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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99 年 6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二、地點：行政大樓 10 樓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立 

四、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記錄：呂立德 

五、主席致詞 

1.首先感謝各單位於本學期對教務工作的協助與配合，期望未來能繼續予以支持，俾使教務

工作更加順暢。  
2.由於五專及二技學制即將結束，為協助轉學生及未取得學分的同學能順利畢業，於學分的

抵免請從寬認定，尤其共同科目可由通識博雅課程之相近課程去認定，否則往後將出現極

大問題，若各召集人有問題容再行討論，惟必須形成共識。 
3.計算機概論、語言程式、多媒體設計及網際網路等課程由原 2 學分 3 小時皆改為 1 學分 2

小時，缺的學分數可修習專業課程去做抵免，惟請各召集人能明確的告知學生多修習。 
4.學士後有一季要辦理，預計七月底寫計畫書，這牽涉到另一個部份，目前四技二專整個流

程已結束，四技是外加名額，本校要招收 226 位學生，而依往常經驗，大概有 10％的學生

流失，容於下個會議中和各系主任進行討論。 
5.有關期末考與暑修重疊日期，原則上同意老師可將 6 月 28~ 30 日這三天的課調整至前一禮

拜， 但必須經過學生同意才可行；因要上足 18 週，建議老師可做星期一、二、三上課，

安排星期四、五考試之彈性安排。 
6.有關暑假轉學考的招生日期，各教學單位如有跑馬燈的部份 請提供字樣。 
7.教學發展中心呂立德主任於 99 學年度接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教師成長小組組長黃玉幸老

師接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原教師成長小組組長由國企系回怡雯老師擔任，學習輔導小組

組長由電機系陳幸豐老師擔任。 

六、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 

1.感謝各位院長、系主任、各科召集人這個學期以來對進修部教務工作的支持和協助。 
2.期末成績輸入上傳截止的時間在 7 月 2 日，請各系協助提醒任課老師按時繳交成績。另外，

暑修開始的時間是在 6 月 28 日，和期末考重疊的 3 天以期末考試為主。 
3.99 學年度進修部暨附設院校單獨招生正在進行中，進修專校甄選入學已經考試完畢，四技在

職專班刻正報名中，請各位主任、老師、同仁協助宣導。 
4.自本學年度起，進修部每年將邀請各高職應屆畢業生到校參訪，感謝圖書館、英語自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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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單位及各系科的配合。 
5.進修部二技聯合登記分發在 8 月 7 日舉行，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發在 8 月 14、15、16 日舉行，

場地都在本校，梯次表屆時將分發到各系，援例請各位系主任到場了解招生情形。 

△圖書館 

1.本館於一樓迴旋樓梯中心增設藝術設計類圖書專區取名為藝設立場。本區收集所有的藝術設

計類圖書，採用高架書櫃設計，上部呈現龍翔鳳舞之姿態，具有時尚感，並可視為一個裝置

藝術。謹訂於 6 月 15 日上午 10 時舉行啟用儀式，歡迎各位屆時蒞臨指導。 

2.98 學年度圖書經費之執行結果，將於學期結束後與會計室、保管組核對資料無誤後，會儘快

統計出各系經費額度，再寄給各位系所主任。 

3.為配合本校師生研究與學習之需求，本館裝訂期刊（過期期刊）自 5/17 起開始提供外借服

務，借期 7 天，歡迎各位老師踴躍使用。 

4.請各位主任老師多多使用「高高屏圖書代借代還服務」，詳情請參考本館首頁館際合作項目，

免費使用至 2010/7/31。 

5.本館新增電子資源（由教育部第三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技職校院技術研發中心專業書籍以

電子書方式購置計畫提供）請代向學生宣導使用。 

 
資源名稱 資源簡介 使用期限 

動腦知識庫 完整收錄近 11 年廣告媒體界的重要議題，盡

蒐歷年廣告、行銷、媒體的統計數字與歷史資

料，快速全文檢索功能，查詢數位資料省時又

方便，提供雜誌全頁影像。 

永久使用 

NetLibrary 電子書 新增文化創意與數位服務、生技醫療與精緻農

業、商業管理語言及海洋、綠色能源與環境生

態領域之西文電子書。 
永久使用 

Udn 數位閱讀網

電子書庫  
新增電力電子與通訊領域、商業．管理．語言

與海洋領域、休閒與服務創新領域。 
永久使用 

○師資培育中心 

1.本校 98 學年度共有 34 人完成教育實習，其中有 29 位同學參加 99 年教師檢定考，通過 9 位。

本校全體考生共通過 15 位。 
2.99 學年度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修畢中等學校教師職前教育學程之師資生計有 33 名至本校各簽

約實習學校擔任實習生。 
3.本中心於 99 年 5 月至 8 月進行 99 學年度師資培育招生報名工作，並於 99 年 8 月 23 日進行

筆試與口試等甄選事宜。本學年度擬招收 50 名師培生，歡迎本校各系所學生報名甄選。 
4.97 學年度第 2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通過選課登記委員會辦法，是各個學校學生修畢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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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本校辦理專門課程加課登記，在辦理加課登記酌收外校學生每位 1000 元的手續費；在專

門課程的訂定上，需經過各系系主任去認定；每學期的 5 月份和 12 月份會有例行的審查活動；

感謝各位主任的協助與配合。 

☉通識教育中心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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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門（人

文學 13 門、社會科學 17 門、自然科學 8 門、生命科學 8 門）；管理學院與人文社會學院於

星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44 門（人文學 7 門、社會科學 16 門、自然科學 13 門、生命科學

8 門）。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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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

為 80 人)，俟新生選課時(9 月初)，人數上限調整為 50 人(大班為 100 人)，開學後加退選時人

數上限調整為 55 人(大班為 120 人)。初選時限制每生只得選一門，加退選期間(9 月 6 日~9 月

17 日)允許新舊生得加選第二門通識博雅課程。 
3.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識博雅課程共有 10 門進行大班實驗教學。 

☆藝術中心 

1.感謝各單位對本中心於本學期所舉辦各項藝文活動的支持與參與。 
2.本學期舉辦之最後一個展覽為 2010 黃志偉創作個人展，請各單位踴躍參與。 

七、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98 學年度各系所“卓越計畫 B-3 配合產業需求開設專業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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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各系所“卓越計畫 C-2 擴大辦理實務性跨領域特色學程”協同教學，於 98 學年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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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達成目標。另外 99 學年度亦有名額，請各系轉通知系上有興趣之老師踴躍參與。 
3.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電腦選課刻正進行中(6 月 7 日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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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未依規定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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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盡量避免至低年級隨班修，以免影響畢業生的權益。

(如畢業證書的領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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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至 30 日，但暑修開課仍保持 6
月 28 日開始至 8 月 6 日止計六週，如有考試與暑修課衝堂發生時，請任課老師彈性處理。 

8.暑修正式開班之科目將於 6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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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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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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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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生有上課但名冊上無資料，則代表

該生對該科的選修程序未完成，才無法輸入資料，請任課老師與本組聯絡，以查明原因。 
11.期中考成績，請各單位轉達各專兼任教師，務必輸入成績，除了實習課或交報告科目除外。 
12.請各系將輔系課程上網公佈，以利學生查詢。 
13.按教育部為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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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85% 以 上 。 請 導 師 至 網 址 為 
http://www.cher.ntnu.edu.tw/hedu/下載，帳號:1037，密碼:7727120，可查詢本班的填答人數。 

◎招生組 

1.本校 100 學年度研究所提出申請為資工、國企與應外等三所，其中僅資工所獲審定通過。 
2.99 學年度產業研發碩士專班『秋季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預定於 6 月 16 日開始販售。 

     3.99 學年度第 1 學期轉學考試招生簡章預定於 6 月 16 日販售，本校為主辦學校，今年有 8 校參

加 聯合招生，敬請多加輔導及協助。 
   4.99 學年度招生宣導正密集進行中，感謝各位主任、老師的支持與配合，令招生工作能達到預

期的目標。 
   5.為因應高中職學校，偶有急需本校專業老師指導面試應對或書面資料搜集審查等協助，造成

各 系困擾甚感抱歉。 

◎教學發展中心 

1.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問卷併同「十大喜愛教師教學行為」問卷已實施完

畢，此次提供填答問卷的獎品相當優厚，經 6 月 4 日於玄關請校長公開抽獎後產生各獎項幸

運得主，期能藉此以提高填答率。「十大喜愛教師教學行為」問卷統計結果已出爐，如附件

1(頁 11)。「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問卷刻正統計分析中，期間感謝各系教師的協助與配合。 
2.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免受評科目條件為同一科目由多位教師教授者屬之，惟各系之實習課程由

一位或多位教師授課較不固定，請各系能否協助認定，俾於統計資料的正確性。 
3.本中心於 6 月 1 日起請電機系陳幸豐老師兼任學習輔導組召集人，國企系回怡雯老師兼任教

師成長組召集人，原黃玉幸老師於 8 月 1 日起升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感謝三位老師對本中

心行政工作的投入。 
4.本校教學品保機制已於期初建構，如附件 2(頁 12)，另為利於各系評鑑資料的參考運用，增強

資料的說服力，本處已將相關教務章則與其對應，如附件 3(頁 13)。 
5.各系 98 學年度（99 級）專題製作成果展均已執行完畢，為因應今年教育部的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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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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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為利於各系對外招生宣導及外賓參訪之用，本中心已編印本校最新大本及抽印本中、英文簡

介，各系可至本中心索取使用。 
7.〈正修校刊〉241 期暨 99 級〈畢業特刊〉將於 6 月 12 日出刊，期間感謝各單位不吝惠賜稿件。 

八、討論提案 

    提案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工業工程管理系訂定 99 學年度研究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進修學院二技、進修

專校二專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4(頁 15)，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 99 年 5 月 4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小組委員會審查會議修改討論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子工程系修訂 97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5(頁 26)，提請  討

論。說明：本案經 99 年 3 月 31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9 年 5 月 25 日系所務會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子工程系修訂 99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之課程標準，如附件 6(頁 29)，提請  討

論。 
說明：本案經 99 年 3 月 31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9 年 5 月 25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子工程系訂定雙軌訓練旗艦計畫班之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7(頁 31)，

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 99 年 3 月 31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9 年 5 月 25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工程系修訂進修部四技 97、98、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如附件 8(頁 33)，提

請  討論。 

說明：依據教務處規劃進修部四技課程一般原則，調整通識基礎必修、博雅選修，專業必修、選修

的學分和時數比例。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由工學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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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資訊工程系修訂 96、97、98 學年度及制定 99 學年度日間部及進修部入學新生之課程標

準及調整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9(頁 36)，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 99 年 5 月 3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及 99 年 5 月 24 日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修訂 97、98、99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10(頁 60)，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由 99 年 5 月 26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小組委員會審查修訂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訂定校外「工廠實習」實施辦法，如附件 11(頁 66)，提請  討

論。 
說明：本案經 99 年 5 月 26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小組委員會審查訂定後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土木與工程資訊系暨營建工程研究所 99 學年度入學學生課程標準之課程規劃案，如附

件 12(頁 71)，提請  討論。 
       說明：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99 學年度日四技入學學生課程標準（工程技術組及工程資訊組）、進修

部四技入學學生課程標準及營建工程研究所課程標準（營建工程組及建築與環境設計組），

業經 98 年 12 月 17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通過（本位課程-99 學年度入學學生

課程標準訂定-諮詢會議）、99 年 1 月 12 日期末系所務會議通過、99 年 4 月 9 日本位課程

-99 學年度入學學生課程標準訂定-校外『課程審查』會議審查、99 年 5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土木與工程資訊系調整 97 及 98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入學學生課程標準，及日四技 96 及

97 學年度入學學生課程標準必修時數修改及增加選修課程案，如附件 13(頁 79)，提請  討
論。  

說明：土木與工程資訊系為因應進修部四技自 99 學年度起每週至多可排 2 天 5 節課，其餘 3 天僅

能排 4 節課，調整 97 及 98 學年度入學學生課程標準之課程規劃總表案及 96 學年度日四技

入學學生課程標準，四年級上學期「結構工程應用資訊化」修改為1學分2小時，增加2學分2小
時「下水道工程」之選修課程及97學年度3年級上學期新增「環境工程與資源管理」2學分2小時

之選修課程，業經 99 年 5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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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擬制訂 99 學年度營建工程研究所乙組、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之課程標準，如

附件 14(頁 83)，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 99 年 4 月 16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9 年 4 月 21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擬修訂進修部四技 96、97、98 學年入學課程表，如附件 15(頁 87)，提請  討論。 
說明：1.依據教務處規劃進修部四技課程一般原則，調整通識基礎必修、博雅選修，專業必修、選 

修的學分和時數比例。 
2.本案經 99 年 4 月 16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99 年 4 月 21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品德與倫理」課程實施方式，提請  討論。 

說明：天下雜誌指出：「品格教育」與「再學習的能力」是學、業界共同認為大學培育人才應加強

之處。前年金融風暴造成經濟恐慌，聯合國文教處開始重視商管教育品質。擬定策略：1.

未來由院級統一開設「品德與倫理」課程，必、選修？屬性可討論。2.建議管理學院每班級

每學期擇一門必修課程在第 10 週實施 1 小時品德與倫理教學，並排入教學大綱，如附件

16(頁 90)，數位學程課程規劃表，建議由任課老師協同校外導師（校友及業師）擔任。3.

開發「品德與倫理」個案教材，預定本學期增加 8 個個案教材。 

討論：1.品德教育課程應有標準化作業模式，訂定標準化主題，然後在固定的時間授課。 

 2.僅實施一小時，似乎不夠，可考慮加長。 

3.還要考慮到課程活潑化的作法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企業管理系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入學新生課程表，如附件 17(頁 92)，提請  討論。 

說明：企業管理系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入學新生學制共有日間部二專（雙軌訓練旗艦班－連鎖店管

理)、日間部二技（雙軌訓練旗艦班－工商企業高級管理)、日間部四年制（行銷與流通組、

經營管理組、投資理財組）、進修部二年制、進修部四技、進修學校二年制專科部、專科進

修學校二年制專科部、進修學院二年制、在職專班二年制、在職專班四技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之「實務專題實施要點」，如附件 18(頁 107），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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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實施要點之重點共分十二項，分別是依據、目的、範圍、實務專題題目之申請、資料搜集

及工作預劃、專題指導老師之更換、實務專題與校外廠商產學合作、實務專題口試規定、實

務專題期末總結報告規定、實務專題課程重修、實務專題作業實施要點之修訂、實務專題成

果展示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六：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訊管理系修訂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生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9(頁 127)，提請  討論。 

說明：資訊管理系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進修部四技、日間部碩士班、在職專班碩士班新生課程表經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管院審核，提請教務會議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等三項實施辦法，如附件 20(頁 131），提請  討論。 

說明：國際企業系經上次會議所提校外實習、證照檢定、專題製作之相關議題，彙整意見後，制定

「98 與 99 學年度國際企業系提升學生就業能力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

實施辦法」及「國際企業系專題製作實施辦法」。 
決議：專科部可用「專題製作實施辦法」，大學部則應更正為「實務專題辦法」，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國際企業系 95~98 學年度部分課程異動修正案，如附件 21(頁 154），提請  討論。 

說明：國際企業系為因應部份課程名稱修正及進修部上課時數降低等，修訂「五專(95)、(96)」、「日

二技(98)」、「進四技(96)、(97)、(98)」、「日四技(96)、(97)、(98)」等課程，並製作「96-98

學年度國際企業系日間部課程異動表」及「98-99 學年度國際企業系進修部課程異動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財務金融系修訂 97、98、99 學年度進修部新生課表，如附件 22(頁 175），提請  討論。 

說明：財務金融系為因應進修部上課時數調整因素，修訂 97、98、99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新生入學

課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由人文社會學院提出 

提案：本院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99 學年度新生課程規劃，如附件 23(頁 178)，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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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1.本案業經 99 年 4 月 30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99 年 5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2.進修部課程規劃依教務組規劃將「計算機概論」、「網際網路應用」與「多媒體製作」變

更為 1 學分 2 小時的課程。 

      3. 進修部「體育」課程變更為 1 學分 2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案由：為修訂本校「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要點」，如附件 24(頁 184)，提請  討論。 

說明：1.依據教育部 98-99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意見而修訂。 

2.修訂第五點：「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之科目，以每位教師所教授的全部課程為依據。」

句後增列「惟服務學習、操行、軍訓、專題製作、實習及五專體育等若由多位教師共同敎

授之課程，列為免受評科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案由：有關建構本校學生核心能力，如附件 25(頁 185)，提請  討論。 

說明：本校為培育學生具備核心能力（Core abilities），藉由 3 大能力面向（GPS）：通識力（G）、

專業力（P）與展現力（S）導入學生學習歷程，以呈現學生各面向的能力指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由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為修訂「正修科技大學轉系(科)及跨部互轉辦法」，提請  討論。 

辦法: 修訂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第 七 條  

學生休學期間不得申請轉系（科

），若原肄業系（科）變更或停辦

時，得依學生興趣，輔導其提出

轉系（科）申請至適當系（科）

肄業。 

第 七 條  

若原肄業系（科）變更或停辦時

，得依學生興趣，輔導其提出轉

系（科）申請至適當系（科）肄

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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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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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票選 10 大喜愛教師教學行為 

編號 排序 行為特質 票數 百分比 

No.1 1 提高學習興趣 3,194 57.65% 
No.20 2 重視學生需求 2,126 38.38% 
No.11 3 經常面帶笑容 1,861 33.59% 
No.2 4 鼓舞學習氣氛 1,860 33.57% 
No.8 5 正向肯定學生 1,564 28.23% 
No.17 6 常舉實例說明 1,541 27.82% 
No.3 7 充滿教育熱忱 1,519 27.42% 
No.4 8 主動關懷學生 1,518 27.40% 
No.7 9 情緒控管得宜 1,459 26.34% 
No.9 10 創新教材教法 1,404 25.34% 
No.19 11 評分客觀公正 1,384 24.98% 
No.13 12 經常提供新知 1,289 23.27% 
No.14 13 啟發多元思考 1,155 20.85% 
No.16 14 激勵學習態度 1,025 18.50% 
No.6 15 善於引導討論 910 16.43% 
No.5 16 協助主動學習 902 16.28% 
No.15 17 勇於採納意見 806 14.55% 
No.18 18 激發創意能量 785 14.17% 
No.10 19 善用科技媒體 769 13.88% 
No.12 20 遵守師生約定 629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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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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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品保機制與相關教務章則對照表 

學 生 面                               相關教務章則 

       學生選課 （準備階段） 

跨校選課   B-03 校際選課辦法 

跨院選課   B-02 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 

第一階段網路選課  

網路選課加退選  

  
       學生學習輔導（實施階段） 

教學助理制度   E04 教學助理工作要點 

補救教學服務   E06 補救教學及課後輔導實施辦法 

學生學習歷程檔案  

大一新生輔導機制  

       培養實務技能（實施階段） 

落實實務專題製作 
 C07 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 

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 

校外實習參訪  

鼓勵學生參加競賽 
 C07 實務專題、專題製作、專題研究 

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 
開設專業與英文證照班  

  
       成績評量與預警 （評量階段） 

缺課預警   C04 教學預警制度實施辦法 
成績評量   C17 學業成績考查暨考試須知 

追蹤休學生情形  
期中預警   C04 教學預警制度實施辦法 

  
       學習回饋 （回饋階段） 

畢業生流向調查  
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調查  

建置生涯歷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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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面                                相關教務章則   

            教學準備 （準備階段） 

辦理專業成長研習   E05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 

召開課程委員會   C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落實系科本位課程   C09 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製作數位教材  

教學大綱上網   C11 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組織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E05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實施方案 

  
        教學實施 （實施階段） 

提供教學諮詢服務   E05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 

落實創意教學課程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執行產學合作   C16 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 

辦理教學觀摩會   E05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 

強化網路教學 

  C11 網路教學推動委員會組織章程 

  C12 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C13 網路教學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 
 C14 開授遠距教學課程原則 
 C15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業師協同教學   C16 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 

研發成果融入教學  

  
          教學評量 （評量階段） 

教師評鑑機制  

學生教學評量   E01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要點 

  
          教學回饋 （回饋階段） 

教學評量不佳輔導   E05 協助教師教學成長實施要點 

績優教師獎勵辦法 
 E02 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 

各系、中心教學績優教師評審要點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   E01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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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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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使得畢業。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管理所 99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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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程理論與策略 M6N40 人因工程 M6N18 

專案管理 M6N10 六標準差 M6N19 
電腦輔助檢測 M6N04 可靠度工程 M6N12 
產業經營分析 M6N20 自動化生產系統 M6N43 
人力資源管理 M6N21 績效評估與管理 M6N28 
行銷策略 M6N23 財務管理 M6N29 

全球運籌管理 M6N26 製商整合 M6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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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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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科 
 
目 
 
︵ 
均 
為 
3 
學 
分 
3 
小 
時 
︶ 

決策分析領域 

類神經系統與理論 M6N36 多目標規劃 M6N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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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9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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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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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46488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6939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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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40 管理英文導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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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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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 9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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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01 ＊作業研究（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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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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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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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理財 3/3 專業選修 46937 管理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度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04 策略管理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理論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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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理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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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9 學年度 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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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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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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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理系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必修 8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59 學分】 

選修 51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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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4/20 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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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20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6025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6021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6026 英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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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15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6016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6047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6405 統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96454 微積分 2/2 專業必修 96441 會計學 2/3 
專業必修 96438 工業工程與管理 2/2 專業必修 96436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96419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96448 人因工程 2/2 
專業必修 96430 ＊電腦輔助繪圖 2/3 專業必修 96434 ＊多媒體設計 1/2 

        
合計 14 學分 20 小時（14/132） 合計 15 學分 20 小時（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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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9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605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6017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6018 體育(四) 1/2 
通識博雅選修 96866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6033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96406 統計學（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603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6408 工作研究 3/4 通識博雅選修 96867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6444 ＊資料庫管理系統 2/2 專業必修 96445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96454 工程經濟 2/2 專業必修 96409 物料管理 3/3 
專業選修 96869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96447 作業研究（一） 2/2 

    專業選修 96874 財務管理 2/2 

        

        

合計 17 學分 19 小時（46/132） 合計 16 學分 19 小時（6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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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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96870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6871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96036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6416 生產管理 3/4 
專業必修 96449 作業研究（二） 2/2 專業必修 96452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必修 96415 品質管理 3/4 專業選修 96863 策略管理 3/3 
專業必修 96413 行銷管理 3/3 專業選修 96825 流通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96805 物料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96859 物流管理 3/3 
專業選修 96866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96851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968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合計 18 學分 19 小時（80/132）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9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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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18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96437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必修 96451 品質保證 2/3 專業必修 9645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6827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96831 全面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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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28 可靠度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30 供應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6826 管理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96872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96873 作業風險管理 3/3 

        

        

        

合計 17 學分 19 小時（114/13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132/132） 
 
