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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3月 1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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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以「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為最高準則，訂修定各教務行政章則及

辦理各項業務和活動，敬請各教學單位一起努力，持續改進而達成目標。 

(二) 因應教育政策及教學生態瞬息萬變，每學期期初和期末均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和教務會

議，以適時回應業務需求。 

(三) 各教學單位的大學各學制以上之課程，請依時程、規劃內容及審查重點落實三級三審課

程審查機制，日間部五專土木工程科及建築科前三年課程應依教育部專科學校法等規定

辦理。 

二、游副校長致詞 

教育部 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尚在審查中，其中一大主軸「落實教學創新」仰賴各單位

全面推動，應辦理的各項子計畫和成果報告，須確實執行、檢討和改進，期許明年教育

部蒞校現場訪視能獲得佳績。 

三、出列席單位業務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招生處、圖書資訊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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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報告附件一至八(頁 5-21)。 

三、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如案由一附件(頁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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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生選課未依學則規定每

學期最低學分數，由系主

任或導師代為選課。 

無 依本校學則第十二

條 

每學期所修學分數

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學業成績考查暨考試須知」，如案由二附件(頁 25)，提請 討論。(註冊及

課務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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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修訂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正修科技大學學業成績考查暨考

試注意事項 

正修科技大學學業成績考查暨考

試須知 

標題修訂 

九、考試週期間於原上課時間及教

室舉行考試，若無安排考試，

均應正常上課。 

九、如在考試當週某一時段已經考

試，其他上課時段可視情況上

課或停課。 

確保教學品質， 

維護學生權益 

第十條(含)以後條號，配合更新 十、考試週若以交報告方式取代考

試之班級，請依課表照常上

課。 

刪除 

十一、本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十二、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標題修訂 

討論：本注意事項規定考試週期限，建議考慮微積分、物理科等統一會考無法依規定辦理。 

決議：注意事項九、加「統一會考課程經教務處同意者除外」。 

案由三：訂定「學生成績登錄要點」，如案由三附件(頁 26)，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

提案) 

說明：為有效管理學生成績，建立教師繳交成績之義務及避免影響學生各項權益。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訂定「學生連續修讀學士碩士學位辦法」，如案由四附件(頁 28)，提請 討論。

(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為鼓勵本校四技及二技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專

班)，以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訂定「108年度推動教學相關計畫獎勵原則」，如案由五附件(頁 29)，提請 討論。

(教學發展中心提案) 

說明：為獎勵執行學習家族、多元創意教學、跨域主題導向 PBL 課程、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教學助理、高中職學校專題製作競賽、學習成長實作性競賽，特訂定本原則。 

討論：建議各獎項之獎勵寧缺勿濫，如參加組數較少或未達審查標準者「從缺」。 

決議：獎勵原則之九、各獎項之獎勵如參加組數較少或未達審查標準者「從缺」；十、本

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案由六：修正「磨課師課程獎勵要點」，如案由六附件(頁 31)，提請 討論。(圖書資訊處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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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強化本校磨課師推動與發展，鼓勵教師積極投入磨課師課程的製作與經營，擬

修訂「正修科技大學磨課師課程獎勵要點」第三條第五款，並將獎勵條件增列於

附表內。 

二、考慮獎勵金經費預算來源，故予以刪除，並將原獎勵金轉移至「正修科技大學教

師教學研究獎勵辦法」中教學成果點數，若課程考核績效良好者，最高可另加計

至 6點(SPOCs)或 7點(MOOCs)。 

三、以上主要修正，以及部分因應教師評鑑辦法修改之修正處請詳見附件紅色字體與

刪除線標示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協助高英工商完成大學預修課程，擬發給學分證書，如案由

七附件(頁 35) ，提請 討論。(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提案) 

說明： 

一、 黃郁升老師及張錦郎老師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協助私立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

校 42名學生完成大學預修課程。 

二、 預修課程為 40RA14A角色造形設計(3學分 3小時)，開設於二年級上學期 A班，

課程大綱如附件。 

三、 本案業經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8.02.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本案發給學分證書與現有學分學程證書混淆，建議改為發給學生學習成就之證明。 

決議：修正為發給「修課完成證明」，並註明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案由八：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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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業經 108年 3月 11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二、修訂本校日間部五專土木工程科及建築科 107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一般科目。 

三、本校日間部四技 105前(含)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通識基礎必修課程「英語聽講練

習(一)、(二)」、「英語會話(一)、(二)」重補修替代課程。 

四、工學院為擴展學生學習領域及培養第二專長，並輔導學生順利取得(微)學分學程，

修訂本院學分學程修業辦法及申請表。 

五、管理學院院級必修跨領域學程課程規劃。 

六、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課程規劃。 

七、企業管理系 107-108學年度增開產業學院計畫。 

八、金融管理系進修部四年制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規劃。 

九、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新訂多元培力課程規劃。 

十、應用外語系新訂多元培力課程規劃。 

十一、觀光遊憩系新訂多元培力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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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新訂多元培力課程規劃。 

十三、餐飲管理系修訂進修專校二專 107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規劃。 

十四、詳細資料，請參閱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11時 05分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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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暨進修院校 

 

一、 進修部本學期起，每節上課時間 45分鐘。 

二、 進修部暨院校各項單獨招生簡章紙本已開始發售並提供網路下載，計有進修部四技獨招甄選（含

應屆高中畢業生甄選名額）、二技獨招甄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二專甄選等 3種管道。本學期持續

接洽高職學校蒞校參訪活動。 

三、 為鼓勵學習，請進修部任課教師依學生學習狀況給予適度輔導、關懷。本學期（2月 19日）已辦

理進修部轉（部、學）生及復學生入學座談，協助其儘早適應學習。 

四、 請各系加強進修部專、兼任教師溝通與聯繫，提醒按時授課，遵守智慧財產權，共同維護上課品

質。 

五、 請各系依照各入學年度之課程規劃，確實開課，同時確保學生權益。 

六、 本校 5 月 4 日、5 日兩天提供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場，該時段進修院校停課；另配合考場佈

