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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年 6月 5日(星期一) 上午 09:00      紀錄：鄭素枝 

二、地點：綜合大樓 10樓會議室(03A1004) 

三、主席：郭柏立教務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列席人員： 

六、主席報告： 

1.本次會議為本學期例行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及因應產業時勢

變化需求進行 105學年度(含)前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修訂。本會議特邀請各學院產業界 6位專家

代表共同進行課程審核及檢討，其課程標準及校院系之教育目標等資料已於日前提供給各學院產

業界專家代表參考，並請提供課程審核之寶貴意見。 

2.本會議也邀請學生代表出席參加，共同關心校課程規劃，並轉達給各班級之領導人。 

3.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規劃有重點的調整，因應教育部相關課程委員的要求及學生的期待，畢

業學分數調回教育部規定的 128學分，其他部分仰賴非正式課程由學務處安排的活動及圖資處規

劃的專題演講與名人講座，來充實學生的學習內涵。 

4.本次會議有游副校長列席，他非常關心本校教學課程規劃及各項發展，從執行教學卓越計畫、發

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及延續之未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都非常重視，請游副校長予我們勉勵。 

游副校長： 

教育部未來將執行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現執行的技職再造設備精進計畫，依教育部的計

畫執行需以有利學生為重點方向，可與產業界多連結，請產業界提供產業時勢變化，及教學實習

設備採購之需求，提升教學卓越及教學成果，以利學生未來就業。 

七、工作報告： 

1.106學年度第 1學期電腦網路選課，選課日期訂於 106年 6月 2日至 106年 6月 17日，依通識、

體育、教育學程及各系選修課程，3個時段進行；並於開學後二週內 106年 9月 11 日中午 12時

30 分至 9月 22日下午 5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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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日間部四技自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起總畢業學分數規劃為 128學分，共同課程開設學期，如

附件 1(頁 9)，及各系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2(頁 12)。 

3.本次會議邀請 6位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課程審核建議，以做為本校在培育學生的核心能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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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核，及對教學品質保證運作的一個改善機制，進而達成校院系之教育目標。 

八、討論提案: 

提案一：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本校 106學年度各教學單位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2(頁 12)，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已經各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及各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2.請 6位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課程規劃建議。 

▓環球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傳宗總經理： 

可利用在學期間，培養學生基礎的專業課程，如機械系之非破壞檢測、熱處理等等，進而可以

取得初級、中級、高級的專業證照等，畢業後可以馬上與產業界無縫接軌。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龔傳智組長： 

1.工學院課程規劃廣度面是非常夠的，但可考慮學生未來就業走向，可朝學程課程規劃聚焦；學校

目前已有規劃學程課程，若能更具成果，學生未來就業更佔優勢。 

2.在資工系課程規劃上可考慮加入 C
++程式設計、遊戲設計、電路板設計、與網路安全等課程；在

工管系課程規劃上，可加強程式設計能力、統計分析、大數據應用，並加入 CIM & MES 課程，

加強學生相關領域認證課程，取得相關證照。 

3.學校在教學上要吸引學生，課程應更多元，並讓學生清楚了解，專業知識的養成需時間的累積；

進而輔導學生，設定自我目標與格局，強化學習能力。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茂松副組長： 

1.在課程規劃上，建議開辦企業管理實務課程，如：經營管理案例分析、產業鏈分析暨管理、總體

經濟實務、專案管理、物流管理等實務課程。 

2.園區外商企業部分職缺，須要求通過日語、英文等外語基本能力測驗，建議開辦日語英文等輔系

或模組化外語課程，以提升畢業學生之外語溝通能力。 

3.建議規劃「自由區介紹」等相關課程，也可考慮前來加工區楠梓園區及高雄軟體園區等高科技園

區參訪，落實在地就業並鼓勵青年創業。 

4.金融系亦可以與「金融研訓院」合作開辦金融模組化課程，如 FinTech、區塊鏈、消費者行為分

析、大數據運用等，並建議暑期至金融機構實習，以利學生對職場多一些認識，並了解自己的性

向與工作興趣。 

▓高智產學有限公司李志勇總經理： 

1.為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及培養問題解決能力，建議除修畢本院系所課程外，可以某產業(如製造業

