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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 

期末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10分 

主席：龔教務長瑞維                                   記錄：黃若曾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頁 

壹、主席致詞 

一、112年 1月 13日至 15 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假本校生活創意學院大樓設置「112 學年度

學科能力測驗」居護考場，屆時出入口將安排教官進行人員管制。教務處亦會全力與

教學單位配合，協助各班級調課及教室異動事宜，敬請相關單位及學生會協助宣導周

知。 

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期執行成果將於 112年 1月 11日完成報部，第二期計畫申請新

增 1項附冊 USR 計畫、2項專章計畫及 1項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全力做好準備並

期望迎來好成績。 

三、因應行政院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教育部將於 112 年檢核本校全英語授課量

能，敬請各系參考完成 EMI師資進階培訓之教師名單，於 112 學年度完成專業英文課

程開設，並建議以全英語進行授課，共同努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四、112學年度起數位學習課程擬不再使用公版教材，如有教材製作相關問題，請鼓勵教師

參與圖書資訊處數位教材之教育訓練課程，精進數位課程教學品質。 

貳、出列席單位業務報告 

進修部、圖書資訊處、通識教育中心、藝文處、註冊及課務組、專案計畫組、綜合企劃組、 

外語中心、教學發展中心，如報告附件一至九。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本校提送各學院學分學程規劃於相關領域學校教授諮詢，修正對照表如案由一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修正對照表如案由二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未來長期合作機構之評估程序擬簡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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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正本校「排課原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修正對照表如案由三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考量部分學生於一年級已修畢通識博雅課程，原時段開放各系專業課程

彈性開課。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案由四：修正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及代課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

組提案) 

說明：依教育部 111年 12 月 19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3923 號辦理，修訂對照表如案由

四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建請人事處同步修訂教職員請假規則以達一致性。 

案由五：訂定本校「學生申請學籍及成績證明文件收費辦法」草案，如案由五附件，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為受理學生或畢業校友申請各種教務證件收費標準。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案由六：修正本校「授予學位實施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明：為保障停辦學校學生就學權益，分發至本校就讀學生之畢業證書得加註原有學校及

科系等文字，修訂對照表如案由六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 

案由七：訂定本校「推動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教學發展中心提案) 

說明：為鼓勵教師優化數位學習課程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

以全英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訂定「推動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如案由七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正本校「提升境外生華語能力獎勵實施要點」部分條文，如案由八附件，提請 

討論。(華語中心提案) 

說明：限定課程名稱暨增加級別申請次數限制說明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課程委員會議決(11)案，提請 審議。(註冊及課務組 

提案)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1年 12月 26 日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課程委員會議決(11)案。 

三、 請參閱 111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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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報告事項 

 

一、 請授課教師落實 18週教學進度，期末考試期間，若無安排考試，均應正常上課。教師請假，

請事先辦理請假事宜，填妥「調(代)課申請單」，並至「課表與調補課系統」完成調課時段登

錄。 

二、 二技、二專進修部各班級課程結束時間，請依本學期課表排定時間為準，由於各班級結束時

間不一，請於結束後三日內完成學期成績登錄，二技、二專學期成績登錄截止日 1 月 13 日

(五)；四技進修部學期成績登錄截止日 1月 16日(一)。 

三、 配合 112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學測）試場作業，1 月 12 日(四)至 1 月 13(五)期末考試

可能影響之班級，將另行通知調整。 

四、 教育部轉介分發和春技術學院學生至進修部計有 11 位，本校預計 1 月上旬辦理分發學生報

到，屆時敬請相關系（科）師長出席，協助學生抵免學分、選課安排等事宜。 

五、 敬請各系留意各班各學期實際開課的充足與正確性，必要時，應每學期按時檢視，以維護學

生權利。 

六、 敬請轉知授課教師，提醒尚未填答教學評量同學，於學期結束前至訊息網完成填答，本學期

填答至 12月 31日截止。 

七、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招生，於 111 年 12 月 14 日(三)至 112 年 1 月 31 日

(二)期間受理報名。 

 

 

報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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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處報告事項 

 

一、 數位教材製作研習活動 

本學期辦理 5 場共計 15 小時之數位教材製作相關研習活動(如表 1 所示)，計有 224 人次參

加，活動平均滿意度達 88%。 

表 1.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數位教材製作研習活動成果 

日期 時間 研習名稱 講師 地點 
參加

人數 
滿意度 

9/29 14:00~17:00 Adobe Express 極速教材設計製作 何柏杰 11-0505 50 94.7% 

10/6 14:00~17:00 翻轉教室，多元教學-易課平台教育訓練 2 葉家綸 11-0411 25 86.7% 

10/11 9:00~12:00 創用 CC 於教材美化實戰 蘇世榮 11-0505 50 78.9% 

10/19 9:00~12:00 利用免費工具製作 PDF教材 陳飛亨 11-0505 50 80.0% 

10/25 9:00~12:00 CANVA數位教材設計製作 蘇世榮 11-0505 49 100.0% 

二、 新生資訊能力測驗 

於 9月 8、9日新生輔導日辦理新生資訊能力測驗，應考人數 1,680 人，到考人數 1,521人，

缺考人數 159人，平均及格率為 39%，其中管理學院有 51%、工學院有 43%、生創學院有 30%

之新生及格。 

三、 數位教材製作競賽 

資訊教育組執行高教深耕計畫-T312雲端教學環境建設，辦理 111學年數位教材製作競賽，

於 111年 11月 31日截止報名共有 21位教師參賽，並於 11月 11日公告得獎者，恭喜前三名由

資工系謝隆斌老師、企管系蔡政宏老師、餐飲系于蕙清老師獲獎，詳細得獎名單己公告於圖資處

網頁。 

四、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能力檢定 

資訊教育組執行高教深耕計畫-T141強化運思維程式能力，於學期初進行「運算思維與程式

設計」能力檢定前測，共有 17 班 607 位同學完成。並將於本學期第 17周辦理後測，試後將測

驗結果進行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編修下一學期的程式設計教學綱要。 

五、 教務系統開發 

資訊技術組本學期完成新版「教師授課時數管理系統(新大表系統)」，協助教務處與系所更

有效管理教師授課時數。 

六、 新生導覽及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111年 9月至 11月共辦理新生導覽 86場，包括日間部 36場與進修院校 50 場，約 3,500名

同學參加。新生導覽實體課程於 i 學堂舉辦，由 8位館員共同輪流授課，內容以圖書館館藏資源

介紹及查找、館舍介紹及雲端網路服務系統為主，藉此課程推廣本學期圖資藝文月活動、電子書

及電子期刊等線上資源平台，希望拉近圖書館與新生同學之間的距離。另外，也辦理 7 場重要

資料庫的教育訓練，如表 2 所示。 

 

報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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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成果 

