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98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 30 分 

二、地點：綜合大樓 3 樓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立 

四、出席人員：如簽名頁(頁 78~79)            記錄：呂立德 

五、主席致詞 

1.請各系統一以紙本來修改課程地圖，避免文字、流程圖紊亂，因運休系並無分組，故以顏色來

區分，並請各系確認流程圖的部分，證照學習地圖配合各系的課程以取得證照，目前各系都已

完成。 

2.97 學年度第 1 及第 2 學期通識博雅四大領域的課程，請吳主任確認數位教材的部分，往後還

會加入一堂通識博雅課程。 

3.課程標準以資料庫系統方式做呈現，並在公布之前會請各系再對照一次，目前系統正在進行修

改，並加入各系的教學目標及核心能力指標，98 學年度前會將系統作完整的呈現。 

4.以下幾點請各教學單位配合辦理：(1)師生晤談的時間表，各系的紀錄，請各系提供給教務長。

(2)上網率有進步的部分請各系統計更新數據後，將電子檔提供教務長。(3)開發數位教材、網

路教學的部分，提供 97、98 年出版的紙本當作佐證資料，以卓越計畫辦公室統籌收件，網路

的部分，則請各系提供網址。 

5.與研發長參加技職再造會議，教育部針對各校校外實習的部分，特別規範校外實習補助經費有

門檻，亦即校外實施的班級要達到全校的百分之幾，將舉辦說明會說明，目前各系儘量先以前

40%的學生出去，切勿全部出去校外實習。 

 

六、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 

1.感謝各位系主任、中心主住、各召集人這一學期對進修部暨附設院校教務工作的支持與協助。 

2.招生概況： 

(1)附設進修學院推甄部份已經完成審查，各系招收名額及報名情形如下：招生名額 180 人，登

錄人數 193 人。 

(2)附設專科進修學校推甄部份也將公告成績，各科招收名額及報名情形如下：招生名額 534 人，

報名人數 287 人，不足 247 人留用至考試入學。 

(3)在職專班報名作業在 6 月 6、7 日告一段落，報名人數二技 99 人、四技 36 人，接下來有一週

補件時間，如果還有要報名的，請直接以電話向承辦單位洽詢。 

(4)二技進修部及四技二專部份報名學生人數正逐年下降，登記分發今年都在本校實施，屆時承

辦單位將通知請各位系主住到場瞭解招生情形。 



3.暑修將於 6 月 29 日（星期一）開始上課，由於清明節時彈性放假，學期結束時間與暑修上課稍

有重疊，暑修開課第一週內可以彈性讓在校生繳費暑修。 

4.期末成績繳交時間到 7 月 3 日截止，請提醒任課老師按時輸入成績並將紙本簽名擲回教務組。 

△圖書館 

1.97 學年度圖書經費共 1000 萬執行如下表： 

 

97 學年度購置圖書明細 

97 上學期 97 下學期  97 學年合計  

名稱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紙本期刊 235 529,770 237 2,207,099 472 2,736,869 

電子期刊 9 1,811,542 0 0 9 1,811,542 

西文圖書 242 421,107 239 528,878 481 949,985 

中文圖書 378 237,581 425 264,023 803 501,604 

資料庫 7 1,445,350 3 2,199,642 10 3,644,992 

其他 65 54,650 116 300,358 181 355,008 

合計 936 4,500,000 1020 5,500,000 1,903 10,000,000 

2.因 98 學年度圖書經費刪減，各系所分配的經費也隨之減少。因此金額較高的西文期刊可能會有

刪訂的情形，本館於今年度進行期刊續訂作業時，將本館西文紙本期刊與電子資源中重複的館藏

提供給各系所參考，並請各系所回覆是否要保留訂購紙本期刊或購買電子資源，以作為下學期本

館訂購的依據。另外，評鑑時每個系所需有 20 種以上的西文期刊，因此也請各系所能告知有那

些相關的系所，本館會將其他相關系所的資料一併提供給各位參考。 

3.圖書館將於校慶期間舉辦一個「單車樂活展」，請各位老師們能共襄盛舉，將家中珍藏的單車或

與單車有關的物品與書籍，出借給圖書館參展。「單車樂活展」主要的活動如下： 

(1)單車旅遊主題書展暨相關網站蒐集。 

(2)單車暨週邊產品主題展。 

(3)教職員生單車暨私房路線招募。 

(4)單車電影欣賞。 

(5)單車專題演講。 

(6)單車相關問題抽獎活動。 

(7)請廠商提供單車及配備等優惠價服務，供師生選購。 

○師資培育中心(無) 

☉通識教育中心 

1.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情形如下：工學院於星期二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9 門（人 

文學 15 門、社會科學 16 門、自然科學 9 門、生命科學 9 門）；管理學院與人文社會學院於星

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6 門（人文學 8 門、社會科學 17 門、自然科學 14 門、生命科學 7 門）。 

2.98 年 6 月中旬之通識博雅課程選課均為舊生，每生限選一門。通識博雅課程每一門科目的選修

人數上限為 55 人，初選時(依教務處公告之電腦網路選課通知)選修人數上限設定為 40 人，俟新



生選課時(9 月初)，人數上限調整為 50 人，開學後加退選時人數上限調整為 55 人。初選時限制

每生只得選一門，加退選期間(9 月 7 日~9 月 18 日)允許新舊生得加選第二門通識博雅課程。 

3.為配合執行系本位課程，通識博雅課程開設科目擬重新調整。請工學院各系(含學程)參酌本中心

規劃之「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開設科目」，填寫各系需求之通識博雅課程人文學領

域 2 門、社會科學領域 2 門、自然科學領域 1 門及生命科學領域 1 門；管理學院與人文社會學院

各系(含學程)參酌中心規劃之「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博雅課程開設科目」，填寫各系需求之通

識博雅課程人文學領域 1 門、社會科學領域 2 門、自然科學領域 2 門及生命科學領域 1 門。請於

6 月 12 日前 e-mail 至本中心，俾彙整後重新規劃本校通識博雅課程，再提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

討論。 

☆藝術中心 

1.97 學年下學期辦理活動計有：(活動場次如下) 

(1)視覺藝術展覽，共 2 場。配合展覽專題講座，共 4 場。 

(2)表演藝術 

◎主題性講座，共 6 場。 

◎音樂性活動，共 5 場。(含每週三午後帶狀性街頭音樂會、兩場大型音樂會) 

◎戲劇性活動，共 2 場舞台劇。 

2.駐校藝術家 3 位 

(1)石雕：侯連秦 

(2)音樂：高韻堯 

(3)金工：蘇小夢 

3.駐校音樂家音樂演奏會 

時間：6 月 8 日(一)20:30-09:50 

地點：人文大樓 9F 正修廳 

4.暑假 morning show 

主題：今日畫會 vs 正修科技大學 

時間：2009.07.06-08.21  9:00-12:00 

�視覺藝術展覽‧藝術專題講座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邀) 

~袁金塔個展~ 

台灣印記－袁金塔作品展 

03.06-04.26 

講座：向大師挑戰－袁金塔創作的弒父情節分析 

主講：曹筱玥／台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主任 

03.11(三) 

09:30-11:30 

講座：如何發現創意的藝術 

主講：袁金塔 

03.18(三) 

09:30-11:30 

(邀) 

我的台灣 My Homeland 看見心靈的故鄉 

－2009 林磐聳藝術與設計展－ 

05.08-06.26 



講座：林磐聳/近鄉‧問情 

主講：林磐聳 

05.13(三) 

09:30-11:30 

講座：知行合一的林磐聳 

主講：李新富/台中商業技術學院商業設計系專任教授 

06.11(四) 

13:30-15:00 

�表演藝術－講座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講座：入夜山嵐 

主講：郭耿甫／優人神鼓行政經理 

03.24(二) 

15:30-17:00 

講座：身體藝術賞析 

主講：廖詠葳/雲門二劇團經理 

03.26(四) 

13:30-14:40 

講座：暢談綠光經典-人間條件 

主講：綠光劇團團長/羅北安 

05.05(二) 

13:30-15:00 

講座：勿忘影中人-看戲也可以這麼快樂! 

主講：王榮裕/金枝演社藝術總監 

05.07(四) 

13:30-15:00 

講座：踢踏效應 

主講：郝嘉隆/舞工廠舞團團長 

05.19(二) 

14:00-15:00 

聽大提琴在說話 

主講：方菁 

06.09(二) 

15:30~17:00 

�表演藝術－音樂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街頭音樂會 

03/11~06/10 

03.11~06.10 

(每週三) 

15:30-17:00 

2009 音樂演奏競賽 
05.20(三)-21(四) 

13:30-16:30 

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美猴王鬧場 
05.26(二) 

19:30-21:00 

駐校音樂家演奏會─古典與現代的對話 
06.08(一) 

20:30-21:50 

校園街頭音樂週 

06.08(一)～ 

06.11(四) 

17:00~18:30 

�表演藝術－戲劇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守歲 

主演：台灣戲劇表演家 

05.14(四) 

15:30-17:10 

可愛冤仇人 

主演：金枝演社 

06.04 (四) 

13:30-15:00 



七、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97 學年度各所系“卓越計畫 E-4 配合產業需求開設專業課程課程”校外專家本位課程審查會議，

尚有少數單位尚未處理完成，請儘速完成。 

2.98 學年度各所系“卓越計畫 E-5 擴大辦理實務性跨領域特色學程”協同教學(E-5)，97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17 個科目，第 2 學期的科目亦有 26 個科目在進行中，謝謝各系的配合，始能圓滿達成

目標。 

3.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電腦選課目前正進行中(6 月 8 日至 19 日)，感謝各單位主管的幫忙。 

4.請各位系主任轉知老師務必依課表排定時間及教室上課，如因特殊原因需請假請填寫假單與調課

單，未依規定請假本組將依人事室規定通知補課。 

5.課程規劃表請各系助教隨時上網更新最新版本。 

6.請各系提醒畢業班學生，除非重修，否則儘量避免至低年級隨班修，以免影響畢業生的權益(畢

業證書的領取、畢業成績的計算)。 

7.為配合本學期之彈性放假，故本學期之期末考延至 6 月 30 日，但因考慮到高屏區進修部聯合分

發為 8 月 8 日及 9 日，故暑假開課亦保持 6 月 29 日開始至 8 月 7 日止計六週，如有考試與暑修

課衝堂事發生時，請任課老師彈性處理。 

8.暑修正式開班之科目將於 6 月 11 日在網路及教務處公佈，因五專學制已漸漸步入末代，為顧及

學生的權益，請各系能幫忙召集被當掉的學生，針對某些科目，主動召集學生於暑修期間開班(10

人即可開班，如有應屆畢業生在班內，則 7 人即可開班)，名單本組可幫忙提供，請幫忙協助宣

達。 

9.各系各學制 98 學年度新生課程規劃表麻煩各位主任請儘快繳交至本組，其中所規定畢業學分

數、必選修學分及跨系學分規定系畢業審查標準請正確計算學分數，畢業資格亦照此規定審查。 

10.請任課教師點名時需列印出最新的學生上課名單，期末登錄學期成績時，如發現學生有上課但

電腦系統無該生的資料，則代表該生對該科的選修程序未完成，才無法輸入資料，請任課老師

聯絡本組，以查明原因。 

11.教育部為建置“台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料庫”，請各系導師幫忙協助學生上網填答問卷，

填答率要求以系為單位須達 80%以上。請導師至網址 http://www.cher.ntnu.edu.tw/hedu/下載，帳

號:1037，密碼:7727120，可查詢該班的填答人數。 

◎招生組 

1.98 學年度第 1 學期轉學考簡章預定於 6 月 19 日販售。本校為主辦學校，今年有 10 校加入聯合

招生。 

2.99 年度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春季班之申請，已通知各所，敬請踴躍提出申請。 

3.本校財金研究所已獲審定通過。 

4.98 學年度招生宣導正進行中，感謝各位主任及老師們支持，為能有效宣導，敬請多多使用貴系

所製作之影片檔。 

5.因高中職學校有時急需本校專業老師指導面試或書面審查等協助，造成各系困擾甚感抱歉。 

6.100 學年度預計結束日二技學制。 

7.日間部二技 74 名將調整至研究所與日四技。 

8.99 學年度新設創意流行設計學位學程。 



◎教學發展中心 

1.本中心執行 97 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分項計畫：含 A-3「落實創意教學」、

