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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 時間：109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 上午 09:10 記錄：鄭素枝 

■ 地點：綜合大樓 9 樓多功能研討室(二)03C0904 

■ 主席：龔瑞維教務長 

■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頁 

壹、主席致詞： 

 龔瑞維教務長致詞： 

一、本次會議為本學期例行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將審議及檢討各學院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之

規劃及因應產業時勢變化需求進行課程標準之修訂，以期提升教學成果，並利學生未來就

業發展。 

二、本會議也邀請學生代表出席參加，共同參與校課程規劃，並轉達給各班幹部及同學。 

三、實務課程發展改善機制，業務單位已規劃重要時程會議及審查重點項目，請各系聘請有資

歷之業界專家進行課程審查。本校擬於 4 月底召開諮詢委員會議，聘請業界專家為諮詢委

員，提供本校有關課程規劃及改進之建議事項。 

 游步平副校長致詞： 

本校續申請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本計畫近日於教育部之簡報順利，其計畫指標，落

實執行，全面推動。學生註冊人數之重要參數，有賴於學校知名度、教學品質、生源之升

學管道；學校之整體形象及社會觀感，給予學校無形幫助，請各系主任及老師共同努力。 

貳、業務報告： 

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加退選日期訂於 109 年 3 月 2 日中午 12:30 至 109 年 3 月 13 日中

午 12:30，請各系主任、課程及選課輔導老師協助學生進行選課事宜。 

二、本校為有效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學生學習領域及培養第二專長，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日

間部四技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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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作為畢業資格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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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間部四技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英文課程選課方式將進行修訂，一年級及二年級每學

期各分四組於不同時段開課，每一時段約分 10 門英文課程開出供學生選課。每學期至多

修 4 學分，畢業前修畢 8 學分。 

四、各系規劃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時，課程勿過度集中於一、二年級，以利上課時間之安排。另

畢業班開課學分數應適切規劃，以利部份課程需補足上課時數。 

五、請各系依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及本校學生選課要點之每學期修習學分規定，訂定各

學制(含日間部、進修部、產學專班、國際專班、外籍專班等)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並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提送期末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審核。 

六、各課程每 1 學分授課須滿 18 小時，請各系開設課程時，若課程授課鐘點費由申請之計畫

預算編列，如就業學程等，其畢業班開設課程授課鐘點費請以 18 週編列。 

七、依本校排課原則，自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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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09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T4-2-1 實務課程發展改善機制，重要時程規劃為：1.系實務

課程發展審查會議(109/4/13-109/5/22)，2.院實務課程發展審查會議(109/5/25-109/6/12)，3. 

期末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為 109/6/15，各教學單位分別聘請 6 位委員。 

109 學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實務課程發展改善機制會議時程規劃表 

三級三審 課程發展會議 辦理時段 

系級 19 系課程發展會議及系務會議 109.4.13 ~109.5.22 

院級 3 院課程發展會議及院務會議 109.5.25 ~109.6.12 

校級 期末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 109.6.15(一) 

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如案由一附件，提請 討論。

(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  明： 

一、日間部四技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新增「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0 學分 1 小時院級

必修課程，開設於四年級下學期。工學院各系課程代碼為 40TNF1、管理學院各系課

程代碼為 40UN41、生活創意學院各系課程代碼為 40VN50。 

二、本院級必修課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0 學分/1 小時，由各學院推派所屬各系 1 位

老師進行輔導及審查課程，教師鐘點費納入教師授課時數表(大表)核撥。 

三、請各系於日間部四技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說明內加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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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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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本校二專進修專校轉型為二專進修部。擬請規劃自該學年度

二專進修部入學新生共同（通識）基礎課程學分數標準與四技進修部一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各學院「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如案由二附件，提請 討

論。(註冊及課務組、圖資處提案) 

說  明： 

一、為培育學生之「數位科技」知能，自 109 學年度起工學院新增「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

學程、管理學院新增「商務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生活創意學院新增「生活應用

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二、本案之訂定經 108 年 12 月 23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各學院「數位科技」微學

分學程相關內容授權教務長、三個學院院長及圖資處資訊教育組共組小組再行協調

與規劃，以達教育部「數位科技微學程」設立之目標。 

三、本微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經 109 年 2 月 25 日圖資處程式語言資訊課程教師座談會討

論，參與教師提出建議，由圖資處彙整如下： 

(一)對於本校共同程式基礎課程三階段 

1.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多媒體製作或多媒體設計或程式語言(C 語言) 

3.網際網路應用(可引進 JavaScript 或 Python 教學) 

建議不同學院授課內容差異不宜過大。 

(二)各學院所訂進階程式科技核心課程選擇電腦相關語言或再進階 App Inventor，依

各學院科技微學程課程地圖，鼓勵學生學習。 

(三)除修習本院開設核心課程外，鼓勵學生跨院選讀程式設計課程，以取得學程證書。 

(四)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程式設計或程式作品競賽，以激發學習動機。 

(五)辦理程式證照輔導班，鼓勵學生學習考照，給予經費補助或獎勵。 

(六)邀請業師擔任師資研習講師，授課老師學習新知，了解程式設計課程趨勢。 

(七)程式語言教師社群教學心得交流。 

◎圖資處林秘書說明： 

一、本校為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能力，已開設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多媒體

製作、程式語言、網際網路應用等課程。 

二、依教育部「數位科技微學程」規劃，學生程式設計能力須達 APCS/CPE 程式設計

能力檢測，以目前非資通訊領域學生，達成較為困難。 

三、本處程式語言資訊課程教師建議，各學院規劃數位科技微學程課程地圖，以利學生

學習，並鼓勵學生參加程式設計競賽與學習考照。 

◎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楊組長說明： 

依教育部「數位科技微學程」推動方式，微學程不宜由現有課程組成，亦不宜讓

學生任意選修若干學分就算完成。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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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學院規劃開設之「數位科技微學程」，其課程規劃未盡理想，應再重新擬定。 

二、各學院「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相關內容授權教務長邀請三個學院教授程式設計課程

教師再行協調與規劃，以達教育部「數位科技微學程」培育之目標。 

案由三：本校學生修讀他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如案由三附件，提請 討論。

(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  明： 

一、依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之第五條，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

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

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雙主修系若有科目名稱及性質相

同之專業科目，學生得申請免修加修系之科目 (申請免修應於取得該科目成績後次學

期辦理)。 

二、為推廣學生及因應師資培育生修讀輔系與雙主修，擬請不列入學生修讀為輔系與雙

主修之系別，開放學生修讀。 

(一)輔系：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幼兒保育系、餐飲管理系。 

(二)雙主修：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餐飲管理系。 

◎幼兒保育系辛主任說明： 

本系因教育部設有專法，管控員額及修讀 32 學分限制，故本系以列入學生修讀為

雙主修之系別，輔系暫不開放。 

決  議： 

一、因應時勢潮流，未來學生一個專長是不夠的，需求是多元不受限的，各系應開放他系

學生加入學習。 

二、為推廣學生及因應師資培育生修讀輔系與雙主修，除幼兒保育系暫不列入學生修讀為

輔系之外，其餘依學生興趣選讀。 

案由四：新增工學院(微)學分學程之課程規劃，如案由四附件，提請 討論。(工學院提

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工學院 109 年 3 月 3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工學院為協助學生培養跨領域多元能力，因應社會與產業發展需要，規劃各(微)學分