置，進修部 5月 3日停課。 

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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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學制/年級 招生名額 實際缺額 錄取人數 缺額

四技二年級 332 415 80 335

四技三年級 183 283 17 266

五專一年級 16 26 8 18

日間部合計 531 724 105 619

四技二年級 301 368 50 318

四技三年級 240 269 29 240

二技三年級 33 33 12 21

進修部合計 574 670 91 579

1105 1394 196 1198總計

日間部

進修部

正修科技大學107學年度第2學期大學部暨五專部轉學生招生

錄取人數統計表

招生處 

 

一、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日期為 5月 4、5 日(六、日)，5 月 3日下午必須完成試場佈置， 

5 月 4 日早上 8 點開放考生查看試場位置，請各行政、教學單位依實際需要調整統一測驗期間之

相關課程，並請配合停止其他校園活動，截至 3月 5日為止，尚缺 28 位教師擔任主試委員，請多

多鼓勵教師參與。 

二、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招生缺額統計如附表。 

  

報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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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 

採編組： 

一、 107 年度資料庫使用統計： 

107 年度圖資處訂閱之資料庫使用統計如表 1，經計算後各資料庫單次檢索費如表 2，108 年度新

增 EDS 資源探索服務以及科學人雜誌等兩項新的資源，請多加宣傳使用。考量各資料庫的使用率

及檢索單價，TEJ、天下知識庫及 Engineering Village(EV)等三個資料庫的使用率若未改善，將於

下學年度圖書資訊會議中提議刪訂。 

表 1. 圖書資訊處 107年度資料庫使用次數統計 

 
CEPS+ 

CETD 
BSC ERC ASP IEL SDOL 

中國期刊 

全文資料庫 
WGSN 

Engineering 

 Village 

天下知識
庫 

TEJ 

一月 33,880 7,923 6,338 6,784 1,274 2,013 1,800 

1,653 

643 36 67 

二月 20,278 5,157 5,723 6,025 844 760 1,151 169 273 326 

三月 56,372 14,078 6,548 7,230 2,930 1,937 1,106 848 347 124 

四月 44,529 18,119 6,886 8,352 2,461 2,133 577 

3,810 

179 743 408 

五月 47,310 14,690 7,140 7,144 4,971 1,644 825 35 425 254 

六月 36,719 2,553 2,058 4,603 5,325 2,600 2,214 6,087 752 237 

七月 24,550 7,317 6,123 4,042 4,559 1,346 1,959 

3,982 

978 656 154 

八月 20,391 8,216 5634 311 4,714 866 960 1 320 130 

九月 53,474 9,545 7,336 7,636 4,084 1,963 1,180 122 820 86 

十月 71,422 14,172 8,024 7,020 10,828 3,551 2,294 

9,178 

2,213 863 305 

十一月 57,213 9,858 4,959 1,904 3,990 2,572 2,140 77 584 120 

十二月 54,944 4,800 2,207 416 6,830 1,636 5,023 1 585 261 

合計 521,082 116,428 68,976 61,467 52,810 23,021 21,229 18,623 11,353 6,404 2,472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表 2. 107年度訂購之各項資料庫檢索單價表(依檢索單價由低至高排序) 

 購買金額(元) 檢索次數(次) 檢索單價(元) 

CEPS+CETD 477,819 521,082 0.92 

ERC 114,403 68,976 1.66 

BSC+ASP 1,008,195 177,895 5.67 

WGSN 162,738 18,623 8.74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434,248 21,229 20.46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155,500 6,404 24.28 

Engineering Village 345,000 11,353 30.39 

IEL 2,420,000 52,810 45.82 

SDOL 2,108,714 23,021 91.60 

台灣新報:TEJ 500,000 2,472 202.26 

報告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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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圖書徵集： 

以往圖資處進行圖書徵集的方式是以電子郵件回傳勾選書單方式收集全校各單位需求，在彙整時

相當沒有效率且容易遺漏，因此，本學期圖書徵集方式將進行變革，利用圖資處系統組開發的線

上百萬好書票選系統，改採校內教職員線上點選書籍的方式辦理，以提升圖書徵集效率，預計 4

月 15日至 28日開放線上選書系統，屆時請各位同仁多多宣傳、參與。 

三、好書大放送活動： 

本活動從 101學年度開始舉辦至今已連續 7年，嘉惠超過 3千名學生，並共計捐出逾 2萬冊圖書，

深受全校師生的喜愛。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好書大放送時間：第一次(教科書)已於 2 月 20 日熱烈

登場；第二次(一般書)預計於 5月 1日至 5月 31日開放索取，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四、精裝典藏書展： 

預計於 108年 4月 30日展示全球限量僅 500套的「海上絲路與世界文明」精裝典藏版套書，該套

書作工精緻共 4大冊，創下 3紀錄：(1)尺寸最大：華文出版史最大開本書籍(52公分ｘ38 公分)；

(2)台灣原創：首次台灣原創的藝術收藏類出版品；(3)百年照片：書內最老照片有 158年歷史。更

有媒體盛讚：「不僅是一套書，更是一件價值珍貴的藝術收藏品。」因此，展覽時參觀者翻閱時須

戴上手套喔!  