 
附註：(經教務長協調後最新範本)99 年 4 月 13 日。 
一、因應 100 學年度進修部每日僅排 4節課，請各系參考此範本平均排課，並於初稿完成後先行送進

修部教務組審查，俟審查後再提系務會議、教務會議討論。 

二、自 99 學年度起，進修部國文、英文、通識開始降低學分數，各系將現行 2 學分 3 小時之課程改

成 2 學分 2 小時或 1 學分 2 小時(小時數為偶數)，排定之體育不得 0 學分，全學程最高時數以 150±2

小時以內為限。 
三、每學期必修課程排定不得少於 2門 4學分，學期修習學分數以 14 學分以上為原則。 

四、99 學年度各系每週至多可排二天 5節課，其餘三天僅能排 4節課，請各系儘速調整 97、98 學年

度入學學生之課程規劃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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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9 學年度 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4/20 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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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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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1 科選 1 科 2/2 系選修  1 科選 1 科 2/2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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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3 科選 2 科 6/6 系選修  4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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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5 科選 4 科 12/12 系選修  5 科選 4 科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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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9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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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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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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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學院二技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99 學年度 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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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選修    系選修  5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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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專校二專 工業工程與管理科 99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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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專校二專 工業工程與管理科 99 學年度 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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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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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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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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97.02.27；99.02.03；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03.03；99.02.26；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7.03.11；99.03.09；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03.17；99.03.15；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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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03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31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7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6 計算機概論 *△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009 軍訓(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8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1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0 軍訓(二) 0/2 
專業必修 43A01 化學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012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3A02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3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3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3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3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3A08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3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3A20 電子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6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017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0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9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4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3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3A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A09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3A10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3A11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12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13 線性積體電路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A14 數位積體電路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A22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43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02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2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3A24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3C03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68 車載嵌入式系統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C04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C01 半導體物理 3/3 專業選修 43N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3C05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N13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3N04 高等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3Q02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N10 高等電子電路 3/3 專業選修 43Q16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選修 43Q11 固態物理 3/3 專業選修 43Q17 薄膜分析概論 3/3 
專業選修 43Q15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3Q26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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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02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A19 實務專題  2/3 
專業選修 43N24 工廠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N0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3N06 DSP 晶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N15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3N14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路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Q22 太陽能電池 3/3 
專業選修 43Q06 晶圓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3Q23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Q14 半導體可靠度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Q24 半導體固態照明 3/3 
專業選修 43Q18 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Q27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Q19 LCD 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Q28 半導體量測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Q20 半導體電性分析模擬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Q29 軟性電子導論 3/3 
專業選修 43Q21 IC 佈局實習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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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27；99.02.03；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03.03；99.02.26；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7.03.11；99.03.09；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03.17；99.03.15；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微波通訊組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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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03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31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7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6 計算機概論 *△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009 軍訓(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8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1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0 軍訓(二) 0/2 
專業必修 43A01 化學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012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3A02 化學實驗 △ 1/3 專業必修 43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3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3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3A05 物理實驗 △ 1/2 專業必修 43A08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3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3A20 電子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6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017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0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9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4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3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3A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A09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3A10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3A11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12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13 線性積體電路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3A14 數位積體電路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3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A22 嵌入式系統概論 △ 2/3 
專業必修 43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02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2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3A24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3D03 電磁波 3/3 
專業必修 43A68 車載嵌入式系統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D05 感測與轉換器 3/3 
專業必修 43D0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3N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3D02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3N13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3N04 高等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3R12 微波軟體應用 *△ 2/3 
專業選修 43N10 高等電子電路 3/3 專業選修 43R21 數位濾波器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3R11 量子力學導論 3/3 專業選修 43R22 射頻微波電路導論 3/3 
專業選修 43R20 濾波器概論 *△ 2/3 專業選修 43R23 影像處理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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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02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A19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3N24 工廠實習 △ 3/3 專業選修 43N0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3N06 DSP 晶片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N15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3R04 電磁相容理論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R07 天線設計實務 △ 3/3 
專業選修 43R24 高等電磁波 3/3 專業選修 43R17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3R25 微波電路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R28 電磁相容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R26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路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R29 電波傳播概論 3/3 
專業選修 43R27 車載資通訊概論 3/3 專業選修 43R30 射頻通訊電路設計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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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2.27；99.02.03；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03.03；99.02.26；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7.03.11；99.03.09；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03.17；99.03.15；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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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03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31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7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6 計算機概論 *△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009 軍訓(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8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1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0 軍訓(二) 0/2 
專業必修 43A01 化學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012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3A02 化學實驗 △ 1/3 專業必修 43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3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3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3A05 物理實驗 △ 1/2 專業必修 43A08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3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3A20 電子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6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017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0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09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4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013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3A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A09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3A10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3A11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A12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3A13 線性積體電路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3A14 數位積體電路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3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A22 嵌入式系統概論 △ 2/3 
專業必修 43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02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3812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3A24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3F03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68 車載嵌入式系統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3F0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F0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3N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3F02 半導體物理 3/3 專業選修 43N13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3N04 高等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3T04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選修 43N10 高等電子電路 3/3 專業選修 43T05 光纖通訊導論 3/3 
專業選修 43T01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43T06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3T02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3T03 信號與系統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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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02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A19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3N24 工廠實習 △ 3/3 專業選修 43N0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3N06 DSP 晶片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N15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3T07 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T13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T08 LCD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T14 半導體固態照明 3/3 
專業選修 43T09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路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T15 基礎光通訊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T10 生醫晶片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3T16 生醫影像處理 △ 2/3 
專業選修 43T11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T17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專業選修 43T12 半導體設備 3/3 專業選修 43T18 太陽能電池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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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99.02.03；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9.02.26；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03.09；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03.15；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半導體組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87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7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3016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7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8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9 英文(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42 計算機概論 *△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23 軍訓(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2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24 軍訓(二) 0/2 
專業必修 93A32 化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3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A45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3A46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3A04 物理實驗 △ 1/2 專業必修 93A48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3A47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3A34 電路學 2/2 
專業必修 93A33 電子工程論壇 2/2 專業必修 93A35 數位系統設計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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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9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4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40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4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93A24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3A49 工程數學 2/2 專業必修 93A37 電子電路(二) 2/2 
專業必修 93A36 電子電路(一) 2/2 專業必修 93A39 數位積體電路實習 △ 4/4 
專業必修 93A38 線性積體電路實習 △ 4/4 專業必修 93A41 數位邏輯設計實習 △ 4/4 
專業必修 93A40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93A42 嵌入式系統概論 △ 4/4 專業必修 93A43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4/4 
專業必修 93A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93C03 半導體元件 2/2 
專業必修 93C01 半導體物理 2/2 專業必修 93C04 光電元件 2/2 
專業必修 93C02 半導體製程技術 2/2 專業選修 93N3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3N51 高等工程數學 2/2 專業選修 93N61 IC 佈局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N56 電路模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03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01 基礎光學 2/2 專業選修 93Q04 半導體製程整合 2/2 
專業選修 93Q02 電磁學 2/2 專業選修 93Q05 光電顯示器 2/2 

    專業選修 93Q06 電磁干擾實務與應用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303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3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3C05 太陽能電池概論 2/2 專業必修 93A44 電子科技生活概論 2/2 
專業必修 93C06 晶圓製程設備 2/2 專業選修 93N08 實務研習 △ 2/3 
專業選修 93N57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4/4 專業選修 93N50 實務專題 △ 4/4 
專業選修 93N58 電子簡報製作 *△ 4/4 專業選修 93N62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2/2 
專業選修 93N59 DSP 晶片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10 太陽能系統模組應用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N60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路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11 半導體量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07 半導體電性分析模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12 半導體封裝技術 2/2 
專業選修 93Q08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13 半導體固態照明 2/2 
專業選修 93Q09 微波電路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Q14 天線設計實務 △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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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03；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9.02.26；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03.09；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03.15；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87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7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3016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7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8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9 英文(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42 計算機概論 *△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23 軍訓(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2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24 軍訓(二) 0/2 
專業必修 93A32 化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3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A45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3A46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3A04 物理實驗 △ 1/2 專業必修 93A48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3A47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3A34 電路學 2/2 
專業必修 93A33 電子工程論壇 2/2 專業必修 93A35 數位系統設計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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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29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4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40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381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3014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93A24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3A49 工程數學 2/2 專業必修 93A37 電子電路(二) 2/2 
專業必修 93A36 電子電路(一) 2/2 專業必修 93A39 數位積體電路實習 △ 4/4 
專業必修 93A38 線性積體電路實習 △ 4/4 專業必修 93A41 數位邏輯設計實習 △ 4/4 
專業必修 93A40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93A42 嵌入式系統概論 △ 4/4 專業必修 93A43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4/4 
專業必修 93A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93F03 半導體元件 2/2 
專業必修 93F01 半導體物理 2/2 專業必修 93F04 光電元件 2/2 
專業必修 93F02 半導體製程技術 2/2 專業選修 93N3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3N51 高等工程數學 2/2 專業選修 93N61 IC 佈局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N56 電路模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03 半導體製程模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01 基礎光學 2/2 專業選修 93T04 光電顯示器 2/2 
專業選修 93T02 信號與系統 2/2 專業選修 93T05 車載資通訊概論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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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303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303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3F05 太陽能電池概論 2/2 專業必修 93A44 電子科技生活概論 2/2 
專業必修 93F06 光纖通訊導論 2/2 專業選修 93N08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93N57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4/4 專業選修 93N50 實務專題 △ 4/4 
專業選修 93N58 電子簡報製作 *△ 4/4 專業選修 93N62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2/2 
專業選修 93N59 DSP 晶片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09 半導體量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N60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路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10 半導體電性分析模擬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06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11 光電製程設備 2/2 
專業選修 93T07 有機發光二極體技術實習 △ 4/4 專業選修 93T12 半導體固態照明 2/2 
專業選修 93T08 智慧型車輛輔助系統實務 △ 4/4 專業選修 93T13 光機電系統整合 △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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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雙軌訓練旗艦班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微科技組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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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82 學分] 

       選修 34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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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BE1 職場倫理與文化 2/2 通識博雅選修 30CB7 職業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43A26 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3A39 數位邏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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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63 工廠實習(一) △ 4/6 專業必修 43A64 工廠實習(二)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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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B50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通識博雅選修 30A44 邏輯與思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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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60 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3A44 電子實習(二) △ 3/3 
專業必修 43A43 電子實習(一) △ 3/3 專業必修 43A50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必修 43A48 嵌入式系統概論 △ 3/3 專業必修 43A51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65 工廠實習(三) △ 4/6 專業必修 43A66 工廠實習(四)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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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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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A53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通識博雅選修 30AE3 設計與創作 2/2 
專業必修 43A5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3A55 光電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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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59 半導體製程設備 3/3 
專業必修 43A57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35 工廠實習(六) △ 4/6 
專業必修 43A34 工廠實習(五) △ 4/6 專業選修 43N16 半導體廠務實習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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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A36 工廠實習(七) △ 2/3 通識博雅選修 30D98 運動與體適能 2/2 
專業選修 43N17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必修 43A37 工廠實習(八) △ 2/3 
專業選修 43N18 太陽能電池概論 3/3 專業選修 43N21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N19 半導體固態照明 3/3 專業選修 43N22 半導體量測實習 △ 3/3 
專業選修 43N20 電子工程論壇 1/1 專業選修 43N23 半導體可靠度工程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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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3.3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9.05.25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9.xx.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雙軌訓練旗艦班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機電整合組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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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82 學分] 
       選修 34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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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BE1 職場倫理與文化 2/2 通識博雅選修 30CB7 職業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43A26 微積分 3/3 專業必修 43A69 電腦輔助製圖  *△ 3/3 
專業必修 43A27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3A70 電機機械 3/3 
專業必修 43A63 工廠實習(一) △ 4/6 專業必修 43A64 工廠實習(二)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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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B50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通識博雅選修 30A44 邏輯與思考 2/2 
專業必修 43A6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71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必修 43A60 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3A44 電子實習(二) △ 3/3 
專業必修 43A43 電子實習(一) △ 3/3 專業必修 43A72 自動控制 3/3 
專業必修 43A48 嵌入式系統概論 △ 3/3 專業必修 43A73 機構學 3/3 
專業必修 43A65 工廠實習(三) △ 4/6 專業必修 43A66 工廠實習(四)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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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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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A74 微機電製程技術 3/3 通識博雅選修 30AE3 設計與創作 2/2 
專業必修 43A75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3A77 感測器原理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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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A78 微機電製程設備 3/3 
專業必修 43A76 單晶片原理與應用 △ 3/3 專業必修 43A35 工廠實習(六) △ 4/6 
專業必修 43A34 工廠實習(五) △ 4/6 專業選修 43N28 機器視覺概論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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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A36 工廠實習(七) △ 2/3 通識博雅選修 30D98 運動與體適能 2/2 
專業選修 43N17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必修 43A37 工廠實習(八) △ 2/3 
專業選修 43N29 液氣壓控制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N31 可程式控制概論 3/3 
專業選修 43N30 機電整合技術 3/3 專業選修 43N22 半導體量測實習 △ 3/3 
專業選修 43N20 電子工程論壇 1/1 專業選修 43N32 RFID 應用實務 △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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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9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0 學分：必修 76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54 學分】 

選修 54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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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17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18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63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64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7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5046 化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69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5032 程式語言 1/2 
專業必修 95047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5048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5037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5038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5049 物理實驗 1/2 專業選修 95832 邏輯設計 3/3 
專業必修 95470 生涯輔導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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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50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6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65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66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1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5401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02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50 電子學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51 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95896 工程數學應用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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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9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必修 95452 電機機械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17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53 控制系統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55 電力系統 3/3 

專業必修 95433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選修 95869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3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95873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95826 電力電子 3/3 專業選修 9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選修 9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5844 工業安全 2/2 專業選修 95853 電磁學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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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22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954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95432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59 監控系統規劃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5875 照明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0 電力品質 3/3 
專業選修 95856 電力調度 3/3 專業選修 95874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95841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5862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95864 控制介面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9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9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58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95850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95840 電動機控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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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7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6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6 學分 【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 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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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9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5034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5033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9504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9504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95045 化學 3/3 
專業必修 95049 物理實驗 1/2 專業選修 95832 邏輯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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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3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1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5401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9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02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30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9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0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032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95897 工程數學(二)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5452 電機機械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53 控制系統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選修 95855 電力系統 3/3 
專業必修 95417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95826 電力電子 3/3 
專業必修 9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69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5873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95844 工業安全 2/2 專業選修 9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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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5428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5422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9540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95432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59 監控系統規劃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5875 照明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0 電力品質 3/3 
專業選修 95856 電力調度 3/3 專業選修 95874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95841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5862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95868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583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95864 控制介面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9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9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5858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9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98 能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95850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95853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95840 電動機控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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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8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7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5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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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9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5034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5033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9504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9504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95045 化學 3/3 
專業必修 95049 物理實驗 1/2 專業選修 95832 邏輯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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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3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501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5401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02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09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95410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95450 電子學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06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51 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95896 工程數學應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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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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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9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5452 電機機械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3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53 控制系統實習 2/3 
專業必修 95415 電機機械 3/3 專業選修 95855 電力系統 3/3 
專業必修 95417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95826 電力電子 3/3 
專業必修 9542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69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95827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5873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95844 工業安全 2/2 專業選修 95829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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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5428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5429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95405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95422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95032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95432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586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59 監控系統規劃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95875 照明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0 電力品質 3/3 
專業選修 95856 電力調度 3/3 專業選修 95874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95841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5862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49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95868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583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95864 控制介面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67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9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9584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95851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5858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9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5898 能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95850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95853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95840 電動機控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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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96.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6.03.20 系務會議通過 
96.03.22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6.03.26 教務會議通過 
97.02.20, 97.02.28, 97.03.06, 97.12.23, 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7.03.10, 97.12.26, 99.05.24 系務會議修訂 
97.03.11, 98.03.06,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7.03.17, 98. 03.16. 99.○.○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2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8學分】 
選修42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0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對
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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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14 軍訓(一) 0/2 專業必修 4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7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IA01 化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4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IA02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選修 4IN28 資訊工程倫理 2/2 
專業必修 4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6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IA14 網頁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IA27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IN07 線性代數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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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2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8學分】 

選修42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0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對
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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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4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26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IA21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必修 4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選修 4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選修 4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選修 4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4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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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4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1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專業選修 4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44 網路模擬  3/3 
專業選修 4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5 RFID 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IN46 行動多媒體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4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2 Wimax 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專業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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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6.03.20 系務會議通過 

96.03.22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6.03.26 教務會議通過 

97.02.20, 97.02.28, 97.03.06, 97.12.23, 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7.03.10, 97.12.26, 99.05.24 系務會議修訂 

97.03.11, 98.03.06,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7.03.17, 98. 03.16. 99.○.○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6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2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6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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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博雅選修 9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9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7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9IA01 化學 3/3 專業必修 9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9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9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9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選修 9IN28 資訊工程倫理 2/2 
專業必修 9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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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9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9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9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9IA33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9IA14 網頁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9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9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IN03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07 線性代數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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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6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2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6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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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9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9IA21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必修 9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選修 9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9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9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9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9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選修 9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9IN15 離散數學 3/3 專業選修 9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9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9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9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9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9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9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9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9IN42 Wimax 導論 3/3 

    專業選修 9IN45 RFID 導論 3/3 
    專業選修 9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2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9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9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9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31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
務  2/3 專業選修 9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專業選修 9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9IN44 網路模擬  3/3 
專業選修 9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9IN46 行動多媒體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9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9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9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

務 
 3/3     

專業選修 9IN90 數位機上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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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10 系務會議通過 

97.03.1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通過 

97.12.23, 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7.12.26, 99.05.24 系務會議修訂 

98.03.06,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8.03.16, 99.○.○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9學分】 

選修41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29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
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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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2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IA01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IA02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選修 4IN28 資訊工程倫理 2/2 
專業必修 4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3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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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IA34 資料結構  3/3 專業選修 4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IA27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IN07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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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9學分】 

選修41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29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
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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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4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26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IA21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必修 4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選修 4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4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45 RFID 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1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IN27 實務研習 2/3 
通識博雅選修 4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4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3/3 
專業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IN31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專業選修 4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44 網路模擬  3/3 
專業選修 4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55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4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2 Wimax 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專業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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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3.0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3.10 系務會議通過 

97.03.1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3.17 教務會議通過 

97.12.23, 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7.12.26, 99.05.24 系務會議修訂 

98.03.06,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修訂 
98.03.16, 99.○.○教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7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47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5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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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7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9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9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IA01 化學 3/3 專業必修 9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9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9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9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選修 9IN28 資訊工程倫理 2/2 
專業必修 9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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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9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9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9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9IA33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9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9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9IA34 資料結構  3/3 專業選修 9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IN03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07 線性代數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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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7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47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5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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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9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9IA21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9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必修 9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選修 9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9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選修 9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IN15 離散數學 3/3 專業選修 9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9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9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9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9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9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9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9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9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9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9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9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9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9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IN42 Wimax 導論 3/3 
    專業選修 9IN45 RFID 導論 3/3 
    專業選修 9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1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9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9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31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專業選修 9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9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44 網路模擬  3/3 
專業選修 9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9IN46 行動多媒體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9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9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9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9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9IN90 數位機上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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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26 系務會議通過 

98. 03.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 03.16 教務會議通過 

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9.05.24 系務會議修訂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9學分】 

選修41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29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
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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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2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4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4IA1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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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必修 4IA29 線性代數 3/3 
專業必修 4IA27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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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9學分】 

選修41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29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
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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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4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必修 4IA26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必修 4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4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IN54 RFID 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1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IN31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專業選修 4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44 網路模擬  3/3 
專業選修 4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IN55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4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2 Wimax 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專業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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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2.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26 系務會議通過 
98. 03.06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 03.16 教務會議通過 
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9.05.24 系務會議修訂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79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5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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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I007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9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9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9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9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9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9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9IA36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3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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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專業必修 9IA57 電子電路 4/4 專業必修 9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專業必修 9IA61 計算機結構 2/2 
專業必修 9IA60 資料結構 4/4 專業選修 9IN51 線性代數 4/4 
專業選修 9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IN57 資料庫管理系統  4/4 
專業選修 9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IN60 數值分析  4/4 
專業選修 9IN50 工程數學 4/4 專業選修 9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89 網頁程式設計 2/2     
專業選修 9IN56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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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79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5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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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IA37 微算機實習  4/4 專業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9IA38 演算法 2/2 專業必修 9IA62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IN52 離散數學 4/4 專業選修 9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IN58 網際網路資料庫  4/4 專業選修 9IN53 機率與統計 4/4 
專業選修 9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61 Linux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IN63 嵌入式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64 嵌入式系統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65 VLSI 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69 多媒體導論  4/4 
專業選修 9IN66 生醫電子學 4/4 專業選修 9IN70 FPGA 設計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67 行動無線網路  4/4 專業選修 9IN71 生醫訊號處理  4/4 
專業選修 9IN6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72 Java 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73 RFID 實務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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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9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4/4 專業選修 9IN79 實務研習 2/2 
專業選修 9IN74 軟體工程 4/4 專業選修 9IN81 數位影音製作  4/4 
專業選修 9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88 生醫感測器實務  3/4 
專業選修 9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83 網路模擬  4/4 
專業選修 9IN77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78 數位影像處理  4/4     
專業選修 9IN92 數位機上盒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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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5.24 系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0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6學分】 

選修44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
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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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2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4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4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4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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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必修 4IA29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IN03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IN1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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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0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4學分及專業必修66學分】 

選修44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識英文能力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相關英檢標準
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力檢定」課程。 
一、二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可修學分數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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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IA26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IA38 演算法 3/3 專業必修 4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選修 4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4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4IN51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選修 4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52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選修 4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IN54 RFID 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8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IN30 高階 IC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IN31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專業選修 4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IN44 網路模擬  3/3 
專業選修 4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IN55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4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42 Wimax 導論 3/3     
專業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專業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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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5.24 系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0學分：必修70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1學分及專業必修49學分】 

選修60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5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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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2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2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I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2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IA53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IA54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IA56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IA55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9I027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必修 9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9IA60 資料結構  4/4 
專業必修 9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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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I025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26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30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31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專業必修 9IA57 電子電路 4/4 專業必修 9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51 線性代數 4/4 
專業必修 9IA61 計算機結構 2/2 專業選修 9IN5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IN57 資料庫管理系統  4/4 
專業選修 9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50 工程數學 4/4     
專業選修 9IN54 網頁程式設計  2/2     
專業選修 9IN56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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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0學分：必修70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1學分及專業必修49學分】 

選修60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52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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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9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IA37 微算機實習  4/4 專業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9IA38 演算法 2/2 專業必修 9IA62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IN52 離散數學 4/4 專業選修 9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IN58 網際網路資料庫  4/4 專業選修 9IN53 機率與統計 4/4 
專業選修 9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61 Linux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IN60 數值分析  4/4 專業選修 9IN64 嵌入式系統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63 嵌入式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69 多媒體導論  4/4 
專業選修 9IN65 VLSI 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70 FPGA 設計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66 生醫電子學 4/4 專業選修 9IN71 生醫訊號處理  4/4 
專業選修 9IN67 行動無線網路  4/4 專業選修 9IN72 JAVA 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6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73 RFID 實務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6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9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4/4 專業選修 9IN79 實務研習 2/2 
專業選修 9IN74 軟體工程  4/4 專業選修 9IN80 專案管理 4/4 
專業選修 9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81 數位影音製作  4/4 
專業選修 9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82 生醫感測器實務  4/4 
專業選修 9IN77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IN83 網路模擬  4/4 
專業選修 9IN78 數位影像處理  4/4     
專業選修 9IN92 數位機上盒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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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課程調整前後對照表 
 日期：99 年 05 月 24 日 

課程調整前 課程調整後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

實務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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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課程調整前後對照表 
 日期：99 年 05 月 24 日 

課程調整前 課程調整後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

實務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90 數位機上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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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課程調整前後對照表 
日期：99 年 05 月 24 日 

課程調整前 課程調整後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四上 
專業 
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3 三下
專業

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

實務 
3/3 

四下 
專業 
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3 四上

專業

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四下
專業

選修
4IN55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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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課程調整前後對照表 
日期：99 年 05 月 24 日 

課程調整前 課程調整後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四上 
專業 
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3 三下
專業

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

實務 
3/3 

四下 
專業 
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3 四上

專業

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90 數位機上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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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課程調整前後對照表 
日期：99 年 05 月 24 日 

課程調整前 課程調整後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三上 
專業 
必修 

4IA21 Linux 作業系統 2/3 三上
專業

選修
4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四上 
專業 
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3 三下
專業

必修
4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

實務 
3/3 

四下 
專業 
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3 四上

專業

必修
4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四下 
專業 
選修 

4IN45 RFID 導論 3/3 三上
專業

選修
4IN54 RFID 實務 3/3 

     四下
專業

選修
4IN55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3 

     三下
專業

必修
4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50 校外實習 3/4 

     四上
專業

選修
4IN56 數位機上盒 3/3 

          

          

          

綠色為 98 學年度新增為必修 
藍色為必選修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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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課程調整前後對照表 
日期：99 年 05 月 24 日 

課程調整前 課程調整後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年級/
學期

科目

類別

科目

代碼

科目 
名稱 

學分/
時數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10 電子電路(一) 3/3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57 電子電路 4/4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11 電子電路(二) 3/3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12 工程數學(一) 3/3 二上

專業
選修

9IN50 工程數學 4/4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13 工程數學(二) 3/3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23 資料結構 3/3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60 資料結構 4/4 

二上 專業 
必修 9IA27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

務 2/3 二上
專業
選修

9IN56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
務 2/2 

二下 專業 
選修 9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二上

專業
選修

9IN54 網頁程式設計 2/2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59 電子電路實習 2/4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22 計算機結構 3/3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61 計算機結構 2/2 