學程課程，提供所屬各系學生選課。本案新增跨領域課程有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

用、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AI 人工智慧應用、創意程式設計、軌道技術設計與應

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修訂工學院各系入學新生課程標準等，如案由五附件，提請 討論。(工學院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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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業經工學院 109 年 3 月 3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日間部四技 106~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及 108 學年度

「二+i 印尼專班」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日四技為提昇校外實習效益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及啟發學生創新能力，擬修

訂 106~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1.106~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將四年級上下學期：「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18 小時)、「學期校外實習(二)」(9 學分 18 小時)刪除，新增四年級下

學期：「學期校外實習」(9 學分 18 小時)。 

2.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新增四年級下學期：「學期校外實習」(9 學

分 18 小時)及四年級上學期「專利研發實務」（2 學分 2 小時）。 

(二)二+i 印尼專班為配合教育部規定及師資異動，擬修訂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標準。 

1.華語文教學(一)依教育部規定修正由 3 學分 6 學時調整為 5 學分 10 學時。 

2.基礎工程與應用調整至二上並改為必修，環境工程與應用調整至一下並改為

選修。 

3.建築建模資訊調整至一下，材料試驗與實作調整至二上。 

4.「校外實習(一)~(六)」改為「校外實習(一)~(三)及專業實習(一)~(三)」原規劃

3 學分 3 小時，各修改為 3 學分 10 學時。 

三、修訂機械工程系進修部四技 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鑒於進修部高職汽車相關科系學生比例日益增加，於專業選修中增加車輛工程相關

課程「車輛優化工程概論」，2 學分 2 小時。 

四、訂定機械工程系 108 學年度入學印尼「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秋季班二技

課程標準。 

配合學校開設印尼「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五、訂定機械工程系進修部四技 108 學年度入學產學攜手專班-精密機械加工專班課程標

準。 

六、修訂機械工程系日間部四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設計製造組與機電組課程標準。 

日間部大四同學若選修學期校外實習(一)、(二)，將無法修習大四必修課程，故修訂

105 學年度入學設計製造組與機電組課程標準，使這些同學免修該學期必修課，

而「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與「英文能力檢定」二門課程為證照與語文能力檢

定門檻，且開課時間不限於平常日，故不在免修範圍，另 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與 105

學年度精密製造技術組課程標準中，大四課程已無除上述兩門課之外的必修課，故

無需修訂。 

七、修訂電機工程系日間部四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為使學生精進實務技能與產業接軌，專心於企業實務面之工程技能、專業倫理與法

治等知識技能學習與生涯規劃，因此修習校外實習(一)、(二)者，當學期得免修通識

基礎必修及專業必修課程，但不含英文能力檢定及電機實務能力認證等檢定或認證

課程，惟因免修調整後之總畢業學分數仍應達入學時總畢業學分數之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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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新增生活創意學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分學程，如案六附件，提請 討

論。(生活創意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案業經生活創意學院 109 年 2 月 26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生活創意學院 109-111 年執行數件教育部 USR 計畫，計畫內容鼓勵本校師生參與大

學社會責任。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7 

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 

108.12.23；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持續改善課程規劃與管理，特依學生基本能力與素養及核心能力進

行課程規劃，訂定本辦法。 

二、各系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專業必修課程學分數以專業課程總學分2/3上限為原則。 

三、各學制畢業最低學分數規劃 

學制 畢業學分數 學制 畢業學分數 

研究所博士 
24 至 30 

(含論文 6(三下)) 
研究所碩士 

30 至 36 
(含論文 6(二下)) 

大學部四技 128 大學部二技 72 

專科部五專 220 專科部二專 80 

四、共同課程規劃原則如下： 

(一)大學部日四技：如表一 

(二)專科部五專：如表二 

(三)大學部各學制專業課程規劃： 

1.創新創業課程：依各系所專業選修，鼓勵開設創新創業相關專業選修課程，包含一般

性質、設計思考能力培育、創業團隊及其他四種類型。 

2.程式設計與邏輯思維融入資工系、資管系以外之各系所專業選修課程。 

3.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用平臺（iCAP）」

職能資源、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iPAS)」能力鑑定項目，三項

基準發展各單位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以本校、學院、各系教育目標與發展特

色及與地區產業人才需求職稱，篩選適合認證或認可證照，至少開設 1 項職能專業課

程。 

五、各系規劃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時，課程勿過度集中於一、二年級，以利上課時間之安排。另畢業

班開課學分數應適切規劃，以利部份課程需補足上課時數。 

六、本校大學部四技產學攜手專班、雙軌旗艦專班、其他專班學生以及進修部四技、二技與二專學

生，畢業時應修畢之學分數及共同教育課程，依各系性質另訂之，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七、本校在職專班碩士班及產業碩士專班畢業學分數由各系所訂定之，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八、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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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學部日四技共同課程規劃 

科目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備註 

通識基礎必修
課程(24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體育(一)(二)(三)(四) 各 1/2 課程規劃 4 學期 

服務學習(一)(二) 各 0/2 課程規劃 2 學期 

勞作教育(一)(二) 各 0/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實用中文 2/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人權與法治教育(工學院及管理學院) 
2/2 

 

環境與人類生態(生活創意學院)  幼保系社工組除外 

英文課程(一)(二)(三)(四) 

課程規劃開設如下： 

基礎英文、進階英文、基礎英語聽講練習、進階
英語聽講練習、基礎英文閱讀、進階英文閱讀、
基礎英語會話(1)、基礎英語會話(2)、進階英語
會話(1)、進階英語會話(2)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文能力檢定 0/2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

資管系開設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

資管系除外 

通識博雅選修
課程(8 學分) 

通識博雅課程(一)(二)(三)(四)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專業必修及
選修課程 

工學院各系
自行規劃 

微積分(一)(二) 各 3/3 課程規劃2學期必修課程 

物理(一)(二) 各 3/3 課程規劃2學期必修課程 

物理實驗 1/2 必修課程 

化學 3/3 必修課程 

管理學院各
系規劃 

商用微積分(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2學期必修課程 

生創學院各
系規劃 

生活美學 2/2 必修課程 

創意與創業 2/2 必修課程 

管理學院及
生創學院各
系規劃 

「程式語言」、「多媒體製作」、
「網際網路應用」等 

各 2/3 課程規劃2門資訊必修課程 

工學院各系
規劃 

「程式語言」、「程式設計」、
「多媒體製作」或「網際網路
應用」等 

各 2/3 課程規劃1門資訊必修課程 

品德與專業倫理、創意思考訓練、生涯輔導 各 2/2 各系規劃必修或選修課程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院級必修課程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工學院院級必修課程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管理學院院級必修課程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生活創意學院院級必修課程 

實務專題 2/ 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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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專科部五專共同課程規劃 

科目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備註 

共同必修課

程(98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一)(二)(三)(四) 各 1/1 課程規劃 4 學期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1/1  

體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各 2/2 課程規劃 8 學期 

健康與護理(一)(二) 各 1/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三)(四)(五)(六)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文(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英文(三)(四)(五)(六)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語聽講練習 1/2  

英語會話 1/2  

數學(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數學(三)(四)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數學(五) 2/2 土木工程科開設 

微積分 2/2 建築科開設 

藝術與生活 2/2  

地理 2/2  

公民與社會 2/2  

音樂 2/2  

歷史 2/2  

生物 2/2  

法律與生活 2/2  

生活科技 2/2  

計算機概論 2/3  

計算機程式 2/3  

物理(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物理實驗 1/3  

生涯規劃 1/1  

專業必修 專題製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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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先進國家均積極展開各項數位經濟前瞻關鍵技術的策略規劃及研究發展，我國以現有資通訊