日期 時間 資料庫/系統 地點 參加人數 

09/23 13:30~15:00 EBSCO-ASP/BSC/EDS 11-0508電腦教室 34 

09/30 14:00~15:00 Turnitin 論文剽竊系統 11-0508電腦教室 38 

10/19 14:00~15:00 ceps 11-0508電腦教室 18 

11/02 14:00~16:00 JCR/WOS 11-0508電腦教室 26 

11/09 14:00~16:00 SDOL 11-0508電腦教室 27 

11/21 14:00~15:00 IEL 03B-0604教室 16 

12/02 14:00~15:00 Turnitin 論文剽竊檢測系統 11-0508電腦教室 35 

七、 圖資藝文月-「我是正修智慧王」闖關活動 

本學期圖資藝文月以「我是正修智慧王」的闖關活動揭開序幕，配合推廣圖資處的資源與服

務，設計別出心裁的關卡，包含：運動體能的挑戰、正修 LINEBOT 的體驗、館藏資源的借閱等

多樣性題目。同學們只要成功挑戰關卡集滿十個印章即完成闖關參加抽獎。而為了搭配這次的

「疫起健康大作戰」主題，特別邀請有氧老師現場帶領著師生們一起動起來，在輕快悠揚的樂聲

中動一動，讓身體獲得舒展與放鬆，也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肺功能、促進新陳代謝，面對後疫情

時代能更加從容。活動當天吸引了 1,219 位同學共襄盛舉，總共投下 8,962票選票，票選出 1,478

本(件)圖書資源，共採購 1,329 冊(件)圖書資源。最後在現場抽出包含最大獎 iphone12 等所有獎

項。 

八、 正修電影院 

本學期共舉辦兩場正修電影院活動，如表 3所示，共有 206人次報名參加。 

表 3.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正修電影院成果 

日期 時間 影片名稱 參加人數 

11/04 13:10-15:00 正修電影院-「靈魂急轉彎 Soul」 85 

11/25 13:10-15:00 正修電影院-「金牌特務：金士曼起源」 121 

九、 名人演講 

圖書服務組本學期共辦理 4 場名人演講活動，主題包括邀請咖啡小農卓瑞賢先生分享咖啡

知識、高雄長庚呂佐成中醫師分享經絡理療自身保健之道、以及高雄長庚吳靜宜營養師分享疫

情中的健康飲食方法，演講內容精采共吸引 290人次參加。 

表 4.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名人演講成果 

日期 時間 演講主題 地點 
參加

人數 

10/06 10:00~11:50 
名人演講-讓咖啡小農帶您認識杯測與咖啡知識分享

(上午場)/卓瑞賢先生 

圖資處 1F 

多功能展示區 
30 

10/06 14:00~16:00 
名人演講-讓咖啡小農帶您認識杯測與咖啡知識分享

(下午場)/卓瑞賢先生 

圖資處 1F 

多功能展示區 
30 

10/24  13:10~15:00 
名人演講-經絡理療，帶您用中醫角度來了解自身保

健/高雄長庚中醫針灸科呂佐成醫師 

圖資處 2樓 

i 學堂 
110 

11/17  13:10~15:00 
名人演講-如何在疫情中吃得健康又瘦身! /高雄長庚

營養治療科吳靜宜營養師 

圖資處 2樓 

i 學堂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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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電子書教育訓練 

本學期辦理 2場電子書館藏利用教育活動，如表 5所示，共有 61人次參加。 

表 5.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電子書教育訓練成果 

日期 時間 廠商/電子書 地點 參加人數 

10/19 15:00~16:00 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華藝電子書 
11-0508 

電腦教室 
17人 

11/21 14:00~15:00 館藏資源利用教育-凌網電子書 
11-0508 

電腦教室 
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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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報告事項 

 

一、自 110學年度起日間部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時間異動至每週五下午，另為配合部分教師的授課時

間，增開週四下午 6.7節時段，以利同學選修。111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情形如下： 

(一)週五下午開設：人文學領域 16 門、社會科學領域 20 門、自然科學領域 14 門、生命科學領

域 20門，合計 70門。 

(二)週四下午開設：生命科學領域 3門。 

(三)111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73門讓同學選修。 

二、每週五下午開設「正修通識大師講座」通識博雅特色課程，請鼓勵系上同學踴躍選修。 

三、本學期末之通識博雅課程選課初選，每位同學依據志願選填結果選修 1門通識課程。開學後開

放加退選，為期兩週，同學可以加選第 2門通識博雅課程。 

四、每學期皆有同學因未詳閱通識博雅課程選課說明，錯過選課時間或因未完成選課手續造成無法

上課。煩請各系協助加強宣導及公告通識博雅課程一律為網路加退選(延修生同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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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 20 期徵稿中，訂於 112年 2 月 28日截稿，歡迎全校教師踴躍投稿。 

 

 

 

 

 

  

報告附件三 



9 

 

藝文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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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11/16 澄懷味象—黎志文個展 
教務處、圖書資訊處、

通識中心、視傳系 
3,269 

融入通識教

育課程 

11/25~1/13 左岸．平方與根號 - 林偉民個展 圖書資訊處、視傳系 323  

 

※藝文講座活動，共計 3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演講者 參與人數 備註 

10/12 
超越文化界線的雕塑語彙-談

黎志文的雕塑創作 
陳貺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 109  

10/19 雕塑雕塑 黎志文/藝術家 36  

12/7 河岸匯流-林偉民的藝術創作 蔡芷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69  

 
※表演活動(文化藝術融入通識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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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13:30~15:00 《都市恐怖物語》 南熠樂集 
教務處、通識

中心、視傳系 
15 750  

12/12 19:20~20:20 
《藝術情‧交錯心 

三重奏》 

林尚蓉、許恕藍、高

韻堯 

教務處、通識

中心、視傳系 
17 800  

12/16 15:30~17:00 《台灣印記》 十鼓擊樂團 
教務處、通識

中心、視傳系 
16 800  

【註】疫情期間不開放自由席 

 

※街頭音樂會暨創意手作活動，共計 3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0/19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阿妹、Kobe 
學生事務處 

視傳系 
100  

11/30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艾維、阿丹 
學生事務處 

視傳系 
100  

12/7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創作音樂社、弦舞吉他社 
學生事務處 

視傳系 
100  

 

 

 

 

 

報告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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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共計 2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0/19 15:00~17:00 「點石澄晶」雕塑 DIY活動 
學生事務處 

視傳系 
20  

10/24~10/25 

10/24 

9:00~17:00 惟妙惟肖」迷你仿真黏土 DIY研

習營-章魚燒篇 

學生事務處 

視傳系 
15 

 

10/25 

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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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11/7 11/16 音樂競賽 學生事務處、視傳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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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及課務組工作報告 

 

彈性放假調補課通知： 

一、112年 2月 27日(星期一)和平紀念日彈性放假一日，於 112年 6月 12日(星期一)補課。 

二、112年 4月 3日(星期一)兒童節彈性放假一日，於 112年 6月 13日(星期二)補課。 

註冊事項： 

三、111學年度第 2學期在校生註冊基準日為 112 年 2月 6日，112年 2月 13日上午開學典

禮，下午正式上課。 

選課事項： 

四、感謝各系所協助完成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課、排課及教室安排事項，111 學年度第 2 學