二下 
專業 
選修 

9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二下
專業

選修
9IN57 資料庫管理系統 4/4 

二下 
專業 
選修 

9IN07 線性代數 3/3 二下
專業

選修
9IN51 線性代數 4/4 

三上 
專業 
必修 

9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二下
專業

必修
9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三上 
專業 
必修 

9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刪除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15 離散數學 3/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52 離散數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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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專業 
選修 

9IN16 演算法 3/3 三上
專業

必修
9IA38 演算法 2/2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06 數值分析 3/3 二下
專業

選修
9IN60 數值分析 4/4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58 網際網路資料庫 4/4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37 生醫電子學 3/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66 生醫電子學 4/4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4/4 

三下 
專業 
必修 

9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63 嵌入式系統設計 4/4 

三下 
專業 
必修 

9IA21 Linux 作業系統 2/3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61 Linux 作業系統 4/4 

三下 
專業 
必修 

9IA24 作業系統 3/3 三下
專業

必修
9IA62 作業系統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12 多媒體導論 2/3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69 多媒體導論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72 Java 程式設計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二上
專業

選修
9IN67 行動無線網路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26 軟體工程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74 軟體工程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35 機率與統計 3/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53 機率與統計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71 生醫訊號處理 4/4 

四上 
專業 
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3 三下
專業

必修
9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70 FPGA 設計實務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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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 
專業 
選修 

9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78 數位影像處理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 3/3 二上
專業

選修
9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

實務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6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4/4 

四下 
專業 
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3 四上

專業

必修
9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27 實務研習 2/3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79 實務研習 2/2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32 數位影音製作 3/3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81 數位影音製作 4/4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44 網路模擬 3/3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83 網路模擬 4/4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45 RFID 導論 3/3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73 RFID 實務 4/4 

     三上
專業

必修
9IA37 微算機實習 4/4 

     三上
專業

選修
9IN65 VLSI 實務 4/4 

     三下
專業

選修
9IN64 嵌入式系統實務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92 數位機上盒 4/4 

     四上
專業

選修
9IN77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4/4 

     四下
專業

選修
9IN88 生醫感測器實務 3/4 

 
綠色為 98 學年度新增為必修 
藍色為必選修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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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97.5.11 訂定   99.3.2 修定   99.5.26 修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5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6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21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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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12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3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4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5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8 計算機概論 *△ 2/3 專業必修 4NA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NA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N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N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N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NA08 影像顯示產業論壇 1/1 專業必修 4NA10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N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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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08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07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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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17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N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NA11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NA12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NA1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NA14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NA16 積體電路實習  2/3 專業必修 4NA19 嵌入式系統  2/3 
專業必修 4N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NA20 光學實習  2/3 
專業必修 4N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1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NN02 光電工程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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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A21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N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2 半導體物理 3/3 專業必修 4NA25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必修 4NA23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4NN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NN03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NN10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NN04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1 電腦輔助製造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NN05 高等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NN13 半導體製程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NN06 高等電子電路 3/3 專業選修 4NN14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0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5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8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NN16 電漿原理 3/3 

    專業選修 4NN36 影像處理程式實務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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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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NA26 實務專題  2/3 
專業選修 4NN17 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NN24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NN18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5 顯示器構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9 工業工程改善技術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26 影像顯示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NN31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3 液晶模組工程 3/3 
專業選修 4NN22 電漿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8 場發射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3 電激發光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9 平面顯示器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NN32 發光二極體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0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NN37 影像處理與機器視覺 * 2/3 專業選修 4NN34 觸控面板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8 影像動畫設計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NN35 投影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9 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NN41 生醫影像處理 * 2/3 
專業選修 4NN40 工廠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42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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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2 訂定   99.3.2 修定   99.5.26 修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5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6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21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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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12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3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4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5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8 計算機概論 *△ 2/3 專業必修 4NA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NA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N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N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N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NA08 影像顯示產業論壇 1/1 專業必修 4NA10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N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論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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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08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07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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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17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N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NA11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NA12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NA1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NA14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NA16 積體電路實習  2/3 專業必修 4NA19 嵌入式系統  2/3 
專業必修 4N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NA20 光學實習  2/3 
專業必修 4N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1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NN02 光電工程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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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A21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N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2 半導體物理 3/3 專業必修 4NA25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必修 4NA23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4NN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NN03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NN10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NN04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1 電腦輔助製造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NN05 高等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NN13 半導體製程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NN06 高等電子電路 3/3 專業選修 4NN14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0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5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8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NN16 電漿原理 3/3 

    專業選修 4NN36 影像處理程式實務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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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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NA26 實務專題  2/3 
專業選修 4NN17 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NN24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NN18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5 顯示器構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9 工業工程改善技術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26 影像顯示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NN31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3 液晶模組工程 3/3 
專業選修 4NN22 電漿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8 場發射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3 電激發光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9 平面顯示器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NN32 發光二極體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0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NN37 影像處理與機器視覺 * 2/3 專業選修 4NN34 觸控面板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8 影像動畫設計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NN35 投影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9 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NN41 生醫影像處理 * 2/3 
專業選修 4NN40 工廠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42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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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2 訂定   99.5.26 修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 
      必修 9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5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06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N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21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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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12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3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4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5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8 計算機概論 *△ 2/3 專業必修 4NA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NA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NA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NA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NA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NA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NA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NA27 影像顯示論壇 1/1 專業必修 4NA10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NA09 光電平面顯示器導論 3/3 專業選修 4NA28 科技新知論壇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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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08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07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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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N017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6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NA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NA11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NA12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NA13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NA14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NA16 積體電路實習  2/3 專業必修 4NA19 嵌入式系統  2/3 
專業必修 4N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專業必修 4NA20 光學實習  2/3 
專業必修 4NA18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1 顯示器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NN02 光電工程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N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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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A21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NA2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2 半導體物理 3/3 專業必修 4NA29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NA23 光電材料 3/3 專業選修 4NN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NN03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NN10 影像驅動晶片設計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NN04 顯示器介面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1 電腦輔助製造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NN05 高等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NN13 半導體製程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NN06 高等電子電路 3/3 專業選修 4NN14 薄膜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07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5 液晶光學 3/3 
專業選修 4NN08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 3/3 專業選修 4NN16 電漿原理 3/3 

    專業選修 4NN36 影像處理程式實務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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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N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N01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NA26 實務專題  2/3 
專業選修 4NN17 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NN24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NN18 顯示器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5 顯示器構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19 工業工程改善技術應用 3/3 專業選修 4NN26 影像顯示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NN31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3 液晶模組工程 3/3 
專業選修 4NN22 電漿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8 場發射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3 電激發光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29 平面顯示器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NN32 發光二極體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0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NN37 影像處理與機器視覺 * 2/3 專業選修 4NN34 觸控面板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8 影像動畫設計實務 * 2/3 專業選修 4NN35 投影顯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NN39 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NN41 生醫影像處理 * 2/3 
專業選修 4NN40 工廠實習 2/3 專業選修 4NN42 光電量測技術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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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實施辦法 
                                                                99 年 5 月 26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落實技職教育目標，並加強本學程日間部學生對實務操作之瞭解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辦法: 
 
      (一)實施對象 

 
          本學程日間部四技二、三年級學生。 

 
      (二)申請 
 
          學生應填寫校外「工廠實習」申請表，如附表(1)所示，並於 5 月 10 日 

     
          前提交本學程實習與設施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名單於 6 月 20 日前通知。    

 
      (三)實習時間 
           
         二、三年級下學期暑假，每次實習時數滿 320 小時者，方視為實習期滿。    

 
      (四)成績 

 
          1.實習機構考核成績 即為「工廠實習」成績。 
 
          2.學生實習機構考核成績，如附表(2)所示，由本學程呈交實習機構負責 

 
            人考核。實習考核成績，經實習機構評定為不合格者，該實習時段視 

 
            為無效，校外「工廠實習」成績亦不予計算。 
 
          3.學生於實習期間應填寫實習週誌，如附表(3)所示。實習期滿後，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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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實習報告書並同實習週誌裝訂成冊(一式兩份) ，連同電子檔，於開  

   
            學後第一週交至學程辦公室彙整。   
 
第三條: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成績合格者，於四年級上學期開學後加退選二週內  

 
        辦理加選本學程「工廠實習」選修課程，2 學分 3 小時。   

 
第四條: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期間，由本學程派任老師進行訪視。 
 
第五條: 本學程實習與設施委員會應擇期公告實習機構，校外工廠實習申請截止日 

 
        期，與校外工廠實習說明會日期等。    

 
第六條: 校外工廠實習說明會由本學程實習與設施委員會及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 
 
        共同舉辦，說明會內容除本辦法相關規定外，應針對校外實習之安全、態 

  
        度、儀容、守時等要項進行說明。 

 
第七條: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原則上為無給職，惟實習機構可依其工作表現發給獎金 
 
        以資鼓勵。 

 
第八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規定及受其指導，如有違者，應請實習  

 
        機構隨時通知本學程，由本學程予實習學生糾正或懲處。 
 
第九條: 本辦法之相關事項及各項表格文件由本學程實習與設施委員會執行與研擬 

 
        ，並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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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申請表 
                                             填寫日期:___年___月___日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實習機構    
  名稱 

 實習機構 
  地址 

 

實習機構 
 聯絡人 

 實習機構 
連絡電話 

 

(H): 學生連絡 
  電話 手機: 

學生連絡 
  地址 

 

  實習 
 起始日 

 
___年___月___日 

 
實習機構 
  簡介 

 
 
 
 

 
實習工作 
  內容 

 
 
 
 

  實習機構同意簽章     家長同意簽章 
本學程實習及設施委員會 
         意見 

 
職稱: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 
 

 

備註 

校外「工廠實習」成績: 
1.實習機構考核成績，即為「工廠實習」成績。 
2.實習考核成績，經實習機構評定為不合格者，該實習時段視為無效， 
  校外「工廠實習」成績不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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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2) 

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實習機構考核成績表 
                                          填寫日期:___年___月___日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實習機構    
   名稱 

 實習機構 
  地址 

 

   實習 
  起始日 

   實習 
 結束日 

 

實習時數 
320 小時 

□ 是   □ 否 

綜合評語 
與建議 

1.評語 

 
 
2.建議 

 
 

考核成績 
   評定 

□ 合格    成績_______分 (分數填寫範圍 60~100) 
□ 不合格    

機構負責人 
(聯絡人) 
簽名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用印 

 

 

 
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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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3) 

正修科技大學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工廠實習」工作週誌表 
                                                  填寫日期:___年___月___日 

 
 

 
 

 

 

 

 

 

 

 

 

 

 

 

 

班級: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 實習機構_______________ 

  日期   星期  工作起迄時間  時數       工作內容項目 

     

     

     

     

     

     

     

     

     

     

本週時數合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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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98.12.17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05.11系所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學分：必修86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 21學分、專業必修 39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 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10學分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一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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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1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4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5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1 物理(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2 物理(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34 物理實驗 1/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LC01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論 1/1     
    專業選修 4LR01 生涯輔導 2/2 
        

合計：必修（含通識）19 學分 27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識）17 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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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L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L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8 程式語言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4LC02 靜力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LD24 專案管理與實習 2/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9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LC03 工程材料 2/2 專業必修 4LC07 材料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04 測量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LC08 材料力學 3/3 
專業必修 4LD02 土木製圖 1/3 專業必修 4LD03 流體力學 2/2 
    專業必修 4LC09 工程測量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LR24 工程倫理 2/2 
        

合計：必修（含通識）15 學分 23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識）17 學分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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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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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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LC10 土壤力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LC11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4LC13 土壤力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LC1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LD04 施工圖 1/3 
專業必修 4LC06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LD05 基礎工程 2/2 
    專業必修 4LC19 施工規劃控制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S03 近代測量導論 2/2     
專業選修 4LS04 公路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R09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LS19 工程數學 2/2 專業選修 4LR10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LS06 營建管理 2/2 專業選修 4LR14 材料科學 2/2 
專業選修 4LR07 工程日文 3/3 專業選修 4LS07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LR39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LR19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LS19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S08 數值測量 2/2 
專業選修 4LS20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4LS21 施工安全 2/2 
        

合計：必修（含通識）13 學分 16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識）10 學分 1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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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L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LD07 工程估價 2/2 
專業必修 4LD06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LD25 實務研習 0/2 
專業必修 4LC23 力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22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LR25 地震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4LR26 結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LR18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4LR27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S09 預力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3/3 專業選修 4LS13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LR11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3/3 專業選修 4LS14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LS1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S15 深開挖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4LS11 電腦在結構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S16 電腦在營建管理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S12 電腦在大地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S17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21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LS18 契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LR34 現場實習 2/3 專業選修 4LR31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合計：必修  5 學分 11 小時 合計：必修 2 學分 4 小時 
備註：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力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

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讀英文檢定課程。 
 



 

 

 

73

98.12.17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05.11系所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學分：必修86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 21學分、專業必修 39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 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10學分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一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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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L01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4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5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1 物理(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2 物理(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L634 物理實驗 1/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7 化學實驗 1/3 專業共同必修 4L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LC01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論 1/1     
    專業選修 4LR01 生涯輔導 2/2 
        

合計：必修（含通識）19 學分 27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識）17 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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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L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L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8 程式語言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4LC02 靜力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LC03 工程材料 2/2 專業共同必修 4L609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LC04 測量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LC07 材料試驗 1/3 
專業必修 4LC24 專案管理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LC08 材料力學 3/3 
專業必修 4LC06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LC09 工程測量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4LR02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專業選修 4LR24 工程倫理 2/2 
        

合計：必修（含通識）15 學分 23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識）15 學分 2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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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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L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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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LC10 土壤力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LC11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4LC16 工程應用資訊化（一） 1/2 
專業必修 4LC1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LC17 工程程式設計 1/2 
專業必修 4LC13 土壤力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LC05 營建管理 2/2 
專業必修 4LC14 數值分析應用 2/2 專業必修 4LC19 施工規劃控制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LC15 資料庫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R09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LR03 契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LR10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LR04 地理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LR11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3/3 
專業選修 4LR05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4LR12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LR06 資料結構與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LR13 工程管理科學 3/3 
專業選修 4LR39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LR14 材料科學 2/2 
專業選修 4LR08 工程日文 3/3 專業選修 4LR15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S19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4LR16 工程經濟 2/2 
專業選修 4LS20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4LS21 施工安全 2/2 

合計：必修（含通識）17 學分 20 小時 合計：必修（含通識）10 學分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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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L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LC26 工程電子化 1/2 
專業必修 4LC18 土木施工學 2/2 專業必修 4LC25 實務研習 0/2 
專業必修 4LC21 工程應用資訊化（二） 1/2     
專業必修 4LC22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LR25 地震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4LR26 結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LR17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LR27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4LR18 結構矩陣 3/3 專業選修 4LR29 人工智慧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選修 4LR19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LR30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LR20 基礎施工與安全監測 3/3 專業選修 4LR31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LR21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L R33 力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選修 4LR22 量測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4LR23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LR32 工程統計 2/2     
專業選修 4LR34 現場實習 2/3     

合計：必修 4 學分 9 小時 合計：必修 1 學分 4 小時 
備註：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力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

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讀英文檢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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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7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05.11系所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 營建工程組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 學分(必修 6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跨組可選修兩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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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MJ0071 書報討論（一） 0/2 必修 MJ0081 書報討論（二） 0/2 

營建組選修 MJA211 高等材料力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221 結構試驗 3/3 

營建組選修 MJA041 高等鋼筋混凝土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091 非線性結構行為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061 高等工程材料 3/3 營建組選修 MJA211 專案工程管理 3/3 

營建組選修 MJA071 應用統計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111 高等結構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011 高等土壤力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A141 高等混凝土 3/3 

營建組選修 MJB201 環境應用地質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061 水土防災技術 3/3 

營建組選修 MJB031 高等岩石力學 3/3 營建組選修 MJB101 基礎工程監測與評估 3/3 

營建組選修 MJB201  高等基礎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B111 土壤之加勁與改良 3/3 

營建組選修 MJA241  海外研習 2/2 營建組選修 MJB211 潛盾隧道 3/3 

    營建組選修 MJB221 非破壞檢測與評估 3/3 

    營建組選修 MJA221 高等瀝青材料 3/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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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MJ0031 書報討論（三） 0/2 必修 MJ0041 書報討論（四） 0/2 

必修 MJ0051 碩士論文（一） 3/3 必修 MJ0061 碩士論文（二） 3/3 

營建組選修 MJA161 地震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A191 微振動量測與分析 3/3 

營建組選修 MJA081 有限元素法 3/3 營建組選修 MJA211 生態材料 3/3 

營建組選修 MJA181 硬固混凝土行為 3/3 營建組選修 MJB171
人工智慧在工程分析上

之應用 
3/3 

營建組選修 MJB121 地盤改良 3/3 營建組選修 MJB191 都市防災技術 3/3 

營建組選修 MJB141 深開挖工程 3/3     

營建組選修 MJB151 邊坡穩定分析與災害防治 3/3     

營建組選修 MJA231 舖面管理系統 3/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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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7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05.11系所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  建築與環境設計組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 學分(必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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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0072 書報討論（一） 0/2 共同必修 MJ0082 書報討論（二） 0/2 

建築組必修 MJC032 建築設計（一） 3/6 建築組必修 MJC042 建築設計（二） 3/6 

建築組選修 MJQ012 社區微氣候專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052 木構造專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022 建築調查與分析 3/3 建築組選修 MJQ142 永續環境規劃 3/3 

建築組選修 MJQ182 
古蹟及歷史建築保存

與再利用 
3/3 建築組選修 MJQ192 世界文化遺產 3/3 

建築組選修 MJQ042 環境景觀評估與分析 3/3 建築組選修 MJQ082 文化創意產業專論 3/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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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MJ0032 書報討論（三） 0/2 共同必修 MJ0042 書報討論（四） 0/2 

共同必修 MJ0052 碩士論文（一） 3/3 共同必修 MJ0062 碩士論文（二） 3/3 

建築組選修 MJQ092 都市更新理論與實務 3/3 建築組選修 MJQ152 社區調查實務 3/3 

建築組選修 MJQ102 設計創意與管理 3/3 建築組選修 MJQ162 都市設計專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112 社區福利制度 3/3 建築組選修 MJQ202 古蹟修復特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212 環境行為研究 3/3 
 

   

建築組選修 MJQ222 環境規劃特論 3/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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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7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9.05.11系所務會議通過 

99.***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必修 8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總時數 150 小時 

選修 52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8 學分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一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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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4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7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L031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L636 物理(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8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L639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L637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L641 化學 2/2 專業必修 9L638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L642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論 1/2 專業必修 9L640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L643 測量與空間資訊 2/2 
專業選修 9L950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L95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L908 工程倫理 2/2 

合計 16 學分 20 小時（16/134）含選 4 合計 15 學分 20 小時（31/134）含選 2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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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25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6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L029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L644 程式語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L030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9L645 靜力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L613 工程材料 2/2 專業必修 9L650 網際網路與應用 1/2 
專業必修 9L646 流體力學 2/2 專業必修 9L951 材料力學 2/2 
專業必修 9L647 工程測量 2/2 專業必修 9L952 材料試驗 2/2 
專業必修 9L648 多媒體製作 2/2 專業必修 9L653 土木製圖 2/2 

專業必修 9L649 營建管理 2/2 專業必修 9L654 測量工程應用資訊化 2/2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49/134）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6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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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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655 土壤力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L656 結構學(一) 2/2 專業必修 9L658 土壤力學實驗 2/2 
專業必修 9L657 鋼筋混凝土(一) 2/2 專業必修 9L659 電腦輔助繪圖（一） 1/2 
    專業必修 9L625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03 材料科學 2/2     

專業選修 9L905 公路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37 結構學(二) 2/2 
專業選修 9L936 近代測量導論 2/2 專業選修 9L938 鋼筋混凝土(二) 2/2 
專業選修 9L935 資訊應用導論 2/2 專業選修 9L911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9L932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L907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9L913 工程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39 下水道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4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9L946 環境工程與資源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34 施工安全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84/134）含選 10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102/134）含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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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660 鋼結構設計 2/2 專業必修 9L663 力學分析試驗 2/2 

專業必修 9L628 工程估價 2/2 專業必修 9L664 大地工程應用資訊化 2/2 

專業必修 9L661 結構工程應用資訊化 2/2 專業必修 9L665 工程電子化 2/2 
專業必修 9L662 電腦輔助繪圖（二） 1/2     
    專業選修 9L923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9L940 結構矩陣 2/2 專業選修 9L943 坡地開發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41 預力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44 隧道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42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2/2 專業選修 9L926 深開挖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L919 地震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L945 結構系統 2/2 
專業選修 9L92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8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1 契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9L929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2 資訊科技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31 工程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9L930 工程自動化 2/2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118/134）選 10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34/134）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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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97.01.14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05.27系所務會議通過 
97.06.02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06.09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課程標準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學分：必修84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 20學分、專業必修 38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 38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6學分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一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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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1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4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5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7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1 物理(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2 物理(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3 物理實驗(一) 1/2 

專業必修   9L610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論 1/1 專業共同必修 9L605 微積分(二) 3/3 

合計： 18 學分 22 小時 合計： 17 學分 23  時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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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8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8 程式語言 2/3 通識基礎必修 9L019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9L611 靜力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L612 工程數學(一)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9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9L613 工程材料 2/2 專業必修   9L615 材料力學 3/3 
專業必修 9L614 測量與空間資訊實習 1/3 專業必修   9L616 材料試驗 1/3 

專業選修   9L915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9L617 工程測量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01 創意思考與發明 2/2 

合計： 16 學分 21 小時（含選 2） 合計： 17 學分 24 小時（含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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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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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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L618 土木製圖 1/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9L619 土壤力學 2/2 專業必修   9L623 土壤力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9L620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9L6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9L621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9L622 營建管理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02 工程數學(二) 2/2 專業選修   9L937 結構學(二) 2/2 

專業選修    9L903 材料科學 2/2 專業選修   9L938 鋼筋混凝土(二) 2/2 

專業選修   9L904 流體力學 2/2 專業選修   9L911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9L905 公路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3 工程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36 近代測量導論 2/2 專業選修   9L914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9L935 資訊應用導論 2/2 專業選修   9L939 下水道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32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07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合計：  18 學分 21 小時（含選 6） 合計：  14 學分 21 小時（含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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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625 基礎工程 2/2 專業必修   9L628 工程估價 2/2 

專業必修    9L626 電腦在空間資訊上之應用 1/3 專業必修   9L631 力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9L627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9L632 大地工程應用資訊化 1/3 

專業必修   9L629 結構工程應用資訊化 1/2 專業必修   9L633 工程電子化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08 工程倫理 2/2     

專業選修   9L940 結構矩陣 2/2 專業選修   9L923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9L941 預力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43 坡地開發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42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2/2 專業選修   9L944 隧道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9 地震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L926 深開挖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L92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45 結構系統 2/2 

專業選修   9L921 契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9L928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2 資訊科技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29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1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L930 工程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9L934 施工安全 2/2 專業選修 9L931 工程電子商務 2/2 

合計： 19 學分 22 小時（含選 12） 合計： 15 學分 21 小時（含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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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03課程與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97.12.01系所務會議通過 

97.12.15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7.12.22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課程標準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學分：必修84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學分、專業共同必修 20學分、專業必修 38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 38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6學分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一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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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L01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4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5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7 體育(二) 0/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1 物理(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4 微積分(一)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2 物理(二)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9L603 物理實驗(一) 1/2 

專業必修   9L610 土木與工程資訊概論 1/1 專業共同必修 9L605 微積分(二) 3/3 

合計：18 學分 22 小時 合計：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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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8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9L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8 程式語言 2/3 通識基礎必修 9L019 體育(四) 0/2 

專業必修 9L611 靜力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L612 工程數學(一) 2/2 專業共同必修 9L609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9L613 工程材料 2/2 專業必修   9L615 材料力學 3/3 

專業必修 9L635 測量與空間資訊實習 1/2 專業必修   9L616 材料試驗 1/3 

專業選修   9L901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9L617 工程測量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15 生涯輔導 2/2     

