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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實務專題製作實施要點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正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為方便實務專題 (以下簡稱專題)製作之進行與確實達到專題製作之教學目的，特

訂定本系專題製作實施要點。 
 

第 二 條  為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教育理念，培養同學實務操作能力，本系同學必需完

成「專題」之課程並提出具體成果，始得畢業。 
 

第 三 條  學生修習專題製作期間為，大學部四技三年級下學期至四年級上學期，共計一學

年。 
 

第 四 條  專題製作指導老師可由本系之專任教師與外系相關教師或業師共同組成，每一專題

小組人數與每位老師指導人數之限制，依據當年實際狀況規範之。 
 

第 五 條  專題製作之流程與細節，於每學期第七週，就本要點規定之事項公佈其詳細日期、

流程及相關報告格式，請參見附件一。 
 

第 六 條  專題製作之審查原則如下： 

一、實務專題成績分為二學期（四技三年級下學期與四技四年級上學期），兩次成

績分開評定，並個別登錄於該學期之專題製作學期成績內。 

二、第一學期之成績由指導老師與「專題審查小組」共同評分，分數比率為指導老

師佔 50%，專題審查小組佔 50%，計算後的成績以 60 分為通過，無法通過之

小組於學期末，重新發表。 

三、第二學期之成績亦由指導老師與「專題審查小組」依據專題製作成果共同評

分，其分數比率為指導老師佔 40%，專題審查小組佔 60%。計算後的成績 70

分為通過，無法通過之小組於學期末，重新發表。同學必需於規定期限前，將

專題內容燒錄成光碟併同雙面列印完成之專題成果報告書一份繳交至系辦，未

完成者不予畢業。 

四、有關專題評分方式之細節，請參見附件二。 
 

第 七 條  所有報告須經繕打列印，相關格式請參見附件三。 

第 八 條  代表本系參加校內或校外競賽或展覽之專題，系上應予以書面獎勵。 

第 九 條  依當學期開學日期及活動因素，得彈性調整。 

第 十 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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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專題製作流程與說明 

一．目的 

專題製作之目的在促使學生整合應用所學的知識，親身體驗發展專案之過程，培養學

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二．範圍及題目 

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七週時，由各指導老師填寫「專題題目簡介」(附件四)，提出數個

專案題目，由系辦張貼公佈供學生參考選擇；亦可由學生自行提出題目，再由指導老師依

其難易程度與範圍之大小決定是否可行。專題題目宜多元化，同時必須與資訊系統開發或

資訊相關軟體應用有所關聯，並以使用電腦為其主要發展工具。 

 

三．分組、選取指導老師 

同學以專長或未來職業志向為基準分組，而專長或未來職業志向分為資訊系統開發

(程設)、數位內容(美編)與資訊行銷企劃(管理)，每組約4~6名成員，成員中至少要有一

位專長為資訊系統開發(程設)及一位專長為數位內容(美編)，學生可依據專題題目簡

介，選取有興趣的題目，自行找指導老師討論。 

指導老師依據專題製作範圍或規模，自行決定所需選取之專題製作成員人數，然後

依需要重新合併或整合幾個分組成員後，產生最終之專題製作小組，惟每位指導老師最

多指導兩組專題為原則，每組專題人數至少4人，至多不超過12人。若有特殊情況，由系

主任裁決。 

同學決定指導老師且指導老師完成最終專題分組後，請於期末考前填寫「專題申請

表」(附件五)，並請指導老師簽名認可，交至系辦公室公佈。 

若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最終專題分組或選取指導老師之程序，則由系上安排，不得

有異議。 

 

四、轉組 

每人只准轉組一次，轉組之時間限制為專題製作課程第一學期註冊、選課前(四技三

下)。雙方指導老師同意即可，但每組專題人數仍不得超過12人，低於4人。 

 

五．上課方式 

各組上課方式由指導老師自行決定。  

附件一  第一頁/共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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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實務專題』行事曆（範例） 

時  間 事    項 執 行 內 容 

 ***學年上學期（***/08/01~***/01/31） 以下時間暫定，以系辦公告為準 

第七週 
***/**/** (*) 

1.公告實務專題製作實施要點 
2.發送「專題題目簡介」表格 
3.學生分組 

1.指導老師出題 
2.學生開始分組 

第九週 
***/**/** (*) 