期日間部選課，選課日期訂於 111年 12月 19 日至 112 年 1月 6日，依通識、體育、教

育學程及各系必修、選修課程等時段進行選課，於開學後二週內 112 年 2 月 13日中午 12

時 30分至 2月 24日中午 12時 30分，進行加退選作業，請各系主任、課程及選課輔導

老師協助學生進行選課事宜。 

排課事項： 

五、依本校「排課原則」大學部各系不分院每週五下午 6、7、8、9節為通識博雅課程，擬修正

各系於當時段如欲安排課程者，得安排二年級兩節課，如 6、7節或 8、9節，為專業選修

課程；三及四年級四節課，如 6、7、8、9節，為專業課程；原一年級星期四下午 6、7節

取消通識博雅課程開課。 

課程大綱及數位教材上網： 

六、請老師上傳數位教材時，敬請使用易課(Eclass)2.0 數位學習平台，並請協助於各課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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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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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課平台(Eclass)直接讓學生下載，避免觸犯智

慧財產權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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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截至 111/12/1 止，統計如下表

所示。 

  

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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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各系授課教師填報課程大綱統計表(截至 111/12/1) 

學期 1111 1111 1111 學期 1111 111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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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 100.0 

生創 

學院 

生創學院 13 0 100.0 

土木系 132 2 98.5 妝彩系 152 0 100.0 
土木工程
科(五專) 60 0 100.0 數位系 114 0 100.0 

營建所 10 0 100.0 幼保系 174 2 98.9 

電子系 180 2 98.9 應外系 142 1 99.3 

機械系 268 3 98.9 休運系 296 5 98.3 

機電所 20 0 100.0 觀光系 108 0 100.0 

電機系 232 2 99.1 視傳系 105 0 100.0 

工管系 159 0 100.0 文創所 13 1 92.3 

建築系 146 2 98.6 餐飲系 211 2 99.1 
建築科 
(五專) 54 1 98.1 其他(含通識博雅、

師培、體育等) 
192 4 97.9 

資工系 140 2 98.6 

電競系 25 0 100.0 總計 3,766 31 99.2 

環境所 7 0 100.0      

管理 

學院 

管理學院 23 0 100.0      

國企系 61 0 100.0      

企管系 427 0 100.0      

經管所 44 0 100.0      

資管系 156 2 98.7      

金融系 89 0 100.0      

 

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八、為確保教學品質，課務單位透過「教學日誌填報系統」及不定期至教室了解教師授課與

學生學習狀況。 

九、為貫徹本校教學品質保證機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請授課教師按時授課，勿隨意調動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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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學生穩定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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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依據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21日臺教技(一)字第 1112303765 號來文，為核實反映各校招

生現況，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並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部每學年度依總量標準相關規定

考核學校資源條件是否符合規定。如未達總量標準規定，教育部得依相關規定調整其招

生名額。 

十二、依據教育部「總量資源條件考核之各項列計原則說明」教師人數列計原則重點摘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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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任教課程

領域相符。請學校留意，屬通識／共同科目教師不列計該所系科之專任教師。 

(二)專任教師於所屬系所實際教授課程時數應大於其他系所之授課時數。 

十三、請各系排課單位注意，主聘系所之教師所任教專業課程時數是否符合上述教育部規

定，相關提示資料可使用「教師授課時數統計表(大表)」查詢，並調整之。 

成績事項： 

十四、本學期期末考試週為 112年 1月 9日(一)至 1月 13日(五)，因續逢 1月 21日(六)為除

夕日起農曆新年假期，故本學期學期成績登錄截止日為 1月 16日(一)中午 12時 30分，

請任課老師留意學期成績登錄截止日期。 

112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高雄第四考區(居護考場) 

十五、本校於 112年 1月 13日至 15日（星期五至星期日）支援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基金會辦理「11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假生活創意學院大樓為考場，1 月 12日(星期

四)上午布置考場，下午開放試場查看，當週為本學期期末考週，原時段上課班級將進行

教室異動，影響之班級與異動至其他教室，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12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統一入學測驗鳳山考區 

十六、本校擔任 112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統一入學測驗鳳山考區承辦學校，訂於 112/4/29(六)、

4/30(日)舉行。日間部 112/4/28(五)下午、進修部 112/4/28(五)晚上停課，如有其他課程請

各單位協助安排停課事宜。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十七、111年度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3-3-1 “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方案，各系已使用「產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平台」申請完成，請各系利用此系統上傳結案報告。 

十八、112年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執行事項： 

(一)依據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3-7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明細表，規定「業界教師及專

任教師授課時數需各占課程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之標準填報相關數據，112年本

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改為以 6週申請為原則，以 3週申請為輔，教務處核定各系經費

依課程重要安排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二)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成果報告，須繳交上課數位影音內容(至少 30分鐘)，建議上傳

youtube平台。 

相關計畫執行事項： 

十九、111年度推動「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帶領學生運用專業技能服務社區、關懷人

群，透過實際服務與知識技能的融合，將課堂上所學真正應用於生活中，達到學習的最

佳成效，感謝各系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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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推動全校日間部「實務專題」全面由業界專家參與審議與指導，111學年度請各系繼續邀

請業界專家蒞校協助指導，提供諮詢意見，使實務專題成果更為務實致用，鼓勵各系、學

程優秀或具特色作品參與「全國技專校院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培養學生創新思考及實作

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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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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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組報告事項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期成果報告暨第二期計畫書，將於 112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三）完

成報部作業。主冊計畫預定於 112年 2至 3月進行各校簡報審查，預計於 112年 5月底前

核定 112年補助經費。本校申請計畫包含： 

（一） 主冊計畫：4大主軸、21個分項計畫、61個執行方案、190個子方案 

（二） 附冊 USR 計畫：桃源(休運系李龍淵主任)、旗山(幼保系吳宗仁主任)、林園(許清雲院

長)、新埤(餐飲系陳信宏老師)、旗津(餐飲系王寶惜老師)(新增) 

（三） 附錄計畫：就學協助(學務處)、原民生輔導(學務處) 

（四） 專章計畫：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國務處)(新增)、資安強化(圖資處)(新增) 

（五）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文物修護研究中心(新增) 

二、 教育部預計 112年 2 月先行撥付第 1期款（111 年主冊獲補助經費之 30%計算），可追溯

自 112年 1月 1日起支用。學校將於 1月上旬完成人事費掛帳，其他業務費預計於 2月

下旬完成暫編金額掛帳，資本門經費則俟教育部經費核定後掛帳。 

 

【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一、 永續報告書編製工作進度報告： 

日期 工作項目 參與對象 

111.10.06 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 Workshop 副校長及一級主管，共 22名 

111.10.06 永續認知教育訓練 全校一二級主管 

111.10.27-28 行政單位及特色研究中心現況訪談 行政單位一二級主管 

111.12.16 資料蒐集與撰寫重點說明 行政單位副處長及二級主管 

112.01.09 各單位完成資料撰寫與繳交 行政單位副處長及二級主管 

112.03.31 勤業完成永續報告初稿/提供給各單位覆核 行政單位一二級主管 

二、 為協助國家推動淨零排放，以期 2050年達成減碳目標，本校將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及台灣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合作辦理「上市櫃公司氣候行動管理人員培訓班」課程。課程規劃