中的螺絲業、服務業中的餐飲或流通門市等)為案例，找到相關待解問題後，運用本專業嘗試提

出解決方案，增加實務與理論結合機會。 

2.建議安排企業參訪，深度了解企業困境，以期學生經由個案，提出解方。 

3.建議亦可導入實務演練方式，如微創，由實作中學習到深刻的經驗與找到自己能力不足的問題。 

▓參冶創意有限公司余宥叡總監： 

1.在時尚系應用設計組課程，建議於大三或大四加入行銷基本概念課程，讓即將畢業的學生對市場

多一份了解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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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在時尚系「包裝結構」和「包裝材料」可合為「包裝結構與材料」一課程。 

▓台糖長榮酒店鄭東波總經理： 

1.院系內課程，可以將「品德與專業倫理」建議規劃在一上，道德倫常與態度行為應從一年級開始

輔導，至畢業前實習與就業時能適應職場環境，並養成良好的態度與觀念行為。 

2.院系內課程，可規劃「生涯輔導與規劃」，並安排在二上，可輔導如何規劃未來之職場生涯，以

利提升心理建設。 

3.在觀光、休閒、及餐飲科系之就業職稱，可採進階式之對應職稱，如從業人員(第 1-2年)→督導(幹

部)(第 2-4年)→經營(4 年以上)等。 

主席回覆產業界委員建議 

▓回覆環球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傳宗總經理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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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專業職能的專業人才，皆有整體的課程規劃；本校會鼓勵學生多參加證照取得，以利學生未來就

業之優勢。 

▓回覆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龔傳智組長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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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的就業學程、及產業學院學程等，強化學生職能需求。 

2.本校在專業資訊課程上已規劃有程式設計、程式語言、多媒體製作、及網際網路應用等課程，其

它在資工系及工管系建議加入之專業課程，將提供給二系課程規劃之參考。 

3.請學生代表傳達產業界委員的寶貴意見，學生在校除自主學習外，應設定自我目標與格局，強化

學習能力。 

▓回覆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茂松副組長之建議： 

1.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實務課程，委員建議的大部分課程已有規劃開設，尚未規劃的課程，請管理學

院各系課程規劃時參酌。 

2.本校課程規劃也納入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觀及強化外語基本能力，學生畢業時須通過英文能力檢

定門檻，也可多元跨域學習選修日文及英文專業課程，以提升學生之外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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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園區，及提升學生校外實習機會，以利學生畢業後就業。 

▓回覆高智產學有限公司李志勇總經理之建議： 

感謝李總經理寶貴建議與提供教學問題導向解決方法，請老師要維持教學熱誠，規劃課程設

計，讓學生反覆演練理論與實作；學生多元學習，提升學習動機。 

▓回覆參冶創意有限公司余宥叡總監之建議： 

1.時尚系應用設計組及設計行銷組課程是可以互相學習互選為專業選修，設計行銷課程在應用設計

組是可以跨組選課的。 

2.時尚系目前課程朝創新與創業規劃，並規劃結合管理學院開設管理課程，引導及加強學生跨院修

課或開課。 

▓回覆台糖長榮酒店鄭東波總經理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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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創意學院之各系老師都具有一些業界經驗，及本次會議產業界委員之見解，整體運用在

培育學生人才上，相信有相當大的助益。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工學院提出 

案由一：擴大本院學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增進院、系所資源的整合運用，修正本院跨領域學分

學程課程規劃，如附件 3(頁 150)，提請 討論。 

說 明：1.「創新與專案管理學分學程」新增 2 門課程為「圖形監控與實務，3 學分 3 小時」，和

「程式語言，2學分 3小時」，另一個「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新增 4門課程為「能

源科技，3學分 3 小時」、「再生電力，3學分 3小時」、「綠能與節能科技實習，2學分 3

小時」、和「控制系統，3 學分 3 小時」、「機電學分學程」新增 2 門課程為「機電整合

及實習，2學分 3 小時」、「可程式控制及實習，2學分 3小時」，「產業創新管理學分學

程」新增 3門課程為「光電轉換工程，3學分 3小時」、「創意思考訓練，2學分 2小時」、

「單晶片控制及實習，2學分 3小時」。 

2.本案已經 106年 5 月 21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院土木與空間資訊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3、104及 105學年度入學新生工程技術組及空