回收「專題題目簡介」 指導老師簽名繳回系辦 

第十週 
***/**/** (*) 

1.公告「專題題目簡介」 
2.學生分組找指導老師 

學生開始找指導老師 

第十一週 
***/**/** (*) 

學生分組找指導老師 學生開始找指導老師 

第十五週 
***/**/** (*) 

學生繳回「專題申請表」 
小組長繳回指導老師簽名之申 
請表，並抽籤分組別 

第十六週 
***/**/** (*) 

公告各組畢專編號、指導老師及題目 
各組小組長確認公告內容 
及回傳小組名單 

第十七週 
***/**/** (*) 

分配專題現有設備、機器設備與必要的軟體 
每組一支專櫃鑰匙、抽取式硬
碟、電腦設備 

 ***學年下學期（***/02/01~***/07/31） 以下時間暫定，以系辦公告為準 

第六週 
***/**/** (*) 

公告「實務專題」期初報告注意事項  

第七週 
***/**/** (*) 

學生交「實務專題」期初報告文件檔 文件雙面印 

第八週 
***/**/** (*) 

「實務專題」期初報告文件審查  

第十四週 
***/**/** (*) 

公告「實務專題」期中報告注意事項  

第十五週 
***/**/** (*) 

學生交「實務專題」期中報告文件及簡報檔 文件雙面印 

第十六週 
***/**/** (*) 

「實務專題」期中報告 
分組上臺報告(每組 10 分鐘，
教師三分鐘) 

第十八週 
***/**/** (*) 

「實務專題」第一學期審查總成績  

 ***學年上學期（***/08/01~***/01/31） 以下時間暫定，以系辦公告為準 

第二週 
***/**/** (*) 

公告「實務專題」競賽注意事項  

第三週 
***/**/** (*) 

上傳「實務專題」競賽報告資料  

第四週 
***/**/** (*) 

「實務專題」競賽評比 場地另行公告 

第十三週 
***/**/** (*) 

公告「實務專題」期末審查注意事項  

第十四週 
***/**/** (*) 

上傳「實務專題」期末審查資料  

第十五週 
***/**/** (*) 

「實務專題」期末審查報告 場地另行公告 

第十七週 
***/**/** (*) 

繳回「實務專題」結案報告 報告需修正評審給與之建議 

第十八週 
***/**/** (*) 

實務專題」第二學期審查總成績  

附件一  第二頁/共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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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專題製作之評分方式 

專題製作之審查原則分為二個學期獨立進行。 

 

 第一學期審查 

1、 期初報告: 大約在「實務專題」課程第一學期第八週(四技三年級下學期第八週)實

施。採書面文件內容審查方式進行。由指導老師組成「專題期初審查小組」，依據

學生各組之專題文件報告內容之可行性、系統分析與設計(需求分析、運作架構設計

與技術分析、程式功能流程設計分析)等進行審查，並將結果紀錄於「實務專題期初

報告評分表」(附件六)內；此分數佔第一學期審查總分之40%(其中專題期初審查小

組評分成績佔50%，指導老師依據專題完作之狀況與成員參與及學習態度給予成績

佔50%)。 

在期初報告一週前，各組需繳交文件檔至系辦，文件內容可參照附件三格式之第一

到五章。 

 

2、期中報告: 大約在「實務專題」課程第一學期第十六週(四技三年級下學期第十六週)

實施。採書面文件內容審查及口頭報告方式進行。由指導老師組成「專題期中審查

小組」，依據學生各組之專題文件報告內容之可行性、專題進度、口頭報告成員表

現與參與行為等進行審查，並將結果紀錄於「實務專題期中報告評分表」(附件六)

內；此分數佔第一學期審查總分之60%(其中專題期中審查小組評分成績佔50%，指

導老師依據專題完作之狀況與成員參與及學習態度給予成績佔50%)。 

在期中報告一週前，各組需繳交文件檔及口頭發表時所需使用的投影片至系辦，文

件內容可參照附件三。 

 