A-4「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A-6「改善教學評量制度」及 C-4「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均已辦

理完畢，參與的教師較之去年，成長顯著，感謝各系教師的踴躍參與。 

2.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已實施完竣，本學期開始使用新版問卷，除依課程屬

性之不同分為「一般課程問卷」及「實習實驗課程問卷」兩種版本，並增加學生自評及開放式教

學建議選項，實施過程順暢，本中心將提供獎品於活動結束以電腦亂數抽出上網填答的學生，期

能激發學生填答意願，並提高填答率。調查結果刻正統計分析中，期間感謝各系教師的協助與配

合。 

3.各系 97 學年度（98 級）專題製作成果展均已執行完畢，為因應明年教育部的評鑑，煩請各系務

必編印「專題製作課程成果報告書」，並備份乙份電子檔及紙本繳（傳）至本中心，藉以彰顯各

系的成果。 

4.為利於各系對外招生宣導及外賓參訪之用，本中心將編印本校最新大本及抽印本中、英文簡介，

請尚未繳交貴單位之中、英文簡介及相片者，能儘速繳交，以配合新學年度能順利出版。 

5.〈正修校刊〉237 期暨 98 級〈畢業特刊〉將於 6 月 13 日出刊，期間感謝各單位不吝惠賜稿件。 

八、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子系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台德班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案，如附件 1(頁 14)，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98 年 4 月 14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8 年 4 月 20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所 98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課程課程標準、日間部四技、二技，進修部四技，進修學院

二技、二專，在職專班二技新生課程課程標準，如附件 2(頁 15)，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已經 98 年 4 月 13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補上通識博雅課程代碼，並核對確認無誤後，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管系修正 95、96、97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3(頁 31)，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案已經 98 年 4 月 13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修訂部份務請公告週知。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 98 學年度進修院校附設二專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及修訂 97 學年度進修院校附設二專

課程標準如附件 4(頁 38)，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 98 年 5 月 12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企業管理系 98 學年度經營管理研究所、日間部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及台德菁英計畫

(連鎖店管理員)入學新生課程規劃及修正案，如附件 5(頁 40)，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業經 98 年 5 月 27 日企業管理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98 年 6 月 1 日管理學院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企業管理系 98 學年度經營管理研究所(一般生/在職專班)入學新生課程異動如下表： 

 

經營管理研究所(一般生)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一上必修課程「企業研究方

法」3 學分 

一下必修課程「企業研究

方法」3 學分 
 

一下選修課程「多變量分

析」3 學分 

一上選修課程「多變量分

析」3 學分 

選修課程「多變量分析」為高階統計

方法論調整至一下 

一上選修課程「管理英文」

2 學分 

一上必修課程「管理英

文」2 學分 
原必修學分更改為選修學分 

一下增加選修課程「國際行

銷」3 學分 
無 新增選修課程 

二上選修課程「投資學」3

學分 

二上選修課程「投資理財

實務」3 學分 

原選修課程「投資理財實務」更改課

程名稱為「投資學」 

二上選修課程「國際企業經

營專題」3 學分 

二上選修課程「跨國企業

經營專題」3 學分 

原選修課程「跨國企業經營專題」更

改課程名稱為「國際企業經營專題」 

二下選修課程「國際財務管

理」3 學分 

二下選修課程「期貨選擇

權」3 學分 

原選修課程「期貨選擇權」刪除，新

增選修課程「國際財務管理」 

 

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一上選修課程「管理英文」

2 學分 

一上必修課程「管理英

文」2 學分 
原必修學分更改為選修學分 

一下增加選修課程「國際行

銷」3 學分 
無 新增選修課程 

二上選修課程「國際企業經

營專題」3 學分 

二上選修課程「跨國企業

經營專題」3 學分 

原選修課程「跨國企業經營專題」更

改課程名稱為「國際企業經營專題」 

二下選修課程「國際財務管

理」3 學分 

二下選修課程「期貨選擇

權」3 學分 

原選修課程「期貨選擇權」刪除，新

增選修課程「國際財務管理」 

決議：98 學年度日間部流通服務業產業攜手計畫專班將通識博雅排於四下，恐影響學生畢業時程，須

作調整，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訊管理系 98 學年度進修院校二技新生課程修正案，如附件 6(頁 44)，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案業經 98 年 5 月 21 日資訊管理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98 年 6 月 1 日管理學院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2.資訊管理系 98 學年度進修院校二技入學新生課程異動如下表： 

資訊管理系 98 學年度進修院校二技新生課程規劃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三下校定必修「通識課程」

2 學分 

三下上專業必修「管理實

務」2 學分 

原專業必修課程「管理實務」刪除，

新增校定必修「通識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提案七：：：：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國際企業系 97 學年度新訂「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如附件 7(頁 45)，提請  討論。 

說明：1.該課程預計於 98 學年第 2 學期第十五週起開放給大二同學提出申請，並於暑假開始進行實習。 

2.第一屆實施對象為 97 學年入學學生，學生進行實習期間將由授課老師進行管考。 

3.本案業經 98 年 5 月 27 日國際企業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提案八：：：：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由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規劃及修正案，如附件 8(頁 54)，提請  討論。 

說明：1.國際企業系日間部四技國際貿易組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二下新增專業選修課程「管理學」，

以符合校內訪視、校外學者專家對國際貿易系轉型為國際企業系的課程建議。 

2.國際企業系日間部四技經營組 95 學年度入學新生四上專業選修課程「商務秘書英文」修訂課

程名稱為「貿易秘書實務」，讓學生可雙向選擇貿易組課程「貿易秘書英文」或經營組「貿

易秘書實務」，因應職場專業(技能)需求，提高職場競爭力。 

3.本案經 98 年 5 月 27 日國際企業系課程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98 年 6 月 1 日管理學院課程委

員會討論通過。 

4.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異動如下表： 

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日間部二技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三上專業必修「經貿英文字

彙與文法」2 學分 

三上專業必修「英文經貿

字彙與文法」2 學分 
修訂課程名稱 

刪除 
三下專業必修「經貿英文

書信」2 學分 
刪除專業必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多益測驗輔

導(TOEIC)」1 學分 

四上專業選修「多益測驗

輔導(TOEIC)」1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三下專業必修「企業海外投

資與佈局」2 學分 

三下專業必修「國際經貿

與金融組織」2 學分 
修訂必選修課程與課程名稱 



四上專業必修「亞太經貿市

場」2 學分 

三下專業必修「亞太經貿

市場」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上專業選修「國際採購實

務」3 學分 

三下專業選修「國際採購

實務」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三下專業選修「全球產業趨

勢分析」2 學分 

四上專業選修「全球產業

趨勢分析」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上專業選修「電子商務應

用」2 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電子商務

應用」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下專業必修「網路行銷」

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必修課程 

 

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國際貿易組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二上專業選修「商務英文字

彙與文法」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二下專業必修「商務英語會

話」2 學分 

二上專業必修「商用英語會話」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四上專業必修「商務英文書

信」2 學分 

二下專業必修「商用英文書信」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二上專業選修「經貿英文閱

讀」2 學分 

三上專業選修「進階經貿英文

閱讀」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三上專業選修「商展英文會

話」2 學分 

三下專業選修「商展英文實務」

2 學分 
修訂課程名稱 

三下專業必修「多益測驗輔

導」1 學分 

四上專業必修「多益測驗輔導」

1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下專業選修「進階商務英

文證照輔導」1 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進階多益測驗」

1 學分 
修訂課程名稱 

四下專業選修「商務英文簡

報」1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必修「企業海外投

資與佈局」2 學分 

二下專業必修「企業海外投資

與佈局」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二下專業必修「管理學」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刪除 
三上專業選修「全球產業分析」

2 學分 
刪除專業選修課程 

三上專業必修「國際貿易法

規」2 學分 

三下專業必修「國際貿易法規」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上專業必修「亞太經貿市

場」2 學分 

三下專業必修「亞太經貿市場」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刪除 
三下專業選修「日本經貿市場」

2 學分 
刪除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國際運籌管

理」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刪除 
四上專業必修「國際經貿與金

融組織」2 學分 
刪除專業必修課程 

四上專業選修「電子商務」

2 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電子商務」2 學

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下專業必修「網路行銷」

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國際行銷組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二上專業選修「商務英文字
彙」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二下專業必修「商務英文會
話」2 學分 

二上專業選修「商務英語會話」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專業選修課程更正為專業必修 

四上專業必修「商務英文書
信」2 學分 

二下專業必修「商用英文書信」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二上專業選修「經貿英文閱
讀」2 學分 

三上專業選修「進階經貿英文
閱讀」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三上專業選修「商展英文會
話」2 學分 

三下專業選修「商展英文實務」
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三下專業必修「多益測驗輔
導」1 學分 

四上專業必修「多益測驗輔導」
1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下專業選修「進階商務證
照輔導」1 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進階多益測驗」
1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與課程名稱 

四下專業選修「商務英文簡
報」1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刪除 
三上專業選修「企業海外見習
實務」2 學分 

刪除專業選修課程 

刪除 
三下專業選修「日本經貿市場」
2 學分 

刪除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網路行銷」
2 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四上專業選修「電子商務」
2 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電子商務」2 學
分 

修訂開課學期 

 

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刪除 
三上專業必修「國際策略
聯盟」2 學分 

刪除專業必修課程 

三上專業選修「全球產業趨
勢分析」2 學分 

三下專業選修「全球產業
趨勢分析」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四下專業選修「國際採購實
務」2 學分 

三下專業選修「國際採購
實務」2 學分 

修訂開課學期 

刪除 
四下專業必修「國際金貿
與金融組織」2 學分 

刪除專業必修課程 



四下專業必修「網路行銷」
2 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網路行
銷」2 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更正為專業必修 

刪除 
四下專業選修「全球經貿
市場分析」2 學分 

刪除專業選修課程 

決議：補上通識博雅和體育課程代碼，並核對確認無誤後，照案通過。 

 

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提案九：：：：由管理學院提由管理學院提由管理學院提由管理學院提出出出出 

案由：本院財務金融系 98 學年度新生課程規劃案，如附件 9(頁 60)，提請  討論。 

說明：1.考量學生將來面對就業需求，參考他校同類組系所之課程表並落實模組上之執行，擬減少專

業必修學科學分數，增加專業課程選修學分數。 

2.本案經 97 年 5 月 20 日財務金融系課程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98 年 6 月 1 日管理學院課程委

員會討論通過。 

3.財務金融系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異動如下表： 

財務金融系 98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新生課程規劃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三上專業必修「保險學」3 學
分/3 小時 

三上專業必修「保險理論」2
學分/2 小時 

更改專業必俢課程名稱 

三下專業必修「實務專題
(一)」1 學分/2 小時 

三下專業必修「實務專題(一)」
2 學分/2 小時 

更改學分數 

三下專業選修「保險實務」3
學分/3 小時 

三下專業必修「保險實務」2
學分/2 小時 

更改學分屬性 

四上專業必修「實務專題
(二)」1 學分/2 小時 

四上專業必修「實務專題(二)」
2 學分/2 小時 

更改學分數 

三上專業選修「信託理論與實
務」3 學分/3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理財規劃與實
務」3 學分/3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公司治理」2
學分/2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金融法規」2
學分/2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金融道德與專
業倫」2 學分/2 小時 

四上專業選修「金融道德與專
業倫」2 學分/2 小時 

四上移至三下 

四上專業選修「稅務法規」2
學分/2 小時 

三下專業選修「稅務法規」2
學分/2 小時 

三下移至四上 

四上專業選修「金融實務實
習」2 學分/共 120 小時 

 新增 

四下專業選修「金融風險管
理」3 學分/3 小時 

 新增 

 

