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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未來招生員額逐年降低，可能形成經營規模 1. 目前電機系每年招收四技部兩班和碩士班一班，因應未來少
縮小，員額縮編，宜對此問題及早回應。

子化趨勢，本系將積極投入招生宣導，爭取多元之學生來
源。對於新增班別和增聘員額將審慎評估。

一、系(所) 2.由於學系僅 1 位教授，如有副教授升等，會造成低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除鼓勵教師積極從事實務研究設
階高審之情形，宜未雨綢繆，妥善提出因應措施。
務發展
法升等外，若有職缺將優先考慮延聘資深教授級教師。以加
強教授級師資陣容。
2. 目前本系於教授不足情況下，如有副教授升等，將外聘教授
組成委員會進行審查，以避免低階高審之情形發生。
1. 學系積極推動以電腦資訊領域為主的 CCNA 證
1. 本系課程安排係以智慧型控制、電力與電能轉換以及通訊領
照，並開授三個學期輔導課程，不過電腦資訊領
域為主軸進行安排，相關課業安排亦參酌業界、學界以及校
域並非學系教學重點，推廣 CCNA 證照之效益及
友之意見（系諮詢委員會議以及系課程委員會議），同時，
對原電機領域教學成效之影響，宜追蹤檢討。
為了達到引導學生學習的目的，本系亦規劃完整的課程領域
流程圖。所以，本系並無將電機相關係知識列為次要的作法
二、課程

或想法，請委員明察。

規劃

2. 考量現在是屬於電腦資訊的時代，不論是何種領域皆與電腦
資訊脫離不了關係。本系課程安排除著重電機專業外，亦推
動電腦資訊為主的 CCNA 證照課程，藉以強化本系學生電
機專業知識外的輔助能力。由於 CCNA 電腦資訊相關領域之
學分數，僅 3 學分必修以及 1 學分選修。因此就學分數的比
例來說，本系課程仍是以電機專業為主要學習的對象，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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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訊課程為次要的方式進行課程安排。
3. 未來本系將參酌委員建議改進，檢討並持續推動輔導考證工
作，證照項目選擇以考量實務工作需要與未來就業加成效為
主。以 101 學年度為例，將增設 PCB 佈局相關實務證照課程，
並將 CCNA 系列課程更改為 2 學分必修以及 2 學分選修方式
進行，以期可以擴展學生的多元興趣學習外，亦可強化學生
的電機專業學習之成果。

2.

規定學生需修 9 門實習課程，課程之安排需考量 1.本系參酌委員意見改進，於檢討課程地圖與召開課程會議時慎
理論課程與實務配合，尤其是修習時間及先後次 重審視安排課程之時間先後次序與銜接流程。
序之銜接更為重要，以免學生混淆。

1. 目前僅 1 位教授，宜持續鼓勵各級教師升等。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除鼓勵教師積極從事實務研究設
法升等外，若有職缺將優先考慮延聘資深教授級教師，以加
強教授級師資陣容。

三、師資結 2. 訂有相關措施以提升教師實務專長，其實務經驗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持續鼓勵教師爭取產學合作案、
構與素養

師資比為 55%，仍宜進一步增加措施鼓勵教師提升

考取專業證照、以及申請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方案，以提升

實務經驗。

實務經驗。
2. 鼓勵本系教師在輔導學生工讀實務實習時，可以多與工讀實
務實習單位進行相關合作與瞭解，以增進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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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在新聘教師部分將已有實務經驗的應聘者優先考慮。

3. 中長程計畫中，未來三年內並未規劃新聘教師，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若有職缺除優先考慮延聘資深教
考量系教師多屬資深及未來傳承，宜及早規劃。

授級教師外並注意傳承事宜。

1. 宜積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培養學生多方面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
才能、創意與領導能力。

2. 本系自 98 學年度起，於經常門編列預算 4 萬元補助學生辦
理社團活動。
3. 本系每學期皆輔導學生舉辦校友座談會。連繫學長、安排接
待、場地借用與回復、與宣傳動員、主持座談等各項事宜均
由學生全面負責，以培養學生各項能力。

四、學生
學習與輔
導
2. 大三有工讀實務實習之機制，可增強學生實務能 1. 本校於大三校外實習期間，除實務實習與英語自學等二項必
力，雖為不錯的措施，惟由於實習時間長，對學生

修課程外，特以每半年為一階段開設遠距課程，內容包括通

正常課程會有時間排擠問題，如何能兼顧實習及課

識課程與各系提供之選修課程，除可提供多元選課內容外，

程，除了已有大三上暑假課程外，仍宜有更進一步

亦可達到跨系選課與修習學程之目標。

之措施，使學生在得到實務經驗的同時，也不會影
響一般課程。
五 、 設 備 1. 研究發展實驗室之設備採購，宜有較長期之整體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研究發展實驗室之設備採購必須
規劃。
注意配合系所中長程發展計畫。
與圖書資
源

2.

