人數 

備註 

10.01 19:00~22:00 金花囍事 大開劇團 

進修部 

通識中心 

卓越辦公室 

開放報

名中 
  

10.07 13:30~15:00 十鼓風華 十鼓擊樂團 
通識中心 

卓越辦公室 
22 1000  

10.14 20:30~22:00 

2014臺灣國際重唱藝術

節-美國 Breath of Soul

人聲樂團巡迴音樂會 

美國 Breath 

of Soul 

進修部 

通識中心 

卓越辦公室 

開放報

名中 
  

11.18 15:30~17:00 
18世紀 

歐洲宮廷音樂會 

庫普蘭巴洛克

合奏團 

通識中心 

卓越辦公室 
20 900  

12.18 13:30~15:00 
二十世紀的音樂旅行-

大提琴與鋼琴對話 

高琦惠‧林芷

儀 
通識中心 25 1200  

12.24 19:00~20:30 
2014漢光演襲人聲樂

團耶誕音樂會 
漢光演襲 進修部 

開放報

名中 
  

12.25 15:30~17:00 當浪漫遇上咖啡 Jazz Vio提琴樂集 進修部 25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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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音樂會，共計 3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0.08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樂火樂團 課外活動組   

11.19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Ｓ.Ｄ.Ｓ 樂團 課外活動組   

12.17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弦舞吉他&創音社 課外活動組   

 

※藝文活動，共計 2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19 13:30~17:00 
農情密藝-校園月桃手作編

織 DIY 

課外活動組 

卓越辦公室 
  

11.25 18:30~20:30 
2014創意化妝晚會-ZOO境

隨俗 
課外活動組 400  

 

※競賽，共計 1場 

報名日期 展出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03~11.17 12.05~01.09 
創意設計競賽-校園立體造

型設計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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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1-3 教學諮詢與觀摩 

「良師益友」經驗分享實施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102-103 年度計

畫書方案 TSH-1-3 教學諮詢與觀摩。 
 

二、目的：為提升教學效能，增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教學內涵，邀請校內資深

教學、教學績優及各領域教學頗有心得之教師，與各科系教師透過主

題式經驗交流方式，互相討論教學經驗，互相成長學習。 

 

三、實施方式： 

(一) 成立原則：請各系/學程主任於本學期，系務會議安排 1-2位彈性薪資

優秀教學教師、教學績優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等，進行良師益友教學經

驗分享，增進同儕分享機制。 

(二) 進行方式：活動以多元方式進行，可為主題報告、議題討論、專業對

話、成果分享、教學觀摩等形式。 

(三) 成果報告：請於經驗分享結束後提供活動內容講議（電子檔）、與會簽

到表及活動照片（附件一），於 12月 22日(一)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楊

珮瑜小姐處分機：2770，電子信箱：fion99@csu.edu.tw。 
 

四、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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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良師益友經驗分享」 

簽到表 
 

 日    期： 

 地    點：  

 出席人員： 

姓 名 簽 名 欄 姓 名 簽 名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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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煩請自行拍照) 
 

請填寫完成回傳至教學發展中心       楊珮瑜 fion99@csu.edu.tw，分機 2770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http://tw.mc740.mail.yahoo.com/mc/compose?to=fion99@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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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申請作業 

 

1. 流程圖： 

 
2. 作業程序： 

2.1. 由授課教師輸入資歷評估表提出申請。 

2.2. 教學單位主管審查產業界專家是否當學期為本校兼任教師，若是則請申請教師重新

推薦業師後提出申請或放棄申請。 

2.3. 教學單位主管與所屬學院院長對於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及課程資料中：業

師最高學歷、現職資歷、現職公司屬性、開課學期資料、課程綱要、預期教學成效、

協同教學活動、授課方式、鐘點費等進行審查，專業服務總年資須大於5年，否則

請申請教師重新推薦業師後再提出申請或放棄申請。 

2.4. 教學單位主管與教務處審查資歷評估表中，評估結論之評估總分須達40分以上(最

高50分)，否則請申請教師重新推薦業師後再提出申請或放棄申請。 

2.5. 教務處核准申請後，依時程授課教師與業師雙師須共同在課堂依進度協同授課。 

2.6. 於當學期結束後二週內完成結報終點費與交通費，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 

2.7.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給與執行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授課教師評鑑加分鼓勵。 
 

3. 控制重點： 

3.1. 由授課教師輸入資歷評估表提出申請，就評估項目，如：業師個人專長符合度、個

人學、經歷、個人工作年資等10項評估合適等級(5分:優、4分:佳、3分:可、2分:

不佳、1分:劣)。 

3.2. 教學單位主管審查產業界專家當學期不可為本校兼任教師，以避免鐘點費費來源混

用。 

3.3. 教學單位主管與所屬學院院長對於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及課程資料中：業

師最高學歷等進行審查，專業服務總年資須大於5年，俾利專業實務經驗傳承。 

3.4. 教學單位主管與教務處審查資歷評估表中，評估結論之評估總分須達40分以上(最

高50分)，以確保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師資水準。 

3.5. 核准申請後，依時程授課教師與業師雙師須共同在課堂依進度協同授課，教務處得

不定期抽查。 

3.6. 於當學期結束後二週內完成結報終點費與交通費，繳交成果報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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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依執行成效給與執行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授課教師加分鼓

勵。教務處於年節節慶寄發感謝卡，期望能與業界專家保持密切長期合作夥伴關

係，協助同學就業。 
 

4. 使用表單： 

4.1. 正修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及課程資料。 

4.2. 正修科技大學○系實務性學程聘請產業界專家授課申請表。 

4.3. 正修科技大學○系遴聘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資歷評估表。 

4.4. 正修科技大學○系○學年度第○學期遴聘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授課大綱。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正修科技大學學則。 

5.2.  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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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之印製及管理 

 

1. 流程圖：  

 
2. 作業程序： 

2.1. 印製空白證書及證明書：依據教育部所頒『大學學位證書證明書格式說明』，簽核

由總務處採購組委託印製廠印製中文空白證書、證明書及空白英文證書。 

2.2. 領用空白證書或證明書取用記錄：領取空白證書及證明書均須填具領取數量、日

期，並由領取人及保管人簽名、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組長複核。 

2.3. 印製證書：依據本校博士、碩士、學士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製作及

管理辦法，依審定之應屆畢業生資格名冊，列印應屆畢業生學位、副學士學位證書。 

2.4. 證書用印：依據本校博士、碩士、學士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製作及

管理辦法，簽請校長核准後，請總務處文書組用印。 

2.5. 頒發學位、副學士學位證書：依學則規定，修畢各系科規定學分，成績及格者，准

予畢業，由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發給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 

2.6. 銷毀作廢證書：未能修畢規定學分者，博士、碩士、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證書銷

毀，繕造銷毀清冊，陳請校長簽核，銷毀時由註冊及課務組組長監督清點。 

2.7. 申請遺失補發證明書： 
2.7.1 由申請人填寫證書遺失補發申請書。 

2.7.2 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一份，二吋半身照片二張。 

2.7.3 到出納組繳工本費（中文證明書每份為100元，英文證書每份為50元）。 

2.7.4 簽請教務長核准後，自申請之日起一週內補發，必要時經教務處註冊及課

務組組長核對後可提前補發。 

2.8. 印製證明書： 
2.8.1經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組長核對後印製證明書。 

2.8.2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送文書組用印。 

2.8.3通知申請人領取。 

 

3. 控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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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確認畢業規定及畢業學分數。 

3.2. 學生是否已符合畢業規定及修達畢業學分數。 

3.3. 申請人是否確實為本人，如非本人是否有委託書等證明文件。 

3.4. 補發之學位證明書記載之基本資料、畢業院系名稱、學位名稱是否詳實無誤。 
 

4. 使用表單： 

4.1. 請用印申請書。 

4.2. 正修科技大學學士畢業離校單。 

4.3. 碩(博)士班生畢業辦理離校手續單。 

4.4. 畢業(學位、副學士學位)證書遺失申請補發申請表。 

4.5. 正修科技大學中英文成績申請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大學法。 

5.2. 學位授予法。 

5.3. 學位授予法實施細則。 

5.4. 教育部頒『大學學位證書證明書格式說明』。 

5.5. 正修科技大學學則。 

5.6.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學位證書、副學士學位證書、證明書製作與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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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預警制度作業流程 
 
1. 流程圖： 
  

 
 
2. 作業程序： 
2.1. 期初預警：每學期開學二週內，教務處將列印前一學期班級成績總表，導師須針對學生

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提供必要協助。 
2.2. 期中預警：教務處將於期中考後三週內，列印學生期中考成績三科以上不及格之學生名

單交予導師，請導師提供協助並填寫「導師晤談記錄表」後回擲系辦公室。 
2.3. 學科缺課次數預警：請學生至正修資訊網查閱或由教務處列印曠課二次以上之學生名

單，通知導師提供協助。 
2.4. 期中預警後學生退選機制：期中考後三週內，學生符合預警條件且對某一科目有學習障

礙，經由導師與任課老師輔導後仍不能調適者，應述明原因及填寫預警申請表，並經導

師、任課老師及系主任同意後，得至教務處辦理預警退選，教學預警退選申請流程： 
2.4.1. 學生填寫班級、學號、姓名、及連絡電話；欲退選科目、必選修、學分數、及期

中考成績；退選原因說明。 
2.4.2. 請班級導師、任課老師、及系科主任在教師意見欄簽註意見與簽名。 
2.4.3. 學生申請時須檢附成績單，任課老師及導師輔導記錄表。 
2.4.4. 學生再將申請表送至日間部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由教務長核閱。 

3. 控制重點： 
3.1. 本校為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提供必要協助，以提高教學品質。 
3.2. 期初預警： 

3.2.1. 每學期開學二週內，教務處將列印前一學期班級成績總表分送導師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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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導師須針對學生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提供必要協助，將面談記錄、

輔導情況填寫於教學預警輔導記錄表內備查。 
3.3. 期中預警： 

3.3.1. 教務處將於期中考後三週內，列印學生期中考成績三科以上不及格學生名單交予導

師。 
3.3.2. 請導師提供協助並填寫「導師晤談記錄表」後回擲系辦公室。 
3.3.3. 學生欲辦理預警退選。每學期以一個科目為限，且退選後之學分數不得低於該學期

應修最低學分數。 
3.3.4. 學生辦理預警退選必修課程，須顧及該課程有無擋修、變動等因素，及可能影響修

業之年限。 
4. 使用表單： 
4.1.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預警退選申請表。 
4.2.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預警輔導記錄表。 
4.3. 曠課二次以上學生名單。 
4.4. 期中考成績三科以上不及格學生名單。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正修科技大學學則。 
5.2.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預警制度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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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數位教學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第一點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運用新科技媒體開設數位教學課程，提供學生多元

化之學習環境，以提升教學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點 本要點所稱數位教學皆為「全程網路教學」以在網路上教學為原則。 
 