財務金融系 98 學年度進修部四技新生課程規劃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 說 明 

三上專業必修「保險學」3 學

分/3 小時 

三上專業必修「保險理論」2

學分/2 小時 
更改專業必俢課程名稱 

三下專業選修「保險實務」3

學分/3 小時 

三下專業必修「保險實務」2

學分/2 小時 
更改學分屬性 

三上專業選修「信託理論與實

務」3 學分/3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理財規劃與實

務」3 學分/3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公司治理」2

學分/2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金融法規」2

學分/2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專業選修「金融道德與專

業倫」2 學分/2 小時 

四上專業選修「金融道德與專

業倫」2 學分/2 小時 
四上移至三下 

四上專業選修「稅務法規」2

學分/2 小時 

三下專業選修「稅務法規」2

學分/2 小時 
三下移至四上 

四下專業選修「金融風險管

理」3 學分/3 小時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決議：補上通識博雅和體育課程代碼，並核對確認無誤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修訂本院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8 學年度研究所、進修部二專入學新生課程表，如附件 10(頁 64)，

提請  討論。 

決議：補上專業及通識博雅課程代碼，並核對確認無誤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提案十一提案十一提案十一：：：：由由由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人文社會學院提出人文社會學院提出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幼兒保育系 98 學年度四技新生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1(頁 67)，提請  討論。 

決議：補上通識博雅課程代碼，並核對確認無誤後，照案通過。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二二二二：：：：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休閒遊憩與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分學程，如附件 12(頁 75)，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三三三三：：：：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提案：為修訂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如附件 13(頁 76)，

提請  討論。 

說明：1.為符應本校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所及應用外語系之師培生修課需求。 

2.擬新增高職「餐旅群教材教法」暨「餐旅群教學實習」、國中「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專長教材

教法」暨「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專長教學實習」四門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 

 

 

 

 



 

主席                簽署 

98.04.14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8.04.20 系所務會議通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98.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8.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台德班 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80 學分] 

       選修 36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0 學分，專業選修 26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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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2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2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博雅選修 43813 科技與人生 2/2 通識博雅選修 43814 藝術鑑賞 2/2 

專業必修 43A25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3A39 數位邏輯 3/3 

專業必修 43A26 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3A40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27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3A38 計算機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3A30 工廠實習(一) △ 1/3 專業必修 43A31 工廠實習(二)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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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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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43815 品德與專業倫理 3/3 專業必修 43A46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6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49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必修 43A45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44 電子實習(二) △ 3/3 

專業必修 43A41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50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必修 43A43 電子實習(一) △ 3/3 專業必修 43A51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48 嵌入式系統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3A52 圖表訓練 *△ 3/3 

專業必修 43A32 工廠實習(三) △ 1/3 專業必修 43A33 工廠實習(四) △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1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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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53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通識博雅選修 43816 創意思考訓練 3/3 

專業必修 43A5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59 半導體製程設備 3/3 

專業必修 43A55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60 半導體電性分析模擬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A56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A35 工廠實習(六) △ 1/3 

專業必修 43A57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3/3 專業選修 43N15 類比積體電路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A34 工廠實習(五) △ 1/3 專業選修 43N16 光電顯示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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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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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36 工廠實習(七) △ 1/3 專業必修 43A37 工廠實習(八) △ 1/3 

專業選修 43N17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3N21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N18 太陽電池 3/3 專業選修 43N22 軟性電子概論 3/3 

專業選修 43N19 半導體固態照明 3/3 專業選修 43N23 半導體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N20 電子工程論壇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2   小時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 

註：選修課程分為二個領域，各有核心課程三門。學生必須選修六門核心課程中不同領域至少兩門

始得畢業。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研究所日間部研究所日間部研究所日間部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管理所工業工程與管理所工業工程與管理所工業工程與管理所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必修：12 學分【含高等生產管理3學分、高等作業研究 3學分、論文6學分二學期，書報討論0學分四學期】 

選修：24 學分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書報討論(一) 

(0 學分/2 小時) 
M6A01 

書報討論(二) 

(0 學分/2 小時) 
M6A02 

高等生產管理 

(3 學分/3 小時) 
M6401   

高等作業研究 

(3 學分/3 小時) 
M6402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書報討論(三) 

(0 學分/2 小時) 
M6A03 

書報討論(四) 

(0 學分/2 小時) 
M6A04 

共同必修 

碩士論文(一) 

(3 學分) 
M6B01 

碩士論文(二) 

(3 學分) 
M6B02 

 上學期 下學期 

高等品質管理 M6N08 製造管理 M6N15 

供應鏈管理 M6N07 存貨管理 M6N13 

高等工程經濟 M6N05 電腦整合製造 M6N14 

電腦輔助設計製造 M6N06 全面品質管理 M6N17 

排程理論與策略 M6N40 人因工程 M6N18 

專案管理 M6N10 六標準差 M6N19 

安全衛生與環境管理 M6N11 可靠度工程 M6N12 

電腦輔助檢測 M6N04 自動化生產系統 M6N43 

產業經營分析 M6N20 績效評估與管理 M6N28 

人力資源管理 M6N21 財務管理 M6N29 

行銷策略 M6N23 電子商務 M6N31 

全球運籌管理 M6N26 知識管理 M6N27 

作業管理領域 

  作業風險管理 M6N44 

統計資料分析 M6N49 實驗設計 M6N09 

系統模擬 M6N34 網路分析 M6N38 

線性規劃 M6N33 賽局理論 M6N39 

隨機模式與應用 M6N01 多變量分析 M6N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M6N03 資料探勘 M6N41 

人工智慧 M6N35 迴歸分析 M6N30 

類神經系統與理論 M6N36 多目標規劃 M6N42 

 

 

 

 

選   

 

修 

 

科 

 

目 

 

︵ 

均 

為 

3 

學 

分 

3 

小 

時 

︶ 

決策分析領域 

專家系統 M6N37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 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必修 90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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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27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2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28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487 精密量測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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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0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2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404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6500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88 ＊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專業必修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46935 成本會計 2/3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6910 管理英文導論 1/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 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必修 90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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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426 生產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06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4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選修 469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67 資料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35 職涯規劃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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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428 專題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503 工管產業實習（二） 0/3 

專業必修 46502 工管產業實習（一） 0/3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37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4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4 ERP 生產模組應用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1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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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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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3/3 專業選修  3 科選 1 科 3/3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三年三年三年級下學期級下學期級下學期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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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9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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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2 

 

 

＊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3 學分【校訂必修 10 學分，專業必修 23 學分】 

                         選修 39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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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3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36002  歷代文選 2/2 

校訂必修 36013  體育(一) 0/2 校訂必修 36014  體育(二) 0/2 

校訂必修 36006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校訂必修 36007 ＊網際網路應用 2/3 

校訂選修 30801  通識課程(一) 2/2 校訂選修 30802  通識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36401  作業研究(一) 3/3 專業必修 36412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36402  統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36413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36411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36846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必修 36404  生產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30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選修 36813  工作研究 3/3 專業選修 36835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3686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59  存貨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07  製造程序 3/3 

    專業選修 3683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36863 管理英文導論 1/2 

    專業選修 36860  行銷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四年四年四年級下學期級下學期級下學期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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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30803  通識課程(三) 2/2 校訂必修 36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36406  設施規劃 3/3 校訂選修 30804  通識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36828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必修 36407  管理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36815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36833  行銷研究 3/3 

專業選修 36825  成本分析 3/3 專業選修 36823  實驗計畫法 3/3 

專業選修 36826 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36864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19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36822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36849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36827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05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34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36838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3683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36850 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36841 半導體製程導論 3/3 

專業選修 3686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36851   品質工程 3/3 

專業選修 36865 進階管理英文 1/2 專業選修 36843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36844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36845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36852 管理英文閱讀 3/3 

    專業選修 36866 投資與理財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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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1 科選 1 科 3/3 系選修  9 科選 4 科 12/12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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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13 科選 5 科 15/15 系選修  12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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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校訂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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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29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2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0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96801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6426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6428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642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96429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640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04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96419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96430 ＊電腦輔助繪圖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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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2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4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7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02 通識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3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96431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9603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6405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96803 通識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6408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9640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96410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96409 物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7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專業必修 96423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必修 96432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47 成本會計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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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9 英文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6040 英文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45 通識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04 通識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6416 生產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20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96412 作業研究(一) 3/3 專業選修 96840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必修 96433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15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96858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5 資料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05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96810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3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2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56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08 商業自動化  2/3 

專業選修 96848 策略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59 物流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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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校訂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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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96846 通識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96434 專題 0/2 

專業必修 96418 設施規劃 3/4 專業選修 96807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9685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96831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38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9681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7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53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968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26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39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9683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96813 工業安全衛生 3/3 專業選修 96825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30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8 可靠度工程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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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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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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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1 科選 1 科 3/3 系選修  1 科選 1 科 3/3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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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5 科選 2 科 6/6 系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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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7 科選 3 科 9/9 系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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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進修學院進修學院進修學院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3 學分【校訂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24 學分】 

選修 3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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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E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E6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校訂必修 E6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E6409  作業研究 3/3 

校訂必修 E6007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E6410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E6408  統計學 3/3 專業選修 E6802  工作研究 3/3 

專業必修 E6413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E6803  製造程序 3/3 

專業必修 E6402  生產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04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E6403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E6847 物料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53 管理資訊系統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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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412  設施規劃 3/3 專業必修 E6414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E6832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E6849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33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E6855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E6849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E684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06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E6842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35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E6850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4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E6843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E6846   組織行為 3/3 

專業選修 E681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52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54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E6838  存貨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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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進修學院進修學院進修學院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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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系選修  5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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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9 科選 5 科 15/15 系選修  9 科選 5 科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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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專校二專進修專校二專進修專校二專進修專校二專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1 學分【校訂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41 學分】 

    選修 19 學分，跨系科選修至多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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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76001  國文(一) 3/3 校訂必修 76002  國文(二) 3/3 

校訂必修 76012  英文(一) 3/3 校訂必修 76013  英文(二) 3/3 

校訂必修 76007  微積分(一) 2/2 校訂必修 76008  微積分(二) 2/2 

校訂必修 76014 ＊計算機程式 2/3 專業必修 76214  會計學 3/3 

專業必修 76211  統計學 4/5 專業必修 76224  物料管理 2/2 

專業必修 7620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76226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76226   人因工程 3/3 專業必修 76217  製造程序 2/2 

    專業必修 76218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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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05  品質管理 4/5 校訂必修 76015  國父思想 2/2 

專業必修 76206  工作研究 4/5 專業必修 76222  生產管理 4/5 

專業必修 76227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76228  設施規劃 3/4 

專業選修 76823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76828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76837  管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76829  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76836  物流管理 2/2 專業選修 76814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76838   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76838  全面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6827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76831  生產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76835 ＊電腦輔助繪圖 3/3 專業選修 76834 ＊電腦多媒體應用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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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專校二專進修專校二專進修專校二專進修專校二專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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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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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至少選修 9 學分 10/10 系選修  至少選修 10 學分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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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3 學分【校訂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24 學分】 

選修 3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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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B6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B6006 ＊網際網路應用  3/3 

校訂必修 B6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B6409  作業研究 3/3 

校訂必修 B6007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B6410  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B6408  統計學 3/3 專業選修 B6802  工作研究 3/3 

專業必修 B6417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B6803  製造程序 3/3 

專業必修 B6402  生產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04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B6403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B6847 物料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53 管理資訊系統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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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412  設施規劃 3/3 專業必修 B6414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B6832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B6849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3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B6855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B6849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B684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06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B6842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5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B6850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4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B6843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B6846   組織行為 3/3 

專業選修 B6812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52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54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B6838  存貨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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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在職專班二技二技二技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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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系選修  5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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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9 科選 5 科 15/15 系選修  9 科選 5 科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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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 
 

95/06/14 系務會議通過 

 

＊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2006/06/14 

最低畢業學分 1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必修 87 學分【校訂必修 35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 

選修 45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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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96001 國文(一) 3/3 校訂必修 96002 國文(二) 3/3 

校訂必修 96004 英文(一) 3/3 校訂必修 96005 英文(二) 3/3 

校訂必修 96041 物理 3/3 校訂必修 96027 商用微積分(二) 2/2 

校訂必修 96022 商用微積分(一) 2/2 校訂必修 96029 軍訓(二) 0/2 

校訂必修 96006 *計算機概論 2/3 校訂必修 96030 體育(二) 0/2 

校訂必修 96023 軍訓(一) 0/2 校訂選修 96801 通識課程(一) 2/2 

校訂必修 96024 體育(一) 0/2 專業必修 96007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640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04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96419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96421 *電腦輔助設計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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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96037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校訂必修 96038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校訂必修 9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校訂必修 9603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校訂必修 96032 體育(三) 0/2 校訂必修 96033 實用中文 2/2 