該套書內容包含 600 張從 19 世紀初至 20 世紀初具百年歷史的代表性攝影照片；這些照片涵括大

量著名的長軸照片、多位攝影名家經典之作，內容有自然景觀、建築藝術、人物文化、生活實態

等。影像敘事從東亞文明出發，串聯了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四大文明，見證人類透過海洋貿

易，進行精神和物質文化的合作交流，佐以歷史影像彩色復原工藝技術及嚴謹的歷史考證，重現

數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樣貌。 

五、空間改造：開放式學習研討空間 

圖書館不再靜悄悄!原圖書館 4 樓研究小間將改造成為開放式學習研討空間，提供師生在研究討

論、課業交流時可以自由輕聲討論的區域，成為一個能讓師生輕鬆自由地閱讀或三兩聚集進行小

型讀書會、課業討論、語言交換的舒適空間。 

讀服組： 

一、樂齡悅讀銀髮族快樂營： 

搭配母親節，特別為樂齡者規劃於 4月 30日(二)，舉辦一整日具有意義的活動，希望能讓長者透

過群體的學習活動，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老化，永續經營自己的生命，享受「活到老、學到老」

多彩多姿學習樂趣。活動日程如表 3，歡迎本校教職員生眷屬參加哦！ 

表 3. 「樂齡悅讀銀髮族快樂營」活動流程表 

活動時間 活動流程/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09:00-09:30 報到 圖資處 1F大廳 

09:30-10:00 海上絲路剪綵 / 校長致詞 圖資處 1F 

10:00-10:30 參觀圖書館 1F 圖資處 1F 

10:30-12:00 漫談失智症 / 陳乃菁醫師 圖資處 2F i 學堂 

12:00-14:00 午餐 / 休息 / 漫活悅讀 圖資處 2F會議室 

14:00-16:00 樂齡生活，軟 Q運動 / 彭詩晴復健師 

握力與手指靈活度檢測 

樂齡生活，軟 Q運動 

圖資處 2F i 學堂 

16:00-16:30 填寫活動問卷/致贈小禮品 圖資處 1F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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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礎資料庫教育訓練： 

規劃於 3 月 12 日至 3 月 25 日期間，完成 19 場基礎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由圖資處館員共同輪

流授課，課程內容以中文資料庫、圖書代借代還服務系統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為主，另外，

並藉此課程宣導本處電子書、雲端軟體銀行及 Roomis 空間借用平台等多項服務，活動日程如表

4。 

表 4. 圖書資訊處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基礎資料庫教育訓練時間表 

學院 科系 課程名稱 時間 日期(預排) 館員 

工學院 

土木 工程圖學(二) T2T3T4 3/12(二) 趙燕婷 

電子 人權與法治教育 F8F9 3/15(五) 吳堉慈 

機械 機械元件設計與實作 W1W2W3W4 3/13(三) 謝佳玲 

電機 微處理機與實習 W1W2W3 3/13(三) 陳慧華 

建築 建築物理環境 M1M2 3/18(一) 顏如霙 

工管 資料庫管理系統 M2M3M4 3/18(一) 黃幸雯 

資工 機率與統計 M1M2T2 3/25(一) 陳若娟 

管理學院 

國企 統計學(二)  F6F7F8 3/22(五) 黃琬貽 

企管 人力資源管理 W2W3W4 3/20(三) 陳若娟 

資管 資料庫程式設計 T2T3T4 3/12(二) 黃幸雯 

金融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M1M2M3 3/25(一) 謝佳玲 

生活創意

學院 

幼保 網際網路應用 T2T3T4 3/19(二) 陳慧華 

應外 多媒體製作 M2M3M4 3/25(一) 顏如霙 

休運 網際網路應用 T2T3T4 3/19(二) 黃琬貽 

觀光 多媒體製作 F6F7F8 3/15(五) 洪嘉嶺 

餐飲 網際網路應用 M2M3M4 3/18(一) 蘇郁婷 

數位 數位媒體企畫 W1W2W3 3/20(三) 蘇郁婷 

時尚 網際網路應用 F2F3F4 3/22(五) 洪嘉嶺 

妝彩 網際網路應用 T2T3T4 3/19(二) 趙燕婷 

三、館際合作文獻補助： 

為提升館際合作業務服務品質，加強支援教學與研究，本校專任教職員於「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

統(NDDS)」提出館合申請件，並於備註欄中註明「經費補助」，通過申請後，館際借書與複印費

用由本館直接支付，因經費有限，每位教師於每學年之補助額度上限為新台幣 500 元，補助至經

費用罄為止。 

資教組： 

一、108 年度磨課師課程計畫徵件活動： 

108年度磨課師課程計畫徵件開跑，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18日(一)中午 12點 

截止日前，申請資料請寄至圖資處王馨儀小姐 email:1688@gcloud.csu.edu.tw， 

敬邀師長們投件。徵件辦法與相關表件請詳見網站公告。 

 

二、107 學年度磨課師課程成果發表： 

107 學年度磨課師課程成果發表會，謹訂於 108 年 3 月 28 日(四)在 i 學堂

辦理，提供教師交流分享之機會，以及未來持續精進教學之參考，歡迎有興趣之教師與助教團隊

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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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 

一、選課管理系統報表與課程小表： 

舊版課程管理系統是由 Delphi 程式語言撰寫，由於版本十分老舊，從本學年度開始，將逐步完成

翻新。因此先進行報表功能的撰寫，例如系所排定課程後，能自動產出系所之小表，可大幅減少

系所編寫之時間，之後逐步加入其他重要之功能。 

二、教學日誌代登與寄送提醒： 

教室日誌將進行翻新，解決使用者未能與訊息網帳號整合問題，並得每兩週提醒學藝股長與班導

師未填寫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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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一、107 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1)週二下午開設：人文學領域 13門、社會科學領域 14 門、自然科學領域 8門、生命科學領域 9門，