第三點 教師申請開設「數位教學」課程數不受限制，惟其經費補助以一門課為

原則。 
 

第四點 數位教學審查作業： 
教學發展中心依業務需求召集成立『數位教學推動委員會』，由教學發展

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與三位教師代表共同組成委員

會，評選獲補助之課程教材。  
 
第五點 權利與義務：  

（一）所有教材之製作與使用應符合智慧財產權，以及網路著作權之規定。如有侵權

或其他不當情事，相關法律責任悉由申請者自行負擔。 
（二）完成教材之智慧財產權屬學校與製作教師共有。教師可個別進行網路教學使用，

但須回饋使用狀況予教學發展中心，以利後續課程教材參考與改進。且本校得

無償利用該著作，雙方並需簽署著作利用合約(如附件)。 
（三）獲本要點補助之計畫，應於核定補助期限內執行完畢，原則上不得因任何因素

申請計畫展延。已申請本項補助者，不得以同一教材成果重複請領本校或教育

部款項支應之它項補助。  
（四）參與計畫之助理可參與教學發展中心定期舉辦之相關訓練課程。 
（五）通過補助之課程請於學期課程執行期間，依規定時程上傳課程教材，以利教學

發展中心追蹤執行進度與教材製作狀況，適時給予協助。 
（六）教師依規定申請開設磨課師課程，經審核通過後(不論補助與否)，課程教材之

呈現與班級經營等相關實施機制，以使用本校所提供之「行動學習平台」為原

則，並應遵循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實施之。 
（七）獲補助之教師，應參加本校所舉辦之相關數位教材成果發表觀摩會，有分享心

得、協助推廣及接受教育部數位學習相關評鑑或訪視之義務。 
（八）課程結束後須繳交「正修科技大學數位教學課程期末報告書」，並保留教學平

台之全學期教學內容至少三年（含教材、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及作業報告等）

供教學發展中心做成評鑑報告，作為教育部評鑑之用。  
 

第六點 實施原則：  
教師錄製之「教學影片」以磨課師(MOOCs)之教材形式製作，每一教學

影片應提供完整的學習概念，長度以 5-15 分鐘精簡呈現一個主題為原

則，不鼓勵隨堂錄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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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 數位教學實施原則，除本辦法規定之外，為使數位教學課程之運作有所

遵循，並維持 良好教學品質，另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數位教學教師手冊』。 
 

第八點 數位教學課程之教學相關作業包含授課時數、教學平台系統、教材規

格、成績評量及考試方式等，應符合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之各項規定。「教學計畫」內容需包含下列項目：  
（一）開授課程（含教學科目、內容及學分數）  
（二）開課期間及教材授課時數（說明開課起迄日期、教材內容播放/閱覽時數、預計

修課學生人數）  
（三）課程說明需包含以下項目  

1.教學目標  
2.適合修讀對象  
3.課程大綱  
4.教學活動  
5.學生分組與老師互動討論(包括文字或視訊同步教學教室)  
6.作業繳交(設定自動催繳機制)  
7.成績評量方式(批閱、回饋、優秀作品觀摩、同儕互評功能)  
8.上課注意事項  
9.軟硬體及人力概況說明。  

 
第九點 獎勵方式： 

（一）經認證審核通過者，將視教材製作單元數由數位教學委員會議審查，報請校長

核定獎助給予獎勵金額。獎勵金額最高以兩萬元為限，並視當年度預算彈性調

整。 
（二）獲核定之課程，依教材單元數先撥付第一期1/2獎勵金予申請教師製作數位教

材，修課人數鐘點計算以本校「專任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並得

減授基本鐘點三小時。 
（三）教材完成且經認證審查通過者，再行撥付第二期1/2獎勵金。 
（四）同一門數位學習教材在連續三學年內，至多獎助一次，並以一名教師為原則。

若為多名教師合作，其教材編製費由合作教師自行分配使用。 
（五）助理工讀金上限為300小時，另行編列經費由教師自行運用，其工讀金及工讀時

數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點 數位教學績優教師選拔，由『數位教學推動委員會』組成評審小組評選，

並頒發績優教師獎金及獎狀以資鼓勵。 
 

第十一點 教師實施數位教學成效得作為升等、計點或年度成績考核時之參考。 
 
第十二點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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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數位教學課程教材利用合約 
    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與立契約人         （以下稱乙方）及，就數位
教學課程之利用事宜，協議如下：  
第一條 定義  
（一）數位教學：本約所稱數位教學課程，係指甲、乙雙方將具有教育功能、學習意

義及學術價值之著作置於指定之教學平台上，提供使用者透過媒體後得進行檢

索、瀏覽、下載、列印之教學活動。  
（二）有權使用者：本約所稱有權使用者，限於甲方及乙方之在學學生、專兼任教師、

職員、及其他修習甲方所開設課程之學生。  
第二條 利用標的  
（一）教材名稱：  
（二）前項授課時之講義、簡報或其他參考資料性質之著作。  
第三條 利用範圍  
    甲方得為數位教學之目的，將前條利用標的作下列之利用：  
（一）於乙方授課進行中，予以全程錄音、錄影，並得筆錄、攝影。  
（二）就前款重製物以錄音、錄影、筆錄、攝影、數位化或其他方法重製或編輯。  
（三）就前2款重製物或編輯物，在校園或甲方所指定之場所散佈。  
（四）就第1款或第2款重製物或編輯物予數位化後，在甲方教學平台上公開傳輸。  
（五）提供有權使用者利用甲方之教學網站，進行數位學習，並於學習目的範圍內檢

索、瀏覽、下載、列印。  
第四條 利用期間  
    甲方得視教學需要隨時利用該教材。  
第五條 甲方之義務  
（一）甲方應採適當之措施告知有權使用者數位教學之定義、範圍及有權使用者之利

用範圍。  
（二）甲方應在其網站，以適當之文字揭示本約第1至第3 條之內容，並採取防盜拷措

施。  
（三）甲方利用本標的時，應標示乙方之姓名及其數位學習教材名稱。  
第六條 權利擔保  
（一）乙方擔保本約標的，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否則，由乙方自

負法律上責任。  
（二）甲方如因利用本標的，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時，乙

方應出面協助甲方為必要之處理，甲方如因此遭受損害者，乙方應負賠償之責。  
第七條 授權之禁止  
    未經雙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授權予本約以外之第三人利用。  
第八條 契約解釋  
（一）本約若有未盡事宜，依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  
（二）本約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解釋。  
（三）本約之一部分縱經解釋認定為無效，雙方同意不因此影響其他部分之效力。  
第九條 契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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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約之內容，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變更契約之內容。  
第十條 合意管轄  
    本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契約原本  

本約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  

代表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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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中等學校教師加科暨加另一類科審查作業要點 

98.9.18 中心會議通過 
98.9.28 教務會議通過 

101.9.19 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1.10.1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13 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暨教中(一)字第 0980514494 號函訂

定之。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於已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或其他階段合格教師證書欲加辦其他類

科或其他同屬中等學校階段之科目登記者。 

第三條 申辦對象及資格： 
一、 具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之本校校友。 
二、 具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或其他階段合格教師證書之非本中心校友，其畢業

大學： 
(一) 未有該任教專門課程之規劃。 
(二) 為非師資培育之大學。 

第四條 審查委員會任務與組成委員 
一、 為辦理加科暨加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業務，本校得設置審查委員會。 本委員

會置主任委員一名，由校長兼任，並置委員若干人，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與中

心教師暨相關系所主任等組成，為無給職。 
二、 本審查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資格條件審查。 
(二) 學、經歷證件之審查。 
(三) 任教學科領域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證明書、學分表)之審查。 
(四) 相關證件之審查。 
(五) 其他有關事項之審查。 

第五條 作業程序： 
一、 繳交資料(每加註乙科皆須備齊乙份完整資料)： 

(一) 教師加科登記申請表乙份(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填寫，電腦打字列印；簽章欄

並加蓋私章，修改部分需蓋印)。 
(二) 專門科目認定申請表乙份(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填寫，電腦打字列印；簽章欄

並請加蓋私章，修改部分需蓋印)。 
(三) 認定修習專門科目及學分表乙份(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填寫，電腦打字列印)。 
(四) 畢業證書影印本乙份（加註與正本相符且簽名加蓋私章，非本中心校友需

檢附正本，正本驗畢後發還）。 
(五) 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影印本乙份（加註與正本相符且簽

名加蓋私章，非本中心校友需檢附正本，正本驗畢後發還）。 
(六) 中等學校教師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印本乙份（加註與正本相符且簽

名加蓋私章，非本中心校友需檢附正本，正本驗後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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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等學校或其他階段合格教師證書影印本乙份（加註與正本相符且簽名加

蓋私章，非本中心校友需檢附正本，正本驗畢後發還）。合格教師證書發

證已逾十年以上者，另須附未中斷教學工作十年以上之服務證明文件。 
(八) 曾加科登記之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印本(曾申請過加科登記者)乙份（加

註與正本相符且簽名加蓋私章，非本中心校友需檢附正本，正本驗畢後發

還）。 
(九)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影印於同一面)乙份。 

(一)至(九)項以 A4 格式紙張影印或列印。 
(十) 最近三個月 1 吋半身正面相片 3 張（學士照、生活照、彩色列印之照片均

不受理）。 
(十一) 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十二) 工本費：每加註一專長酌收本中心校友工本費新台幣叁佰元整，非本中心

校友工本費新台幣伍佰元整。需進行專門科目認定者，每一科目酌收工本

費新台幣伍佰元整。 
(十三) A4 牛皮 30 35 元回郵信封(若不克親自取件者)。 

二、 受理期間：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日 31 日、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接受加科登記申請。 

三、 申請流程： 
(一) 上網至本中心網站下載三種加科登記電子檔，填妥資料後，備齊相關文件

至本中心資格審查、繳交費用及申請資料。 
(二) 送件申請後，請自行上網查詢審查結果之公告日期及審查結果。證件未齊

者，將不另行通知，請自行於審查公告期限內補齊，逾期恕不受理。 
(三) 審查通過之名單將由本中心召開審查委員會議，審查期間預計 2 個月(補件

時間另計)，待會議審核通過後統一造冊，並送交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辦理。 
(四) 通過者請於公告時間內至本中心領取證書或檢附回郵信封由本中心寄發，

逾期恕不負保管之責。 

第六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 92 年 10 月 14 日台中(三)字第 0920145078 號函，中等學校類科合格

教師修畢第二專長學分或領域專門課程者，其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

課程學分表由開設之學校開具。故符合此情形者，請於修習第二專長學分或領

域專門課程之所在學校辦理。 
二、 依據教育部 95 年 4 月 6 日第 56 次「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暨 95 年 4

月 14 日台中(三)字第 0950053436 號函所示之規定，95 年 4 月 14 日後開設之推

廣教育班別，應以年度事前報部核定開班者始得採計為專門科目學分。相關課

程，由申請者提出核報證明。 
三、 本中心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專門科目一覽表各科(含各領域：主修專長)所應具備