間資訊組課程標準，如附件 4(頁 167)，提請 討論。 

說 明：1.原 104及 105學年度工程技術組及空間資訊組三上必修暑期校外實習更改為暑期校外實

習(一)。 

2.新增 103學年度工程技術組及空間資訊組選修暑期校外實習(二)2學分 3小時分配在四上

及學期校外實習(一)、(二)分配在四上及四下各 9學分 18小時。 

3.新增 104及 105學年度工程技術組及空間資訊組選修暑期校外實習(二)2學分 3小時分配

在四上及學期校外實習(一)、(二)、(三)、(四)分配在三上、下及四上、下各 9學分 18小

時。 

4.本案已經 106年 2 月 17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6年 2月 22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電機工程系提出修訂學分學程課程組成科目，提請 討論。 

說 明：1.電機系大學部日四技自 105學年起入學新生規定至少修完一個工學院學分學程，本系為

因應業界現實技術與能力需求，修訂課程標準與學分學程之課程組成科目。 

2.電機系主辦規劃學分學程有「創新與專案管理學分學程」新增 2門課程為「圖形監控與

實務，3 學分 3 小時」，和「程式語言，2 學分 3 小時」，另一個「綠能與節能科技學

分學程」新增 4門課程為「能源科技，3學分 3 小時」、「再生電力，3 學分 3 小時」、

「綠能與節能科技實習，2學分 3小時」、和「控制系統，3學分 3 小時」。 

3.電機系協辦規劃學分學程有「機電學分學程」新增 2門課程為「機電整合及實習，2學

分 3小時」、「可程式控制及實習，2學分 3 小時」，「產業創新管理學分學程」新增 3門

課程為「光電轉換工程，3 學分 3 小時」、「創意思考訓練，2 學分 2 小時」、「單晶片控

制及實習，2學分 3小時」，而「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和「節能 LED照明光電應用學分學程」未新增。 

4.本案於 106年 5月 10日經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於 106 年 5月 16日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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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院電子工程系配合計畫執行，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定開設相關課程，提請 討

論。 

說  明：1.電子系所申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06學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綠能光電

與射頻通訊應用」擬於日四技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綠能科技應用組四上選修課程加入

「光電與射頻通訊元件設計」3 學分 3 小時、「節能照明創新應用設計」3 學分 3 小時

供學生選課。 

2.電子系所申請「106學年度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之「太陽光電

科技人才培育模組課程」擬於日四技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微電子組三上選修課程加入

「太陽能電池概論」3學分 3小時供學生選課。 

3.電子系申請「106 學年度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之「射頻電路與

電磁相容實務」擬於日四技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綠能科技應用組四上選修課程加入「電

子產品 EMC 設計」3學分 3小時供學生選課。 

4.電子系所申請 105 教育部「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推廣計畫」擬於日四技 103學年度入

學新生綠能科技應用組四上選修課程加入「物聯網應用實務」2學分 3小時供學生選課。 

5.本案於 106年 4月 20日經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於 106 年 5月 19日經系

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一：本院資訊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管理應組課程標準，如附件 5(頁

179)，將原四下「服務設計與創新」(選修，3 學分)課程，提前於三上開課，預計於 106

學年第一學期開課，提請 討論。 

說 明：1.配合執行 106典範科大計畫 T-1-3 持續推動對焦產業人才-商業 4.0 服務創新設計人才培

育計畫修訂。 

2.104學年度日四技管理應用組課程標準修訂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104 學年度日四技管理應用組課程標準修訂對照表 

修訂項目 原課程標準(104) 修訂後課程標準(104) 

課程異動(增刪、必

/選修調整) 

選修：1門 

服務設計與創新【四下、選、3/3】 

選修：1門 

服務設計與創新【三上、選、3/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院資訊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資訊應組課程標準，如附件 6(頁

181)，將原四上「資訊安全」（選修，3學分）課程名稱變更為「資訊安全鑑識」，預計於

106學年第一學期開課，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106.1.26教育部臺教資(二)字第 1060004902F函，資管系馬維銘老師獲得教育全

額補助辦理 106年度新型態資安實務課程計畫，課程計畫名稱「資訊安全鑑識」，經費

18萬元正。 

2.105.11.22 簽奉校長核示：本計畫奉教育部核定後，將原「資訊安全」課程名稱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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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鑑識」。 

3.103學年度日四技資訊應用組課程標準修訂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103 學年度日四技資訊應用組課程標準修訂對照表 

修訂項目 原課程標準(103) 修訂後課程標準(103) 

