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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會議室 

主席：龔教務長瑞維                               紀錄：黃玉幸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頁 

一、 主席致詞 

(一)教育部推動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各系至少有一課程、一位教師參與，請各

教學單位協助各課程召集人完成。 

(二)本校所定之英文畢業門檻，將朝向修課與英檢兩管道並行，學生可選擇適合個人之途

徑完成畢業門檻。 

(三)各教學單位請就開設之不同類型之專班，如國軍班、新住民班、僑生班、產專班等，

確實審核課程內容，並依規定完成相關行政作業程序。 

(四)日間部、進修部等行政章則規範盡量日趨一致，如抵免學分採計、跨部選課等，各學

制教務單位以尊重各教學單位專業審查為原則。 

二、吳副校長致詞 

(一)國軍班分設各教學點，請各教學單位主管確實依循開課行政作業程序開班。 

(二)教育部強調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請各開課之教學單位務必依照規定排課，瞭解

學生學習情形，以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三、出列席單位工作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通識教育中心、藝文處、註冊及課務組、語言學習中心、教學發展

中心、體育室，如報告附件一至七(頁 22-31)。 

四、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正修科技大學學則」，如案由一附件(頁 32)，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學生欲加退選科目者，應

於每學期開學後一二星

期內辦理，逾期不得辦

理，若需跨校、跨部則須

經系所主管審核。 

第十三條 學生欲加退選科目者，應

於每學期開學後一星期

內辦理，逾期不得辦理，

若需跨校、跨部則須經系

所主管審核。 

符合現行加退選辦

理時程。 

第十五條 學生不得修習衝堂之科

目，否則均予註銷。已修

習及格且名稱相同之科

目，不得重修。學生若重

第十五條  學生不得修習衝堂之科

目，否則均予註銷。已修

習及格且名稱相同之科

目，不得重修。 

考量課程學習資源

配置，避免重複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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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複修習已及格或已抵免之

課程，則重複修習之課程

不予採計。 

第三十一條 

成績考核標準及配分比例由任課老

師列於教學課程大綱，於

上課第一週公告，並置於

網頁中。 

第三十一條 

成績考核標準及配分比例由任課老

師列於教學大綱，於上

課第一週公告，並置於

網頁中。 

依據臺教技(三)字

第 1070166740

號，更正「教學大

綱」為「課程大

綱」。 

第三十九條 期末考試曠考之學生，

其曠考科目之全學期成

績，作零分計算；平時考

查、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

曠考者，其曠考部分之成

績，作零分計算。 

第三十九條 期末考試曠考之學生，

其曠考科目之全學期

成績，作零分計算；平

時考查、期中考試曠

考者，其曠考部分之

成績亦作零分計算。 

符合本學則第三十

一條，成績考核標

準及配分比例由任

課老師列於教學大

綱之規定。 

第四十五條 本校學生入學後，得申

請轉系(部)，轉系(部)

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五條 本校學生入學後，得申

請轉系，轉系辦法另訂

之。 

增進學生多元學習

管道‧ 

第四十八條 

四年制各系成績優異學生，符合下列

標準者，得提出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

學年畢業。 

五、如表現優異並經系所推薦者，經

專案核准，不受第二款、第三款及第

四款之限。 

第四十八條 

四年制各系成績優異學生，符合下列

標準者，得提出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

學年畢業。 

一、應修學分全部修滿。（含必修及

選修）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

上。 

三、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四、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

之五以內。 

增進學生修課更有

彈性及自主學習，

新增第五款‧ 

第五十四條 

本校經教育部核定辦理學士後「多元

專長培力課程」，得受理學士後學員

申請入學，相關規定另訂如下： 

一、 申請入學資格：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者，得報名參加本項招

生。 

二、 受理申請學制：大學部四年制

進修學士班。 

三、 授課時段：可於日間、夜間或

假日授課，並得於暑假期間進

行。 

四、 開班模式：得以專班或隨班附

 依據教育部辦理大

學校院多元專長培

力方案，新增本條

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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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讀辦理辦理。其隨班附讀之該

班總人數以 60 人為限。 

五、 收取費用：比照大學部進修學

制規定辦理為原則。 

六、 應修學分數：申請人入學後，

其應修畢業學分，與各該學系

畢業應修專業課程學分數同，

或至少為專業課程 48 學分。

但申請入學之學分證明，依相

關規定申請抵免後，其實際修

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 12 學

分。 

七、 每學期應修學分數：無最低下

限。 

八、 修業年限：在校修業年限應至

少 1 年，至多 4 年。學生當學

期如因工作或特殊原因無法

就讀，無須辦理休學。 

九、 取得學位證書：學生修業期滿

且符合相關規定後，依照學位

授予法發給學士學位證書，並

加註「學士後多元專長」等字

樣。 

第五十五條(含)以後條號，配合更新‧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如案由二附件(頁 40)，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須受下列規

定限制： 

(五)學生若重複修習已及格或已

抵免之課程，則重複修習之

課程不予採計。 

 新增三、(五)條文，避免

學生重複修習已過之課

程 

四、必修課程： 

(一)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

選讀必修課程(選修課程亦

同)，然因抵免造成最低學分

數不足得經系主任核可送交

教務處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

所排定之科目。 

四、必修課程： 

(一)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

選讀必修課程，然因抵免造成

最低學分數不足得經系主任

核可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得修

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內文修訂，避免學生跨

修過多高年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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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必修科目其選修人數研究生

未達 5 人、大學部未達 20 人

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

上該科目不開班。 

 內文新增，配合學生自

主選課，必修科目開班

規定。 

十三、五專部畢業班四、五學生及

延修生重修其原排定於低年

級課程(一至三年級) 得跨日

間部或進修部四技一、二年

級修課，然該班選課人數不

得超出學校規定修課人數。 

十三、五專部畢業班學生及延修生

重修其原排定於低年級課程

(一至三年級) 得跨日間部或

進修部四技一、二年級修

課，然該班選課人數不得超

出學校規定修課人數。 

內文修訂，給予學生重

補修選擇。 

十四、學生完成修習學分學程取得

學程證明者，學程課程規範

至少 96 學分跨域學分數不列

入各系訂定之可跨系或跨院

選修學分數之限制。 

十四、學生完成修習學分學程取得

學程證明者，學程課程規範

至少 9 學分跨域學分數不列

入各系訂定之可跨系或跨院

選修學分數之限制。 

內文修訂 

符合本校「學分學程設

置辦法」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據其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若有特殊情形，經專案簽

准，得不受本要點規定限

制。 

 新增條文 

配合本校不同入學管

道，學生選課情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正「進修部選課要點」，提請 討論。(進修部及進修院校提案) 

說明：增列要點第 11 點內容，具特定事由之學生，得經學校同意，給予修課之協助。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一點 

學生具特殊原因，經專案簽准，其

當學期修課課程數（含跨部）得不

受本要點規定限制。 

 新增本點次內容，協

助學生修課。 

第十二點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點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原第十一點內容，調

整點次。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正「排課原則」，如案由四附件(頁 43)，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2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062979 號函及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

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辦理。 

二、修訂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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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

五白天，進修學制(含在職專

班)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

間，輔以週六及週日為原

則。 

 新增條文 

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2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070062979 號函及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辦理。 

三、各學制系(科)班級單一年級，

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

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4

節以上，但實務操作課程等

特殊性質者，得不受此限。

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

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然

如聘請國外學者專家則不受

此限。 

 新增條文 

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2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070062979 號函及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辦理。 

四、進修學制每週授課天數如少於

2 天者(扣除遠距教學天數)，應

延長修業年限。 

 新增條文 

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2 日

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070062979 號函及 107 年

7 月 11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70108718 號函辦理。 

五、各系初排課程資料送註冊及課

務組檢查後，視實際需求得調

整初排時間，課程既經排妥公

佈後，不宜再作調整，如需調

動時段，請任課老師於加退選

作業完成後再提出申請，陳請

校長經核准後才可調動課程。 

五、各系初排課程資料送註冊及

課務組檢查後，視實際需求得調

整初排時間，課程既經排妥公佈

後，不宜再作調整，如需調動時

段，請任課老師於加退選作業完

成後再提出申請，陳請校長經核

准後才可調動課程。 

修改條文內容，符合現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修正「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如案由五附件(頁 44)，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

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博士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

為限，碩士生修業期限以一

至四年為限。研究生符合下

列條件者，得申請學位考試： 

四、博士班研究生須通過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第二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

為限;碩士班研究生符合下

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

學位考試： 

內文修改及 

新增博士班研究生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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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由各系(所)另訂之。 

第三條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第一學

期為開學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二學期為開學日至

六月三十日止。學位考試應

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

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

舉行。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

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

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

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

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

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

不及格論。 

第三條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依各

系(所)規定時間提出申請。 

內文修改 

規定研究生學位考

試申請日期。 

第四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

試委員會。 

二、辦理學位考試。 

第四條 學位考試下列程序辦理： 

一、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 

二、舉行碩士學位考試。 

內文修改及 

新增博士班研究生

條文。 

第五條 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

五名，其中校內委員至

少二分之一以上 ;博士

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五人至九人，其中校外

委員人數須為三分之一

(含)以上，召集人由委

員會互推一人擔任。 

二、指導教授得為委員，但不

得擔任召集人。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

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

助理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

士或曾任中央研究

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或助理研究員

者。 

第五條 組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考試委員三至五名，其

中校內委員至少二分之

一以上，指導教授得為

委員。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

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

理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

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

員、副研究員或助理研

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

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

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

有成就者。 

上述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

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

內文修改及 

新增博士班學位考

試委員會規定及考

試委員資格。 



7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

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

性學科，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者。 

上述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

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

議訂定之。 

四、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

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

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者。 

(三)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

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

上著有成就者。 

(四)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

著有成就者。 

(五)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

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

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

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 務會議訂定之。 

七、學位考試委員與研究生

具有配偶、前配偶、四親

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應自行迴避。如有必要，

應重新辦理提聘。 

務會議訂定之。 

 

第六條  

三、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

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

表。碩士學位考試至少須

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

考試至少需委員五人出

席，且博士學位考試校外

委員須佔出席委員三分

之一(含)以上，否則不得

舉行考試。考試者，其考

試成績不予採認。 

第六條  

三、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

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

表，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

三人出席，否則不得舉行

考試。 

新增博士班研究生

考試委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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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修正「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案由六附件(頁 46)，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進

修部及進修院校提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日間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校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

目學分： 

已取得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大學

部四年制學士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80

學分；入學本校大學部二年制學士班之

新生，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副學士學位

者，重新入學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

或二年制專科學校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不得抵免大學部二年制學分。 

第 三 條 本校下列學生得申請

抵免科目學分： 

已取得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

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至多得抵免

80學分；入學本校大學部二年制學

士班，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副學

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大學部四

年制學士班或二年制專科學校，至

多得抵免 40 學分；不得抵免大學

部二年制學分。 

內文修訂 

配合本校不同入學

管道學生抵免學分

情況。 

第十五條 校外實習課程應符合實習相

關規範，爰修課學生如為在

職人士，不得以其工作抵免

實習課程學分。 

 新增條文，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2 日臺

教 技 ( 四 ) 字 第

1070062979 號函辦

理 

第十六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據

其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若

有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准，得

不受本要點規定限制。 

 新增條文 

配合本校不同入學

管道，學生抵免學分

情況。 

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第二項 

已取得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大學

部四年制學士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80

學分；入學本校大學部二年制學士班之

新生，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副學士學位

者，重新入學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

或二年制專科學校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不得抵免大學部二年制學分。 

第三條第二項 

已取得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

校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至多得

抵免 80 學分；入學本校大學部二

年制學士班，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

副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大

學部四年制學士班或二年制專科

學校，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不得

抵免大學部二年制學分。 

增列文字，清楚定義

重新入學新生對象。 

第四條第九款 

轉入本校四技之五專學生，其五專一至

三年級所修科目，得抵免入學年級學期

前應修之科目，不得抵免入學年級學期

（含）以後科目。 

第四條第九款 

99 學年度以後轉入本校四技之五

專學生，其五專一至三年級所修

科目，得抵免入學年級學期前應

修之科目，不得抵免入學年級學

刪除適用學年度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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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期（含）以後科目。 

第四條第十款 

轉（復）學生其已修及格之國文、英文、

體育科目抵免學分不同時，得檢具課程

大綱，經抵免審查人依其上課時數等條

件評定辦理。 

第四條第十款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轉（復）

學生其已修及格之國文、英文、體

育科目抵免學分不同時，得檢具

課程大綱，經抵免審查人依其上

課時數等條件評定辦理。 

刪除適用學年度文

字。 

第九條第二項 

入學新生得視其抵免通過學分數，編入

適當年級。四年制達 32 學分者，得編入

二年級；達 64 學分者，得編入三年級。

大學部二年制達 32 學分者，得編入四年

級。 

 本項次新增。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修正「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如案由七附件(頁 49)，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 

一、本校學分學程擬修訂分為「學分學程」及「微學分學程」。 

二、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學程分為「學分學程」及

「微學分學程」，學程之

課程規則應以跨域課程

為原則。「學分學程」課

程規劃總學分數為 12 學

分至 20 學分，應修科目

至少須有 6 學分以上跨

系應修之科目；「微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總學分數

為 9 學分至 11 學分，應

修科目至少須有 3 學分

以上跨系應修之科目。選

修通識課程學分不可認

定為跨系學分。應修學分

數如有其他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程之課程規則應以跨

域課程為原則，應修總

學分數至少 20 學分以

上。應修科目至少須有 9

學分以上跨系應修之科

目，但選修通識課程學

分不可認定為跨系學

分。應修學分數如有其

他特別規定者，依其規

定辦理。 

修改條文內容，規定「學

分學程」及「微學分學

程」課程規劃學分數。 

第十條 學生修習學程之科目及

學分數，其中 6 學分以上

第十條 學生修習學程之科目及

學分數，其中 9 學分以上

調整學分數，符合第三

條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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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跨系應修之科目得計入

主修系之畢業應修學分

數內，且完成學程課程取

得學程證明者，得不列入

各系訂定之可跨系或跨

院選修學分數之限制；但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

課程，其已得之學分，列

入各系之規定選修學分

計算。 

跨系應修之科目得計入

主修系之畢業應修學分

數內，且完成學程課程取

得學程證明者，得不列入

各系訂定之可跨系或跨

院選修學分數之限制；但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

課程，其已得之學分，列

入各系之規定選修學分

計算。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訂本校日間部自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學分

學程或微學分學程」，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 

一、本校日間部自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原訂定「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

分學程」。 

二、本校為有效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學生學習領域及培養第二專長，以提昇其就業競

爭力，擬自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依原規定修訂為「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

屬學院內學分學程或微學分學程」，以作為畢業資格之條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訂定「108 學年度開設電競相關學分學程(草案)」，如案由九附件(頁 50)，提請 討論。