之專門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請逕至本中心網頁查詢參辦。 
四、 專門科目學分認定之方式：凡在大學及獨立學院所修之科目、學分數與本學分

對照表規定之專門科目及其學分數相同者，均予承認，名稱不同但相近科目之

採認由各專門科目適合培育之系所主任認定；二專及五專四、五年級所修習之

學分，經本校相關系所審酌其教學目標及課程內涵，成績及格者，得予以採計，

惟採認學分數不得超過專門課程之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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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者在繳件且經本中心開立收據後，本中心方受理加科(加領域專長)登記，若

經審查不符合規定，概不退費。 
六、 本要點所列事項攸關自身權益，如因個人疏忽、檢附資料不全或註記不清而造

成自身權益受損，後果請自行負責。 

第七條 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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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93.01.05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96.10.01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102.06.10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103.07.22 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通過 

壹、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對實習學生之輔導，增進其理論與實務的聯結，提升教育專業知能

與專業精神，培育優良師資，特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及師資培育

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育實習輔導之目的為提升下列知能： 

一、 瞭解班級教學情境，演練教學知能。 

二、 瞭解教育對象，演練班級經營管理知能。 

三、 見習並參與學校行政工作，瞭解學校運作。 

四、 體認教師職責及角色，培養專業精神。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界定如下： 

一、 教育實習機構：係指經遴選供教育實習之中等學校。 

二、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係指本校開設師資培育各類課程之單位。 

三、 實習指導教師：係指本校教師受聘指導實習學生者。 

四、 實習輔導教師：係指教育實習機構教師，由實習學校向本校推薦，輔導實

習學生者，包括主要輔導教師、校長及主任等。 

第四條     本校為審議教育實習相關議題，設教育實習審議小組，由本校校長擔任會議召

集人，成員包括本中心專任教師、行政單位代表、各系所主管及教育實習機構

之主管。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任務如下： 

一、 參加教育實習資格之審查。 

二、 審議本校教育實習有關事項。 

第五條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進行半年全時實習，其實習期間與申請實習時

間如下： 

一、 上學期實習期間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申請時間為

每年十二月至翌年的三月底止。 

二、 下學期實習期間自每年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申請下學期實習

者，申請時間為每年六月至九月底止。 

三、 申請實習者需繳交教育實習意願調查表及實習同意書函。 

第六條     實習學生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課程期間，得比照參加政府機關主辦之訓練，申

請延期徵集入營。實習學生中途因故停止實習，本校應輔導其儘速通知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役政單位。 

第七條     實習學生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事項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與

研習活動。實習期間以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為輔。教學實習占百分之四十五、導師(級務)實習占百分之三十、行政實習占

百分之十五及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為原則。 

貳、實習學生之資格與審核 

第八條     本校學生經教育部核定列為師資培育名額者，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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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繳交原師資培育機構出具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證明書，經教育實習審議小組審查通過，

始得參加半年之教育實習： 

一、 依大學法之規定，取得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課 

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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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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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專業課程者。 

第九條     申請教育實習課程學生，得自行向本校或其他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

之大學，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本校受理輔導他校實習學生，應與原就

讀師資培育之大學確認實習學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事項，始得進行教

育實習輔導。未參加本校辦理之「師資職前教育訓練」者，不得實習。師資生

如涉及刑事案件，經起訴者，不予受理教育實習之申請。 

參、實習輔導 

第十條 本校為辦理教育實習課程，應訂定實施規定，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規劃教育實習課程內涵。 

二、 規劃教育實習評量項目及方式。 

三、 編印教育實習手冊。 

四、 舉辦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

實習期間之權利及義務等相關事項。 

五、 明定實習學生違規議處機制。 

六、 明定教育實習輔導費收取數額、用途及退費等規範。 

第十一條 實習學生輔導方式與分工如下： 

一、 到校輔導：由本校聘任之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予以輔導，

並與教育實習機構首長、實習輔導教師及學生訪談。 

二、 研習活動：由本校辦理返校座談或研習活動，並以每個月一次為原則。 

三、 通訊輔導：由本校編輯教育實習輔導通訊，定期寄發實習生參閱。 

四、 諮詢輔導：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得以電話及網路，向本校諮詢相關問題。 

五、 平時輔導：由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予以輔導。 

六、 成果分享：由本校辦理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果發表及心得分享活動。 

第十二條 本校教育實習有關事項由師資培育中心主辦，其他相關單位協辦。辦理事項如

下： 

一、 規劃實習學生輔導制度。 

二、 承辦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開會有關事項。 

三、 學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之輔導有關事項。 

四、 教育實習機構之送審與簽約有關事項。 

五、 辦理實習學生之返校座談、巡迴輔導、研習活動、諮詢輔導、通訊輔導等

有關事項。 

六、 遴聘實習指導教師，並發給聘書。 

七、 核發各教育實習機構之實習輔導教師聘書事項。 

八、 辦理實習學生評量核發各實習學校之實習輔導教師聘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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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有關事項。 

十、 其他有關教育實習事項。 

第十三條 實習指導教師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推薦，以具有在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

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教育機構一年以上之教學經驗或臨床教學經驗者

為原則。 

第十四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主要工作事項如下： 

一、 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 溝通協調實習學生與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間之意見。 

三、 對實習學生進行巡迴輔導，至少到校輔導一次。 

四、 觀察實習學生教學實習，並給予回饋意見。 

五、 主持或參與實習學生之返校座談。 

六、 批閱實習學生各項作業與報告，並加以輔導。 

七、 評閱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檔案。 

八、 與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量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九、 其他有關實習學生輔導事項。 

第十五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每人指導實習學生以八人至十二人為原則，並支給每週二小

時鐘點費的指導費；指導實習學生人數五人以下者，支給每週一小時鐘點費的

指導費，教育實習之授課時數，採外加方式。前往教育實習機構輔導時，本校

給予公差，並依規定支給差旅費。 

肆、教育實習機構之選定與職責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公告所轄適宜辦理教育實習及願意提供實習機

會之機構名單。 
教育實習機構之遴選條件如下： 

一、 地理位置便於本校輔導者。  

二、 行政組織健全、合格師資充足及軟硬體設施齊備，足以提供充分教育實習

環境者。  

三、 曾獲主管機關校務評鑑評定優良或通過基礎評鑑者。  

四、 經本校主動推薦者。  

五、 首長具合格教師證書者。  

六、 近三年無重大違規事件經主管機關要求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第十七條 本校特約學校教育實習機構協助辦理下列事項： 

一、 提供教育實習名額。 

二、 成立實習學生輔導小組，辦理各項有關實習學生之指導工作。 

三、 遴選合格優秀之專任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四、 配合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級務實習、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等實習項目。 

五、 與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共同對實習學生進行評量。 

六、 其他有關實習學生輔導事項。 

第十八條 實習輔導教師應具有合格教師資格。但新增類科或稀少性類科無足夠合格師資

可供遴選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每位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 
實習輔導教師由教育實習機構遴選，薦送本校聘定。其遴選原則如下： 

一、 有能力輔導實習學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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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意願輔導實習學生者。 

三、 具有教學三年以上及擔任導師三年以上之經驗者。但有特殊情形，經教育

實習機構主動推薦，並經本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為順利推展實習輔導工作，教育實習機構應成立教育實習輔導小組，擬訂教育

實習機構教育實習輔導計畫，推動相關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本校並應主動提供

必要之指導及協助。 

伍、實習輔導教師之職責及獎勵 

第二十一條 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之主要輔導教師主要工作事項如下： 

一、 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二、 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 輔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四、 評閱實習學生之作業或報告。 

五、 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六、 輔導實習學生心理調適問題。 

七、 參與本校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八、 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之校長及主任，負責行政實習與研習活動之安排與輔導，以

及其他有關實習學生輔導事項。 

第二十二條 教育實習機構得減少實習輔導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一節至二節。 

第二十三條 本校得發給實習輔導教師聘書或感謝狀。 

第二十四條 實習輔導教師任滿半年以上，輔導績效良好，有具體事實者，本校及主管機關

得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 

六、實習學生之職責 

第二十五條 實習學生應全時參與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規劃之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

行政實習及研習等活動。 

第二十六條 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開始前，與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研商後，擬訂

教育實習計畫，包括教育實習機構概況、實習目標、實習活動、預定進度及評

量事宜，以作為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第二十七條 實習學生之教學實習，應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

主，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

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第二十八條 實習學生應參加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安排之座談或研習；參加座談或研習者給

予公假。 

第二十九條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繳每月實習工作報告或心得五篇及期末總心得報告一

篇，並於期末整理成個人實習檔案，送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評閱。 

第三十條 申請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請時繳交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其收費標準比照本校當學期教育學程學分費收費標準，中途中止實習者，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退費，教育實習輔導費專款專用。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

間視同本校學生，得參加本校學生平安保險，已辦理其他保險拒絕加保者，本

校應盡告知義務，請實習學生簽署切結書，並同時以書面通知學生家長。 

第三十一條 實習學生之各項教育實習活動應有正式教師在場指導。實習學生不得從事下列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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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獨擔任交通導護。 

二、 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三、 單獨照顧身心障礙學生。 

四、 代理導師職務及行政職務。 

五、 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機構課後打工、兼差，應經本依教育實習實施規定及教育

實習計畫審慎評估，並取得本校之同意。 

第三十二條 實習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向教育實習機構報到。除因重大疾病或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外，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 

第三十三條 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規定，實習學生不得於教育實習期間擔任短期部分時間代

課，亦不得同時於其他機構擔任專職工作或進修學位。 

七、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及請假規定 

第三十四條 實習學生實習成績評量，採百分法，以六十分為及格。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評量

占百分之五十，教育實習機構評量占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五條 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之評量項目及比率如下： 

一、 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五。 

二、 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 行政實習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四、 研習活動成績占教育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 

第三十六條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良好者，本校及實習學校得給予獎狀。 

第三十七條 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與教育實習機構應分別於十二月下旬或六月中旬以前，將實

習學生成績送交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學生實習成績不及格者，得重新辦理註冊，

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並繳納教育實習輔導費，但以二次為限。 

第三十八條 實習學生無故未參加本校安排之每月返校座談超過二次以上者，不予評定教育

實習成績。 

第三十九條 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期間如涉及刑事案件，經起訴者，不予評定教育實習成績；

如隱匿不報，事後經發現者，其教育實習成績自始無效。 

第四十條 實習學生半年教育實習期間之請假別及日數，依本校之規定辦理。實習學生協

助教育實習機構於夜間及假日辦理活動，教育實習機構應核實給予補休假。 

第四十一條 實習學生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數超過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

不得超過八十分；請假日數超過二十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分。 

第四十二條 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以二倍計算。請假累計

超過四十日，應停止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請產假（包括：產前假、分娩假、流產假、陪產假）累計超過四十日，或代表