產業優勢與技術，積極投入佈局，期望在未來工程數位經濟技術領域上能擁有國際競爭實力，

本院為培育具備工程數位科技能力的跨領域人才，滿足我國產業數位科技轉型人力需求，規劃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培養學生具備以工程數位科技解決專業領域問題核心能力。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機械系、工管系、建築

系、土木系 

 

程式語言 2/3 
土木系、工管系、機械

系、電機系 

多媒體製作 2/3 建築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 

電子商品程式設計與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系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土木系 

遙感探測 2/2 土木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系 

專案管理與實習 1/3 土木系 

智慧化建築 2/2 建築系 

電腦輔助數位設計 2/3 建築系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3 建築系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3/3 工管系 

管理資訊系統 3/3 工管系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工管系 

多媒體應用 3/3 工管系 

電子商務 3/3 工管系 

電腦整合製造 3/3 工管系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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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電機工程系 

電動車概論 3/3 電機工程系 

PC-based 控制系統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電機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2/3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光機電系統 2/2 機械工程系 

工業產品開發與設計流程 3/3 電子工程系 

光機電設備開發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智慧型感知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產線設計概論 2/4 電子工程系 

機電電路設計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物聯網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大數據雲端儲存和運算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雲端運算基礎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2/3 資訊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9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分學程證

明書。 

四、附註 

要求學生參加檢定，希望可以通過 

(一)程式設計能力:APCS/CPE 程式設計能力檢測。 

(二)跨域核心能力: 教育部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學生跨域核心能力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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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商務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之主要目標為：1) 培育非典型資訊科系學生之「數位商務科技」相關專業知能，來提

升智慧商務開發與創新創業管理等專業能力，進而孕育數位商業相關技術與管理人才，2) 整合跨

系之相關資源，培養學生跨領域之第二專長，3) 透過已建置之智慧商務實習場域，使學生實際接

觸相關產學應用，達到學用合一的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金融系、企管系、國企系 核心課程至少

應修六學分。 

 

證照認定需為

APCS/CPE 等

級。 

 

專題製作認定

需符合數位商

務科技主題。 

程式設計/Python 程式設計/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 
2-3 資管系 

多媒體製作/多媒體應用 2 
資管系、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網際網路應用/網頁程式設計/企

業資訊網路/網路管理技術 
2-3 

資管系、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資料庫管理/資料庫程式設計/資

料庫管理實務 
2-3 資管系、企管系 

程式能力認證/資訊專業職能輔導

/電腦證照輔導 
1-3 資管系、國企系、金融系 

專題製作/實務專題 2-3 
資管系、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 

專 

業 

課 

程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統計方法應

用與資料分析 
3 資管系、企管系 

 

虛擬實境系統應用/3D 多媒體系

統設計 
3 資管系 

 

人工智慧與應用/資料探勘應用/

智慧科技應用 
3 資管系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APP設計與開

發實務/行動裝置軟體應用 
3 資管系 

 

數位行銷實務/社群行銷與經營實

務/數位行銷與社群經營/網路行

銷/網路行銷與管理 

2-3 
企管系、資管系、金融

系、國企系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雲端運算概論

/大數據分析概論/財金大數據分

析 

3 
資管系、金融系、企管

系 

 

金融科技應用/金融資訊與程式交

易/金融程式設計 2-3 金融系 
 

投資技術分析/投資學/金融投資實 2-3 金融系、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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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投資組合分析 

電子商務/智慧商務/金融電子商務/

跨境電商平台操作實務 
2-3 資管系、金融系、國企系 

 

創新與創業管理/創意與設計思考/

服務設計與創新 2-3 
資管系、金融系、企管

系、國企系 

 

微學分-智慧商務領域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1 學分(含)以上，11 學分

中至少需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數位商務科

技」學分學程證明書。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2. 本學程之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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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授課對象:非資通訊系所 

依據三院非資訊系所專業領域，並考量未來十年產業人力需求，確定微學分學程名稱及人

才培育目標。 

請參考 大專校院非資通訊系所開設「數位科技微學程」指引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妝彩系、數位系、幼保

系、應外系、休運系、觀

光系、時尚系、餐飲系 

 

多媒體製作 2/3 

妝彩系、數位系、幼保

系、應外系、休運系、觀

光系、時尚系、餐飲系 

 

網際網路應用 2/3 

妝彩系、數位系、幼保

系、應外系、休運系、觀

光系、時尚系、餐飲系 

 

後製與剪輯 3/3 數位系  

電子商務 2/2 休運系/觀光系  

數據分析 2/2 觀光系  

專

業

課

程 

電競轉播實務 3/3 數位系  

虛擬主播製播 3/3 數位系  

商業套裝軟體 2/2 觀光系  

行動裝置 APP 應用實務 2/2 數位系  

數位內容講座 2/2 數位系  

數位內容巿場調查 2/2 數位系  

攝影實務 2/2 時尚系  

雲端科技應用 2/2 數位系  

資訊軟體應用 2/2 生活創意學院  

資訊媒體素養 2/2 生活創意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 核心課程需修習 6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0 學分(含)以上， 始取得

「數位科技應用微學程」學分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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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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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81 工程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53 工程材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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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A56 材料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1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5A57 測量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2 鋼筋混凝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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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83 土壤力學 3/3 專業必修 435A71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5N53 結構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5A72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4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3 職業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35N55 工程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R26 水文學 2/2 

    專業選修 435R20 衛星定位測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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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A82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5N76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35N72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35N74 施工法 2/2     

專業選修 435D99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35R23 契約與規範 2/2     

■合計指定 21 門科目 48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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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電子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電子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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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3B59 電子實習 △3/4 專業必修 403A08 電路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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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A09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3A10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3A13 線性積體電路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3A14 數位積體電路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3B54 嵌入式系統概論 △2/4 

    專業必修 403A16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3P05 半導體封裝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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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3J01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10 晶圓製程技術 3/3 

專業必修 403J09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4 專業選修 403P12 太陽能電池與量測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3W24 感測器與致動器原理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P14 光電元件 3/3 

    專業選修 403W05 天線設計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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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W30 物聯網應用實務 2/4     

專業選修 403W31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4     

■合計指定 18 門科目 46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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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機械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機械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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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4F32 機械工廠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08 靜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F33 機械製圖與實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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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F12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F1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34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36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35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37 機械元件設計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20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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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4F69 製造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F39 逆向工程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38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40 多軸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2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45 工具機調校技術  2/4 

專業必修 404F44 精密量測及實作 2/4 專業選修 404T15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T07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T48 自動化系統工程實務與實作 2/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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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4T43 精密工具機技術與實作 2/4 專業選修 404T36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合計指定 22 門科目 46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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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電機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電機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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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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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C14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3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2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必修 405C36 電子學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10 邏輯設計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5Q48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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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必修 40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選修 405Q18 電力系統(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50 電工電腦製圖(上機) 3/3 

專業必修 40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14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選修 405R13 光電工程導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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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05R81 LED 照明與應用 3/3 

■合計指定 25 門科目 71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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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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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65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06515 量測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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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03 統計學（ㄧ） 3/3 專業必修 40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0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0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0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0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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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0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0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必修 406513 作業研究（二） 3/4 

專業必修 40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6501 工程經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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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27 設施規劃 3/4     