(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 

一、電子競技產業為近年來之熱門產業，越來越受到重視且受青少年朋友喜愛。同時，

也即將成為 2022 年亞運會及 2024 年奧運會之正式比賽項目，因應生源學校越來

越多的資源投入，本校預計設立五個相關電競學分學程以利對接。 

二、工學院預計從電子競技硬體週邊設備技術等產業面切入，設立「電子競技硬體應用學

分學程」；管理學院主要為培育電競產業之經營管理、行銷企劃及專業技能之人才，

設立「電競賽事經營學分學程」；生創學院旨為培訓具備電競技能與電競遊戲內容設

計之電競遊戲設計人才，設立「電競遊戲內容設計學分學程」及「電競節目主播與製

播學分學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修正「『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如案由十附件(頁

55)，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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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二、校外學者與業界專家之專題

製作競賽評比指導費，每人以新

台幣貳仟元支付之。 

第十一條 

二、校外學者與業界專家之專題

製作競賽評比出席費，每人以新

台幣貳仟元支付之。 

修改條文，符合核銷

規定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暨行政會議通

過後，再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暨行政會議通

過後，再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修改條文，符合現行

執行狀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修訂「學生成績更正辦法」，如案由十一附件(頁 57)，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 

提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生成績更正辦法 成績更正辦法 修改辦法名稱，新增

「學生」‧ 

第 二 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

處註冊及課務組或進修部教務組

後，不得更改。但如屬教師之失誤

致有遺漏或錯誤者，得提出申請予

以更正。 

第 二 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

處註冊組或進修部教務組後，不得

更改。但如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遺漏

或錯誤者，得提出申請予以更正。 

修改承辦單位名稱，

符合本校組織章程‧ 

第 三 條 

申請成績更正時應填具申請單，並

檢附各項成績相關資料送交教務處

註冊及課務組或進修部教務組，經

會同授課教師查證屬實者，得陳請

校長核准後予以更正。如事關學生

重大權益且情節特殊者，得提報教

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

始予更正。 

第 三 條 

申請成績更正時應填具申請單，並

檢附各項成績相關資料送交教務處

註冊組或進修部教務組，經會同授

課教師查證屬實者，得陳請校長核

准後予以更正。如事關學生重大權

益且情節特殊者，得提報教務會議

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始予更

正。 

修改承辦單位名稱，

符合本校組織章程‧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二：訂定「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如案由十二附件(頁 58)，提請 討論。(教學 

發展中心提案) 

說明：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及本校教學品質保證實施



12 

 

辦法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三：修正「學術研究倫理課程實施要點」，如案由十三附件(頁 60)，提請 討論。(教學 

發展中心提案) 

說明：培養師生學術倫理素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四：修正「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如案由十四附件(頁 61)，提請 討論。(教學發展 

中心提案) 

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二、以各學術暨教學單位所開設之實務或校

內實習(實驗)課程為辦理原則。 

二、以各學術暨教學單位所開設之理論或實

習(實驗)課程為辦理原則。 

三、有關各學術暨教學單位之教學助理名額

由承辦單位辦理。 

三、有關各學術暨教學單位所需教學助理名

額依專任教師人數分配辦理。 

五、教學助理之任用原則如下： 

(一)已取得承辦單位認可之教學助理資格之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及大學日間部

學生。 

(二)應提出曾修習擬輔導課程或相似課程且

成績在 75 分以上、或對應之證照等相

關證明。 

五、教學助理之任用原則如下： 

(一)本校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均得任用

之。 

(二)已取得承辦單位認可之教學助理資格

之大學部學生均得任用之。 

七、教學助理「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並

依相關規範辦理，工讀金依每學期核配

範圍內之實際工作時數按月核實支給。 

七、教學助理工讀金依每學期核配範圍內之

實際工作時數按月核實支給。 

九、教學助理考核依下列辦理之： 

(一)教學助理應於學期中之每月依據實際工

作情形填報工作日誌及簽到退表，並

依規定時間繳至承辦單位。 

(二)申請老師與系所應負審核監督教學助理

之責任，並核實工作時數，若承辦單

位發現不實與教學助理不適任之情

事，得隨時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 

(三)為鼓勵教學助理，於學期末遴選出每

系至少 1 名優秀教學助理；同時，每

學期初提出不適任之教學助理，供各

系任用教學助理參考之。 

九、教學助理考核依下列辦理之： 

(一)教學助理應於學期中之每月依據實際工

作情形填報工作日誌，並依規定時間

繳至承辦單位。 

(二)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須於學期末須填寫

「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接受

教學助理輔導之學生須填寫「教學助

理滿意度調查問卷」。 

(三)申請老師與系所應負審核監督教學助理

之責任，並核實工作時數，若承辦單

位發現不實與教學助理不適任之情

事，得隨時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 

(四)為鼓勵教學助理，於學期末遴選出每系

至少 1 名優秀教學助理；同時，每學

期初提出不適任之教學助理，供各系

任用教學助理參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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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五：107 年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本校開設之磨課師課程抵免學分採認，提請 討論。

(圖書資訊處、通識教育中心提案) 

說明： 

一、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開設 4 門磨課師課程，分別為「海洋之窗五-生物科技與海洋產

業的對話」、「機器人創客」、「成為藝術家，你準備好了嗎？ 藝術家指南」，以及

「失智症預防與照護」。 

二、日間部學生若修習通過前述 4 門磨課師課程並持有完課證明者，擬准予抵免不分

領域之通識課程學分，1 門磨課師課程抵免通識課程 1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六：修正「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如案由十六附件(頁 63)，提請  

討論。(師資培育中心提案) 

說明：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議。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學程甄

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

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

加方式，每班至多以三人為

限。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

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

上開外加名額。 

 更改條文，原第

十二條。 

第八條 本校當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

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得繼續修

習相同類科職前教育課程，惟

須修畢碩、博士班之應修學分

始可申領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本校當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

取他校之碩、博士生，如擬移

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

習該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經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

本校培育相同類別與學科，並

經兩校同意後，始得移轉資

格。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

校不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本校當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

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得繼續修

習相同類科職前教育課程，惟

須修畢碩、博士班之應修學分

始具有參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之資格。 

本校當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

取他校之碩、博士生，如擬移轉

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

該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

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本

校培育相同類別與學科，並經

兩校同意後，始得移轉資格。由

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校不再

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更改條文，原第七

條。 

修改部分內容。 

第九條 他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

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如擬繼
 

更改條文，原第

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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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續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者，應依本校學則及教育

學程甄試、修習與學分採計等

相關規定辦理。他校師資生如

欲移轉相同師資類科資格繼續

至本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者須經兩校之同意，且確認他

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本校培育

相同類別與學科，得移轉師資

生資格，入學後由本校輔導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第十條 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擬移轉

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確認轉

出與轉入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

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並

經轉出及轉入兩校同意，得移

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轉入本

校之師資生由本校妥為輔導修

課，若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

校不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換或

重考至本校其他系所，得保留

其相同類科師資生之資格，繼

續修習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 

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擬移轉

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確認轉

出與轉入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

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並

經轉出及轉入兩校同意，得移

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

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轉入本

校之師資生由本校妥為輔導修

課，若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

校不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更改條文，原第

九條。 

新增部分內容。 

第十一條 師資生欲至他校跨校修習相同

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

確認本校與他校均有經教育部

核准開設相同之類群科別，並

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得辦

理；其學分之採認，抵免學分之

期限、比例等，依據本校學則及

本中心相關規定，由本校辦理

之；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

並納入教育部核定之師資生名

額總量內。 

 

更改條文，原第

十條。 

原第十一條刪

除。 

第十二條 本學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年，

每學期至少修習 2 學分(全學期

至校外實習者除外)，另加半年

全時教育實習。 

本學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年，

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每學

期至少修習 2 學分(全學期至校

外實習者除外)，至多以不超過

8 學分為原則(選修「特殊教育

原第十二條，更

改至第七條。 

更改條文，原第

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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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因修習本學程而未在規定修業

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

請延長修業年限一至二年；其

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

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

算。 

導論」3 學分者，得修習 9 學

分)，延畢生則不受至多 8 學分

之限制。 

因修習教育學程而未在規定修

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至二年；

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

其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

算。 

第十三條 本學程規劃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修習 30 學分（含必修 22 學分

及選修課程至少 8 學分），分

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及教學實習課程，所修群科別

應與半年全時教育實習群科別

相同。 

師資生需先修畢「教育心理

學」、「課程設計與評量」、「教

學原理與實踐」、「班級經營與

學校實務」四門課後，始得修

習分群科/領域教材教法。分

群科/領域教材教法修畢後，

方可修習分群科/領域教學實

習。 

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中等學

校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始可

申領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教育專業課

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含必修至

少 18 學分：包括教育基礎課程

必修 2 科 4 學分；教育方法學

課程必修至少 5 科 10 學分；教

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按各群

科修習至少必修各 1 科共 4 學

分；以及選修課程至少 8學分），

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

及教學實習課程所修群科別應

與半年全時教育實習群科別相

同。 

師資生第一年應先修習教育基

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

8 學分（含）以上，第二年方

可修習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

程。 

 

原第十三條，更

改至第十二條。 

更改條文，原第

十六條。 

第十四條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

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採計學分，

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

請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抵免學

分數以各類師資培育學程專業

科目應修學分之四分之一為上

限。 

教育學程學分扺免或採認，應

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

教學目標、課程內涵與成績要

求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

條件。 

有關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扺免辦法另訂之。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

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依本

校學則及相關規定採計學分，

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

請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抵免學

分數以各類師資培育學程專業

科目應修學分之四分之一為上

限，其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自經

甄試通過後起算應逾一年以

上，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

習。 

教育學程學分扺免或採認，應

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

學目標、課程內涵與成績要求

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

件。 

刪除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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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有關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扺免辦法另訂之。 

第十五條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及應屆畢

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

期所開設之教育課程學分為上

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

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本學程之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者，其每學期修習主、輔系及

教育學程學分數合計未達九

（含）學分者，應繳交學分費；

合計在九學分以上者（研究生

論文學分另計），應依學校規定

繳交相關費用。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及應屆畢

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

期所開設之教育課程學分為上

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

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原第十五條刪

除。 

更改條文，原第

十八條。 

新增部分內容。 

第十六條 修習本學程期間，若學業成績

不及格之學分數達 8 學分，或

記大過以上之處分者，應予註

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並須親

至本中心填寫放棄修習教育學

程切結書。本校不再辦理缺額

遞補。 

 原第十六條，更

改至第十三條。 

更改條文，原第

十九條。 

第十七條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單

科缺曠課時數達該科目授課時

數三分之一以上(含)者，該科目

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學生並

不得要求退還所繳之費用。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

單科缺曠課時數達該科目授

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含)者，

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學生並不得要求退還所繳之

費用。 

教育學程授課時段以安排於

日間授課為原則，但必要時得

視情況安排於夜間或週六授

課。 
 

原第十七條刪

除。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條。 

刪除部分內容。 

第十八條 核准修習本學程者，應於公告

期限內繳交規定之費用，完成

選課程序，逾期未繳費者視同

未完成註冊程序，依規定刪除

其教育學程資格，且所修之學

分不予承認，本校不再辦理缺

額遞補。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一條。 

第十九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師資生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包含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

教育專業課程，成績及格者，由

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學生，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始得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

實習課程： 

原第十九條，更

改至第十六條。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二條。 

修改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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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教育學程學生依其類科取得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者，始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教育學程學生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者，始得向本中心申請修習

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

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教師資格檢定通

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

師證書。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

大學畢業資格，並

修畢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課程，且非第二款

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

博士班在校生，於

修畢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課程且修畢碩、博

士畢業應修學分

者。 

本辦法所指普通課程，係指各

相關系所規定之所有畢業應修

課程及學分。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參

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二十條 本校辦理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

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

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另於教

育實習辦法中訂定之並據以辦

理。 

本校辦理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

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

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

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另於實

習輔導辦法中訂定之並據以辦

理。 

原第二十條，更

改至第十七條。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五條。 

第二十一條 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

各系學生修滿規定年限，並修

滿各該系規定學分且成績及格

者方得畢業，惟因修習本學程

自願延長修業年限者，得切結

自願延長修業年限同意書。如

因其它因素必須放棄修習本學

程，則應於學期加退選期限內

（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經本

中心同意後送教務處審查核可

後，註銷其修習教育學程資格；

經註銷之師資生缺額，本校不

再辦理遞補。 

 原第二十一條，

更改至第十八

條。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三條。 

第二十二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之學生，依大學法規定，取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九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依大學

原第二十二條，

更改至第十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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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得畢業資格者，得不繼續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先行畢業。 

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三項所定

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

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稱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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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習教育實習。 

前項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

本校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規

定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教師證書。但若本校已停

招或停辦，得由辦理教育實習

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會同本校依

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規定造具

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

師證書。 

法規定，取得畢業資格者，得不

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先行畢業。 

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

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

生，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稱

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自

行向本校或其他開設有相同師

資類科之師資培育大學，申請

參加半年教育實習課程，成績

及格者，由本校核發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但本校已停

招或停辦者，得由辦理教育實

習課程之師資培育大學會同本

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四條。 

修改部分內容。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

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設立

師資培育中心辦法、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

試辦法、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

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

法、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及本

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

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設立

師資培育中心辦法、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

定辦法、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

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六條。 

修改部分內容。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更改條文，原第

二十七條。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七：修正「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案」，如案

由十七附件(頁 67)，提請 討論。(師資培育中心提案) 

說明：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八：工學院各系修訂課程標準案，如案由十八附件(頁 69)，提請 討論。(工學院提案) 

說明： 

一、本案已經 107 年 9 月 18 日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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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工程系新增工具機實務應用學分學程課程標準。 

三、機械工程系修訂進修部二技及進修院校二專 106 學年度入學、107 學年度入學課程

標準。配合學校政策，廢除院級課程且在 22 週完成 1 學期，因此修訂進修部二技及

進修院校二專 106 學年度入學、107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四、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通過 107 學年度就業學程、107 學年度外國學生專班課表、107 學

年度二技營區專班課表及修正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五、新增智慧製造扣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如附件所示。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九：金融管理系日間部四技增設 104 學年度入學就業學程課程案，提請 討論。(管理

學院提案) 

說明：因應金融系執行已核定之 107 學年度勞動部「金融商品投資服務學程」就業學程計

畫所需，擬修訂「日間部四技金融行銷組、財富管理組」 (104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新開設 6 門選修課程，詳如下表： 

修訂項目 修訂後課程標準 

「金融商品投資服務學程」就業學程─ 

新開專業選修課程 

專業選修：6 門 

國際金融情勢分析【4 上、選修、3 學分/3 學

時】 

國際投資【4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共通核心職能【4 上、選修、3 學分】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4 下、選修、3 學分/3 學

時】 

投資型保險商品【4 下、選修、3 學分/3 學時】 

職場體驗【4 下、選修、1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企業管理系訂定跨域課程模組課程實施要點，如案由二十附件(頁 87)，提請  