國家參加國際比賽等活動請假累計超過十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補足教育實

習。 

教育實習機構應通知本校其實習學生請假情形，本校應據以辦理教育實習成績

評量及追蹤輔導。 

第四十三條 因教育實習成績不及格、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得向本校

重新申請教育實習及繳費。但在原教育實習機構重新實習者，以一次為限。 
前項因重大疾病或事故停止教育實習之實習學生，重新申請教育實習時，本校

應審慎輔導及評估其教育實習機構環境，必要時應召開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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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本校、教育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教育實習課程

成績評量相關事項。 

八、附則 

第四十五條 凡本校學生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以後進入師資培育學程者，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修習而尚未修畢師資培育

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得選擇適用本辦法之規定。或自師資培育修正施行

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十年內，得適用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但符

合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生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者，自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

之日起二年內，得適用原辦法之規定。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九十二年七月三

十一日以前）之本校畢結業生，已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自師資培育修正施行之

日（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六年內，得適用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但符

合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生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者，自師資培育法修正施行

之日起二年內，得適用原辦法之規定。 

第四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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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選修課程分為二個領域，各有核心課程三門。學生必須選修六門核心課程中不同領域至

少兩門始得畢業。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碩士班 102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必修：9 學分【含高等生產與作業管理3學分、論文6學分二學期、書報討論0學分四學期、研究方法0學分一學期】 

選修：27 學分 
102/3/19 制定 
103/9/5 修訂 

共同必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書報討論(一) 
(0 學分/2 小時) M6A01 

書報討論(二) 
(0 學分/2 小時) M6A02 

高等生產與作業管理 
(3 學分/3 小時) M6403 

研究方法 
(0 學分/2 小時) M6A05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書報討論(三) 

(0 學分/2 小時) M6A03 
書報討論(四) 

(0 學分/2 小時) M6A04 

碩士論文(一) 
(3 學分) M6B01 

碩士論文(二) 
(3 學分) M6B02 

專題討論(三) 
(1 學分/2 小時) M6A06 

專題討論(四) 
(1 學分/2 小時) M6A07 

 上學期 下學期 
選    
 
修 
 
科 
 
目 
︵ 
均 
為 
3 
學 
分 
3 
小 
時 
︶ 

作業管理領域 高等品質管理 M6N08 製造管理 M6N15 
供應鏈管理 M6N07 存貨管理 M6N13 
高等工程經濟 M6N05 人因工程 M6N18 
排程理論與策略 M6N40 六標準差 M6N19 

專案管理 M6N10 可靠度工程 M6N12 
產業經營分析 M6N20 自動化生產系統 M6N43 
人力資源管理 M6N21 績效評估與管理 M6N28 
行銷策略 M6N23 作業風險管理 M6N44 

決策分析領域 統計資料分析 M6N49 實驗設計 M6N09 
高等作業研究 M6N04 創意思考 M6N38 
隨機模式與應用 M6N01 多變量分析 M6N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M6N03 資料探勘 M6N41 

迴歸分析 M6N30 多目標規劃 M6N42 
系統模擬 M6N34   

 



40 
 

103.09.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3.09.10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雙軌訓練旗艦班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微科技(高級技術員)專班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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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分[含通識必修 18 學分，專業必修 86 學分]  
選修 24 學分[含通識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0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表上機課程；+表公司要求課程；◎表必開之核心認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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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必修 40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必修 40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必修 40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必修 40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必修  職場倫理 2/2 通識必修  勞動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3A26 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03B01 電子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3B28 微算機原理  *△ 3/3 專業必修 403A09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3A63 工廠實習(一) △ 4/6 專業必修 403A64 工廠實習(二) △4/6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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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選修 300A44 邏輯與思考 2/2 通識必修  人際溝通 2/2 
專業必修 403A83 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03B02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3B29 數位邏輯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3A71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必修 403A10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3B32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必修 403A91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3A48 嵌入式系統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03A65 工廠實習(三) △ 4/6 專業必修 403A66 工廠實習(四) △ 4/6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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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3A59 半導體製程設備 3/3 通識必修  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3B26 電子材料 3/3 專業必修 403B27 
顯微鏡結構觀察及其試片

準備 3/3 

專業必修 403B30 嵌入式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3B31 電子構裝 3/3 
專業必修 403B06 基礎光學 3/3 專業必修 403A35 工廠實習(六) △ 4/6 
專業必修 403A34 工廠實習(五) △ 4/6 專業選修 403N16 半導體廠務實習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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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A98 工廠實習(七) △ 4/6 通識選修 300D98 運動與體適能 2/2 
專業選修 403B15 機構學 3/3 專業必修 403A99 工廠實習(八) △ 4/6 
專業選修 403B2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N90 電腦輔助製圖 *△ 3/3 
專業選修 403N88 機電整合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3N91 成品視覺檢測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N89 可程式控制實習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備註：△表實習(驗)課程、*表上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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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3.09.10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 二技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2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16 學分)、專業選修 

48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E030011 文學欣賞 2/2 專業必修 E03A031 光電工程導論 3/3 
專業必修 E03A011 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E03N041 計算機組織 3/3 
專業必修 E03A021 數位邏輯 3/3 專業選修 E03N051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E03N011 數位邏輯實習    △4/4 專業選修 E03N061 數位系統設計實習     △4/4 
專業選修 E03N021 能源概論 3/3 專業選修 E03N071 通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E03N031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E03N081 感測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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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E030031 跨領域通識 2/2 通識基礎必修 E030021 實用英文  2/2 
專業必修 E03A051 生產實務 3/3 通識基礎必修 E030041 社會科學 2/2 
專業選修 E03N091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E03A041 電子電路實習   △ 4/4 
專業選修 E03N101 硬體描述語言 3/3 專業選修 E03N131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專業選修 E03N111 資訊科技概論 3/3 專業選修 E03N141 太陽能電池模擬實習    △ 3/3 
專業選修 E03N121 資訊科技實務    *4/4 專業選修 E03N151 能源概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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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表實習(驗)課程、*表上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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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3.09.10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僑生專班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微科技(高級技術員)專班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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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14 學分，專業必修 86 學分](核心認證課程 43 學分) 

       選修 2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2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表上機課程、◎表必開之核心認證課程。 
4.開課科目涵蓋認證相關課程說明如下：(1)職場倫理與文化涵蓋勞動法規與職場倫理；(2)人際關係與溝通

涵蓋人際溝通與生涯規劃；(3)電子電路(一)與電子電路(二)涵蓋電子電路學；(4)計算機概論涵蓋微算機

原理；(5)數位邏輯與數位邏輯設計實習涵蓋數位邏輯設計；(6)顯微鏡結構與應用涵蓋顯微鏡結構觀察及

其試片準備；(7)半導體製程技術與半導體製程設備涵蓋半導體製程；(8)半導體封裝技術涵蓋電子構裝；

(9)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涵蓋嵌入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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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300BE1 職場倫理與文化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H7 科技與社會 2/2 
專業必修 403A26 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03B01 電子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3A38 計算機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03A09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3A63 工廠實習(一) △ 4/6 專業必修 403A64 工廠實習(二) △ 4/6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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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300A44 邏輯與思考 2/2 通識博雅必修 300B50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專業必修 403A83 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03B02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3A39 數位邏輯 3/3 專業必修 403A71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必修 403A10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3A50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必修 403A91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3A48 嵌入式系統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03A65 工廠實習(三) △ 4/6 專業必修 403A66 工廠實習(四) △ 4/6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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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3A59 半導體製程設備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AE3 設計與創作 2/2 
專業必修 403B26 電子材料 3/3 專業必修 403B27 顯微鏡結構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3A75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3B07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必修 403B06 基礎光學 3/3 專業必修 403A35 工廠實習(六) △ 4/6 
專業必修 403A34 工廠實習(五) △ 4/6 專業選修 403N16 半導體廠務實習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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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A98 工廠實習(七) △ 4/6 通識博雅選修 300D98 運動與體適能 2/2 
專業選修 403B15 機構學 3/3 專業必修 403A99 工廠實習(八)    △ 4/6 
專業選修 403B2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N90 電腦輔助製圖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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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3N88 機電整合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3N91 成品視覺檢測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N89 可程式控制實習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備註：△表實習(驗)課程、*表上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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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30915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309XX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09XX 校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系 103 學年永達技術學院安置生 日五專課程標準 

總畢業學分至少 220 學分：合計必修 202 學分 ，選修 18 學分  
必修含【部訂一般必修 84 學分，部訂專業必修 44 學分，校訂專業必修 74 學分】， 

選修含【校訂專業選修 18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1001-永達) 一年級下學期(1002-永達)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1 國文(一)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0 國文(二)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2 英文(一)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1 英文(二)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3 數學(一) 4/4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2 數學(二) 4/4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4 化學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3 物理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5 音樂(一) 1/1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4 生物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6 計算機概論(上機) 2/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5 音樂(二) 1/1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7 體育(一)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6 體育(二)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8 全民國防教育(一)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7 全民國防教育(二)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09 服務領導課程(一) 0/1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8 服務領導課程(二) 0/1 

部訂專業必修 505A61 基本電學(一)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A63 基本電學(二)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62 基本電學實習(一)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A64 基本電學實習(二)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1 化學實驗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A65 計算機程式(上機)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2 生活教育 1/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6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1011-永達) 二年級下學期(1012-永達)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部訂一般必修 505A19 國文(三)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5 國文(四)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0 英文(三)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6 英文(四)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1 歷史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7 公民與社會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2 藝術與生活(一) 1/1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8 地理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3 體育(三)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9 藝術與生活(二) 1/1 

部訂一般必修 505A24 全民國防教育(三)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0 體育(四) 2/2 

部訂專業必修 505A66 電腦軟體應用(上機)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1 全民國防教育(四) 2/2 

部訂專業必修 505A67 數位邏輯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8 專業物理(二)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68 數位邏輯實習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9 進階數學(二) 4/4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3 專業物理(一)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0 數學演練(二) 1/2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4 進階數學(一) 4/4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1 物理實驗(二)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5 數學演練(一) 1/2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2 電工實習二工配實習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6 物理實驗(一)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07 電工實習一室內配線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30 學分  3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0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1021-永達) 三年級下學期(1022-永達)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2 國文(五)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6 國文(六) 3/3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3 英文(五)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7 英文(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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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訂一般必修 505A34 生涯規劃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8 法律與生活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5 體育(五) 2/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39 體育(六) 2/2 

部訂專業必修 505A69 電路學(一)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5 電子學(二)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0 電子學(一)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6 電子學實習(二) 1/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1 電子學實習(一) 1/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7 工程數學(二)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2 工程數學(一)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5 電機機械(二)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3 微處理機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6 電機機械實習(二) 1/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4 微處理機實習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7 電路學(二)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3 電機機械(一)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8 微處理機應用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4 電機機械實習(一)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19 微處理機應用實習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7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7   學分  33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1031-正修) 四年級下學期(1032-正修)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部訂一般必修 505A40 體育(七) 0/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41 體育(八) 0/2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8 電子學(三) 3/3 部訂專業必修 505A79 專題製作(一)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0 工業配電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1 輸配電(一)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6 感測器原理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2 工業電子學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7 輸配電(二)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3 可程式控制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8 電工製圖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4 電腦網路應用實習 2/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29 介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505C0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505C02 電子電路 3/3 

