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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 時間：10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09:15 紀錄：鄭素枝 

■ 地點：綜合大樓 10 樓會議室(03A1004) 

■ 主席：龔瑞維教務長 

■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頁 

壹、主席致詞： 

 龔瑞維教務長致詞： 

一、本次會議為本學期例行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將審議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及因

應產業時勢變化需求進行 106 學年度(含)前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修訂。本會議特邀請各學

院產業界共 6 位專家代表參與課程審議與檢討，其課程標準已於日前提供給各學院產業

界專家代表參考。 

二、本校 107 學年度獲教育部核准招生五專土木科及建築科各一班，課程規劃畢業總學分為 220

學分，其中共同基礎課程規劃 100 學分，專業課程規劃 120 學分；課程分類為共同必修、專

業必修、專業選修。 

三、本會議也邀請學生代表出席參加，共同參與校課程規劃，並轉達給各班幹部及同學。 

 游步平副校長致詞： 

一、本校獲准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申請，補助經費為私立學校排名前首，其中課程規劃及創新教

學佔極重要指標，惟有完善規劃提升課程品質，學校才能永續經營。 

二、招生是全校與各系極為重要且辛苦的工作，請各系主任及老師要積極並秉持正向能量，全力

以赴，使招生工作順利進行。 

貳、工作報告：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腦網路選課，選課日期訂於 107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21 日（四技新生

為 8 月 27 日至 9 月 5 日），依通識、體育、教育學程及各系必修、選修課程與四技新生等

時段進行選課，並於開學後二週內 107 年 9 月 10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 9 月 21 日中午 12

時 30 分，進行加退選作業，請各系主任、課程及選課輔導老師協助學生進行選課事宜。 

二、本次會議邀請 6 位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課程審核建議，針對本校培育學生核心能力進行

檢核的改善機制，以確保教學品質，進而達成校院系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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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工學院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案由一附件(頁 11)，提請 討論。

(工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6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請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意見。 

 環球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總經理： 

一、在土木與空間資訊系課程規劃四年級上學期之專業選修課程「施工法」，建議改為專業

必修課程，因為選擇良好的施工法，可避免造成日後的使用維護成本、施工過程人員的

安全及對建築物美觀安全之考量等，不外都是在檢討施工法。 

二、在土木與空間資訊系課程規劃三年級上下學期和四年級上下學期都規劃有專業選修課

程「學期校外實習」，建議透過學校來幫助學生找一些校外土木領域背景之公共工程公

司，從最基本實務上，包括鋼筋混擬土、混擬土配比設計、鋼結構材料試驗等，作為校

外實習課程最好的歷練。 

三、在建築與室內設計系主要重點是建築設計與建築規劃，針對三年級上學期課程分組專業

選修課程「建築細部大樣」，建議改為專業必修課程，因為每一個新建築工程專案，都

會透過建築師和營造廠配合下，提供 2D 及 3D 圖示說明；培養學生判圖技術能力，對

於學生未來就業，可以提升判圖能力。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湯主任說明： 

一、本系配合教育部產業學程計畫，已於三年級上學期與國內知名公司進行全學年校外實

習，並於三年級及四年級也已規劃與「施工法」相近課程，本課程之屬性是否更改為必

修，會將委員寶貴的意見提送本系課程委員會進行課程規劃時之參考。 

二、本系課程規劃與產業界密切配合，並積極與土木營建相關事業單位合作，提供學生校外

實習機會，培訓學生畢業後即與產業接軌，增加就業機會。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蔣主任說明： 

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本系課程規劃有各領域專長老師共同參與，專業選修課程「建

築細部大樣」，本課程之屬性是否更改為必修，會將委員寶貴的意見提送本系課程委員

會進行課程規劃時之參考。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龔組長： 

一、產業對於專業人員能力的需求，大多希望其具有整合的能力，機械系、電子系均強調

跨領域學程是很好的方向；未來可加入職能概念及微學程設計，將跨領域學程發展成

貴校強而有力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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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系精密製造組強化 CNC 精密加工領域特色，並於學程要求 CNC 乙級技術士能力檢

定，可有效發展學校特定領域特色及增加學生於該領域在產學的能見度；未來可持續

深化，為國內基礎製造培養重要人力。 

三、三年級下學期和四年級可朝就業應具備的學程設計，有效結合南部產業需求，發展成

為南部重要的人才培育基地。 

結  論： 

一、本校各系皆有進行產業人才需求之系科自我定位，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包含各學院的