討論。(管理學院提案) 

說明：企管系開設跨域課程模組課程，為鼓勵學生培育跨域多元能力，以滿足職場所需之專

業技能，並增進職場就業競爭力。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一：有關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提案，提請 審議。(註冊及課

務組提案) 

說明： 

一、本案已經 107 年 6 月 11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二、訂定工學院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三、訂定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四、訂定生活創意學院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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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院之系別日間部校外實習必修課程更改為選修課程。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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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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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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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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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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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資訊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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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電機工程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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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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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管理學院日間部四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課程表。 

十七、國際企業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十八、國際企業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十九、企業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二十、資訊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二十一、金融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二十二、應用外語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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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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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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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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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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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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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生活創意學院新增選修課程「社會責任」。 

三十、詳細資料，請參閱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十二：應外系孫美文老師申請成績更正案，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 

一、 土木四甲學生學號 40335109 暑修英文(二)成績，授課教師遺漏輸入該生暑修成

績，註冊及課務組僅存教學日誌可查，並無學習成績紀錄。 

二、 依據本校「成績更正辦法」第三條，授課教師申請學生成績更正已超過申請時效，

考量學生畢業在即，准予更正成績申請，提報本次教務會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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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10 時 30 分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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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暨進修院校報告事項 

 

一、 感謝各系主管、師長及同仁協助進修部及院校招生作業，請各系主任轉知師長同仁，持續關心學

生學習狀態。轉知所屬師長依網路修課名單點名，落實 18 週教學進度，提醒同學遵守智慧權之

規定。 

二、 進修部二技暨進修專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教學」課程合計 141 門，統計如右：電子系 4

門、機械系 4 門、電機系 4 門、工管系 6 門、企管系 36 門、妝彩系 8 門、應外系 14 門、餐飲

系 15 門、通識中心 35 門、圖資處 15 門。進修部四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教學」課程合

計 16 門，統計如右：電子系 2 門、資工系 2 門、妝彩系 12 門。 

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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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報告事項 

一、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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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門、社會科學領域 13 門、自然科學領域 8 門、生命科學領域 8 門，合

計 40 門。 

  (2)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12 門、社會科學領域 24 門、自然科學領域 17 門、生

命科學領域 14 門，共計 67 門。 

  (3)另開設「愛心與服務」及「海洋之窗(一)」課程，全學院同學都可以選修。 

  (4)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109 門讓同學選修。 

二、為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全國大專校院共同指標之「學生中文閱讀寫作能力提升績效」，

擬對 107 學年度本校日間部四技大一學生實施中文能力測驗前測，規劃於各系電腦課程（運算思維

與創意程式或計算機概論）時段上機施測。本學期施測之系為：機械、電機、工管、資工、建築、

企管、資管、金融、國企、應外、數位等 11 系；第 2 學期施測之系為：電子、土木、妝彩、幼保、

時尚、休運、觀光、餐飲等 8 系。本學期施測時間於 107 年 10 月 15~19 日(第六週之週一至週五)

各班電腦課程 3 節之後 2 節實施，感謝教務處、圖資處及各系之協助與配合。 

三、《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16 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截稿，凡有關通識教育範疇

之論文均接受，歡迎全校教師踴躍投稿。 

四、本學期於 107 年 11 月 9~10 日(星期五、六)與高雄道德院共同辦理「2018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

討會─宗教交流與融合」，屆時歡迎系上老師蒞臨指導。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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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及活動名

稱說明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13:30- 

15:00 
 

11/13 

隨想室內樂團 

《紅色狂想‧迷情探戈》 

 

11/22 

陳冠宇 

《陳冠宇 2018 鋼琴獨奏會》 

 

15:30- 

17:00 
 

10/16 

《2019 國際重唱藝術節》 
 

11/29 

金枝演社 

《可愛冤仇人》 

 

19:00- 

20:30 

10/8 

蝶舞舞蹈中心 

《B2 舞蹈二次方》 

12/25 

19:30-21:10 

表演工作坊 

《夜夜說相聲》 

   

報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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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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4~10/11 旅。漬-謝其昌抽象表現創作主題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19~12/13 「愛的行板 II」倪朝龍個展 

圖書資訊處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融入通識教

育課程 

12/21~02/15 精‧雕‧細‧琢-品味畫框藝術與科技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產學合作案，預計 2 檔，已執行 1 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107/09/21~12/20 
「素樸與華雅」林潔怡纖維染織藝

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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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演講者 參與人數 備註 

09.19 
激情‧抽象‧揮灑~談謝其

昌的抽象創作 

陶文岳 

 (法國巴黎國立高等裝飾藝術學院碩士) 
  

10.24 
錯位古今的心靈超越-從刻

刀到油彩傳統到現代 

倪朝龍 

(藝術家) 
  

10.25 倪朝龍的藝術行旅 
白適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表演活動(文化藝術融入通識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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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 19:00~20:30 B2 舞蹈二次方 蝶舞舞蹈中心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進修部 

   

10.16 15:30~17:00 
2018 國際重唱藝

術節 

義大利

ALTI&BASSI 現代

人聲樂團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11.13 13:30~15:00 
紅色狂想‧迷情

探戈 
隨想愛樂三重奏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11.22 13:30~15:00 
陳冠宇 2018 鋼

琴獨奏會 
陳冠宇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11.29 15:30~17:00 可愛冤仇人 金枝演社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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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19:30~21:00 夜夜說相聲 表演工作坊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進修部 

  

※ 

校內

索票

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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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暨創

意市集 
衝妹、小蘇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11.21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暨創

意市集 
新科貓奴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12.05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暨創

意市集 

創作音樂社、弦舞吉他

社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藝文活動，共計 2 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0.17 10:00~20:00 "What's up homie ! "友市集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高雄師範大學視覺傳

達設計系系學會 

  

11.07 17:30~21:30 「寶島街 1114」創意化裝晚會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1.21 15:00~17:00 緞結花舞-緞帶花鑰匙圈 DIY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75  

※競賽，共計 1 場 

報名日期 展覽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05~11.23 2018.12.21~2019.02.15 立體造型設計競賽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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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及課務組工作報告 

轉學生事項： 

一、本學期部分系科有招收轉學生共計 170 名，感謝各位主任及召集人的幫忙，學分抵免工

作順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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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前)，第 13 週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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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前)，將確定轉系或轉部成功的名單傳回本組。 

註冊事項： 

三、目前日間部尚有 770 位同學未完成註冊，就學貸款資料未繳回 302 人，請系主任與各導

師能持續輔導尚未完成註冊同學盡速完成註冊。 

選課事項： 

四、自 107 學年度起日碩博士班、日四技全面實施學生自主學習選課(日專班、日五專暫緩實

施)，為降低學生非正規選課比率，請各系師長及導師加強學生宣導，並請圖資處協助加

退選結束後寄發 e-mail 通知非正規選課學生(含低修、未選通識博雅、未選體育、一門(含)

以上必修未選)，於第三週結束前辦理補選課作業。 

五、請授課教師於加退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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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煩請各位老師協助於各課程授課第一節課時向學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

得非法影印」。敬請授課教師勿直接將出版商提供具有著作權的投影片或數位教材上傳於 

iLMS 行動學習平台直接讓學生下載，避免觸犯智慧財產權法，並請授課教師於每學期

開學前完成教材上傳。 

七、為配合學期末學生網路加選次學期課程選課作業，請各系協助次學期之開課表(小表)於期

中考週送至註冊及課務組，以利排課及學生網路選課作業。 

八、本校規定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須達 100%，請授課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完成課程大綱上

傳。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截至加退選結束後統計如下表一所

示： 

  

報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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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截至 107/9/21) 

學期 1071 1071 1071 學期 1071 1071 1071 

院別 院系別 開課數 未填課程 
課綱填寫 

達成率(%) 
院別 院系別 開課數 未填課程 

課綱填寫 

達成率(%) 

工學

院 

工學院 16 2 87.5 

生創 

學院 

生創學院 9 4 55.6 

土木系 115 6 94.8 妝彩系 177 7 96.0 

土木科(五專) 13 3 76.9 數位系 100 23 77.0 

營建所 21 0 100.0 幼保系 141 3 97.9 

電子系 143 4 97.2 應外系 106 27 74.5 

機械系 219 12 94.5 休運系 283 30 89.4 

機電所 23 9 60.9 觀光系 181 17 90.6 

電機系 218 29 86.7 時尚系 151 2 98.7 

工管系 150 14 90.7 餐飲系 252 28 88.9 

建築系 109 9 90.6 其他(含通識博雅、

師培、體育等) 
280 25 91.1 

建築科(五專) 13 2 84.6 

資工系 134 8 94.0 總計   91.1 

管理 

學院 

管理學院 27 2 92.6      

國企系 141 3 97.9      

企管系 529 48 90.9      

經管所 38 7 81.6      

資管系 154 15 90.3      

金融系 107 4 96.3      

相關計畫執行事項： 

九、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方案 T4-3-1 推動多師共時教學模式邀請產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已執行 215 門課程，本學期預計將執行 145 門，已完成申請計有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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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方案 T2-2-1 產業導向實務專題製作，邀請業師參與實務專題，

提供諮詢意見，使實務專題成果更為務實致用。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邀請 163 位業界

專家蒞校協助指導，共計 341 人次協助指導與提供諮詢意見，使實務專題成果更為務實

致用；另外，邀請 102 位業界專家共同參與 106 學年度「實務專題成果評比」，且鼓勵

各系、學程優秀或具特色作品參與全國性或國際性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培養學生創新思

考及實作能力，107 年度共計獲得 22 個獎項，成果豐碩。107 學年度敬請各系持續重視

落實實務專題課程「務實致用」之教學目標。配合本年度成果報告，本學期業師參與實

務專題務必於 10 月中旬前完成。 

十一、107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方案 R1-1-1 創新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每年度規劃 30 門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已執行 15 門課程，本學期預計將執行 15 門。請各系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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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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費等。 

十二、「技專校院辦職能專業課程方案」為教育部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1 條第 2 項「學

校得參採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行規劃設計，提供學生就業所需

之職能」及第 4 項「技專校院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每年檢討課

程內容」規定，並為鼓勵各校發展職能專業課程並協助學生之就業力獲產業認同並考取

與就業直接相關之證照辦理。 

(一)請各教學單位參考：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

用平臺（iCAP）」職能資源、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iPAS)」能

力鑑定項目，三項基準發展各單位以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 

(二)請各教學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參考「106 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

或認可證照一覽表（教育部資訊網/電子布告欄上登載）」依本校、學院、各系教育目標

與發展特色、及與地區產業人才需求職稱，篩選適合認證或認可證照，自行課程規劃設

計。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至少需辦理 1 項職能專業課程。 

(三)請各教學單位系所主任指派老師或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集人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 17:00

前於上班時間親至本組協助填寫職能專業課程成效資料，期能再提升課程數量以爭取

佳績，並列入本效申請教育部重大計畫申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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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中心報告事項 

 

一、107 學年度大四學生英文畢業門檻安排 10 月份開始檢測，目前已通過英檢人數 1,030 人，

未通過人數為 1,151 人，未通過學生名單可至語言學習中心網站查詢，並請各系四年級導

師協助宣導，鼓勵尚未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學生參與校辦門檻考試。 

二、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語言學習中心辦理正式的英檢考試，1186 名同學參與檢測，共 470 名

取得初級以上證照；其中 3 人通過中高級、57 人通過中級與 410 人通過初級，通過率為

40%；通過學生之成績單已寄電子檔於各系。 

三、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將於 107 年 12 月 12 日辦理校園考試。 

四、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多益校園考試安排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辦理校園考試。本學期共開設

4 班基礎與 1 班中級多益輔導班，目前報名人數為 120 人，課程仍開放報名中。 

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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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報告事項 

 

一、107 學年度起為推動學生跨域學習、教師教學創新，落實學生具備應有的核心能力以及檢

核學生學習成效，建立教學品質確保機制，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應

行注意事項，訂定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各級教學單位及各授課教師應落實從入學

到畢業之學習與生涯輔導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 

二、 高教深耕計畫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分別執行課程、共同議課、觀課之教師專業社群及

學習家族等 27 組課群及 10 門微學分課程，感謝申請及執行各課群之參與教師。 

三、各授課教師請於課程大綱至少填載 2 項以上之課程屬性及教學方式，並於期末繳交描述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情形之成果說明。 

四、106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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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2%，

學生評量教師教學結果平均數 4.3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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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7%，平均數為 4.3531，全校專任教師平均數為 4.3127。 

五、107 學年教學獎助生（原稱教學助理）除應修習「教學助理實務」課程，採計系專業選修 1

學分外，須參加交通大學線上學術研究倫理課程六小時以上取得證書，並協助教師教學相

關事務與學生課後輔導。 

報告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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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報告事項 

 

一、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課程於 9/28(五)選課完成，感謝教務單位(包括進修部協助) 

二、107 學年度體育課開課項目如下，本學期減少高爾夫項目。 

1.  籃球 55 

2.  羽球 50 

3.  戶外運動 55 

4.  桌球 55 

5.  撞球 55 

6.  排球 55 

7.  網球 30 

8.  瑜珈 40 

9.  有氧舞蹈 40 

三、1071 學年度體育課程開班情形如下表，日間部體育課減 1 班；進修部體育課減 4 班。 

學年 日間部 進修部 合計 

1052 87 58 145 班 

1061 73 51 124 班 

1062 73 51 124 班 

1071 74 47 121 班 

四、1071 學年度體育課程另新增五專部 2 班、外籍生專班 2 班。 

五、教務會議已通過「正修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第一階段學生已於

1071 開學 1 週內提出申請。  

報告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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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學則 
94.12.26 教務會議通過 

95.01.26 校務會議通過 

台技(四)字第 0950019840 號函核准備查 

98.03.16 教務會議通過 

台技(四)字第 0980126707 號函辦理 

100.03.14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5.10 臺技(四)字第 1000069883 號報部通過 

101.10.0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12.24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4.22 臺教技(四)字第 1020056074 號報部通過 

102.06.10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12.23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30003100 號函備查 

104.12.2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2.29 臺教技(四)字第 1040180867 號報部通過 

106.06.05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07.2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8.4 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60108003 號函核准備查 

107.07.25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0.01 教務會議修訂 

 

第 一 篇 總 則 

第一條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

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及相關規定訂定本學則，據以處理學生入學、休學、復學、退學、轉系

及畢業等事宜。 

第 二 篇 大 學 部 

第 一 章 入 學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設二年制及四年制於每學年始業前公開招考二年制各系三年級新生及四年制各

系一年級新生，並得招考二年制及四年制各系轉學生，其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

定，據已訂定招生簡章辦理招生。 

第三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本校二年制各系。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者。 

二、合於相關同等學力報考之規定者。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考本校四年制各系。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包括高中附設之職業類科）或高中畢業者。 