合計 44門。 

(2)週四下午開設：人文學領域 12 門、社會科學領域 24 門、自然科學領域 15 門、生命科學領域 13

門，共計 64門。其中有兩班為大班(100人)課程。 

(3)開設「愛心與服務」課程。 

(4)開設「飲食文化-掀起鍋蓋到臺灣」、「逐格動畫/定格動畫」及「海洋之窗(一)」等三門磨課師課。 

(5)107 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112 門讓同學選修。 

二、《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17 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109 年 1月 31 日截稿，歡迎全校教師踴躍投

稿。 

三、本學期於 108 年 5 月 31 日(五)與高雄市高雄文化學會共同辦理「2019 歷史與文化暨通識教育學術

研討會」，歡迎鼓勵所屬師生踴躍前往聆聽並指導。 

四、本中心擬於 108 年 10 月 25~26 日(星期五、六)與高雄道德院共同辦理「2019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

術研討會」，屆時歡迎系上師生踴躍前往聆聽並指導。 

五、希望各系協助，並透過導師及授課教師宣導，通識博雅課程加退選期間即正式上課。有任何關於選

課的問題，也歡迎同學親洽通識教育中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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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活動日期及活

動名稱說明如下： 

no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活動地點 

1 
3月 19日 

(二) 
13:30~15:00 《築詩‧逐詩》 新古典室內樂團 正修廳 

2 
3月 28日 

(四) 
15:30~17:00 《生命樹》 CMO樂團 正修廳 

3 
4月 22日 

(一) 
19:00~20:30 《2019春唱》 

德國 Klangbezirk 

    Info人聲樂團 
正修廳 

4 
4月 25日 

(四) 
13:30~15:00 《愛恨.情仇》 

音樂家：陳敬堯、  

蔣啟真 、高韻堯  
正修廳 

5 
5月 16日 

(四) 
19:00~20:30 《浮浪貢開花》 金枝演社 正修廳 

6 
5月 21日 

(二) 
15:30~17:00 《翡冷翠的一夜》 方圓之間室內樂團 正修廳 

報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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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處 
 

※視覺藝術展覽，共計 2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03/08~04/25 雲淡風清-臺灣水彩行者專題策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系 
  

05/03~06/21 和韻之美-蘇世雄‧賴美華雙個展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圖書資訊處 

通識中心 

時尚系 

 
融入通識 

教育課程 

 

※產學合作案，預計 4檔，已執行 2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108/03/26~06/24 《島南小室日日晴》黃湘創作個展 
財團法人昇

恆昌基金會 
 

時尚系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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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 雲淡風清-臺灣水彩行者 
林偉民 

(策展人) 
  

05.08 土相-當代性與話語權 
張清淵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教授) 
  

05.15 
問問我是誰──賴美華的心靈

自剖 

蕭瓊瑞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05.22 
和韻之美 藝術對話-蘇世雄‧

賴美華的藝術人生 

蘇世雄‧賴美華 

(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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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9 13:30~15:00 築詩‧逐詩 新古典室內樂團 
通識中心 

時尚系 
   

03.28 15:30~17:00 生命樹 CMO樂團 
通識中心 

時尚系 
   

04.22 19:00~20:30 2019春唱 
德國 Klangbezirk 

Info 

通識中心 

時尚系 
   

04.25 13:30~15:00 愛恨.情仇 
陳敬堯、蔣啟真、 

高韻堯 

通識中心 

時尚系 
   

05.16 19:20~21:00 浮浪貢開花 金枝演社 

通識中心 

時尚系 

進修部 

   

05.21 15:30~17:00 翡冷翠的一夜 方圓之間室內樂團 
通識中心 

時尚系 
   

 

  

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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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音樂會，共計 3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03.13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 李哲 & 艾維 
課外活動組 

時尚系 
  

04.24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小 a & 阿仁 
課外活動組 

時尚系 
  

05.29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創作音樂社、弦舞吉他

社 

課外活動組 

時尚系 
  

 

※藝文活動，共計 2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04.24 15:00~17:00 「豬事大吉」校園皮雕 DIY 活動 
課外活動組 

時尚系 
70  

 

※競賽，共計 1場 

報名日期 競賽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04.08~04.26 05.08 音樂演奏競賽 
課外活動組 

時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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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及課務組 

轉學生事項： 

一、本學期部分系科有招收轉學生共計 165名，感謝各位主任及召集人的幫忙，學分抵免工作

順利。 

二、為配合招生處招考轉學生作業，學生轉系或轉部申請將於第 11週準時截止(期中考後 2週

5月 3日前)，第 13週 (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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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1 日前)，將確定轉系或轉部成功的名單傳回本組。 

註冊事項： 

三、目前日間部尚有部分同學未完成註冊及就學貸款資料未繳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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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加退選作業已於 3 月 4 日中午 12 時 30 分結束，學生非正規選課

者(含低修、未選通識博雅、未選體育、一門(含)以上必修未選)，本組已電子郵件通知學生、

各系及導師，請學生於 3月 15日前儘速至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辦理補選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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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及數位教材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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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學習平台(iLms)或易課平台(Eclass)直接讓學生下載，避免觸犯智慧財產權法。 

七、請老師上傳數位教材時，敬請使用易課平台(Eclass)為主，行動學習平台(iLms)將於 108年 8

月 1日後停止使用，但原有課程資料仍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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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完成課程大綱

上傳。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各系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截至加退選結束後(108/3/4)統計如

下表所示： 

  

報告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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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各系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統計表(截至 108/3/4) 

學期 1072 1072 1072 學期 1072 1072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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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91.7  