學校投入經費充裕，對系上特色實驗室（研究型） 1. 本校訂定有資本門預算分配辦法，依系所員額與績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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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效益幫助很大，但 98 學年度設備費大幅降

98 學年度因金融海嘯導致全校設備費用降低，隔年恢復成

低，恐影響教學及研究之進行。建議經費需穩定成

長。

長，尤其是研究型實驗室之設備費。

2. 除學校投入經費外，本系另向外爭取校友、與廠商捐助設
備。100 學年度已獲得校友捐贈約 1000 萬元研究設備以及永
宏電機公司捐贈 PLC 教學設備 22 套。未來將持續爭取外部
資源以改善研究與教學設備。

1. 課程大綱含目標、進度、教法、教科書與參考書、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於前一學期電腦選課前 100%公
成績考核方式、office hours 等，宜 100%於前一學

告課程大綱含目標、進度、教法、教科書與參考書、成績考

期電腦選課前公告。

核方式、office hours 等

2. 學生到建教合作公司之工讀實務實習機制，為不 1. 本校工讀實務實習輔導機制包括實習前各項講習，如工安、
錯之措施，不過仍宜進一步規劃輔導措施，讓學校

職業倫理、履歷表撰寫、面談輔導；實習中輔導老師前往訪

課程及實習課程能密切配合，相輔相成。

視、擬定工作計畫、指導撰寫報告等；實習結束後成果海報
競賽與分享。

六、教學

2.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未來將工作職位所需技能列入課

品保

程地圖之流程中，讓本系課程能與實習課程密切配合。
3. 教師超授鐘點已有改善，惟仍有上下學期授課鐘點 1. 感謝委員指正，本系教師 97 學年度平均超授鐘點為 3.05 小
數不平均之現象，宜持續改善。

時/週，98 學年度平均超授鐘點為 2.60 小時/週，99 學年度平
均超授鐘點為 2.23 小時/週，100 學年度因新聘一位教師，平
均超授鐘點降為 1.85 小時/週。本系教師的授課時數已逐年
降低，未來將再持續努力調整降低。
2. 本系於 97-99 學年度中，各有 3 位教師(約佔全系 19 位教師
之 16%)於某學期授課鐘點高達 18 節(含進修部)，另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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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偏低未超授。若以上下學期平均計算，日夜合計每週超支
鐘點仍不得超過 4 小時。
3. 本校因實施工讀實務實習，將大三上課程安排提早於暑期
(6-9 月)上課，造成部分教師之授課鐘點某學期高達 18 節，
但其中部份授課期間是於 9-12 月間，且另一學期授課鐘點就
不會超過 9 節。以 100 學年度為例，本系僅有 2 位教師因擔
任大三上課程，而於上學期授課鐘點達 18 節(約佔全系 20
位教師之 10%)，對於教師學期授課鐘點不平均之現象已經
有所改善。
4. 未來課程安排將注意儘量減少發生此類授課上、下學期鐘點
不均的狀況。

七 、 學 生 1. 針對學生考取證照是否對畢業後求職具有加成效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將學生考取證照對其畢業後求職
成就與發

果，宜追蹤檢討。

具是否有加成效果，列入追蹤檢討項目。

展
1. 系所應建立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從事更具深度之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對於獲得外部計畫的老師，優先
研究，尤其是在系統開發尚可積極推動，使之成為系
提供空間與經費，以配合老師進行更深度的研究。
所特色。
八、產學
2. 本系將積極推動綠色能源系統相關研究，包括太陽能、風
合作與技

能、電能轉換與電池效能等等，俾能形成系所特色。

術發展

3. 本系於 100 學年度起成立高性能馬達驅動系統研究室，並與
校友設於馬來西亞的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未來將發展成
為本系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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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成果專利化與技轉業界仍有待提升。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近二年雖有專利與技轉案件，但
是數量不多。未來持續鼓勵教師將研究成果專利化與技轉業
界。

3.教師之研究計畫及論文發表宜積極鼓勵學生參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研究計畫與論文發表多多內納入
與，以達傳承之效果。
學生參與並鼓勵教師多多申請如國科會大專生計畫之類的
計畫案，以增進學生參與的計畫的機會。

4.宜鼓勵教師參與國外研討會發表論文。

1. 本系擬參酌委員建議改進，鼓勵本系教師多多參與國際研討
會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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