二、合於相關同等學力報考之規定者。 

第四條 本校依教育部有關規定，接受多元入學方案錄取學生，並得招收僑生、外國學生及其他特種

身分學生。外國學生招生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五條 凡經錄取之新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報到入學手續，逾期不辦理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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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生入學報到時，須依報考資格繳驗有效之學歷證明文件，方得入學，其預先申請緩期補繳

而經核准者，得先行入學，但應於規定時間內補繳，否則取消其入學資格。 

第七條 新生因重病、服兵役或特殊事故，不能於該學期入學時，應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截止前，申

請保留入學資格，經學校核准後，始可於次學年入學。學生因懷孕或分娩並持有證明者，得

於註冊開始前，向學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

以下之子女需要申請。 

第八條 新生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即取消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畢業後始

發覺者，除依法開除其學位證書外，並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 二 章 註冊、選課 

第九條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辦妥註冊手續。因故不能如期辦理者，須依照請假規則辦理，並

請求延期註冊，但以二星期為限。其未經准假又未辦理休學或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而不按規定

時間辦理註冊者，新生取消入學資格，舊生應予退學。 

第十條 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用。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其退

費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訂定之課程選課，並須經系主任審核，選課辦法、校際選課辦法、修

讀輔系實施辦法及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另訂之。其校際選課辦法、修讀輔系實施辦法及修

讀雙主修實施辦法，應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十二條 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八學分，三、

四年級學生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延修生不得多於廿五學分)。學

生前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各在八十分以上，名次在該系組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

以內者，次學期經系主任核可後，得於修習學分上限外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並得修習

較高年級之必、選修課程。 

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選讀教育學程或其他學程課程之學生，其每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

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三條 學生欲加退選科目者，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辦理，逾期不得辦理，若需跨校、跨部

則須經系所主管審核。 

第十四條 延長修業期限學生應於每學期與在校生同時憑學生證來校辦理註冊、選課繳交學雜費。修

課未達九學分者繳交學分費。 

第十五條 學生不得修習衝堂之科目，否則均予註銷。已修習及格且名稱相同之科目，不得重修。學

生若重複修習已及格或已抵免之課程，則重複修習之課程不予採計。 

第十六條 學生所修課程中，如其科目有先後次序規定者，未修習先修科目或先修科目成績不及格者，

未經系所主管核准，不得修習在後之科目，否則所修科目成績不予採計。 

第十七條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或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酌予

抵免，抵免辦法另訂之。 

第十八條 本校得視需要利用暑期開授課程，其暑期修課辦法另訂之。 

第 三 章 請假、休學、復學、退學 

第十九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得依照請假辦法請假，學生請假辦法另訂之。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

其未曾請假或請假未准者為曠課。 

第二十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日常考查成績以零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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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之子女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

分；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

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二十一條 學生因故得申請休學半年、一學年、或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限，但因重病或特

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得經專案報請校長核准後，再予延長。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

兵役者，應檢具徵集令影本向學校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保留學籍)，俟服役期滿檢具退伍

令申請復學。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之子女申請休學者，得檢具證明文件，

其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二十二條 休學學生應於休學期滿前辦理復學手續，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組相銜接之年級肄業，於

學期中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年級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別變更或停辦時，由學校輔導至適當系別肄業。 

第二十三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休學。 

一、缺曠課日數達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 

二、經本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必須辦理休學者。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之子女照顧，致缺課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

分之一者，不適用於此條款。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操行成績不及格、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退學者。 

三、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或連續兩學期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 

五、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連續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六、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二學年，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七、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註冊就讀者。 

八、無上列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者。 

九、延修生及當年度入學新生第一學期得不受前項第四、五款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開除學籍。 

一、學生入學所繳各項證件有假借、冒用、偽造、塗改或變造等情事者。 

二、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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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條 學生退學得向學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二十七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本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

前，已執行者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惟於申訴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

生得提出繼續在校肄業之書面請求，本校並得衡酌其狀況後，同意學生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

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則應另為處分。依規定經另為處分得

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則學校應給予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

間，並得補辦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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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 

第二十八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各系學生須修滿規定年限，並修滿各該系規定學分且成績及格者，

方得畢業。二年制各系修業期限以二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需修滿七十二學

分。四年制各系修業期限以四年為原則，所修學分總數，至少需修滿一百二十八學分。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足應修學分，至多得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學生因懷孕、

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之子女之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

應增補修學分數下限至少須為12學分。 

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學年，

並不適用因學期成績退學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本校各系學分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實驗或實習以授課滿三十六小時

至五十四小時為一學分。 

第 三十 條 本校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及操行二種，採百分記分法核計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分(操行

成績以九十五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學生成績得採等第計分法，其換算基準如下： 

一、八十分以上至一百分為甲（Ａ）等。 

二、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乙（Ｂ）等。 

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為丙（Ｃ）等。 

四、未滿六十分者為丁（Ｆ）等。 

英文成績單，其等次則以ＡＢＣＦ代之。 

第三十一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時用筆試、口試、查閱筆記、報告或解答習題，並參酌學

生學習態度等方式行之。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由任課教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末，由任課教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成績考核標準及配分比例由任課老師列於教學課程大綱，於上課第一週公告，並置於網

頁中。 

第三十二條 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日常考查、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成績計算。實習、實驗

及製圖等學科得免除各種考試，其成績則以日常考查成績累積計算之。 

第三十三條 學生成績之登錄，以選課單及加、退選單為憑。 

第三十四條 學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畢業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以科目之學分數乘以該科目所得之成績為積分。 

二、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之總和為學期學分總數。 

三、各學期科目積分之總和為學期積分總數。 

四、以學期積分總數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五、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零分及不及格科目之成績在內。 

六、重(補)修學分及成績，列於該學期重(補)修欄考查。 

七、各學期(含暑修)積分總數之和除以各學期學分總數之和為畢業成績。 

第三十五條 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但如屬教師之失誤有遺漏或錯誤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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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課教師會同教務處查證屬實者得予以更正，其成績更正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凡學業成績不及格者，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分，必修科目不及格者須重修。 

第三十七條 學生於期中及期末考試時因故請假經核准者，得以補考，但補考以一次為限。公假及喪

假之補考按實際成績計分，其他事故請假補考者，其成績超過六十分之部份以百分之

八十計算；不及格者以實得分數計算。 

第三十八條 應參加補考學生，補考日期經公告後，無故不參加考試者，其補考成績以零分計。 

第三十九條 期末考試曠考之學生，其曠考科目之全學期成績，作零分計算；平時考查、期中考試及

期末考試曠考者，其曠考部分之成績，作零分計算。 

第 四十 條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數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學期總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均保留至小

數點後一位計算。 

第四十一條 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者，除該科以零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據學生獎懲辦法予

以適當處分。 

第四十二條 學生各種試卷，應由學校妥為保管，以備查考或備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調閱，其保存時間

須滿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各

項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四十三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別、肄業年級與學業成績及註冊、休學、復學、轉系、退學、轉學、

畢業等學籍紀錄，概以各項學籍與成績登錄原始表冊為準，並建檔永久保存。 

第四十四條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讀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申請休

學，免予註冊。但如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第 五 章 轉 系、轉 學 

第四十五條 本校學生入學後，得申請轉系(部)，轉系(部)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六條 本校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轉學招生委員會擬定招生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辦理之，

並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除一年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外，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 

二、招收二年級轉學生，不限系組報考。 

三、招收三年級轉學生，以性質相近或相同系組報考為限。 

四、因違反本校校規退學之學生，不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第 六 章 畢 業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必修及選修之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且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

格者，准予畢業。由本校依有關規定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位證書。 

第四十八條 四年制各系成績優異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得提出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應修學分全部修滿。（含必修及選修） 

二、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三、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四、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 

五、如表現優異並經系所推薦者，經專案核准，不受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之限。 

第 三 篇 進 修 部 
第四十九條 凡具有本學則第三條所規定之報考資格，於專科以上學校日、夜間部畢業者，得報考本

校二年制進修部。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滿一年且現仍在職者（男性須役畢或無兵役義

務），得報考本校二年制在職專班。於日間部高中畢業滿一年或高職以上學校日、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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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畢業者，得報考本校四年制進修部。 

第 五十 條 學生每學期註冊繳費，應依一般規定辦理；暑期註冊及選課者應另繳學分費。 

第五十一條 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各系學生修業年限二年制以二年為原則，四年制以四年為原則。 

前項修業年限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  

第五十二條 進修部每學年分第一、第二兩學期，以夜間上課為原則，在職專班以在週六週日上課為

原則。並得於假日和暑期排課。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少於九學分。 

第五十三條 進修部及在職專班學生畢業應修學分總數應依同年制一般生規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本校經教育部核定辦理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得受理學士後學員申請入學，相關

規定另訂如下： 

一、 申請入學資格：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得報名參加本項招生。 

二、 受理申請學制：大學部四年制進修學士班。 

三、 授課時段：可於日間、夜間或假日授課，並得於暑假期間進行。 

四、 開班模式：得以專班或隨班附讀辦理辦理。其隨班附讀之該班總人數以 60 人為限。 

五、 收取費用：比照大學部進修學制規定辦理為原則。 

六、 應修學分數：申請人入學後，其應修畢業學分，與各該學系畢業應修專業課程學分數同，

或至少為專業課程 48 學分。但申請入學之學分證明，依相關規定申請抵免後，其實際

修習取得學分數不得少於 12 學分。 

七、 每學期應修學分數：無最低下限。 

八、 修業年限：在校修業年限應至少 1 年，至多 4 年。學生當學期如因工作或特殊原因無法

就讀，無須辦理休學。 

九、 取得學位證書：學生修業期滿且符合相關規定後，依照學位授予法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並加註「學士後多元專長」等字樣。 

第五十五條 進修部其他未規定事項，依本學則之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篇 研 究 所 

第一章 入 學 

第五十六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有關學系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經本校各系（所）博士班

招生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各系（所）博士班就讀。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

院有關學系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經本校各系（所）碩士班

招生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各系（所）碩士班就讀。外國學生經申請並獲核准後，得入

本校碩士班肄業，其辦法另訂之。但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生應加

修大學部相關學系基礎科目與學分，由各系（所）另訂之。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五十七條 研究生每學期應依規定辦理註冊並繳交學雜費。 

第五十八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科目與學分，由各該系（所）定之。但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六學

分，不得多於十八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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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 

第五十九條 博士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碩士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進修碩士班研

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因特殊需要得酌予延其修

業期限以二年為限。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

延長年限以二年為限。 

第 六十 條 博士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論文六學分另計）。碩士生至少須修滿廿四學分（論文六

學分另計）。如須提高畢業應修學分數，由各（系）所訂定，並報校核定後實施。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為研究需要，經相關各系（所）主管之同意，得選修他所科目，其學分並准列入

畢業學分內計算。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考取之研究生，所須加修大學部相關

學系基礎科目之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第六十二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予重

修。 

第六十三條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為原則，由本校定期辦理，博士、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另訂之。

必要時，各系(所)並得另訂辦法，自行舉行學科考試。 

第六十四條 研究所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非研究所開設之

課程，不列入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 

第四章 休學、復學、退學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休學、復學、退學及違犯校規等之處置比照本學則有關條文之規定辦理。 

第六十六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三、除論文外，學期學業成績全部零分者。 

第五章 畢業、學位 

第六十七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 

二、通過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第六十八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授予碩士學位。合於前條規定之

博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授予博士學位。 

第 五 篇 學籍管理 

第六十九條 本校建立學生學籍資料，應詳細登載其學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身

分證統一編號、外國學生國籍、僑生僑居地、入學身分別、入學學歷、入學年月、所屬

系組班、休學、復學、轉系、輔系、雙主修、所修科目學分成績、畢業年月與所授學位

(或退學紀錄)、核定學籍情形、家長或監護人之姓名、通信地址等，學籍資料建檔永久

保存。 

第 七十 條 入學新生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

符者，應即更正。 

第七十一條 本校在校學生及畢業生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地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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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證件，申請更改。 

第七十二條 本校招收之新生，其資格經審核無誤後，應於每學年(期)開始上課後二個月內造具名冊

及統計表連同錄取榜單建檔永久保存。具有保留入學資格者，另附名冊說明。 

第七十三條 本校退學學生及更改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之畢業生，應於次學年開始上課後二個

月內，分別造具名冊建檔永久保存。 

第七十四條 本校畢業生，應於畢業後六個月內，造具名冊建檔永久保存。 

第 六 篇 附 則 

第七十五條 進修部及研究所學生準用大學部學則有關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之相關規定。 

第七十六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及其他有關事項另訂之。 

第七十七條 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要點，辦法另訂之。 

第七十八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關該生入學考試

及資格、註冊、繳費及選課、請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休學、退學、復學、退費及

修業期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業機制規定另訂之。 

第七十九條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學校後，申請保留入

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3 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

之計算。 

第 八十 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據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十一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由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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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 
 

91.07.08；91.10.07；95.03.13；96.06.11；98.03.16；101.05.28；103.12.22；104.03.16；104.09.21；

105.03.07；105.09.26；106.09.25；107.03.26；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0.01 教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 

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相關章則及各項會議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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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及通識博雅課程選課資料。但情況特殊時，則採選課表劃記方式辦理。 

(二)選課初選前，於期限內填答該學期所有修習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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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科彙整送教務處，若發現與所修課程有誤，須在規定期限內至教務處辦理更正，逾時

教務處得逕予註銷不符規定之科目，且該科目成績不予計算並通知各系科及任課老師。 

三、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須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研究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六學分，至多十八學分。 

大三、大四每學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五學分。 

大一、大二至少十六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二專及五專後二年至少十二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五專前三年至少二十學分，至多三十二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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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定之)；專科部跨科選修，則以六學分為原則。(詳細跨系科最高學分數由各系科另訂之)。 

(三)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次學期得酌予減修學

分，其減修之學分審核由各系科自行核定。但不得違背本條文第(一)項之規定。 

(四)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向各系科查詢並填寫新舊

課程抵免申請表。 

(五)學生若重複修習已及格或已抵免之課程，則重複修習之課程不予採計。 

註：辦理抵免科目學生(轉學或轉科等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四、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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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主任核可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二)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本院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延修、重修、補修或其他

特殊原因，經系主任及欲修習之本校或他校任課教師、該系主任核可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得

跨系、跨科、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然跨系、跨科、跨部修習他系所排定

之必修科目每學期以修二門課程為限，跨校修習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三)必修科目其選修人數研究生未達 5 人、大學部未達 20 人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上該科

目不開班。 

五、選修課程： 

(一)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研究生未達 5 人、大學部未達 20 人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上該科

目不開班。 

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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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