課程異動(增刪、必

/選修調整) 

選修：1門 

資訊安全【四上、選、3/3】 

選修：1門 

資訊安全鑑識【四上、選、3/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一：本院幼兒保育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3 至 105 學年度及進修部二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

程標準，如附件 7(頁 183)，提請 討論。 

說 明：1.經課程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課程修正如下表。 

2.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糸 106年 3月 30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學年/學制 原定科目名稱 
變更後科目 
名稱 

原定 
選必修 

變更後 
選必修 

原定(年級) 
學分/時數 

變更後(年級) 

學分/時數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心理學 心理學 選修 選修 3 學分 3小時 2 學分 2小時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幼兒戲劇 

兒童戲劇設計
與 

應用 

選修 不變 2/2 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兒童與家庭福利 

兒童與家庭福
利 

無 不變 3下(2/2) 3 上(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無 生命教育 無 增列選修 無 2上(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無 家政教育 無 增列選修 無 2上(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無 

嬰幼兒營養與
餐點設計 

無 增列選修 無 2上(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無 

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 

無 增列選修 無 3下(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無 

兒歌編寫與伴
奏 

無 增列選修 無 4 上( 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無 職能教育 無 增列選修 無 4下(2/2)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造型美學 無 選修 無 2/2 無 

103-105/日四技/ 

托育教學組 
遊戲治療 無 選修 無 2/2 無 

103-105/日四技/ 

家庭社工組 
角色造型設計 無 選修 無 2/2 無 

103-105/日四技/ 

家庭社工組 

兒童戲劇設計與
應用 

兒童戲劇設計
與 

應用 

選修 選修 無 2/2 

103-105/日四技/ 

家庭社工組 
職能教育 職能教育 無 選修 無 2/2 

105/進二技 無 無 無 無 

四上總學分時
數為 19學分

23 小時 

四上總學分時數
為 21 學分 25小

時 

105/進二技 無 無 無 無 

四上總學分時
數為 16學分

16 小時 

四上總學分時數
為 14 學分 14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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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院幼兒保育系修訂進修部四技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8(頁 190)，提請 

討論。 

說 明：1.經課程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課程修正如下表。 

2.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糸 106年 3月 30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學年/學制 原定科目名稱 
變更後科目 

名稱 

原定選必
修 

變更後 

選必修 

原定 

學分/時數 

變更後 

學分/時數 

104/進四技 
嬰幼兒教保政策

與法規 
教保政策與法規 選修 不變 2/2 2/2 

104/進四技 無 無 無 無 
三下總學分時數為

18學分20小時 

三下總學分時
數為 17學分 18

小時 

104/進四技 無 無 無 無 
四上總學分時數為

16學分19小時 

四上總學分時數為
15學分19小時 

104/進四技 無 無 無 無 
四下總學分時數為

16學分16小時 

四下總學分時數為
14學分14小時 

104/進四技 
保母技術能力 

指定操作 

保母技術能力 

指定操作 
選修 不變 3/3 2/2 

104/進四技 
兒童木製產品 

實作 
無 選修 無 2/2 無 

104/進四技 無 兒歌編創與伴奏 無 增列選修 無 2/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日間部四技及進修部四技 103 至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標準，如附件 9(頁 192)，提請 討論。 

說 明：本案經 106年 4月 27日於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院餐飲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5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專業課程選修規定事宜，如附

件 10(頁 210)，提請 討論。 

說 明：1.專業選修原規定如下： 

(1)必須在四個廚藝模組「中餐廚藝模組」、「西餐廚藝模組」、「烘焙廚藝模組」及「飲

調廚藝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 5門選修課都要修畢(共 10學

分)，另從其他三個模組再選 3門(6 學分)，共 16學分。 

(2)必須在二個管理模組「餐飲行銷管理模組」及「餐飲創業經營模組」中，選一個模

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 5 門選修課都要修畢(共 10 學分)，另外模組再選 2 門(4

學分)，共 14學分。 

2.因考量學生專業選修多樣化及專業廚藝教室空間，建議修改為如下： 

(1)必須在廚藝模組「中餐廚藝模組」、「西餐廚藝模組」、「烘焙廚藝模組」及「飲調廚

藝模組」中，至少選修 8門課，共 16學分。 

(2)必須在管理模組「餐飲行銷管理模組」、「餐飲創業經營模組」中，至少選修 7 門課，

共 14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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