學分學程、勞動部的就業學程、及產業學院學程等，強化學生職能需求。 

二、專業證照取得在職場上是基本的，本校教學從學生的基礎素質培養，進而學習實務技

能，並具備專業職能的專業人才，皆有整體的課程規劃。 

三、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請工學院各系課程規劃時參酌，以符合產業需求及學生就業。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訂定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案由二附件(頁 73)，提請 討

論。(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25 日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請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意見。 

 德信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孫董事長： 

一、管理學院各系課程相關性較高，可規劃學生不受限修課，鼓勵學生跨界修習雙學位課

程，培養菁英人才，畢業後可獲較高階層職位與薪酬。 

二、如何因應未來 10 年 AI 對於金融工作的衝擊及學生未來須具備的本職學能，程式化、

創意及專業度是學習重點。 

◎管理學院蔣院長說明： 

一、管理學院各系依專業度規劃各系之學生本職學能課程，院為各系之整合機制，規劃開

設有整合性課程及微學分課程，且目前規劃有 8個學分學程課程，鼓勵學生跨域修課。 

二、學生修習雙學位課程是我們的目標，但需依相關的法令規章辦理，委員的意見請管理

學院各系課程規劃時參酌。 

◎企業管理系李主任說明： 

目前管理學院規劃有學分學程課程，學生可依興趣跨系修課，若完成跨域修課，即

發給學分學程證明；學生修雙學位規定，悉依教育部相關的法令規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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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本校已訂定學生修雙主修、修輔系相關規定，並鼓勵學生畢業前

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培育學生第二專長訓練。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副組長： 

一、為提升學生英文溝通能力，建議將全民英檢提升至中級、中高級以上，並鼓勵學生 TOEIC

多益測驗至少 700 分以上。此外，專案管理、物流管理、國際貿易實務、國際市場行

銷等專業課程證照輔導。 

二、專案管理及資料分析師與未來結合 5G 智慧手持裝置之行動 APPs 軟體開發及撰寫，可

酌予增加 3 至 6 個學分。 

三、建議三年級、四年級學生寒、暑假可以至加工出口區實習，俾提升未來在園區內大廠，

含：華泰、日月光、光寶科技、恩智浦等園區內大廠就業之能力。 

四、針對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課程創新部分，建議培養跨領域及跨界之專長人才，含：電磁

相容、嵌入式軟體、光機電熱傳導等整合性課程，俾進入 ADAS 等車用電子大廠上班。 

五、高雄軟體園區有 HPC(高速運算)電腦中心，未來可以善加利用園區介接位於新竹之「國

網中心」，俾提升動畫、多媒體、AR/VR 軟體設計之專業能力。 

◎管理學院蔣院長說明： 

一、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本校課程規劃也納入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觀及強化外語基本能力，

學生畢業時須通過英文能力檢定門檻，將鼓勵學生英文檢定門檻級數之提升，多元跨

域學習選修日文及英文專業課程，以提升學生之外語溝通能力。 

二、加工出口區廠商需求導入課程規劃，各系主任可藉由簡副組長介紹連結產業發展需求

趨勢，並參訪園區，及提升學生校外實習機會，以利學生畢業後就業。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訂定生活創意學院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案由三附件(頁 109)，提請 

討論。(生活創意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30 日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請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意見。 

 新進廣告公司張總經理： 

一、建議增加深度專業知識課程，提升學生本職學能，提升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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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專業指導教授制度，提供學生選課及未來就業學能輔導。 

三、善用網路搜尋工具，可提供學生知識探索，活化活用所學。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曹理事長： 

針對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之課程規劃，建議如下： 

一、增設美容醫學概論課程，使學生能在畢業後有機會進入美容醫療市場就業，開括學生

就業市場及招生吸收力。 

二、在課程中增入或強調醫療用化妝品之介紹與臨床實用教學，以協助掩飾美容醫療後初

期之瘀腫不雅外觀，使愛美者能迅速外觀恢復正常。 

三、增設整體美課程，尤其是髮型、服飾搭配等教學，使彩妝、美容整形、髮型、服飾搭

配等整體美之元素全套教學完成，讓整體美之愛美者心中最終願景落實，並凸顯彩妝、

化妝品技能之重要性角色。 

四、增設醫院或美容醫學診所實習課程，可安排在寒、暑假或學程中，使學生在畢業後就

能即時進入職場，增強職場競爭力。 

◎生活創意學院莊院長說明： 

一、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生活創意學院將列為本院各系課程規劃時參酌，展現本院系所