於 112年上半年辦理 3天課程，預估有 65位上市櫃公司永續部門從業人員蒞校上課。 

 

 

  

報告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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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企劃組報告事項 

一、 本組已於 111年 11月 11日將 112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校

務發展及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預估版)」報部審查。另預訂於 111 年 12 月 29 日到部

簡報。 

二、111年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實際核銷之執行率，截至 111年 12月 19日資本門為 100%、

經常門為 94.28%。 

 

 

報告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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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中心報告事項 

一、 外語中心安排於暑假期間針對英語學習上程度落後的學生，開設三班補救教學班，課程

名稱分別為「基礎實用英文」、「基礎職場英文」、「基礎文法演練」；課程皆是遠距線上上

課，讓有意願提升自我英文能力的學生，利用暑假空暇時間，參加補救教學課程，讓同

學感受時時可學習，處處是教室。補救教學共 325 名同學參與課程，262 名同學達到課

程評量規定，取得英文學分，外語中心並規劃 112 學年度開設科技英文、職場英文及餐

飲英文等專業英文補教教學課程。 

二、外語中心本學期於期中考後，開設英文能力課後輔導班，針對英文學習成績低落的學生，

以遠距、非同步的授課方式進行，共 439名學生參加輔導。 

三、非常感謝 14科系協助外語中心編寫專業英文教師，待裝訂完成後，外語中心會送兩本至

系上，一本由系上留存，一本由編寫老師個人留存。 

  

報告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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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報告事項 

一、 教師教學方面： 

(一) 111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教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或實作實習，感謝專任(案)教師踴躍申

請執行，共計 305案。獲補助各案已於 9/30 前繳交成果報告，於 11/30-12/7 辦理評選，

獲獎勵成果報告 114 件；本年度另辦理製作教具及實作實習實體成品成果發表，11/9 辦

理評選，47件作品參選，獲獎勵成品 24件。 

(二) 本學年度持續推動數位學習課程，含同步、非同步遠距教學、混成式教學（結合實體課

程與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教師開授數位學習課程請於開課前提出申請並檢附教學

計畫相關資料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送教務處或進修部彙整，提校課程委員會

審核通過始得開課，完備程序俾利申請教育部數位教材或課程認證。 

1.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數位課程申請通過課程數日間部 10 門、進修部 135 門，共計 145

門課程提出申請。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數位課程已申請課程數日間部 12門、進修部 82

門，共計 94門課程已提出申請 

2.110 學年度數位學習課程績優教師評選共計 15 位教師參與，4 位教師獲選數位學期課

程績優教師。 

3.自 111學年度起將每學期辦理評選作業，請鼓勵教師踴躍參與。 

4.數位學習課程原定至少 3次實體課程，自 112學年度起將調整至 6次實體或同步教學。 

5.自 112 學年度起數位學習課程避免使用公版教學影片，若有製作教材相關問題，請鼓

勵教師參與圖資處辦理的教育訓練課程。 

(三) 各系為配合行政院規劃「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推動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自 111學年度起於大一及大二

規畫至少 1 門全英語授課課程，建議由 ESP 或 EAP 課程先行推動，教發中心訂定獎勵

措施，請鼓勵教師提出申請。截至 11月底止本校專兼任教師參與教育部委辦全英語技能

師資培訓完成初階課程 95人，完成進階課程 48人。 

(四) 112學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46件，感謝各教學單位主管鼓

勵教師提出申請，今年較去年度(40件)多 6件，期盼也能提升通過率。 

(五) 本年度已辦理 8 場次教師研習，下學期開學預備週將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提醒專任

教師每學年度須參加由教學發展中心所舉辦的「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至少 1場次。 

(六) 各授課教師之學生學習評量，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評分比例採取部分學生自評、互評、

小組評分，多元評量方式如：小組發表、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等，減少紙筆測驗，以多

元方式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二、 教育部計畫 

(一) 111 學年度「教育部技專校院技優領航計畫」核定 9 班技優生專班，112 學年度已陳報教

育部申請 9班技優生專班。 

(二) 111學年度共有 9系提出大一銜接課程，已完成。 

(三) 「2023全國高中職專題製作競賽」於 11月底傳送公文至全國高中職，請各教學單位協助

宣傳，預計 2月 20日截止收件，參賽相關注意事項及說明公布教務處網頁。 

報告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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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評量方面： 

(一) 依教學評量實施要點授課教師應關心學生該學期所授科目期末教學評量之填答率，以增

進客觀評量結果，期末教學評量請鼓勵各授課班級學生於第 11~12週至正修訊息網-「教

務資訊-期末教學評量」填寫。 

(二)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統計結果，截至 12/15 全校各學制各科系學生填答率

為 59.25%，距離高教深耕計畫指標 80%尚有段距離，敬請各教學單位多方聯繫各授課教

師、各班導師，以多管道提醒同學 12/31 前填答，增進評量結果更為客觀。 

四、 其他方面： 

(一) 本學期表揚上學期 20 名優秀教學助理。 

(二) 本學期教師個別申請教學助理 22 名，分配各系(含五專)教學助理 89 名，數位課程教學

助理日間部 3位，進修部 46位；共計 160位。 

(三) 教師如需印製期中、期末考試卷(試題紙格式請至教發中心檔案下載區下載)，請務必於

公告考試日期前 3天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網頁→油印服務申請→試卷-檔案上傳，完

成表單填寫，並於試前親自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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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生加選學分學程一經

所屬系及學院審查同意

後，不可退選。學生申請

學分學程以一項為限，

若學生欲額外加選或退

選申請之學分學程，請填

寫「(微)學分學程加退選

單」於開學加退選時間內

至所屬系別及學院辦理。 

第八條 學生加選學分學程一經

所屬系及學院審查同意

後，不可退選，以免學生

退選後又申請加選，造

成審查老師及各學院審

查負擔。學生申請學分

學程以一項為限，若學

生欲額外加選或退選申

請之學分學程，則請填

寫「(微)學分學程加退選

單」至所屬系別及學院辦

理。 

修正條文內容贅字，並

加入申請時間。 

第十三條 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請各學院依本辦法辦理。

若學分學程修習學分數尚

缺之課程，可由各學院認

定學生其他已修之課程與

該學程之相關性而認定採

計學分數，最多抵免 3學

分，始取得該學分學程證

明書。 

第十三條 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請各學院依「學分學程設

置辦法」辦理。若學分學

程修習學分數尚缺之課

程，可由各學院認定學生

其他已修之課程與該學

程之相關性而認定採計

學分數，最多抵免 3 學

分，始取得該學分學程證

明書。 

修正條文內容字句。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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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91.10.7 教務會議通過 

95.10.2；105.3.7；106.3.6；107.10.1；107.12.24；108.6.3；108.12.23； 

109.3.9；109.09.28；109.12.28；111.01.03；111.12.26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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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大學部學生依申請程序學生須於開學加退選二週內，至「申請學分學程系統」加選學分

