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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 9月 26日(星期一)上午 9時整 

二、地點：行政大樓 9樓 03C0904多功能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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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席報告 

1.本學年度起每學期召開各一次教務會議、課程會議，期初教務會議討論教務相關章則，如

有外加學制之課程審查，可列入提案討論，期末課程會議審查各教學單位之課程。 

2.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教務處順暢運作，多元學制與多元管道入學途徑，學生抵免學分或採

認學分或註冊等行政事務相對複雜，請各位主管儘量彈性處理學生就學事務，以跨學制或

跨單位立場，多方考量解決途徑，積極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3.106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規劃草案如附件 1(頁 10），請各教學單位於系、院課程委員會

議討論，提供意見供教務處參考，完成符合 128畢業學分之課程。 

五、列席人員： 吳副校長 

六、列席人員報告事項 

1.感謝各教學單位主管用心經營，105學年度招生員額能不受大環境就學學生人數減少之現

實，穩定進修部及進修院校之發展。 

2.新政府人事異動後，教育政策迭有創新作法，請以開放彈性態度處理相關教育與學生學習

事務。 

七、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 

1.感謝各系主管、師長及同仁協助進修部及院校招生作業，進修部四技新生錄取人數 1431

位。暑期轉學考錄取人數 225位。進修部二技新生錄取人數 664位。進修專校二專新生錄

取人數 892位。進修專校暑期轉學考錄取人數 18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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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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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1.依據教育部 104年 7月 8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40090843號函核定本校「培育中等

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二條之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職

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 18小時之業界實習」。 

2.此規定自 105學年度入學(含)後之師資生適用，請各系所主任於認定時，務必確認該師資

生除已修畢該任教科別之必選備學分外，亦具有 18小時之業界實習。 

3.「18小時業界實習證明」表格如附件 2(頁 11)。 

※通識教育中心 

1.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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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門、社會科學領域 16門、自然科學領域 10門、生命科學

領域 9門，合計 54門。 

  (2)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開設：人文學領域 13 門、社會科學領域 27 門、自然科學領

域 20門、生命科學領域 14門，共計 74門。 

  (3)另開設「愛心與服務」課程，全學院同學都可以選修。 

  (4)105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129門讓同學選修。 

2.《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十四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106 年 1 月 31 日截稿，歡迎全校

教師踴躍投稿。 

3.本學期於 105年 12月 16~17日(星期五、六)與高雄道德院共同辦理「2016宗教生命關懷

國際學術研討會-宗教全球化與在地化」，屆時歡迎系上老師蒞臨指導。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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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活動地點 

1 2016.10.11(二) 13:30~15:00 
《深情款款》美聲

VS.鋼琴音樂會 
高韻堯.陳敬堯 正修廳 

2 2016.10.20(四) 15:30~17:00 

德國 MAYBEBOP

人聲樂團之《台灣國

際重唱藝術節》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 正修廳 

3 2016.11.08(二) 15:30~17:00 
《男人幫 青春小鳥

一去不回來》 
大開劇團 正修廳 

4 2016.11.17(四) 13:30~15:00 
《陳冠宇 2016 鋼琴

獨奏會》 

鴻宇國際藝術有限

公司 
正修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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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11.28(一) 19:00~20:30 
《世界風-原創與跨

界音樂》 
聲動樂團 正修廳 

6 2016.12.22(四) 19:00~20:30 《幸福の味》 表演家合作社劇團 正修廳 

※藝文處 

報告如附件 3(頁 12)。 

※體育室 

1.體育課第一週配合日間部新生體檢，第二週為進修部新生體檢。 

2.體育課加退選已完成，感謝日間部及進修部教務單位協助。 

3.第二週開始新生班實施 CPR+AED認證研習課程(利用體育課時段)。 

4.體育室於期中考週實施體適能檢測 

5.運動績優生(新生)原訂 10月 5日(三) 因學校講座活動延至 10月 12日下午 3時體育室集

合，召開績優生輔導(會議)研習。 

6.舞蹈隊最近支援三信參與國慶表演(可能有部分公假，也順便給主任知道)，包含國企系、

觀光系、餐飲系、休運系。 

7.感謝教務處給予體育課程維持四學期各一學分兩小時。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日間部招收轉學生共計 186名，非常感謝各位主任及召集人的幫忙，學分抵免工作

順利完成。 

2.本校圖資處為節省各系每學期課程預選時，於調查學生對於次學期的選修課程之修課意願

所花費之時間與人力，特開發課程預選系統。本組預定於第四週(1003日 13:30-16:30)

將請圖資處協助舉辦教育訓練，屆時請各系助理與各系學會資訊長出席參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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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議各院、系所召開系本位課程審查會時，宜請學生代表與業界校友參加，會中加入招生

成效議題，以作為課程規劃與招生策略參考。 

5.104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所執行 T-2-1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聘

請產業界專家授課)，已執行 183門課程，本學期預計將執行 180門，已完成申請計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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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年度成果報告，本學期產業界專家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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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務必於 10月底完成。 

6.TC-2-1“千人業師”下學期共邀請 382位業師蒞校演講。希望本學期執行的教師能依系所

訂領域上網申請，並請業師提供演講教材電子檔，再請該領域召集人教師整合為結構化教

材，以提供教學，擴大同學視野並貼近業界實務，配合本年度成果報告，本學期產業界專

家協同教學務必於 9月底完成。 

7.LTC-1-1 業師參與實務專題，提供諮詢意見，使實務專題成果更為務實致用：104學年度

第 2學期邀請 199位業界專家，共計協助指導 467人次，本學期亦請各系能繼續協助保持

成果，配合本年度成果報告，本學期業師參與實務專題務必於 9月底完成。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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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計有 26門課程執行完成，希望本學期各系能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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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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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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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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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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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前)，第 13週 (12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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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前)，將確定轉系或轉部成功的名單傳回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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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招生組 

1.依「專科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調整本校 106學年度所、系、科與學程招

生人數。提報之招生名額分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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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 106學年度研究所推薦甄試預定於 105年 10月中旬開始報名，擬招生的博、碩士班