生創 

學院 

生創學院 10 1 90.0  

土木系 114 6 94.7  妝彩系 189 8 95.8  

土木工程

科(五專) 
12 2 83.3  數位系 93 8 91.4  

營建所 16 2 87.5  幼保系 139 8 94.2  

電子系 149 2 98.7  應外系 101 12 88.1  

機械系 218 10 95.4  休運系 285 30 89.5  

機電所 23 3 87.0  觀光系 175 6 96.6  

電機系 216 19 91.2  時尚系 146 10 93.2  

工管系 143 6 95.8  餐飲系 246 17 93.1  

建築系 94 2 97.9  
其他(含通識博雅、

師培、體育等) 
271 16 94.1  建築科 

(五專) 
13 0 100.0  

資工系 126 9 92.9  總計 3,794  312 91.8  

管理 

學院 

管理學院 27 4 85.2       

國企系 129 6 95.3       

企管系 565 95 83.2       

經管所 32 8 75.0       

資管系 150 16 89.3       

金融系 100 5 95.0       

排課事項：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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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各系在排課時請依本校「排課原則」辦理，日間部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請勿將該

班所有課程皆安排於進修部或假日。 

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十一、為貫徹本校教學品質保證機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課務單位於學期中不定期至普通教

室了解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狀況；依本學期訪查狀況，授課教師仍有未按時上下課或隨意

調動上課地點之情形。請各教學單位轉達所屬系所之教師，並持續協助關懷學生學習情形。 

十二、本校每學年休、退學學生人數眾多，請各教學單位加強學生關懷，善盡輔導措施，留住

學生於本校就學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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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登錄事宜 

十三、自本學期起，「成績繳交」不用簽名後繳交紙本，直接於線上「成績管理」輸入成績並完

成送出程序後，系統會自動產生 pdf 檔提供老師自行保留存檔。另系統會於學期成績繳交

截止日後一天進行線上成績轉檔，系統會再以純文字檔方式 email 學生成績給任課教師存

參。 

暑修事項 

十四、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暑假重（補）修，訂於 108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止，共計六週，

預定 5 月 6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 5 月 10 日中午 12 時 30 分開放電腦網路選課，6 月 27 日

前畢業生補報名暑修截止，請協助轉知。 

上班上課時間調整 

十五、依本校行事曆，2月 28日(星期四)和平紀念日，放假一日，3 月 1日(星期五)彈性放假一

日；3月 1日(星期五)課程，畢業班請於 5月 27日(星期一)補課，非畢業班請於 6月 17日

(星期一)補課。 

十六、依人事處 108年 2 月 21日通知，四月份上班上課時間調整如下： 

(一)4月 1日、4月 2 日（星期一、二）辦理導師研習，全日停止上班上課。 

(二)4月 3日（星期三）為畢業典禮補假日，全日停止上班上課。 

十七、依招生處 108 年 1 月 16 日通知，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訂於 5 月 4 日(星

期六)及 5月 5日(星期日)舉行，本校為配合考試試場佈置，5月 3日(星期五)下午第 5~9節

全校日間部停課乙次，並請 5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各班最後一節，請任課教師利用時間協

助督導同學打掃教室內、外整潔，以達清潔的考場環境。 

相關計畫執行事項：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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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門課程，本學期預計將執行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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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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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位業界專家蒞校

協助指導，共計 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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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個獎項，成果豐碩。本學期請各系持續重視落實實務專題課程「務實致用」之教學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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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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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30門“服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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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費、膳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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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中心 

 

一、107 學年度大四學生英文畢業門檻本學期安排 3 月份第二週(108 年 3 月 13 日開始報名)，

目前已通過英檢人數 1,285 人，未通過人數為 887 人，108 年 3 月 4 日已發未通過名單之

電子檔於各系系辦，請各系四年級導師協助宣導，通知尚未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學生盡速參

與語言學習中心舉辦的英文門檻考試。 

二、107學年度第 1學期語言學習中心辦理正式的英檢考試，1241名同學參與檢測，共 817名

取得初級以上證照；其中 6 人通過中高級、261 人通過中級與 550 人通過初級，通過率為

65.83%；通過學生之成績單已寄電子檔於各系。 

三、107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將於 108年 6月 5日辦理校園考試。 

四、107學年度第 2學期多益校園考試安排於 108年 6月 14日辦理校園考試。本學期共開設 4

班基礎、1 班進階多益輔導班與 1 班 CSEPT(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輔導班，目前報名人

數為 140人，課程仍開放報名中。 

五、本學期針對符合經濟弱勢資格的學生，提供英文能力輔導協助機制，完成相關規定者，可

得勵學金 8000元-12000 元，名額共 90個，目前報名人數為 50人，仍開放報名中。 

報告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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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 

 

一、為降低休退學人數，請踴躍申請一對一學習輔導之 Tutor，隨時提供符合受輔學生需求之學

習資源。 

二、為落實全國高中職學校專題製作課程，108 年 6 月 1 日 (星期六) 上午 11 時 00 分至 16 時

30 分辦理全國高中職學校專題製作競賽，並於 15:00~16:30 敬邀各系至少 2 組績優實務專

題學生團隊成果交流，實施方案如附件。 

三、因應高中職 108新課綱，與高中職學校合作推動「銜接高職課綱教學探討」，請各教學單位

指定負責老師，於 9 月底前至少規劃 6 人次至高中職研討課程銜接與教學實施等事項，實

施計畫如附件。 

四、107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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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2%，

學生評量教師教學結果平均數 4.2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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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2%，平均數為 4.3593，全校專任教師平均數為 4.3152。 

  

報告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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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T-8-1-1_實務專題成果交流實施方案 

 

