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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在職碩博士班-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班】 

認證規範 G：研究所認證之基本要求 

G.0 須具有適當的入學評量方式。 

佐證認證規範 G.0 之附件清單 

108 學年度- (整併後)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班 

智動化碩專班 G.0-1-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碩博士班招生規定 

智動化碩專班 G.0-1-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智動化碩專班 G.0-1-3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修讀辦法 

智動化碩專班 G.0-1-4 103-108 學年度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資料表 

103-107 學年度- (整併前) 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智動化碩專班 G.0-2-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 )博士班招生規定 

智動化碩專班 G.0-2-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智動化碩專班 G.0-2-3 電機工程研究所考選組組織辦法 

智動化碩專班 G.0-2-4 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修課相關規定 

 

  本班自民國 94 年招收第一屆碩士在職專班迄今，即因應機光資電整合、人工智慧、製

造資訊系統、先進智慧機器人系統等領域之需求，培育學生在研究發展的能力，要求學生能

自行找尋資訊，並能應用所學之知識解決問題。因此，為使未來學生能滿足上述的要求，本

班碩士在職專班對可就讀本校之學生的入學評量方式如表 G.0-2。 

  碩士在職專班修讀辦法如附件 G.0-1-3，在修畢所需學分數並完成碩士論文考試後，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授予工學碩士學位如附件 G.0-1-2。 

 

  本班自 108 學年度與電機工程系整併，整併後，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的招生規

定、修讀辦法等等，大略的調整，以求與電機工程系的相關辦法無太大差異。考量本班與電

機系碩士在職專班學員具差異性，目前不考慮一起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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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1 103-108 學年度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與入學方式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 

學年度 

學制 

103 
(招生/入學) 

104 
(招生/入學) 

105 
(招生/入學) 

106 
(招生/入學) 

107 
(招生/入學) 

108 
(招生/入學) 

碩士在職

專班 
12 /9 12 /11 10 /8 10 /10 10 /9 10 /10 

 

 

表 G.0-2 103-108 學年度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評量準則 

(整併前 103-107 學年度為第一校區電機工程究所) 

一、成績計算方式： 

（一）資料審查及面試之成績滿分均為一百分。 

（二）第一階段成績＝資料審查成績×40%。 

            凡符合報考資格之考生均可參加面試。 

（三）總成績＝資料審查成績×40%+面試成績×60%。 

二、資料審查及面試評分標準： 

        （一）【資料審查】評分項目與比例： 

                     1. 學習態度與能力(佔 50%) 

                     2. 專業能力(佔 50%) 

        （二）【面試】評分項目與比例： 

                     1. 組織能力與發展潛力(佔 50%) 

                     2. 表達能力與整體表現(佔 50%) 

三、考生所附審查資料： 

        （一）基本資料表 

        （二）自傳 

        （三）其他足資證明自己專業能力或工作成就之資料影本，例如 

                    (1)獲獎紀錄(2)職業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明書 (3)專書或技術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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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0-3 103-108 學年度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資料表 

108 學年度   (103~107學年度資料，請參閱附件  G.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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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符合規範 1 教育目標的要求。 

 

佐證認證規範 G.1 之附件清單 

智動化碩專班 G.1-3 103-108 學年度評估教育目標評估方式及結果 

同【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班】認證規範 G.1 之附件清單 

智動化碩專班 G.1-1-1 碩專班畢業生就業職務及領域分析圖 

智動化碩專班 G.1-1-2 碩專班畢業生就業資料 

智動化碩專班 G.1-1-4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 108 學年度業界聘雇畢業校

友滿意度調查表 

智動化碩專班 G.1-1-5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 108 學年度畢業校友核心能

力養成成效問卷調查表  

智動化碩專班 G.1-1-6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 108 學年度業界聘雇畢業校

友與畢業校友核心能力養成成效之問卷分析 

智動化碩專班 G.1-1-7 電機工程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暨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產業諮詢委員會紀錄 

智動化碩專班 G.1-1-8 電機工程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諮詢委員

會議暨課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宣導教育目標 

本班是一跨領域教育研究單位，旨在針對國內某些產業如製造業、高階機光資電整合

設備業等所需人才，並非單一單位所能培養，然而跨領域教育與研究是廣泛且不易著手，因

此本班將焦點集中在以機光資電整合、智慧製造、先進智慧機器人系統、人工智慧系統應用

的跨領域的整合，培育出業界所需之人才。 

本班教育目標為培育學生具備系統資訊與系統控制專業基礎能力的電機人才，並配合

整併至系，本班的教育目標也調整與電機工程系的教育目標一致，分別詳述如下： 

1. 專業學能：教導學生電機工程理論分析與工程研究之課程，培養具有專業化的優質工程

科技人才。 

2. 實務技術：藉由理論推導與模擬、實驗及實作之結合，培養學生實務技術能力。 

3. 團隊合作：具有溝通表達、團隊合作的能力，培養健全人格特性。 

4. 終身學習：教育學生不斷自我成長，培養終生學習之意願與能力。 

5. 工程倫理：教導學生具備弘、毅、精、勤的工作態度，並培養學生工程倫理素養。 

6. 多元教育：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與學習環境，培養符合社會脈動與國際發展所需的人才。 

本班教育目標修訂的演變如表 G.1-1 所述。而修訂過程全班教職員在智慧自動化系統碩

士班籌備會議中皆參與教育目標的討論與確認，並清楚公開顯示在班網頁的簡介裡供所有人

查詢，而在每年針對新生所舉辦的新生說明會，都會特別強調與說明，讓學程所有相關人員

均瞭解學程教育目標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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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之修訂、檢討與執行成效之評估流程 

同【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班】認證規範  G..1 

 

表 G.1-1 103-109 學年度學校願景/宗旨、學院教育目標與研究所教育目標對照表 

同【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班】認證規範  表 G.1-1 

 

表 G.1-2 103-109 學年度制定/修訂教育目標流程暨歷程紀錄表 

同【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班】認證規範  表 G.1-2 

 

表 G.1-3 103-108 學年度評估教育目標評估方式及結果 

● 108 學年度 (103~107 學年度資料，請參閱附件  表 G.1-3) 

A：評估方式 

1. ■ 問卷調查，對象： 

■畢業 3 年以上校友     ■雇主     □其他對象，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調查時間：109 年 2 至 3 月) 

2. □個人訪談（電話或面對面），對象： 

□畢業 3 年以上校友     □雇主     □其他對象，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3.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畢業 3 年以上校友     □雇主     □其他對象，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評估方式，請說明：_課程產業諮詢暨工程認證諮詢委員會_，對象： 

□畢業 3 年以上校友     □雇主      

■其他對象，請說明：_業界代表__ 

   (會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9 日、109 年 6 月 6 日) 

B. 評估結果說明： 

附件 智動化碩專班 G.1-1-6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在職專班 108 學年度業界聘雇畢
業校友與畢業校友核心能力養成成效之問卷分析 

附件 智動化碩專班 G.1-1-7 電機工程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暨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產業諮詢委員會紀錄 

附件 智動化碩專班 G.1-1-8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諮詢委員會議暨
課程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表 G.1-4 103~108 學年度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班教育目標與課程設計關聯表 

同【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班】認證規範表   G.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