■合計指定 19 門科目 49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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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資訊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資訊工程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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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I013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28 資訊工程倫理 1/1 

專業必修 40IA08 資訊工程論壇 1/1 專業必修 40IA41 線性代數 3/3 

專業必修 40IA26 離散數學 3/3 專業必修 4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4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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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A10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1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6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IA17 電子電路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IA54 資料結構 2/3 專業必修 40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53 機率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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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IA30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IA55 演算法 2/3 專業必修 4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IA37 微算機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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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合計指定 22 門科目 51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21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國際企業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國際企業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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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KA52 會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53 會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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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A38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KA39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KA49 國際貿易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0KA0F 國際貿易實務(二) 2/3 

專業選修 40KN0I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0KN96 商務英文會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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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KA80 國際企業管理 2/3 專業必修 40KA50 國際金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0KN46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KA96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90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必修 40KA82 台商經營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KN0W 會展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KN0X 通關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0Y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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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N63 跨文化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61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0Z 網路行銷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59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N1B 國際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KN0D 職場實用英文 2/2 

■指定 25 門科目 54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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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企業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企業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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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9A6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9A65 經濟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9A57 會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9A58 會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9A03 企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9A09 管理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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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A15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9A5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9A34 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9A50 作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04 管理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9Q05 電子商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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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9A52 資訊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9A41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81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15 領導學 2/2 專業選修 409Q46 行銷企劃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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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Q34 勞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9Q19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9Q35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9Q30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82 零售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59 顧客關係管理 2/2 

■合計指定 24 門科目 60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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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資訊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資訊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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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BA30 Python 程式設計 3/4 專業必修 40BA05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必修 40BA08 資訊管理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BA31 網頁前端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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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A10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BA13 企業資訊網路 3/3 

專業必修 40BA24 資料庫管理 3/4 專業選修 40BN13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40BN05 電腦動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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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BA25 系統分析與設計 3/4 專業必修 40BA35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BA34 智慧商務 3/3 專業選修 40BN23 雲端運算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BN16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24 行動裝置軟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18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25 數位行銷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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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N28 APP 設計與開發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42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29 資訊安全 3/3 專業選修 40BN44 虛擬實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33 人工智慧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46 社群行銷與經營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36 創客實務 3/3     

■合計指定 24 門科目 71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須超過 20 學分為專業必修課程。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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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金融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金融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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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3A25 品德與專業倫理 1/2 專業必修 433A26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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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13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33A29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433A28 貨幣銀行學 3/3 專業必修 433A30 投資學 3/3 

專業必修 433A51 金融科技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33N68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業選修 433N44 銀行實務 3/3 

    專業選修 433N73  金融科技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3N78 數位行銷與社群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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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3A32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業必修 433A35 理財規劃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433A33 保險學 2/2 專業選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業必修 433A34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業選修 433N50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業必修 433A52 *金融資訊與程式交易 2/3 專業選修 433N51  金融創新商品 3/3 

專業選修 433N45  共同基金 3/3     

專業選修 433N48  外匯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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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N55 風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3N29 國際投資 3/3 

■指定專業必修 12  門科目  29  學分及專業選修科目，合計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表示須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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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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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2A01 設計概論(師培) 2/2 專業必修 432A04 *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25 基礎素描(師培) 2/2 專業必修 432A41 遊戲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2A42 動畫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2A43 *基礎 3D 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35 設計基礎(師培) 2/2 

    專業選修 432N98 *數位色彩應用(師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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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28 *人機互動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31 *數位媒體企畫 3/3 

專業必修 432A30 *2D 動畫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11 *互動媒體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36 *故事與分鏡 3/3 專業選修 432N43 *材質與燈光 3/3 

專業選修 432N90 基礎圖學(師培) 2/2 專業選修 432N44 *遊戲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85 *3D 建模 3/3 專業選修 432N45 *遊戲動畫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86 *遊戲模型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47 符號與圖像應用(師培) 2/2 

專業選修 432NA3 *網頁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99 *角色動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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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N48 遊戲理論 2/2 專業選修 432N53 *商品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49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A4 *數位雕刻 3/3 

專業選修 432N52 *後製與剪輯 3/3 專業選修 432N89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A1 *數位配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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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46 *實務專題(一) 1/1 專業必修 432A47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選修 432N63 *數位出版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66 科技與法律 2/2 

■合計指定 33 門科目 85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含必修 29 學分與選修 11 學分)。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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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幼兒保育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幼兒保育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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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AH26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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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H10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AB16 兒童遊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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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35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40AH4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專業必修 40AH42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AH3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40A254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AH49 幼兒學習評量 2/2 

    專業必修 40AH39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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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H45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必修 40AH40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必修 40AH47 親職教育 2/2     

■合計指定 18 門科目 40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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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應用外語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應用外語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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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C103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4/4 專業必修 40C104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4/4 

專業必修 40C109 基礎文法習作 2/2 專業必修 40C110 文法習作演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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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105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4/4 專業必修 40C106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4/4 

專業必修 40CC26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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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C107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4/4 專業必修 40C108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4/4 

專業必修 40CC30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1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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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合計指定 15 門科目 42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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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休閒與運動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休閒與運動管理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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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1NDH 健身運動專長（一）核心力量 1/2 專業選修 431NDE 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I 健身運動專長（二）有氧運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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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36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專業必修 431NDW 休閒運動傳播 2/2 

專業必修 431A10 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C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L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J 健身運動專長（三）肌力訓練 1/2 專業選修 431NDK 健身運動專長（四）功能性訓練 1/2 

    專業選修 431NCM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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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1A2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E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專業選修 431NCN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CO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31N42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DV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BX 肌力與體能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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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EP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G 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431NCZ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C 社區休閒產業管理 2/2     

■合計指定 24 門科目 44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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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觀光遊憩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觀光遊憩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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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PF02 觀光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PF09 旅行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F03 國際禮儀 2/2     

專業必修 40PF13 觀光資源概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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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F26 導覽解說 2/2 專業必修 40PF28 航空票務 2/2 

專業必修 40PF27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F32 客房務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F31 餐飲服務 2/2 專業必修 40PF33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PU22 觀光地理 2/2 

    專業選修 40PU01 飲食文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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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U07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F16 觀光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PU25 觀光電子商務 2/2 專業必修 40PF18 觀光行政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PU48 遊輪旅遊 2/2 專業必修 40PF35 智慧觀光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PU49 旅遊數據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PF36 旅宿業經營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51 餐旅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55 休閒農場與民宿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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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U43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PU34 海洋觀光 2/2 

專業選修 40PU57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3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59 外語導遊領隊 2/2 專業選修 40PU47 旅館活動企劃 2/2 

■合計指定 28 門科目 56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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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一、指定專業科目 

修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為雙主修之指定專業科目 

109.3.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109.3.9 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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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R302 設計素描(一) 2/3 專業必修 40R306 立體構成 2/3 

專業必修 40R303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40R307 電腦繪圖(一) *2/3 

專業必修 40R304 平面構成 2/3 專業選修 40R501 設計素描(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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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R308 設計表現技法(一) 2/3 專業必修 40R313 印前作業 2/2 

專業選修 40R502 電腦繪圖(二) *2/3 專業選修 40R505 設計表現技法(二) 2/3 

專業選修 40R504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R508 金屬飾品製作(一) 2/3 

    專業選修 40R506 3D 電腦繪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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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R512 視覺設計實務(一) 1/2 專業選修 40R518 視覺設計實務(二) 1/2 