之特色。 

二、生活創意學院各系之課程規劃皆息息相關，若進行系所跨域之整合，對學生第二專長

之培養將會有很大幫助。本院也請各系之教師須時時了解產業趨勢，並參與產業界深

耕研習，增加課程實務教學能力。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李主任說明： 

一、感謝委員寶貴的意見，本系課程規劃有醫學美容資訊、整體造型設計，未來規劃加入

個人形象塑造課程；另醫療用化妝品之介紹與臨床實用教學，將轉達給系上教師，未

來可與廠商進行產學合作。 

二、本系至醫院或美容醫學診所實習機會較缺乏，會將此資訊轉達系上老師，規劃師生見

習。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校各院之系別日間部校外實習必修課程更改為選修課程，提請 討論。(工學

院、管理學院、生活創意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6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107 年 5 月 25 日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議、107 年 5 月 30 日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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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系更改說明如下表： 

院別 
         新生入學學年度 

  系別 
課程名稱 105 106 107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暑期校外實習(一)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電子工程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機械工程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必修 必修 

電機工程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必修 必修 

資訊工程系 暑期校外實習(二)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管理 

學院 

國際企業系 暑期校外實習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企業管理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資訊管理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金融管理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生活 

創意 

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必修 更改選修 

幼兒保育系 教保專業實習 必修 必修 必修 

應用外語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學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觀光遊憩系 學期校外實習 必修 必修 更改選修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暑期校外實習 必修 更改選修 更改選修 

餐飲管理系 學期校外實習 必修 必修 必修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工學院各系修訂課程標準等，如案由五附件(頁 164)，提請 討論。(工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6 月 6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土木與空間資訊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一)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三上暑期校外實習(一)經系務會議開會決議後，將必修更改為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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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必修學分減少 2 學分，故修改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的課程學分數及時數詳如下表

所示。 

入學年度 科目名稱 必/選修 舊學分/時數 新學分/時數 

106 土壤力學 必修 2/2 3/3 

106 鋼結構設計 必修 2/2 3/3 

 

三、電子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5 及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一)105 學年度(含)之後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原說明「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取得一張電

子類等或國際認證相關技術士證照乙級(含)以上或同等級能力認證證照，未取得者依

據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電子實務

能力認證」課程，修改為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取得一張電子類等或國際認證相關技

術士證照乙級（含）以上或同等級能力認證證照，未取得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所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電子實務能力認證」課程。 

(二)擬將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暑期校外實習」改為選修課程。 

四、電子工程系修訂進修專校二專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取消二專二年級原院級選修課程，修訂為系選修課程 2 學分；網路課程修訂為 8

學分。 

五、電子工程系配合計畫執行，擬於 107學年度第 1學期預定開設相關課程如下： 

(一)申請「107 學年度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之「太陽光電科技人

才培育模組課程」擬於日四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微電子組三上選修課程加入「太

陽能電池概論」3 學分 3 小時供學生選課。 

(二)申請「107 學年度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之「天線設計與電磁

相容實務」擬於日四技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綠能科技應用組四上選修課程加入「電

子產品 EMC 設計」3 學分 3 小時供學生選課。 

(三)申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綠能光電與無線

通訊實務」擬於日四技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光電組四上選修課程加入「光電與射頻

通訊元件設計」3 學分 3 小時、「節能照明創新應用設計」3 學分 3 小時供學生選課。 

六、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暑期校外實習課程必修改為選修。 

七、資訊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四年級上學期之「暑期校外實習(二)」課程必修改為選修。 

八、機械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國際專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配合外籍學生所在國家大學畢業須修滿 144 學分要求，對日間部國際專班 106 學年

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學分修訂為 144 學分。 

九、電機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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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推動學生優質化校外實習指示，電機系修訂 106 學年入學電機與控制組、

產業技術組課程標準，將「暑期校外實習」課程由原定必修 3 學分 6 小時，修訂為

選修 3 學分 6 小時。 

(二)106 學年入學電機與控制組、產業技術組畢業學分要求，由原定畢業總學分 128 學分，

含必修 88 學分及選修 40 學分，修訂為畢業總學分 128 學分，含必修 85 學分及選修

43 學分。 

十、電機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光電課程標準如下： 

申請勞動部太陽光電設置就業學程計畫，修訂 104 學年光電組入學課程標準，於四

上學期新增四門 3 學分 3 小時專業選修課程，分別為「太陽光電模組特性與架設」、

「太陽光電系統管線配設」、「太陽光電設置法規」、「職能教育」，於四下學期新

增一門「職場體驗」1 學分 3 小時專業選修課程。 

十一、電機工程系提出「推動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能力鑑定規劃」如下： 

電機工程系為推動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機制學生專業認證，培育學生電動車機

電整合工程師能力鑑定(初級及中級)專業認證，規劃課程名稱分別為電動車概論(三

上，初級)、電動車機電整合概論(三下，初級) 、電動車電能系統應用實務(中級) 、電

池管理納入能源科技及綠能與節能科技相關課程、CAN 匯流排協定納入網際網路應用

課程，及車用感測器納入感測與轉換器原理相關課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管理學院新增課程及各系修訂課程標準等，如案由六附件(頁 182)，提請 討論。