一、依據 

(一)108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8-1-1協同指導專題製作計畫子計畫。 

(二)本校「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 

二、目的  

(一)展現107學年度各教學單位實務專題成果。 

(二)縱向連結大專校院與高級中等學校專題製作課程。 

(三)交流大專校院實務專題與高級中等學校專題製作指導與學習經驗。 

三、承辦單位：教務處 

四、對象：各系至少兩組績優實務專題學生團隊 

五、參展類別：參展學生團隊依主題擇一類別參展 

A資電領域 

B商管領域 

C 設計領域 

D機械領域 

E餐旅領域 

F家政領域  

六、參展時程、地點 

 (一) 展出時間：108 年 6月 1日(星期六) 11:00~16:30 

(二) 展出地點：學生活動中心四樓大禮堂 

七、參展資料 

 (一)參展海報檔案 1張 

海報公版(A0全開尺寸)，完成排版後儲存為 pdf格式，檔名請命名為「00 系 00領域專題製作

海報」，於 5月 15日(三)前回傳 E-Mail：alliance@gcloud.csu.edu.tw，由教學發展中心統一輸出

海報，各領域格式詳如附件一至六。 

 (二)作品展示 

實務專題作品或電腦模擬等，展示區依承辦單位位置佈置規劃，各組至多 2名學生現場說明，

工讀金由各系支付。 

八、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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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T8-1-2_銜接高職課綱教學探討實施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方案「T8-1-2 銜接高職課綱教學探討」辦理，特

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實施目的為避免與高職課程重疊及落差，建立與高職課程銜接機制，由各系依專業課

程銜接之需求，邀請高職之對應科授課教師，進行課綱銜接之教學探討，作為各系課程科目

與課程內容研擬之參考。 

三、計劃執行： 

(一)各系即日起至 9月底前執行。 

(二)各系針對專業基礎或專業進階科目，商討與高職對應課程銜接之需求必要性，擬訂進行

課綱銜接探討之課程科目。 

(三)各系邀請高職對應科授課教師到校，或拜訪高職對應科，以進行課綱銜接探討，面對面討

論該科目教學相關事項。 

(四)各系將探討所得交由系課程委員會或該科目授課教師，作為授課內容之適度調整參考。 

(五)各系之執行教師，由教學發展中心於「108學年度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之教務行政配

合項目加分。 

四、經費補助： 

本計畫酌予補助諮詢費（高中職教師）、執行教師車資等。 

五、成果報告繳交： 

請各系於 108年 10月 31 日（星期四）前，上傳成果報告電子檔，上傳網址另行通知。 

聯絡窗口：教發中心黃若曾小姐，分機 2765，Email：jean928@gcloud.csu.edu.tw。 

六、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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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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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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01； 

107.12.24；108.OO.OO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相關章則及各項會議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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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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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學生仍未依規定正常選課而造成低修者，擬修正「學生選課要點」請系主任或導師補足

學生低修不足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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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重複修習之課程學分數不予採計。 

(六)學生選課未依學則規定每學期最低學分數，由系主任或導師代為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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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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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科目不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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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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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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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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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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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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課作業，並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用；若未依照規定繳納

者，則該課程視同選課未完成。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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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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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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業成績考查暨考試須知注意事項 

88年 11 月 5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 3月 15 日；108年 OO 月 OO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須知依據本校大學學則第 31、32、33、40條訂定。 

二、大學部學生學業成績，採百分法核計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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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日常考查：含筆試、口試、筆記、報告或討論等各種評量方式。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由任課教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末，由任課教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 

四、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依據日常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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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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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請於學校行事曆所規定之考試時段，於原上課教室與原上課時間舉行考試，勿提前或延後。如因

特殊原因須異動者，請先至註冊及課務組登記。 

七、請任課教師最遲於考試週之前一週將試題送至教學發展中心印製試卷，並請於考試前自行領取。 

八、請嚴格執行監試工作，以求考試公平客觀。 

九、如在考試當週某一時段已經考試，其他上課時段可視情況上課或停課。考試週期間於原上課時間

及教室舉行考試(統一會考課程經教務處同意者除外)，若無安排考試，均應正常上課。 

十、考試週若以交報告方式取代考試之班級，請依課表照常上課。 

十一十、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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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更正之申請，最遲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 

十二十一、本須知注意事項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二附件 



26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成績登錄要點(草案)  

108.03.11 教務會議提案討論 

 

一、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學生成績，避免影響學生各項權益，特訂定「學生成

績登錄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授課教師利用線上成績輸入系統，輸入學生成績，應審慎核對其正確性及完整性，經確認無誤

送出，即完成學生學期成績繳交程序。 

三、期中成績及學期成績繳交，應於本校期中考試翌日起七日內完成，期末考試完畢之翌日起三日

內完成；暑修班成績應於課程結束考試後三日內完成。因校外實習、專題製作、運動特優學生

彈性修讀課程、研究所畢業論文及其他特殊情況無法如期繳交成績者，教師應於成績繳交期限

內，申請延緩繳交，並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繳交。  

四、任課教師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登錄學生學期成績；逾期未登錄學生成績者，依逾期情節輕重列

入紀錄，除知會各級主管外，並作為各項考評之參考。 

五、教師登錄成績後不得更改，如發現須更正成績，應依本校學生成績更正辦法辦理。  

六、教師保存學生學期成績各項評分資料(含作業、報告、考試答案卷等)年限以一年為原則(如有其

他特殊需求者，得依需求自訂保存年限)，惟學生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束或

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七、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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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成績延緩繳交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第        學期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學生班級： 

學生學號： 

 

(若為多位學生請加附件) 

學生姓名： 

 

(若為多位學生請加附件) 

成績延緩繳交原因： 

 

 

 

 

 

 

 

 

 

 

預計成績繳交日期： 

說明附件： 

申請人 

(授課教師) 

註冊及課務組 

承辦人 

註冊及課務組 

組長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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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連續修讀學士碩士學位辦法(草案) 

108年OO月OO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四技及二技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班(不含碩士在職專班)，以

期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連續修讀學士碩士學位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四技及二技學生入學後，得於三年級下學期結束後向各系所提出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以下簡稱預研生）資格申請。各系所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完成審查後公告並將名冊送教