專業選修 40R516 金屬飾品製作(二) 2/3 專業選修 40R519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R513 角色造形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R526 媒材探索與表現(一) 1/2 

    專業選修 40R523 飾品造型設計(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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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R527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1/2 專業選修 40R528 媒材探索與表現(三) 1/2 

專業選修 40R524 飾品造型設計(二)  2/3 專業選修 40R530 展示設計 2/2 

■合計指定 24 門科目 43 學分，修讀 40 學分以上。 

二、取得雙主修修課標準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辦理。 

(二)大學部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選修雙主修，二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三年級第二學期

起選修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期及延長修業年限則不得選修雙主修。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須修滿加修系訂

定之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40 學分以上，成績及格，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四)本修課規劃標準，系主任得依學生申請選讀學年度調整後實施。 

三、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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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新增各(微)學分學程課程 

(微)學分學程名稱 新增跨領域課程 學分/時數 備註 

1.「工具機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2.「生態與環境」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3.「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4.「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5.「雲端行動應用」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6.「節能 LED 照明光電應用」學

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7.「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案由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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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分學程名稱 新增跨領域課程 學分/時數 備註 

8.「數位建築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9.「機電」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10.「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微學分

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11.「創新實作與應用程式設計」微

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12.「創業與產業創意設計」微學分

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13.「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創意程式設計 3/3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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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1.14 系務會議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3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8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依據當年度工學院學程設置要點辦法)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專業能力檢定』課程實施辦法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專業能力
檢定」課程，取得證照對應等級表中規定之相關證照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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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5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8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1 服務學習 (二 )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9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1 物理(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4 微積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35A 50 土木與空間資訊概論 1/1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35A 51 基礎數學演練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選修 435N 50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5A52 靜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53 工程材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7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1 學分 2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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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8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81 英語會話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7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5A54 材料試驗 1/3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5A55 專案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1 結構學 (一 ) 3/3 

專業必修 435A56 材料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35A57 測量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3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58 測量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4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必修 435A59 工程圖學 (一 ) 1/3 專業必修 435A65 工程圖學(二) 1/3 

專業必修 435A60 工程數學(一) 2/2 專業選修 435N5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5N51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5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7 學分 2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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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83 土壤力學 3/3 專業必修 435A70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35A67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35A71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必修 435A68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72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3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N54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3 職業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35N55 工程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N64 工程日文 2/2 

專業選修 435N56 道路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65 營建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5N57 水利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66 結構設計 3/3 

案由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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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5N58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5N67 水土保持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9 衛星定位測量 3/3 專業選修 435N68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5N60 三維掃描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5N69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35N61 建築資訊模型 2/2 專業選修 435R27 基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5O06 暑期校外實習(一)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6 學分 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5 學分 7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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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5 工程統計 2/2 

專業必修 435A82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 3 5 A 7 6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435A74 實務專題 2/3 專業必修 435A77 專業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35N70 預力混凝土 3/3 專業選修 435N77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N71 工程地質 3/3 專業選修 435N78 結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35N72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35N79 鋼結構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73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N80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N74 施工法 2/2 專業選修 435N81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N75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35N82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35N76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35R30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 435N93 暑期校外實習 (二 ) 2/3 專業選修 435R29 進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R28 專業證照輔導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5 學分 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3 學分 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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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1.1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3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8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依據當年度工學院學程設置要點辦法)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專業能力檢定』課程實施辦法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專業能力檢

定」課程，取得證照對應等級表中規定之相關證照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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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O05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8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1 服務學習 (二 )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9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1 物理(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4 微積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35A 50 土木與空間資訊概論 1/1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35A 51 基礎數學演練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選修 435N 50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5A52 靜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53 工程材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7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1 學分 2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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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8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81 英語會話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7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5A54 材料試驗 1/3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5A55 專案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1 結構學 (一 ) 3/3 

專業必修 435A56 材料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35A57 測量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3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58 測量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4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必修 435A59 工程圖學 (一 ) 1/3 專業必修 435A65 工程圖學(二) 1/3 

專業必修 435A60 工程數學(一) 2/2 專業選修 435N5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5N51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5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7 學分 2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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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83 土壤力學 3/3 專業必修 435A70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35A67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35A71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必修 435A68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72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3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N54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3 職業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35N55 工程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N64 工程日文 2/2 

專業選修 435N56 道路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65 營建法規 2/2 



36 

專業選修 435N57 水利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66 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5N58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5N67 水土保持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9 衛星定位測量 3/3 專業選修 435N68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5N60 三維掃描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5N69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35N61 建築資訊模型 2/2 專業選修 435R27 基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5O06 暑期校外實習(一)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6 學分 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5 學分 7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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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5 工程統計 2/2 

專業必修 435A82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5A76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435A74 實務專題 2/3 專業必修 435A77 專業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35N70 預力混凝土 3/3 專業選修 435N77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N71 工程地質 3/3 專業選修 435N78 結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35N72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35N79 鋼結構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73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N80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N74 施工法 2/2 專業選修 435N81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N75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35N82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35N76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35R30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 435N93 暑期校外實習 (二 ) 2/3 專業選修 435R29 進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R28 專業證照輔導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5 學分 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3 學分 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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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1.1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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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當年度工學院學程設置要點辦法)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專業能力檢定』課程實施辦法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專業能力

檢定」課程，取得證照對應等級表中規定之相關證照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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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6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O05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8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1 服務學習 (二 )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9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1 物理(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A7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4 微積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35A 50 土木與空間資訊概論 1/1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35A 51 基礎數學演練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選修 435N 50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5A81 工程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53 工程材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7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1 學分 2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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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8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81 英語會話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7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5A54 材料試驗 1/3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5A55 專案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1 結構學 (一 ) 3/3 

專業必修 435A56 材料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35A57 測量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3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58 測量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5 工程圖學(二) 1/3 

專業必修 435A59 工程圖學 (一 ) 1/3 專業必修 435A80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選修 435N5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5N5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3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8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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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83 土壤力學 3/3 專業必修 435A70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35A67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35A71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必修 435A68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72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3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N54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3 職業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35N55 工程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N64 工程日文 2/2 

專業選修 435N56 道路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65 營建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5N58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5N66 結構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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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5N60 三維掃描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5N68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5N61 建築資訊模型 2/2 專業選修 435R26 水文學 2/2 

專業選修 435R16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選修 435R19 環境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R17 流體力學 2/2 專業選修 435R22 工程地質 3/3 

專業選修 435R18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5R20 衛星定位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R27 基礎證照輔導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6 學分 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5 學分 7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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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5 工程統計 2/2 

專業必修 435A82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5A77 專業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4 實務專題 2/3 專業必修 40TND90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5A76 力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選修 435N77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N70 預力混凝土 3/3 專業選修 435N78 結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35N72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35N79 鋼結構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74 施工法 2/2 專業選修 435N80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N75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35N81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D99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35S92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5R21 水土保持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R24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R23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35N76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35R28 專業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R30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 435R31 專利研發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R29 進階證照輔導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6 學分 1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 學分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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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08 學年度「二+i 印尼專班」入學新生課程規劃表 