3、 期初報告及期中報告審查，若專題審查小組評分成績皆低於 60 分，則該組成員實

務專題第一學期總成績不得高於 60 分 。指導教師若為專題審查小組成員，則必須

迴避對自己指導之專題組別評分。     

 第二學期審查 

1、專題競賽:大約在「實務專題」課程第二學期第四週(四技四年級上學期第四週)實

施。採書面文件內容審查、實機展示及口頭報告等方式進行。由指導老師或校內外

學者專家聯合組成「專題競賽審查小組」，依據學生各組之專題文件報告內容、實

機展示成果、口頭報告成員表現與參與行為等進行審查，並將結果紀錄於「專題成

果發表評分表」(附件六)內；專題競賽成績低於70分者評定為不合格，該組專題須

再進行期末審查，高於70分者，該組專題以專題競賽審查小組評分成績佔60%；指

導老師成績佔40%，加總為第二學期專題總成績。競賽代表隊伍第二學期專題總成

績可再另加分10%。 

在專題競賽一週前，各組需繳交相關文件檔、投影片及影片至系辦。 

 

 

附件二  第一頁/共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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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審查: 專題競賽成績評定為不合格者，該組專題須再進行期末審查，大約在

「實務專題」課程第二學期第十五週(四技四年級下學期第十五週)。採書面文件內

容審查、實機展示及口頭報告等方式進行。由指導老師組成「專題期未審查小

組」，依據學生各組之專題文件報告內容、實機展示成果、口頭報告成員表現與參

與行為等進行審查，並將結果紀錄於「專題成果發表評分表」(附件六)內；以專題

期末審查小組評分成績佔60%，指導老師成績佔40%，加總為第二學期專題總成

績。 

在期末審查一週前，各組需繳交參與校外或全國資訊競賽證明資料、期末報告文件

檔，進行期末審查的組別，須再繳交口頭發表時所需使用的投影片及影片至系辦，

期末報告文件內容可參照附件三。 

 

3、專題組別若為本校技合處登記有案之產官學或建教合作案或參與校外全國資訊競賽

得獎，得由指導老師簽核，額外於第二學期總成績加5分。第二學期總成績加總後最

高以100分為限。 

4、第二學期期末時，若尚未報名參加任一資訊競賽(校外或全國)、專題期未審查小組

評分成績低於 60 分，則該組成員實務專題第二學期總成績不得全部高於 60 分

(含) 。指導教師若為專題審查小組成員，則必須迴避對自己指導之專題組別評分。 

5、「專題成果發表」結束後，依據指導老師與評審小組的意見修訂後，繳交一份完整

專題報告至系辦保存，供日後查閱。 

 

 成績輸入 

1、實務專題指導老師須於期末教務處TIP成績輸入期限截止前，將實務專題成績以書

面方式簽名繳交給系祕書。 

2、實務專題學期成績由系祕書依前述比例計算核定後，統一由系辦輸入TIP教務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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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專題文件製作格式 

一、文件內容 

誌謝 

摘要 

    目錄 

        第一章  前言(或研究動機) 

        第二章    工作方法 

                  2-1系統發展方法 

                  2-1資料搜集方法 

                  2-3發展工具 

        第三章    系統簡介 

                  3-1系統目的或目標  

                  3-2系統限制 

                  3-3系統範圍 

                  3-4系統環境  

        第四章    需求規格書 

                  4-1處理需求 

                  4-2程序需求 

                  4-3資料需求 

                  4-4地點需求 

                  4-5安全控制需求 

        第五章    設計規格書 

                  5-1資料庫設計 

                     5-1-1檔案一覽表 

                     5-1-2檔案結構 

                  5-2輸出暨輸入設計 

                     5-2-1輸出一覽表 

                     5-2-2輸出格式 

                     5-2-3輸入一覽表 

                     5-2-4輸入格式 

                  5-3安全控制設計 

                  5-4處理設計 

                  5-6配置設計 

                  5-7程式說明 

        第六章  研究討論  

                  6-1 系統評估 

                  6-2 未來展望 

        第七章    結論 

                  曾經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案、心得 

        附錄一    參考書目 

        附錄二    XX系統安裝說明及系統環境 

        附錄三    XX 系統操作程序 

 

附件三  第一頁/共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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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件製作格式說明 
   專題文件之用途 

   1.研究成果的發表重結果 

   2.研究經驗的傳承重過程 

一、文件內容要求 

誌謝 

摘要 

    目錄 

        摘要 

        第一章  前言(或研究動機) 