修習，並認定為本系之畢業選修科目學分，但須由該系所擬訂在畢業學分選修科目中保留一

定之學分數供學生自行選修他系所課程，經系科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始可。 

(三)通識基礎、通識核心及通識博雅課程不得承認為專業選修學分。 

(四)依同等學力標準之規定入學外籍生(簡稱中五學制學生)，應補修學分數及修習科目： 

1.補修應修學分之辦理時程訂於中五學制學生註冊入學後。 

2.應補修學分數下限至少須為 12 學分。 

3.修習科目以專業課程為主，由各系考量學生能力規劃開設。 

(五)修習各院開設的各項微學分課程，需依各院微學分修課規定辦理，課程以 9 小時(3 週)為 0.5

學分，18 小時(6 週)為 1 學分，依此類推；上課時間不可互相衝突，若遇假期或臨時調課，

由授課老師自行擇期補課。 

六、網路教學科目： 

(一)如欲修習網路教學科目之必、選修科目，得經任課教師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所修習

之網路教學科目如為跨系開設科目，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其修

習總學分數不得超過各系規定之跨系選修科目學分數。 

(二)修習網路教學科目每學期以選修兩門課為原則，但總修習學分以不超過畢業總學分三分之一

為限。 

(三)修習教育部補助各項磨課師課程(MOOCs)，以每 18 小時之課程計 1 學分為原則，並以不超

過 8 學分為限。 

七、重補修： 

(一)二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及延修生如因該學制停招或該學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堂得

申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選讀。 

(二)申請跨部至進修部重補修最多以二門重補修課程科目為原則，跨校修習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

辦法辦理。 

八、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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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加退選或欲加退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須經系科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 

(二)加退選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九、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兩週內至各系組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費，逾期不予受理。 

十、隨低班重修課程者，作如下之規定： 

(一)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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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讀電腦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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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認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校規嚴厲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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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十一、跨部選課： 

當學年度因課程衝堂或未開設無法在本部修課者，得跨部修課；跨部修習課程者，僅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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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三、四年級學生及延修生，且最多以二門課程為原則。 

十二、跨學制選課： 

(一)研究生為研究需要，經所長核可後，得選修大學部課程，但不計入畢業學分，且最高以六學

分為限。 

(二)大學部(含二技及四技生) 四年級學生，經系主任或所長同意得選修研究所課程，但每學期最

高以六學分為限。 

(三)五專或二專學生如因停招經系主任核可後得跨四技選課。 

(四)二技及四技學生經系主任核可後得互為選修開設於上述學制之課程。 

十三、五專部四、五學生及延修生重修其原排定於低年級課程(一至三年級) 得跨日間部或進修部四

技一、二年級修課，然該班選課人數不得超出學校規定修課人數。 

十四、學生完成修習學分學程取得學程證明者，學程課程規範至少 6 學分跨域學分數不列入各系訂

定之可跨系或跨院選修學分數之限制。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據其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若有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准，得不受

本要點規定限制。 

十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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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排課原則 

                                                              88 年 11 月 5 日；107 年 3 月 26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01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各系科在排課時應依下列原則排定： 

  （一）在職進修或進行科技部專題計劃老師，得在排課前檢具相關証明文件，提出特定時間排課

申請（不排課時間每週最高以四個半天為限）。 

  （二）兼職行政主管及各教研會召集人為參加各項校務有關會議，週一上午得儘量免排課。另各

處、室、系科主任週四上午亦儘量免排課。 

  （三）專任教師每週以排空二個半天為原則(教師不得排課前指定)，如擔任補校課程者得再多排

空一至二個半天為原則(教師不得排課前指定)。 

  （四）同一理論課程一天最多以排二節為原則，如有合班或性質特殊得排連續三節，應避免分

散二節或上午一節，下午一節。 

  （五）為配合學校行政管理需求，五專一、二、三年級學生第一節需排課，且至少排二節課以上，

亦即上午或下午排課時不得僅排一節課。 

  （六）為減輕老師授課負擔，並避免影響教學品質，儘量避免連排四節理論課且一天最高得排五

節理論課，如含實習課程則以六節為限;另每天日、夜間部最高 8 節為限，每週(含進修院

校)至少排課四天為原則。 

  （七）班級課與課之間儘量避免空堂，或下午僅排一節。 

  （八）採彈性排課之班級，在排課時須妥善安排上課地點，實驗（習）課程亦須考慮是否符合場

所之限制。 

  （九）体育課後儘量不排課程（如須排課請僅以選修課程排定）。 

  （十）大學部各系不分院每週二、四下午 6、7、8、9 節為通識博雅課程，各系於當時段如欲安排

課程者，得安排大學部三、四年級專業課程。 

二、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進修學制(含在職專班)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

六及週日為原則。 

三、各學制系(科)班級單一年級，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4節以上，但

實務操作課程等特殊性質者，得不受此限。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

然如聘請國外學者專家則不受此限。 

四、進修學制每週授課天數如少於2天者(扣除遠距教學天數)，應延長修業年限。 

五、各系初排課程資料送註冊及課務組檢查後，視實際需求得調整初排時間，課程既經排妥公佈後，

不宜再作調整，如需調動時段，請任課老師於加退選作業完成後再提出申請，陳請校長經核准後

才可調動課程。 

六、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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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91 年 7 月 8 日；93 年 1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01 日教務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訂定之。 

 

第 二 條 博士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碩士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

規定者，得申請學位考試： 

一、至少修畢各該系(所)規定之應修學分數以上者。 

二、已完成論文初稿並經各系(所)規定程序審查同意者。 

三、通過各系（所）自訂相關條件 

四、博士班研究生須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由各系(所)另訂之。 

 

第 三 條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第一學期為開學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學期為開學日至六月三

十日止。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

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第 四 條 學位考試下列程序辦理： 

一、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舉行學位考試。 

 

第 五 條 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名，其中校內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置委員五人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人數須為三分之一(含)以 上，召集人由委員會互推

一人擔任。 

二、指導教授得為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人。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者。 

(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上述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四、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 (所) 務會議訂定之。 

案由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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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兼任教師得為校外委員。 

六、考試委員由各系(所)主管提請校長核聘之。 

七、學位考試委員與研究生具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如有必要，應重新辦理提聘。 

 

第 六 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核准備案後，經系(所)通知並檢具繕印碩士論文與提要各五份，送

請所屬系(所)審查符合規定後，擇期辦理有關學位考試事宜。考試方式以口試行之，必

要時得舉行筆試。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

且需全部學位考試委員評分皆為七十分（含）以上方為及格。評定以一次為限。 

三、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碩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三人出

席，博士學位考試至少需委員五人出席，且博士學位考試校外委員須佔出席委員三分

之一(含)以上，否則不得舉行考試。考試者，其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四、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五、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以一

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其退學。 

六、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第 七 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時間由各系所自行訂定，惟其舉行期間第一學期為十月初至

次年一月底前，第二學期為四月初至同年七月底前。 

 

第 八 條 學位考試成績應於考試完成二週內將成績送交教務處。 

 

第 九 條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 

 

第 十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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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抵免學分辦法 

95.06.12 教務會議通過 

98.03.16；103.12.22；104.09.21；107.03.26；107.10.01 教務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辦理學生抵免科目學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依本辦法辦理。 

第 三 條 本校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一、轉系科生。 

二、轉學生。 

三、大學部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不含於畢業總學分內)者。 

四、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及已停招系科重補修生(含復學生)。 

五、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六、夜間部選讀生考取正式生。 

七、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 

八、申請放棄修讀雙主修及選讀輔系學生。 

九、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已取得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80 學分；入

學本校大學部二年制學士班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副學士學位者，重新入學本校

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或二年制專科學校之新生，至多得抵免 40 學分；不得抵免大學部二

年制學分。 

學生申請前項抵免學分後，至少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

辦法」規定，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經入學考試錄取，抵免學分後其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

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具雙重或多重學籍學生不得抵免各科目學分。 

第 四 條 本校依下列規定辦理抵免科目： 

一、科目名稱及內容皆相同或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或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性質相

近者，得互為抵免，然後兩項需檢附課程大綱經系主任簽核後送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

備查。 

二、共同科目各學群內選開科目得互為抵免。 

三、校訂科目得以已修習及格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學分，列抵免修。 

四、高級中等學校教學科目得依本條第一款規定抵免專科部五年制一、二年級科目學分。 

五、專科部五年制四、五年級及二年制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互為抵免。 

六、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必要時得經甄試後再予抵免。 

七、本校在學肄業學生，在學期間經學校核可，參與本校主辦之校外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得申請採計抵免內容相同或相近專業

科目之學分。 

八、入學前或在學期間從事與課程相同或相近之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檢附校

外學習成就內容證明書，足資證明符合課程要求者，得抵免實習或實驗課程之科目學

案由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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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九、幼兒保育系抵免科目，非經教育部審認通過之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及教師授課之學分

（含轉  學生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不得採認為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

抵免學分。 

第 五 條 校外學習與工作成就，經核准抵免後，得採計為畢業學分，惟以不超過總畢業學分數四分

之一為限。 

第 六 條 學分以多抵少者，以少學分登記；以少抵多者，其缺修學分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抵免科目如為必修科目學分，其不足學分未達二學分得以近似選修學分補足；其不足

學分超過二學分（含）以上者，不得抵免，應補修該科目。 

第 七 條 學生辦理抵免後應修學分數規定： 

一、學生經抵免科目學分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為原則；若因抵免而

造成低修，應於加退選二週內補足學分數，未補足者，該科目不予抵免。 

二、專科部學生申請抵免科目學分者除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外，其畢業總學分、共同科目各

學群、專業基礎科目、專業核心科目、校訂必修科目所修學分數均須達到規定最低學

分數。 

三、專科部學生申請抵免科目學分或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必修科目須達校訂最低學分數。 

四、研究生申請抵免最高不得超出各研究所規定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 

五、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可申請抵免通識博雅課程之人文

及社會科學領域，唯以四分之一為上限。 

第 八 條 原修舊課程學生復學後修課規定： 

一、學生復學後依新課程續修為原則，復學前已修及格科目學分全部採計，其畢業學分數

依學生修讀新舊課程比例核算，核算後之總畢業學分不得低於新制課程與舊制課程

校訂畢業總學分之較低者，不足之學分數以選修學分補足之。 

二、學生復學前未修或不及格之必修科目，依新課程標準及下列規定補修： 

(一)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整為選修科目者，仍應補修。 

(二)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應修讀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 

(三)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數少於舊課程時，其缺修學分仍應依第六條第二款原則處

理。 

三、學生復學後續修各學期之科目學分，如於舊課程中已修習及格者，得免修。 

四、學生於下學期復學時，對於有學習先後順序之全學年必修科目，仍應補修先修之科目。 

五、其他科目抵免及修習學分數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下列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後，得視其抵免學分數多寡酌情准其申請編入適當年級就讀，但至

少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 

一、重考入學新生。 

二、夜間部選讀生考取正式生。 

三、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 

（一）四年制達四十學分者得編入二年級；達六十四學分者得編入三年級。 

（二）二年制達三十二學分者得編入四年級。 

第 十 條 大學部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學生，在畢業前最後一學期主修系組之選修學分不足時，可

以申請放棄輔系或雙主修，並申請輔系或雙主修已修過學分抵免補足主修系組不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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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分，惟必須符合通過該主修系組選修學分相關規定。 

第十一條 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復)學開學後二週內辦理完畢。 

第十二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 

一、專業科目由各系科主任指定之審查人審查。 

二、共同科目由各科召集人指定之審查人審查。 

三、體育與軍訓科目，由體育室及軍訓室審查。 

四、各系(科)得組審查小組審核學生以工作成就、教育訓練及研究發展抵免科目之申請。 

各科目審查後再交由各系科主任及教務處審核之。 

第十三條 學生入學前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同級學校修讀之科目學分，得視實際情形依本要點

有關規定抵免。研究生非就讀本校學分班之科目學分不得申請抵免。 

第十四條 科目學分抵免或重(補)修成績均依下列規則登錄： 

一、 辦理抵免後之科目，其原有成績本校不計入學生之學期成績及畢業成績，僅於各項

成績登記文件中註明「抵免」字樣。 

二、 經核准抵免之科目，必修科目應依各該生適用「學年度課程規劃表」為準，分別登錄於各學

年各學期，並於各該科目成績欄註記「抵免」。  

三、 轉系學生經依規定審定列計畢業學分數後，繼續使用原歷年成績表，並於成績表內

分別註記不予列計畢業學分之科目及學分數。 

四、 轉學再轉系學生，其轉學時所抵免之專業科目學分，應予以重行辦理抵免；而轉系

前在本校原系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亦由轉入學系依畢業學分審查規則予以逐一確

認是否計入畢業學分。 

五、 各系(共同科、體育、軍訓)辦理抵免學分，應依自行訂定並經系務(共同科、體育、

軍訓)會議通過之抵免學分規定辦理之。 

第十五條 校外實習課程應符合實習相關規範，爰修課學生如為在職人士，不得以其工作抵免實習課

程學分。 

第十六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據其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若有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准，得不

受本要點規定限制。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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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91 年 10 月 7 日教務會議通過 

95 年 10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3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3 月 6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10 月 01 日教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學生學習領域及培養第二專長，以提昇其就業競爭力，依據

大學法第 11 條第二項、第 27 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9 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程之設置由各學院、系擬訂設置宗旨、課程規劃、完成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及修讀學程

相關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學程變更時亦同。 

第三條 學程分為「學分學程」及「微學分學程」，學程之課程規則應以跨域課程為原則。「學分學程」

課程規劃總學分數為 12 學分至 20 學分，應修科目至少須有 6 學分以上跨系應修之科目；

「微學分學程」課程規劃總學分數為 9 學分至 11 學分，應修科目至少須有 3 學分以上跨系

應修之科目。選修通識課程學分不可認定為跨系學分。應修學分數如有其他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辦理。 

第四條 學程得訂定申請選讀學程學生之資格、條件及人數限制。 

第五條 本校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得於規定選課期間填寫修習學程課程申請表向設置學程之學院、

系申請修習學程課程。 

第六條 修習學程課程之學生，其學業成績應以其主修系及加修學程學分合併計算，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畢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退學規定之計算，均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申請修習學程課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延長原定之修業年限。 

第八條 學生申請選讀學程應持修習學程課程申請表及在校全部成績單，經原肄業主修系審查確認

其具選讀學程能力者，送請所選學程之召集人同意，再送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核備。 

第九條 凡修滿主修系及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教務處及各學院、系確認後發給學程證明；如

修完主修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

學程課程。 

第十條 學生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其中 6 學分以上跨系應修之科目得計入主修系之畢業應修

學分數內，且完成學程課程取得學程證明者，得不列入各系訂定之可跨系或跨院選修學分數

之限制；但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其已得之學分，列入各系之規定選修學分計算。 

第十一條 各學院、系應訂定輔導學生修習跨域學分學程，並納入系發展模組課程。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項，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案由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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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開設電競相關學分學程(草案) 