為機電、電子、電機、資工、工管、營建、經管、資管、休運、財金、妝彩及幼保等 12

所。另經管、資管及休運所在職專班預訂於 105年 3上旬報名招生。 

3.105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考試，暫定於 105 年 1月中舉行。包括日、進修部四技等學制轉

學生之招收。今年改採單獨招生方式辦理，煩請幫忙宣導。 

4.106學年度本校 19系皆參與甄選入學招生管道，計有 16系於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增辦術科

實作考試。請各系規劃設計合宜之實作試題並聘請 5年以上工作經驗之業師擔任委員，以

落實實務選才之精神。亦請各系協助彙整第二階段指定項目考試資料(如:考試題目、評分

方式、流程等)並整理成冊，以利來年甄選考試。 

5.教育部指定本校為土建群、機械群與餐旅群術科實作題型示範學校，另本校土木與空間資

訊系及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在 106學年度將與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共同執行「106年試辦

實作能力測驗計畫」，屆時將請相關系組協助幫忙。 

6.106學年度甄選入學招生作業調整事項如下： 

(1)試辦第二階段書面審查資料電子上傳機制，規劃以部分群（類）別作為試辦對象，擇定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商業管理群、資管類、外語群英語類及外

語群日語類進行試辦。 

(2)四技二專統一入測驗成績採計之比率上限訂為甄選總成績之 50%。 

(3)相關調整之政策配套措施為強化典範科技大學及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實作選才，另甄選入

學招生名額比率改由教育部依據各技專校院提送之甄選入學招生作業計畫進行核定。 

7.106學年度繁星計畫招生作業調整事項如下： 

(1)學生可選填志願數由 20個志願增加為 25個志願。 

(2)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可推薦學生人數由 10名增為 12名。 

(3)相關調整之政策配套措施為增加曾獲教學卓越計畫之學校得參與繁星計畫，放寬「學校

連續 3年曾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始得申請」之限制為「曾獲教學卓越計畫學校」。 

◎教學發展中心 

1.104-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T-C-1-3「良師益友同儕多元成長」請各系/中心務會議邀請彈

性薪資教學績優教師、教學績優教師分享教學經驗，相關資料如附件 4(頁 14)於 11/30前

完成。 

2.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L-T-2-4「系所專業基礎課程」補救教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預計開設 19 門課程，目前共開設 9 門課程，請各系盡快繳交申請表如附件 5(頁 17)至教

學發展中心，以奠定學生扎實基礎。 

3.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L-T-3-1「多元課程教學助理」已分配各教學單位 180 名課程

教學助理(TA)，預計於 10月底執行完成。 

4.教學評量分「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及「期末教學評量」，前者請各授課教師宣導各修

課學生於第 7~9週至 iLMS每門課程-「問卷」填寫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後者於第 11~12

週至正修訊息網-「教務資訊-期末教學評量」填寫。 

5.104 學年度起各教學單位共同授課之期末教學評量採紙本問卷，請教學單位於第 6 周

(10/21)前提供共同授課之班級、課程名稱、修課學生人數及各授課教師至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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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紙本問卷份數及統計各授課教師教學評量結果。 

6.依 104 年 6 月 15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訂教學評量實施要點，本校教師或課程如於一學期之

教學評量滿意度平均低於 3.5者（採 5點量表），即為教學評量不佳，其處理情形為： 

(1)專任教師：請教學單位主管約談並了解其實際教學情形，促請其改善教學現況。如連續

兩學期教學評量不佳，請授課教師提出改善教學計畫，教學單位主管後續追蹤輔導。如連

續兩年或同一課程連續兩年教學評量不佳，次學年得減授課超鐘點 2-4小時，教學單位主

管調整授課教師或科目，並持續追蹤輔導至改善為止。 

(2)兼任教師：請直屬教學主管先行了解實際教學情況，如屬實則不予排課。 

7.104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教學評量調查日間部各學制各科系共有 8,813人(含碩士班)上網

填答，整體填答率為 95.47%，整體平均數為 4.2974。全校共計 3 位教師教學評量結果平

均數未達 3.5，3位為兼任教師。 

8.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T-C-1-2「教師跨域教學成長社群」於 9/7 評選出 4 組卓越社

群(每組獎金 8,000元)，及 6組績優社群(每組獎金 3,000元)。 

9.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L-T-3-2「PBL 問題解決導向教學法」於 9/9 評選出 4 組優秀

PBL(每組獎金 8,000元)，及 6組優良 PBL(每組獎金 3,000元)。 

10.105學年度第 1學期網路教學課程經網路教學委員會決議總開課數為 71門，如附件 20(頁

47)。 

十、討論提案 

提案 1 

案由：補正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多媒體設計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乙案，提請 討

論。 

說明：1.補正內容詳如附件 6(頁 19)。 

2.本案依據教育部 105年 1月 12日臺教師(二)字第 1040175215C號辦理，並經本中心

9月 13日中心會議通過。 

3.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案由：修正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乙案，提

請 討論。 

說明：1.修正版及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 7(頁 21)。 

2.本案經本中心 9月 13日中心會議通過。 

3.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3 

案由：修改「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為考量轉學、轉系及轉部學生補修學分，跨部選課原限應屆畢業生修改為大學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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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學生。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一、跨部選課： 

跨部修習課程者，僅限大學部

三、四年級學生及延修生 

十一、跨部選課： 

跨部修習課程者，僅限應屆

畢業生及延修生 

為考量轉學、轉系及轉部學

生補修學分，協助順利畢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4 

案由：工學院工管系修正進修部二技 105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進修部二專營區專班工業

工程與管理科 105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組 102學年度入學

新生課程表、日間部四技經營管理組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如附件 8-11(頁 24-30)，

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5 

案由：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增訂專業輔修辦法，如附件 12-10(頁 34-38)，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學校政策與生員趨勢，企管系必須結合產業需求，除了管理的專業知識外尚需加