校訂選修 96802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96034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96405 統計學(一) 3/3 校訂選修 96803 通識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6410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9640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96408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96409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24 管理數學 2/2 專業必修 96423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96857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14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47 成本會計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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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96039 英語會話(一) 1/2 校訂必修 96040 英文會話(二) 1/2 

校訂必修 96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校訂選修 96845 通識課程(五) 2/2 

校訂選修 96804 通識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6414 物流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1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6 生產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2 作業研究(一) 3/3 專業必修 96420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96413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40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54 *會計資訊系統 2/3 專業選修 96815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96805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96855 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16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49 管理會計 3/3 

專業選修 96823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08 商業自動化  2/3 

專業選修 96856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10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48 策略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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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2006/06/14 

最低畢業學分 1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必修 87 學分【校訂必修 35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 

選修 45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 

四年四年四年四年級上學期級上學期級上學期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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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96846 通識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96807 組織行為 2/2 

專業必修 96418 設施規劃 3/4 專業選修 96831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5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1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96853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96838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96830 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28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26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27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18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37 管理英文閱讀 3/3 

專業選修 96852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3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96839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96813 工業安全衛生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95/06/14 系務會議通過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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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6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7 學分【校訂必修 35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 

  選修 45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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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96001 國文(一) 3/3 校訂必修 96002 國文(二) 3/3 

校訂必修 96004 英文(一) 3/3 校訂必修 96005 英文(二) 3/3 

校訂必修 96041 物理 3/3 校訂必修 96027 商用微積分(二) 2/2 

校訂必修 96022 商用微積分(一) 2/2 校訂必修 96029 軍訓(二) 0/2 

校訂必修 96006 *計算機概論 2/3 校訂必修 96030 體育(二) 0/2 

校訂必修 96023 軍訓(一) 0/2 校訂選修 96801 通識課程(一) 2/2 

校訂必修 96024 體育(一) 0/2 專業必修 96007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640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04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96419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96421 *電腦輔助設計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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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96037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校訂必修 96038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校訂必修 9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校訂必修 9603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校訂必修 96032 體育(三) 0/2 校訂必修 96033 實用中文 2/2 

校訂選修 96802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96034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96405 統計學(一) 3/3 校訂選修 96803 通識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6410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9640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96408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96409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24 管理數學 2/2 專業必修 96423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96857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14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47 成本會計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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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96039 英文會話(一) 1/2 校訂必修 96040 英文會話(二) 1/2 

校訂必修 96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校訂選修 96845 通識課程(五) 2/2 

校訂選修 96804 通識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6414 物流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1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6 生產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2 作業研究(一) 3/3 專業必修 96420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96413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40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54 *會計資訊系統 2/3 專業選修 96815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96805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96855 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16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49 管理會計 3/3 

專業選修 96823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08 商業自動化  2/3 

專業選修 96856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10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48 策略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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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工業工程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與管理系與管理系與管理系 96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7 學分【校訂必修 35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 

  選修 45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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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96846 通識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96807 組織行為 2/2 

專業必修 96418 設施規劃 3/4 專業選修 96831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5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1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96853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96838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96830 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28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26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27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18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37 管理英文閱讀 3/3 

專業選修 96852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3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96839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96813 工業安全衛生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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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校訂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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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23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29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24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0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96801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6022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6027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6041 物理 3/3 專業必修 96007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640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04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96419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96421 *電腦輔助設計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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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2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4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7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8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02 通識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3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9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9603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6405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96803 通識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6408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9640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96410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96409 物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7 *資料庫管理系統 3/3 專業必修 96423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96814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47 成本會計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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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9 英文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6040 英文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6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45 通識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96804 通識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6414 物流管理 3/3 

專業必修 9641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6 生產管理 3/4 

專業必修 96412 作業研究(一) 3/3 專業必修 96420 作業研究(二) 3/3 

專業必修 96413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40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54 *會計資訊系統 2/3 專業選修 96815 品質保証 3/3 

專業選修 96805 物料需求計劃 3/3 專業選修 96855 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16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49 管理會計 3/3 

專業選修 96823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08 商業自動化  2/3 

專業選修 96856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10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96848 策略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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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校訂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校訂通識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四年四年四年四年級上學期級上學期級上學期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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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96846 通識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96807 組織行為 2/2 

專業必修 96418 設施規劃 3/4 專業選修 96831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5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1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5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96853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96838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96830 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6828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96826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27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18 中小企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96824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37 管理英文閱讀 3/3 

專業選修 96852 管理經濟 3/3 專業選修 96835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96839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96813 工業安全衛生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需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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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進修進修進修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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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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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1 科選 1 科 3/3 系選修  2 科選 1 科 3/3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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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系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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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9 科選 3 科 9/9 系選修  9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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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校二專電機工程科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 80 學分【必修 67 學分，選修 13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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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75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5002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5011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5012 英文(二) 3/3 

專業基礎 75024 微積分 4/4 專業核心 75207 微處理機及實習 3/4 

專業基礎 75023 計算機程式 2/3 專業核心 75221 電路學 4/4 

專業核心 75225 電工儀表 3/3 專業核心 75208 工程數學 3/3 

專業核心 75206 邏輯設計 3/3 校定必修 75410 電工電腦製圖 2/3 

專業核心 75224 基本電學 3/3 校定選修 75819 工業安全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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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定必修 75401 工程數學應用 2/2 共同必修 75013 國父思想 2/2 

校定必修 75403 自動控制 3/3 專業核心 75215 工業電子學 3/3 

校定必修 75408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校定必修 75412 電力系統 3/3 

專業核心 75216 電子學 3/3 校定必修 75413 電腦網路應用 2/2 

專業核心 75217 電子學實習 1/2 校定必修 75404 可程式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核心 75222 電機機械 3/3 校定選修 75813 工業經濟與管理 2/2 

專業核心 75223 電機機械實習 2/3 校定選修 75814 發變電工程 3/3 

校定選修 75818 網路分析 3/3 校定選修 75811 電機設備保護 2/2 

    校定選修 75812 工業配電 3/3 

    校定選修 75817 能源管理 2/2 

    校定選修 75820 照明光學 3/3 

    校定選修 75821 專案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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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校二專電機工程科 9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 80 學分【必修 67 學分，選修 13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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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75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5002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5011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5012 英文(二) 3/3 

專業基礎 75024 微積分 4/4 專業核心 75207 微處理機及實習 3/4 

專業基礎 75023 計算機程式 2/3 專業核心 75221 電路學 4/4 

專業核心 75202 電工儀表 2/2 專業核心 75208 工程數學 3/3 

專業核心 75203 電工儀表實習 1/2 校定選修 75819 工業安全 2/2 

專業核心 75201 基本電學 2/2 校定選修 75810 工業經濟與管理 2/2 

專業核心 75206 邏輯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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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定必修 75401 工程數學應用 2/2 共同必修 75013 國父思想 2/2 

校定必修 75411 電工電腦製圖 2/2 校定必修 75403 自動控制 3/3 

校定必修 75408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校定必修 75404 可程式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核心 75216 電子學 3/3 校定必修 75413 電腦網路應用 2/2 

專業核心 75217 電子學實習 1/2 校定必修 75412 電力系統 3/3 

專業核心 75222 電機機械 4/4 校定選修 75814 發變電工程 3/3 

專業核心 75223 電機機械實習 2/3 校定選修 75815 冷凍空調原理 3/3 

專業核心 75215 工業電子學 3/3 校定選修 75811 電機設備保護 2/2 

    校定選修 75812 工業配電 3/3 

    校定選修 75817 能源管理 2/2 

    校定選修 75818 網路分析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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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 

 

正修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一般生）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05.06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48 學分(必修 22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選修至少 26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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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MG202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必 修 MG203 管理經濟 3/3 

〞 ※※※※MG204 企業研究方法 3/3 〞 MG209 管理實習 0/2 

選 修 MG801 行銷管理專題 3/3 選 修 MG805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 MG802 財務管理專題 3/3 〞 
※MG80

4 

多變量分析 
3/3 

〞 MG803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3/3 〞 MG808 公司理財 3/3 

〞 ※※※※MG838 管理英文 2/2 〞 MG810 資訊管理專題 3/3 

    〞 MG811 組織行為 3/3 

    〞 MG817 領導學 3/3 

    〞 MG831 創業與創新管理 3/3 

    〞 MG832 作業管理專題 3/3 

    〞 MG835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 ※※※※MG839 國際行銷 3/3 

最高  15 (15)   必修 6 (6)   最高 15 (15)    必修  3 (3)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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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MG207 企業經營策略 3/3 必 修 MG211 專題研討 2/2 

〞 MG210 企業經營實務講座 2/2 〞 MG213 畢業論文(二) 3/3 

〞 MG212 畢業論文(一) 3/3 選 修 MG822 廣告與促銷管理 3/3 

選 修 MG809 科技管理 3/3 〞 MG825 全面品質管理 3/3 

〞 MG816 電子商務 3/3 〞 MG828 物流管理 3/3 

〞 MG818 知識管理專題 3/3 〞 MG829 企業與法律 3/3 

〞 MG819 決策理論與應用 3/3 〞 MG837 企業診斷專題 3/3 

〞 MG830 成本管理 3/3 〞 ※※※※MG842 國際財務管理 3/3 

〞 MG833 專案管理 3/3     

〞 MG834 商業談判專題 3/3     

〞 ※※※※MG840 投資學 3/3     

〞 ※※※※MG841 國際企業經營專題 3/3     

最高  17 (17)   必修  8 (8)   最高  14 (14)   必修 5 (5)   

說明： 
          (1)入學前未曾修習「統計學」、「經濟學」、及「會計學」等各相關三個學分(含)以上者，須至大學部 

補修相關學分，且所補修的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但如入學選考「統計學」或「經濟學」任一科 
目者，該選考成績如達平均值以上者，該科目可准予免修。 

          (2)第一學年每一學期所修學分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分。 
          (3)選修科目最低開班人數至少五人 

     98※ 學年度適用 



 23 

 

正修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05.06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43 學分(必修 14 學分,選修至少 2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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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DG202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必 修 DG203 企業研究方法 3/3 

選 修 DG801 行銷管理專題 3/3 選 修 DG805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 DG802 財務管理專題 3/3 〞 DG807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3/3 

〞 DG803 作業管理專題 3/3 〞 DG808 公司理財 3/3 

〞 DG804 資訊管理專題 3/3 〞 DG809 科技管理 3/3 

〞 ※※※※DG833 管理英文 2/2 〞 DG810 組織行為 3/3 

    〞 DG811 商業談判專題 3/3 

    〞 ※※※※DG834 國際行銷 3/3 

        

        

最高   12 (12)  必修 3 (3) 最高  12 (12)   必修  3 (3)   

二年級上二年級上二年級上二年級上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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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DG204 企業經營策略 3/3 必 修 DG206 專題研討 2/2 

〞 DG209 畢業論文(一) 1/1 〞 DG208 管理研習 1/1 

選 修 DG812 科技行銷 3/3 〞 DG210 畢業論文(二) 1/1 

〞 DG813 投資理財實務 3/3 選 修 DG817 知識管理專題 3/3 

〞 DG814 成本管理 3/3 〞 DG822 廣告與促銷管理 3/3 

〞 DG815 質性研究法 3/3 〞 DG825 全面品質管理 3/3 

〞 DG816 電子商務 3/3 〞 DG827 物流管理 3/3 

〞 DG820 創業與創新管理 3/3 〞 DG828 企業與法律 3/3 

〞 DG821 領導學 3/3 〞 DG831 企業診斷專題 3/3 

〞 ※※※※DG835 國際企業經營專題 3/3 〞 DG832 決策理論與應用 3/3 

    〞 ※※※※DG836 國際財務管理 3/3 

        

最高 13 (13)   必修  4 (4)  最高  13 (13)   必修  4 (4)   