學程，並請各系審查老師及各學院進行審查。若學生申請「跨院學分學程」，由學生所屬系

別及學院進行審查即可，不須再經跨院審查。若學生所屬學院同意學生跨院，則學生所屬

學院應告知學生所跨學院相關訊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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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加選學分學程一經所屬系及學院審查同意後，不可退選，以免學生退選後又申請加選，

造成審查老師及各學院審查負擔。學生申請學分學程以一項為限，若學生欲額外加選或退

選申請之學分學程，則請填寫「(微)學分學程加退選單」於開學加退選時間內至所屬系別及學

院辦理。 

第九條 凡修滿主修系及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各學院列印修畢學分學程名冊提送至各系、

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備查。 

第十條 108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四技新生依規定「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

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學生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其中「微

學分學程」至少 3學分以上、「學分學程」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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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107 學年度(含)入學前之大學部四技新生，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

其已得之學分，得列入各系之畢業應修選修學分計算。 

第十一條 為因應培育學生之「數位科技」知能，109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四技新生依規定「學生畢

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

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學生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其中「微學分

學程」至少 3學分以上、「學分學程」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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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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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各學院所開設之「跨領域學程學習」及「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之院級必修課程，各 0 學

分 1 小時，學業成績考核採「通過」、「不通過」，僅列計學分數，不列入學期平均成績與

畢業成績計算。 

第十三條  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請各學院依「學分學程設置辦法」本辦法辦理。若學分學程修習

學分數尚缺之課程，可由各學院認定學生其他已修之課程與該學程之相關性而認定採計

學分數，最多抵免 3 學分，始取得該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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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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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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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參加

校外實習課程之本校各學

制學生。 

惟校外實習課程屬政府計

畫或相關特殊專班，則依

其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參加校外實習課程對象

為本校日間部之大學部學生或

日間部碩士班學生。 

校外實習對象納入各

學制及特殊專班相關

規範。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109.06.15；109.09.28；110.03.08；111.03.07；111.12.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人才，增進學生職場適應力與競爭力，達成學生順

利就業目標，並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校外實習之課程依下列原則開設： 

一、學期課程：(開設課程學分數同時數) 

開設 9學分以上，為期至少 18週或 720小時以上為原則之校外實習課程。 

二、暑期課程：(開設課程學分數同時數) 

於暑期開設 2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8週，並至少以

320小時為原則。 

實習成績評核方式、職前訓練輔導等相關作業辦法由各系另訂之。 

第三條 學分費與雜費：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依本校教務處「各項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第四條 校外實習課程之教師授課鐘點計算： 

一、各系、學程之暑期及學期校外實習課程，20 人以上其授課鐘點依校外實習課程學分數

以 1學分 1學時之標準計算，未達 20人則依人數比例計算之。 

二、必修與選修校外實習課程依前款規定納入教師授課時數統計表計算及支給，暑修校外

實習課程及未達 20 人校外實習課程依前款規定由業務承辦人造冊支給。 

三、校外實習課程鐘點數皆以 18週計算。 

第五條 校外實習課程得不受本校「選課要點」中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第六條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由各系實習輔導老師於學生實習期間每學期至少進行 1次實地職場

訪視、不定時電訪或其他通訊方式聯繫並紀錄，校外實習行政業管單位得不定期聯繫實習機

構，了解學生校外實習成效。教師輔導訪視學生所需差旅費，另依國內外差旅標準核實報支。 

除前項訪視外，實習輔導教師之職責如下： 

一、與實習機構輔導實習學生人員共同研擬規劃實習內容及撰寫實習計畫書並實施校外實

習職前教育。 

二、主動通報教學及行政業務單位實習學生及業界各項資料異動。 

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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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閱學生期中、期末實習報告、實習日誌或週記及評核實習成績。 

四、協助處理學生實習之生活及其他相關事宜。 

第七條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校級、院級及系級。 

一、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組成委員包括行政業務主管、系主任，實習機構代表、學生

代表、校外法律學者專家等。其任務如下： 

(一)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二)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三)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四)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五)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六)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二、院、系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組成委員包括院長、系主任、負責老師、系實習委員會

召集人，實習機構代表等。其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八條 各級實習委員會得每學年開會乙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 

第九條 各級實習委員會議召開須有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十條 學生進行校外實習前各系應彙整實習生名冊由行政業務單位投保貳佰萬元之意外保險。 

第十一條 實習終止或轉換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因故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者，依下列原則辦理： 

一、學生若因實習機構因素或特殊個案終止實習，由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單

位主管協調及輔導後仍無法繼續實習者，經系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轉

換實習單位。 

二、實習期間轉換機構以乙次為限，惟暑期之實習以不轉換為原則。 

三、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經輔導後仍未能改善者，得終止當學期校外實習課程。 

第十二條 學生實習期間因實習機構發生重大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且不及轉換實習機構致

未能完成校外實習課程者，各系應建立校外實習課程補救及替代措施，並經系、院及校實

習委員會通過後施行；若學生不接受系（所、科）之替代方案接續完成校外實習課程，得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申請退選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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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參加校外實習課程對象為本校各學制日間部之大學部學生或日間部碩

士班學生之本校各學制學生。 

惟校外實習課程屬政府計畫或相關特殊專班，則依其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學生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計畫主持人或學生提出證明經系主任審查，並送教務處註

冊及課務組審查通過者，得免修校外實習必修課程，惟須滿足畢業學分數。 

一、學生參與產學計畫、科技部等相關計畫。 

二、學生參與職場體驗至少 120小時並取得企業研習證明者。 

三、學生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陸生、僑生及外籍生等。 

四、學生參與 ROTC(大學儲備軍官選練團)。 

五、特殊情形經系實習輔導小組評估核准。 

第十五條 學生修習校外實習選修課程，不得認列各系開設之專業必修學分或通識博雅課程學分，

惟已加註在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但書，則可認列。 

第十六條 學生校外實習經由系認定推薦實習表現優異學生，並檢附完整之學生實習特色案例推薦

表，送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獎勵方式為獲系推薦者發予獎狀，以資鼓勵。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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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本辦法規定限制。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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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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排課原則」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各系科在排課時應依下列原則

排定： 

（十）大學部各系不分院每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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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兩節課，如 6、7 節

或 8、9節，為專業選修課

程；三及四年級四節課，如

6、7、8、9 節，為專業課

程。 

一、各系科在排課時應依下列原則

排定： 

（十）大學部各系不分院每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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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部分學生於一年

級已修畢通識博雅通

識四大領域課程，並予

各系專業課程彈性開

課。 

 

 

正修科技大學排課原則 

88.11.5 教務會議通過 

107.3.26；107.10.1；108.12.23；111.1.3；111.12.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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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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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後儘量以不排課程為原則。 

  

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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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學部各系不分院每週五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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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專業課程二年級兩節課，如 6、7節或 8、9節，為專業選

修課程；三及四年級四節課，如 6、7、8、9節，為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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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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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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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及代課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教師因差假，如下假別，