(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25 日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管理學院重視學生跨領域整合能力與實務能力養成，自 106 學年度起訂定微學分課程

為管理學院共同選修，並於日間部四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課程表，如案由六附

件。 

三、國際企業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一)暑期校外實習 3/6 必修改選修。 

(二)三下行銷組國際商展實務 2/2 選修改必修，國貿組新增國際商展實務 2/2 必修。 

(三)三上選修增加 1 學分 1 小時，從 3/4 變 4/5。 

(四)畢業總學分不變，仍為 136，但國貿組必修/選修從 98/38 變 97/39。行銷組必修/選修

從 99/37 變 98/38。 

(五)國貿組二上新增產業研究概論選修 2/2，行銷組二下新增產業研究概論選修 2/2。 

四、國際企業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一)暑期校外實習 3/6 必修改選修。 

(二)三下行銷組國際商展實務 2/2 選修改必修，國貿組新增國際商展實務 2/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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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業總學分不變，仍為 128。 

五、企業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暑期校外實習必修改選修。 

六、資訊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一)因應教育部制定校外實習專法之規定，本校為落實優質化校外實習，107 年 4 月 13

日本校 106 學年度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計畫校外實習委員會討論決議：「自

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校外實習相關課程授權各系決定必選修，校外實

習中心並於近日通知各系檢討並回覆調整意願」。 

(二)資訊管理系 106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新生原畢業 128 學分(必修 84 學分，選修 44 學分)，

修訂為 128 學分(必修 81 學分，選修 47 學分)。 

七、金融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暑期校外實習必修改選修。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生活創意學院新增課程及各系修訂課程標準等，如案由七附件(頁 209)，提請 討

論。(生活創意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30 日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應用外語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因應學生需求與職場需要，將修訂 106 新生入學課程必修「暑期校外實習課程」

改為選修課程。 

三、餐飲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4 至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一)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原「餐飲志工服務(一)(二)」1 學分/2 小時，

改為「餐飲職場實務(一)(二)」1 學分/2 小時。 

(二)日間部四技 105 至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原「葡萄酒品評與調酒」2 學分/2 小

時(大三下)，改為「葡萄酒品評」2 學分/2 小時。 

(三)日間部四技 105 至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新增「創業小吃製作」2 學分/3 小時

必修(大四下)，符合本系餐飲創業目標。 

(四)日間部四技 104 至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新增「國際移動學習」2 學分/2 小時

選修課程，符合國際化。 

四、餐飲管理系修訂進修部四技 104 至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配合學生選課多樣化，畢業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8 學分。 

五、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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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本校課程發展方向，擬修訂本系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規劃表，應用設計組

之專業必修 40RC32「暑期校外實習」(2 學分 3 小時)於四年級上學期，更改為專業選

修 40RQ31「暑期校外實習」(2 學分 3 小時)，開課學期不變；設計行銷組之專業必修

40RD36「暑期校外實習」(2 學分 3 小時)於四年級上學期，更改為專業選修 40RR19「暑

期校外實習」(2 學分 3 小時)，開課學期不變。 

六、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進修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因應選修課程多元化，調整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八)選修課程學分。 

七、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進修部二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因應選修課程多元化，調整院訂選修(三)~(四)選修課程學分。 

八、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暑期校外實習必修改選修。 

九、生活創意學院新增選修課程「社會責任」，說明如下： 

(一)生活創意學院執行高教深耕 USR(社會責任)計畫。配合計畫內容，107 學年度第 1 學

期起，院內將開設院選修「社會責任」課程。 

(二)為鼓勵院內學生修習「社會責任」課程，該門選修課程可以抵免一門院必修課程(生

活美學、創意與創業)。 

十、休閒與運動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下： 

學期校外實習必修改選修。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圖資處林進益秘書： 

配合教育部學生程式邏輯思考課程之推動，本校非資訊系之系別「計算機概論」課程名

稱建議調整為「創意程式運算思維」或者是「邏輯思維與程式入門」，訓練學生程式設計融

入生活中。 

結  論： 

請各委員授權主席會後再與林秘書更詳細討論，來訂定「計算機概論」課程符合邏輯運

算與程式設計之課程名稱。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