說明： 

(1)畢業最低學分數 43 學分，其中必修 14 學分(含論文 2 學分)，選修至少 29 學分。 

(2)第一學年每一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高於十三學分。 

(3)入學前非企管科系或未曾修習「統計學」、「經濟學」、及「會計學」等商業基礎各相關 3 學

分(含)以上者，則應補修學分且該補修學分不列入當學期所修學分上限及畢業學分計算。 

(4)選修科目最低開班人數至少五人。 

98※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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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流通服務業產學攜手計畫專班(丁丁丁丁)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3.4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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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4903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科目 4903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科目 4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科目 49004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49C07 產業實務實習(一) 1/3 通識基礎科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9C35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49C08 產業實務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9C36 流通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38 商用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9C37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49C39 行銷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40 會計學 3/3 

本學期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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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科目 49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科目 49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科目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科目 ※※※※49041 ＊計算機原理與實務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9C10 產業實務實習(四) 1/3 

專業必修 49C09 產業實務實習(三) 1/3 專業必修 49C18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9C41 統計學 3/3 專業必修 49C21 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42 日文 2/3 專業必修 ※※※※49C43 日文會話 1/2 

專業選修 49T02 零售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44 資訊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T04 商業禮儀 2/2 專業選修 49T06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專業選修 ※※※※49T21 物流管裡 3/3 專業選修 ※※※※49T22 倉儲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開課 21 學分 25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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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科目 49038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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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9C11 產業實務實習(五) 1/3 專業必修 49C12 產業實務實習(六) 1/3 

專業必修 49C22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27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24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T11 行銷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49T07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9T12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T08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9T13 國際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T09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T23 供應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T10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T24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8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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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科目 4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9C14 產業實務實習(八) 1/3 

專業必修 49C13 產業實務實習(七) 1/3 專業必修 49C31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必修 49C28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T16 國際企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29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T17 連鎖企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49C30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選修 49T18 *商業應用軟體 2/2 

專業選修 49T14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T19 顧客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9T15 國際流通管理 3/3 專業選修 49T20 賣場設計與規劃 2/2 

本學期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註：1.1.2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16 學分，不得多於 28 學分；3.4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9 學分，不得

多於 25 學分。  

2.總開課數 146 學分，畢業總學分最低為 132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9 學分＞ 

3.*表示須電腦上機， 

4.產業實務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合作企業之專業實習。  

 

98※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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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德菁英計畫(連鎖店管理員)─企業管理科 98 學年度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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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科目 29002 國文(一) 3/3 共同科目 29003 國文(二) 3/3 

共同科目 29004 英文(一) 3/3 共同科目 29005 英文(二) 3/3 

專業基礎 29205 經濟學(一) 2/2 專業基礎 29018 數學 2/2 

專業基礎 29233 會計學(一) 2/2 專業基礎 29206 經濟學(二) 2/2 

專業基礎 29236 統計學(一) 2/2 專業基礎 29234 會計學(二) 2/2 

專業基礎 29237 *商業套裝軟體(一) 2/2 專業基礎 29242 統計學(二) 2/2 

專業核心 29439 管理學 2/2 專業基礎 29238 *商業套裝軟體(二) 2/2 

專業核心 29440 連鎖店管理實習(一) 4/8 專業核心 29441 連鎖店管理實習(二) 4/8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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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科目 29020 職場倫理與文化 2/2 專業核心 29422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核心 29421 商業法律 2/2 專業核心 29423 領導與管理 2/2 

專業核心 29444 生產與作業管理 2/2 專業核心 29450 連鎖企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核心 29445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核心 29451 廣告與促銷 2/2 

專業核心 29446 行銷學 2/2 專業核心 29452 零售管理 2/2 

專業核心 29447 *網際網路應用 2/2 專業核心 29453 電子商務 2/2 

專業核心 29448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專業核心 29454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核心 29449 英語聴講練習 2/2 專業核心 29455 市場調查 2/2 

專業核心 29442 連鎖店管理實習(三) 4/8 專業核心 29443 連鎖店管理實習(四) 4/8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備註：1.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8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連鎖店管理實習(一)、(二)、(三)、(四)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98※ 學年度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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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二技  資訊管理系 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 2008/12/25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2 學分【含校訂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34 學分】 

             選修 30 學分【含專業選修 3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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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EB001 歷代文選 2/2 校訂必修 EB002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EB201 科技管理 2/2 校訂必修 EB005 通識課程 2/2 

專業必修 EB202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EB208 網路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EB203 程式設計進階 3/3 專業必修 EB209 網路行銷 3/3 

專業必修 EB204 數位媒體企劃 3/3 專業選修 EB801 生產與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EB205 企業資訊網路 3/3 專業選修 EB802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EB206 統計方法與分析 3/3 專業選修 EB803 網路程式設計進階 3/3 

    專業選修 EB804 決策支援系統 3/3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 合計 19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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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EB003 實用英文 2/2 專業必修 EB212 資管個案研究 3/3 

校訂必修 EB004 台灣開發史 2/2 專業選修 EB809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EB210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EB810 知識管理 3/3 

專業必修 EB211 電子化企業 3/3 專業選修 EB811 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EB805 資料庫程式設計進階 3/3 專業選修 EB812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EB806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EB813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EB807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選修 EB814 資訊安全 3/3 

專業選修 EB808 電子商務實務 3/3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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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 

 

正正正正 修修修修 科科科科 技技技技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 
 

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實習實習實習實習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 編編編編 
 

中中中中 華華華華 民民民民 國國國國 九十八九十八九十八九十八 年年年年 五五五五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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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98 年 5 月 27 日實習及設施委員會制訂 

 

一、目的 

為因應國際企業發展趨勢，使學生提早認知產業動態，結合國企課程理論與實務

操作，以落實技職教育目標，提昇學生職前競爭能力，特訂定本實施要點，以規

範相關實習課程事宜。 

 

二、課程名稱與實施對象 

實習課程名稱為「商務實務實習」，計二學分選修課程，以校外實習方式進行，

實施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四年制學生。 

 

三、實施流程與時數計算 

四年制學生利用第二學年後之寒暑假，赴校外之公民營機構進行實習，實習累積

時數需達 160 小時，並由本系教師於實習期間進行訪視考察，該實習需始於選修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前之寒暑假，並於寒暑假結束，方可承認修課。實習完成後，

需撰寫實習報告及發表實習成果，以做為該課程成績之參考。學生於修課學期截

止前完成就業學程的時數，經國企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認定，可併入計算學

生校外實習累積時數。 

 

四、申請 

實習工作需以有助於學習國際企業運作或產業動態之正當行業為主。擬參加「商

務實務實習」之同學，須於選修實習課程寒暑假之前學期之第十五週到第十七

週，提出擬實習單位之實習同意證明、家長同意證明、及工作性質說明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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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如附件一如附件一如附件一如附件一) 送交國企系辦公室，且經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審核通過後

始得參加。 

 

五、更換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若因故更換實習單位，須先向國企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提出變更實

習單位的申請 (如附件二如附件二如附件二如附件二)，並經審核通過後始能更改，但僅以乙次為限。實習時

數可累計，但須取得各實習單位之實習時數證明。未經申請變更核可或擅自更換

實習單位者，則學生校外實習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六、實習規範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 

1. 確實於實習單位實地學習、工作，若有不實或欺瞞行為者，則學生校外實習

課程之成績將以零分計算。 

2. 工作時自身安全之必要防護，實習學生必須先參加實習單位提供之必要工安

訓練，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安全規定。 

3. 禁止有違反校譽之行為，違者依校規處理。 

4. 學生於實習期間，需填寫工作日誌表，以瞭解其實習內容，作為日後管考依

據 (如附件三如附件三如附件三如附件三)。 

5. 實習單位得視學生實習狀況填寫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 (如附件四如附件四如附件四如附件四)，並需加

蓋公司章以茲證明，經彌封後交回本系辦公室。 

6. 學生於往返實習單位途中，應遵守交通安全規定，注意自身安全。 

7. 學生須於訪視考察老師前往時，協助老師了解工作環境，並配合老師之訪談，

以完成老師訪視考察意見調查(如附件五如附件五如附件五如附件五)。。。。 

 

七、實習成果報告 

實習完成後，擔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教師需於學生實習前向修課同學說明學生

校外實習書面報告及實習成果發表之詳細內容，並說明該課程評分標準。修課

同學應於該學期第六週繳交學生校外實習書面報告至少 10 頁，並需附上與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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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相關的合照相片。 

 

八、成績計算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之計算方式： 

1. 訪視考察情況      25％ 

2. 實習單位意見      25％ 

3. 學生校外實習報告  25％ 

4. 實習成果發表      25％ 

 

九、實習分數 

學生校外實習及格成績為六十分，如需實習證明可向本系提出申請。學生校外實

習課程成績繳交方式，需依開課學期成績繳交期限按時繳交。 

 

十、本實施要點經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決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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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實習申請表實習申請表實習申請表 

學號：                             No.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機構名稱  聯 絡 人  

年 級 班 別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年 齡  機構地址  

家中電話： 學生聯絡 

電話 手機： 
實習開始日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 

地址 
 

公 

司 

簡 

介 

 

實 

習 

工 

作 

性 

質 

 

工作職稱： 

 

工作說明： 

實習單位同意簽章 家長同意簽章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意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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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正修正修正修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學生校外實習變更表實習變更表實習變更表實習變更表 

學號：                           No.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機構名稱  聯 絡 人  

年 級 班 別  負 責 人  聯絡人電話  

年 齡  機構地址  

家中電話： 學生聯絡 

電話 手機： 
實習開始日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 

地址 
 

原實習機構

名稱 
 

變更原因  

公 

司 

簡 

介 

 

實 

習 

工 

作 

性 

質 

 

工作職稱： 

 

工作說明： 

實習單位同意簽章 家長同意簽章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意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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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 

工作日誌表工作日誌表工作日誌表工作日誌表 

實習單位：           學號：         姓名：         年級班別： 

日期 星期 工作起迄時間 時數 工作內容項目 學生簽名 

      

      

      

      

      

      

      

      

      

      

      

      

      

      

      

      

      

      

      

時數合計： 

備

註 
 

實習單位負責人：＿＿＿＿＿＿＿      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會：＿＿＿＿＿＿＿ 

備註： 

1. 請學生確實填寫，並由實習單位負責人蓋章。 

2. 請學生於實習完成後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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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 

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實習單位證明及意見表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學學學學 號號號號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評評評評 

 

語語語語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證明證明證明證明

簽章簽章簽章簽章 

茲證明學生                 已於本單位實習達       小時。 

職稱：                         簽名：                    

公司名稱：                     公司用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此證明及意見表，除證明學生在  貴單位實習總時數已達系上修課規定外，可使實

習學生瞭解其實習表現情形。請您在「綜合評語」欄內，以雇主或主管身份評述實習學生

在性格、學習態度及專業知識等方面可再加強之處。此外，本系校外實習在實施上仍有許

多需改善之處，請您在「建議」欄上不吝建議，以期能使此實習活動更務實的推動。最後，

再一次謝謝您提供本系學生之實習單位與學習的機會，此舉對技職教育之貢獻極為深遠，

令人感佩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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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學生校外實習 

訪視考察意見表訪視考察意見表訪視考察意見表訪視考察意見表 

班班班班    級級級級  學學學學    號號號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評評評評 

 

語語語語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訪視考察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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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二技大學部二技大學部二技大學部二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6 學分，專業必修 33 學分】 

                  選修 3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4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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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K001 歷代文選 2/2 通識基礎必修 3K002 實用英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3K201 國際企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3K218 國際貿易實務 2/3 

專業必修 3K202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3K219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必修 3K205 投資學 2/2 專業必修 3K21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3K203 經貿英文閱讀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3K204 *套裝軟體整合應用 2/3 專業選修 3K805 統計方法與軟體應用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選修 3K806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3K801 商用統計學 2/2 專業選修 3K808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3K802 企業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3K820 多益測驗輔導

（TOEIC） 

1/2 

專業選修 3K823 經貿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專業選修 3K812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2/2 

專業選修 3K80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必修：13/16       必修：8 /12 

      選修：8/8 
合計：21/24 

      選修：9/10 
合計：17/22 

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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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K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3K216 台商經營實務 2/3 