合計： 18 學分 22 小時（含選 4） 合計： 15 學分 22 小時（含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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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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L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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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005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L618 土木製圖 1/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9L619 土壤力學 2/2 專業必修   9L623 土壤力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9L620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9L62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9L621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9L622 營建管理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03 材料科學 2/2 專業選修   9L937 結構學(二) 2/2 
專業選修 9L905 公路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38 鋼筋混凝土(二) 2/2 

專業選修   9L936 近代測量導論 2/2 專業選修   9L911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9L935 資訊應用導論 2/2 專業選修   9L913 工程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32 消防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14 工程多媒體設計 2/2 
專業選修 9L907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 2/2 專業選修   9L904 流體力學 2/2 
    專業選修   9L939 下水道工程 2/2 

合計：  18 學分 21 小時（含選 6） 合計：  14 學分 21 小時（含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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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L625 基礎工程 2/2 專業必修   9L628 工程估價 2/2 
專業必修    9L626 電腦在空間資訊上之應用 1/3 專業必修   9L631 力學分析試驗 1/3 
專業必修   9L627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9L632 大地工程應用資訊化 1/3 
專業必修   9L629 結構工程應用資訊化 1/2 專業必修   9L633 工程電子化與實習 1/3 
專業選修    9L908 工程倫理 2/2 專業選修 9L923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9L940 結構矩陣 2/2 專業選修   9L943 坡地開發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41 預力混凝土設計與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44 隧道工程 2/2 
專業選修    9L942 工程地質與工址調查 2/2 專業選修   9L926 深開挖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L919 地震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L945 結構系統 2/2 
專業選修   9L920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8 鋼結構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1 契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9L929 高層建築施工 2/2 
專業選修    9L922 資訊科技管理 2/2 專業選修 9L930 工程自動化 2/2 
專業選修   9L91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L931 工程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9L934 施工安全 2/2     

合計： 19 學分 22 小時（含選 12） 合計： 15 學分 21 小時（含選 10） 
 

99/05/11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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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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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通識基礎必修 4M0081 軍訓(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091 軍訓(二)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41 體育(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51 體育(二) 0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4M0101 國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4M0101 國文(二) 3 3

通識基礎必修 4M0011 英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4M0021 英文(二) 3 3

年 通識基礎必修 4M0071 計算機概論* 2 3 通識博雅選修 4M018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291 服務學習(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291 服務學習(二) 0 2

度 專業必修 4MA011 基本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4MA021 基本設計(二) 3 6

專業必修 4MA031 基本製圖 2 3 專業必修 4MA061 表現法 2 3

專業必修 4MA041 藝術概論 2 2 專業必修 4M0261 多媒體製作* 2 3

專業必修 4MA051 人體工學 2 2 專業必修 4MA141 電腦輔助繪圖* 2 3

分組專業必修 4MC011 微積分(一) 3 3 分組專業選修 4MQ011 西洋建築史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MN011 創意思考訓練 2 2

合計 20 31 合計 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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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通識基礎必修 4M0161 體育(三)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71 體育(四)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31 實用中文 2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04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4M003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0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2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C191 建築設計(二) 3 6

年 通識博雅選修 4M0191 通識博雅課程(二) 2 2 專業必修 4MA191 建築材料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C181 建築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4MA111 建築物理環境 2 2

度 分組專業必修 4MC241 建築工法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C251 建築結構與造型 2 2

專業必修 4MA071 施工圖(一) 2 3 分組專業必修 4MC161 近代建築史 2 2

專業必修 4M0271 網際網路應用* 2 3 分組專業選修 4MQ051 敷地計畫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Q031 結構行為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MN111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 3

共同專業選修 4MN111 電腦輔助繪製立體圖* 2 3

合計 21 29 合計 1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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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通識基礎必修 4M0051 英語會話(一) 1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061 英語會話(二) 1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11 通識博雅課程(四) 2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2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 2

學 分組專業必修 4MC201 建築設計(三) 3 6 分組專業必修 4MC211 建築設計(四) 3 6

專業必修 4MA201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C111 建築法規 2 2

年 分組專業選修 4MQ161 社區規劃與設計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A171 實務專題(一) 1 2

分組專業選修 4MQ071 風土建築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C151 都市計畫 2 2

度 分組專業選修 4MQ151 建築細部大樣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Q081 綠建築專論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Q121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2 3 共同專業選修 4MN141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 3

共同專業選修 4MN131 環境景觀設計 2 2

合計 18 23 合計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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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通識基礎必修 4M024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 2 專業必修 4M0311 專業證照 1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31 通識博雅課程(六) 2 2 專業必修 4MA131 校外實習與生涯輔導 2 2

學 分組專業必修 4MC221 建築設計(五)* 4 6 分組專業必修 4MC231 建築設計(六)* 4 6

年 專業必修 4M0281 英文能力檢定 0 2 分組專業選修 4MQ141 都市設計 2 2

度 分組專業必修 4MA181 實務專題(二) 1 2 共同專業選修 4MN051 職業道德與專業倫理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MN121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2 3

合計 11 17 合計 11 14

總開授學分 136 學分 總開課時數 193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及英文能力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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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一學年下學期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 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課程標準表( 99入學-建築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91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65學分】

                                                 選修43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39學分】，跨系(組)選修最高9學分。

99.04.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 99.04.21 系務會議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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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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通識基礎必修 4M0082 軍訓(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092 軍訓(二)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42 體育(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52 體育(二) 0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4M0102 國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4M0102 國文(二) 3 3

通識基礎必修 4M0012 英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4M0022 英文(二) 3 3

年 通識基礎必修 4M0072 計算機概論* 2 3 通識博雅選修 4M0182 通識博雅課程(一) 2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292 服務學習(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292 服務學習(二) 0 2

度 專業必修 4MA012 基本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4MA022 基本設計(二) 3 6

專業必修 4MA032 基本製圖 2 3 專業必修 4MA062 表現法 2 3

專業必修 4MA042 藝術概論 2 2 專業必修 4M0262 多媒體製作* 2 3

專業必修 4MA052 人體工學 2 2 專業必修 4MA142 電腦輔助繪圖* 2 3

分組專業必修 4MD012 房屋構造概論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012 古典設計史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022 微積分(一) 3 3 分組專業選修 4MR032 家具設計 2 2

合計 22 33 合計 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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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通識基礎必修 4M0162 體育(三)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72 體育(四) 0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32 實用中文 2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04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4M003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02 通識博雅課程(三) 2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12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D042 建築與室內設計(二) 3 6

年 通識博雅選修 4M019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D102 建築色彩理論與應用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D032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3 6 分組專業必修 4MD142 當代設計史 2 2

度 專業必修 4MA072 施工圖(一) 2 3 專業必修 4MA102 材料運用與表現 2 2

專業必修 4M0272 網際網路應用* 2 3 專業必修 4MA111 建築物理環境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D092 構法與施工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N072 電腦藝術創作表現法* 2 3

分組專業選修 4MR122 電腦輔助繪製立體圖* 2 3 共同專業選修 4MN092 景園建築學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042 住宅設計 2 2

合計 21 29 合計 1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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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通識基礎必修 4M0052 英語會話(一) 1 2 通識基礎必修 4M0062 英語會話(二) 1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22 通識博雅課程(五) 2 2

學 分組專業必修 4MD052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3 6 分組專業必修 4MD062 建築與室內設計(四) 3 6

分組專業必修 4MD132 室內裝修法規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MD122 實務專題(一) 1 2

年 專業必修 4MA122 環境控制系統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112 室內裝修估價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062 商業空間設計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082 餐飲空間規劃 2 2

度 分組專業選修 4MR072 銀髮族空間專論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092 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2 2

分組專業選修 4MN032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 3 分組專業選修 4MR122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 3

合計 16 21 合計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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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通識基礎必修 4M024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 2 專業必修 4M0312 專業證照 1 2

通識博雅選修 4M0232 通識博雅課程(六) 2 2 專業必修 4MA132 校外實習與生涯輔導 2 2

學 分組專業必修 4MD072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4 6 分組專業必修 4MD082 建築與室內設計(六)* 4 6

分組專業必修 4MD132 實務專題(二) 1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142 裝修管理與契約規範 2 2

年 專業必修 4M0282 英文能力檢定 0 2 分組專業選修 4MR102 照明設計與應用 2 2

共同專業選修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2 3

合計 11 17 合計 11 14

總開學分 136 學分 總開時數 193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及英文能力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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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年下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 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課程標準表( 99入學-室內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7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61學分】

                                                 選修47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39學分】，跨系(組)選修最高9學分。

99.04.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 99.04.21 系務會議通過   | 

第一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第二學年上學期 第二學年下學期

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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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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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341 國文(一)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342 國文(二) 2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271 英文(一)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281 英文(二)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401 體育(一) 1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411 體育(二) 1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321 軍訓(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331 軍訓(二)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311 計算機概論* 1 2 專業必修 9MA321 基本設計(二) 4 5

度 專業必修 9MA311 基本設計(一) 4 5 專業必修 9MA261 多媒體製作* 1 2

專業必修 9MA451 電腦輔助繪圖* 2 3 專業必修 9MA281 基本製圖 2 3

專業選修 9MN281 建築構造** 2 2 專業必修 9MA461 電腦輔助繪製立體圖* 1 2

合計 14 20 合計 13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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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301 英語聽講練習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291 英語會話 1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421 體育(三) 1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431 體育(四) 1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151 實用中文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36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371 通識博雅課程(二) 2 2

年 專業必修 9MA331 建築設計(一)** 4 5 專業必修 9MA341 建築設計(二)** 4 5

專業必修 9MA301 表現法 2 3 專業必修 9MA291 施工圖 2 3

度 專業必修 9MA271 網際網路應用* 1 2 專業必修 9MA391 當代設計史 2 2

專業選修 9MN291 古典設計史 2 2 專業選修 9MN301 微積分(一) 2 2

合計 16 20 合計 16 2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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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38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391 通識博雅課程(四) 2 2

學 專業必修 9MA351 建築設計(三)** 4 5 專業必修 9MA361 建築設計(四)** 4 5

專業必修 9MA421 建築物理環境** 2 2 專業必修 9MA401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 2

專業必修 9MA471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 3 專業必修 9MA481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 3

年 專業選修 9MN311 敷地計畫** 2 2 專業必修 9MA411 建築法規** 2 2

專業選修 9MN321 建築材料** 2 2 專業選修 9MN351 景園建築學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331 建築工法** 2 2 專業選修 9MN361 結構行為** 2 2

專業選修 9MN341 色彩理論與應用 2 2 專業選修 9MN371 社區規劃與設計** 2 2

合計 18 20 合計 18 2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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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7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 2 專業必修 9MA381 建築設計(六)** 4 5

學 專業必修 9MA371 建築設計(五)** 4 5 專業必修 9MA441 都市計畫** 2 2

專業必修 9MA431 施工估價** 2 2 專業選修 9MN431 公共安全與防災 2 2

年 專業選修 9MN381 綠建築專論 2 2 專業選修 9MN441 室內風水學 2 2

專業選修 9MN391 建築結構系統** 2 2 專業選修 9MN451 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2 2

專業選修 9MN401 照明設計與應用 2 2 專業選修 9MN461 工程管理與契約規範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411 環境景觀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471 銀髮族空間專論 2 2

專業選修 9MN421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2 3 專業選修 9MN481 電腦輔助設計* 2 3

合計 18 20 合計 18 20

總開授學分 131 學分 總開課時數 160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

*表示須繳電腦上機費課程。

**表示建築設計組必選修課程。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課程標準表( 99入學-建築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81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2學分，專業必修59學分】

                                               選修47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學分，專業選修39學分】跨系(組)選修最高8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下學期

99.04.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  99.04.21 系務會議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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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 乙組 ( 建築與環境設計組 )  99 學年入學 開授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為至少 30 學分（必修 12 學分，選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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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J0072 書報討論（一） 0/2 共同必修 MJ0082 書報討論（二） 0/2 

建築組必修 MJC032 建築設計（一） 3/6 建築組必修 MJC042 建築設計（二） 3/6 

建築組選修 MJQ012 社區微氣候專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052 木構造專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142 永續環境規劃 3/3 建築組選修 MJQ182
古蹟及歷史建築保存

與再利用 
3/3 

建築組選修 MJQ022 建築調查與分析 3/3 建築組選修 MJQ192 世界文化遺產 3/3 

建築組選修 MJQ042 環境景觀評估與分析 3/3 建築組選修 MJQ082 文化創意產業專論 3/3 

小計   15/20 小計   18/23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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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MJ0032 書報討論（三） 0/2 共同必修 MJ0042 書報討論（四） 0/2 

共同必修 MJ0052 碩士論文（一） 3/3 共同必修 MJ0062 碩士論文（二） 3/3 

建築組選修 MJQ202 古蹟修復特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152 社區調查實務 3/3 

建築組選修 MJQ102 設計創意與管理 3/3 建築組選修 MJQ162 都市設計專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112 社區福利制度 3/3 建築組選修 MJQ212 環境行為研究 3/3 

建築組選修 MJQ222 環境規劃特論 3/3 建築組選修 MJQ092 都市更新理論與實務 3/3 

        

小計   18/20    12/14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6 學分 本學期各組修課最低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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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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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071 國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081 國文(二) 3 3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091 英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101 英文(二)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011 體育(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21 體育(二) 0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051 軍訓(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61 軍訓(二)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81 計算機概論* 2 3 通識博雅選修 9M021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 2

度 專業必修 9MA011 基本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9MA021 基本設計(二) 3 6

專業必修 9MA091 基本製圖 2 3 專業必修 9MA111 表現法 2 3

專業必修 9MA101 藝術概論 2 2 專業必修 9M0191 多媒體製作* 2 3

專業選修 9MN011 房屋構造概論 2 2 專業選修 9MN021 創意思考訓練 2 2

合計 17 26 合計 17 2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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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51 實用中文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2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031 體育(三)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41 體育(四)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23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11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 2 專業必修 9MA341 建築設計(二)** 4 5

通識博雅選修 9M0221 通識博雅課程(二) 2 2 專業必修 9MA291 施工圖 2 3

度 專業必修 9MA331 建築設計(一)** 4 5 專業必修 9MA391 當代設計史 2 2

專業必修 9MA121 電腦輔助繪圖* 2 3 專業選修 9MA501 建築工法** 2 2

專業必修 9MA271 網際網路應用* 1 2 專業選修 9MN301 微積分(一) 2 2

專業選修 9MN291 古典設計史 2 2 專業選修 9MN521 敷地計畫** 2 2

合計 17 22 合計 18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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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31 英語會話(一) 1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41 英語會話(二) 1 2

學 通識博雅選修 9M0241 通識博雅課程(四)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25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 2

專業必修 9MA351 建築設計(三)** 4 5 專業必修 9MA361 建築設計(四)** 4 5

年 專業必修 9MA421 建築物理環境** 2 2 專業必修 9MA401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 2

專業必修 9MA471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 3 專業必修 9MA411 建築法規**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321 建築材料** 2 2 專業必修 9MA491 電腦輔助繪製立體圖* 2 3

專業選修 9MN341 色彩理論與應用 2 2 專業選修 9MN501 環境景觀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351 景園建築學 2 2 專業選修 9MN361 結構行為** 2 2

合計 17 20 合計 17 2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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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7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 2 專業必修 9MA381 建築設計(六)** 4 5

學 通識博雅選修 9M0261 通識博雅課程(六) 2 2 專業必修 9MA441 都市計畫** 2 2

專業必修 9MA371 建築設計(五)** 4 5 專業選修 9MN441 室內風水學 2 2

年 專業必修 9MA431 施工估價** 2 2 專業選修 9MN431 公共安全與防災 2 2

專業選修 9MN391 建築結構系統** 2 2 專業選修 9MN461 工程管理與契約規範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381 綠建築專論 2 2 專業選修 9MN401 照明設計與應用 2 2

專業選修 9MN491 社區規劃與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481 電腦輔助設計* 2 3

專業選修 9MN421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2 3 專業選修 9MN471 銀髮族空間專論 2 2

合計 18 20 合計 18 20

總開授學分 139 學分 總開課時數 176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

*表示須繳電腦上機費課程。

**表示建築設計組必選修課程。

一年下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課程標準表( 98入學-建築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5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59學分】

                                               選修49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7學分】，跨系(組)選修最高9學分。

99.04.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  99.04.21 系務會議通過   |  

一年級上學期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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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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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071 國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081 國文(二) 3 3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091 英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101 英文(二)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011 體育(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21 體育(二) 0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051 軍訓(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61 軍訓(二)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81 計算機概論* 2 3 通識博雅選修 9M021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 2

度 專業必修 9MA011 基本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9MA021 基本設計(二) 3 6

專業必修 9MA091 基本製圖 2 3 專業必修 9MA111 表現法 2 3

專業必修 9MA101 藝術概論 2 2 專業必修 9M0191 多媒體製作* 2 3

專業選修 9MN011 房屋構造概論(建築構造)** 2 2 專業選修 9MN021 創意思考訓練 2 2

合計 17 26 合計 17 2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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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51 實用中文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9M012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031 體育(三)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41 體育(四)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23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11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 2 專業必修 9MA211 建築設計(二)** 3 6

通識博雅選修 9M0221 通識博雅課程(二) 2 2 專業必修 9MA131 施工圖 2 3

度 專業必修 9MA201 建築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9MA141 構法與施工(建築工法)** 2 2

專業必修 9MA121 電腦輔助繪圖* 2 3 專業選修 9MN041 色彩理論與應用 2 2

專業必修 9M0201 網際網路應用* 2 3 專業選修 9MN051 古典設計史 2 2

專業選修 9MN031 微積分(一) 3 3 專業選修 9MN271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 3

合計 18 25 合計 17 2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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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31 英語會話(一) 1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41 英語會話(二) 1 2

學 通識博雅選修 9M0241 通識博雅課程(四)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25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 2

專業必修 9MA351 建築設計(三)** 4 5 專業必修 9MA361 建築設計(四)** 4 5

年 專業必修 9MA421 建築物理環境** 2 2 專業必修 9MA401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 2

專業必修 9MA171 當代設計史 2 2 專業必修 9MA491 電腦輔助繪製立體圖* 2 3

度 專業選修 9MN531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 3 專業選修 9MN321 建築材料** 2 2

專業選修 9MN311 敷地計畫** 2 2 專業選修 9MN071 景園建築學 2 2

專業選修 9MN361 結構行為** 2 2 專業選修 9MN111 建築結構系統** 2 2

專業選修 9MN091 住宅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541 銀髮族空間專論 2 2

合計 19 22 合計 19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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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7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 2 專業必修 9MA381 建築設計(六)** 4 5

學 通識博雅選修 9M0261 通識博雅課程(六) 2 2 專業必修 9MA441 都市計畫** 2 2

專業必修 9MA371 建築設計(五)** 4 5 專業必修 9MA431 施工估價** 2 2

年 專業必修 9MA501 建築法規** 2 2 專業選修 9MN431 公共安全與防災 2 2

專業選修 9MN411 環境景觀設計 ** 2 2 專業選修 9MN231 環境台灣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491 社區規劃與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401 照明設計與應用 2 2

專業選修 9MN381 綠建築專論 2 2 專業選修 9MN481 電腦輔助設計* 2 3

專業選修 9MN421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2 3 專業選修 9MN461 工程管理與契約規範 2 2

合計 18 20 合計 18 20

總開授學分 143 學分 總開課時數 185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

*表示須繳電腦上機費課程。

**表示建築設計組必選修課程。

一年下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課程標準表( 97入學-建築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84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58學分】

                                               選修50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8學分】，跨系(組)選修最高9學分。

99.04.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  99.04.21 系務會議通過   |  

一年級上學期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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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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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071 國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081 國文(二) 3 3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091 英文(一)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101 英文(二) 3 3

通識基礎必修 9M0011 體育(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21 體育(二) 0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051 軍訓(一)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61 軍訓(二)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81 計算機概論* 2 3 通識博雅選修 9M021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 2

度 專業必修 9MA011 基本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9MA021 基本設計(二) 3 6

專業必修 9MA091 基本製圖 2 3 專業必修 9MA111 表現法 2 3

專業必修 9MA101 藝術概論 2 2 專業必修 9M0191 多媒體製作* 2 3

專業選修 9MN011 房屋構造概論(建築構造)** 2 2 專業選修 9MN021 創意思考訓練 2 2

合計 17 26 合計 17 2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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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51 實用中文 2 2 通識基礎必修 99M012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 2

學 通識基礎必修 9M0031 體育(三)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041 體育(四) 0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23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 2

年 通識基礎必修 9M011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 2 專業必修 9MA211 建築設計(二)** 3 6

通識博雅選修 9M0221 通識博雅課程(二) 2 2 專業必修 9MA131 施工圖 2 3

度 專業必修 9MA201 建築設計(一)** 3 6 專業必修 9MA141 構法與施工(建築工法)** 2 2

專業必修 9MA121 電腦輔助繪圖* 2 3 專業選修 9MN041 色彩理論與應用 2 2

專業必修 9M0201 網際網路應用* 2 3 專業選修 9MN051 古典設計史 2 2

專業選修 9MN031 微積分(一) 3 3 專業選修 9MN271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 3

合計 18 25 合計 17 2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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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31 英語會話(一) 1 2 通識基礎必修 9M0141 英語會話(二) 1 2

學 通識博雅選修 9M0241 通識博雅課程(四) 2 2 通識博雅選修 9M0251 通識博雅課程(五) 2 2

專業必修 9MA221 建築設計(三)** 3 6 專業必修 9MA231 建築設計(四)** 3 6

年 專業必修 9MA151 建築物理環境** 2 2 專業必修 9MA161 環境控制系統** 2 2

專業必修 9MA171 當代設計史 2 2 專業必修 9MA181 材料運用與表現(建築材料)**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071 環境景觀設計元素 2 2 專業選修 9MN261 景園設計實務 2 2

專業選修 9MN081 結構行為** 2 2 專業選修 9MN111 結構系統(建築結構系統)** 2 2

專業選修 9MN091 住宅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121 辦公空間設計 2 2

專業選修 9MN131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2 3 專業選修 9MN141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 3

合計 18 23 合計 18 2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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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M017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 2 專業必修 9MA251 建築設計(六)** 3 6

學 通識博雅選修 9M0261 通識博雅課程(六) 2 2 專業必修 9MA441 都市計劃** 2 2

專業必修 9MA241 建築設計(五)** 3 6 專業選修 9MN211 工程管理與契約規範** 2 2

年 專業必修 9MA501 建築法規** 2 2 專業選修 9MN221 公共安全與防災 2 2

專業選修 9MN551 敷地計劃** 2 2 專業選修 9MN231 環境台灣 2 2

度 專業選修 9MN561 施工估價** 2 2 專業選修 9MN241 照明設計與應用 2 2

專業選修 9MN251 綠建築專論 2 2 專業選修 9MN161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 3

專業選修 9MN421 電腦輔助後製作表現* 2 3

合計 17 21 合計 15 19

總開授學分 137 學分 總開課時數 187 小時（含電腦選修課程）

*表示須繳電腦上機費課程。

**表示建築設計組必選修課程。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一年下學期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四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課程標準表( 96入學-建築設計組適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4學分：必修78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專業必修52學分】

                                               選修56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44學分】，跨系(組)選修最高9學分。

99.04.16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  99.04.21 系務會議通過   |  

一年級上學期

 

 



 

 

 

90

附件 16 
97/06/04 院課程委員會制訂 97/06/09 院課程委員會送校務會議 

98/11/25 數位內容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9/01/26 數位內容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6 學分】 
             選修 50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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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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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3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04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08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09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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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404 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O401 數位內容概論(＋品德) 3/3 專業必修 4O405 動畫設計概論(＋品德) 3/3 
專業必修 4O402 藝術設計概論 3/3 專業必修 4O406 電腦媒體應用 2/3 
專業必修 4O403 數位色彩學 3/3 專業必修 4O429 平面設計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01 電腦繪圖  2/3 專業選修 4O802 插畫設計 3/3 

必修合計 17/24 必修合計 14/24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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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0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專業必修 4O412 動畫角色設計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O413 數位媒體腳本製作(一) 2/3 

專業必修 4O408 互動式網頁製作(一)  2/3 專業必修 4O431 3D 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09 3D 動畫製作(一) 2/3 專業必修 4O415 科技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O430 2D 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05 互動式網頁製作(二)  3/3 

專業必修 4O411 管理學(＋品德) 3/3 專業選修 4O806 3D 動畫製作(二) 3/3 

專業選修 4O803 資料庫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07 數位攝影與處理 3/3 