一、 緣起 

    電子競技產業為近年來之熱門產業，越來越受到重視且受青少年朋友喜愛。同時，也即將

成為 2022 年亞運會及 2024 年奧運會之正式比賽項目，因應生源學校越來越多的資源投入，本

校預計設立五個相關電競學分學程以利對接。 

    工學院預計從電子競技硬體週邊設備技術等產業面切入，管理學院主要為培育電競產業之

經營管理、行銷企劃及專業技能之人才，生創學院旨為培訓具備電競技能與電競遊戲內容設計之

電競遊戲設計人才。 

二、 課程規劃 

學分學程 核心課程 實務課程 總學分 

工學院 

電子競技硬體應用學分學程 
共計 7 門課程，需修 4 學分以上 

共計 31 門課

程，至少需修 8 

學分 

需修習 1 2

學 分 以 上 

管理學院 

電競賽事經營學分學程 

共計 14 門課程，需修習 9 學分以上 

且 A，B，C 每類至少修一門 
共計 24 門課 

需修習 2 0

學 分 以 上 

生創學院 

電競遊戲內容設計學分學程 
共計 5 門課程，需修 9 學分以上 共計 13 門課 

需修習 1 8

學 分 以 上 

生創學院 

電競節目主播與製播學分學

程 

共計 5 門課程，需修 9 學分以上 共計 15 門課 
需修習 1 8

學 分 以 上 

 
 

案由九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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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電子競技硬體應用」學分學程 

一、 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電子競技應用學分學程課程所安排之科目與內容是著重從電子競技硬體週邊設備技術等產業

面切入，培育電子競技產業人才，電子競技產業係因電子競技風氣所帶動的電子產業配合手機資訊

科技及多媒體技術的產業。依照開課流程修完所有課程之後對電子競技產業各專業知識都有相當程

度的瞭解，讓學生可以從電子競技硬體週邊設備技術等研發電子競技產業不同面實務技術，全方位

了解電子競技產業。 

二、 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單位 備註 

電競電腦硬體裝修/電競工程技術/電競設

備散熱技術應用/電競光電應用/電競行動

裝置應用實務/雲端運算基礎與伺服器虛

擬化實務/機電整合實務專題 

每門課 

2 學分 
工學院 

 

實

務 

課 

程 

 

工程材料/應用電子學與實作/感測器原理

與應用/邏輯設計與實作/可程式控制器應

用與實作/機電整合/控制系統工程/微電腦

介面實作/電腦輔助控制系統設計/圖形程

式設計與虛擬儀控/電路學與實作 

每門課 

2-3 學分 
機械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雲端運算基礎實務/伺服器虛擬化實務/雲

端運算技術與商機/物聯網系統概論/物聯

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物聯網整合系統實

務(一) (二)/ 

每門課 

2-3 學分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電腦網路概論/嵌入式系統概

論/智慧型控制概論/工業產品開發與設計

流程/智慧電子應用設計概論/光機電設備

開發概論/嵌入式系統程設計/智慧型感知

應用實務/液晶工程導論/創意設計實務專

題 

每門課 

2-3 學分 

電子工程系 

三、 附註 

核心課程需修習 4 學分(含)以上，實務課程需修習 8 學分(含)以上，修畢 12 學分(含)以上取得電子

競技應用學分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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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電競賽事經營」學分學程 

一、 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之主要目標為：提供電競產業之經營管理、行銷企劃及專業技能之人才。為達成此

目標，本學程主要特色為理論與實務並重，強調做中學，學生在修完本學程後，可學到：(1)電

競平台之經營能力與(2)電競活動之行銷規劃能力。透過以上所學，學生在未來相關領域能可有

所成就。 

二、 課程規劃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至少 9 學分為跨系選修，而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且 A, B, C

每類至少修一門課。 

2. 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系（所）之畢業應修學分數內；但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

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選

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4.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

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成績總表，經管理學院認定後，轉呈教務處核章備

查。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電競產業與數位內容概論 

--(A 類) 
3 資管、金融、國企 相關課程： 

A 類：數位內容概論/產業分析/產

業研究概論；B 類：行銷管理/網路

行銷/網路行銷管理/社群行銷/行

銷企劃實務/數位行銷/國際行銷管

理；C 類：創新與創業管理/顧客關

係管理/服務業管理/國際服務業管

理/國際商展實務 

電競行銷企劃 

--(B 類) 
3 

資管、金融、國企、企

管 

電競商業模式 

--(C 類) 
3 

資管、金融、國企、企

管 

實

務 

課 

程 

 

電競產業專案管理 1 3 
資管、金融、國企、企

管 
相關課程： 
1風險管理/專案管理；2財務報表分

析/成本與管理會計/財務管理；3市

場調查分析/市場調查/國際市場調

查與分析；4賽事企劃與節目製作/

會展實務/會議與展覽實務；5創意

思考訓練/產品開發與管理/文化創

意產品設計；6廣告與行銷傳播；7

國際禮儀/商業禮儀/公關策略與企

劃/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8電

競轉播實務/直播管理實務/個人直

播技巧/直播媒體管理；9資管實務

講座 

電競產業財務規劃 2 3 資管、金融、國企 

電競市場分析與調查 3 3 金融、企管、國企 

賽事活動實務 4 3 國企、企管 

電競週邊商品設計 5 3 
金融、資管、企管、國

企 

廣告實務 6 3 企管、國企 

禮儀與口語訓練 7 3 國企、企管 

電競賽評與主持 8 3 管理學院 

電競產業實務講座 9 3 
資管、金融、國企、企

管 

微學分-電競領域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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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電競遊戲內容設計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為培訓具備電競技能與電競遊戲內容設計之電競遊戲設計人才。

課程規劃著重於電競遊戲內容企劃與實作，培養學生透過遊戲體驗，藉以了解電

競遊戲的遊戲本質，並學習遊戲開發工具，培育具有電競項目中遊戲內容之設計

與開發能力，以成為電競產業所需的遊戲設計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電競產業概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電競遊戲實務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競運動心理學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遊戲程式設計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資訊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 

 

電競職涯規劃 2/2 生活創意學院  

專

業

課

程 

電腦繪圖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時尚設計系  

電競實務工作坊 1/2 生活創意學院  

3D 基礎動畫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團隊戰術分析邏輯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人機互動設計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音效製作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網路遊戲設計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資訊工程系/

資訊管理系 

 

電競遊戲專題製作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三、附註 

核心課程需全修習且需通過 9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8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電競遊戲內容設計學分學程證書。 

 
 
 
 
 

 

 

 

 

 

 

 

http://csulsm.csu.edu.tw/
http://csulsm.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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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電競節目主播與製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為培訓具備電競產業知識並具有電競節目內容製播能力之節目製

播人才。課程規劃著重於電競遊戲節目製播企劃與實作，除讓學員了解電競相關

產業資訊外，同時需兼具節目轉播與節目製播能力，主要培養學生了解電競遊戲

的本質，以及觀眾消費心理，進而學習電競產業相關之節目製作，培育未來電競

產業節目製播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電競產業概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電競遊戲實務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競運動心理學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電競職涯規劃 2/2 生活創意學院  

電競節目製播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觀光系  

專

業

課

程 

電競實務工作坊 1/2 生活創意學院  

3D 動畫基礎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賽事分析與評論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休閒與運動

管理系所 

 

電競受眾心理學 2/2 幼兒保育系  

口語表達 2/2 應用外語系/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電競轉播實務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音效製作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後製與剪輯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科技與法律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生活創意學院  

電競遊戲專題製作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三、附註 

核心課程需全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8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電競娛樂節目製播學分學程證書。 

 

 

 

  

http://csulsm.csu.edu.tw/
http://csulsm.csu.edu.tw/
http://csulsm.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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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 
88年9月17日教務會議通過 

91年7月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3年12月27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4 年3 月14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12月21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3月1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10月01日教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為提升各系(科)「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以下簡稱專題製作）之

教學成效，並增進學生之實作創新能力，特訂定「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

設計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各系（科）專題製作之學分、時數及開課年級依教育部及學校規定開授。其訓練期間以連

續兩學期為原則，起迄時間由各系（科）自訂之。 

第三條：各班課表所排訂專題製作之上課時間表，係為方便指導老師與學生晤談及實習場地所採權

宜之措施。至於實際指導之時間及地點，則授權由指導老師作彈性運用。 

第四條：大學部各系「實務專題」小組學生人數以3 人1 組為原則，專科部各科「專題製作、專題

研究」小組學生人數以4 人1 組為原則，「畢業設計」小組學生人數以2 人1 組為原則。 

第五條：專任教師均有義務參與專題製作之指導，各系（科）應安排合適之指導老師實施分組教

學、並可跨系（科）指導，其中每位老師指導之組數以日間部與進修部各不超過3 組為原

則。 

第六條：各系（科）分組方法、名單、專題製作題目及指導老師等相關資料須經各系系務會議通過

後，送交教務處備查。 

第七條：各系（科）各組專題製作所需之經費，由各系（科）材料經費項下以百分之二十範圍內自

行分配。若該專題製作係參加教育部主辦之相關專題製作競賽且具創新性，必須特別補助

材料費者，得另案簽核之。 

第八條：專題製作之指導費發給辦法如下： 

一、各系（科）每班每學年以「90 小時助理教授鐘點費」計算，並依開課之學期核發之，

其中每組指導老師之指導費則依每班分組之組數平均發給。 

二、「畢業設計」課程係列入一般上課時數計算，不另核發指導費。 

第九條專題製作之題目訂定原則如下： 

一、各系(科) 每組專題應聘請一名業界專家與本校教師協同指導學生實務專題製作，俾使

產學契合。 

二、業界專家之協同專題製作指導費，每人以新台幣貳仟元支付之。 

第十條專題製作成績評分原則如下： 

ㄧ、每組成績評核委員得由系主任聘請該系專任教師（含指導老師）至少3人擔任之。 

二、成績評核項目包含期中、期末書面資料及成果發表等，其百分比由各系（科）自訂

之。 

第十一條專題製作成果之審查原則如下： 

一、評審委員得聘請校內外之學者與業界專家6~8 人以上組成之，其中業界專家至少須佔

三分之ㄧ。 

二、校外學者與業界專家之專題製作競賽評比指導費，每人以新台幣貳仟元支付之。 

案由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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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準則以成果的創新性、完整性、實用性、書面資料及成果發表為依據，其百分比

由各系（科）自訂之。 

第十二條：作品成果優良之組別係以全系（科）評選，其中得獎及頒獎標準原則如一、二項。惟建

築與室內設計系、幼兒保育系及應用外語系因學科性質與展出方式之不同，另訂原則如

三、四項，茲列舉如下： 

一、優等獎：各系（科）取該系（科）該年級之班級數為優等獎之組數，其中每組各頒

發獎學金新台幣陸仟元整及獎狀乙只。 

二、佳作獎：各系（科）取該系（科）該年級之班級數的2倍為佳作獎之組數，其 

    中每組各頒發獎學金新台幣參仟元整及獎狀乙只。 

三、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採將各優良組別所得獎學金之總和，應用於補助優秀作品 

    之展覽，惟仍頒發各優良組別之獎狀乙只。 

四、 幼兒保育系、應用外語系若未實施專題製作，則其作品成果不予評選優良組 

     別，其中所需演出之經費，得另案簽核之。 

上述各獎項的得獎組數以不超過該系（科）該年級分組數之四分之一為原則，且該組

之指導老師的獎勵得依本校「教師教學研究獎勵辦法」獎勵之。 

第十三條：各系（科）應針對專題製作之所有成果擇期於校內公開展示之，展示期間各組必須派人

於展示會場示範及說明。 

第十四條：各系（科）專題製作之優良作品應參加對外競賽或公開發表。 

第十五條：各系（科）應依本辦法訂定「專題製作實施要點」，據以辦理各相關事宜。 

第十六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暨行政會議通過後，再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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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成績更正辦法 
 

107 年 10 月 1 日教務會議修訂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訂定本辦法，據以處理學生成績更正事宜。 

第 二 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或進修部教務組後，不得更改。但如屬

教師之失誤致有遺漏或錯誤者，得提出申請予以更正。 

第 三 條 申請成績更正時應填具申請單，並檢附各項成績相關資料送交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或進

修部教務組，經會同授課教師查證屬實者，得陳請校長核准後予以更正。如事關學生重大

權益且情節特殊者，得提報教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始予更正。 

第 四 條 學生成績更正之申請至遲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第 五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據其他有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十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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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草案) 

107.10.1 教務會議提案 

一、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學生跨域學習、教師教學創新，落實學生具備應有的核心

能力以及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建立教學品質確保機制，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

權益應行注意事項及本校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辦法，訂定本校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學習成效為學生接受本校教育後，所獲得之知識、技能、態度與品格之增長與變化。成效

評量包含專業課程成效評量、通識課程成效評量及非正式課程成效評量等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三、本校依據教育宗旨、教育理念制訂校級教育目標、基本素養。 

學院應依據校級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制訂院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依學院特性發展學院特

色。 

系應依據院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制訂系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依系特性發展學系特色。 

本要點所稱系包含系、所、中心、室、學程等教學單位。 

四、各教學單位依據校、院、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規劃課程，課程規劃須與校、院、系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具關連性。課程委員會落實三級三審功能，確保課程規劃可達成教育目標、學生基本

素養與核心能力。 

五、本校學生學習成效檢核機制以學生在學中至學生畢業後為期程，分目標建立、成效檢核、學習

發展、成效評量、長期檢核等，由校及院系依項目定期循環檢核回饋校正，詳如附圖。 

六、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各級教學單位應落實從入學到畢業之學習與生涯輔導之學生學習成效

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做法如下： 

(一) 各級教學單位應依其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 

(二) 教師應依課程所要培育之學生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應用多元教學方法與設計多元學習

評量方式。 

(三) 各級教學單位應依其核心能力規劃所要培育之專業人才領域及相對應之課程，於每學年第

二學期檢討修正開課科目並送學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四) 授課教師應採多元學習評量，其指評量方式的多元化及實施過程的多元化；評量執行兼顧時

機、功用、作用、結果的解釋與運用，內容兼顧情意、認知、技能，並以客觀測驗、實作、

口頭問答等多元方式進行評量。 

(五) 授課教師應依據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結果，調整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六) 各級教學單位每學年應協助學生檢視修課學分及建置 GPS，以協助學生提早規劃核心能力

養成，以為未來升學或就業做充分準備。 

案由十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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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級教學單位應定期蒐集課程規劃與其實施成果之相關資料，參考內、外部互動關係人意見

及相關調查分析報告等，確實評估學生學習成效與檢視學生核心能力之適切性，並適時回饋

至課程規劃之改善與核心能力之修正。 

七、各教學單位及教務處每學年應核實教師評鑑之教學項目的各細項指標標準評分，以維護學生

受教權益。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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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生研習學術研究倫理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106年9月25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10月1日教務會議提案 

 

一、 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養師生學術倫理素養，使其具備從事學術或教學研究工

作所需正確倫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本校學術研究倫理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於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倫理課程(以下簡稱本課

程)研習；新進教師於一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學術倫理教育課程研習。 

三、 自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博士班學生，以入學第一學期結束前修習完成本課程為原則。 