課程 
分類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學
時
數 

修課
學期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備註 

通
識
基
礎
課
程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一上 必 專(兼)任教師  

工程英文(一) 2 2 一上 必 專(兼)任教師  

華語文教學(二) 2 4 一下 必 專(兼)任教師  

工程英文(二) 2 2 一下 必 專(兼)任教師  

專業華語 2 4 二上 必 專(兼)任教師  

工程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二上 必 單明陽  

專
業
基 

礎
課
程 

材料力學 3 3 一上 必 單明陽  

工程材料 3 3 一上 必 羅晨晃  

土壤力學 3 3 一上 必 王建智  

專
業
實
作
課
程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4 4 一上 必 潘坤勝  

專案管理與實習 3 3 一下 選 王心怡  

工程測量與實習 4 4 一下 必 羅晨晃  

結構學與應用 3 3 一下 必 單明陽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與實作 3 3 一下 必 田坤國  

土壤力學試驗與實作 3 3 一下 選 楊全成  

建築建模資訊 3 3 一下 選 趙鳴  

環境工程與應用 3 3 一下 選 林聖倫  

鋼筋混凝土與應用 3 3 二上 必 湯兆緯  

基礎工程與應用 3 3 二上 必 林冠洲  

材料試驗與實作 3 3 二上 選 羅晨晃  

工程統計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湯兆緯  

深開挖工程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王建智  

鋼結構工程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單明陽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校外實習(一) 3 10 二下 必 王心怡  

專業實習(一) 3 10 二下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一) 3 3 二下 選 田坤國  

校外實習(二) 3 10 三上 必 王心怡  

專業實習(二) 3 10 三上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二) 3 3 三上 選 田坤國  

校外實習(三) 3 10 三下 必 王心怡  

專業實習(三) 3 10 三下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三) 3 3 三下 選 田坤國  

必修 
53 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基礎及專業實作必

修課程 29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9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專業實作選修課程 24 學分、校外實習課程選修 18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 7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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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1.1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08 學年度「二+i 印尼專班」入學新生課程配當表 

説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6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7 學分，專業基礎及實作與應用選修課程 25 學分，
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18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選修課程 12 學分。 

2.校外實習(一)、(二)、(三)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專業實習(一)、(二)、(三)與專題實作(一) 、(二)、(三)係 2 選 1 之選修課程。 
4.課程標示：▲為專(兼)任教師/業界專家雙師授課。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一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二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通識基

礎課程 

必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必 專業華語 2 4    

必 工程英文(一) 2 2    必 工程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必 華語文教學（二）   2 4         

必 工程英文（二）   2 2         

小  計 7 12 4 6  小  計 4 6    

專
業
基
礎
與
實
作
課
程 

必 材料力學 3 3    必 鋼筋混凝土與應用 3 3    

必 工程材料 3 3    必 基礎工程與應用 3 3    

必 土壤力學 3 3    選 材料試驗與實作 3 3   

4 選 2 
必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4 4    選 工程統計與應用 3 3   

必 工程測量與實習   4 4  選 深開挖工程與應用 3 3   

必 結構學與應用   3 3  選 鋼結構工程與應用 3 3   

必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與實作   3 3  必 校外實習（一）   3 10  

選 土壤力學試驗與實作   3 3 

4 選 2 

選 

選 
專業實習（一）   3 10 

2 選 1 
選 建築建模資訊   3 3 選 

 

專題實作(一)   3 3 

選 環境工程與應用   3 3       
 

選 專案管理與實習   3 3       

小  計(選修科目 4 選 2) 13 13 22 16  小  計(選修科目 4 選 2) 18 18 9 23  

合  計 20 25 26 22  合  計 22 24 9 23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三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四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通識基

礎課程 

              

              

小  計      小  計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必 校外實習（二） 3 10           

選 專業實習（二） 3 10   
2 選 1 

       

選 專題實作(二) 3 3          

必 校外實習（三）   3 10         

選 專業實習（三）   3 10 
2 選 1 

       

選 專題實作(三)   3 3        

小  計 9 23 9 23  小  計      

合  計 9 23 9 23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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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2.26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機械工程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必修 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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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0407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7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30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3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31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35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0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11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76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1/2 專業必修 904A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4A33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4A80 靜力學 2/2 

專業必修 904A35 物理(一) 2/2 專業必修 904A34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4A37 化學 2/2 專業必修 904A36 物理(二) 2/2 

專業必修 904A67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04A39 程式語言 1/2 

    專業必修 904A88 工程材料 2/2 

合計 14 學分 19 小時 (通必 6/10hr,專必 8/8hr,通選 0/0,專選 0/0) 合計 15 學分 20 小時(通必 5/8hr,專必 10/12hr,通選 0/0,專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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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1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2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7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71 英語會話 1/2 

通識博雅選修 9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9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4A75 工程數學 3/3 專業必修 904A13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904A81 動力學 2/2 專業必修 904A83 材料力學 3/3 

專業必修 904A82 材料實驗 3/3 專業必修 904A41 電腦輔助繪圖 3/3 

專業必修 904A51 多媒體設計 1/2 專業必修 904A54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2 電路學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5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3 機械製圖 2/2 專業必修 904A56 製造工程 2/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通必 3/4hr,專必 14/14hr,通選 2/2hr,專選 0/0)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通必 2/4hr,專必 14/13hr,通選 2/2hr,專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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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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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04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68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406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9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9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04A45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4A84 氣壓控制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04A86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必修 904A42 邏輯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87 精密量測及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8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63 實務專題 2/4 

專業必修 904A85 機械設計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77 控制系統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76 微電腦介面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17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904N08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04N38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4N41 數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904N44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4N42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45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43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904N46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47 生涯輔導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通必 4/4hr,專必 8/8hr,通選 2/2hr,專選 4/4hr) 合計 19 學分 21 小時(通必 2/2hr,專必 7/9hr,通選 2/2hr,專選 8/8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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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A46 電腦輔助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4N23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必修 904A77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904N31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904N30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904N33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904N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4N54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904N07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904N55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4N48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4N56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2/2 

專業選修 904N49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4N57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904N50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58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
論 

2/2 

專業選修 904N51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63 逆向工程 2/2 

專業選修 904N52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車輛優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4N53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通必 0/0hr,專必 4/4hr,通選 0/0hr,專選

12/12hr)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通必 0/0hr,專必 0/0hr,通選 0/0hr,專選

10/10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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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系108學年度印尼「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課程標準 
説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必修課程 26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課

程 9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選修課程 30 學分，實習選修課程 18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及校外實習(一)、(二)、(三)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校外實習(一)與專題實作(一)、校外實習(二)與專題實作(二)、校外實習(三)與專題實作(三)係二選一的課程。 
4.課程標示：▲為專(兼)任教師/業界專家雙師授課。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一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二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通識

基礎

課程 

必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必 專業華語 2 2    

必 科技英文（一） 2 2    必 科技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必 華語文教學（二）   2 4         

必 科技英文（二）   2 2         

專
業
課
程 

必 材料力學 3 3    必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4 4    

必 工程材料 3 3    必 自動化技術與實作 4 4    

必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3 3    選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3 3    

必 精密量測與實作 3 3    選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制 3 3    

必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3 3  選 機電整合與實作 3 3    

必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3 3  選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3 3    

選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與實作   3 3  選 銲接工程與應用 3 3    

選 氣壓控制與實作   3 3  必 校外實習（一）   3 10  

選 工具機概論   3 3  選 校外實習（一）   3 10  

選 微電腦介面實作   3 3  選 專題實作（一）   3 3  

選 逆向工程與實作   3 3         

合  計(選修科目 5 選 3) 19 24 25 27  合  計(選修科目 5 選 2、2 選 1) 27 27 9 23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三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四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通識