強產業技能，因此增訂學生專業輔修辦法、申請書如附件 16(頁 39)，並授予證書如附

件 17(頁 40)以利學生就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6 

案由：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為降低研究所一般生畢業總學分數為 42學分，管理經濟學由必修

改為選修，如附件 18(頁 45)，提請 討論。 

說明：降低畢業學分已是各校趨勢，金融所也於 104學年度已降低，配合學校的整體政策，

擬自 105學年度起降低研究所一般生畢業總學分數為 42學分，並配合總學分的下降，

為維持選修的一定比例，擬將管理經濟學由必修改為選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7 

案由：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105學年度軍區專班課程總表，如附件 19(頁 46)，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國防部政策及彌補學生總數的下降，經系上老師與學校的努力已順利開班，提報

課程總表予以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10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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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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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規劃原則(草案修正) 

總畢業學分數規劃為 128 學分。           2016/9/26 

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軍訓(一)、軍訓(二) 各為 0 學分 2 小時； 

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各為 1 學分 2 小時； 

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 各為 0 學分 2 小時； 

勞作教育(一)、勞作教育(二) 各為 0 學分 2 小時； 

國文(一)、國文(二)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實用中文 2 學分 2 小時； 

英文(一)、英文(二) 各為 3 學分 3 小時；英語聽講練習 2 學分 2 小時； 

英語會話 2 學分 2 小時；英文檢定 0 學分 2 小時； 

計算機概論 2 學分 3 小時；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 學分 2 小時； 

人權與法治教育(工學院及管理學院)或環境與人類生態(生活創意學院) 2 學分 2 小時。 

通識博雅選修課程： 

通識博雅課程(一)、通識博雅課程(二)、通識博雅課程(三)、通識博雅課程(四)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共 8 學分。 

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 

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各系組依據 101學年度規劃原則規劃 2門專業必修資訊課程(皆各為 2學分 3小時)，

如「程式語言」、「多媒體製作」、「網際網路應用」等； 

工學院各系組適性規劃開授 1 門專業必修資訊課程，如「程式語言」、「程式設計」、「多媒體製作」或「網

際網路應用」等 。 

工學院各系組應規劃專業必修課程包括微積分 2 學期(3 學分 3 小時)、物理 2 學期(3 學分 3 小時)、物理實

驗 1 學期(1 學分 2 小時)、化學 1 學期(3 學分 3 小時)。 

管理學院各系組應規劃專業必修課程：商用微積分(一)、(二)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 

生活創意學院各系組應規劃專業必修課程：生活美學、創意與創業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 

另外，品德與專業倫理、創意思考訓練、生涯輔導等課程(各 2 學分 2 小時)，敬請各系組適性規劃為專業

必修或選修課程；校外實習課程則依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指標規範各系組列為專業必修課程；實務專

題則列專業必修課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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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8 小時業界實習證明】 

(105 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 

姓名： 學號： 就讀系所： 擬任教科別： 

課程名稱 實習機構 
實習日期 
(例:105.9.12) 

實習 
時數 

授課教師 
核章 

實習機構 
實習日期 
(例:105.9.12) 

實習 
時數 

實習單位 
核章 

         

         

         

         

         

         

         

         

合計：                小時 

系所主任核章 :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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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處期初報告 
 
※視覺藝術展覽，共計 4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09/12~10/13 新藝新聲-兩岸青年視覺藝術交流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21~01/13 30-30臺灣與墨西哥國際版畫展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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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8/26~11/23 「山頭開花」劉高興創作展 
財團法人昇

恆昌基金會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

系產學合作策展案 

 

※藝文講座活動，共計 5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演講者 參與人數 備註 

09.21 相對論淺析 黃廣志博士 100  

09.27 薩到你 薩克斯風傳奇 
薩克斯風演奏家 周尚

德 
100  

10.13 聽見文學 看見音樂 

李祁芳 / 中山大學外

文系副教授 

陳鈺雯 / 中山大學音

樂系助理教授 

洪珮綺 / 台南藝術大

學鋼琴合作藝術研究所

所長 

60  

10.26 從多元性的媒介-來看今日版畫的變化 謝其昌教授 100  

11.02 臺灣北部新興版畫工作室發展現況 陳昱儒會長 100  

 
※表演活動(文化藝術融入通識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6場，預計 6,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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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 13:30~15:00 
深情款款-古典&流行

的美聲藝術 
陳敬堯、高韻堯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校務研究與管

理處 

20 1000  

10.20 15:30~17:00 
2016台灣國際重唱

藝術節 

德國 MAYBEBOP人

聲樂團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校務研究與管

理處 

20 1000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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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15:30~17:00 
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

去不回來 
大開劇團 

通識中心 

校務研究與管

理處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0 1000  

11.17 13:30~15:00 
陳冠宇 2016鋼琴獨

奏會 
陳冠宇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校務研究與管

理處 

20 1000  

11.28 15:30~17:00 
世界風—原創與垮

界音樂 
聲動樂團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0 1000  

12.22 19:20~21:30 幸福の味 
表演家合作社劇

團 

進修部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校務研究與管

理處 

自由報

名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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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阿仁、小 A 

學務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300  

11.16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千譯、劉祐華 

學務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300  

12.28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創音社、弦舞吉他社 

學務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300  

 

※藝文活動，共計 2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0.05 14:00~17:00 環環鑲釦-創意皮雕 DIY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75  

11.16 18:00~21:30 「羞澀感」化裝晚會 

學務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學會 

藝術推廣與欣賞社 

攝影社 

200  

 

※競賽，共計 1場 
報名日期 評選日期 展出日期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01~11.18 11.28~12.02 12.12~01.06 立體造型設計競賽 
學務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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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105學年度第1學期「良師益友」同儕多元成長實施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104-105 年度計

畫書方案 T-C-1-3「良師益友」同儕多元成長。 

 

二、目的：為提升教學效能，增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教學內涵，邀請校內資深

教學、教學績優及各領域教學頗有心得之教師，與各科系教師透過主

題式經驗交流方式，互相討論教學經驗，互相成長學習。 

 