四、 本校大學生若擔任教學助理(教學獎助生)者應研習本課程，或配合各項計畫需求得修習本課

程。 

五、本課程實施方式如下： 

(一)修習「臺灣學術倫理教育資源中心」網路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 

(二)各學院、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術倫理研習課程。 

(三)人事處、研究發展處及相關單位辦理研習課程(針對違反學術倫理類型及相關規範)。 

(四)南區研究倫理聯盟辦理學術倫理研習課程。 

六、本課程由主辦單位核發證明書，得列入教師評鑑或申請學位考試或教學助理評核。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十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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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要點（修正草案） 

96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3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10 月 13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9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3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2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3 月 16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8 月 8 日研擬修訂 

一、為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及協助教師處理教學相關事務，進而提升教學品質，特設置教學助理，並

訂定本要點。 

二、以各學術暨教學單位所開設之理論實務或校內實習(實驗)課程為辦理原則。 

三、有關各學術暨教學單位所需之教學助理名額依專任教師人數分配由承辦單位辦理。 

四、教學助理資格取得之培訓依下列辦理之： 

(一)每年由承辦單位辦理教學助理培訓課程，以協助學生取得擔任教學助理之資格。 

(二)凡有能力、有意願、欲輔導課程之學期成績優秀、或具有相關證照或相關能力證明之大學部

各年級學生，均得參加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三)完成培訓時數之學生，由承辦單位發給教學助理資格證明，其有效期可適用至畢業止。 

五、教學助理之任用原則如下： 

(一)本校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均得任用之。 

(二)已取得承辦單位認可之教學助理資格之大學部學生均得任用之。 

(一)已取得承辦單位認可之教學助理資格之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及大學日間部學生。 

(二)應提出曾修習擬輔導課程或相似課程且成績在 75 分以上、或對應之證照等相關證明。 

六、每位專任任課教師得申請 1 名教學助理，並依申請教學助理注意事項，於申請時間內填寫教學

助理申請表，由各系所彙整申請表後擲交承辦單位。 

前項申請教學助理注意事項，由承辦單位訂之。 

七、教學助理為「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並依相關規範辦理，工讀金依每學期核配範圍內之實際

工作時數按月核實支給。 

八、教學助理工作內容為協助教師教學準備、教學進行、教學評量、課後輔導及其他相關教學輔助

工作。 

九、教學助理考核依下列辦理之： 

(一)教學助理應於學期中之每月依據實際工作情形填報工作日誌及簽到退表，並依規定時間繳至

承辦單位。 

案由十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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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教學助理之教師須於學期末須填寫「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接受教學助理輔導之

學生須填寫「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問卷」。 

(三二)申請老師與系所應負審核監督教學助理之責任，並核實工作時數，若承辦單位發現不實與

教學助理不適任之情事，得隨時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 

(四三)為鼓勵教學助理，於學期末遴選出每系至少 1 名優秀教學助理；同時，每學期初提出不適

任之教學助理，供各系任用教學助理參考之。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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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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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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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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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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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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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0 年 5 月 2 日臺中(二)字第 1000073651 號函同意核定 

教育部 102 年 11 月 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166355 號函核定修正 

教育部 104 年 4 月 2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40051392 號函核定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六條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經教育部核准

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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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學程)之四年制二年級以上與二年制學生，以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於報考本學程時具有本校學生身分，且成績符合本辦法第六條規定者，得

申請參加教育學程甄試。 

第四條  本學程每學年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之名額為準。 

第五條  凡本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向本中心

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概不受理。 

第六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必須符合以下基本條件： 

(一) 大學部各學制學生： 

1. 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

之五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二) 研究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業總

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3.復學者，以其休學前一學期成績計算之。 

(三) 參加國際級競賽而取得甄審入學之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1.大學部學生： 

案由十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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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68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班前百分

之六十五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2.研究生： 

（1）操行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3(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間學業

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四) 二技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於原校畢業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始可參加甄試。 

第七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

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至多以三人為限。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

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八條  本校當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得繼續修習相同類科職前

教育課程，惟須修畢碩、博士班之應修學分始可申領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本校當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他校之碩、博士生，如擬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

資格繼續修習該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本校培

育相同類別與學科，並經兩校同意後，始得移轉資格。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

校不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第九條  他校當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如擬繼續修習相同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本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試、修習與學分採計等相關

規定辦理。他校師資生如欲移轉相同師資類科資格繼續至本校修習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者須經兩校之同意，且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本校培育相同類別與

學科，得移轉師資生資格，入學後由本校輔導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第十條  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擬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應確認轉出與轉入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及學科，並經轉

出及轉入兩校同意，得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轉入本校之師資生由本校妥為輔導修課，若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校不再辦

理師資生缺額遞補。 

本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換或重考至本校其他系所，得保留其相同類科師資生

之資格，繼續修習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第十一條  師資生欲至他校跨校修習相同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確認本校與他校均

有經教育部核准開設相同之類群科別，並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得辦理；其學

分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例等，依據本校學則及本中心相關規定，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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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之；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教育部

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總量內。 

第十二條  本學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年，每學期至少修習 2 學分(全學期至校外實習者除

外)，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因修習本學程而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

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第十三條  本學程規劃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 30 學分（含必修 22 學分及選修課程至少 8

學分），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所修群科別應與半年

全時教育實習群科別相同。 

師資生需先修畢「教育心理學」、「課程設計與評量」、「教學原理與實踐」、「班級

經營與學校實務」四門課後，始得修習分群科/領域教材教法。分群科/領域教材

教法修畢後，方可修習分群科/領域教學實習。 

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始可申領修畢中等學校

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十四條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

採計學分，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數以各

類師資培育學程專業科目應修學分之四分之一為上限。 

教育學程學分扺免或採認，應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程內涵

與成績要求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 

有關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扺免辦法另訂之。 

第十五條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及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期所開設之教育課

程學分為上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數，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本學程之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者，其每學期修習主、輔系及教育學程學分數

合計未達九（含）學分者，應繳交學分費；合計在九學分以上者（研究生論文學

分另計），應依學校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第十六條  修習本學程期間，若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達 8 學分，或記大過以上之處分

者，應予註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並須親至本中心填寫放棄修習教育學程切結

書。本校不再辦理缺額遞補。 

第十七條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單科缺曠課時數達該科目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含)

者，該科目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學生並不得要求退還所繳之費用。 

第十八條  核准修習本學程者，應於公告期限內繳交規定之費用，完成選課程序，逾期未繳

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依規定刪除其教育學程資格，且所修之學分不予承

認，本校不再辦理缺額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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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含普通課程、專

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教育學程學生依其類科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始得參加教師

資格考試。 

教育學程學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向本中心申請修習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二十條  本校辦理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

實習輔導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另於教育實習辦

法中訂定之並據以辦理。 

第二十一條  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各系學生修滿規定年限，並修滿各該系規定學分

且成績及格者方得畢業，惟因修習本學程自願延長修業年限者，得切結自願延

長修業年限同意書。如因其它因素必須放棄修習本學程，則應於學期加退選期

限內（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同意後送教務處審查核可後，註銷其修

習教育學程資格；經註銷之師資生缺額，本校不再辦理遞補。 

第二十二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依大

學法規定，取得畢業資格者，得不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先行畢業。 

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三項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得向本校或其他開

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前項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本校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規定造具名冊，送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但若本校已停招或停辦，得由辦理教育實習之師資

培育之大學會同本校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一條規定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

給教師證書。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

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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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08 學年度起實施) 

必修課程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概論 2  

教育心理學 2 

教育哲學 2 

教育 

方法 

課程 

課程設計與評量 2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生涯規劃 1 

職業教育與訓練 1 

教育 

實踐 

課程 

教學原理與實踐 2  

班級經營與學校實務 2 

分群科/領域教材教法 2 

分群科/領域教學實習 2 

 選修課程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備      註 

教育 

基礎 

課程 

教育社會學 2 必修課程外，建議加

修至少一門「教育基

礎課程」之選修。 
教育行政與法規 2 

多元文化教育 2 

教育 

方法 

課程 

適性教學 2 *為建議優先選修科目 

必修課程外，建議加

修至少一門「教育方

法課程」之選修。 

實作教學與多元評量* 2 

學習科技與媒體應用 2 

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教學 2 

技能與證照輔導 2 

教育 

實踐 

課程 

教育議題探究* 2 *為建議優先選修科目 

必修課程外，建議加

修至少一門「教育實

踐課程」之選修。 

特殊教育導論 3 

教師專業倫理與人際關係 2 

教師專業發展與專業社群 2 

學校中的法律案例 2 

教師情緒管理 2 

修課通則 

案由十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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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資生修讀本校中等教育學程，每學期至少需修習 2 學分(全學期至校外

實習者除外)，並需修習至少 4 個學期。 

二、 教育專業課程分為教育基礎、教育方法及教育實踐三類課程，師資生至

少應修習 30 學分，包含必修 22 學分，選修至少 8 學分。 

三、 師資生需先修畢「教育心理學」、「課程設計與評量」、「教學原理與實

踐」、「班級經營與學校實務」四門課後，始得修習分群科/領域教材教

法。分群科/領域教材教法修畢後，方可修習分群科/領域教學實習。 

四、 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實地學習內容包

含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並經本校

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始可申領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實地學習之認證辦法另訂之。 

五、 108 學年度之前所修習之教育學程課程，需依本中心抵免辦法及本校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對照表」進行抵免。 

六、 本表適用 108 學年度起修習之師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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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工具機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一、 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工具機是所有製造業的基石，亦有「機械之母」之稱，通常用於精密切削金屬以生產其他機器

或加工的金屬零件，台灣目前名列世界前七大工具機生產國，從零組件廠、加工廠到組立廠擁有完

整的供應鏈，對於工具機設計分析、機械電控、精度量測與製造加工各領域的人才需求強烈，本學

程開設目的即在訓練學生具備工具機各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將所學應用於精密工具機相關領

域的工程實務上，縮短學用落差，與業界職場間快速接軌。 

二、 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單位 備註 

核 

心 

課 

程 

單晶片應用與設計(一)(二)/ 永續環境/材

料科技概論/光電元件應用/企業電子化概

論/薄膜科技與應用/智慧電子應用設計概

論/創新科技/ Web2.0應用軟體系統開發

實務/ LED固態照明科技/行動裝置軟體設

計/創新創意與智慧電子/機械人設計概要

雲端運算基礎與伺服器虛擬化實務/IOT

物聯網與智慧城市應用概論/LED創意應

用/機電整合實務專題/創意飛行器實作

(一)(二 )/ Vmware資料中心虛擬化實務

/3Design電腦補助珠寶設計與實習/創意

實作設計/機械人設計/創意感測器應用/

機構學/空間與環境科/智慧製造系統/智

慧型機械人設計/物聯網實務應用/前端網

頁技術/電子商品設計/智慧財產與專利資

料庫檢索 

每門課 

3 學分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數值控制加工與實

作/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氣壓控制與實作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與實作/精密量測及實作/多軸數值控制加

工與實作/工具機調校技術 

每門課 

2 學分 
機械工程系 

 

三、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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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十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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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7.05.14 系務會議通過 

107.06.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06.11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7.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專科學校二專機械工程科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最低畢業學分 80 學分（含必修 59 學分、選修 21 學分），每學期至少修 20 學分。 

2.▲表示電腦上機教學課程。 

3. *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2 週次授課，以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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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科目 704001 國文（一） 3/3 必修科目 704005 國文（二） 3/3 

必修科目 704013 英文（一）* 3/3 必修科目 704014 英文（二）* 3/3 

必修科目 704003 微積分 2/2 必修科目 704016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必修科目 704015 計算機程式* 2/2 必修科目 704521 電機學 2/2 

必修科目 704503 靜力學 3/3 必修科目 704520 電腦輔助繪圖▲ 3/3 

必修科目 704517 機械製圖 2/2 必修科目 704534 機械材料* 2/2 

必修科目 704544 精密量具及檢驗 2/2 必修科目 704529 機動學 2/2 

選修科目 704843 實務專題實作(一) 3/3 選修科目 704844 實務專題實作(二) 3/3 

院訂選修 
 

工程產業技術

（一） 

3/3 院訂選修 
 

工程產業技術

（二） 

3/3 

必修 17 學分 選修 3 學分 時數 23 必修 17 學分 選修 3 學分時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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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科目 704535 動力學* 3/3 必修科目 704540 非傳統加工* 3/3 

必修科目 704536 熱力學* 2/2 必修科目 704541 品質管制* 2/2 

必修科目 704537 氣液壓與實習 3/3 必修科目 704542 機械設計原理* 3/3 

必修科目 704538 材料力學 2/2 必修科目 704543 數控工具機 2/2 

必修科目 704539 機械材料實驗 3/3 選修科目 70483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習 
3/3 

必修科目 704546 製造工程 2/2 選修科目 704827 焊接技術 2/2 

選修科目 704846 生產管理 2/2 選修科目 704835 機電整合概論 2/2 

選修科目 704847 熱處理* 3/3 選修科目 704836 半導體製程概論 2/2 

    選修科目 704848 電腦輔助製造 3/3 

  必修 15 學分  選修 5 學分  時數 20  必修 10 學分  選修 10 學分 時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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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7.05.14 系務會議通過 

107.06.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06.11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7.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專科學校二專機械工程科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最低畢業學分 80 學分（含必修 63 學分、選修 17 學分），每學期至少修 20 學分。 

2.▲表示電腦上機教學課程。 

3. *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2 週次授課，以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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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科目 704001 國文（一） 3/3 必修科目 704005 國文（二） 3/3 

必修科目 704013 英文（一）* 3/3 必修科目 704014 英文（二）* 3/3 

必修科目 704018 文學與人生* 2/2 必修科目 704016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必修科目 704003 微積分 2/2 必修科目 704503 靜力學* 3/3 

必修科目 704021 計算機程式* 3/3 必修科目 704520 電腦輔助繪圖▲ 3/3 

必修科目 704521 電機學 2/2 必修科目 704552 機械材料 2/2 

必修科目 704549 機械製圖 3/3 必修科目 704529 機動學 2/2 

必修科目 704544 精密量具及檢驗 2/2 選修科目 704849 生產管理 2/2 

    選修科目 704850 流體力學 2/2 

必修 20 學分 選修 0 學分 時數 必修 18 學分 選修 2 學分時數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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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科目 704019 現代世界史* 2/2 必修科目 704020 二專共同科目* 2/2 

必修科目 704535 動力學* 3/3 必修科目 704540 非傳統加工* 3/3 

必修科目 704550 熱力學* 3/3 必修科目 704551 品質管制* 3/3 

必修科目 704537 氣液壓與實習 3/3 必修科目 704547 機械設計原理 2/2 

必修科目 704538 材料力學 2/2 必修科目 704543 數控工具機 2/2 

必修科目 704548 機械材料實驗 3/3 選修科目 70483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習 
3/3 