基礎

課程 

              

              

小  計      小  計      

專
業
課
程 

必 工廠實習（二） 3 10           

選 校外實習（二） 3 10           

選 專題實作（二） 3 3           

必 工廠實習（二）   3 10         

選 校外實習（二）   3 10         

選 專題實作（二）   3 3         

合  計(選修科目 2 選 1、2 選 1) 9 23 9 23  合  計      

 

  

109.02.2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2.26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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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9.02.26 系務會議通過 

   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3.09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109.09.24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機械工程系產學攜手專班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説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98 學分【含基礎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90 學分(含工廠實習 32 學分)】；

選修 30 學分【含通識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課程標示：註 1 為系訂產業需求專業課程；註 2 為合作廠商產業需求之基礎與專業課程。 

4.註："▲"為上機收費之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基礎必修 9040304 國文(一) 2/2 基礎必修 9040344 國文(二) 2/2 

基礎必修 9040314 英文(一) 2/2 基礎必修 9040354 英文(二) 2/2 

專業必修 904D014 工廠實習(一) 4/6 通識選修 904BA14 職場倫理(社會) 2/2 

專業必修 904D024 微積分 2/2 通識選修 904CA14 環保與生活(自然) 2/2 

專業必修 904D294 機械製圖▲1 3/3 專業必修 904D064 工廠實習(二) 4/6 

專業必修 904D044 物理 2/2 專業必修 904D074 電腦輔助繪圖▲1 3/3 

專業必修 904D054 應用力學 1 3/3 專業必修 904D084 機動學 2 3/3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4/16)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4/16)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選修 904AA14 邏輯與思考(人文) 2/2 通識選修 904DA14 運動與體適能(生命) 2/2 

專業必修 904D094 工廠實習(三) 4/6 專業必修 904D134 工廠實習(四) 4/6 

專業必修 904D104 材料力學 1 3/3 專業必修 904D144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 3/3 

專業必修 904D114 電路學與實習 1 3/3 專業必修 904D154 程式設計▲1 3/3 

專業必修 904D124 工程材料 1 3/3 專業必修 904D164 材料實驗 1 3/3 

專業選修 904Q014 數值控制加工實習2 3/3 專業選修 904Q024 機械設計原理 1 3/3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3/15)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3/15)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904D174 工廠實習(五) 4/6 專業必修 904D214 工廠實習(六) 4/6 

專業必修 904D184 氣液壓控制與實習1 3/3 專業必修 904D22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與實習 2 
3/3 

專業必修 904D194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2 3/3 專業必修 904D234 機電整合 2 3/3 

專業必修 904D204 逆向工程與實習1 3/3 專業必修 904D244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

習▲2 
3/3 

專業選修 904Q034 電腦輔助設計▲1 3/3 專業選修 904Q054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Q044 製造工程1 2/2 專業選修 904Q064 工具機概論 3/3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3/15)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3/15)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課程屬性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904D254 工廠實習(七) 4/6 專業必修 904D284 工廠實習(八) 4/6 

專業必修 904D264 自動化概論 3/3 專業選修 904Q104 非傳統加工 3/3 

專業必修 904D274 精密量測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904Q114 電腦整合製造 2/2 

專業選修 904Q074 精密工具機技術2 3/3 專業選修 904Q1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904Q084 工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904Q134 工程設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904Q094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904Q144 光機電系統 2/2 

合計學分/時數：18/20(專業必修 10/12) 合計學分/時數：15/17(專業必修 4/6) 



45 

108.04.29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2.2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8.05.02 系務會議通過；109.02.26 系務會議通過 

108.05.27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3.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 教務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39 學分（含專業必修 68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
分，專業選修 26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
讀英文檢定課程。 

3. 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4. 證照規定：依據「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規定，在學期間若
取得國內具法規效用或產業公會與學會認同之專業證照，等同於通過「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課程。 

5.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修讀 1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6. 修習學期校外實習(一)、(二)者，當學期得免修通識基礎必修及專業必修課程，惟「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與

「英文能力檢定」二門課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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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9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7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4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C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C60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11 

 

靜力學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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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C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C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C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C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C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C62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35 

 

多媒體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4C38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61 

 

電路學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34 電腦輔助繪圖▲ 2/3 

專業選修 404Q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Q35 數值控制加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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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Q32 機械製圖 2/3 專業選修 404Q36 機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33 工程材料 2/2 專業選修 404Q37 材料實驗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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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C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C4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39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46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4C63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65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42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C68 實務專題 1/3 

專業必修 404C64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Q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Q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Q04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Q74 

 

精密量測及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Q42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Q73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43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40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4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9 學分 23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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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C48 機電整合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4C59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 0/3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04Q23 逆向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C66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專業選修 404Q29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C49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3/3 專業選修 404Q49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必修 404C67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4Q5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Q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Q51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52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53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20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Q54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4Q38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76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4Q46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Q77 
圖形程式設計與無人
載具控制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4Q47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78 動態系統回授控制分

析 

3/3 

專業選修 404Q48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82 產線智慧化實務（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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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Q75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4Q79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
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4Q81 產線智慧化實務（一） 3/3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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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9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2.2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8.05.02 系務會議通過；109.02.26 系務會議通過 

108.05.27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3.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 教務會議通過；109.03.09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39 學分（含專業必修 68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通識博雅
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6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
實施要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3. 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4. 證照規定：依據「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規定，
在學期間若取得國內具法規效用或產業公會與學會認同之專業證照，等同於通過「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
評量」課程。 

5.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修讀 1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6. 修習學期校外實習(一)、(二)者，當學期得免修通識基礎必修及專業必修課程，惟「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

評量」與「英文能力檢定」二門課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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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9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7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4D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D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D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D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D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D73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D11 靜力學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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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8 體育(四) 1/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D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D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D15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404D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D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D1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04D58 電腦輔助繪圖▲ 2/3 

專業必修 404D56 多媒體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4D59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D57 機械製圖 2/3 專業必修 404D60 材料實驗 2/3 

專業選修 404R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R35 數值控制加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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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R79 電路學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R80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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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D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D63 製造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D74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D75 精密量測及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D68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必修 404D77 實務專題 1/3 

專業必修 404D62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R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R29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R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R37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81 邏輯設計與實作 2/2 專業選修 404R45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R40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R46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41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R47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4R42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R49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R82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R83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04R86 智慧製造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4R85 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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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D66 逆向工程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4D72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
評量 

0/3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04R16 機電整合 2/2 

專業必修 404D65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4D76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R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R52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R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R53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R19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R55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4R30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R56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38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57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
論 

2/2 

專業選修 404R48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78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4R8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作 

2/2     

專業選修 404R51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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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R54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3/3     

專業選修 404R77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代表上機實習之課程。 
 專業選修 404R87 智慧製造專題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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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3;105.05.24;105.09.13;106.12.12；107.04.17；109.02.2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5.03.01;105.05.24;105.09.20;106.12.19；107.05.08； 109.03.03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05.25;105.09.21;106.12.20；107.06.06；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5.09.26;106.12.25；107.06.11；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5.09.26;107.06.11；109.03.09 校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105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41 學分。含必修 9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修 47 學分 

【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2.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文檢定初級(或同等英文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

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3.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必須至少取得一張專業類證照。 

4.暑期校外實習：本課程為必修課程，利用大三升級大四暑期實施 320 小時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實習，可等

同專業必修 3 學分每週 6 小時課程。 

5.學期校外實習(一)、(二)：學期 4.5-6 個月，學期中每週四天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實習，可等同專業選修 9