專業選修 4O804 數位音樂製作 3/3 專業選修 4O808 科技行銷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必修合計 14/20 必修合計 10/16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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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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00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3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2 英語會話(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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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O420 專案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O416 人機互動設計 2/3 專業必修 4O421 場景設計 3/3 

專業必修 4O417 後製與特效 2/3 專業必修 4O422 數位行動應用 2/3 

專業必修 4O418 影音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23 數位行動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19 創新與創業管理(＋品德) 2/2 專業選修 4O814 動作捕捉與編輯 3/3 

專業選修 4O810 數位資訊網路 3/3 專業選修 4O815 數位遊戲企劃 3/3 

專業選修 4O811 數位媒體腳本製作(二) 3/3 專業選修 4O816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O812 數位遊戲概論 2/2 專業選修 4O817 科技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13 科技策略管理 3/3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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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合計 12/16 必修合計 10/14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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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O014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O432 實務專題 2/◎ 

專業必修 4O426 創意商品設計(＋品德) 2/3 專業必修 4O427 數位內容講座(＋品德) 2/2 

專業選修 4O818 數位學習應用 3/3 專業必修 4O428 數位內容證照檢定 1/0 

專業選修 4O819 數位遊戲設計 3/3 專業選修 4O822 數位出版典藏 3/3 

專業選修 4O820 數位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O823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O821 知識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24 創業投資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27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實務實習 2/◎ 專業選修 4O825 科技法律  2/2 

    專業選修 4O826 科技倫理  2/2 

必修合計 2/4 必修合計 5/2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備註：1. 表示需電腦上機；2.管理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識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領域不得少於 2 學分、社會科學領域不得少於 4 學分、自然

科學領域不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領域不得少於 2 學分；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力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

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讀英文能力檢定課程；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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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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雙軌訓練旗艦班(連鎖店管理員) 

日間部二專企業管理科 99 學年度 入學新生課程表     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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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年度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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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科目 ※29026 勞動法規 2/2 共同科目 ※29027 職場倫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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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核心 29439 管理學 2/2 專業基礎 29234 會計學(二) 2/2 

專業核心 29440 連鎖店管理實習(一) 4/8 專業基礎 ※29242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核心 ※29459 商業禮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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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28 人際溝通 2/2 共同科目 ※29029 生涯規劃 2/2 

專業基礎 ※29243 統計學(一) 2/2 專業基礎 ※29244 統計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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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核心 29444 生產與作業管理 2/2 專業核心 29451 廣告與促銷 2/2 

專業核心 29445 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核心 29452 零售管理 2/2 

專業核心 29446 行銷學 2/2 專業核心 29454 行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核心 29447 *網際網路應用 2/2 專業核心 29455 市場調查 2/2 

專業核心 29449 英語聽講練習 2/2 專業核心 ※29461 行銷管理 2/2 

專業核心 ※29460 領導與管理 2/2 專業核心 ※29462 連鎖店管理 2/2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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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訓練旗艦班(工商企業高級管理) 

日間部二技企業管理系 99 學年度 入學新生課程表    9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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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7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39016 英語聽講練習 2/2 

〃 39018 實用英文 2/2 〃 39020 *多媒體製作 2/2 

〃 39019 職場倫理 2/2 〃 39021 勞工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39415 物流管理 2/2 專業必修 39420 生產作業管理 2/2 

〃 39416 門市乙級 2/2 〃 39421 行銷管理 2/2 

〃 39417 組織理論與管理 2/2 〃 39422 專案管理 2/2 

〃 39418 *商業應用軟體 2/2 〃 39423 領導學 2/2 

〃 39419 財務管理 2/2 〃 39424 顧客關係管理 2/2 

〃 39439 管理實習(一) 3/6 〃 39440 管理實習(二) 3/6 

        

        

本學期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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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39022 *網際網路應用 2/2 專業必修 39431 企業經營管理實務 2/2 

〃 39023 工商心理學 2/2 〃 39432 創業管理 2/2 

專業必修 39425 零售管理實務 2/2 〃 39433 策略管理 2/2 

〃 39426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 39434 人力資源管理 2/2 

〃 39427 消費者行為 2/2 〃 39435 電子商務 2/2 

〃 39428 管理會計 2/2 〃 39436 *統計軟體應用 2/2 

〃 39429 整合行銷溝通 2/2 〃 39437 行銷企劃實務 2/2 

〃 39430 財務報表分析 2/2 〃 39438 品質管理 2/2 

〃 39441 管理實習(三) 3/6 〃 39442 管理實習(四) 3/6 

        

        

本學期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備註：1.畢業最低學分數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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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年度開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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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與流通組  共 2 頁第 1 頁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 企業管理系 行銷與流通組 (甲)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3.03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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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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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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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3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3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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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4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訂業必修 4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系訂必修 49A05 經濟學(二) 3/3 
系訂必修 49A03 企業概論 2/2 系訂必修 49A07 會計學(二) 2.5/3 
院級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系訂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9A06 會計學(一) 2.5/3 系訂必修 49A09 管理學 2/2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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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5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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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A11 *網際網路應用 2/3 系訂必修 49A13 統計學(二) 2.5/3 
院級必修 49A12 統計學(一) 2.5/3 系訂必修 49A20 作業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15 財務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27 日文會話 1/2 
組訂必修 49D01 行銷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3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必修 49A28 日文 2/3 專業選修 49R07 物流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02 企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9R09 消費者行為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R03 商業禮儀 2/2 專業選修 49R10 財經法律 2/2 
專業選修 49R04 管理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9R11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9R05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9R17 國際貿易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R47 流通概論 3/3 專業選修 ※49R63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9R57 管理數學 2/2     

最高   24.5(29)   必修   16.5(21)   最高  21.5(25)  必修  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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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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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訂必修 49A21 組織理論與管理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49R12 管理實習 2/6 系訂必修 49A24 資訊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13 商用日文 2/2 組訂必修 49D02 行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R18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9R22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料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R20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R24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9R49 零售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27 *資料庫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R53 新產品開發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28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R54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9R48 產業行銷 3/3 
專業選修 49R58 國際企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50 連鎖企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64 訂價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55 整合行銷溝通 3/3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R59 會議與展覽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R60 預算編製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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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

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最高  16(17)  必修 4(5) 最高 20(21)   必修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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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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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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讀英文檢定課程。   

      

※99 學年度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年制 企業管理系 行銷與流通組 (甲)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3.03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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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9 學分〉

2/2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9040 英文能力檢定 0/2 系訂必修 49A29 策略管理個案研究 3/3 
系訂必修 49A23 策略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6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9R21 國際行銷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7 管理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9R23 品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37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9R29 行銷個案研討 3/3 專業選修 49R38 管理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R30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R39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49R31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49R40 賣場設計與規劃 2/2 
專業選修 49R32 服務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42 全球運籌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35 顧客開發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43 企業資源整合規劃 2/2 
專業選修 49R45 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36 創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R52 國際流通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R56 大陸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R61 商業談判與溝通 3/3     
專業選修 49R62 門市服務 2/2     

最高  13(15)  必修 3(5) 最高 13(13)   必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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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乙)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99.03.03 

說明：最低畢業學分132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必修 60學分，專業選修 34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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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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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3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3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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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4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訂必修 4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系訂必修 49A05 經濟學(二) 3/3 
系訂必修 49A03 企業概論 2/2 系訂必修 49A07 會計學(二) 2.5/3 
院級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系訂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9A06 會計學(一) 2.5/3 系訂必修 49A09 管理學 2/2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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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5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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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A11 *網際網路應用 2/3 系訂必修 49A13 統計學(二) 2.5/3 
院級必修 49A12 統計學(一) 2.5/3 系訂必修 49A27 日文會話 1/2 
系訂必修 49A15 財務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3 人力資源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4 行銷管理 3/3 組訂必修 49E01 作業管理 3/3 
專業必修 49A28 日文 2/3 專業選修 49Q05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9Q01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9Q06 財經法律 2/2 
專業選修 49Q02 企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9Q07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9Q03 商業禮儀 2/2 專業選修 49Q08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9Q04 管理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9Q11 整合行銷溝通 2/2 
專業選修 49Q49 管理數學 2/2 專業選修 49Q50 消費者行為分析 3/3 

最高 24.5(29)  必修 16.5(21)   最高 21.5(25)  必修 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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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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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訂必修 49A21 組織理論與管理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組訂必修 49E02 專案管理 2/2 系訂必修 49A24 資訊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Q10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Q20 管理會計 3/3 
專業選修 49Q12 金融市場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Q21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料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Q13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9Q22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Q14 商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9Q23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9Q15 領導學 2/2 專業選修 49Q24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16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49Q25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17 管理實習 2/6 專業選修 49Q26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49Q18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49Q27 *資料庫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Q19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Q41 經典研讀 2/2 
專業選修 49Q51 國際企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Q46 行銷企劃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Q52 商業談判與溝通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Q53 預算編製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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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最高 16(18)  必修 6(7) 最高 20(21)  必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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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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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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讀英文檢定課程。 

 

※99 學年度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乙)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99.03.03 

說明：最低畢業學分132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6學分，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必修 60學分，專業選修 34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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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9040 英文能力檢定 0/2 系訂必修 49A29 策略管理個案研究 3/3 
系訂必修 49A23 策略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6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9Q29 財務報告分析 2/2 系訂必修 49A37 管理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9Q30 服務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Q38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49Q32 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31 創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33 國際企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Q40 知識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Q34 勞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49Q49 危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35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49Q42 管理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Q36 顧客開發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43 科技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Q37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Q4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9Q54 採購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Q48 大陸經貿實務 3/3 

        
最高 13(15)  必修 3(5) 最高 12(14)  必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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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理系 投資理財組(丙)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99.03.03 
最低畢業學分 13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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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2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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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3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903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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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4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訂必修 4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系訂必修 49A05 經濟學(二) 3/3 
系訂必修 49A03 企業概論 2/2 系訂必修 49A07 會計學(二) 2.5/3 
院級必修 49A04 經濟學(一) 3/3 系訂必修 4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9A06 會計學(一) 2.5/3 系訂必修 49A09 管理學 2/2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最高 19.5（27）  必修 1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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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5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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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A11 *網際網路應用 2/3 系訂必修 49A13 統計學(二) 2.5/3 
院級必修 49A12 統計學(一) 2.5/3 系訂必修 49A20 作業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4 行銷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27 日文會話 1/2 
組訂必修 49F01 財務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3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必修 49A28 日文 2/3 專業選修 49S03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業選修 49S01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9S08 證券交易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S02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業選修 49S10 財經法律 2/2 

專業選修 49S04 金融市場概論 2/2 專業選修 49S11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9S06 企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9S51 貨幣銀行學 2/2 
專業選修 49S54 管理數學 2/2 專業選修 ※49S60 公司理財 2/2 
專業選修 ※49S59 金融市場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61 投資學 3/3 

最高 24.5（29）必修 16.5（21） 最高 21.5（25） 必修 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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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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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訂必修 49A21 組織理論與管理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49S13 管理實習 2/6 系訂必修 49A24 資訊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S14 保險學 2/2 組訂必修 49F02 管理會計 2/3 
專業選修 49S15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S23 不動產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S30 共同基金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S24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料分析 3/3 
專業選修 49S18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9S25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9S19 信託實務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9S26 會計資訊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S20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49S27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S21 資產證券化 2/2 專業選修 49S29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49S55 國際企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9S31 稅務會計 3/3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52 財政學 2/2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S56 預算編製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S57 創意思考訓練 2/2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S62 稅務法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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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最高 16（18）     必修 4（5）  最高 20（21） 必修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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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理財組  共 2 頁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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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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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讀英文檢定課程。 

          ※99 學年度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理系 投資理財組(丙)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99.03.03 

最低畢業學分 13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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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9040 英文能力檢定 0/2 組訂必修 ※49F03 金融行銷實務 2/2 

系訂必修 49A23 策略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6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9S32 風險管理 3/3 系訂必修 49A37 管理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9S33 財務報告分析 2/2 專業選修 49S40 創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S34 票券與債券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43 不動產投資 2/2 
專業選修 49S35 金融機構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S44 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37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9S05 商業禮儀 2/2 
專業選修 49S39 理財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46 會計公報準則研討 2/2 
專業選修 49S41 審計學 3/3 專業選修 49S4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9S50 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49S53 大陸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9S63 中小企業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49S65 策略管理個案研究 3/3 
專業選修 ※49S64 金融顧客開發與管理 2/2     

  最高 13（15） 必修 3（5）   最高 12（14） 必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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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年制企業管理系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4.21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3 學分,校訂選修 4學分 系訂選修 25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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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89002 歷代文選 2/2 
〃 ※89006 體育(一) 1/2 〃 ※89007 體育(二) 1/2 

校訂選修 89801 通識課程(一) 2/2 校訂選修 89802 通識課程(二) 2/2 
系訂必修 89203 財務管理 3/3 系訂必修 89227 作業管理 3/3 

〃 ※89217 電子商務 2/2 〃 ※89231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3 

〃 ※89232 組織理論與管理 2/2 〃 ※89236 經典研讀 2/2 
〃 ※89233 資訊管理 2/2 系訂選修 89858 消費者行為分析 2/2 
〃 ※89234 人力資源管理 2/2 〃 89860 英語聽講與簡報練習 2/2 

〃 ※89235 行銷管理 2/2 〃 89868 財經法律 2/2 
    〃 ※89877 科技管理 2/2 
    〃 ※89884 ＊商業應用軟體 2/2 

最高 18(19) 必修 16(17)   最高 17(18) 必修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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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37 ＊網際網路應用 3/3 校訂必修 89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精神 2/2 
〃 ※89238 國際企業管理 2/2 系訂必修 89222 管理會計 3/3 
〃 ※89239 策略管理 2/2 〃 ※89241 管理個案研究 2/2 

〃 ※89240 成本會計 2/2 系訂選修 89809 行銷企劃實務            2/2 
系訂選修 89862 廣告與促銷實務 2/2 〃 89856 服務業管理 2/2 

〃 89863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料分析 3/3 〃 89867 企業營運模擬系統 2/2 

〃 89864 商用英文書信 2/2 〃 89871 行銷研究 2/2 
〃 89870 品質管理 2/2 〃 89873 知識管理 2/2 
〃 89872 大陸經貿 2/2 〃 89875 創業管理 2/2 

〃 ※89878 物流管理 2/2 〃 ※89881 企業診斷實務 2/2 
〃 ※89879 日文 2/2 〃 ※89882 商用日文 2/2 
〃 ※89880 投資理財實務 2/2 〃 ※89883 門市服務 2/2 

最高    19 (19)   必修  9 (9) 最高   19 (19)    必修 7 (7)  

說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9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99 學年度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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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每學期至少修習 9學分。 
(2) * 表示需電腦上機。 

※99 學年度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企業管理系  課程標準   99 年度入學新生    99.04.21 
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23學分，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必修58學分，專業選修 39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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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2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9024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9012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9013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9016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9017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9021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9022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9042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9A25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99A07 企業概論 2/2 專業必修 ※99A27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9A24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99A28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9A26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9A40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99A39 商用微積分 2/2 專業必修 ※99A41 金融市場實務 2/2 

最高 14(18)  必修 14(18) 最高 14(18) 必修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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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14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901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9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9046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9045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9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9A29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9A14 財務管理 3/3 
專業必修 ※99A31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99A15 作業管理 3/3 
專業必修 ※99A32 行銷管理 3/3 專業必修 ※99A30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9A33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必修 ※99A36 電子商務 2/2 

最高  16(18)  必修 14(16)  最高  16(18)  必修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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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9A34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99A19 管理會計 3/3 
專業必修 ※99A35 日文 2/2 專業必修 ※99A37 組織理論與管理 2/2 
專業必修 ※99A42 ＊商業應用軟體 3/3 通識基礎必修 9903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99N03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99N39 門市服務 2/2 
專業選修 99N11 企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9N14 財經法律 2/2 
專業選修 99N06 管理數學 2/2 專業選修 99N15 日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99N01 管理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99N16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99N08 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99N17 ＊資料庫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99N09 領導學 2/2 專業選修 99N18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料分析 3/3 
專業選修 99N10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9N19 整合行銷溝通 2/2 
專業選修 ※99N44 投資理財實務 2/2 專業選修 ※99N42 經典研讀 2/2 

        

  最高 19(19)  必修 7(7)   最高 18(18)  必修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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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A38 專案管理 2/2 專業必修 99A21 資訊管理 3/3 

專業必修 99A20 策略管理 3/3 專業必修 99A22 管理個案研究 3/3 

專業選修 99N20 財務報告分析 2/2 專業選修 99N30 大陸經貿 2/2 

專業選修 99N21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99N31 知識管理 2/2 

專業選修 69N22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99N32 勞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99N23 企業診斷實務 2/2 專業選修 99N33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99N29 商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99N36 管理英文 2/2 

專業選修 99N25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99N37 管理日文 2/2 

專業選修 99N27 客戶開發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99N38 創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99N28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99N41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99N40 行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9N43 生涯輔導 2/2 

  最高 19(19)  必修 5(5)   最高 18(18)  必修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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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校二年制專科部 企業管理科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4.21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6 學分,選修 14 學分[含跨科選修及通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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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科目 79001 國文(一) 3/3 共同科目 79002 國文(二) 3/3 

〃 79003 英文(一) 3/3 〃 79004 英文(二) 3/3 

〃 79005 自然科學概論 2/2 系訂必修 79204 經濟學(二) 2/2 

系訂必修 79203 經濟學(一) 2/2 〃 79213 會計學(二) 2/2 

〃 79205 管理學 2/2 〃 79215 財務管理 3/3 

〃 79212 會計學(一) 2/2 〃 79221 行銷管理 3/3 

〃 79412 統計學(一) 2/2 〃 79413 統計學(二) 2/2 

〃 79414 ＊商業文書處理 2/2 〃 ※79423 管理心理學 2/2 

〃 79415 日文 2/2     

最高    20(20)   必修  20(20) 最高 20 (20) 必修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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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10 音樂與生活 2/2 共同科目 79009 人際溝通 2/2 

〃 ※79012 國父思想 2/2 系訂必修 79217 ＊商業套裝軟體(二) 2/2 

系訂必修 79216 ＊商業套裝軟體(一) 2/2 〃 79405 零售管理 2/2 

〃 79218 人力資源管理 3/3 〃 79422 企業管理個案研討 2/2 

〃 79223 作業管理 3/3 系訂選修 79804 品質管理 2/2 

〃 79417 成本會計 2/2 〃 79819 企業倫理 2/2 

〃 79418 經典研讀 2/2 〃 79821 投資學 2/2 

〃 79420 金融市場實務 2/2 〃 79825 財務報告分析 2/2 

系訂選修 79803 商用英文 2/2 〃 79826 顧客關係管理 2/2 

〃 79820 ＊資訊與網路應用 2/2 〃 79827 國際企業管理概論 2/2 

〃 79822 廣告管理實務 2/2 〃 79828 中小企業管理實務 2/2 

〃 79833 創業管理 2/2 〃 79829 商事法 2/2 

    〃 79830 勞資關係 2/2 

    〃 79831 稅務法規 2/2 

    〃 79823 日文會話 2/2 

最高    20 (20)    必修 18 (18) 最高   20 (20)   必修 8 (8) 

說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9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99 學年度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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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專科進修學校二年制專科部 企業管理科週四班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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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共同科目 79001 國文(一) 3/3 通識共同科目 79002 國文(二) 3/3 

通識共同科目 79003 英文(一) 3/3 通識共同科目 79004 英文(二) 3/3 

通識共同科目 79005 自然科學概論 2/2 通識共同科目 ※79013 中國現代史 2/2 

專業必修 ※79424 流通概論 2/2 專業必修 ※79426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79425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79428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79427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79431 企業管理個案研討 2/2 

專業必修 ※79429 ＃管理學 3/3 專業必修 ※79432 ＃＊商業文書處理 3/3 

專業必修 ※79430 門市作業實習 3/6 專業必修 ※79433 商品作業實習 3/6  

最高    20 學分(23 小時)   必修  20 學分(23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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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共同科目 ※79014 藝術概論 2/2 通識共同科目 79009 人際溝通 2/2 

專業必修 ※79434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9437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79435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必修 ※79441 ＃＊資訊與網路應用 3/3 

專業必修 ※79436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79442 ＃財務管理  3/3 

專業必修 ※79438 日文 2/2 專業必修 ※79443 生產與作業管理  3/3 

專業必修 ※79439 銷售管理實習 3/6 專業必修 ※79444 存貨管理實習 3/6 

專業必修 ※79440 行銷管理 3/3 專業選修 79823 日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79834 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79826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選修 ※79835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79827 國際企業管理概論 2/2 

專業選修 ※79836 企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79837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79838 創業管理 2/2 

最高    20 學分(23 小時)    必修 18 學分(21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3 小時)   必修 16 學分(19 小時) 

說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路教學。網路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說明、講解、評量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 總開課數 90 學分，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學分(必修 74學分,選修 16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6學分]) 必

修一定要及格始可畢業。選修若不及格不一定要重修，可選修其他科目。 

(5) 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

每 3 學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說明、講解、評量及考核

的教學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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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 99 學年度開始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二年制 企業管理系 99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3.03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7 學分,選修 25 學分﹝含跨科系選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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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E9002 歷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E9202 財務管理 3/3 系訂必修 E9218 資訊管理 3/3 

〃 E9226 策略行銷管理 3/3 〃 E9216 ＊網際網路應用 3/3 

〃 E9227 策略人力資源管理 3/3 〃 E9217 組織理論與管理 3/3 

〃 E9228 作業管理 3/3 系訂選修 E9801 商用英文 2/2 

系訂選修 E9840 商用統計 3/3 〃 E9826 成本會計 3/3 

〃 E9827 管理經濟學 2/2 〃 E9841 消費者行為分析 2/2 

    〃 E9842 ＊商業應用軟體 3/3 

    〃 E9843 行銷企劃實務 2/2 

    〃 E9861 科技管理 3/3 

最高   19 (19)   必修 14 (14) 最高   19 (19)  必修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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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精神 2/2 校訂必修 E9005 台灣開發史 2/2 

〃 E9004 通識課程 2/2 系訂必修 E9221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E9224 經典研讀 2/2 〃 E9223 管理會計 3/3 

〃 E9229 策略管理 3/3 〃 E9230 策略管理個案研究 3/3 

〃 E9231 國際企業管理 3/3 系訂選修 E9837 服務業管理 3/3 

系訂選修 E9844 品質管理 2/2 〃 E9849 企業營運模擬系統 2/2 

〃 E9845 投資理財實務 3/3 〃 E9850 期貨與選擇權 3/3 

〃 E9846 實用日文 2/2 〃 E9851 商用日文 2/2 

〃 E9847 英語聽講與簡報練習 2/2 〃 E9853 財經法律 2/2 

〃 E9848 企業診斷實務 3/3 〃 E9854 勞資關係與勞工法令 2/2 

〃 E9856 行銷研究 2/2 〃 E9855 企業風險管理 2/2 

〃 E9858 知識管理 2/2 〃 E9857 物流管理 3/3 

〃 E9860 創業管理 2/2 〃 E9859 大陸經貿 2/2 

〃 E9862 客戶開發與管理 2/2 〃 E9863 門市服務 2/2 

最高  20 (20)    必修  12 (12) 最高   17 (17)學分  必修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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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 99 學年度開始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二年制企業管理系 99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03.03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3 學分, 系訂選修 29 學分) ﹝含跨科系選修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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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B9002 歷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B9201 組織理論與管理 3/3 系訂必修 B9212 生產與作業管理 3/3 

〃 B9203 財務管理 3/3 〃 B9211 電子商務 2/2 

〃 B9204 資訊管理 3/3 〃 B9223 策略人力資源管理 3/3 

〃 B9222 策略行銷管理 3/3 〃 B9226 經典研讀 2/2 

系訂選修 B9850 商用統計 3/3 系訂選修 B9832 成本會計 3/3 

〃 B9833 管理經濟學 2/2 〃 B9851 消費者行為分析 2/2 

    〃 B9852 商業應用軟體 3/3 

    〃 B9853 行銷企劃實務 2/2 

    〃 B9854 商用英文 2/2 

最高   19 (19)    必修  14 (14) 最高    18 (18)   必修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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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9214 ＊網際網路應用 3/3 校訂必修 B9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精神 2/2 