專業必修 3K211 國際貿易法規 2/2 專業必修 3K217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3K212 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 2/2 專業必修 3K221 網路行銷 2/2 

專業必修 3K213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3K816 貿易糾紛與索賠 2/2 

專業必修 3K214 國企實務專題 1/2 專業選修 3K817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3K215 經貿英語會話 1/2 專業選修 3K819 英文經貿時勢選讀 2/2 

專業必修 3K220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3K822 國際採購實務 2/2 

專業選修 3K809 國際運籌管理 2/2     

專業選修 3K810 國際商務買賣契約 2/2     

專業選修 3K811 OEM&ODM實務 2/2     

專業選修 3K813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2     

專業選修 3K814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3K821 電子商務應用 2/2     

       必修：12/14 必修：6/7 

       選修：10/10 
合計：22/24 

        選修：6/6 
合計：12/13 

修  習  總  學  分：  72  學  分  /  83  時數  ( 必 修 39 / 33 選 修 )   

*表示須電腦上機表示須電腦上機表示須電腦上機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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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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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8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2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KA02 經濟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1 經濟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4 初級會計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3 初級會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6/25    選修：2/2 合計：18/27 必修： 18/27     選修：2/2 合計：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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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3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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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一一一)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4KF03 行銷學 2/2 

專業必修 4KF02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KN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KN23 管理數學 2/2 專業必修 4KF04 國際貿易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KA27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KN25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8 商務英文字彙 2/2 專業選修 4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33 經貿英文閱讀 2/2     

必修： 10/13     選修：10/10 合計：20/23 必修： 14/17     選修：5/6 合計：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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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KA22 國際企業管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KF05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4KF07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F06 國際貿易實務(二) 2/2 專業必修 4KF08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選修 4KT01 行銷研究實務 2/3 專業必修 4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2 跨文化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F09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KA28 多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力測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3 國際運籌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34 商展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禮儀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T09 網路行銷 2/2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7/8     選修：90/11 合計：16 /19 必修： 11/14     選修：6/6 合計：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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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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8 英語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26 台商經營實務 3/3 

專業必修 4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KF12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F10 國際行銷個案與企劃 2/2 專業選修 4KT06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2 

專業必修 4KF11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必修 4KA29 商務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KN36 進階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4 國際金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KT08 商展英文簡報 1/2 

專業選修 4KT05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KN35 電子商務 2/2     

必修： 8/10     選修：4/4 合計：12/14 必修：5/5     選修：5/6 合計：10/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6  時數  (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89 / 43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   

說明：(1) *表示須電腦上機 

      (2)「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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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大學部 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59 學分】 
                   選修 47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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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0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8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2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2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K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K010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KA01 經濟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2 經濟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3 初級會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4 初級會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6/25     選修：2/2 合計：18/27 必修： 18/27     選修：2/2 合計：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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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3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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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KE01 國際貿易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KE02 國際貿易實務(二) 2/3 

專業必修 4KE03 國貿理論與政策 2/2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院級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27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4KE11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KN23 管理數學 2/2 專業選修 4KN25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33 經貿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4KS13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必修： 12/16     選修：10/10 合計：22/26 必修： 12/16     選修：5/6 合計：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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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KE06 *貿易資訊系統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KA22 國際企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必修 4KE15 國際貿易法規 2/2 專業必修 4KA28 多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S02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E12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選修 4KS03 貨幣銀行 2/2 專業選修 4KS04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KS05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力測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KN34 商展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S12 國際運籌管理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7/8     選修：9/10 合計：16/18 必修： 7/10     選修：8/8 合計：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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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018 英語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26 台商經營實務 3/3 

專業必修 4KE10 國際金融 2/2 專業必修 4KE14 網路行銷 2/2 

專業必修 4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KS08 貿易風險管理 2/2 

專業必修 4KA29 商務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KS09 貿易糾紛索賠 2/2 

專業必修 4KE13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KS10 國際財管 2/2 

專業選修 4KS06 貿易契約 2/2 專業選修 4KS1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KS07 跨文化管理 2/2 專業選修 4KN36 進階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5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KS12 商務英文簡報 1/2 

必修： 8/10   選修：4/4 合計：12/14 必修：5/5     選修：7 /8 合計：12/13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7 時數  (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85 / 47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   

說明：「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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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進修部大學部進修部大學部進修部大學部進修部 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四年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國際企業系 98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98.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4 分,選修 48 分[含跨系及通識課程選修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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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K00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K002 軍訓(二) 0/2 

〃 9K003 體育(一) 0/2 〃 9K004 體育(二) 0/2 

〃 9K007 國文(一) 3/3 〃 9K008 國文(二) 3/3 

〃 9K009 英文(一) 3/3 〃 9K010 英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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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K01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K012 商用微積分(二) 2/2 

〃 9K201 商事法 2/2 〃 9K013 *計算機概論 2/3 

系訂必修 9K202 經濟學(一) 2/2 系訂必修 9K203 經濟學(二) 2/2 

系訂必修 9K204 初級會計學(一) 2/3 〃 9K205 初級會計學(二) 2/3 

必修：14/19      選修：2/2 合計：16/21 必修：14/20      選修：2/2 合計：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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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K005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K006 體育(四) 0/2 

〃 9K014 實用中文 2/2 〃 9K016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 9K015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 9K01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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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9K206 統計學(一) 2/3 專業選修 9K801 *網際網路應用 2/3 

〃 9K208 管理學 2/2 系訂必修 9K207 統計學(二) 2/3 

〃 9K209 國際貿易實務(一) 2/2 〃 9K212 財務管理 2/2 

〃 9K211 *多媒體製作 2/3 〃 9K210 國際貿易實務(二) 2/2 

系訂選修 9K802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 9K213 商務英文閱讀 2/2 

    系訂選修 9K803 生涯規劃與職場輔導 2/2 

必修：12/16      選修：4/4 合計：16/20 必修：12/15      選修：6/7 合計：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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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K01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K01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 9K02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訂必修 9K214 國際企業管理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 9K215 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 2/2 系訂必修 9K221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 2/2 

〃 9K216 商務英文書信(一) 1/2 〃 9K218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2 

〃 9K219 基礎日文(一) 2/2 〃 9K217 商務英文書信(二) 1/2 

系訂選修 9K804 創意思考訓練 2/2 〃 9K220 基礎日文(二) 2/2 

〃 9K806 投資學 2/2 系訂選修 9K812 *管理資訊系統 2/2 

〃 9K807 國際商務買賣契約 2/2 〃 9K809 中級會計學(二) 2/2 

〃 9K808 中級會計學(一) 2/2 〃 9K813 國際禮儀 2/2 

〃 9K827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2/2     

必修：11/13      選修：10/10 合計：21/23 必修：10/12     選修：6/6 合計：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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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9K222 國際財務管理 2/2 系訂必修 9K225 台商經營實務 2/3 

〃 9K223 多益測驗輔導 1/2 〃 9K227 國際行銷管理 2/2 

〃 9K224 亞太經貿市場 2/2 〃 9K228 網路行銷 2/2 

系訂選修 9K814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2 系訂選修 9K821 貿易糾紛與索賠 2/2 

〃 9K815 商務談判實務 2/2 〃 9K822 國際運籌管理 2/2 

〃 9K816 OEM&ODM實務 2/2 〃 9K825 商務英文簡報 2/2 

〃 9K817 貨物通關實務 2/2 〃 9K826 進階商用日文 2/2 

〃 9K818 祕書英文 2/2 〃 9K828 國際採購實務 2/2 

〃 9K819 商用日文 2/2     

〃 9K820 *商業套裝軟體 2/2     

必修：5/6    選修：10/10 合計：15/16 必修：6/7     選修：8 /8 合計：14/15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57  時數  (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84 / 48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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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國際貿易系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國際貿易系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國際貿易系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國際貿易系 

98 學年度修習學分表學年度修習學分表學年度修習學分表學年度修習學分表 

                                                98.4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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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77001 國文(含應用文) 3/3 校訂必修 77002 國文(含應用文) 3/3 

〃 77003 英文(含英語會話) 3/3 〃 77004 英文(含英語會話) 3/3 

〃 77010 國父思想 2/2 系訂必修 77204 經濟學(二) 2/2 

系訂必修 77203 經濟學(一) 2/2 〃 77214 統計學 4/4 

〃 77213 會計學 4/4 〃 77216 商業套裝軟體(二) 2/2 

〃 77215 商業套裝軟體(一) 2/2 〃 77217 國貿原理與政策 3/3 

系訂選修 77811 民法概要 2/2 系訂選修 77812 商事法 2/2 

〃 77813 日文(一) 2/2 〃 77814 日文(二) 2/2 

必修：16 /16        必修：17/17 

       選修：4/4 
合計：20/20 

       選修：4/4 
合計：21 /21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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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77008 音樂與生活 2/2 校訂必修 77007 自然科學概論 2/2 

系訂必修 77218 國際貿易實務(一) 4/4 系訂必修 77219 國際貿易實務(二) 4/4 

〃 77220 商用英文(一) 2/2 〃 77221 商用英文(二) 2/2 

〃 77222 國際商業信用證實務 2/2 〃 77225 貿易資訊系統(二) 2/2 

〃 77223 國際金融與匯兌 3/3 〃 77227 國際貿易法規 3/3 

〃 77224 貿易資訊系統(一) 2/2 〃 77228 國際貿易個案研究 2/2 

〃 77226 行銷學 3/3 系訂選修 77816 財務管理 2/2 

系訂選修 77815 商用英語會話(一) 2/2 〃 77817 商用英語會話(二) 2/2 

必修：18 /18        必修：15/15 

       選修：2/2 
合計：20/20 

       選修：4/4 
合計：19/19 

畢畢畢畢  業業業業  總總總總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 80 學學學學 分分分分  ( 必必必必 修修修修 66  / 選選選選 修修修修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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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 

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日間部)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04,2009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70 學分（含院級必修），       

專業選修 24 學分(跨系選修學分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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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5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26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E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17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18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3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215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E2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E2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E219 民法概要 2/2 

專業必修 4E233 企業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E204 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E203 會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4E206 經濟學(二) 3/3 

院級必修 4E205 經濟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選修 4E828 *網際網路與應用 2/3 

必修合計 18/25 必修合計 16/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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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E019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業必修 4E241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通識基礎必修 4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E209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10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E234 財務管理(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35 財務管理(二) 3/3 

專業必修 4E236 行銷學(一) 2/2 專 業 必 修 4E237 行銷學(二) 2/2 

院級必修 4E207 統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08 統計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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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E829 創意思考訓練 2/2     

必修合計 17/20 必修合計 17/19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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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E024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E240 英文能力考照輔導 2/2 專 業 必 修 4E225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業必修 4E211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必 修 4E239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E213 投資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14 投資學(二) 3/3 

專業必修 4E242 保險學 3/3 專 業 必 修 4E220 商事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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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E81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E861 理財規劃與實務 3/3 

專業選 修 4E843 銀行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16 金融法規 2/2 

專業選修 4E860 信託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822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業選修 4E845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E847 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4E815 管理會計 3/3 專 業 選 修 4E862 公司治理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63 保險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851 金融道德與專業倫理 2/2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合計 12/13 必修合計 9/1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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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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7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E243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必 修 4E240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E859 金融風險管理 3/3 

專 業 必 修 4E238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E855 債券市場 2/2 

專 業 選 修 4E820 營運資金與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E811 財務規劃與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E813 證券分析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27 企業併購 3/3 

專 業 選 修 4E857 共同基金 3/3 專 業 選 修 4E853 金融行銷 2/2 

專 業 選 修 4E809 稅務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4E858 金融實務實習 2/註 5     

必修合計 4/7 必修合計 3/3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說明：(1)9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

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1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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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正修科技大學四年制財務金融系(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0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70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跨系

選修學分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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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23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E024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E025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E026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E005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E006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E009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E010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E207 *計算機概論 2/3 專 業 必 修 9E2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 業 必 修 9E2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 業 必 修 9E204 會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9E203 會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9E206 經濟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9E205 經濟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9E212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必 修 9E230 企業管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 業 選 修 9E807 *網際網路與應用 2/3 