學分每週 18 小時課程；修習學期校外實習(一)、(二)者，當學期得免修通識基礎必修及專業必修課程，不含英

文能力檢定及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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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4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3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C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C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專業必修 40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0 邏輯設計及實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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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C14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5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2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3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7 電子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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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5C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11 微處理機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405Q14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47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48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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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3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4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C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C2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0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05C24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0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405Q18 電力系統(一) 3/3 

專業選修 405Q1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0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4 電力電子 3/3 專業選修 405Q71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74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75 光電轉換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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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C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5C42 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0/2 

專業必修 40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5C4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0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0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0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0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36 離散信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0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5Q73 電力電子積體電路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78 
電源與電池管理系統導

論 
3/3 專業選修 40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5Q23 機率 3/3 專業選修 40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50 電工電腦製圖 3/3 專業選修 40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5Q36 機電整合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85 PC-based 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881 配電設計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86 太陽光電設置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890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891 數值分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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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5Q5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5Q52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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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3;105.05.24;105.09.13;106.12.12；107.04.17；109.02.2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5.03.01;105.05.24;105.09.20;106.12.19；107.05.08； 109.03.03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05.25;105.09.21;106.12.20；107.06.06；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5.09.26;106.12.25；107.06.11；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5.09.26;107.06.11；109.03.09 校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光電組】105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41 學分。含必修 9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

修 47 學分 【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2.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文檢定初級(或同等英文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

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3.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必須至少取得一張專業

類證照。 

4.暑期校外實習：本課程為必修課程，利用大三升級大四暑期實施 320 小時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

實習，可等同專業必修 3 學分每週 6 小時課程。 

5.學期校外實習(一)、(二)：學期 4.5-6 個月，學期中每週四天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實習，可等同

專業選修 9 學分每週 18 小時課程；修習學期校外實習(一)、(二)者，當學期得免修通識基礎必修及

專業必修課程，不含英文能力檢定及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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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4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3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D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D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D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D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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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D14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5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2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3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D10 近代物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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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5D29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5R13 光電工程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5R09 光學導論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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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3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4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5D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D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D19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5 光電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05D20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8 光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4 光電實習（一） 1/3 專業選修 405R14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必修 405D2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5R15 光電材料與元件 3/3 

專業選修 405R11 應用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5R16 奈米科技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5R70 機電工程學 3/3 專業選修 405R73 創意性工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71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機電產業設備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66 光電轉換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5R17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05T16 綠能與節能科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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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D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5D42 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0/2 

專業必修 405D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5R22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405D4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5R24 太陽能電池原理與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19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81 LED 照明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23 平面顯示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405R76 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5R72 光電系統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77 智慧化製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R75 自動化光學檢測 3/3 專業選修 405R30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5R87 綠能與節能科技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67 圖形與監控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36 機電整合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85 PC-based 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881 配電設計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86 太陽能光電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45 職能教育 3/3 專業選修 405R25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5R5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5R52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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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3;105.05.24;105.09.13;106.12.12；107.04.17；109.02.2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5.03.01;105.05.24;105.09.20;106.12.19；107.05.08； 109.03.03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05.25;105.09.21;106.12.20；107.06.06；109.03.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5.09.26;106.12.25；107.06.11；109.03.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5.09.26;107.06.11；109.03.09 校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105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41 學分。含必修 9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8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

修 4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0 學分，專業選修 39 學分】，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學生於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2.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文檢定初級(或同等英文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

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3.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必須至少取得一張專業

類證照。 

4.暑期校外實習：本課程為必修課程，利用大三升級大四暑期實施 320 小時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

實習，可等同專業必修 3 學分每週 6 小時課程。 

5.學期校外實習(一)、(二)：學期 4.5-6 個月，學期中每週四天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實習，可等同

專業選修 9 學分每週 18 小時課程；修習學期校外實習(一)、(二)者，當學期得免修通識基礎必修及

專業必修課程，不含英文能力檢定及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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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5040 計算機概論 2/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4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3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C30 程式語言 2/4 

專業必修 405C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專業必修 405C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T01 配電法規 3/3 專業選修 405T04 進階工業配線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T03 工業配線實習 2/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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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5C14 工程數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C12 電路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5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3 電路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17 電子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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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必修 405C33 微處理機與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Q47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55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Q54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4 專業選修 405Q40 電工電腦製圖 3/3 

專業選修 405T06 配電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405T08 配電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405T07 配電設計實習(一) 

(一)(一) 

2/4 專業選修 405T09 配電設計實習(二) 2/4 

專業選修 405Q57 感測與轉換器及實習 2/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2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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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405813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5C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0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34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5C24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5C35 電機機械 3/3 專業選修 405T14 電力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T15 工業配電 3/3 

專業選修 405T12 進階電工電腦製圖

(二) 

3/3 專業選修 40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5T13 工程品管與預算製作 2/4 專業選修 405T16 綠能與節能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T21 機電整合實習(一) 2/4 專業選修 405T22 機電整合實習(二) 2/4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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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C27 生涯輔導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5C42 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0/2 

專業必修 405C26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5Q60 電動機控制與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5C4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0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05Q59 電機設備檢驗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T17 綠能與節能科技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Q38 智慧型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5Q58 電力電子與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T25 電機產業經營 3/3 

專業選修 405T20 PC-based 程式設計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Q5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5Q52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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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大學是培育國家人才的重要搖籃，在角色定位著重於教學與研究；近年國際上一些大學

已將大學社會責任列為校務發展的目標，期許讓大學除了研究教學外，也將大學專業的知識

與技能引入到區域合作連結，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為此，本院規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分學

程，課程內容著重師生瞭解與參與，引導本院師生組成跨領域的專業團隊，主動發掘地區的

困境與需求，透過學校與地區合作，藉由學習參與的過程，實際協助地區解決問題，凝聚在

地認同。 

二、課程規劃 

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開課系別 備註 

核
心
課
程 

社會責任 2/2 

生活創意學院 

 

社區關懷與場域實踐 2/2 

社會福利概論 2/2 

創意與創業 2/2 

專
業
課
程 

社會工作概論 3/3 

幼兒保育系 

 

社會心理學 3/3 

社會團體工作 3/3 

USR 大學社會責任專題研
討 

2/2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環境教育 2/2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足體養生保健 2/2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餐飲管理系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養生膳食 2/3 

台灣美食小吃 2/3 

彩妝藝術學 2/2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觀光遊憩系 

 

導覽解說 2/2 

海洋觀光 2/2 

生態旅遊 2/2 

設計行銷學 2/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創業規劃實務 2/2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應用外語系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案由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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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開課系別 備註 

英語教學概論 2/2 

英語教材教法 2/2 

數位媒體企畫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創意產業規劃 2/2 

後製與剪輯 3/3 

數位出版設計 3/3 

國際行銷管理/行銷管理/行
銷企劃/網路行銷 

2-3/2-3 

管

理

學

院 

企管系、國企

系、資管系、金

融系 

 

電子商務 2~3 
企管系、國企
系、資管 

 

市場調查與分析 2 企管系、國企系  

品牌管理/品牌經營 2 企管系  

專案管理 3 企管系、資管系  

微學分課程 每門 0.5 管理學院  

志願服務與大學社會責任 2/2 
通識教育中心 

 

生態與永續環境 2/2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修習 8 學分，專業課程修習 8 學分，修畢 16 學分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