三、實施方式： 

(一) 成立原則：請各系/學程主任於本學期，系務會議安排 1-2 位彈性薪資

優秀教學教師、教學績優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等，進行良師益友同儕多

元成長。 

(二) 進行方式：活動以多元方式進行，可為主題報告、議題討論、專業對話、

成果分享、教學觀摩等形式。 

(三) 成果報告：請於經驗分享結束後提供活動內容講議（電子檔）、與會簽

到表及活動照片（附件一），於 11月 30日(三)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楊

珮瑜小姐處分機：2770，電子信箱：k1143@gcloud.csu.edu.tw。 

 

四、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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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良師益友」同儕多元成長 

簽到表 
 

 日    期： 

 地    點：  

 出席人員： 

姓 名 簽 名 欄 姓 名 簽 名 欄 

    

    

    

    

    

    

    

    

    

    

    

 

附件一 



16 

 

 

會議照片：(煩請自行拍照) 

 

請填寫完成回傳至教學發展中心       楊珮瑜 k1143@gcloud.csu.edu.tw，分機 2770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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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實施計畫 

跨類轉銜新生補救課程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4-105年度計畫書」，方

案 L-T-2-4實施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輔導，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實施目的為加強學生之學習知能及成就，針對大學部日間部必修課程進行強化措

施，由相關課程之授課教師，利用課後時間開授補救教學課程，以奠定學生扎實之基礎。 

三、課程開授原則： 

(一)補救教學內容需為各院、系認定之重要必修、專業基礎課程內容。 

(二)每系請申請 1門課程。 

(三)相同之課程名稱，可由不同教師開設，但每位教師開授 1門補救課程為上限。 

(四)若同一課程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則共同授課教師等同已開設課程，不得另行開設

其他課程。 

(五)補救課程之總時數以 12小時上限為原則，每班約 7人。 

四、課程實施： 

(一)實施對象： 

高中職非本科畢業之大一新生，以及轉學、轉部、轉系等跨系之學生。 

(二)計畫申請： 

請各學系主任協助舉薦授課教師，並請授課教師於 105年 9月 9日（五）前，檢具

「105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跨類轉銜補救課程申請表」（附件）或申請表電子檔，向

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三)經費補助： 

本計畫對各申請課程酌予補助教師授課鐘點費 12小時。 

(四)成果報告繳交： 

各執行課程應於 105年 11月 4日（五）前，將成果報告電子檔傳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盧姿蓓小姐處，分機：2745，電子信箱：erin23@gcloud.csu.edu.tw。 

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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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跨類轉銜補救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教  師 

教師姓名  級  職 □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所屬單位  E-Mail  

校內分機 07-7310606 #  聯絡手機  

課程名稱  學生人數  

課  程  實  施  時  程 

日  期 時  間 教室編號 日  期 時  間 教室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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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設計群─多媒體設計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核定文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50059919 號補正 
群別名稱 設計群 科別名稱 多媒體設計科 

要求總學分數 33 必備學分數 10 選備學分數 23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輔系)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類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設計基礎 基本設計 設計基礎、設計基礎方法 2 * 

數位色彩學 色彩原理 

色彩學、色彩計畫、印刷色彩學、色彩管理、色

彩應用與分析、色彩學專題研討、色彩量測與應

用、色彩學原理與應用、色彩調查與應用、色彩

實驗與應用、色彩度量學、色彩應用、色彩計畫

與應用、數位色彩應用 

2 * 

基礎圖學 基礎製圖 
圖學、電腦圖學、機械製圖、機械設計製圖、工

程圖學、施工圖、設計圖法、工藝製圖 
2 * 

設計概論 設計概論 
設計與生活、設計特論、設計原理、工業設計概

論、設計哲理、商業設計概論 
2 * 

基礎素描 繪畫基礎 

繪畫、設計素描、素描、設計繪畫、表現技法、

設計表現技法、精密描寫、產品精描、素描與基

礎繪圖、進階素描與繪圖 

2 * 

            小計 10  

選 

備 

科 

目 

電腦繪圖 電腦繪圖 

電腦繪畫、數位繪畫、電腦繪圖研究、電腦輔助

繪圖、電腦繪圖製作、數位繪畫創作、數位插畫、

數位點陣繪圖 

2  

2D 動畫製作 動畫設計 
2D 動畫、2D 電腦動畫、多媒體動畫、動畫創作、

數位多畫製作、動畫製作 
3  

互動媒體設計 互動媒體設計 
數位互動式多媒體、互動多媒體設計、多媒體互

動程式設計、教學媒體 
3  

多媒體應用專題 

或 

影音動畫製作專題 

專題製作 

畢業專題製作、畢業製作、畢業專題研究、系統

化專題設計、專題設計、多媒體系統分析與設

計、多媒體專案、設計專案管理、數媒設計專題、

專題研討、專題研究 

2  

基礎 3D 動畫 

或 

3D 動畫製作 

3D 動畫 電腦動畫(I)、電腦動畫(II) 3  

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 數位影像處理、電腦視覺、電腦影像處理 2  

漫畫 漫畫 
漫畫表現法、漫畫創作、創意角色製作、角色設

計 
2  

符號與圖像應用 視覺傳達設計 

視覺傳達、媒體傳達、視覺設計、企業識別、產

品識別、CIS 設計、圖文設計、識別系統設計、

視覺形象設計、廣告設計、設計語言 

2  

網頁製作 多媒體網頁設計 
網頁設計、多媒體網路設計、網頁編排設計、行

動媒體互動設計、網路應用與網頁設計 
3  

故事與分鏡 腳本設計 

動畫腳本設計與分鏡、分鏡設計、動畫前置、故

事創意設計、媒體企畫、數位媒體創意、影視劇

本習作、劇本創作、劇本寫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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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攝影 攝影 