而缺課者，補課及鐘點費

等依下列標準辦理： 

二、陪產假：須補課，可本

人補課或請人代課。本

人補課者，不影響鐘點

費支給；請人代課者，

扣除申請教師鐘點費轉

代課教師。 

第四條 教師因差假，如下假別，

而缺課者，補課及鐘點費

等依下列標準辦理： 

二、陪產假：須補課，可本

人補課或請人代課。本人

補課者，不影響鐘點費支

給；請人代課者，鐘點費

由學校支給。 

修正條文代課鐘點費

支給。 

第四條 教師因差假，如下假別，

而缺課者，補課及鐘點費

等依下列標準辦理： 

三、婚假、喪假、娩假、病

假： 

均須補課，並以下列方

式擇一實施： 

(一)本人補課或自行請人

代課。 

(二)由學校（或所屬單

位）安排他人代

課。 

3.喪假、婚假、娩假若

請假連續一週以上

（含週六日、國定假

日）由學校或單位安

排代課，請假期間超

鐘點費不予支給，代

課教師鐘點費由學校

支給。 

第四條 教師因差假，如下假別，

而缺課者，補課及鐘點費

等依下列標準辦理： 

三、婚假、喪假、產假、病

假： 

均須補課，並以下列方

式擇一實施： 

(一)本人補課或自行請

人代課。 

(二)由學校（或所屬單

位）安排他人代

課。 

3.喪假、婚假、產假若

請假連續一週以上

（含週六日、國定假

日）由學校或單位安

排代課，請假期間超

鐘點費不予支給，代

課教師鐘點費由學校

支給。 

修正條文內容字句。 

第四條 

(略) 

六、教師於娩假及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所遺課務得

由本校協助安排。 

第四條 

(略) 

新增第四條第六款。 

依教育部 111 年 12 月

19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3923 號辦理。 

 

 

  

案由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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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師請假調課補課及代課辦法 

97.3.17；106.6.5；108.12.23；110.06.07；111.12.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及代課事宜，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教師因公務或私事未能到校授課時，須事先辦理請假手續（附調(代)課申請單），由教務單

位登記。 

第三條 教師因緊急事故未及事先請假者，得臨時託人轉告或電話通知教學單位或教務單位並於事

後補辦請假手續。 

第四條 教師因差假，如下假別，而缺課者，補課及鐘點費等依下列標準辦理： 

一、公差假、特別假： 

可不必補課，但影響教學進度者，須自訂時間補課，不影響鐘點費支給。 

二、陪產假：須補課，可本人補課或請人代課。本人補課者，不影響鐘點費支給；請人代

課者，鐘點費由學校支給扣除申請教師鐘點費轉代課教師。 

三、婚假、喪假、產娩假、病假： 

均須補課，並以下列方式擇一實施： 

(一)本人補課或自行請人代課。 

(二)由學校（或所屬單位）安排他人代課。 

1.請假日數連續未達五日（不含星期六日、國定假日）自行補課或自行請人代課

者，代課費用由原任課教師與代課教師自行處理。由學校或單位安排代課者，扣

除申請教師鐘點費以支給代課教師。 

2.請假日數連續達五日（不含星期六日、國定假日），由學校或單位安排代課，請假

期間超鐘點費不予支給，代課教師鐘點費由學校支給。 

3.喪假、婚假、產娩假若請假連續一週以上（含週六日、國定假日）由學校或單位

安排代課，請假期間超鐘點費不予支給，代課教師鐘點費由學校支給。 

四、公、事及器官捐贈假 

(一)均須補課，可本人補課或請人代課。 

(二)代課費用由原任課教師與代課教師自行處理，或由學校、單位安排代課者，扣除申

請教師鐘點費轉代課教師。 

五、代課教師須為當學期本校聘任之專兼任教師。 

六、教師於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所遺課務得由本校協助安排。 

第五條 教師請假經學校（或所屬單位）安排代課教師代課者，依下列方式辦理： 

一、代課教師鐘點費標準依代課教師本身職稱支給，並以實授鐘點數計算，於代課結束後

一次發給。 

二、代課教師不得拒絕學校安排之代課課程，代課期間如遇平時考、期中考、期末考時，

代課教師負批閱學生試卷、核算學生成績、監考等教學行政之義務，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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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教師請假之假別及可請假之日數，由人事處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教務單位應就教師所缺課程逐日登記，並按週通知缺課教師補課。 

第八條 缺課教師於接到教務單位所發補課通知後，應自行擬定時間，填寫「調(代)課申請單」送教

務單位登記並自行通知學生。 

第九條 教師如在接獲補課通知之前已自行補課完畢，亦請填寫「調(代)課申請單」送教務單位登

記。 

第十條 教師缺課而未能在二週內補課者，請再提出確切補課日期，如無法按時補課，由學校扣發

其未補課時數之鐘點費。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因故未能上課，須依規定請假(應附調(代)課申請單)，所缺課程以調課補課及代

課等方式辦理，補課、代課鐘點費由學校支給，但病假超過規定時數者，以事假抵銷，

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規定時數者，不發給鐘點費。未依規定請假、調課補課及代

課者，不發給鐘點費，並列入不續聘依據之一。 

第十二條 補課時間應以「節」為補課時間單位，其補課節數應相同，不得將一節課化整為零，累

積多次授課來補足一節課，例如不得以五次下課 10 分鐘之時間作為補課一節。 

第十三條 教師未依規定請假、調課補課及代課者，依教師評鑑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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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申請學籍及成績證明文件收費辦法 

111.12.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0.00 行政會議提案 

 

第一條 本校為受理學生申請學籍及成績證明文件，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籍及成績證明文件種類、名稱與收費標準規定如下： 

證件種類 證件名稱 
收費標準 

（元/份） 
備註 

學位證件 

中文數位學位證書 免費 

依本校「頒發數位學位證書實施要點」

辦理，限111年1月起畢業校友申請。 

畢業生申請數位學位證書，必須先完成

領取紙本學位證書，領取後三天將email

寄發數位學位證書pdf檔案。 

中文學位證明書 100 限中文學位證書遺失、破損時申請一份。 

中文學位證（明）書複印本 10 不限份數；申請時應自行攜帶正本查驗。 

英文學位證明書 100  

中文學分學程證明書(補發) 100 
限中文學分學程證明書遺失、破損時申請一

份。 

學籍相關證

明 

學生證遺失補發 200  

在學證明書（中文版） 免費  

在學證明書（英文版） 50  

休學證明書（中文版） 50  

修業證明書（中文版） 50  

修業證明書（英文版） 50  

成績相關證

明 

中文歷年成績總表 10 

83年畢業後可利用「多功能成績列印自動

化繳費機」申請列印。 

之前畢業校友，請至日間部教務處註冊及

課務組或進修部教務組申請。  

中文單一學期成績單 10 

英文歷年成績總表 50 

英文歷年成績等級總表 50 

學期成績排名證明書 10 

歷年學期成績排名證明書 10 

教務證件各項彌封處理 免費  

 

  