                 描述此類資訊系統的發展狀況及市場評估﹐或 

                 某個機構面臨經營方面的實際問題或 

                 資訊系技新的應用 

        第二章    工作方法 

                  2-1系統發展方法 

                     描述整個資訊系統發展過程或某個階段用何種方法 

                     來發展﹐如﹕SDLC﹑PROTOTYPING﹑RAPID APPLI- 

                     CATION DEVELOPMENT﹑JOINT APPLICATION DEVELOP- 

                     MENT﹑ROMC 

                  2-1資料搜集方法 

                     面談﹑調查﹑觀察﹑觀摩﹑現在系統的文件 

                  2-3發展工具 

                     描述規劃﹑分析﹑設計﹑撰寫程式使用到的各種工具﹐ 

                     如﹕DFD﹑DD﹑MINI-SPECS。 

        第三章    系統簡介 

                  3-1系統目的或目標  

                  3-2系統限制 

                  3-3系統範圍 

                     描述系統包含之資料處理或資訊處理工作項目有那些 

                     資或資料類別有那些 

                  3-4系統環境  

                     描述系統硬﹑軟體的配置圖及說明             

        第四章    需求規格書 

                  4-1處理需求 

                     資料流圖 

                  4-2程序需求 

                     迷你規格書﹑程序流程圖﹑處理相依圖 

                  4-3資料需求 

                     資料字典﹑實體關係圖 

                  4-4地點需求 

                     位置連接圖 

                  4-5安全控制需求 

                 採用物件導向分析方法﹐可使用物件結構分析﹑物件行 

                  為分析之各種工具。 

 

 

附件三  第二頁/共四頁 



 
8 

第五章    設計規格書 

                  5-1資料庫設計 

                     5-1-1檔案一覽表 

                     5-1-2檔案結構 

                  5-2輸出暨輸入設計 

                     5-2-1輸出一覽表 

                     5-2-2輸出格式 

                     5-2-3輸入一覽表 

                     5-2-4輸入格式 

                  5-3安全控制設計 

                      透過硬體﹑作業系統﹑DBMS或應用系統做何種安全 

                      管控。  

                  5-4處理設計 

                      STRUCTURED CHART 或 HIPO 

                  5-6配置設計 

                     分散式處理及資料庫配置 

                  5-7程式說明 

                      程式一覽表 

導向設計方法﹐可使用物件結構設計﹑物 

件行為設計之各種工具 

        第六章  研究討論  

                  6-1 系統評估 

                  6-2 未來展望 

        第七章    結論 

                  曾經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案﹑心得 

        附錄一    參考書目 

        附錄二    XX系統安裝說明及系統環境 

        附錄三    XX 系統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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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內容格式 

1. 誌謝格式：以一頁為限，此頁格式不限。 

2. 摘要格式："摘要"二字楷書，22點字，位於該頁第二列中央。 

3. 摘要內容：楷書，14 點字，固定行高 20。 

4. 目錄格式："目錄"二字楷書，位於該頁第一列中央，其下留一列空白，再印其餘之目錄

內容。每一章及每一節都需標明開始的頁數，且頁數的數字一律向右對齊。 

5. 章  格式："第 xx 章  xxxx""楷書，18點字，位於該頁第三列中央，其下留 2列空白

續印下文。 

 

6. 節  格式："2-1 xxxxxxxx"(節的編號與名稱)，16點字，位於該頁第一列左緣，起始點

位置為第一位，其下留一列空白再印下文。 

如需再細分可用"2-1-1 xxxxx"。 

 

7. 頁  格式：版面格式為 A4 size 各於框邊留空以利裝訂、裁邊，留空之 

大小如下: 

上 2.0cm，下 2.0cm，左 2.5cm，右 2.5cm 

文件格線：預設字型為標楷體，大小為 13，每行字數 35字，每頁行數 32

行。 

每頁需有頁首，標楷體，大小為 12，加底線 

靠左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靠右為 "(xx) 專題文件" xx填畢業學年度  

每頁需有頁尾，標楷體，大小為 12，加上線 

靠左為 專題名稱 

靠右為 頁碼 

 

8. 頁  碼： 1．正文由第一章之第一頁開始至附錄之最後一頁止。頁碼為阿拉伯數字。 

         2．目錄的頁碼為 I,II,III...羅馬數字。 

 

9. 圖    表：以章為主 如表 1-1 代表第一章之第一個表， 

                         如表 2-4 代表第二章之第四個表， 

                         如表 3-5 代表第三章之第五個表，以下依此類。 

                圖表說明請置於該圖表之下方。 

 