攝影學、商業攝影、廣告攝影、商品攝影、基礎

攝影、平面攝影專題製作、攝影設計、應用攝影、

靜物攝影、人像攝影、高階數位攝影 

2  

數位音效與錄音 數位音效 

電腦音樂、錄音工程、應用音樂、MIDI 與編曲

軟體教學應用、數位化編曲理論與實作、音效配

樂設計、音樂與音效、影像配音與後製、數位編

曲 

2  

後製與剪輯 影音後製 
影片剪輯、數位影音剪輯、多媒體數位剪輯、數

位錄影製作、非線性剪輯、數位錄影製作 
3  

遊戲原型製作 遊戲設計 
遊戲設計學、遊戲企畫、網頁遊戲設計、網路遊

戲設計、遊戲原型設計、 
3  

數位出版設計 數位出版 
電子報原理與實務、網路媒體經營與管理、數位

出版科技、跨媒體出版 
3  

                                            小計 38  

註 1.「*」代表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核心之科目。 

註 2.現職「廣告設計科」教師年資達 5 年（含）以上（包括取得合格教師後，曾任 3 個月以上中等學校代理、代課或

兼任教師之年資），且為「廣告設計科」相關系所組畢業者，並曾修習多媒體設計 2 學分者，得申請加註「多媒體設

計科」專長教師證書。此申請加註「多媒體設計科」教師證書之申請期限至 109 學年度（民國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前項現職教師係指現職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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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98年6月30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0980106477號函同意核定  

99年10月25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0990182858號函同意核定 

101年3月22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1010051020號函同意核定 

101年6月4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1010101308號函同意核定 

101年10月30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1010205033號函同意核定 

104年7月8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40090843號函同意核定 

一、 為提供本校學生(員)辦理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科目認定之依據，特依「中等學校各任

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以下簡稱「本學分一覽表」)

內各任教科別之專門科目，分為高中職與國民中學領域教學兩部份，包括為必備、選備兩

大類，其中必備科目係指擔任各該任教科別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

選擇修習科目。必備及選備的學分數須符合各任教科別一覽表規定之要求學分數。依據104

年1月14日公布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18小時之業界實習。」 

三、 有關專門課程科目學分及前條18小時業界實習之認定事宜，由各任教科別之審核系（所）

辦理。另，任教科別之採認須為本校已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之類科，且有開授相同學科/領

域教材教法、學科/領域教學實習、教育實習等課程為限。通識課程不得列入專門課程之採

認。「本學分一覽表」未列之任教科別，本校不予認定。 

四、 在他校修習及格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須為教育部核定設立之大學相關學系所開具。二

專及五專四、五年級所修習之學分，經本校相關系所審酌其教學目標及課程內涵，成績及

格者，得予以採計，惟採認學分數不得超過專門課程之二分之一。  

五、 學生（員）申請專門課程學分之認定，得於修畢專門課程後進行申請，以其申請認定時間

向前推算10學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然申請時向前推算10學年內具有相關學科教

學資歷之專任代理代課教師或相關業界實務經驗者，可依實際教學的學年或相關業界實務

工作年資抵算相同的年限;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兼任相關業界實務工作者，則依實際教學年

資或兼任相關業界實務工作年資1/2抵算；唯教學資歷與業界實務資歷年度重疊者，則擇一

採計。如修畢相關任教學科之博士學位者，則不受前揭10學年之限制。 

六、 師資培育生之甄選須符合「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對照表」所對應之適合

培育相關學系所（含輔系），方具備修習資格。  

附件 7 



22 

 

七、 本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它任教學科、

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定事項如下：  

（一）應於開始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前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如未向本校申請修習，且自行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者，應以提出申

請認定專門課程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定依據。  

八、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經本校審認專門課程學分不足，得向本校申請隨班附讀課程補修學分，

並應於 2 年內完成補修及專門課程認定： 

（一）本校畢業師資生已逾師資培育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之期限。 

（二）本校畢業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專

長，不符教學現場課程需求，須轉認其他相關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 

（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含特殊教育學校中等教育階段合格教師），向本校申請其他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認定，且符合教育部 93 年 6 月 24 日臺中(三)字第

0930072672A 號令釋資格者。 

前項專門課程之認定，應以申請者提出申請認定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

依據。 

九、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取得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證明者，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班別為限。 

十、 「本學分一覽表」暨本要點自105學年度起實施。適用對象為自教育部核定生效後開始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生暨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學員。 

師資生修畢本學分一覽表規定之要求學分數及具足18小時業界實習，並經審核系（所）認定

通過後，由本中心開具「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成績證明」。 

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規定，發給「中等學校

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具特殊教育學校中等教育階段合格教師

證書者，發給「特殊教育教師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

表」。 

十一、「本學分一覽表」暨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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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有關專門課程科目學分及前條18小

時業界實習之認定事宜，由各任教科別

之審核系（所）辦理。另，任教科別之

採認須為本校已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

之類科，且有開授相同學科/領域教材教

法、學科/領域教學實習、教育實習等課

程為限。通識課程不得列入專門課程之

採認。「本學分一覽表」未列之任教科

別，本校不予認定。 

 

三、有關專門課程科目學分及前條18小

時業界實習之認定事宜，由各任教科別

之審核系（所）辦理。另，任教科別之

採認須為本校已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

之類科，且有開授相同學科/領域教材教

法、學科/領域教學實習、教育實習等課

程為限。「本學分一覽表」未列之任教

科別，本校不予認定。 

 

提高專門課程採

認之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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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專營區專班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105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6 學分【校訂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46 學分】 

    選修 1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校訂必修 66021  國文(一) 3/3 校訂必修 66022  國文(二) 3/3 

校訂必修 66023  英文(一) 3/3 校訂必修 66024  英文(二) 3/3 

校訂必修 66027  微積分(一) 2/2 校訂必修 66028  微積分(二) 2/2 

校訂必修 66033 ＊計算機程式 2/3 專業必修 66232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66228  基礎統計學 2/2 專業必修 66233  製造概論 3/3 

專業必修 66229   工業工程與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66234   服務學習(二) 3/3 