案由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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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學生或畢業校友申請教務證件之取件方式得採現場取件或郵寄取件，採郵寄取件者，申請者

除須繳交前條所規定收費標準費用外，應再自行負擔相關回郵郵資與信封。 

第四條 畢業校友僅限申請學位相關證明、中英文歷年成績單、中英文歷年總成績名次證明書等項之

證明文件。 

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章則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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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授予學位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教育部專案輔導停辦學校分

發至本校各學制學生，在校

修業期間未達兩學期者，學

位證書加註原有學校及科

系。 

無 新增條文。 

為保障停辦學校學生

就學權益，分發至本校

就讀學生之畢業證書

得加註原有學校及科

系等文字。 

十一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章

則辦理。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

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章則

辦理。 

 

條次變更。 

十二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

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請

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正修科技大學授予學位實施要點 

109.06.15 教務會議訂定 

109.12.28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3.31 臺教技(四)字第 1100007755 號備查 

111.12.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學位授予法及教育部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

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訂定。 

二、大學部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

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附設專科部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

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副學士學位。 

三、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

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經系、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之認定基準，經系、所

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四、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

授予博士學位證書。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

以技術報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經系、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有關博士、碩士學生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論文，及以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依「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

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辦理。 

案由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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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授予各學制學生學位證書日期依下列時程辦理： 

(一)第一學期畢業，發證日期為 1月。 

(二)第二學期畢業，發證日期為 6月。 

(三)暑期修課後，符合畢業資格者，發證日期為 8月。 

七、學位證書內容包含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院、所、系（所）（組）、學位學程、科，畢業年月、

授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外國學生並須加註國籍。學生修習輔系或雙主修者，其證書應載明

輔系或雙主修名稱。申請補發證明書者，加註補發證明書日期。 

本校進修部學士班及在職專班之學位證書不另加註進修部或在職專班畢業。 

八、各系、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應衡酌所屬領域、發展特色、課程專業等，依據教

育部公告之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範圍訂定，並檢附「授予學位中、英文一覽表」，經

系、所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本校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度、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註記及其他相關規

定，應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九、本校改制、校名經教育部核定變更或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及附設專科部科（組）經教

育部核定整併或更名，於舊名稱階段招收入學之學生，授予學位證書登載以新名稱並加註舊名

稱方式辦理。補發學位證明書之登載亦同。 

十、本校附設進修學院及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依法辦理轉型經教育部核定變更、停辦，核定前招收入

學學生，其學位證書登載應加註附設進修學院或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校名。補發學位證明書之登

載亦同。 

十一、教育部專案輔導停辦學校分發至本校各學制學生，在校修業期間未達兩學期者，學位證書

加註原有學校及科系。 

十一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章則辦理。 

十二三、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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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推動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 

 

111.12.26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教學方式開授課程，特

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推動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指之「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適用於本校教師開設之

課程，包含專業英語（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與學術英文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但不含外籍教師、英語語文課程、國際專班之課程。 

三、教師應就其開授課程，全程以英語教學方式授課，包括使用授課語言、教學教材、教學互動、

成績評量皆採用英語方式為之，但不得採用全部由學生報告之上課方式。 

四、各系所應考量或檢測學生外語能力，於大一、大二或碩一每學年至少規劃 1門採全英語授課之

課程供學生修讀，各系所另依系所重點或特色、教師專業及英語授課能力規畫其他全英語授課

課程，並逐年適度增加。。 

五、教師應於學生開課前完成中英文版課程大綱，並於課程大綱填報系統『外語教學』欄勾選「以

英語教授課程(EMI)」及「全程英語教學」，教師須於上課前將修課注意事項公告於網路提供學

生查詢。 

六、推動項目： 

(一)部分 EMI課程：課程 40%以上(4週)使用英語教學(教材、講授、討論、成績評量)。 

(二)EMI 課程：課程至少 70%以上使用英語教學(教材、講授、討論、成績評量)  

七、申請原則： 

(一)本校教師於每年 8 月及 1月提出申請，經系(中心)主任簽章，送教務處教學展中心備存。 

(二)教師申請 EMI授課須參加至少一次校內(外)辦理之全英語授課研習、工作坊或教師社群。 

(三)每位教師每學期以開授 2門課程為限。 

八、獎勵原則：教師開授 EMI課程，於實際授課後，依規定繳交期末報告書及教學活動影片，經檢

視後予以獎勵 

(一)部分 EMI 課程：首次開課之教師每門課程獎勵金 5,000 元，第二次起開課每門課程獎勵金

3,000元，每位教師以獎勵 2次為限。 

(二)EMI 課程：首次開課之教師每門課程獎勵金 20,000元，第二次起開課每門課程獎勵金 10,000

元。 

(三)EMI 績優教師：每學年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邀請校內外委員評選全英語授課(EMI)績優教

師並頒發獎狀及獎勵金。 

(四)教師執行 EMI課程得優先申請教學助理乙名。 

九、申請核可之教師須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期末報告書送交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各系所

每學期應對全英語授課課程評估學習成效，並由授課教師提供授課經驗、建議事項及學生課程

滿意度調查，做為推動全英語授課課程規劃之參考。 

十、本要點獎勵由教育部補助相關計畫項下支應，獎勵金額及名額得依經費調整。 

  

案由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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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或特殊情況，得經專案簽准，不受本要點規定限制。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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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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提升境外生華語能力獎勵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奬勵標準： 

(一) 參與本中心華語文檢定輔導

班課程、出席率達 80%以上、

且報名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舉辦之華語文能力

測驗 (以下簡稱 TOCFL) 者，

頒發 3,000 元勵學金。出席率

達 100%者，另再頒發 2,000 元

全勤奬勵金。符合條件者請於

課程結束後一週內檢附申請

表及相關佐證，繳至本中心辦

公室，申領以一學期一次為

限。同一級不得重複申請，亦

不得降級申請。 

(二) 參與本中心華語文檢定輔導

班課程，該學期報名及通過各

等級之 TOCFL 能力測驗，分

別頒發以下之認證奬勵金，於

測驗結束後 45 天內檢附申請

表及相關佐證，繳至本中心辦

公室，申領以一學期一次為

限。同一級不得重複申請，亦

不得降級申請: 

 

4. 通過 TOCFL C1 級能力

測驗，頒發 6,500元認證奬勵

金。 

5. 通過 TOCFL C2 級能力

測驗，頒發 8,000元認證奬勵

金。 

注意: 已通過特定等級者不得

以同一等級成績申請奬勵金，

違者將追回獎勵金並依校規

懲處。 

 

三、奬勵標準： 

(一) 參與本中心華語課程、出席率

達 80%以上、且報名國家華語

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舉辦之

華語文能力測驗  (以下簡稱

TOCFL) 者，頒發 6,000 元勵

學金。出席率達 100%者，另再

頒發 2,000 元全勤奬勵金。符

合條件者請於課程結束後一

週內檢附申請表及相關佐證，

繳至本中心辦公室，申領以一

學期一次為限。 

(二) 通過各等級之 TOCFL 能力測

驗，分別頒發以下之認證奬勵

金，於測驗結束後 45 天內檢

附申請表及相關佐證，繳至本

中心辦公室，申領以一學期一

次為限: 