注意事項：1.字體(包含標點符號）皆以全形輸入，英文及數字則以半形輸入。 

          2.為統一文件風格，請務必依照此格式，並以Ａ４紙張印製。 

          3.繳交之文件不需裝訂，並請印雙面。 

          4.文件內容可與指導老師商量作彈性的調整。 

          5.如有任何問題可至系辦參考範例。 

 

三、專題文件繳交注意事項: 

     1.文件初稿以 A4, 雙面為主。 

2.每組文件以資料袋裝好並在上面註明班級、組員、題目，同光碟經指導老師於資料

袋上簽名後片一齊交至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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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年『實務專題』題目簡介 

 指導老師：                 

題 目 一  

簡 介 

 
 
 
 
 
 

背景要求 

 

 

 

 

題 目 二  

簡 介 

 
 
 
 
 
 

背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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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年『實務專題』申請表 

    第 ** 組 

項 目 班級 學   號 姓     名 連絡電話/手機 負責職務 

組 長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組 員 
 

    

實務專題題目：                                                           

指導老師簽名：                        

說  明： 

    一、請將資料輸入並請指導老師簽完名後，於***年**月**日前繳回 系辦公室。 

    二、俟各組組別確定後，請組長將此表上傳至 nas(\\192.192.140.09) 

        ***年實務專題資料夾，檔名：第**組(例如：第一組) 

        (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 New Roman) 

    三、負責職務請依專題工作填寫，分為資訊系統開發(程設)、數位內容(美編)與資訊行銷   

        企劃(管理)。        

謝謝您的配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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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年實務專題期初報告評分表 

專題組別：                      專題名稱： 

綱目 項 目 內 容  比例 評 分 標 準 

期
初
報
告 

背景動機、 

文獻資料 

蒐集與整理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問題描述、 

技術方法工具

蒐集與整理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需求分析、 
系統運作架構

設計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系統功能設計與

分析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專題分工與專案

發展時程管理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專題期初報告總分  

 

評審老師：            評分日期： 年  月  日 

專題名稱：  

修正建議  

附件六  第一頁/共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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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年實務專題期中報告評分表 

專題組別：                         專題名稱： 

綱目 項 目 內 容  比例 評 分 標 準 

期
中
報
告 

期中簡報 

資料內容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相關背景、 

文獻資料的 

蒐集與整理 

2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20…………..15…………..10…...…….…5………….…0 

口頭報告流暢程度
與時間掌握(含服
裝儀容)(學生口頭
報告 10分鐘、審
查小組詢答 3分

鐘) 

20％ 

優                       佳                            劣 

 

20…………..15…………..10…...…….…5………….…0 

學生對專題內
容的瞭解程度
(含敬業態度、
團隊精神)  

20％ 

優                       佳                            劣 

 

20…………..15…………..10…...…….…5………….…0 

專題工作進展

情形與成果 
20％ 

優                       佳                            劣 

 

20…………..15…………..10…...…….…5………….…0 

專題期中報告總分  

 

評審老師：             評分日期：  年   月   日 

專題名稱：  

修正建議  

附件六  第二頁/共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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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年實務專題成果發表評分表 

 專題組別：                                            評分老師：                     

綱目 項 目 內 容  比例 評 分 標 準 

系

統 

功能 

完整性 20％ 

完整       部份缺漏    尚待修補增加     部份完整    缺漏不全 

 

20…………..15…………..10…...………5……………0 

正確性 20％ 

正確       部份錯誤     常待修補錯誤    部份正確    錯誤百出 

 

20…………..15…………..10…...………5……………0 

技術性 15％ 

高                    中                          低 

 

15………………………….8…………………………..0 

介面親和性與美觀 15％ 

優                    佳                          劣 

 

15………………………….8…………………………..0 

系統部份小計  

文

件 

內容 10％ 

充實                   部份完整                空洞 

 

10………………………….5…………………………..0 

結構 10％ 

完整                 部份完整                鬆散 

 

10………………………….5…………………………..0 

文件部份小計 
 

 

解
說
展
示 

表達能力 5％ 

優                    佳                          劣 

 

5………………………….……………………………..0 

儀態及其它 5％ 

優                    佳                          劣 

 

5………………………….……………………………..0 

解說展示部份小計  

專題總計：  

修正項目  

教評老師分別針對內容、創意、畫面設計、操作功能及系統效能評分【簡報表達 目標達成度 人機介面】 

附件六  第三頁/共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