〃 B9224 策略管理 3/3 系訂必修 B9220 管理會計 3/3 

〃 B9227 國際企業管理 3/3 〃 B9225 策略管理個案研究 3/3 

系訂選修 B9838 品質管理 3/3 系訂選修 B9817 物流管理 3/3 

〃 B9840 投資理財實務 3/3 〃 B9847 企業診斷實務 3/3 

〃 B9855 勞資關係與勞工法令 2/2 〃 B9860 企業風險管理 2/2 

〃 B9856 服務業管理 3/3 〃 B9861 企業營運模擬系統 2/2 

〃 B9857 商用日文 2/2 〃 B9863 英語聽講與簡報練習 2/2 

〃 B9858 財經法律 2/2 〃 B9866 大陸經貿 2/2 

〃 B9864 行銷研究 2/2 〃 B9867 創業管理 2/2 

〃 B9865 知識管理 2/2 〃 B9869 客戶開發與管理 2/2 

〃 B9868 科技管理 3/3 〃 B9870 門市服務 2/2 

 最高  20 (20)     9(9)  最高 18 (18)  必修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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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 99 學年度適用 

  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  四技   企業管理系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99.03.03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含通識必修28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含跨科系可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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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必修 C9001 國文(一) 3/3 通識必修 C9002 國文(二) 3/3 
通識必修 C9003 英文(一) 3/3 通識必修 C9004 英文(二) 3/3 
通識必修 C9005 ＊計算機概論 2/2 專業必修 C9A03 會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C9A01 企業概論 2/2 專業必修 C9A05 經濟學(二) 3/3 
專業必修 C9A02 會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C9A06 ＊多媒體製作 2/2 
專業必修 C9A04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C9A07 管理學 2/2 

最高 16  必修 16 最高 16 必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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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必修 C9006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必修 C9008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必修 C9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必修 C9007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專業必修 C9A08 行銷管理 3/3 專業必修 C9A11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C9A09 ＊網際網路應用 3/3 專業必修 C9A12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必修 C9A10 統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C9A13 財務管理 3/3 
專業選修 C9N01 流通概論 2/2 專業選修 C9N04 消費者行為分析 2/2 
專業選修 C9N02 金融市場概論 2/2 專業選修 C9N05 貨幣銀行學 2/2 
專業選修 C9N03 民法 2/2 專業選修 C9N06 財經法律 2/2 

最高  18  必修 13  最高 18  必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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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必修 C9009 英語會話(一) 2/2 通識必修 C9010 英語會話(二) 2/2 
專業必修 C9A14 ＊商業應用軟體 3/3 通識必修 C901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C9A15 成本會計 2/3 專業必修 C9A17 管理會計 3/3 
專業必修 C9A16 作業管理 3/3 專業必修 C9A18 組織理論與管理 3/3 
專業選修 C9N07 投資理財實務 2/2 專業選修 C9N16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C9N08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C9N17 ＊資料庫管理實務 2/2 
專業選修 C9N09 企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C9N18 商業禮儀 2/2 
專業選修 C9N10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C9N19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C9N11 管理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C9N20 客戶開發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12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C9N21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C9N13 採購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22 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14 國際企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C9N23 門市服務 2/2 
專業選修 C9N15 服務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24 物流管理 3/3 

  最高 18  必修 10(11) 最高 18  必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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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A19 資訊管理 3/3 專業必修 C9A21 管理個案研究 3/3 
專業必修 C9A20 策略管理 3/3 專業必修 C9A22 企業營運模擬 3/3 
專業選修 C9N25 財務報告分析 2/2 專業選修 C9N34 大陸經貿 2/2 
專業選修 C9N26 企業風險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35 知識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27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36 勞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C9N28 企業診斷實務 3/3 專業選修 C9N37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29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C9N38 經典研讀 2/2 
專業選修 C9N30 商業談判 2/2 專業選修 C9N39 行銷企劃實務 3/3 
專業選修 C9N31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C9N40 創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C9N32 整合行銷溝通 2/2 專業選修 C9N41 科技管理 3/3 
專業選修 C9N33 日文 2/2 專業選修 C9N42 日文會話 2/2 

  最高 16  必修 6   最高 16  必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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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99年 5月 25日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

學位學程 

實務專題實施要點 

 

 

正修科技大學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課程發展委員

會編製 

 
 

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25 日 



 

 

 

108

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實務專題實施要點 
 

目       錄 

 頁次 
壹、 依據 ............................................................................................................... 110 
貳、 目的 ............................................................................................................... 110 
參、 範圍 ............................................................................................................... 110 
肆、 實務專題題目之申請................................................................................... 110 
伍、 資料搜集及工作預劃....................................................................................111 
陸、 專題指導老師之更換....................................................................................111 
柒、 實務專題與校外廠商產學合作....................................................................111 
捌、 實務專題口試規定....................................................................................... 112 
玖、 實務專題期末總結報告規定....................................................................... 113 
壹拾、實務專題課程重修 ................................................................................... 114 
壹拾壹、實務專題作業實施要點之修訂........................................................... 114 
壹拾貳、實務專題成果展示規定 ....................................................................... 115 
附表 
附錄 
附件 



 

 

 

109

附        表 
 頁次 
附表一 ....................................................................................................................... 7 
附表二 ....................................................................................................................... 8 
附表三 ....................................................................................................................... 9 
附表四 ..................................................................................................................... 10 
附表五 ..................................................................................................................... 11 
附表六 ..................................................................................................................... 12 
附表七 ..................................................................................................................... 13 

 

 

附          錄 

  
附錄一 ..................................................................................................................... 14 

 

 

 

附          件 

附件一 ..................................................................................................................... 16 
附件二 ..................................................................................................................... 18 
 
 



 

110 

 

壹、 依據 
一、 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實務專題、實務專題、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要點

辦理。 

 

貳、 目的 
一、 實務專題為本系學生畢業前必修之課程，其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整合運用在學期間所學之各

專業知識以及程式技術，透過小組團隊合作，發揮創造力與思考能力，使之具有獨立創作

數位內容及完成作品之能力，以「解決問題」完成知識整合為導向，使理論可應用在實務

上。在歷經具有實用性之實務專題成品整合訓練後，期使學生畢業後即可進入業界從事相

關之實務工作。 

二、 為使本學程學生瞭解實務專題之規定及流程，順利進行實務專題之製作，特訂定本實務專

題實施要點以供師生遵循。 

 

參、 範圍 
一、 實務專題為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學生必修之一學年課程，訂定於三年級下學期以及

四年級上學期實施；凡符合條件之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學生必須先行瞭解本要點中

各項作業程序及相關規定。 

二、 指導學生實務專題、使用相關實驗室以及參與口試之老師在相關作業程序上均有所依循。 

三、 學生實務專題優良作品參展以及留存等之相關作業另行訂定。 

 

肆、 實務專題題目之申請 

一、 學生實務專題時程如附表一所示。專題分組以班級為單位，每組以三至四人一組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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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務專題實施之上一個學期(三年級上學期)結束前以班級為單位完成分組，並參考本學

程網頁所列之系上各專任教師的研究方向及專長選定專題指導老師，若有不足或超過人數

之情形必須經過實務專題指導委員會與指導老師同意核准，否則不得申請實務專題。 

二、 各組填妥實務專題指導老師申請表(附表二)後請指導老師簽名，在製作專題上一學期結束

前由班代表彙齊送交系上審核。 

三、 未參加分組之學生得由系上協助分組。 

四、 未選定指導老師之組別得由學程辦公室指定之。 

 

伍、 資料搜集及工作預劃 
一、 實務專題題目申請審核通過後，學生應妥善利用時間加強對該專題之認識，搜集相關資料

及系統規劃，並密切與指導老師商討專題有關事宜。 

二、 各組於實務專題開始後每兩週需填寫工作進度表(如附表三)，並於每學期末由指導老師簽

名確認，以利追蹤考核。 

 

陸、 專題指導老師之更換 
一、 指導老師變更者，應填妥專題指導老師更換申請表（附表四），經函指導老師及新指導老

師簽名認可後，應送專題指導委員會召集人審核，再送交系上備查。 

 

柒、 實務專題與校外廠商產學合作 
一、 與校外廠商產學合作需經指導老師及系上認可同意後實施。 

二、 雙方權利及義務應在合約書內詳細載明。 

三、 參與合作之學生應遵守合作廠商之相關規定。 

四、 實務專題結束後，應將與產學合作廠商簽訂之合約送交學程辦公室以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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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務專題口試規定 
一、 實務專題口試前各組應填寫口試申請書單（附表五），請指導老師與口試委員簽名後，於

口試前二週交至學程辦公室，未繳交者視同自願放棄口試，口試成績以不及格論。 

二、 口試場次時間由指導老師於規定時間內排定，學程辦公室將於所有小組時間排定後公佈所

有場次時間。口試前一週各組應繳交實務專題總結報告初稿一式三份至指導老師與口試委

員處以利事先審查。 

三、 專題口試時間於第二學期第十週至第十三週擇期舉行。 

四、 口試委員由三位老師組成，指導老師為當然委員，其餘二位委員由指導老師指定之。 

五、 實務專題口試提報綱要以及重要資料須以投影片或電腦簡報為之：包括小組成員介紹、摘

要簡介、系統介紹、結果與結論。 

六、 參加口試之報告內容及準備之資料必須完整，成果展示時必須慎重嚴謹。 

七、 口試時間約 40分，可視情況延長之，含口頭報告、成品展示及評審發問。 

八、 口頭報告時，可由組內一位同學報告，或由全體組員輪流報告，亦可由口試委員指定組員

報告之。評審老師發問時，可由較熟悉問題的同學回答，但口試委員有權利指定組員回答

之。 

九、 成品展示時須注意： 

(一) 硬體可於口試前一週至系辦填寫租借申請。 

(二) 準備相關測試資料。 

十、 口試時，口試委員得以口述方式建議對該專題之改進事項，學生得於試後將改進情形納入

總結報告並向口試委員報告改進說明。 

十一、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 創新性---------------------------------------- 20% 

(二) 實用性---------------------------------------- 20% 

(三) 完整性---------------------------------------- 20% 

(四) 表達能力及態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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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排版效果-------------------------------------- 20% 

(六) 成果發表-------------------------------------- 10%  （額外加分） 

(七) 產學合作成果 --------------------------------- 10%  （額外加分） 

十二、實務專題口試成績(如附表六)分為及格、補考、和不及格三種，由口試委員於試後研商之，

以多數決議為主，告知學生結果。 

十三、參加實務專題口試被認定需要補考者，得在實務專題第二學期結束前擇期參加口試補考，

補考成績結果送交實務專題小組會議討論決定之，補考成績最高不得超過 70 分。 

十四、參加實務專題口試被認定不及格者，學期成績以不及格論。 

 

玖、 實務專題期末總結報告規定 
一、 未按時繳交實務專題總結報告、上傳電子檔及通過系統測試者，學期成績以不及格論。 

二、 實務專題期末總結報告封面及內文格式，參考附錄一格式撰寫。 

三、 書面報告完稿及摘要搞一式三份，經評審老師審核後與磁片/光碟片一併繳交給系上，其

中一冊及磁片/光碟片由系上留存，其餘兩冊及磁片/光碟片交圖書館留存，並將電子檔上

傳至學程辦公室專題報告查詢系統。 

四、 專題總結報告完稿必須填寫「實務專題報告完成同意書」 (附表七)，並經由專題指導老

師審定簽名後才可繳交。 

五、 總結報告內容大綱及順序如下： 

(一) 致謝。 

(二) 摘要：以一 150至 300字之篇幅說明該專題功能及結果，若有使用硬體及軟體系統請

一併說明。 

(三) 目錄：包括本文目錄，圖表目錄。 

1. 本文目錄，必須章節分明，並編排頁數。 

2. 圖表目錄，先有圖表號，再有圖表名稱，最後再註明頁數。 

(四)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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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說明製作專題動機及目的； 

2. 實務專題所採用的方法與製作流程； 

3. 實務專題完成所得的結果及所產生之價值； 

4. 討論所製作專題之優缺點及改進事項。 

(五) 參考文獻：說明該文獻作者、名稱、頁數、出版日期、出版者。                

(六) 附錄： 

1. 把所有特殊元件之規格資料分別列出，中英文皆可。 

2. 使用手冊及執行結果。 

六、 總結報告包含書面報告及磁片/光碟片兩部份。 

七、 磁片/光碟片報告應拷貝乙份隨總報告繳交以留存系上，磁片/光碟片貼紙上說明專題名

稱、學生姓名及檔名；專題名稱、指導老師姓名、學生姓名及學號亦須納於磁片/光碟片

內。 

 

壹拾、 實務專題課程重修 
一、 實務專題成績不及格的學生，得與下一屆學生一起修課。 

二、 實務專題在暑修及寒修均無開課。 

 

壹拾壹、 實務專題作業實施要點之修訂 
一、 本作業實施要點之各項規定如有不符現狀，需要修訂增刪者，得先由課程發展委員會研擬

修改，再由事務會議同意後修訂。 

二、 本作業實施要點經核定後即日起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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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貳、 實務專題成果展示規定 
一、 於實務專題後一學期擇期舉辦系上成果展。 

二、 展覽場地及展覽時間由系上公佈。 

三、 凡是通過專題口試的學生均須參加成果展。 

四、 參加實務展覽的學生必須在指定時間內進場布置。 

五、 參展的專題小組在展示期間至少要派一名學生在展示攤位前解說及示範操作。其餘未參展

的專題小組，則放置一份書面專題報告於展示場所參與展覽。 

六、 參展學生必須在指定時間內撤攤位退場，並清潔環境。 

七、 專題作品經由學程辦公室評審後擇優取前三名，得到名次的專題作品必須參與公開展覽並

製作詳細之系統安裝及使用說明文件，且於參展結束後，頒發獎金以茲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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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實務專題預定進度表 

學期 週次 預定項目 備註 

三
上 6-9 

學生編組（註一）、選擇指

導老師 

每位老師最多指導 3組，組別名單及指

導老師申請表（附表二）於第九週(或

期中考週)之前交至學程辦公室。 

 寒假 
蒐集資料、小組討論、選定

題目 
可配合相關廠商進行產學合作計畫 

4-17 實務專題 

以組為單位每兩週填寫工作紀錄報告

表（附表三），並於第 18 週由指導老

師簽名確任繳交至學程辦公室。 

第
二
學
期 (

三
下) 

18 繳交進度表  

 暑假 實務專題 可配合相關廠商進行產學合作計畫 

1-9 實務專題與研討 
每兩週填寫工作紀錄報告表，並於第

18週繳交至學程辦公室。 

提出口試申請：時間、地

點、口試委員名單 
口試前二週繳交口試申請表（附表五）

10-13 
專題口試 

口試三天前，各組必須先將論文送達指

導委員 

第
二
學
期 (

四
上) 

14-18 
專題報告完稿、繳交與完成

上傳作業 

於期限內完成文件上傳作業，經指導老

師同意(附件七)後，送交專題報告、摘

要稿及光碟各三份至學程辦公室。 

1-4 專題成果展 (註二) 

1. 各組須製作參展專題海報 
2. 由系上實務專題指導委員會規劃評

選細則，邀請業界專家與全學程老
師評審 

第
三
學
期(

四
下)  畢業展 

優良專題公開展示，且由優等獎之老師

負責相關事宜。 

＊ 詳細時程若有修正，另行公佈之。 

(註一)每組以 3~4 人/組為原則，分組的協調問題，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集人與該班導師進行溝通。 

(註二)學生參與實務專題成果競賽，第一名獎金 6000 元，第二、三名獎金各 3000 元。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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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實務專題指導老師申請表 

                                                                年  月  日 

 

      本組組員                                                

 

                 共      員，為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部       年      

班學生，請老師擔任本組專題指導老師，日後有關實務專題的細節，願遵從老師指導，並隨

時與老師保持聯繫。 

 

 

 

 

 

 

            指導老師：                      (簽名) 

 

 

 

 

*請交予指導老師簽名後繳回學程辦公室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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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實務專題工作進度報告表 

 

______學年______學期 

 

題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 

                                            

週次 工  作  進  度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指導老師簽名：                  

附表三 



 

 119

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指導老師更換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申
請
人 

   

原指導老師 

 
(簽名)

新指導老師 (簽名)

 

更換老師原因 

 

 

 

 

 

      備 

 

 

      註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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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學年度實務專題口試 

申請書 

申請日期：   /    /        

班級  組員姓名 

 
 
 
 

 
 

指導老師  
口試委員 

(兩位) 
 

專題題目  
 

口試場地  
 

口試時間  
 

報告綱要 

 
 
 
 
 
 
 
 
 
 
 

 
口試委員簽名：                                                 

（簽名後請送回系辦公室）

1. 各專題組別需於規定期限，填註本表資料並送回系辦公室。 
2. 無論實務專題進度為何均需進行口試，口試成績視為專題的部分成績。 
3. 完整專題報告繳交期限、專題競賽截止時間及專題作品展示時間，另行公佈。 
4. 口試報告綱要由學生填寫。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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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實務專題口試評分表 

口試日期：  年  月  日 

專題名稱 
 

評分項目 評分等級 分數 

創新性 
(20%) 

優□  良□  可□  差□  劣□  

完整性 
(20%) 

優□  良□  可□  差□  劣□  

實用性 
(20%) 

優□  良□  可□  差□  劣□  

口頭報告(20%) 優□  良□  可□  差□  劣□  

排版效果 
(20%) 

優□  良□  可□  差□  劣□  

成果發表(10%) 
專題成果曾參加競賽或發表於： 

 
 

總評 

□及格 

□補考 

□不及格 

總分：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成 績 口試委員簽名 

    

    

    

    

    

 

說明： 

1. 評分等級：優-18 分、良-16 分、可-14 分、差-12 分、劣-10 分。 
2. 若專題成果曾參加競賽或發表於研討會或期刊可額外加分（最多 10 分）。 
3. 若專題內容曾進行產學合作者可額外加分（最多 10 分）。 
4. 請於總評欄上勾選口試結果，並填上總成績。 
5. 可針對個別學生表現差異增減其個別成績。 
6. 請指導老師於口試後彙整總成績將此表交至學程辦公室。 

附表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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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實務專題報告完成同意書 

年     月    日 

 

專題名稱  

 

 

 

班級  組員 

 

     

本人同意該實務專題小組所撰之專題報告已經完成。 

 

 

 

 

指導老師：                         (簽名)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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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告編印與項目次序(紙本) 

正修科技大學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實務專題收錄規範條例 

一篇完整的專題報告應包括部份(如附件一)：  
1.封面 
封面採橫式，封面應載明標題頁所列基本資料，包括下列各項： 
1.1.大學院校、研究所(系)全名 
1.2.專題學位類別(學制) 
1.3.專題題名(包括副題名) 
1.4.指導教授 
1.5.著者姓名、學號 

2.空白頁：封面後宜設置一空白頁以做為題贈之用。(建議選項)  
3.謝辭：著者對協助本篇專題完成之師長及親友表達感謝之意的文字。 
4.摘要： 
摘要是對專題內容不加註釋和評論的簡短敘述，內容應說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設計、資

料收集與分析、研究結果及討論建議。 
5.目錄： 
目次由論文的章、節、參考書目、附錄之名稱及頁碼依序組成，應另起新頁並且排在摘要之

後。 
6.圖表目錄： 
論文所應用之插圖、表格應分別列出一覽表，各依出現順序，不分章節，分別連續編號，表

在前，圖在後。 
      7.本文 

（1）編次 
1.1.正文格式一般由緒論（前言）開始，以結論結束。 
1.2.正文以章為主體，每章均置章名，並均另起新頁，置於正面頂端中央處。章下分節，不另

起新頁，惟仍以居中排列為宜。 
1.3.章節編次宜使用一、二、三...等中文數字編號。各章節內必要時可再細分，依序使用下列

數序: 
                 一、 
                    (一) 
                         1. 
                            (1) 

 （2）頁碼：摘要至正文前，以I,II,III....等大寫羅馬數字連續編碼。自正文首頁至附錄，均以

1,2,3,....等阿拉伯數字連續編碼。 
8.參考文獻 
9.書背:書背採直式（如附件二） 

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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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專題報告封面格式  

 

正修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學生專題報告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3D 動畫遊戲片頭短片製作研究-- 
以惡魔圖斯塔曼遊戲為例 

 
 
 
 

指導老師：馬維銘 

 

學生姓名：王正修 49702123 

張科大 49702116 

陳數位 49702133 

李科技 49702127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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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告章節須包括 （依照指導老師增減內容） 

      致謝 
      摘要 
      目錄 

表目錄 
圖目錄 

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故事架構與定角 
3.1 專案管理 
3.2 設計理念 
3.3 腳本設計 
3.4 分鏡圖 
3.5 3D 建模 
3.6 後製處理 

第四章 短片展示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5.2 建議 

參考文獻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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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報告 書背格式 

 

 

 

1.5 cm.|↑ 

說明： 

一、書背題名從上往下 1.5 公分後開始標註，順序為： 
1. 學年度 例如民國 101 年 6 月畢業，則為 100 學年度。 
2. 系級全稱。(系級全稱見說明三) 
3. 學制。 
4. 統一名稱為「學生專題報告」。 
5. 專題名稱 

二、書背字體均以標楷書寫，英文則以 Times New Roman 書寫。 
三、系級全稱： 

1.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電機工程系、機械工程系、土木工程

系、化學工程系、建築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機電

工程研究所、電子工程研究所 
2.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國際貿易系、資訊管理系、財務金

融系、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3. 人文學院 幼兒保育系、應用外語系、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100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學生專題報告 3D 動畫遊戲片頭短片製作研究 
—以惡魔圖斯塔曼遊戲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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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資訊管理系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2010/4/27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0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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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B01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B012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B035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B036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B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B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B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B00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B039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B206 會計學 3/3 
專業必修 9B245 商用微積分 2/2 專業必修 9B228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必修 9B202 管理學 3/3 專業必修 9B237 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必修 9B236 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9B855 生產與作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61 數位內容概論 3/3 
合計 14 學分 18 小時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 (選修 2 選一【3】)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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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B037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B038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B008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B04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B040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B02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B213 資料結構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B233 資訊管理導論 3/3 
專業必修 9B201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9B806 電腦動畫設計 3/3 
專業必修 9B212 資料庫管理系統 3/3 專業選修 9B857 資訊倫理 2/2 
專業選修 9B85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B868 資訊專業人員輔導 3/3 
專業選修 9B867 資料處理與 VBA 3/3     

合計 18 學分 19 小時(選修 2 選一【3】) 合計 16 學分 18 小時(選 3 選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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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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B03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B210 企業資訊網路 3/3 

專業必修 9B215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業必修 9B216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9B214 電子商務 3/3 專業必修 9B239 統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9B229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選修 9B827 電子商務實務 3/3 

專業選修 9B803 行銷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52 資料庫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9B807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19 數位媒體企劃 3/3 

專業選修 9B860 3D 動畫製作 3/3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選修 3 選二【6】) 合計 17 學分 17 小時(選修 3 選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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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B217 電子化企業 3/3 專業必修 9B221 資管資訊能力 1/1 

專業必修 9B238 網路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必修 9B230 伺服器系統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17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必修 9B227 資訊安全 3/3 

專業選修 9B820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32 知識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25 供應鏈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33 顧客關係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41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9B837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9B851 服務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9B866 網路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9B880 統計學(二) 3/3 專業選修 9B875 資訊管理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9B881 資管實務專題製作 2/2 專業選修 9B876 嵌入式軟體系統 3/3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選修 7 選三【9】)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選修 6 選三【9】) 

備註：1. 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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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 資訊管理研究所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2010/3/5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必修 12 學分，選修 24 學分】 

學期 上學期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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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201 書報討論(一)        一上 0 2 MB202 書報討論(二)      一下 0 2