 

 

 

 

 

4. 通過 TOCFL C1 級能力

測驗，頒發 4,500元認證奬勵

金。 

5. 通過 TOCFL C2 級能力

測驗，頒發 5,000元認證奬勵

金。 

 

限定課程名稱為「華語

文檢定輔導班」，避免

與其他課程混淆。 

降低出席獎勵金。 

增加級別申請次數限

制說明，避免同一級每

學期重複申請。 

避免降級申請出席獎

勵金。 

增加高級通過獎勵金  

限制已通過特定等級

者不得以同一等級成

績申請奬勵金 

 

  

案由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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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提升境外生華語能力獎勵實施要點 

Chinese Certificate Incentive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eng Shiu University 

111年 3 月 7日教務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on March 7, 2022 

111年 3 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March 14, 2022 

111年 12月 26 日教務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cademic Affairs Meeting on December 26, 2022 

111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on, 2022 

一、 實施目的： 

本校華語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鼓勵境外生積極學習華語，提升華語能力，加強社會適應

力、課業及職場競爭力，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提升境外生華語能力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以增進其修習華語及考照之動機。 

1. Purpose of Incentive: 

 The Chinese Certificate Incentive Guidelin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elines”) were 

formulated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improve their 

competitiveness in the job market, and motivate them to take the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OCFL”) in compliance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industrial 

skill enhancement. 

 

二、 奬勵對象：具本校學籍之境外生(含專班學生)且母語非華語者。 

2. Target Students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Mandarin Chinese. 

三、 奬勵標準：具本校學籍之境外生(含專班學生)於入學後取得本中心上課資格，符合以下奬勵條

件者： 

(一) 參與本中心華語文檢定輔導班課程、出席率達 80%以上、且於該學期報名國家華語測驗推動

工作委員會舉辦之華語文能力測驗 (以下簡稱 TOCFL) 者，頒發 3,000 元勵學金。出席率達

100%者，另再頒發 2,000 元全勤奬勵金。符合條件者請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檢附申請表及相

關佐證，繳至本中心辦公室，申領以一學期一次為限，同一級不得重複申請，亦不得降級申

請。 

(二) 參與本中心華語文檢定輔導班課程，該學期報名及通過該等級或更高之 TOCFL 能力測驗，

分別頒發以下之認證奬勵金，於測驗結束後 45 天內檢附申請表及相關佐證資料，繳至本中

心辦公室，申領以一學期一次為限，同一級不得重複申請，亦不得降級申請: 

1. 通過 TOCFL A2級能力測驗，頒發 2,000元認證奬勵金。 

2. 通過 TOCFL B1 級能力測驗，頒發 3,000元認證奬勵金。 

3. 通過 TOCFL B2 級能力測驗，頒發 4,000元認證奬勵金。 

4. 通過 TOCFL C1 級能力測驗，頒發 6,500元認證奬勵金。 

5. 通過 TOCFL C2 級能力測驗，頒發 8,000元認證奬勵金。 

注意: 已通過特定等級者不得以同一等級成績申請奬勵金，違者將追回獎勵金並依校規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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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ligibility and Application Period: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Mandarin Chinese meeting any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re eligible for application: 

(1) Students who have 80% of attendance in one of our TOCFL preparation courses and have registered for 

an upcoming TOCFL are eligible for a cash incentive of NT$3,000.  

Those who have perfect attendance are eligible for an additional cash incentive of NT$2,000. 

Application Period: A typed application with required document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within a week after the end of the TOCFL preparation course. The application is limited to 

one time per semester. Late applicat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Repeated applications for the same or lower 

course level will not be accepted. 

(2) Students who take one of our TOCFL preparation courses and pass the equivalent or higher  TOCFL 

level are eligible for the respective cash incentives as follows: 

1. TOCFL A2: NT$ 2,000 

2. TOCFL B1: NT$ 3,000 

3. TOCFL B2: NT$ 4,000 

4. TOCFL C1: NT$ 6,500 

5. TOCFL C2: NT$ 8,000 

Note: If you have passed a certain level before, you are not allowed to apply for the cash incentive with a 

certificate of the same level. Violators will be asked to reimburse the amount paid and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school regulations. 

Application Period: A typed application with required documents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within 45 days after the test date. The application is limited to one time per semester. Late 

applications will not be accepted. Repeated applications for passing the same or lower level will not be 

accepted. 

四、 審查程序及公告：申請表送交本中心會議審議，通過者依本要點規定核發獎勵金。  

4. Review and Incentive Issuance: 

Applications will be initially reviewed by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and the qualified applications will 

be reviewed by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Once applications are approved,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will follow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o grant the incentives. 

五、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相關計畫經費及本校編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相關名額及金額得視該年度經費預算調整編列。 

5. The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e Guidelines are the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budgets allocated by Cheng Shiu University. The amount of incentive is determined 

by budget allocation of each academic year and may vary year to year.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6. The Guidelines become effective after being approv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Meeting. Amendments must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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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提升境外生華語能力獎勵金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Chinese Certificate Incentive 
(請打字列印 Please submit a typed application form) 

填表日期  date：   年 Y  月 M 日 D 
 

姓名 

Full Name 

 國別 

Nationality 

 

 

系所/年級

Department/Year 

 性別 

Gender 

□男 Male 

□女 Female 

學號 

STU ID # 

 聯絡號碼 

Mobile # 

 

 

E-mail   

 

申請類別 

Types of Application 

檢附文件 

Please enclos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參與華語文檢定輔導班獎勵金 NT$3,000 

TOCFL preparation course 80% attendance 

□參與華語文檢定輔導班全勤獎勵金 NT$2,000 

TOCFL preparation course perfect attendance 

□報名 TOCFL繳款收據影本乙份 

Photocopy of a registration receipt for TOCFL 

□華語中心開立之出席紀錄乙份 

Attendance record issued by the CLC 

備註：文件影本皆需出示正本以供查驗。 

Note: Please have the originals of the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通過 TOCFL能力測驗認證獎勵金請勾選通 

過等級 Certificate Level: 

□TOCFL A2 級能力測驗認證 NT$ 2,000 

□TOCFL B1 級能力測驗認證 NT$ 3,000 

□TOCFL B2 級能力測驗認證 NT$ 4,000 

□TOCFL C1 級能力測驗認證 NT$ 6,500 

□TOCFL C2 級能力測驗認證 NT$ 8,000 

□效期內合格華語文能力測驗通過證書或成績單

影本乙份 

Photocopy of a valid TOCFL certificate or score 

report. 

備註：文件影本皆需出示正本以供查驗。 

Note: Please have the originals of the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inspection.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 Signature 

華語中心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教務處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簽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審核結果 Review Result： 

□合乎申請資格  

Qualified 

□未合乎申請資格 

Not qualified 

審核結果 Review Result： 

□通過申請 Approved  

□未通過申請 Not approved 

 

證照班班級：□A2 □B1 □B2 □C1 □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