必修合計 18/23 必修合計 16/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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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1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E018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E007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E008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E017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E019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專 業 必 修 9E208 統計學(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E02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 業 必 修 9E217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9E209 統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9E214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 業 必 修 9E218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9E231 財務管理(一) 3/3 專 業 必 修 9E232 財務管理(二) 3/3 

專 業 必 修 9E235 行銷學(一) 2/2 專 業 必 修 9E236 行銷學(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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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業 選 修 9E828 創意思考訓練 2/2     

必修合計 17/20 必修合計 17/19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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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2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E022 英語會話(二) 1/2 

專 業 必 修 9E220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必 修 9E222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必 修 9E215 投資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9E241 投資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9E243 保險學 3/3 專 業 必 修 9E213 商事法 2/2 

專 業 必 修 9E221 金融英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 業 選 修 9E858 理財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9E816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9E859 金融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9E842 銀行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9E817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9E859 信託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9E860 公司治理 2/2 

專 業 選 修 9E815 管理會計 3/3 專 業 選 修 9E861 保險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9E844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9E845 日文(二) 2/2 

    專 業 選 修 9E847 金融道德與專業倫理 2/2 

必修合計 12/13 必修合計 8/1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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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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34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必 修 9E240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必 修 9E239 證劵分析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9E825 財務規劃與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9E862 營運資金與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9E855 企業併購 3/3 

專 業 選 修 9E854 共同基金 3/3 專 業 選 修 9E863 債券市場 2/2 

專 業 選 修 9E810 稅務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9E864 金融行銷 2/2 

必修合計 5/5 必修合計 3/3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說明：(1)9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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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訓運動訓運動訓運動訓練科學組練科學組練科學組練科學組））））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2008.05.07））））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4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含共同必修含共同必修含共同必修含共同必修 1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1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1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2 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法 2/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1 應用統計學 3/3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D01 運動健康與休閒講座 1/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3 書報討論(ㄧ) 0/2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FC02 運動生理學研究 3/3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FC04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 3/3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EC03 運動心理學研究 3/3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FC05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處理 3/3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訓練學研究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體能訓練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傳統健身運動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生物化學研究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營養學研究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環境運動生理學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社區運動健康促進專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4 書報討論(二) 0/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7 書報討論(三) 0/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5 論文（一） 3/3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8 論文(二) 3/3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科學專題（一）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科學專題(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處方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慢性病與運動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競技運動指導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健身運動指導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訓練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學習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運動醫學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老化與運動健康促進專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47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組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組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組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組））））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2009.05.29））））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4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含共同必修含共同必修含共同必修含共同必修 1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1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16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2 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法 2/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1 應用統計學 3/3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D01 運動健康與休閒講座 1/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3 書報討論(ㄧ) 0/2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FD02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研究 3/3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FD03 休閒產業趨勢研究 3/3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1 休閒產業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2/2 專專專專業必選業必選業必選業必選 MFR06 休閒產業行銷研究 3/3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1 旅運經營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4 休閒心理與消費行為研究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2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4 運動產業經營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2 主題性休閒專題(ㄧ)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7 生態休閒研究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9 餐飲業經營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7 主題性休閒專題(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4 書報討論(二) 0/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7 書報討論(三) 0/2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5 論文（一） 3/3 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 MFA08 論文(二) 3/3 

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專業必選 MFD04 休閒產業策略管理研究 3/3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3 休閒產業投資與開發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9 旅館業經營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0 社區發展總體營造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0 休閒產業服務品質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0 休閒產業法規與政策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2 休閒資源規劃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0 休閒產業個案分析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4 休閒活動設計與評估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2 節慶賽會活動管理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12 美食文化專題 2/2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MFR01 會議展覽管理專題 2/2     

        

本學本學本學本學期開課最高期開課最高期開課最高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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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9/9/29  4:07:34 PM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專運動健康與休閒系進修部二專運動健康與休閒系進修部二專運動健康與休閒系進修部二專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57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含通識基礎含通識基礎含通識基礎含通識基礎、、、、校訂專業基礎共校訂專業基礎共校訂專業基礎共校訂專業基礎共 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2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通識基礎通識基礎通識基礎通識基礎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6F001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一一一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11 國文國文國文國文(二二二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02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一一一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12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二二二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03 軍訓軍訓軍訓軍訓(一一一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13 軍訓軍訓軍訓軍訓(二二二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A04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一一一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14 計算機概論計算機概論計算機概論計算機概論 2/3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11 休閒事業經營管理概論休閒事業經營管理概論休閒事業經營管理概論休閒事業經營管理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A15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二二二二)  0/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12 中餐廚藝概論中餐廚藝概論中餐廚藝概論中餐廚藝概論(一一一一) 3/3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14 中餐廚藝概論中餐廚藝概論中餐廚藝概論中餐廚藝概論(二二二二)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13 運動與健康概論運動與健康概論運動與健康概論運動與健康概論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32 餐旅管理餐旅管理餐旅管理餐旅管理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08 休閒遊憩概論休閒遊憩概論休閒遊憩概論休閒遊憩概論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19 中餐廚藝實作中餐廚藝實作中餐廚藝實作中餐廚藝實作(二二二二) 3/3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06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 2/2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02 旅館管理旅館管理旅館管理旅館管理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16 中餐廚藝實作中餐廚藝實作中餐廚藝實作中餐廚藝實作(一一一一) 2/2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03 節慶活動管理節慶活動管理節慶活動管理節慶活動管理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6+13＝＝＝＝19））））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8+7+5＝＝＝＝20）））） 

 

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科目類別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科目名稱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校訂專業基礎校訂專業基礎校訂專業基礎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6FA25 多媒體製作多媒體製作多媒體製作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33 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史 2/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23 軍訓軍訓軍訓軍訓(三三三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34 軍訓軍訓軍訓軍訓(四四四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21 國父思想國父思想國父思想國父思想 2/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A35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四四四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通識基礎必修 6F022 音樂欣賞音樂欣賞音樂欣賞音樂欣賞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29 烘焙烘焙烘焙烘焙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24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三三三三)  0/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30 烘焙實務操作烘焙實務操作烘焙實務操作烘焙實務操作 3/3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21 西餐廚藝概論西餐廚藝概論西餐廚藝概論西餐廚藝概論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31 餐飲服務技術與實務餐飲服務技術與實務餐飲服務技術與實務餐飲服務技術與實務 2/2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22 西餐廚藝實作西餐廚藝實作西餐廚藝實作西餐廚藝實作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11 宴會管理宴會管理宴會管理宴會管理 3/3 

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 6FA23 服務業管理服務業管理服務業管理服務業管理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12 吧檯經營管理吧檯經營管理吧檯經營管理吧檯經營管理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06 飲料管理飲料管理飲料管理飲料管理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13 餐旅業國際化管理餐旅業國際化管理餐旅業國際化管理餐旅業國際化管理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07 酒與飲料知識品評酒與飲料知識品評酒與飲料知識品評酒與飲料知識品評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14 咖啡調製咖啡調製咖啡調製咖啡調製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08 領隊導遊實務領隊導遊實務領隊導遊實務領隊導遊實務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15 花式調酒花式調酒花式調酒花式調酒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09 旅行業經營管理旅行業經營管理旅行業經營管理旅行業經營管理 3/3 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 6FN16 餐飲微型創業餐飲微型創業餐飲微型創業餐飲微型創業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6+8+6＝＝＝＝20）））） 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2+7+12＝＝＝＝21）））） 

 

 

 



 49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 

98.5.4 系務會議通過、97.11.12 課程及選課規畫小組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入學新生度入學新生度入學新生度入學新生

〈〈〈〈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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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6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8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8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A272 兒童生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A201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A270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A260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必修 4A216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4A261 兒童遊戲 2/2 

    專業必修 4A275 設計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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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7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A263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A267 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A256 兒童觀察與實務 1/2 專業必修 4A277 活動企劃 2/2 

專業必修 4A276 造形原理 2/2 專業選修 4AA16 人因工學 2/2 

專業選修 4AA09 兒童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AA17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與

實習 
1/2 

專業選修 4AA48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21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12 設計素描 2/2 專業選修 4AA22 設計專利與智慧財產 2/2 

專業選修 4AA32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A867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A07 視覺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838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4A835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4A871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A27 休閒導論 2/2     

專業選修 4AA13 圖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5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4 小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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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9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
最多修 25 學分，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
則須完成 2 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課
程中之某一類程，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十、畢業生須通過保母人員技能檢定與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十一、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列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 證照、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證照、Flash 證
照、Photoshop 證照、青年活動企劃師證照。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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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51 英語會話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A269 參觀 1/3 

專業必修 4A268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75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A33 團體工作 2/2 專業選修 4AA76 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5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06 教育統計學 2/2 

專業選修 4A868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A896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4AA3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4AA57 兒童讀物賞析 2/2 

專業選修 4AA37 語文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8 兒童休閒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1 數學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9 兒童戲劇設計 1/2 

專業選修 4AA52 美語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60 藝術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3 自然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61 特殊兒童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4 幼兒體能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3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A55 益智型玩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62 互動媒體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56 木工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A63 產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45 藝術領域與教學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7）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7 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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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273 實習 6/18 專業必修 4A280 幼兒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A279 幼兒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A281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A05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67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4AA64 兒童產業領導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4AA68 創業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AA65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4AA04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66 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851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A69 兒童與家庭教育活動推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24   小時        （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2 小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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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       

                                    98.5.4 系務會議通過、97.11.12 課程及選課規畫小組會議通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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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2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8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9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9A245 兒童生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A201 心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A270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A248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必修 9A221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9A249 兒童遊戲 2/2 

    專業必修 9A252 設計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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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4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4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7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9A011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A239 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A251 兒童觀察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A245 活動企劃 2/2 

專業必修 9A253 造形原理 2/2 專業選修 9AN23 設計素描 2/2 

專業必修 
9A254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24 嬰幼兒感官教材設計

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A863 兒童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9AN25 數位繪圖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75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9AN26 設計專利與智慧財產 2/2 

專業選修 9AN19 視覺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A899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17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9A893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9AN11 休閒導論 2/2 專業選修 9A812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20 圖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27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4 小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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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9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

最多修 25 學分，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

則須完成 2 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課

程中之某一類程，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十、畢業生須通過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十一、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列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 證照、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證照、Flash 證
照、Photoshop 證照、青年活動企劃師證照。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幼兒保育系兒童活動與教材設計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 

〈〈〈〈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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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2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A029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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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A246 人因工學 2/2 專業必修 9A247 參觀 1/3 

專業選修 9AN27 團體工作 2/2 專業選修 9A875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AN28 團康慶典活動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76 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10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A880 教育統計學 2/2 

專業選修 9A886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AN34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9AN28 語文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5 兒童讀物賞析 2/2 

專業選修 9AN29 數學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6 兒童休閒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0 美語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7 兒童戲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2 自然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8 藝術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3 幼兒體能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9 特殊兒童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34 益智型玩具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7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AN35 木工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A889 藝術領域與教學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0 小時             （7）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7  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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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241 實習 3/9 專業必修 9AN45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40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2/2 專業必修 9AN46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N41 兒童產業領導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9AN47 企劃行銷 2/2 
專業選修 9AN07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AN48 創業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9AN42 互動媒體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49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N43 產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48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44 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50 兒童與家庭教育活動推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15 小時        （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0 小時         （3） 



 53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托育教托育教托育教學組學組學組學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  

                                    98.5.4 系務會議通過、97.11.5 課程及選課規畫小組會議通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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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6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8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8 體育(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42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A272 兒童生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A201 心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A270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A233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必修   4A216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4A260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必修 4A261 兒童遊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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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4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A264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A263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A267 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A256 兒童觀察與實務 1/2 專業必修 4A235 特殊教育導論 2/2 

專業必修 4AA23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877 課程與教學原理 2/2 

專業選修 4AA3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871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858 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A873 兒童發展評量 2/2 

專業選修 4A860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A872 特殊兒童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A867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4AA48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19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A26 兩性關係 2/2 

專業選修 4A867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262 幼兒鍵盤樂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5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4 小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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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9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
最多修 25 學分，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習
則須完成 2 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課
程中之某一類程，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十、畢業生須通過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十一、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列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 證照、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證照、Flash 證
照、Auto CAD 2D、3D 專業級證照青年活動企劃師證照，畢業生須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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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051 英語會話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A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A269 參觀 1/3 