專業必修 66230   服務學習(一) 3/3 專業必修 66235   產業實務實作(二) 3/3 

專業必修 66231   產業實務實作(一)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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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66236  品質管制 3/3 校訂必修 6603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66237  工作研究導論 3/3 專業必修 66241  設施佈置 3/3 

專業必修 66238  生產管理 3/3 專業必修 66242   服務學習(四) 3/3 

 專業必修 66239  服務學習(三) 3/3 專業必修 66243  實務專題實作(二) 3/3 

 專業必修 66240   實務專題實作(一) 3/3 專業選修 66833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66827  工程經濟分析 3/3 專業選修 66834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66828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66835  財務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66829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6683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66830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66837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66831   ＊電腦輔助繪圖 3/3     

專業選修 66832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1. 服務學習（一）~（四）係學生需實務服務、課程學習和在營區領導統御訓練課程，一上至二下

四學期的服務學習採每學期 3 學分共計 12 學分。 

2. 一年級產業實務實作(一)和(二) 產業工業工程與管理應用技巧實作分析每學期 3 學分共計 6 學

分。 

3. 二年級實務專題實作課程（一）和（二）工業工程與管理專題報告課程每學期 3 學分共 6 學分。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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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5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6 學分【校訂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27 學分】 

選修 36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105.05.02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5.06.06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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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S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6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校訂必修 S6002  歷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6409  作業研究 3/3 

校訂必修 S6007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6410  品質管理 3/3 

校訂選修 S6801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S6413  工作研究 3/3 

專業必修 S6408  統計學 3/3 校訂選修 S6802   通識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S6416  生產與作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47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S6403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S6834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S6803  製造程序 2/2 專業選修 S6804  管理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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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412  設施規劃 3/3 專業必修 S6414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S6832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必修 S6416 實務專題 3/3 

專業選修 S6833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S6857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S6849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S6856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06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S684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35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S6850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52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43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S6838  存貨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1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42  策略管理 2/2 

專業選修 S6854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S6846   組織行為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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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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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科選 1 科 2/2 系選修  最多選 5 學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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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科選 5 科 15/15 系選修  最多選 13 學分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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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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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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28 制訂 

1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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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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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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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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28 制訂 

104/4/1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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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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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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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5 企業電子化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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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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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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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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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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28 制訂 

1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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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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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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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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28 制訂 

104/4/1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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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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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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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3 ERP 應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975 企業電子化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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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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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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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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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美容門市」輔修  

一、輔修設立背景與目標 

  為結合不同系所專長領域，提昇本系同學之專業技能，協助學生取得專業

輔修證書，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事相關專業工作能提供

更明確的修課途徑。  

二、輔修修業規定 

1. 本輔修課程至少應修習 20學分。 

2.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輔修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科系之畢

業應修學分數內。 

3. 本輔修課程之抵免由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

之。 

三、輔修申請與認證 

1. 修習輔修資格：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企業管理系學生。 

2.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輔修課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

妥輔修學分認定表，另附上歷年成績總表，經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

企業管理系系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3. 完成輔修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頒發輔修證書。 

四、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選 

修 

課 

程 

企業實務實習(一) 3 企管、彩妝  

企業實務實習(二) 3 企管、彩妝 

企業實務實習(三) 3 企管、彩妝 

企業實務實習(四) 3 企管、彩妝 

造型設計與應用 2 企管、彩妝 

美容經營管理 2 企管、彩妝 

化妝品行銷管理 2-3 企管、彩妝 

化妝品應用管理 2 企管、彩妝 

新娘秘書管理 2 企管、彩妝 

化妝品市場經營 2 企管、彩妝 

時尚品牌經營 2-3 企管、彩妝 

行銷個案研討 2-3 企管 

企業營運模擬 2 企管 

五、 附則 

本輔修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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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餐旅管理」輔修  

 

一、輔修設立背景與目標 

  為結合不同系所專長領域，提昇本系同學之專業技能，協助學生取得專業

輔修證書，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事相關專業工作能提供

更明確的修課途徑。  

二、輔修修業規定 

4. 本輔修課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 

5.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輔修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科系之畢

業應修學分數內。 

6. 本輔修課程之抵免由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

之。 

三、輔修申請與認證 

4. 修習輔修資格：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企業管理系學生。 

5.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輔修課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

妥輔修學分認定表，另附上歷年成績總表，經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

企業管理系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6. 完成輔修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頒發輔修證書。 

四、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選 

修 

課 

程 

企業實務實習(一) 3 企管、餐飲  

企業實務實習(二) 3 企管、餐飲 

企業實務實習(三) 3 企管、餐飲 

企業實務實習(四) 3 企管、餐飲 

飲食文化 2 企管、餐飲 

會展規劃與管理 2 企管、餐飲 

民宿經營管理 2 企管、觀光、休運 

附件 13 



36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 企管、餐飲 

休閒事業管理 2 企管、觀光、休運 

宴會管理 2 企管、餐飲 

產業行銷 2 企管 

品牌管理 2 企管 

物流管理 2-3 企管 

   

   

   

   

五、 附則 

本輔修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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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 

企業管理科「美容彩妝」輔修  

 

一、 輔修設立背景與目標 

  為結合不同系所專長領域，提昇本系同學之專業技能，協助學生取得專業

輔修證書，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事相關專業工作能提供

更明確的修課途徑。  

二、 輔修修業規定 

1. 本輔修課程至少應修習 20學分。 

2.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輔修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系之畢業應

修學分數內。 

3. 本輔修課程之抵免由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三、 輔修申請與認證 

1. 修習輔修資格：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業管理科學生。 

2.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輔修課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

妥輔修學分認定表，另附上歷年成績總表，經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

企業管理系系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3. 完成輔修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頒發輔修證書。 