務處(進修部)備查。各系所得視實際情況需要決定是否招收預研生，預研生申請資格、錄

取名額、標準及程序由各系所自訂，並提教務處(進修部)備查。 

第三條 擬招收預研生之各系碩士班應成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並擔任召集人，另由召集人聘任委員二至四人，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進修推

廣部)備查。 

第四條 預研生申請限一系所碩士班，違者取消錄取資格。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大學部學生必須於

四年級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一般生招生考試，經錄取後始正式取

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第五條 預研生錄取本校各系所碩士班之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該系所碩士班之招生名額內。 

第六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後得依規定選修碩士班課程，日間部學生修課免繳學分費，進修部學生仍

需繳學時費，但僅以大學部學時費計算。 

第七條 預研生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於本校大學期間所選修之碩士班課程，其成績達70分以

上者可申請抵免（不含論文），至多可抵免二分之一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惟碩士班

課程若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八條 依本辦法錄取並入學本校碩士班者，本校提供報名費、獎助學金、證照輔導等鼓勵措施，

其內容依各學年度研究生獎勵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案由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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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8 年度推動教學相關計畫獎勵原則 
                              

108.03.11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獎勵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推動教學相關學習家族、創意教學、跨域主題導

向 PBL課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教學助理、高中職學校專題製作競賽、學習成

長實作性競賽等方案，特訂定本原則。 

二、學習家族 

(一)參與「方案 T3-1-1」學習家族，教學發展中心聘請校外評審委員評定卓越家族 3

組，每組獎金壹萬元、獎狀乙紙；績優家族 6 組，每組獎金伍仟元、獎狀乙紙。

得獎金者依法扣除稅額。 

(二)參與家族之學生依申請當學期與前一學期成績進步幅度排名前 50 名，且當學期

標準分數達 80分，每名頒發獎勵金 500元，以培養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三、多元創意教學 

參與「方案 T4-1-2」與「方案 T5-1-1」多元創意教學課程之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聘請校外評審委員評定績優 3 組，每組獎金壹萬元、獎狀乙紙；優秀 6 組，每組

獎金伍仟元、獎狀乙紙。得獎金者依法扣除稅額。  

四、跨域主題導向 PBL課程 

參與「方案 T4-2-3」與「方案 T5-1-2」跨域主題導向 PBL課程之教師，教學發展

中心聘請校外評審委員評定優秀 3 組，每組獎金壹萬元、獎狀乙紙；優良 6 組，

每組獎金伍仟元、獎狀乙紙。得獎金者依法扣除稅額。 

五、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參與「方案 T4-4-1」之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聘請校外評審委員評定卓越 3 組，每

組獎金陸仟元、獎狀乙紙；績優 6 組，每組獎金參仟元、獎狀乙紙。得獎金者依

法扣除稅額。 

六、教學助理 

參與「方案 T3-1-2」精進課程教學助理之學生，由指導教師評核佔 60%，行政配

合佔 40%；遴選優秀教學助理 40名，每名頒發壹仟元獎金及獎狀乙紙。 

七、高中職學校專題製作競賽 

參與「方案 T8-1-1」高中職學生，資電、商管、設計、機械、餐旅、家政等六個

案由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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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特優獎各 1 組，獎金壹萬元；優等獎各 1 組，獎金伍仟元；各領域佳作若干組，

獎金參仟元。 

八、學習成長實作性競賽 

參與「方案 T8-2-2」高中職學生，經校外專家評選優勝者，頒發各項獎金及獎狀

乙紙。 

九、各獎項之獎勵如參加組數較少或未達審查標準者「從缺」。 

十、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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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磨課師課程補助及獎勵等級表 

    等級 

獎勵項目 
MOOCs 錄取課程 SPOCs 錄取課程 備註 

教師評鑑加分 1.教師評鑑 T5-2指標，

開設開放式課程

(MOOCs)+2 分。 

2.教師評鑑 T5-3指標，

教學創新，並有具體事

蹟者+1~2 分。 

1.教師評鑑 T5-2指標，

開設開放式課程

(MOOCs)+2 分。 

 

1.教師可選擇課程製作當

學年或下一學年使

用。 

2.於執行完成後，由教師

填妥申請文件，送雲端

數位學院審核，奉校長

核定後予以加分。 

3.協助製作與經營磨課師

/SPOC課程者，教師評

鑑 T5-8 T5-7指標最高+2

分。 

4.相同教材在同一課程等

級，限獲得教師評鑑

獎勵一次。 

課程錄製鐘點費 依課程影片成品時數，

以 6 倍鐘點費計算。 

依課程影片成品時

數，以 4 倍鐘點費計

算。 

1.課程影片成品產出後，

經雲端數位學院審查

通過，再簽請撥發。 

2.經費來源：教育部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 

減授基本鐘點 最高減授 3小時。 最高減授 3小時。 減授基本鐘點數，可選

擇課程製作當學年或下

一學年使用。 

產學合作案 開課教師等同執行一件

產學案，若為多人合授

課程，則以一位教師為

計畫主持人，其餘教師

得列為共同主持人計

算。 

 執行課程並考核通過後

簽請校長同意，列入教

師評鑑之 R1指標計分。 

教材製作費 視教材製作單元數給予

獎勵金額最高以 2萬元

為限。 

視教材製作單元數給

予獎勵金額最高以 2

萬元為限。 

1.課程影片成品產出後，

經雲端數位學院審查通

過，再簽請發給。 

案由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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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獎勵項目 
MOOCs 錄取課程 SPOCs 錄取課程 備註 