專業必修 4A268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884 美語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72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A886 晤談技巧 2/2 

專業選修 4A828 兒童電腦教學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A885 婚姻與家庭 2/2 

專業選修 4A880 諮商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890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14 班級經營 2/2 專業選修 4AA46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A833 幼兒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891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68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A896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4AA42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協同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94 兒童戲劇 2/2 

專業選修 4A881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AA02 優生保健與身體檢查評估 2/2 

專業選修 4AA34 語文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801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4A882 數學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72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4A883 社會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70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71 兒童律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7） 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7 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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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273 實習 6/18 專業必修 4A281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必修 4A27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A274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A05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A03 托育機構評鑑 2/2 

專業選修 4A28 藝術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04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A06 教育統計學 2/2 專業選修 4A898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A51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A851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4AA73 音樂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4AA3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A840 家族治療 2/2 

    專業選修 4AA74 兒童保育專題討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24   小時        （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2 小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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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托育教學組托育教學組托育教學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第一頁〉〉〉〉 

                  98.5.4 系務會議通過、97.11.5 課程及選課規畫小組會議通過、97.9.29 校務會議通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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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2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2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9A005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6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7 體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8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9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A245 兒童生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A201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9A270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A893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必修 9A221 兒童發展 2/2 專業必修 9A248 嬰幼兒安全 2/2 

    專業必修 9A249 兒童遊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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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4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5 體育（四）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4 體育（三） 0/2 通識基礎必修 9A04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8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9A017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9A011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A239 兒童活動設計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A251 兒童觀察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A234 特殊教育導論 2/2 

專業必修 9A248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9AN53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9A87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N54 創意思考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13 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9A812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51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A866 兒童發展評量 2/2 

專業選修 9AN52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9AN39 特殊兒童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9A833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AN10 兩性關係 2/2 

專業選修 9A899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56 課程與教學原理 2/2 

專業選修 9AN52 嬰幼兒玩具設計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4 小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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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一、9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一、二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16 學分，最多修 28 學分，三、四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少修 9 學分，
最多修 25 學分，但修讀輔系、修讀雙主修、或修讀教育學程者，最高修習學分不受此限。 

      三、校訂必修及校訂選修科目均採各系共同開課、合班上課之原則實施。 

      四、「專業社群參觀」不及格需擋修「專業社群實習」，專業社群參觀次數至少 6 次，專業社群實
習則須完成 2 個月的實習，不以學分時數計。 

五、*表示需上機費。 

六、跨系選修，最多 6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可增加至 9 學分。 

七、選修需滿 20 人，方可開出。 

八、各專長領域下，學生必須就系訂選修課程中修畢至少「活動與教材設計組」及「托育教學組」
課程中之某一類程，每類課程需修畢其中 20 學分，始可獲得此領域證明。 

      九、他系不得跨系選修(一)創造思考教學(二)專業倫理(三)生涯規劃。 

      十、畢業生須通過初級英文檢定始能畢業。 

十一、畢業生須擇一通過下列證照：保母技能檢定證照、CPR 證照、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證照、Flash 

證照、Auto CAD 2D、3D 專業級證照青年活動企劃師證照，畢業生須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課程標準 98 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學年度入學新生〈〈〈〈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66 學分【含校訂必修 26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66 學分【校訂選修 12 學分，系訂選修 54 學分】最多跨系選修 6 學分(修人文學院學程  

                                               可跨 9-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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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02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A029 英語會話(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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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A256 參觀 1/3 

專業必修 9A239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協同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66 美語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55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AN01 晤談技巧 2/2 

專業選修 9AN57 兒童電腦教學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9AN67 婚姻與家庭 2/2 

專業選修 9AN58 諮商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N68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15 班級經營 2/2 專業選修 9A887 課後托育活動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AN59 幼兒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69 自然生活科技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10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AN70 教育研究法 2/2 

專業選修 9AN60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9AN18 兒童戲劇 2/2 

專業選修 9AN61 語文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71 優生保健與身體檢查評估 2/2 

專業選修 9AN62 數學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40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AN63 社會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72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AN64 蒙特梭利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65 兒童律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分學分  22 時             （7）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9 小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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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241 實習 3/9 專業必修 9A257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N40 家庭生活教育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258 托育機構評鑑 2/2 

專業選修 9A801 藝術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N49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AN74 教育統計學 2/2 專業選修 9A883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AN75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A848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AN76 音樂課程與教學 2/2 專業選修 9A870 兒童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AN73 家族治療 2/2 

    專業選修 9AN77 兒童保育專題討論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15 小時        （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0 小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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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 

計畫名稱 休閒遊憩與創意產業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方案特色 開設跨學院跨領域學程 承辦單位 人文社會學院 

分機：6005 執行方案主

持人 
薛福財 聯絡方式 

E-mail：blackwhale@csu.edu.tw 

方案說明方案說明方案說明方案說明 

  因應多元化社會之學習環境與產業發展趨勢，整合院系專業課程，推動一系列新興跨
領域學程，培育跨領域之專業人才。因此本計劃整合管理學院之「國際企業系」、「企業
管理系」與人文社會學院之「運動健康與休閒系」、「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應用外語
系」以及「幼兒保育系」之基礎，並透過人文社會學院所開設之整合課程，進行串連。結
合管理學院及人文社會學院各項教學資源，開設各種整合且具實務性之跨領域學程，突破
院與院之間之合作關係，擴展學生學習領域，更能夠使學生依照興趣、有系統地學習更多
專業課程，並且輔導學生考取相關證照，厚植未來進入職場競爭能力。  

具體內容具體內容具體內容具體內容 

1. 分系基礎課程 
(1)管理學院規劃課程如下: (國際企業系、企業管理系) (至少修習 8 學分) 
 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管理、國際運籌管理、消費者行為、跨文化管理、國際財務管
理、管理學、國際商展實務、商展英文實務、商務英語會話、商務談判實務、電子商務、
連鎖企業管理、國際流通管理、整合行銷溝通、零售管理、賣場設計與規劃、策略人力資
源管理。 
  
(2) 人文社會學院規劃課程如下：(運動健康與休閒系、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應用外語系、
幼兒保育系) (任選一模組至少修習 8 學分) 

  模組一 
旅館管理、餐飲管理、酒與飲料知識品評、服務業管理、旅行業經營管理、休閒資源
規劃與管理、領隊與導遊實務、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觀光英語、解說導覽、專題旅
遊企劃、觀光學導論、 
模組二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中級英語口語訓練、基礎商用英文、進階商用英文、行銷與管理、
商用英文書信、英文簡報實務、電子商務英文、財經英文、商展英語、英語溝通談判
技巧、消費者行為學、人際關係、行銷與管理、英文秘書實務、企業管理概論、觀光
資源概要、跨文化溝通、餐飲英語會話、旅遊法規、英語臺灣簡介、導遊實務、觀光
英語、國際禮儀、領隊實務、旅館管理英語、航空英語、英語全球名勝導覽、英語隨
行解說、旅程規劃與設計 
模組三 
設計概論、造形原理、活動企劃、益智型玩具設計、兒童產業領導與溝通、互動媒體
教材設計、產品設計、展示設計、企劃行銷、創業管理與規劃。 

 
2. 學院整合課程-人文社會學院整合課程(至少修習 2 學分) 
「會展管理與實務」、「門市服務管理」、「領隊與導遊實務」。 
 
3. 修課學生以「國際企業系」、「企業管理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以及「觀光遊

憩學位學程」為主，並且輔導學生參與各種相關證照考試。 
4. 共修習 19 學分以上， 

預定達成之預定達成之預定達成之預定達成之

量化目標量化目標量化目標量化目標 

1.課程於 1 年半修習完畢。 
2.整合課程能夠輔導學生參與「門市服務證照」、「會議展覽認證」、「領隊導遊證照」

等 3 種證照考試。 

預定達成之預定達成之預定達成之預定達成之

質化目標質化目標質化目標質化目標 

1.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協助學生有組織、有計畫、有效率地獲取相關專業技能證照，緊密
地落實課程與專業證照的結合。 

2.推動院與院之間的合作關係。 
3.提供學生多元學習之管道，增進學生廣博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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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 

正修科技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正修科技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正修科技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正修科技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92.4.9 台中(三)字第 0920049814 號函報部同意備查 

93.1.5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15 台中（三）字第 0930004912 號函修正同意備查 

95.10.26 台中（二）字第 0950157982 號函修正同意備查 

96.10.8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1.12 台中（二）字第 0960171244 號函修正同意備查 

98.6.8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一一、、、、    必修科目及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必修科目及學分：：：：至少十四學分至少十四學分至少十四學分至少十四學分  
                                                  

(一一一一)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基礎課程(四學分)：從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等科目中至少

修習二科(每科二學分)。  

  (二二二二)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六學分)：從教學原理、班級經營、教育測驗與評量、輔導原理與實務、課程發

展與設計、教學媒體與操作等科目中至少修習三科(每科二學

分)。  

 (三三三三)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課程(四學分)：(此部份課程係依據 93.11.22 教育部台師(三)字第

0930155009 號函核備之專門課程開設) 

   1.高中部份：(1)英文科教材教法二學分、英文科教學實習二學分 

(2)生活科技教材教法二學分、生活科技教學實習二學分 

(3)體育科教材教法二學分、體育科教學實習二學分 

(4)化學科教材教法二學分、化學科教學實習二學分 

2.高職部份：(1)機械群教材教法二學分、機械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2)電機電子群教材教法二學分、電機電子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3)土木與建築群教材教法二學分、土木與建築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4)化工群教材教法二學分、化工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5)商業與管理群教材教法二學分、商業與管理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6)外語群教材教法二學分、外語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7)設計群教材教法二學分、設計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8)家政群教材教法二學分、家政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9)餐旅群教材教法二學分、餐旅群教學實習二學分 

3.國中部份：(1)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材教法二學分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學實習二學分 

(2)綜合活動領域-童軍教育專長教材教法二學分 

綜合活動領域-童軍教育專長教學實習二學分 

(3)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化學專長教材教法二學分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化學專長教學實習二學分 

(4)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專長教材教法二學分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專長教學實習二學分 

二二二二、、、、    選修科目及學分選修科目及學分選修科目及學分選修科目及學分：：：：至少十二學分至少十二學分至少十二學分至少十二學分 

(一)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等必修科目修習超過 10 學分，得採計於教育專業課程總

學分數。 

(二)本中心開設之選修科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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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行政二學分                        2.德育原理二學分 

3.現代教育思潮二學分                    4.中等教育二學分  

5.特殊教育導論三三三三學分                    6.比較教育二學分 

7.生涯規劃與發展二學分                  8.教育行政二學分 

9.教育法規二學分                        10.電腦與教學二學分 

11.教學檔案二學分                       12.教育研究法二學分 

13.青少年心理學二學分                   14.視聽教育二學分 

15.親職教育二學分                       16.心理與教育測驗二學分 

17.教育與職業輔導二學分                  18.環境教育二學分 

19.人際關係二學分                        20.行為改變技術二學分 

21.發展心理學二學分                      22.教育史二學分 

23.教育統計二學分                        24.科學教育二學分 

24.資訊教育二學分                        26.多元文化教育二學分 

27.人權教育二學分                        28.兩性教育（性別教育）二學分 

29.親師溝通與輔導二學分                  30.生命教育二學分 

31.品德教育二學分                        32.團體活動設計與實施二學分 

33.鄉土教育二學分                        34.家政教育二學分 

35.家庭教育二學分                        36.童軍教育二學分 

37.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二學分          38.青少年問題與輔導二學分 

39.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二學分                40.校園危機處理二學分 

41.教師情緒管理二學分                    42.休閒教育二學分 

43.教師心理衛生二學分                    44.安全教育與急救二學分 

三三三三、、、、修課通則修課通則修課通則修課通則 

(一)修讀中等教育學程至少應修習二十六學分。  

(二)班級經營一科每位師資生皆應修習。  

(三)分科教材教法及分科教學實習應於就讀學程二年級(或以上)方可修習，且先修分科教材教    

法後修教學實習。  

(四)每學期最多可修 8 學分（延畢當年除外）。  

(五)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若與專門課程科目相同或相似，僅能擇一採計，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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