四、 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

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選 

修 

課 

程 

皮膚生理學 2 企管、彩妝  

應用色彩學 2 企管、彩妝 

美容造型基礎 2 企管、彩妝 

化妝與流行史 2 企管、彩妝 

時尚文化美學 2 企管、彩妝 

化妝品市場經營 2 企管、彩妝 

時尚品牌經營 2 企管、彩妝 

指甲護理與彩繪 2 企管、彩妝 

美容營養學 2 企管、彩妝 

美容衛生與安全 2 企管、彩妝 

美姿美儀學 2 企管、彩妝 

門市服務管理 2 企管、彩妝 

生活化學與實驗 3 企管、彩妝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 企管、彩妝 

五、 附則 

本輔修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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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 

企業管理科「美容門市」輔修  

 

一、輔修設立背景與目標 

  為結合不同系所專長領域，提昇本系同學之專業技能，協助學生取得專業

輔修證書，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事相關專業工作能提供

更明確的修課途徑。  

二、輔修修業規定 

1. 本輔修課程至少應修習 20學分。 

2. 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修習輔修之科目及學分數，納入主修科系之畢

業應修學分數內。 

3. 本輔修課程之抵免由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

之。 

 

三、輔修申請與認證 

1. 修習輔修資格：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業管理科學生。 

2.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輔修課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

妥輔修學分認定表，另附上歷年成績總表，經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及

企業管理系系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3. 完成輔修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頒發輔修證書。 

 

四、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

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選 

修 

課 

程 

企業實務實習(一) 3 企管、彩妝  

企業實務實習(二) 3 企管、彩妝 

企業實務實習(三) 3 企管、彩妝 

企業實務實習(四) 3 企管、彩妝 

美容美體管理概論 2 企管、彩妝 

新娘秘書彩妝造形設計管理 2 企管、彩妝 

門市禮儀  2 企管、彩妝 

美容諮商與管理 2 企管、彩妝 

美容規劃專訓管理 2 企管、彩妝 

彩妝造形設計與管理 2 企管、彩妝 

顧客關係管理  2-3 企管 

消費者行為 2 企管 

市場調查 2 企管 

五、 附則 

本輔修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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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學生專業課程輔修證書 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學號  學生姓名  

學制  班級                 年              班            

輔修名稱  
專業輔修 

相關課程 
              學分 

申請 

年度 

學年度 

學  期 

預計畢業 

年 月 

               年               

月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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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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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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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專業輔修證書 

 

 

 

 

 

                                       正企輔修 第      號 

 

 

企業管理科學生   （學號      ） 

修習企業管理科「餐旅管理」輔修   學分 

成 績 及 格 授 予  輔修 證 書 

 

 

   校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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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專業輔修證書 

 

 

 

 

 

正企輔修 第      號 

 

 

企業管理系學生   （學號      ） 

修習企業管理系「餐旅管理」輔修   學分 

成 績 及 格 授 予  輔修 證 書 

 

 

   校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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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專業輔修證書 

 

 

 

 

正企輔修 第      號 

 

 

企業管理科學生   （學號      ） 

修習企業管理科「美容門市」輔修   學分 

成 績 及 格 授 予  輔修 證 書 

 

 

   校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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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專業輔修證書 

 

 

 

企輔修 第      號 

 

 

企業管理科學生   （學號      ） 

修習企業管理科「美容彩妝」輔修   學分 

成 績 及 格 授 予  輔修 證 書 

 

 

   校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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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專業輔修證書 

 

 

正企輔修 第      號 

 

 

企業管理系學生   （學號      ） 

修習企業管理系「美容門市」輔修   學分 

成 績 及 格 授 予  輔修 證 書 

 

 

   校 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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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一般生）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5.09.21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42 學分(必修 22學分(含論文 6學分),選修至少 26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必 修 M0G204 企業研究方法 3/3 必 修 M0G209 管理實習 0/2 

選 修 
M0G801 行銷管理專題 3/3 〞 ※

M0G216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 M0G802 財務管理專題 3/3 選 修 M0G805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 M0G803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3/3 〞 M0G808 公司理財 3/3 

〞 M0G838 管理英文 2/2 〞 M0G811 組織行為 3/3 

〞 M0G844 作業管理專題 3/3 〞 M0G817 領導學 3/3 

〞 M0G845 資訊管理專題 3/3 〞 M0G831 創業與創新管理 3/3 

〞 ※

M0G850 

管理心理學 3/3 〞 M0G839 國際行銷 3/3 

    〞 M0G843 多變量分析 3/3 

    〞 M0G203 管理經濟 3/3 

        

最高  15 (15)   必修 3 (3)   最高 15 (15)    必修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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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G207 企業經營策略 3/3 必 修 M0G211 專題研討 2/2 

〞 M0G210 企業經營實務講座 2/2 〞 M0G213 畢業論文(二) 3/3 

〞 M0G215 畢業論文(一) 3/3 選 修 M0G822 廣告與促銷管理 3/3 

選 修 M0G809 科技管理 3/3 〞 M0G825 全面品質管理 3/3 

〞 M0G816 電子商務 3/3 〞 M0G828 物流管理 3/3 

〞 M0G818 知識管理專題 3/3 〞 M0G829 企業與法律 3/3 

〞 M0G819 決策理論與應用 3/3 〞 M0G837 企業診斷專題 3/3 

〞 M0G833 專案管理 3/3 〞 M0G842 國際財務管理 3/3 

〞 M0G834 商業談判專題 3/3 〞 M0G846 企業併購 3/3 

〞 M0G840 投資學 3/3 〞 M0G848 成本管理 3/3 

〞 M0G847 公司治理專題 3/3 〞 M0G849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3/3 

        

最高  17 (17)   必修  8 (8)   最高  14 (14)   必修 5 (5)   

 說明： 

      (1)入學前未曾修習「統計學」、「經濟學」、及「會計學」等各相關 2.5個學分(含)以上者，須至大學部補修相關

學分，且所補修的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但如入學選考「統計學」或「經濟學」任一科目者，該選考成績

如達平均值以上者，該科目可准予免修。 

      (2)第一學年每一學期所修學分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分。 

      (3)選修科目最低開班人數至少五人 

    ※105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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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二專)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專學制 企業管理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6學分,選修 14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校訂必修 609002 國文(一) 3/3 校訂必修 609003 國文(二) 3/3 