專業選修 505C21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專業選修 505C26 人格與修養 1/2 

專業選修 505C22 網路管理實務 3/3 專業選修 505C27 理財規劃 2/2 

專業選修 505C23 性別平等教育 2/2 專業選修 505C28 社會科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505C24 資料結構 3/3 專業選修 505C29 多媒體導論 3/3 

專業選修 505C25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505C30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505C40 通信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505C41 網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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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小時 

五年級上學期(1041-正修) 五年級下學期(1042-正修)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屬性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部訂一般必修 505A42 體育(九) 0/2 部訂一般必修 505A43 體育(十) 0/2 

部訂專業必修 505A80 專題製作(二)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32 能源概論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30 自動控制 3/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33 自動控制實習 1/3 

校訂專業必修 505B31 電力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505C05 發變電工程 3/3 

專業選修 505C03 配線設計 3/3 專業選修 505C06 電機設備保護協調 3/3 

專業選修 505C04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505C35 技能檢定輔導 3/3 

專業選修 505C31 經濟與商業環境 2/2 專業選修 505C36 平面動畫設計 3/3 

專業選修 505C32 科技文選 2/2 專業選修 505C37 電機工程導論 3/3 

專業選修 505C33 資訊科技概論 3/3 專業選修 505C38 光纖通訊 3/3 

專業選修 505C34 C 程式語言(上機) 3/3 專業選修 505C39 通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505C43 室配技能實務 3/3 專業選修 505C42 光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505C44 電腦硬體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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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院校 二技 建築系 課程標準表 (102 入學-建築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7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7 學分，專業必修 16 學分】、選修 4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

修 45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102 學年度) 第一學年下學期(102 學年度)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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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M0011 職場英文 2 2 通識基礎必修 E0M0021 文學欣賞 2 2 

專業必修 E0MA011 建築設計一 5 5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 2 

專業必修 E0MA031 建築設計三 4 4 專業必修 E0MA021 建築設計二 5 5 

專業選修 E0MN011 建築法規 2 2 專業必修 E0MA041 建築設計四 4 4 

專業選修 E0MN021 建築結構與造型 3 3 專業選修 E0MN051 都市計畫法規 3 3 

專業選修 E0MN031 敷地計畫 3 3 專業選修 E0MN061 結構行為 3 3 

專業選修 E0MN041 施工估價 3 3 專業選修 E0MN071 環境景觀設計 3 3 

                    

    合計 22 22     合計 22 22 

第二學年上學期(103 學年度) 第二學年下學期(10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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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 2 專業必修 E0MA061 建築設計六 4 4 

通識基礎必修 E0M0031 工程數學 3 3 專業選修 E0MN101 生態工法 3 3 

專業必修 E0MA051 建築設計五 4 4 專業選修 E0MN111 電腦輔助設計專題* 3 3 

專業選修 E0MN081 電腦輔助繪圖專題* 3 3 專業選修 E0MN121 建築物理 2 2 

專業選修 E0MN091 現代建築特論 2 2 專業選修 E0MN131 建築規劃實務 2 2 

                    

    合計 14 14     合計 14 14 

總開授學分 72 學分     總開課時數 72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     

*表示須繳電腦上機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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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0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金融管理系 金融行銷組 課程標準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必修 64學分，專業選修 30學分)(含跨院選修 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9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0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1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1/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7  必修： 18/2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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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2 銀行實務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1 行銷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3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5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5/17  必修：14/1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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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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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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6 金融商品行銷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4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7 徵授信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8 外匯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33Q06 銀行會計 2/2 系  訂  選  修 433Q18 不動產理論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7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7 消費者行為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9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院 級 選 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11/12  必修：8/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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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Q13 資產證券化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8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4 顧客關係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Q15 專案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8 金融機構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6 投資型保險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9 財產保險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0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1 商務企劃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4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9 
專  業  選  修 433Q12 市場調查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4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院  級  選  修 40UN14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9     

必修：6/9  必修：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3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

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年級上學期「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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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0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財富管理組 課程標準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必修 64學分，專業選修 30學分)( 含跨院選修 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9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0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1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1/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7  必修：18/2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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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5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R01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7/19  必修：15/1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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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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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8 理財規劃與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6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6 投資組合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7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7 金融創新商品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9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4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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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12/15  必修：4/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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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R10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8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1 退休理財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R12 高資產客戶理財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8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3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9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4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4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9 
院 級 選 修 40UN14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院 級 選 修 40UN14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9     

必修：6/9  必修：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3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

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年級上學期「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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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0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證券投資組 課程標準 101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7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必修 61學分，專業選修 34學分)(含跨院選修 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1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18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3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3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2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0E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A09 管理學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0EA22 金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2 *多媒體製作 2/3 

必修：19 學分/24 小時 必修：20 學分/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19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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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  訂  必  修 40EC01 貨幣銀行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院 級 必 修 40EA11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0 財務管理(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4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3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0EA08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0EQ01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2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4 財務管理(二)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5 個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6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9 信託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0 保險理論與實務 3/3 

必修：16 學分/18 小時 必修：15 學分/1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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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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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0EA16 專題研究方法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0EC02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系  訂  必  修 40EC04 期貨與選擇權 3/3 
系  訂  必  修 40EC03 證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8 投資組合分析 2/3 
專  業  選  修 40EQ03 財務報表分析 2/3 專  業  選  修 40EQ07 證券交易法 2/2 
專  業  選  修 40EQ17 行為財務學 2/3 專  業  選  修 40EQ08 財金英文 2/2 
專  業  選  修 40EN21 保險規劃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0EN08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2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9 外匯市場 2/3 
專  業  選  修 40EN23 銀行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0EN30 理財規劃 2/3 
專  業  選  修 40EN11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0EN12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4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7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院 級 選 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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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9 學分/11 小時 必修：5 學分/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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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7 英文能力檢定 0/2 系  訂  必  修 40EA24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0EA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0EQ12 金融機構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3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0EQ13 投資銀行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1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4 財富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9 國際投資 3/3 專  業  選  修 40EN32 金融商品行銷 2/3 
專  業  選  修 40EQ11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8 風險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5 金融創新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9 大陸金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6 資產證券化  3/3     
專  業  選  修 40EN31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0EN16 品德與專業倫理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8 不動產實務 3/3     

必修：6 學分/9 小時 必修：1 學分/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1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

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年級上學期「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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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0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公司理財組 課程標準 101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7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必修 61學分，專業選修 34學分)(含跨院選修 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1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18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3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3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2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  訂  必  修 A0E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0E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2 金融市場 3/3 
系  訂  必  修 40E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9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2 *多媒體製作 2/3 

必修：19 學分/24 小時 必修：20 學分/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E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19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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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  訂  必  修 40EA10 財務管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0ED01 中級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D02 中級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11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3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0EA14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1 貨幣銀行學 3/3 系  訂  必  修 40EA08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4 財務管理(二)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5 個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6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9 信託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0 保險理論與實務 3/3 

必修：16 學分/18 小時 必修：18 學分/19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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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E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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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0EA16 專題研究方法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0ED03 財務報表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0ED04 公司治理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2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0ER05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0ER13 中小企業財務法規與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0ER06 企業評價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1 保險規劃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0ER07  管理會計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2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8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3 銀行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0EN29 外匯市場 2/3 
專  業  選  修 40EN11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0EN12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30 理財規劃 2/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4 租稅規劃與實務 2/3 
院 級 選 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7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院 級 選 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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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6 學分/8 小時 必修：5 學分/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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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7 英文能力檢定 0/2 系  訂  必  修 40EA24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0EA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0ER10 投資決策與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3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0ER11 企業資源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1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0ER12 企業併購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9 創業投資 3/3 專  業  選  修 40EN32 金融商品行銷 2/3 
專  業  選  修 40ER14 創業財務規劃 2/3 專  業  選  修 40EN18 風險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0EN31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0EN19 大陸金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6 品德與專業倫理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8 不動產實務 3/3     

必修：6 學分/9 小時 必修：1 學分/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1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

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年級上學期「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

時。 



55 
 

2014.09.10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金融管理系 金融行銷組 課程標準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必修 63學分，專業選修 31學分)(含跨院選修 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09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3 *多媒體製作 2/3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6  必修： 17/2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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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2 銀行實務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1 行銷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3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5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5/17  必修：14/1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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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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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6 金融商品行銷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4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7 徵授信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8 外匯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33Q06 銀行會計 2/2 系  訂  選  修 433Q18 不動產理論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7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7 消費者行為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9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院 級 選 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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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級 選 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11/12  必修：8/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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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Q13 資產證券化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8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4 顧客關係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Q15 專案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8 金融機構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6 投資型保險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9 財產保險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0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1 商務企劃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4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9 
專  業  選  修 433Q12 市場調查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4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院  級  選  修 40UN14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9     

必修：6/9  必修：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

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年級上學期「暑期校外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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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財富管理組 課程標準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必修 63學分，專業選修 31學分)( 含跨院選修 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09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3 *多媒體製作 2/3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6      必修：17/2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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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5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R01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7/19  必修：15/1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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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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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8 理財規劃與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6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6 投資組合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7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33R15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4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院 級 選 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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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級 選 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9/12  必修：4/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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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R10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8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1 退休理財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R12 高資產客戶理財 3/3 
系  訂  必  修 433D10 金融創新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3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8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4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9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4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9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4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院 級 選 修 40UN14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9     

必修：9/12  必修：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

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年級上學期「暑期校外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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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財務金融系課程標準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         2014.9 修訂 
畢業總學分至少 130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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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04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90E009 軍訓(一)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E010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2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32 ＊計算機概論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27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28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E201 商業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E202 商業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E245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0E246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0E247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90E248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90E212 民法概要 2/2 專業必修 90E211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E269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0E270 商事法 2/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17/144） 合計 16 學分 20 小時（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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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033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35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29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3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1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E018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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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E249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0E250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0E25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0E25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0E253 財務管理(一) 2/2 專業必修 90E254 財務管理(二) 2/2 

專業必修 90E255 ＊商業套裝軟體 1/2 專業必修 90E272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E279 貨幣銀行學 2/2 專業必修 90E273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90E828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E263 金融市場 2/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51/144）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6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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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E274 證券市場 2/2 專業必修 90E276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必修 90E275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業必修 90E265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業必修 90E260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90E277 理財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E883 保險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E881 外匯市場 2/2 

專業選修 90E842 銀行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E886 財金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E869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E887 ＊財金軟體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E884 行為財務學 2/2 專業選修 90E859 金融法規 2/2 
專業選修 90E863 債券市場 2/2 專業選修 90E870 管理會計 2/2 

專業選修 90E844 日文(一) 2/2 專業選修 90E845 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90E885 財金專業證照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86/144）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10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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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101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0 學分，最低 9學分。 