MB207 高等管理資訊系統   一上 3 3 MB208 高等資料庫理論   一下 3 3

MB203 書報討論(三)        二上 0 2 MB204 書報討論(四)      二下 0 2

必  

修 

MB205 論文(一)            二上 3 3

必  

修 
MB206 論文(二)          二下 3 3

MB803 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 3 3 MB808 資料探勘 3 3

MB818 網路行銷與電子商務應用 3 3 MB836 知識管理應用專題 3 3

MB823 顧客關係管理應用專題 3 3 MB839 電子商務創新管理專題 3 3

電
子
化
企
業
領
域 

MB841 企業電子化策略管理專題 3 3

電
子
化
企
業
領
域 MB840 商務資訊系統建置專題 3 3

MB820 高等多媒體設計 3 3 MB842 數位學習理論與應用 3 3

MB845 虛擬實境技術 3 3 MB843 Web2.0 與 RIA 技術 3 3

數
位
內
容
領
域 MB846 數位內容管理系統 3 3

數
位
內
容
領
域 MB844 人機介面互動技術 3 3

MB809 嵌入式系統應用 3 3 MB847 PKI 系統建構與應用專題 3 3

MB810 資訊安全原理與應用 3 3 MB848 資訊安全專題 3 3

MB832 密碼學理論與應用 3 3 MB849 資訊網路安全技術 3 3

MB851 智慧卡系統開發專題 3 3 MB850 資訊系統安全管理與維護 3 3

專 

業 

領 

域 

選 

修 資
訊
安
全
領
域 

MB852 入侵偵測與防護研究 3 3

專 

業 

領 

域 

選 

修 資
訊
安
全
領
域 

  

MB801 企業研究方法 3 3 MB813 軟體工程與技術 3 3

MB853 雲端應用開發專題 3 3 MB838 高等專案管理 3 3

MB854 模糊理論 3 3 MB857 演算法 3 3

MB855 高等統計方法 3 3 MB858 類神經網路 3 3

共 
同 

選 

修 

MB856 搜尋引擎與全文檢索技術 3 3

共 

同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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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碩士 資訊管理研究所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2010/3/5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必修 15 學分，選修 21 學分】 

學期 上學期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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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01 專題研討(一)        一上 1 2 DB202 專題研討(二)      一下 1 2

DB207 高等管理資訊系統   一上 3 3 DB206 高等資料庫理論   一下 3 3

DB205 管理研習           二上 1 2 DB204 論文(二)          二下 3 3

必  

修 

DB203 論文(一)            二上 3 3

必  
修 

  

DB808 資料探勘 3 3 DB803 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 3 3

DB835 知識管理應用專題 3 3 DB818 網路行銷與電子商務應用 3 3

DB837 電子商務創新管理專題 3 3 DB823 顧客關係管理應用專題 3 3

電
子
化
企
業
領
域 

DB838 商務資訊系統建置專題 3 3

電
子
化
企
業
領
域 DB839 企業電子化策略管理專題 3 3

DB840 數位學習理論與應用 3 3 DB820 高等多媒體設計 3 3

DB841 Web2.0 與 RIA 技術 3 3 DB843 虛擬實境技術 3 3

數
位
內
容
領
域 DB842 人機介面互動技術 3 3

數
位
內
容
領
域 DB844 數位內容管理系統 

DB845 PKI 系統建構與應用專題 3 3 DB809 嵌入式系統應用 3 3

DB846 資訊安全專題 3 3 DB810 資訊安全原理與應用 3 3

DB847 資訊網路安全技術 3 3 DB832 密碼學理論與應用 3 3

DB848 資訊系統安全管理與維護 3 3 DB849 智慧卡系統開發專題 3 3

專 

業 

領 

域 

選 

修 資
訊
安
全
領
域 

  

專 

業 

領 

域 

選 

修 資
訊
安
全
領
域 

DB850 入侵偵測與防護研究 3 3

DB813 軟體工程與技術 3 3 DB801 企業研究方法 3 3

DB836 高等專案管理 3 3 DB851 雲端應用開發專題 3 3

DB855 演算法 3 3 DB852 模糊理論 3 3

DB856 類神經網路 3 3 DB853 高等統計方法 3 3

共 

同 

選 

修 

  

共 

同 

選 

修 

DB854 搜尋引擎與全文檢索技術 3 3

備註：1. 大學部非相關科系學生須補修「系統分析與設計」及「資料庫管理系統」。 

      2. 每位研究生需選擇一個專業領域至少修畢 9學分課程，另一領域課程可作為共同選修課學 
分。 

      3. 第一學年每一學期所修學分最低不得少於六學分，最高不得多於十五學分。 

      4. 選修科目最低開班人數至少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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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提升學生就業能力檢定證照實施辦法 
                               96 年 11 月 20 日課程委員會制訂 
                               97 年 1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 
                               97 年 9 月 5 日系務會議修訂 
                               98 年 8 月 20 日系務會議修訂 

                                           99 年 3 月 3 日課程及實習輔導委員會修訂 
99 年 3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本系為提升本系學生專業技能與就業競爭力，特訂定本系『提升學生就 

        業能力檢定證照實施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系日間部 97 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與 96 學年度入學之五專部學生。         

第三條 課程抵免、輔導措施、評分與檢定證照有效期限  

一、抵免條件 

    本系日間部學生於畢業前取得本系規定檢定證照認證項目，即可申請抵免檢定證照輔導

課程，各類檢定證照認證項目評分如附件。 

1.取得附件之國貿業務技術士乙級者，可申請抵免「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2.取得附件之電腦軟體應用者乙級及 2003 以後 TQC 之專業級 Access 

證照者，可申請抵免「電腦證照輔導」。 

    3.TOEIC 測驗達 550 分以上者，且於證照有效期限內，可申請抵免「多益測驗輔導」。 

    4.取得日文檢定五級等級以上者，可申請抵免「日文能力測驗輔導」。此抵免並可追塑

到日間部與進修部 98 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 

二、輔導措施 

    未完成抵免檢定證照輔導課程手續者，必須修習相關檢定證照輔導必選修課程補救教學

及格，並至少報考一次該課程之檢定證照認證項目，提出准考證與成績單，始能取得學

分，符合畢業條件。 

三、評分 

    檢定證照輔導課程之評分，以該課程學期成績繳交前，學生取得檢定證照認證項目為計

算基礎，依據附件標準評分，超過一張者，由各輔導老師斟酌加分。報考後未符合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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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定檢定證照認證項目或測驗成績者，由該科老師斟酌學生表現評分。 
四、檢定證照有效期限 
    檢定證照認證項目超過業界認定期限或有效期限者，得向學生說明期限限制並鼓勵學生

修習相關檢定證照輔導課程，以輔導學生重新報考取得相關檢定證照認證項目。 
第四條 相關檢定證照輔導課程與評分  

一、 四技：大二(下)電腦證照輔導、大三(下)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大四(上)多  
    益測驗輔導等系定必選修課程，輔導取得專業、資訊、語言三種檢定證 
    照認證項目。 
二、 二技：大四(上)多益測驗輔導之系定選修課程，輔導取得語言檢定認證 
    項目。 
三、 五專：專二（下）會計證照輔導、專四(下)國貿證照輔導等系定必修課 
     程，輔導取得會計、專業證照認證項目(96 學年入學新生適用)。 

第五條 其他相關鼓勵課程  

一、本系鼓勵會計學、財務管理、國際金融等相關授課教師輔導學生取得會計或金融研訓院頒發

相關財務金融證照一張。 

二、除第四條規定檢定證照認證項目外，本系亦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取得學分學程證書，以提

昇就業競爭力。 

第六條 獎勵辨法  

        本校學生取得甲級證照每項可領取獎金五千元，乙級證照每項可領取獎   金三千元為原

則；唯獎金金額須視本校研發處技術合作組當年度預算之實際金額進行調整。每種證照限領

取獎金一次。 

第七條 認證登記 

        學生取得檢定證照後，須將影印本一份繳至系辦公室，始完成登記程序。 

第八條 視同專業證照認證項目 

        其他未列入上述認證項目，經提案獲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者，亦可 

        納入採認。 

第九條 不得重複抵免 

        學生辦理「輔導」課程抵免，每一課程得申請抵免一次，不得重複申請。 

第八條 修訂辦法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製作會議紀錄，送校務會議錄討論通過後，於本系網站公佈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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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類證照分數 

一、外國語言參考證照(以學校規定為依據)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45~60 分(筆試 450～497)---80 分； 
61~78 分(筆試 500～547)---90 分； 
79-80 分(筆試 550 分)(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TOEFL-iBT  
(滿分 120 分) 

參考網址: http://www.lttc.ntu.edu.tw/TOEFL-iBT.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筆試 450～497---80 分； 
筆試 500～547---90 分； 
筆試 550 分(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TOEFL-ITP 紙筆

測驗 

參考網址: http://www.toefl.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350～399---60 分； 
400～499---70 分； 
500～649---80 分； 
650～749---90 分； 
750(含)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專研發設計 

TOEIC 

參考網址: http://www.toeic.com.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四級---80 分； 
三級---90 分； 
二級以上---100 分 

認證單位 /報
考單位 

「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及「獨立行

政法人國際交流基金」 

日本語能力試驗

(JLPT) 

參考網址: http://momo.jpf.go.jp/jlpt/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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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腦技能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MOS 標準認證(Core) ---80 分 
MOS 專業認證(Expert) ---85 分 
MOS 大師認證(Master) ---9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Certiport� 
Microsoft Office 

微軟 Office 專業

認證 MOS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參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DesktopDefault.aspx 
http://www.mos.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8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全球數位素養委員會 GDLC」(Global Digital 
Literacy Council) 與 Certiport� 

Internet and 
Computing Core 
Certification (IC³) 

參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tw/index.php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Web Communication using Dreamweaver 8 ---85 分 
Rich Media Communication using Flash 8 ---85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Certiport�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參考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DesktopDefault.aspx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電腦硬體裝修: 丙級---70分；乙級---85分 
電腦軟體設計: 丙級（程式）---70分； 
             乙級（C語言）---85分 
電腦軟體應用（Office）丙級---70 分；乙級---80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電腦硬體裝修 
電腦軟體設計 
電腦軟體應用

（Office） 

參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企業人才技能認

證(TQC) 
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 

對照分數 

專業企畫人員---85 分 
專業財會人員---85 分 
專業行銷人員---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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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事人員---85 分 
專業 e-Office 人員---85 分 
TQC-EC 電子商務全方位工程師---85 分 
辦公室軟體應用類 
中文輸入：30 字以上---60 分； 80 字以上---75 分 
 英文輸入：30 字以上---60 分；50 字以上---75 分 
Word 進階級：65 分     專業級：75 分 
Excel 進階級：70 分     專業級：75 分 
PowerPoint 進階級：60 分  專業級 70 分 
Access 進階級：75 分    專業級：80 分 
IE 6.0X(網際網路應用) 
          進階級：60 分  專業級：70 分 
影像多媒體 
影像處理 Photo Impact---75 分 
視窗程式設計(VB) ---80 分 
ASP（互動式網頁設計）---80 分 
電腦動畫 Flash MX---80 分 

認證單位/報
考單位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 
本校資管系可申請 TQC 專業證照考試 

參考網址: http://www.tqc.org.tw/TQC/index.asp 
http://www.csf.org.tw/main/index.asp 

其他電腦證照 對照分數 

Linux認証IDC公司：Linux Essentials（LE）---85分
      Linux System Administration（LSA）---85分 
昇陽公司：SCJP（Java程式設計）---85分 

SCWCD（Java程式設計）---85分 
經濟部ITE---85分：系統類、程式設計類、網路類、

資料庫類、其他類 

三、國際企業相關專業證照 
      ◎專案管理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9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IPMA (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Association)國際專案管理學會/TPMA 台灣專案

管理學會 

IPMA D 級專案副

理 

參考網址 http://www.tw-pma.org.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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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屬性 國際級認證 

對照分數 9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PMI（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專案管理協

會/報考申請網址： 
https://certificationapp.pmi.org/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專案

管理認證 

參考網址: 

PMI 加入會員網址：

https://secure.pmi.org/memberapp/code/ 
form_contact1.asp 
報考申請網址：https://certificationapp.pmi.org/ 
http://securereg3.prometric.com/ 

      ◎行銷與管理(門市服務)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9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

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門市服務 乙級 

參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70 分 

認證單位/報考單

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門市服務 丙級 

參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國際財務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數 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台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 

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理財規劃師) 

參考網址 http://www.fpat.org.tw/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數 90 分 

FRM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財務風險管理師)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全球風險專業協會（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 G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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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網址 http://www.garp.org 

認證屬性 國際認證 

對照分數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美 國 投 資 管 理 研 究 學 會 (Association fo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許財務分析師) 

參考網址: http://www.cfainstitute.org/ 

      ◎金融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內部控制基本測驗---65 分 
信託業務員----70 分 
初階外匯人員---70 分 
初階授信人員---70 分 
進階外匯人員---80 分 
進階授信人員---80 分 
理財規劃人員---8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台灣金融研訓院 

台灣金融研訓院

主辦金融相關證

照 

參考網址 http://www.tabf.org.tw/tw/ 

      ◎證券暨期貨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證券商營業員---70 分 
期貨商業務員---75 分 
債券人員---80 分 
股務人員---75 分 
企業內控---75 分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80 分 
投信投顧業務員---85 分 
期貨交易分析人員---90 分 
證券投資分析人員---95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證券基金會 

證券基金會主辦

證券暨期貨各類

證照 

參考網址 http://www.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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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會計事務丙級技術士---70 分 
會計事務乙級技術士---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會計事務乙(丙)級
技術士 

參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考試 

對照分數 9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

試 

記帳士 

參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100 分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會計師 

參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保險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6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人身保險業務

員 

參考網址 http://www.lia-roc.org.tw/index.html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6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產物保險業務

員 

參考網址 http://www.nlia.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投資型保險業

務員 
對照分數 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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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參考網址 http://www.iiroc.org.tw/index.ht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8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 

核保理賠人員 

參考網址: http://www.nlus.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數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人身保險經紀

人 

參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數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財產保險經紀

人 

參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個人風險管理

師 

參考網址: http://www.rmst.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9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 

企業風險管理

師 

參考網址: http://www.rmst.org.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10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 

保險精算師 

參考網址: http://www.airc.org.tw/2007/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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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貿易相關證照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7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省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聯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國際貿易大會考 

參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丙級---75 分 
乙級---85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 

國貿業務技術士 

參考網址 http://www.cla.gov.tw/ 
認證屬性 國家級認證 
對照分數 90 分 
認證單位/報考
單位 

台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省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聯合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貿易經營師 

參考網址 http://202.133.244.118/ieat/index01.htm 
      ◎公務人員考試 

證照名稱 項目 說明 

認證屬性 國家考試 

對照分數 

普通考試---90分 
：財稅行政、金融保險、統計、會計、經建行
政、工業行政、地政、財經政風 
四等特種考試---90分 
：一般行政、關稅會統、資訊處理、財稅行政、
會計、經建行政、地政 
三等特種考試---95分 
：一般行政、財稅行政、關稅法務、關稅會統、

資訊處理、國際經濟商務、會計、經建行政、地
政、財經政風、資訊處理 
高等考試---100分 
：勞工行政、財稅行政、金融保險、統計、會
計、經建行政、公平交易管理、工業行政、商
業行政、智慧財產行政、地政、公產管理、財
經政風、不動產估價師 

認證單位 /報考
單位 中華民國考選部 

中華民國公務人

員考試 

參考網址 http://wwwc.moex.gov.tw/ 
附註說明: (1)證照名稱的對照分數以本系公布為準。 

(2)其他參考資料及網站若有不同，以認證單位/報考單位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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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99 年 3 月 3 日課程及實習輔導委員會制訂 

                      99 年 3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99 年 4 月 29 實習輔導委員會修訂 

一、目的 
為鼓勵本系學生瞭解業界動態與實務運作，落實技職教育目標，

提昇學生職前競爭能力，特訂此辦法作為學生在學期間校外實習

及評鑑之依據。 
二、課程名稱與實施對象 

實習課程名稱為「校外實習」，計 2 學分選修課程，以校外實習

方式進行，實施對象為本系 96 學年度(含)起入學之日間部大學三

年級或四年級學生。 
三、實施流程與選課規範 

1. 實施流程 
學生可於二年級下學期期末結束後至大四上學期前，利用暑假在

同一機構連續進行校外實習，實習累積時數需達 320 小時（包括

本校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並由本系教師於實

習期間進行訪視考察。 
2. 選課規範 
暑假實習需於選課前符合 320 小時之要求，方可承認修課。若經

系上查核未符合 320 小時之要求而自行上網選課，將請同學自行

退選，否則該科成績視為不及格。 
另學生於修課學期截止前完成就業學程時數，經本系『實習及設

施委員會』認定，亦可併入計算校外實習累積時數。 
四、校外實習申請 

擬參加「校外實習」之同學，須於選修實習課程之前一學期第十

五週到第十七週，提出擬實習單位之實習機構基本資料(如附件

一)、校外實習申請表 (如附件二) 以及實習機構實習計畫合約書

(如附件三)，送交國際企業系辦公室，且經本系『實習及設施委員

會』審核通過後始得參加。 
五、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分為「本系安排」及「自行尋找」兩種， 
1.「本系安排」係指本系統一安排接洽之實習單位，實習單位以

本系安排接洽者為主，並經媒合面試予以確認實習機會。 
   2.若屬「自行尋找」係指學生自行尋找之實習單位並經本系『實習

及設施委員會』審核通過始得進行實習。 

六、校外實習之任課老師任務如下： 
1.負責校外實習期間之指導與考核。 
2.有關與實習辦法之簽訂及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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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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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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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四)，以瞭解其實習

內容，作為日後管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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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五)，並需加蓋公司章以茲證明，經彌封後寄回本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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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六)。 
八、實習成果報告 

實習完成後，擔任校外實習課程教師需於開課學期開學後兩週

內，向修課同學說明校外實習書面報告 (如附件七)之詳細內容，

並說明該課程評分標準。修課同學應於該學期期中考週繳交校外

實習書面報告至少 2000 字，並需附上與實習單位相關的合照相

片。 
九、實務實習考核與成績計算 

學生實務實習考核包括出勤狀況、操守、工作能力、學習狀況、

工作態度以及心得報告一份，由實習單位主管評定。校外訪視考

察情況與實習成果發表由任課老師評定分數。校外實習成績之計

算方式： 
1.實習單位證明及意見表          30％ 
2.訪視考察意見表                30％   
3.校外實習報告                  40％ 
 
校外實習及格成績為 60 分，如需實習證明可向本系提出申請。 

十、本實施辦法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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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正修科技大學大學部實習機構基本資料表 

實習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 

編號  

公司名稱  

合作時間  

負責人  
統一編

號  

聯絡人  職稱  

聯絡電話 (  )  傳真  

公司地址 □□□ 

E-mail  

公司簡介  

營業項目  

年營業額  
員工人

數  

膳宿狀況  
休假方

式  

轉帳銀行  
事先開

戶 □是  □否 

實習系別 工作項目 名

額

薪    
資 需 求 條 件 

     

實習機會

來    源 
□廠商申請              □         老師推介 

□        學生申請      □其它              

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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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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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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正修科技大學與       實習機構實習計畫合約書 

立合約書人: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基於培訓科技專才，共同推展校外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訓練之互惠原則，協

議訂定下列事項，共同遵循。 

一、校外實習工作職掌： 

    甲方管理部門：依相關規定聘雇乙方學生，並負責工作分配、報到、訓練及

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言行。 

    乙方國際企業系：負責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聯繫，系專任教師負責指導校外

實習。 

二、合約期限： 

  實習期間自 99   年 7   月 1   日至 99  年  8  月 30   

日止。 

三、校外實習工作項目及名額： 

1.甲乙雙方應共同討論實習之目標與實習內容等實習需求，由甲方安排各種

實習課程及技能訓練，實習工作項目安排以不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

環境為原則，且不使學生擔任非相關及危險性的工作。 

2.實習期間原則上安排每名每週工作 40 小時。 

3.甲方企業提供學生實習工作及實習名額      名。 

4.實習期間甲方應給予學生比照一般職員休假制度。 

四、實習報到： 

    1.乙方於實習前一個月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料寄達甲方。 

    2.甲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練，並派專人指導。 

五、實習薪資： 

  薪資由甲方自行決定，每月給付新台幣                 元。 

六、保險： 

    實習學生報到時，由         方辦理學生意外保險 200 萬。 

七、實習學生輔導： 

1.甲方實習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訂定學習主題及教育訓練計畫，並指

派專人指導，嚴格要求敬業精神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並適時傳授「管理

實務知識」。 

2.甲方所安排之工作不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行為。甲方如有違反，乙方

得逕行終止本合約，乙方學生與甲方勞動關係亦告終止。 

3.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專業老師及實習單位主管擔任指導老師，督導實務

實習工作內容及進行技能指導工作，並於實習第一個月共同訂定「校外實

習工作計畫表」作為學生實習工作學習之依據。 

4.實習期間乙方每兩週定期安排輔導老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校外實

習輔導、溝通、聯繫工作。若乙方輔導老師未定期訪視，請甲方單位主管

協助告知乙方。 

九、實習考核 

1.實習期間由甲方主管及乙方專業實習老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合計二學分。 

2.實習期間考勤依甲方規定考核，每兩週配合實習報告評核。 

3.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乙方輔導處理，經輔導未改善者得予

辭退處分。 

4.學生於實習期間依規定期限完成「校外實習報告」，印送乙方輔導老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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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實習單位主管各乙份，並作口頭報告，由老師、主管共同評核。 

5.實習期間甲方應通知乙方實習適應不良與異常學生之實習與出勤狀況，由

甲乙雙方協商處理方式。如情況無法改善，必要時甲乙雙方得終止學生之

實習。 

6.甲乙雙方不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更臻完善。 

十、附則 

1.附件：「實習機構基本資料表」。 

2.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

力，其他有關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3.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一、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立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正修科技大學 

校  長： 龔瑞璋  

 

地 址：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路 840 號  

統一編號： 85503904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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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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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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 
實習單位證明及意見表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項目 評  分  項  目 配分 得分 評         語 

一 個性、工作態度與努力程度 20   
二 主動性與上進心 20   
三 專業知識與技能 20   
四 職場倫理與責任心 15   
五 職場禮儀與應變能力 15   
六 人際關係與團隊精神 10   

總分 100 分   

一 
 

般 
 

評 
 

語 
 此學生實習時間是否滿兩個月以上，且總實習時數 320 個小時（含）以上？ 

  □是 

  □否，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綜 

 
合 

 
評 

 
語 

 

建 
 
 

議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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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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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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校外實習 
訪視考察意見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公司名稱  

 
 

綜 
 

合 
 

評 
 

語 
 
 

 

 
 

建 
 
 

議 
 
 

 

訪視考察教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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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校外實習成果報告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校外實習成果報告封面   
        

       指導老師： 

 

       實習單位： 

 

        學生： 

       班級   學號   姓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校外實習成果報告寫作注意事項： 

一、報告內容約 2000 字，電腦打字統一格式，以Ａ4 紙裝定成冊。 

二、含主目錄、表目錄、圖目錄與各章節頁碼((14pt)與封面。 

三、報告(兩份書面報告與一份電子檔案)務必於規定時間內交齊。 

四、內容含 

1.實習單位簡介 

2.實習工作內容描述 

3.實習心得 

4.實習成果 

5.實習照片（至少 10 張） 

6.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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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專題製作實施辦法 

99 年 3 月 10 日學術競賽委員會議通過 
                                                                99 年 3 月 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系(科)「專題製作」之教學成效，並增進學生之實作創新能力，特訂定「專題製

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科）專題製作為 0學分必修，成績計算列入大學部四年級上學期，五專部五年級上