〃 609004 英文(一) 3/3 〃 609005 英文(二) 3/3 

系訂必修 609612 企業概論 2/2 系訂必修 609208      管理學 2/2 

〃 609611 經濟學 2/2 〃 609621 行銷管理概論 2/2 

〃 609609 會計學 2/2 〃 609622 財務管理概論 2/2 

〃 609610 統計學 2/2 〃 609623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2/2 

〃 609613 服務學習(一) 3/3 〃 609614 服務學習(二) 3/3 

〃 609617 經典研讀(一) 3/3 〃 609618 經典研讀(二) 3/3 

        

        

最高  20(20)   必修 20(20)   最高 20(20)  必修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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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609031 音樂與生活 2/2 校訂必修 609033 人際溝通 2/2 

〃 609032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 609034 文學與人生 2/2 

系訂必修 609624 生產與作業管理概論 2/2 系訂必修 609626 管理心理學 2/2 

〃 609625 ＊商業套裝軟體 2/2 〃 609616 服務學習(四) 3/3 

〃 609615 服務學習(三) 3/3 〃 609620 經典研讀(四) 3/3 

〃 609619 經典研讀(三) 3/3 系訂選修 609933 企業管理個案研討 2/2 

系訂選修 609924 企業倫理 2/2 〃 609934 顧客關係管理 2/2 

〃 609925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 609935 廣告與促銷實務 2/2 

〃 609926 流通管理概論 2/2 〃 609936 國際企業管理概論 2/2 

〃 609927 商業禮儀 2/2 〃 609937 零售管理 2/2 

〃 609928 商用英文 2/2 〃 609938 網路行銷 2/2 

〃 609929 成本會計 2/2 〃 609939 ＊資訊與網路應用 2/2 

〃 609930 投資理財概論 2/2 〃 609940 日文 2/2 

〃 609931 稅務法規 2/2 〃 609941 財務報告分析 2/2 

〃 609932 中小企業管理概論 2/2 〃 609942 創意思考訓練 2/2 

    〃 609943 市場調查 2/2 

最高  20(20)   必修 14(14)   最高  20(20)   必修 12(12)   

說明： 

(1) 服務學習(一)~(四)課程係學生須在營區受領導統御訓練課程。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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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系科網路教學課程開課表 

序號 學制 班級 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1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戊 通識課程(一)宗教與人生 丁孝明 

2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通識課程(一)宗教與人生 丁孝明 

3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戊 現代世界史 于蕙清 

4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庚 現代世界史 于蕙清 

5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丁 通識課程(二)水世界 于蕙清 

6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一甲 計算機概論 王志浩 

7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二甲 單晶片微電腦 王志浩 

8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二甲 數位系統設計 王志浩 

9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乙 通識課程(二)媒體素養概論 田志剛 

10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甲 媒體素養概論 田志剛 

11 進修部二技 餐飲三甲 通識課程(一)經典文學選讀 伍純嫺 

12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歷代文選 伍純嫻 

13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乙 ＃文學與人生 伍純嫻 

14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丙 資訊與網路應用 朱國明 

15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丁 資訊與網路應用 朱國明 

16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乙 #網際網路應用 朱國明 

17 進修部二技 休運三乙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江哲超 

18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二乙 #安全教育與急救 吳志銘 

19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丙 #*商業套裝軟體 吳錦昂 

20 進修部二技 工管三甲 製造程序 李政鋼 

21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甲 #英文(一) 李龍雨 

22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丙 ＃英文(一) 周怡君 

23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實用英文 周怡君 

24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一甲 英文(一) 周美智 

25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一甲 微積分(一)  林永祥 

26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己 現代世界史 林志穎 

27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乙 #現代世界史 林志穎 

28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丙 #現代世界史 林志穎 

29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戊 ＃文學與人生 林秀珍 

30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乙 通識課程(一)飲食文學 林秀珍 

31 進修部二技 餐飲四甲 通識課程(二)飲食文學 林秀珍 

32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一甲 計算機程式 林邦傑 

33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乙 #*商業套裝軟體 林邦傑 

34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二乙 #計算機概論 林進益 

35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甲 #*商業套裝軟體 林漢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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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丙 ＃文學與人生 金清海 

37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丙 通識課程(二)古典文學賞析 金清海 

38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甲 #文學與人生 金清海 

39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丙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紀世訓 

40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丁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紀世訓 

41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戊 ＃英文(一) 胡若菊 

42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乙 ＃英文(一) 胡若菊 

43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庚 ＃英文(一) 孫美文 

44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乙 #英文(一) 孫美文 

45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己 ＃文學與人生 康維訓 

46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庚 ＃文學與人生 康維訓 

47 進修部二技 餐飲三乙 通識課程(一)古典詩詞 康維訓 

48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己 ＃英文(一) 張世娟 

49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辛 ＃英文(一) 張世娟 

50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丙 通識課程(一)臺灣歷史與文化 張順良 

51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丁 通識課程(一)臺灣歷史與文化 張順良 

52 進修部二技 妝彩四甲 台灣開發史 張順良 

53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一甲 英文(一)  莊媖孆 

54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丙 #英文(一) 莊媖孆 

55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丁 ＃文學與人生 陳秋虹 

56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辛 ＃文學與人生 陳秋虹 

57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乙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陳龍騰 

58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丙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陳龍騰 

59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一甲 英文(一) 曾淑鳳 

60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丙 #網際網路應用 曾群偉 

61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丁 #網際網路應用 曾群偉 

62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丁 ＃英文(一) 黃南榕 

63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二甲 動力學 黃秋虎 

64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二甲 照明光學 黃燕昌 

65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二甲 電腦網路應用 廖炳松 

66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二甲 熱力學 劉傳仁 

67 進修部二技 工管三甲 會計學 潘昭宏 

68 進修部二技 工管三甲 統計學 潘昭宏 

69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戊 商業套裝軟體 蔡政宏 

70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己 商業套裝軟體 蔡政宏 

71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庚 商業套裝軟體 蔡政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