(4)四年級上學期「實務實習」以校外實習為限，且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90E224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90E266 風險管理 2/2 
專業必修 90E258 金融道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E267 公司治理 2/2 

專業選修 90E874 共同基金 2/2 專業選修 90E891 財富管理 2/2 

專業選修 90E888 金融創新商品 2/2 專業選修 90E819 金融機構管理 2/2 

專業選修 90E889 產業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E892 投資銀行 2/2 

專業選修 90E890 資產證券化 2/2 專業選修 90E864 金融行銷 2/2 

專業選修 90E898 實務實習  3/3 專業選修 90E893 創業投資 2/2 

專業選修 90E894 投資決策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90E877 企業併購 2/2 

    專業選修 90E901 財金個案研討 2/2 

合計 14 學分 14 小時（118/144） 合計 12 學分 12 小時（13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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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金融管理系課程標準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            2014.09 修訂 
畢業總學分至少 130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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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4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93300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國防通識必修 9330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2 ＊計算機概論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6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3201 商業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2 商業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3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4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5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6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7 民法概要 2/2 專業必修 933209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33208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1 商事法 2/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17/142） 合計 16 學分 20 小時（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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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13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4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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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33211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12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13 財務管理(一) 2/2 專業必修 933214 財務管理(二) 2/2 
專業必修 933215 銀行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17 行銷學 2/2 
專業必修 933216 ＊商業套裝軟體 1/2 專業必修 933218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選修 93380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33219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3 貨幣銀行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4 總體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5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業選修 933806 中級會計學(二) 2/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51/14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6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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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102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0 學分，最低 9學分。 

(4)四年級上學期「校外實習」以校外實習為限，且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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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33220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業必修 933225 不動產理論 2/2 
專業必修 933221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933226 外匯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2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7 理財規劃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3 金融市場與職業品德 2/2 專業必修 933228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業必修 933224 保險學 2/2 專業選修 933815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07 共同基金 2/2 專業選修 933816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08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17 財金軟體應用 2/2 
專業選修 933809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933818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933810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19 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933812 租稅規劃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20 企業內部控制 2/2 
專業選修 933813 日文(一) 2/2 專業選修 933814 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933811 簡報技巧實務 2/2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88/142）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10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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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231 財金書報導讀 2/2 專業必修 933229 徵授信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32 風險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3230 金融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933821 財金英文 2/2 專業選修 933830 金融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933822 金融創新商品 2/2 專業選修 933831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23 產業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32 投資型保險商品 2/2 
專業選修 933824 商務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33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933825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34 財務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26 金融機構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35 企業併購 2/2 
專業選修 933827 證照輔導 2/2 專業選修 933836 投資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28 不動產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37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29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933838 資產證券化 2/2 

    專業選修 933839 退休理財規劃 2/2 
合計 12 學分 12 小時（120/142）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130/142） 



63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金融管理系課程標準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2014.09 修訂 
畢業總學分至少 130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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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4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93300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國防通識必修 9330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2 ＊計算機概論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6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3201 商業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2 商業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3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4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5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6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7 民法概要 2/2 專業必修 933209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33208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1 商事法 2/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17/142） 合計 16 學分 20 小時（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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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13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4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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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33211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12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13 財務管理(一) 2/2 專業必修 933214 財務管理(二) 2/2 
專業必修 933215 銀行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17 行銷學 2/2 
專業必修 933216 ＊商業套裝軟體 1/2 專業必修 933218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選修 93380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33219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3 貨幣銀行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4 總體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5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業選修 933806 中級會計學(二) 2/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51/14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6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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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102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0 學分，最低 9學分。 

(4)四年級上學期「校外實習」以校外實習為限，且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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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33220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業必修 933225 不動產理論 2/2 
專業必修 933221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933226 外匯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2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7 理財規劃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3 金融市場與職業品德 2/2 專業必修 933228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業必修 933224 保險學 2/2 專業選修 933815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07 共同基金 2/2 專業選修 933816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08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17 財金軟體應用 2/2 
專業選修 933809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933818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933810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19 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933811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20 企業內部控制 2/2 
專業選修 933813 日文(一) 2/2 專業選修 933814 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933812 租稅規劃與實務 2/2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88/142）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10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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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231 財金書報導讀 2/2 專業必修 933229 徵授信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32 風險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3230 金融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933821 財金英文 2/2 專業選修 933830 金融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933822 金融創新商品 2/2 專業選修 933831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23 產業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32 投資型保險商品 2/2 
專業選修 933824 商務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33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933825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34 財務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26 金融機構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35 企業併購 2/2 
專業選修 933827 證照輔導 2/2 專業選修 933836 投資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28 不動產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37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29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933838 資產證券化 2/2 

    專業選修 933839 退休理財規劃 2/2 
合計 14 學分 14 小時（122/142） 合計 12 學分 12 小時（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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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3/14院課程委員會送校務會議 

100/03/08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制訂 
100/02/16數位內容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102/02/26數位多媒體設計課程委員會修訂 102/03/11院教務會議制定 102/03/18校教務會議制定 
103/09/01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100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136學分：必修81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專業必修51學分】 
選修55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學分至多9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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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O00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O002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O020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O02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O018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O019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O008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O00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O0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O404 *程式設計（資管） 2/3 

專業必修 4O432 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4O405 *動畫設計概論 3/3 

專業必修 4O401 *數位內容概論 3/3 專業必修 4O434 *影像處理 2/2 

專業必修 4O433 *電腦繪圖 2/2 專業必修 4O435 *平面設計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43 基礎素描 2/2 專業必修 4O436 數位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O82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O830 *插畫設計 2/2 

必修合計 16/21 必修合計 17 / 2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O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O01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O00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O010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專業必修 4O440 *數位媒體腳本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O441 *多媒體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37 *網頁製作  2/3 專業必修 4O415 科技管理 3/3 

專業必修 4O438 *3D動畫製作 2/3 專業選修 4O809 創意思考訓練(財金) 2/2 

專業必修 4O439 *多媒體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34 *互動媒體設計 3/3 

專業必修 4O411 管理學 3/3 專業選修 4O835 *進階 3D 動畫製作 3/3 

專業選修 4O803 *資料庫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07 *數位攝影與處理 3/3 

專業選修 4O831 *數位音樂 2/2 專業選修 4O808 科技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32 數位遊戲概論 2/2 專業選修 4O412 *動畫角色設計 2/3 

專業選修 4O83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O846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3/3 

必修合計 15 / 20 必修合計 9 / 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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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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00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O013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O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O442 *行動內容應用 3/3 

專業必修 4O416 *人機互動設計 2/3 專業必修 4O443 *行動內容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17 *後製與特效 2/3 專業必修 4O420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4O418 *影音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14 *動作捕捉與編輯 3/3 

專業選修 4O836 *數位資訊網路 2/3 專業選修 4O838 *數位遊戲設計 3/3 

專業選修 4O837 *數位遊戲企劃 3/3 專業選修 4O839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17 科技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16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0O8581 *場景設計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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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必修合計 8 / 13  必修合計 8 / 1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8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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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O014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O445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4O444 創新與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4O427 數位內容講座 2/2 

專業必修 4O424 實務專題(一) 1/3 專業必修 4O428 數位內容技能檢定 1/0 

專業選修 4O818 *數位學習應用 3/3 專業選修 4O826 科技倫理  2/2 

專業選修 4O847 科技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22 *數位出版典藏 3/3 

專業選修 4O823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O824 創業投資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27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實務實習 2/2 專業選修 4O825 科技法律  2/2 

專業選修 4O841 科技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O842 *展場設計 3/3 

專業選修 4O848 遊戲動畫 3/3 專業選修 40O8681 微型創業市場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O8541 校外實習 9/9 專業選修 40O8691 紙模型開發製作 3/3 

專業選修 40O8661 情境故事創作 2/2 專業選修 40O860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二) 1/1 

專業選修 40O8671 公仔造型創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O8531 職場體驗 1/0 

專業選修 40O857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一) 1/1     

必修合計 3 / 7 必修合計 5/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1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表示需電腦上機； 
2.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域不得少於 2學分、
社會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
少於 2學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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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檢定課程；4.「院及選修」課程擇一
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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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                                                                           103.04.30修訂 

一、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03.06.27修訂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學分。 

三、 

1. 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修 42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 

2. 時尚彩妝組：必修 94學分【通識基礎 30學分，專業必修 64學分】；選修 42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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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五、 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最低 16。 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最低 9。 

六、 *表示須上機。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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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時尚文化美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9學分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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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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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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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必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專 業 核 心 能 力 測 驗

(一) 
0/1 

專業必修 
專 業 核 心 能 力 測 驗

(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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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專業選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8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學分 

  二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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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基礎髮型實習 2/3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學分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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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服飾造型與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儀態美學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9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學分 

三年級下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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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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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必修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香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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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分析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一)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視覺圖像設計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0學分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

(二)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必修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英語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二)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彩繪與特殊化妝實習 3/3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頭皮養護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0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5學分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四年級下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工廠實習 2/3 
 

專業必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選修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3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3學分 

註：★師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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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102.11.06訂定     103.04.30修訂   103.06.27修訂 

      必修 90學分【通識基礎 22學分，專業必修 68學分】         

選修 38學分【通識博雅 8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  共 14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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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時尚造型素描 2/2 通識基礎必修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2 

專業必修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美膚學(含實習) 3/3 

專業選修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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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13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英語聽講練習 2/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2 專業必修  
時尚彩 妝設計與實習

(一) 
3/4 

專業必修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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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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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師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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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0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香料調配及應用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

習) 
2/3 

專業必修  
時尚彩妝設計與實習

(二) 
3/4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芳香療法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論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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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一) 4/4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必修  ★時尚髮型設計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畢業製作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婚禮規劃與詢問 2/2 

專業選修  美容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原料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專業選修  美容 Spa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9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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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碩士班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學分                                                         100.12.12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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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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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課程 M30A01 專題討論(一) 0/2 必修課程 M30A02 專題討論(二) 0/2 

核心必修 M30A07 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術 3/3 選修課程 M30N05 時尚社會心理學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01 流行風格(比較)分析 3/3 選修課程 M30N06 化妝品分析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02 化妝品學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07 特殊化妝學應用 3/3 

選修課程 M30N03 文化創意研究 3/3 選修課程 M30N08 創意造型設計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0 職場人因設計 3/3 選修課程 M30N09 創意力時尚設計應用 3/3 

選修課程 M30N21 天然物在化妝品上應用 3/3 選修課程 M30N23 化妝品行銷管理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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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0A03 專題討論(三) 0/2 必修課程 M30A04 專題討論(四) 0/2 

必修課程 M30A05 碩士論文(一) 3/3 必修課程 M30A06 碩士論文(二) 3/3 

核心必修 M30A08 時尚藝術與流行設計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7 時尚美學應用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1 創新產品設計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8 生技材料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2 品牌經營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9 美學經濟 3/3 

選修課程 M30N13 時尚多媒體設計 3/3     

選修課程 M30N14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5 化妝品研發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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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日間部 