必修科目 704546 製造工程 2/2 選修科目 704827 焊接技術 2/2 

選修科目 704818 應用電子學 2/2 選修科目 704835 機電整合概論 2/2 

選修科目 704833 熱處理 2/2 選修科目 704836 半導體製程概論 2/2 

    選修科目 704848 電腦輔助製造 3/3 

  必修 18 學分  選修 2 學分  時數 20  必修 12 學分  選修 8 學分 時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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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7.05.14 系務會議通過 

107.06.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06.11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7.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週六日班)機械工程系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72 學分(必修39 學分【校訂通識基礎必修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30 學分】，選修

33學分)【校訂通識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 

2.*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2 週次授課，以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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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4001 實用英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3 網際網路應用 3/3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2 歷代文選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04216 工程數學 2/2 專業必修 S04215 機械元件設計 3/3 

專業必修 S04203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S04213 機械製造 2/2 

專業必修 S04214 材料力學 3/3 專業必修 S04205 工程熱力學 2/2 

專業必修 S04208 工程材料 2/2 專業選修 S04832 數值控制 3/3 

專業選修 S04839 實務專題實作(一) 
3/3 專業選修 S04833 工廠實習 1/3 

院訂選修  
工程科技（一） 

3/3 專業選修 S04840 實務專題實作(二) 
3/3 

    院訂選修  工程科技（二） 3/3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4 學分/選修 3 學分) 合計 18 學分 21 小時  (必修 12 學分/選修 6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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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修選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修選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S04219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S04218 工程自動化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S04211 電腦輔助機械製造 3/3 專業選修 S04813 逆向工程概論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S04217 自動控制 2/2 專業選修 S04831 精密量測及實驗 2/2 

專業必修 S04220 流體力學 3/3 專業選修 S04816 微細加工 2/2 

專業選修 S04805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S04820 非破壞檢測實驗 2/2 

專業選修 S04827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S04845 機電整合應用 2/2 

專業選修 S04843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S04844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S04808 熱處理與金相實驗 3/3 專業選修 S04815 塑性加工學 2/2 

專業選修 S04825 焊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S04846 微機電導論 2/2 

專業選修 S04830 液氣壓控制與實驗 3/3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1 學分/選修 9 學分) 合計 17 學分 17 小時 (必修 3 學分/選修 1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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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7.05.14 系務會議通過 

107.06.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7.06.11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7.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週六日班)機械工程系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72學分(必修41學分【校訂通識基礎必修必修 11 學分，專業必修 30 學分】，選修

31學分)【校訂通識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7 學分】。 

2.*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2 週次授課，以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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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4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7 台灣開發史 2/2 

專業必修 S04203 動力學 3/3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04214 材料力學 3/3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8 實用英文 2/2 

專業必修 S04216 工程數學 2/2 專業必修 S04215 機械元件設計 3/3 

專業必修 S04205 工程熱力學 2/2 專業必修 S04213 機械製造 2/2 

專業必修 S0420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S04209 流體力學 2/2 

專業必修 S04221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S04832 數值控制 3/3 

    專業選修 S04833 工廠實習 1/3 

合計 18 學分   小時 (必修 18 學分/選修 0 學分) 合計 18 學分   小時  (必修 12 學分/選修 6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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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修選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修選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04218 工程自動化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S04211 電腦輔助機械製造 3/3 專業選修 S04813 逆向工程概論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S04222 自動控制 3/3 專業選修 S04831 精密量測及實驗 2/2 

專業選修 S04805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S04816 微細加工 2/2 

專業選修 S04808 熱處理與金相實驗 3/3 專業選修 S04819 微機電導論 2/2 

專業選修 S04827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S04820 非破壞檢測實驗 2/2 

專業選修 S04830 液氣壓控制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S04845 機電整合應用 2/2 

專業選修 S04843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S04844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S04815 塑性加工學 2/2 

    專業選修 S04847 銲接工程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必修 8 學分/選修 10 學分)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必修 3 學分/選修 1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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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4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 

104.04.1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6.12.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0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106.12.25 教務會議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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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515 量測概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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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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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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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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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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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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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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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39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倫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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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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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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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3 ＊作業研究（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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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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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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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6967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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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20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85 ERP 應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988 智能企業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53 職場體驗 0/6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72 IE 技術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69 IE 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6952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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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4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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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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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2/2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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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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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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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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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4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 

104.04.1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6.12.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0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106.12.25 教務會議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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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506 基礎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6507 製造概論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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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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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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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09 工程經濟分析 3/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49 成本會計 3/3 專業必修 46508 人因工程 2/2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958 工業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倫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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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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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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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1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2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必修 46510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必修 46517 行銷管理 3/4 專業選修 46944 採購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43 市場調查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42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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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必修 46520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7 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948 兩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5 勞資關係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46 企業營運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59 休閒產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85 ERP 應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88 智能企業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53 職場體驗 0/6 

專業選修 46972 IE 技術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69 IE 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6952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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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4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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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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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2/2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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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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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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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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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33 旅進修部二技班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5 學分【校訂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36 學分】 

選修 27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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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806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校訂必修 806007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806421 品質管理實務 3/3 

專業必修 806418 服務學習(一) 3/3 專業必修 806422 服務學習(二) 3/3 

專業必修 806419 工業工程實務實作(一) 3/3 專業必修 806423 工業工程實務實作(二) 3/3 

專業必修 806416 生產與作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6858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806420 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806842 策略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6866 物料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 

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 

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數 

專業必修 806412 設施規劃 3/3 校訂必修 806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806424 服務學習(三) 3/3 專業必修 806426 服務學習(四) 3/3 

專業必修 806425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3 專業必修 806427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3 

專業選修 806859 工作研究 3/3 專業選修 806861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80681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6838 存貨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68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6856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6833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806862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806860 企業資源規劃概論 3/3 專業選修 806863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6864 全面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6865 專案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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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33 旅二技班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 

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 

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數 

    系選修  3 科選 2 科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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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5 科選 3 科 9/9 系選修  最多選 10 學分 10/10 

 
  



82 

 

Fall Semester of 2018 

Curriculum of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Minimum credit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144 credits 

Required courses: 98 credits (common courses: 38 credits;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s: 60 credits) 

Elective courses: 46 credits (general courses: 8 credits;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s: 38 credits) 

1st Fall 1st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Common 

Course 46015 Physical Education (I) 1/2 
Common 

Course 
46016 Physical Education (II) 1/2 

Common 

Course 
46059 Chinese Teaching (I) 4/4 

Common 

Course 
46060 Chinese Teaching (II) 4/4 

Common 

Course 
46063 English (I) 4/4 

Common 

Course 
46064 English (II) 4/4 

Common 

Course 46058 
＊ Computing thinking 

and creative 

programming 

2/3 
Common 

Course 46054 
Community Service & 

Learning (II) 
0/2 

Common 

Course 
46053 

Community Service & 

Learning (I) 
0/2 

Common 

Course 
46052 Labor Education (II) 0/1 

Common 

Course 
46051 Labor Education (I) 0/1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31 Calculus (II)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96 Calculus (I)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99 Accounting 3/4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06 Fundamental Physics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21 

＊ Programming 

Language 
1/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21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44 

＊ Computer Aided 

Drawing 
1/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07 

Introduction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2/3     

 22/28  17/26 

2nd Fall 2nd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Common 

Course 
46047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2 

Common 

Course 
46048 Physical Education (IV) 1/2 

Common 

Course 
46061 Chinese Teaching (III) 4/4 

Common 

Course 
46062 Chinese Teaching (IV) 4/4 

Common 

Course 
46065 English (III) 4/4 

Common 

Course 
46066 English (IV) 4/4 

General 

Course 
 General Education (I) 2/2 General Course  General Education (II) 2/2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22 ＊ Internet Application 1/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6 Statistics (II) 3/4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03 Statistics (I)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24 Material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22 Work Study 3/4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9 

＊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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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8 Economics 2/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22 

Creative Thinking 

Training 
2/2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40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English 
2/2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81 Smart Robot Application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25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     

 20/25  22/26 

3rd Fall 3srd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General 

Course 
 General Education (III) 2/2 General Course  General Education (IV) 2/2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25 Quality Management 3/4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05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3/4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2 Operations Research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1 Finance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0 

＊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2/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08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2/2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09 

Analysis of Engineering 

Economy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824 Quality Assurance 3/3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517 Marketing Management 3/4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01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823 
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19 Logistics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26 

Distribu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895 Industry Analysis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43 Marketing Survey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27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2 

 22/25  18/19 

4th Fall 4th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Course  

Type 

Cours

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 

Hours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 
46427 Facilities Planning 3/4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828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32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889 Management Case Study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20 E-commerce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37 Strategy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28 Investment and Finance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09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829 Project Management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41 
ERP Application for 

Manufacturing Module 3/3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6930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3/3  

   

 15/1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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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 Semester of 2018 

Curriculum of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1st Fall 1st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2nd Fall 2nd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1 of 2 courses 2/2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1 of 2 courses 2/2 

3rd Fall 3srd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2 of 3 courses 6/6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3 of 6 courses 8/8 

4th Fall 4th Spring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Course Type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Credits/Hours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4 of 5 courses 12/12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 

 
3 of 5 courses 9/9 

Note:  

Not all courses will be offered every semester. The courses offered depend on the IEM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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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智慧製造扣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一、 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為因應全球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同時帶動台灣產業升級，積極透過推動生產力 4.0 策略，針

對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共同推動虛實融合系統，帶動生產流程朝向數位化、 預測化、

人機協作化發展 ，以強化台灣產業的競爭力。智慧製造已是不可擋的工業發展趨勢，也是諸多產業

在國際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強化本身製造能力的解決之道，依照本課程規劃會對於智慧製造扣件產

業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並擺脫低價代工與仰賴大量人工作業的傳統思維，才不至於在國際競爭洪

流中漸被淘汰。 

二、 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單位 備註 

雲端管理概論/大數據分析概論/人工智

慧概論/扣件製程概論/Python 程式設計  
每門課 

3 學分 
工學院 

 

先 

導 

課 

程 

 

可程式控制實習/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

務/機電整合實習(一)/機電整合實習(二) 

每門課 

2 學分 
電機工程系 

 

工件微觀結構與性質/模具設計/高值化

扣件產品製程/氣壓控制與實作/精密量

測與實作/金屬材料與成型加工/熱處理/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自動化系統

工程實務與實作/圖形程式設計與無人

載具控制實務 

每門課 

2 學分 
機械工程系 

智動化產線設計實務(一)/智動化產線 

設計實務(二) 

每門課 

2 學分 
電子工程系 

大數據分析與雲端管理實務/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每門課 

2 學分 
資訊工程系 

 

智慧生產與品質管理/智能企業與物流

管理 

每門課 

2 學分 
工管系 

 

 

 

 

產 

業 

課 

程 

 

工件移載與檢測系統基礎實務(單機) /

產品裝配與檢測系統基礎(單機)/產品倉

儲系統基礎實務(單機)/產品搬運系統基

礎實務(單機)/扣件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實

務(三)/ 螺絲搓牙機製程與實務/壓力感

測器原理與實務/螺絲光學篩選機原理

與實務/線上即時監控系統原理與實務/

扣件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實務(一)/搬運倉

儲與物流系統基礎實務/大數據分析系

統基礎實務/人工智慧決策系統基礎實

每門課 

0.5 學分 

(微學分) 

業界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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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智慧製造與大數據解析基礎實務/扣

件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實務(二) 

三、 附註 
要修滿先導課程 10 學分(核心模組課程 6 學分(必選)+各系模組課程任選 2 門 4 學分)+同一 

完整產業模組課程 4 學分，總計 14 學分，始得學分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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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跨域課程模組實施要點 

 

107年 09月 19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鼓勵學生培育跨域多元能力，以滿足職場所需之專業技能，並增進職場就業競

爭力，特訂之本實施要點。  

二、實施內容： 

學生在畢業前，選修特定跨域課程模組類累計至少 18 學分，始能取得該跨域課程

模組證書。 

三、跨域課程模組申請與認證： 

應屆畢業生完成模組課程，下載並填寫課程模組申請書(附件三)，另附上學生取

得模組課程之成績單，經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審核認定，報請系主任核定後，頒發

跨域課程模組證明書。 

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跨域課程模組類型與課程規畫表如附件一、二。 

六、跨域課程模組申請書如附件三。 

 

 

 

 

 

  

案由二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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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企業管理系 進修專校二專 課程模組規劃表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企
業
管
理
系
課
程
模
組 

餐飲 

模組 

餐飲管理導論 

選修 

18 學分 
 

餐飲服務 

餐飲採購與製備 

飲料冰品 

烘焙食品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中餐烹調 

餐飲門市禮儀 

西餐烹調 

食品衛生與安全 

餐廳經營管理 

休閒 

運動 

模組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選修 

18 學分 

 

休閒養生功法 

休閒活動規劃 

運動賽會管理 

營隊與團康領導 

核心運動指導實務 

露營與野炊實務 

足體養生保健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 

社區運動指導實務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妝彩 

模組 

生活化學與實驗 

選修 

18 學分 

 

皮膚生理學 

應用色彩學 

化妝與流行史 

藝術賞析 

專業倫理與生涯規劃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指甲護理與彩繪 

美容營養管理 

美容衛生與安全 

美姿美儀學 

門市服務管理 

時尚品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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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二】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課程模組規劃表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企
業
管
理
系
課
程
模
組 

餐飲 

模組 

中餐進階廚藝 

選修 

18 學分 
 

餐飲採購管理 

餐飲專案管理 

餐飲進階服務 

餐飲行銷管理 

飲調實務進階 

創新會議點心製作 

西餐進階廚藝 

宴會管理 

創新咖啡調製 

創意麵包 

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茶藝與茶道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休閒 

運動 

模組 

導覽解說 

選修 

18 學分 

 

有氧運動指導實務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休閒旅程規劃 

度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咖啡與輕食製作 

美容 

門市 

模組 

服裝造型 

選修 

18 學分 

 

時尚髮型設計 

美容經營管理 

化妝品行銷管理 

化妝品應用管理 

新娘秘書管理 

美容門市連鎖經營管理 

化妝品市場經營 

時尚品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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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跨域課程模組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學 號  學 生 姓 名  
申 請 

年 度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制    □二專    □二技 主 修 組 別       年       班             組 

模 組 名 稱 □餐飲模組 □休閒運動模組 □妝彩模組 □美容門市模組 

專 業 模 組 

相 關 課 程 
         學分 

預 計 畢 業 

年 月 
       年     月 

生 日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聯 絡 電 話 
住家：               

 手機：   
E - m a i l           

 

 

 

審核意見欄 ( 審核後請簽章 ) 

初審 複審 

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召集人 

 

企業管理系系主任 

 

□認定通過 

□不通過 

 

□認定通過 

□不通過 

 

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應附上歷年成績總表。 

2.應屆畢業生學生申請應於畢業之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