2.相同教材可在不同課程

等級接受補助，唯須精

進現有課程影片，及提

高課程利用率。 

獎勵金 考核通過，並將課程上

架至全國性磨課師平

台，視當年度預算，最

高發給 2萬元獎金。 

 1.由圖資處視當年度預

算，簽請校長同意後

核發。 

2.經費來源：教育部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 

教學研究服務獎勵

-教學成果點數 

1.考核獲通過執行完成

者每門課程計 3點。 

2.考核績效良好者，最

高可另加計至 7點。 

1.考核獲通過執行完

成者每門課程計 2

點。 

2.考核績效良好者，

最高可另加計至 6

點。 

相同教材在同一課程等

級，限獲得教學研究服務

獎勵一次。 

教學助理時數 上限為 200300小時。 上限為 150 小時。 工讀金及工讀時數則依

據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說明】 

1.課程之後被接受為更高等級課程（例如原為 SPOCs課程，之後錄取為 MOOCs課程），課程可享有與對應
等級間差額的獎勵及補助。 

2.同一課程之授課教師若超過一人，其獎勵及補助由參與教師共享，教材製作時數之比例由課程主持教師協調後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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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磨課師課程獎勵要點 
 

104.09.21 圖書資訊會議通過 

  104.12.21 教務會議通過 

106.03.0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3.09 圖書資訊會議通過 

107.03.2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推動教育部新一代數位學習計畫，鼓勵本校教師開設優良磨課師課程，特訂定「正修

科技大學磨課師課程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實施方式 

一、 本要點所指之課程，係指依據教育部或本校磨課師課程徵選計畫規範為原則建置之課

程。 

二、 分為MOOCs (磨課師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及 SPOCs (校內小規模線上

課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 

三、 實施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四、 課程須完成教材製作，影音教材時數以六至十八小時為原則。 

五、 課程須上線開課並接受考核。 

六、 課程之教學綱要、數位教材、媒體圖檔、線上互動、問題討論、考核評量、結案報告

等文件紀錄，由雲端數位學院永久保存，以供日後分析統計及審閱資料之用。 

第三條 申請方式及獎勵 

一、 每學年各學院推薦 2門課程，或由雲端數位學院自行推薦開課教師。 

二、 開課教師應填具課程申請計畫書，向雲端數位學院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依據

MOOCs或 SPOCs 給予不同補助。 

三、 獎勵補助的名額由雲端數位學院依據學校當年度的經費預算決定；課程須經審查通

過後，始由雲端數位學院簽請各項補助、獎勵(如附件)。 

四、 同一門課程教材在連續三學年內，至多獎助一次，並以一名教師為原則。若為多名

教師合作，其教材編製費由合作教師自行分配使用。 

五、 協助錄製並經營整門數位教學課程之教師，教師評鑑等同於主持一件產學合作案計

畫，並依相同原則減授基本鐘點 3小時。 

第四條 權利及義務 

一、 開課教師得申請教育部或本校 MOOCs課程相關補助，不同等級獎勵如附表。 

http://taiwanmooc.org/%E9%97%9C%E6%9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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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雲端數位學院得於教師受補助期間進行考核、相關教學活動之錄影。受補助教師有

參加相關教育訓練及協助課程推廣、參與磨課師經驗分享研討會、參加數位學習課

程教學觀摩等義務，以分享其執行經驗與成果。 

三、 所有獲獎勵開發之課程，須放置在本校指定之平台，成為「正修科技大學磨課師課

程平台」之當然課程，供校內、外學生及自學者使用。 

四、 獲獎勵課程之相關教材智慧財產權歸正修科技大學所有，著作人格權則屬原教材製

作教師。教師欲與校外機構合作有償或無償使用，應先經本校同意。 

第五條 考核辦法 

本校補助之MOOCs或 SPOCs課程，須於期中與期末接受雲端數位學院委員會之考核，

若考核未獲通過，將不予獎勵。 

第六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由雲端數位學院推動委員會會議另行決議之。 

第七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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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角色造形設計 1 

授課教師  張錦郎(第 7~18 週)、黃郁升(第 1~6 週) 

教學方法  數位簡報教學、實務操作練習 

一、課程概述 

本課程分為兩大部分，前期透過認識當前流行之魅力角色經濟風潮，以創意思考、故事擬

定、角色個性創造…等學習內容，一步步進入創作角色造形設計流程。後期課程以認識立體

公仔製作所需工具、材料特性、媒材處理、公仔彩繪、製作的工序、技巧…等為重點內容，

透過實作獲得創意立體公仔與魅力角色的專業。 

二、課程目標 

1.認識當前最受矚目的潮流角色造形風格 

2.培養角色造形設計能力 

3.形塑立體角色造型製作能力 

4.養成以塑性媒材為主的模型塑造技術 

5.能充分發揮各種媒材的特性運用  

教 學 內 容 

週別  單元主題  週別 單元主題  

第 01 週 
課程介紹與學習重點、認識魅力角

色所帶來的經濟狂潮 
第 10週 公仔模型製作學習:造型塑造技術 2 

第 02 週 

創意角色設計練習(一)：角色創造、

繪製技巧、角色故事與個性特質擬

定 

第 11週 公仔模型製作芯棒製作及塑型 1 

第 03 週 
創意角色設計練習(二)：角色造型個

性與特色凸顯 
第 12週 公仔模型製作芯棒製作及塑型 2 

第 04 週 
創意角色設計練習(三)：角色屬性搭

配之服裝、配件設計 
第 13週 模型表面研磨處理技術 1 

第 05 週 
創意角色設計練習(四)：角色設計之

配色與個性特色之連結 
第 14週 模型表面研磨處理技術 2 

第 06 週 
創意角色設計練習(五)：角色三視圖

繪製 
第 15週 模型作品色彩計畫與立體造形調整 

第 07 週 
模型製作材料介紹:材料認識與製作

流程的瞭解及圖檔的準備   
第 16週 模型實作作品彩繪上色處理 

第 08 週 認識塑性材料的應用技巧 第 17週 模型實作作品彩繪及最後修整 

第 09 週 公仔模型製作學習:造型塑造技術 1 第 18週 期末作品發表:分享及評論  

案由七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