核心能力指標畢業門檻檢核要點 
 

103.01.08制訂 

103.05.23修訂 

103.06.27修訂 

一、 為提昇本系學生之專業核心能力，增進學生未來之就業力，特訂定本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 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年制大學部學

生。 

三、 本系學生畢業前應具備專業核心能力如下，故需於畢業前通過核心能力檢

核。 

四、 本系畢業門檻及相關輔導機制措施如下： 

(一)畢業門檻 

1.本系學生畢業條件，除需完成 136畢業學分外，畢業前在學期間至

少需考取一張政府認可之美容、美髮或化學相關證照；若入學前已

取得上述證照兩(含)張以上者(其中一張為乙級)，得以一張政府認

可之相關證照替代之。 

2.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核心能力測驗(一)與專業核心能力(二)檢

核，成績均達 60分(含)以上為通過。 

(二)輔導機制措施： 

在學期間系編列經費開設美容乙、丙級相關證照輔導班。 

五、 專業核心能力檢核方式如下： 

(一)「專業核心能力測驗(一)」檢核內容包括：「化妝品概論」、「應用色

彩學」與「皮膚生理學」等科目筆試會考(成績達 60分含以上為通過)。 

(二)「專業核心能力(二)」為通過畢業成果展。  

(三)檢核時間：專業核心能力測驗(一)，檢核時間於每學年下學期之期末

舉行。 

(四)檢核補救方式： 

1.「專業核心能力測驗(一) 、(二)」檢核若未通過者，得以參加下

一次的檢核，直到通過檢核為止。 

2.檢核方法為於檢定時間內選定非上課時間以會考方式進行。 

六、 未通過專業核心能力檢核之學生，可依據本校之重修辦法予以輔導。  

七、 學生畢業前，應將成績與相關證明文件送交班導師初審，再經系主任，複

審通過後，以「檢核通過」登錄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則依本校之重修辦法予以輔導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陳院務與教務會議通過後 103學年度起試辦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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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進修部 

畢業門檻檢核要點 
 

103.01.08制訂 

103.05.23修訂 

103.06.27修訂 

一、 為提昇本系進修部學生之專業核心能力，增進學生未來之就業力，特訂定

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 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進修部四年制及二年制

大學部學生。 

三、 本系學生畢業前應具備專業核心能力如下，故需於畢業前通過核心能力檢

核。 

四、 本系畢業門檻及相關輔導機制措施如下： 

(一)畢業門檻 

1.本系四技學生畢業條件，需完成 128畢業學分，二技學制學生需完

成 72畢業學分。 

2.畢業前通過本系畢業製作課程並完成靜態作品成果展檢核，學期成

績均達 60分(含)以上。 

(二)輔導機制措施： 

在學期間於整體造型設計(一)及整體造型設計(二)課程輔導學生畢業

成果作品製作。 

五、 未通過畢業門檻之學生，可依據本校之重修辦法予以輔導。  

六、 學生畢業前，應將成績與相關證明文件送交班導師初審，再經系主任，複

審通過後，以「檢核通過」登錄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則依本校之重修辦法予以輔導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陳院務與教務會議通過後 103學年度起試辦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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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碩士班 

論文修讀及畢業門檻要點 
 

101年 6月 19日系務會議擬訂 

102年 8月 1日制定 

103年 6月 27日系務會議修改 

 

一、103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之後畢業條件與修業年限 

1. 畢業條件： 

(1)研究生畢業學分至少 30學分，其中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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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術、時尚藝術與流行設計特論)，選修課程至少 18學分。 

(2)研究生畢業論文著作或作品在提出口試申請前，需在具有審查且公開性質之全國型研討會或公

開展演會作公開性發表至少兩次並檢具證明，或有 ISBN編碼之期刊論文發表乙篇，方具有論文口

試申請資格。 

(3)造型技術創作作品發表需於開放場所做公開性發表展示，創作作品至少需有五件(含)以上，並

印製作品集，以作為論文口試申請資格佐證。 

2. 修業年限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學生須於正式報到後，由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安排教師介紹專長研究領域後，明瞭自己研究興趣，

並與系所教師溝通，於第 1學年開學後 2個月內，依據指導教授並與學生雙方之意願，確定論文指導

教授，並將論文指導意願表格填寫後交至系所辦公室。 

三、經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安排程序後，於 6個月內，仍未能確認指導教授之學生，須由該班導師安排，

接受系所課程委員會輔導協調選定指導教授。 

四、確定指導教授後 2週內必須向指導教授報到，並依指導教授安排從事論文研究，若 

未報到，指導教授可取消其之資格。 

五、更換指導教授之規定： 

1. 研究生入學第 1學期結束之前（1月 31日），若研究生認為與指導教授研究主軸領域不符，可提出

更換指導教授申請，唯須原指導教授同意更替事宜。 

2. 研究生入學第 1學年結束之後（7月 31日），若研究生認為與指導教授研究主軸領域不符，可提出

更換指導教授申請，仍須原指導教授同意更替事宜。唯新指導教授可強制延長 1年方可畢業，研究

生不得有異議。 

六、碩士班研究生必須在畢業前 4個月，提出論文口試申請，申請後，依照學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理

學位考試。 

七、學位考試如不通過，需於次學期或次學年後始得提出補考乙次。重考仍不及格者，應令其退學。 

八、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九、本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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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5課委會 100.4.28系務會議、103.9.11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課程標準 100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學分：必修 70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專業必修 40學分】 

選修 66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選修 54學分】(跨院可修 9-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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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3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4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6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AC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AC03 心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AC05 兒童發展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AC22 設計素描 2/2 專業必修 4AC07 兒童遊戲 2/2 

專業必修 4AC24 設計與社會 2/2 專業必修 4AC10 兒童觀察與實務 1/2 

專業必修 4AC08 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4AC30 造形美學 2/2 

    專業選修 4AQ14 兒童與社會福利    2/2 

    專業選修 4AQ78 色彩計畫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學分 26小時(2選 1)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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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AC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AC09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AC28 課程活動設計與實

習 
2/3 

專業必修 4AC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Q28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Q5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AQ59 特殊教育導論 2/2 

專業選修 4AQ79 幼兒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AQ80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AQ52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Q56 設計方法論 2/2 

專業選修 4AQ13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Q11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54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4AQ81 廣告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80 設計繪畫 2/2 專業選修 4AQ82 兒童休閒活動 2/2 

專業選修 4AQ05 視覺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Q09 人因工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學分 23小時   (7選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2小時   (8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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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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4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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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C24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4AC27 專業社群見習 1/3 

專業必修 4AC25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AC26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AQ19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4AQ32 兒童讀物賞析 2/2 

專業選修 4AQ61 特殊兒童教材教法 2/2 專業選修 4AQ21 數學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15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Q23 自然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20 語文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35 藝術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22 美語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63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62 體能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82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AQ61 活動企劃 2/2 專業選修 4AQ26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4AQ2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

習 
2/2 專業選修 4AQ83 ※圖文編輯 2/2 

專業選修 4AQ53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25 益智玩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81 偶設計與製作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學分 18小時       (10選 5)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學分 19小時       (9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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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AC20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修 4AC17 實習 6/18 專業選修 4AQ47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必修 4AC29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AQ85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

務 
2/2 

專業選修 4AQ65 家庭教育學研究 2/2 專業選修 4AQ44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4AQ38 互動媒體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43 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Q84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Q42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

說 
2/2 

專業選修 4AQ69 團體動力 2/2 專業選修 4AQ68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4AQ75 繪本製作  專業選修 4AQ76 兒歌編創與伴奏 2/2 

      專業選修 4AQ86 校外實習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12學分 28小時       (5選 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2學分 12小時       (7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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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年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內涵。 
 

備註：1.100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2.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學分，最多修 28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最多修 25學分，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3.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4.「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次，專業社群實習

則須完成 2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5.專業社群實習為期為 2個月於 3年級下學期暑假執行。 

6.*表示需上機費。 

7.跨系選修，最多 6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學分。 

8.選修需滿 20人，方可開出。 

9.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 

組」課程中之某一類程，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10.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訓練(二)品德與專業倫理(三)生涯輔導。 

11.畢業生須通過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12.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列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 證照、Flash 證照、Photoshop 證照、

Dreamweaver證照、青年活動企劃師證照、具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之學分，畢業生 

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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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6系務會議通過 103.9.11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課程標準 101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學分：必修 74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44學分】  

選修 62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選修 50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4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6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0AC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AH05 兒童發展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AH04 親職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AH23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AV08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AH07 兒童遊戲 2/2 

    專業必修 40AH08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學分 22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

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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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2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AH19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AH12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AH02 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40AV1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AV26 兒童律動 2/2 

專業選修 40AV52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AV07 教學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AV50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V27 美語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
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V30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V13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40AV12 性別教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學分 21小時（6選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0小時     （6選 3）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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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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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24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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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H16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AH15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40AH13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40AH22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
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AH24 
幼兒教育教材教
法(一) 

2/2 專業必修 40AH23 兒童學習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AV17 
學習環境設計與
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H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AV1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0AH32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
作 

2/2 

專業選修 40AV51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40AH23 兒童與社會福利 2/2 

專業選修 40AV06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56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40AV10 
特殊兒童教材教
法 

2/2 專業選修 40AV37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40AV54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40AV41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0AV16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AV36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40AV31 課後托育活動實習 2/2 

    專業選修 40AV34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V62 家庭心理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學分  20小時  （7選 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6 小時      （9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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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AV25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H21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AV46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AH25 
教保專業實習
(二) 

3/9 專業選修 40AH17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
務 

2/2 

專業必修 40AH26 
幼兒教育教材教
法(二) 

2/2 專業選修 40AV49 兒童保育專題討論 2/2 

專業選修 40AV61 幼兒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0AV64 早期療育 2/2 

專業選修 40AV45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0AV60 兒歌編創與伴奏 2/2 

專業選修 40AV58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40AV47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AV63 
家庭生活教育概
論 

2/2 專業選修 40AV44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V21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0AV65 家庭諮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9  小時   (4選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2 小時  （10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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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10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2.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學分，最多修 28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學分，

最多修 25學分，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 學分不受此限。 

3.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4.「教保專業實習(一)」不及格需擋修「教保專業實習(二)」，教保專業實習(一)參觀次數至少 6

次，教保專業實習(二)則須完成 2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5. 教保專業實習(二)為期為 2個月於 3年級下學期暑假執行。 

6.*表示需上機費。 

7.跨系選修，最多 9-10學分。 

8.選修需滿 20人，方可開出。 

9.各職場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在「文教產業組」或「托育教學組」中

之一種職能模組課程，每模組課程需修畢其中規定學分，始可獲得此模組證明。 

10.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訓練 (二)專業倫理 (三)生涯輔導。 

11.畢業生須通過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12.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列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證照、Flash證照、Photo Shop證照、

Dreamwaver證照、青年活動企劃師證照、具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之學分，畢業生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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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假日班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0學分【含校訂必修 8學分，系訂必修 32學分】 

                         選修 32學分【校訂選修 4學分，系訂選修 28學分  】 103.2.27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103.9.11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校訂必修 SOA002 實用英文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ㄧ) 2/2 

校訂必修 SOA001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SOA219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SOA212 兒童發展 3/3 系訂必修 SOA216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系訂必修 SOA213 家庭與親職 2/2 系訂必修 SOA217 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2 

系訂必修 SOA202 幼兒教保概論 2/2 系訂必修 SOA215 幼兒班級經營 2/2 

系訂必修 SOA2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系訂選修 SOA843 創意思考訓練 2/2 

系訂必修 SOA204 特殊教育導論 3/3 系訂選修 SOA83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系訂必修 SOA211 嬰幼兒保健 3/3 系訂選修 SOA844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系訂選修 SOA845 嬰兒按摩 2/2 

    系訂選修 SOA839 兒童節奏樂 2/2 

    系訂選修 SOA847 繪本製作 2/2 

    系定選修 SOA808 美語教學 2/2 

    系定選修 SOA860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學分 19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學分 20 小時（8選 4）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校訂必修 SOA004 ＊網際網路應用 2/3 系訂必修 SOA222 專業倫理 2/2 

校訂必修  歷代文選 2/2 系訂選修 SOA830 多元文化教育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系訂選修 SOA853 幼兒保育專題討論 2/2 

系訂必修 SOA221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系訂選修 SOA827 感覺統合 2/2 

系訂必修 SOA218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系訂選修 SOA856 遊戲治療 2/2 

系訂必修 SOA220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系訂選修 SOA858 肢體創作 2/2 

系定選修 SOA803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系訂選修 SOA85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系定選修 SOA822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2 系訂選修 SOA855 家庭管理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52 兒童遊戲心理發展 2/2 系訂選修 SOA849 家庭心理學 2/2 

系訂選修 SOA857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習 2/2 系訂選修 SOA846 國音教學 2/2 

系訂選修 SOA821 影片製作      

系訂選修 SOA859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3小時         (6選 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學分 16小時               （9選 7） 



83 
 

 

 
102.12.5系務會議通過、102.12.23教務會議通過 103.2.27實習課程委員會修訂、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2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1.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2.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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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專業必修 90AH03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AH05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H43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0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必修 9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24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H09 設計概論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必修16學分(19小時) 最高15學分19小時    必修15學分(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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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41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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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H46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H25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H1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AH50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08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9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0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76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92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90AV49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90AV72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3 設計素描 2/2 

              最高18學分(20小時)       必修12學分(14小時) 最高17學分(20小時 )   必修9學分(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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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2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1.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2.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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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44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AH48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H49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90AH46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H3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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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0AV61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H28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0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V5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V36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0AV5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V9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8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AV57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93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90AV93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0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4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90AV46 教材編選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最高20學分(20小時)       必修10學分(10小時) 最高16學分(18小時)     必修5學分(7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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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52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AH27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方案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AH51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AH42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必修 90AH50 教保專業實習(二) 3/9 專業必修 90AH41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H48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專業必修 90AH20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4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V4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07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3/3 專業選修 90AV87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V35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0AV63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V43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86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90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V85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8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0AV9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AV25 兒童律動 2/2 

                  最高16學分(22小時 )     必修7學分(13小時)                 最高14學分(14小時 )          必修8學分(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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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27 實習課程委員會、103.5.8系務會議通過.103.5.26教務會議通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5.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6.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7.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8.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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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專業必修 90AH03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AH05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H43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0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必修 9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24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H09 設計概論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必修16學分(19小時) 最高15學分19小時    必修15學分(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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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46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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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H46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H25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H1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AH50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08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9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0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76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92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90AV49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90AV72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3 設計素描 2/2 

              最高18學分(20小時)       必修12學分(14小時) 最高17學分(20小時 )   必修9學分(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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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5.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6.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7.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8.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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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44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AH48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H49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90AH46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H3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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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0AV61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H28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0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V5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V36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0AV5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V9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8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AV57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93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90AV93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0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4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90AV46 教材編選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最高20學分(20小時)       必修10學分(10小時) 最高16學分(18小時)     必修5學分(7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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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52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AH27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方案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AH51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AH42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必修 90AH50 教保專業實習(二) 3/9 專業必修 90AH41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H48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專業必修 90AH20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4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V4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07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3/3 專業選修 90AV87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V35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0AV63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V43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86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90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V85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8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0AV9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AV25 兒童律動 2/2 

                  最高16學分(22小時 )     必修7學分(13小時)                 最高14學分(14小時 )          必修8學分(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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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27實習課程委員會、103.5.8系務會議通過.103.5.26教務會議通過 103.9.11課程實習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假日班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0學分【含校訂必修 8學分，系訂必修 32學分】 

                         選修 32學分【校訂選修 4學分，系訂選修 28學分  】 跨系選修最多 4學分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科目類別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校訂必修 SOA002 實用英文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ㄧ) 2/2 

校訂必修 SOA001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SOA219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SOA212 兒童發展 3/3 系訂必修 SOA223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系訂必修 SOA213 家庭與親職 2/2 系訂必修 SOA217 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2 

系訂必修 SOA202 幼兒教保概論 2/2 系訂必修 SOA215 幼兒班級經營 2/2 

系訂必修 SOA2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系訂選修 SOA843 創意思考訓練 2/2 

系訂必修 SOA204 特殊教育導論 3/3 系訂選修 SOA83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系訂必修 SOA211 嬰幼兒保健 3/3 系訂選修 SOA844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系訂選修 SOA845 嬰兒按摩 2/2 

    系訂選修 SOA839 兒童節奏樂 2/2 

    系訂選修 SOA847 繪本製作 2/2 

    系定選修 SOA808 美語教學 2/2 

    系定選修 SOA860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最高 19學分(19小時)    必修 19學分(19小時)             最高 18學分(19 小時)  必修 8學分(9小時)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 目 類 別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校訂必修 SOA004 ＊網際網路應用 2/3 系訂必修 SOA222 專業倫理 2/2 

校訂必修  歷代文選 2/2 系訂選修 SOA830 多元文化教育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系訂選修 SOA853 幼兒保育專題討論 2/2 

系訂必修 SOA221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系訂選修 SOA827 感覺統合 2/2 

系訂必修 SOA218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系訂選修 SOA856 遊戲治療 2/2 

系訂必修 SOA224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系訂選修 SOA858 肢體創作 2/2 

系定選修 SOA803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系訂選修 SOA85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系定選修 SOA822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2 系訂選修 SOA855 家庭管理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52 兒童遊戲心理發展 2/2 系訂選修 SOA849 家庭心理學 2/2 

系訂選修 SOA857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習 2/2 系訂選修 SOA846 國音教學 2/2 

系訂選修 SOA821 影片製作 2/2     

系訂選修 SOA859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系訂選修 SOA861 人際關係 2/2     

系訂選修 SOA831 企劃行銷 2/2     

        最高 19學分(23小時)     必修 11學分(15小時)       最高 16學分(16小時)        必修 2學分(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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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101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標準 

                     102.12.5系務會議通過、102.12.23教務會議通過.103.9.11課程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0：必修 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學分，專業必修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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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05 軍訓(一)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AH42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H43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H03 心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H40 兒童與社會福利 2/2 

專業必修 9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H24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71 設計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72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3 設計素描 2/2 

        

合計 16學分 19小時 合計 15學分 19小時   (3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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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41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

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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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H12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H08 兒童遊戲 2/2 專業必修 90AH40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

習 
2/2 

專業必修 90AH25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H44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90AH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AH27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

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76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7 人因工學 2/2 

專業選修 90AV49 幼兒鍵盤樂 2/2     

合計 18 學分 20小時         (4選 2) 合計 16學分 19小時    (3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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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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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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29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90AH49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90AH1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

務 
2/2 專業必修 90AH30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90AH45 兒童發展評量 2/2 專業必修 90AH48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

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H46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H3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

(一) 
2/2 專業選修 90AV9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5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1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V5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V36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0AH28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0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V79 活動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AV57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80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93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1 語文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4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

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合計 19 學分 20小時     (7選 4) 合計 17學分 20小時    (8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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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H50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必修 90AH20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51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AH42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必修 90AH52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

(二) 
2/2 專業必修 90AH41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V44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V4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66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

操作(協同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87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V43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63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V35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0AV85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8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0AV86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90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V9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合計 13 學分 16小時     (6選 3) 合計 16學分 16小時      (8 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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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27實習課程委員會、103.5.8系務會議通過.103.5.26教務會議通.103.9.11課程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2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9.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10.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11.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12.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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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專業必修 90AH03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AH05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H43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0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必修 9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24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H09 設計概論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必修16學分(19小時) 最高15學分19小時    必修15學分(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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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41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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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H46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H25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H1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AH50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08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9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0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76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92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90AV49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90AV72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3 設計素描 2/2 

              最高18學分(20小時)       必修12學分(14小時) 最高17學分(20小時 )   必修9學分(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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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2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9.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10.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11.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12.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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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44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AH48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H49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90AH46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H3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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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0AV61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H28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0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V5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V36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0AV5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V9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8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AV57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93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90AV93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0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4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90AV46 教材編選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最高20學分(20小時)       必修10學分(10小時) 最高16學分(18小時)     必修5學分(7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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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52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AH27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方案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AH51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AH42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必修 90AH53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必修 90AH41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H48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專業必修 90AH20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4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V4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07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3/3 專業選修 90AV87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V35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0AV63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V43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86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90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V85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8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0AV9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AV25 兒童律動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     必修7學分(10小時)                 最高14學分(14小時 )          必修8學分(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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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27實習課程委員會、103.5.8系務會議通過.103.5.26教務會議通 103.9.11課程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13.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14.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15.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16.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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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專業必修 90AH03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AH05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H43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0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必修 9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H24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H09 設計概論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必修16學分(19小時) 最高15學分19小時    必修15學分(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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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046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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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H46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H25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H1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H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AH50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08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9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0AV05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76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92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90AV49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90AV72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AV73 設計素描 2/2 

              最高18學分(20小時)       必修12學分(14小時) 最高17學分(20小時 )   必修9學分(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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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13.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 

14.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15.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16.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學分，最高 28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學分，最高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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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44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AH48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H49 教保專業實習(一) 1/3 

專業必修 90AH46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H34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H47 幼兒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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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0AV61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H28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V60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V5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V36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0AV5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V92 家庭生活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AV82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AV57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V93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90AV93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0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84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專業選修 90AV46 教材編選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V75 性別教育 2/2 

                最高20學分(20小時)       必修10學分(10小時) 最高16學分(18小時)     必修5學分(7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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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H52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AH27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方案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AH51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AH42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必修 90AH53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必修 90AH41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H48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專業必修 90AH20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4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V4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V07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3/3 專業選修 90AV87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4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V35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0AV63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V43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V86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90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V85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V88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0AV9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AV25 兒童律動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     必修7學分(10小時)                 最高14學分(14小時 )          必修8學分(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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