學。其訓練期間以連續兩學期為原則，大學部自三下迄四上為止，五專部自四下迄五上為

止。 

第三條  本系（科）各班課表所排訂專題製作之上課時間表，大學部三下之實務專題與五專部四下

之實務專題課表，係為方便指導老師與學生晤談及實習場地所採權宜之措施。至於實際指

導之時間及地點，則授權由指導老師作彈性運用。 

第四條  本系（科）大學部與專科部之「實務專題」小組學生人數以 5人以下(含)1 組為原則。 

第五條  本系（科）專任教師除擔任行政職外，其餘教師均有義務參與專題製作之指導，其中每位

老師指導之組數以不超過 3組為原則。 

第六條  本系（科）分組方法、名單、專題製作題目及指導老師等相關資料須經學術競賽委員會會

議通過後，送交系主任備查。 

第七條  本系（科）專題製作之規定原則如下： 

一、各組專題與指導老師確認後，於專題製作開始之學期(每年 4月至 8月)，有其義務於

每月至少兩次與指導老師進行晤談，並於晤談後，該組學生和指導老師於該晤談表上

簽名，以釐清雙方之權利義務，若無法完成此項規範，則指導老師可於該期間結束後，

即可將該組專題學生當掉，雙方隨即結束指導之關係，而該組學生也將逕行延畢。 

二、若該組學生於上述規範期間均達成要求，但卻因其他因素致使無法完成其專題作品，

而無法口試，其原指導老師有其義務繼續指導該組學生直至其專題作品完成為主；另

外，若該組學生於上述規範期間內，因故與其指導老師在互動上產生極度不適應之狀

況，雙方必須於 8月底前告知學術競賽委員會召集人，將此情況呈請主任知悉，再由

系主任分配決定。 

三、專題口試之時間，大約在學校校慶前後一週左右(配合校慶活動來調整)，所以各組專

題製作之書面報告須於 10 月中(上學期之第六週左右)完成，由指導老師進行審核，

以利口試場次之安排。 

四、專題口試之時間、場次，以及口試老師，由學術競賽委員會決定，若指導老師未將專

題口試名單交至學術競賽委員會進行場次安排，則該組專題逕行延畢；另外，若專題

口試完成後，該組之專題成績未達 60 分，則同樣逕行延畢，一經延畢後，該組專題

製作之學生與指導老師隨即結束雙方之權利義務，而被延畢之組別，須於新學期開始

後，與學弟妹的班級一起重新分組，重新尋找指導老師。 

五、專題成績之評分，依其指導老師與每位同學之互動而定，再加上口試時的臨場反應，

其口試老師之權重，所以即使是同一組的專題學生，也會因上述的情況，使得每位同

學之成績有所差異。 

六、倘若該組專題學生其專題成績不及格，致使該組專題被迫延畢，其中之ㄧ若有學生因

其只剩該科目而無法畢業，若該名學生提出其已完成該作品，則原指導老師有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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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暑假期間，給予該生單獨口試，以利該生能盡快拿到畢業證書，才不至於影響到該

生的兵役或是就業。 

第八條  本系（科）專題製作之題目訂定原則如下： 

聘請業界專家 1~4 人，擔任專題製作題目諮詢委員，俾使產學契合。 

第九條  本系（科）專題製作初審成績評分原則如下： 

由學術競賽委員會之所有成員(含系主任)，以不記名的方式，來分別審核系上所有組別的

專題內容，其審核標準主要依其原創性、創新性、完整性、實用性、內容豐富度、以及是

否抄襲的情況等條件，來給予推薦以鼓勵參加校外專題競賽。 

第十條  本系（科）專題製作複審成績評分原則如下： 

一、由系主任聘請校內外之學者與業界專家 2人(含)以上，進行第一階段的書面審查，並

將其書面審查成績，逕交付給系主任備查。 

二、第二階段再由系主任聘請進行書面審查之校外學者與業界專家，以及學術競賽委員會

之成員 6~8 人，出席專題製作競賽之現場展演評比，將書面與現場展演之成績合併計

算，當場頒發獎金與獎狀。 

第十一條  作品成果優良之組別係以本系（科）評選，其中得獎及頒獎標準原則如一、二項。茲列

舉如下： 

一、優等獎：本系（科）五專部和大學部分開評比，五專部(取一名)與大學部(打破二

技和四技的區分，依其班級數，來選取名額，若有三班，則取三名；若

有四班，則取四名，依此類推)，其中每組各頒發獎學金(其金額依學校

規定為主)及獎狀乙只。 

二、佳作獎：本系（科）五專部和大學部分開評比，五專部(取二名)與大學部(打破二

技和四技的區分，依其班級數，來選取名額，若有三班，則取六名；若

有四班，則取八名，依此類推)，其中每組各頒發獎學金(其金額依學校

規定為主)及獎狀乙只。 

第十二條  本系（科）配合學校之畢業專題展，每年 5月初於本系展覽空間進行專題作品之公開展

示，展示期間優秀組別同學須於展示會場進行現場展演示範。 

第十三條  本系（科）各組專題作品一經系上初審通過後，其該組學生製作之優良作品即有其義務

參加對外競賽或公開發表(如雲科大專題競賽，或高應大專題競賽等)，以及畢業專題展

準備之相關事宜。 

第十四條  本系（科）應依本辦法所訂定的「專題製作實施要點」，據以辦理各相關事宜。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學術競賽委員會會議暨系務會議通過後，再呈請系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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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日間部四技 96~98 學年度四上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專業選修「校外實習」2學分 

日間部二技 98 學年度四上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專業選修「校外實習」2學分 

日間部五專 95~96 學年度五上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專業選修「校外實習」2學分 

日間部四技 97、98 學年度國際行銷組三上「行銷研究實務」2學分與四下「國際商展實務」2學分對調 

日間部四技 97 學年度國際貿易組三上「進階經貿英文閱讀」2學分改為「職場實用英文」2學分 

日間部四技 97 學年度國際行銷組三上「進階經貿英文閱讀」2學分改為「職場實用英文」2學分 

四技 

 

國際企業 98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國際行銷組新生課程修正異動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說 明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上專業選修「國際商

展實務」2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國際商展

實務」2學分 
更正課程順序 

四下專業選修「行銷研

究實務」2學分 

三上專業選修「行銷研究

實務」2學分 
更正課程順序 

 

國際企業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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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上專業選修「職場實

用英文」2學分 

 

三上專業選修「進階經貿

英文閱讀」2學分 

 

更正課程名稱 

 

國際企業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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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專業選修「國際商

展實務」2學分 

四下專業選修「國際商展

實務」2學分 
更正課程順序 

四下專業選修「行銷研

究實務」2學分 

三上專業選修「行銷研究

實務」2學分 
更正課程順序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上專業選修「職場實

用英文」2學分 

三上專業選修「進階經貿

英文閱讀」2學分 
更正課程名稱 

國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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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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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 9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貿易組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說 明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三下國企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大學部專題更名 

四上實務專題(二) 

1 學分 

四上國企實務專題(二) 

1 學分 
大學部專題更名 

 

國際企業 96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經營組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說 明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三下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三下國企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大學部專題更名 

四上實務專題(二) 

1 學分 

四上國企實務專題(二) 

1 學分 
大學部專題更名 

二技 

國際企業 98 學年度日間部二技國際企業系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說 明

四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實務專題 1學分 國企實務專題 1學分 大學部專題更名 

五專 

國際企業 96 學年度日間部五專國際貿易科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說 明

五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專題製作 2學分 國際資易個專研究 2學分五專部專題更名 

 

國際企業 95 學年度日間部五專國際貿易科新生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課 程 修 正 前 課 程說 明

五上專業選修「校外實

習」2學分 
無 新增專業選修課程 

專題製作 2學分 國際資易個專研究 2學分五專部專題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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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98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新生入學課程修正對照表 

國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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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系定必修「商務英文會

話」2 學分 
三上系定必修「商務英文

會話」1 學分 變動學分數 

 

國際企業系 99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新生招收國際行銷組，入學課程依據國際行銷

組規劃，並依照學校來函規範進修部課程內容修訂，相關規範如下： 
通識基礎必修課程「計算機概論」僅須維持原規劃 1 學期，由 2 學分 3 小時變更為 1 學分 2
小時。 
通識基礎必修課程如下： 
軍訓(一)、軍訓(二) 各為 0 學分 2 小時； 
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各為 1 學分 2 小時； 
國文(一)、國文(二)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實用中文 2 學分 2 小時(安排於上或下學期再行協調

處理)； 
英文(一)、英文(二)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英語聽講練習 2 學分 2 小時；英語會話 1 學分 2 小

時； 
「計算機概論」1 學分 2 小時；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人權與法治教育」 (管理學院)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共 4 學分。

通識博雅選修課程： 
通識博雅課程(一)、通識博雅課程(二)、通識博雅課程(三)、通識博雅課程(四) 各為 2 學分 2
小時，共 8 學分。 
專業必修課程則需規劃 2 門資訊課程(皆各為 1 學分 2 小時)，如「程式語言」、「多媒體設

計」、「網際網路應用」等。(各系組、學位學程自行選擇適性課程規劃之)管理學院各系應

規劃專業必修課程：商用微積分 1 學期(2 學分 2 小時)。 
另外，「品德與專業倫理」、「創意思考訓練」、「生涯輔導」等課程(各 2 學分 2 小時)，
敬請各系組及學位學程適性規劃為專業必修或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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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五年制專科部國際貿易科 95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220 學分(必修 188 學分,選修 32 學分[含跨科或通識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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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57051 國文(一) 4/4 校訂必修 57052 國文(二) 4/4 

〃 57011 英文(一) 4/4 〃 57012 英文(二) 4/4 

〃 570A6 地理 2/2 〃 570A7 歷史 2/2 

〃 57061 數學(一) 2/2 〃 570A8 公民與社會 2/2 

〃 57069 計算機概論 2/3 〃 570A5 數學(二)   4/4 

〃 570A2 生活科技 2/2 〃 57070 計算機程式 2/3 

〃 570A9 音樂 2/2 〃 570B0 藝術生活 2/2 

〃 57086 國防通識(一) 0/1 〃 57248 物理 2/2 

〃 57094 健康與護理(一) 0/1 〃 57249 化學 2/2 

〃 57098 體育(一) 1/2 〃 57087 國防通識(二) 0/1 

系訂必修 57233 會計學(一) 4/5 〃 57095 健康與護理(二) 0/1 

    〃 57099 體育(二) 1/2 

    系訂必修 57234 會計學(二) 4/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9      學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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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570A3 國文(三) 3/3 校訂必修 570A4 國文(四) 3/3 

〃 57057 英文(三) 3/3 〃 57058 英文(四) 3/3 

〃 57063 數學(三) 2/2 〃 57068 中國文化史 2/2 

〃 57446 資訊與網路應用 2/3 〃 57064 數學(四) 2/2 

〃 57250 生物 2/2 〃 57089 國防通識(四) 0/1 

〃 57088 國防通識(三) 0/1 〃 57097 健康與護理(四) 0/1 

〃 57096 健康與護理(三) 0/1 〃 570A1 體育(四) 1/2 

〃 570A0 體育(三) 1/2 系訂必修 57028 民法概要(二) 2/2 

系訂必修 57027 民法概要(一) 2/2 〃 57441 中級會計(二) 4/5 

〃 57440 中級會計(一) 4/5 〃 57443 英文聽講實習(二) 1/2 

〃 57465 文書處理(一) 2/3 〃 57406 企業管理(二) 2/2 

〃 57442 英文聽講實習(一) 1/2 〃 57466 文書處理(二) 2/3 

〃 57405 企業管理(一) 2/2 〃 57467 證照輔導(一) 1/2 

系訂選修 57832 日文(一) 2/2 系訂選修 57833 日文(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6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2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校訂必修 57055 國文(五) 3/3 校訂必修 57056 國文(六) 3/3 

〃 57076 中華民國憲法 2/2 〃 57091 國防通識(六) 0/2 

〃 57090 國防通識(五) 0/2 〃 57046 體育(六) 0/2 
〃 57045 體育(五) 0/2 系訂必修 57078 經濟學(二) 3/3 

系訂必修 57077 經濟學(一) 3/3 〃 57236 統計學(二) 3/4 

〃 57235 統計學(一) 3/4 〃 57238 商事法(二)  2/2 
〃 57237 商事法(一) 2/2 〃 57240 行銷學(二) 2/2 
〃 57239 行銷學(一) 2/2 〃 57448 英文寫作與閱讀(二) 2/3 

〃 57447 英文寫作與閱讀(一) 2/3 系訂選修 57835 日文(四) 2/2 
系訂選修 57834 日文(三) 2/2 〃 57854 英語會話(二) 2/3 

〃 57853 英語會話(一) 2/3 〃 57887 國際禮儀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8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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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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57001 國父思想 2/2 校訂必修 57093 軍訓(二) 0/2 

〃 57092 軍訓(一) 0/2 〃 / 體育(八) 0/2 

〃 / 體育(七) 0/2 系訂必修 57242 國際貿易原理與政策(二) 3/3 

系訂必修 57241 國際貿易原理與政策(一) 3/3 〃 57220 國際貿易實務(二) 4/5 

〃 57219 國際貿易實務(一) 4/5 〃 57212 貨幣銀行學(二) 2/2 

〃 57211 貨幣銀行學(一) 2/2 〃 57244 商用英文(二) 2/2 

〃 57243 商用英文(一) 2/2 〃 57450 國際貿易英文習作(二) 1/2 

〃 57449 國際貿易英文習作(一) 1/2 〃 57452 商業套裝軟體(二) 2/3 

〃 57451 商業套裝軟體(一) 2/3 〃 57456 保險學(二) 2/2 

〃 57455 保險學(一) 2/2 〃 57468 證照輔導(二) 1/2 

系訂選修 57855 英語會話(三) 2/3 系訂選修 57856 英語會話(四) 2/3 

〃 57836 日文(五) 2/2 〃 57837 日文(六) 2/2 

〃 57849 財務管理 3/3 〃 57848 金融投資 3/3 

〃 57863 商用微積分 2/2 〃 57852 稅務法規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32 小時

五年級上學期 五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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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九) 0/2 校訂必修 / 體育(十) 0/2 

系訂必修 57245 國際金融 3/3 系訂必修 57247 國際匯兌 3/3 

〃 57469 專題製作 2/2 〃 57246 國際貿易法規 2/2 

〃 57424 國際行銷管理(一) 2/2 〃 57425 國際行銷管理(二) 2/2 

〃 57460 貿易資訊系統(一) 2/3 〃 57461 貿易資訊系統(二) 2/3 

〃 57462 國際商業信用證實務(一) 2/2 〃 57463 國際商業信用證實務(二) 2/2 

系訂選修 57846 個體經濟學 3/3 系訂選修 57847 總體經濟學 3/3 

〃 57857 英語會話(五) 2/3 〃 57858 英語會話(六) 2/3 

〃 57838 日語會話(一) 1/2 〃 57839 日語會話(二) 1/2 

〃 57864 貿易糾紛與索賠 2/2     

〃 57870 校外實習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4        學分  1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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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五年制專科部國際貿易科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220 學分(必修 188 學分,選修 32 學分[含跨科或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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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57051 國文(一) 4/4 校訂必修 57052 國文(二) 4/4 

〃 57011 英文(一) 4/4 〃 57012 英文(二) 4/4 

〃 570A6 地理 2/2 〃 570A7 歷史 2/2 

〃 570B1 數學(一) 3/3 〃 570A8 公民與社會 2/2 

〃 57069 計算機概論 2/3 〃 570B2 數學(二)   3/3 

〃 570A2 生活科技 2/2 〃 57070 計算機程式 2/3 

〃 57249 化學 2/2 〃 570B0 藝術生活 2/2 

〃 570A9 音樂 2/2 〃 57248 物理 2/2 

〃 570B3 國防通識(一) 1/1 〃 570B4 國防通識(二) 1/1 

〃 570B7 健康與護理(一) 1/1 〃 570B8 健康與護理(二) 1/1 

〃 57098 體育(一) 1/2 〃 57099 體育(二) 1/2 

系訂必修 57233 會計學(一) 4/5 系訂必修 57234 會計學(二) 4/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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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570A3 國文(三) 3/3 校訂必修 570A4 國文(四) 3/3 

〃 57057 英文(三) 3/3 〃 57058 英文(四) 3/3 

〃 57063 數學(三) 2/2 〃 57068 中國文化史 2/2 

〃 57446 資訊與網路應用 2/3 〃 57064 數學(四) 2/2 

〃 57250 生物 2/2 〃 570B6 國防通識(四) 1/1 

〃 570B5 國防通識(三) 1/1 〃 570C0 健康與護理(四) 1/1 

〃 570B9 健康與護理(三) 1/1 〃 570A1 體育(四) 1/2 

〃 570A0 體育(三) 1/2 系訂必修 57028 民法概要(二) 2/2 

系訂必修 57027 民法概要(一) 2/2 〃 57441 中級會計(二) 4/5 

〃 57440 中級會計(一) 4/5 〃 57443 英文聽講實習(二) 1/2 

〃 57465 文書處理(一) 2/3 〃 57406 企業管理(二) 2/2 

〃 57442 英文聽講實習(一) 1/2 〃 57466 文書處理(二) 2/3 

〃 57405 企業管理(一) 2/2 〃 57467 證照輔導(一) 1/2 

系訂選修 57832 日文(一) 2/2 系訂選修 57833 日文(二)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7      學分 32  小時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數

校訂必修 57055 國文(五) 3/3 校訂必修 57056 國文(六) 3/3 

〃 57076 中華民國憲法 2/2 〃 57091 國防通識(六) 0/2 

〃 57090 國防通識(五) 0/2 〃 57046 體育(六) 0/2 

〃 57045 體育(五) 0/2 系訂必修 57078 經濟學(二) 3/3 

系訂必修 57077 經濟學(一) 3/3 〃 57236 統計學(二) 3/4 

〃 57235 統計學(一) 3/4 〃 57238 商事法(二)  2/2 

〃 57237 商事法(一) 2/2 〃 57240 行銷學(二) 2/2 

〃 57239 行銷學(一) 2/2 〃 57448 英文寫作與閱讀(二) 2/3 

〃 57447 英文寫作與閱讀(一) 2/3 系訂選修 57835 日文(四) 2/2 

系訂選修 57834 日文(三) 2/2 〃 57854 英語會話(二) 2/3 

〃 57853 英語會話(一) 2/3 〃 57887 國際禮儀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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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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57001 國父思想 2/2 校訂必修 57093 軍訓(二) 0/2 

〃 57092 軍訓(一) 0/2 〃 / 體育(八) 0/2 

〃 / 體育(七) 0/2 系訂必修 57242 國際貿易原理與政策(二) 3/3 

系訂必修 57241 國際貿易原理與政策(一) 3/3 〃 57220 國際貿易實務(二) 4/5 

〃 57219 國際貿易實務(一) 4/5 〃 57212 貨幣銀行學(二) 2/2 

〃 57211 貨幣銀行學(一) 2/2 〃 57244 商用英文(二) 2/2 

〃 57243 商用英文(一) 2/2 〃 57450 國際貿易英文習作(二) 1/2 

〃 57449 國際貿易英文習作(一) 1/2 〃 57452 商業套裝軟體(二) 2/3 

〃 57451 商業套裝軟體(一) 2/3 〃 57468 證照輔導(二) 1/2 

系訂選修 57867 保險學(一) 2/2 系訂選修 57868 保險學(二) 2/2 

〃 57855 英語會話(三) 2/3 〃 57856 英語會話(四) 2/3 

〃 57836 日文(五) 2/2 〃 57837 日文(六) 2/2 

〃 57849 財務管理 3/3 〃 57848 金融投資 3/3 

〃 57863 商用微積分 2/2 〃 57852 稅務法規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32 小時

五年級上學期 五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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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九) 0/2 校訂必修 / 體育(十) 0/2 

系訂必修 57245 國際金融 3/3 系訂必修 57247 國際匯兌 3/3 

〃 57469 專題製作 2/2 〃 57246 國際貿易法規 2/2 

〃 57424 國際行銷管理(一) 2/2 〃 57425 國際行銷管理(二) 2/2 

〃 57460 貿易資訊系統(一) 2/3 〃 57461 貿易資訊系統(二) 2/3 

系訂選修 57869 國際商業信用證實務(一) 2/2 系訂選修 57870 國際商業信用證實務(二) 2/2 

〃 57846 個體經濟學 3/3 〃 57847 總體經濟學 3/3 

〃 57857 英語會話(五) 2/3 〃 57858 英語會話(六) 2/3 

〃 57838 日語會話(一) 1/2 〃 57839 日語會話(二) 1/2 

〃 57864 貿易糾紛與索賠 2/2     

〃 57870 校外實習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4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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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二技  國際企業系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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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K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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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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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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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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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須電腦上機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經營組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7.10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51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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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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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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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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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05 商事法 2/2 

必修： 14/21    選修：2/2 合計：16/23 必修： 16/23     選修：2/2 合計：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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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D03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D01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KD04 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4KD05 國際貿易實務 2/3 

專業必修 4KD02 商務英語會話 1/2 專業必修 4KA12 英文經貿時勢選讀 1/2 

專業必修 4KA10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11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4KN01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KN05 生涯規劃與職場輔導 2/2 

專業選修 4KN02 貨幣銀行 2/2 專業選修 4KN04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業選修 4KN03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業選修 4KN07 *資料庫系統應用 2/2 

專業選修 4KN06 英文經貿字彙與文法 2/2 專業選修 4KR01 進階商務英語會話 2/2 

必修： 13/17     選修：6/7 合計：19/24 必修： 15/20     選修：6/6 合計：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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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D06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KD07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A08 國際企業管理 2/3 

專業必修 4KD08 商務英文書信(一) 1/2 專業必修 4KA13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 2/2 

專業選修 4K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KD1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KN09 個體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4KD09 商務英文書信(二) 1/2 

專業選修 4KR02 企業研究方法 2/2 專業必修 4KA14 多益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11 國際採購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10 總體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KN13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KR05 國際金融與匯兌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R03 *管理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KN12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2/2 

專業選修 4KR0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14 日語會話 2/2 

必修： 6/8     選修：12/12 合計：18/20 必修： 10/15     選修：8/8 合計：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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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15 英語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17 台商經營實務 2/3 

專業必修 4KD12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19 國際策略聯盟 2/2 

專業必修 4KA16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KN15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D11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KN20 商務談判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R06 國際企業競爭策略 2/2 專業選修 4KR09 電子商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KR07 國際商務買賣契約 2/2 專業選修 4KN38 東亞經濟體系分析 2/2 

專業選修 4KN16 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R10 商務英文簡報 2/2 

專業選修 4KR08 商務祕書英文 2/2     

專業選修 4KN17 OEM&ODM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18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2/2     

必修： 5/8     選修：7/8 合計：12/16 必修：2/3     選修：8/8 合計：10/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8  時數  ( 必 修 81 / 51 選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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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貿易組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7.10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51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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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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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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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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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05 商事法 2/2 

必修： 14/21     選修：2/2 合計：16/23 必修： 16/23     選修：2/2 合計：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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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C03 國際貿易法規 2/2 

專業必修 4KA08 國際企業管理 2/3 專業必修 4KA27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 2/2 

專業必修 4KC01 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 2/2 專業必修 4KA12 英文經貿時勢選讀 1/2 

專業必修 4KC02 貿易英語會話 1/2 專業必修 4KA11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必修 4KA10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選修 4KN05 生涯規劃與職場輔導 2/2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選修 4KN04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業選修 4KN01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KQ01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02 貨幣銀行 2/2 專業選修 4KN07 *資料庫系統應用 2/2 

專業選修 4KN03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業選修 4KQ02 進階貿易英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06 英文經貿字彙與文法 2/2     

必修： 15/20     選修：6/7 合計：21/27 必修： 13/17     選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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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C04 國際貿易實務(一) 2/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KC07 貿易英文書信(一) 1/2 專業必修 4KC05 國際貿易實務(二) 2/3 

專業必修 4KC06 *貿易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4KC11 國際金融與匯兌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KC09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KN09 個體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4KC08 貿易英文書信(二) 1/2 

專業選修 4KN12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2/2 專業必修 4KA14 多益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Q03 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10 總體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KN11 國際採購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Q06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KQ04 進階英文經貿時勢選讀 2/2 專業選修 4KN15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Q05 貿易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Q07 *貿易通關自動化 1/2 

    專業選修 4KN14 日語會話 2/2 

必修： 6/9     選修：12/12 合計：18/21 必修： 10/15     選修：8/8 合計：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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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15 英語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17 台商經營實務 2/3 

專業必修 4KA16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KN19 國際策略聯盟 2/2 

專業必修 4KC12 世界經貿與金融組織 2/2 專業選修 4KN20 商務談判實務 2/2 

專業必修 4KC10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KQ10 貿易糾紛與索賠 2/2 

專業選修 4KQ08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38 東亞經濟體系分析 2/2 

專業選修 4KN17 OEM&ODM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Q11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4KN13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KQ12 經貿英文簡報 2/2 

專業選修 4KN16 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Q09 貿易祕書英文 2/2     

專業選修 4KN18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0 2/2     

必修： 5/8   選修：7/8 合計：12/16 必修：2/3     選修：8/8 合計：10/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9  時數  ( 必 修 81 / 51 選 修 )   

   *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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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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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F01 商務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KA21 商用英文書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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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F1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K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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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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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12/15     選修：6/6 合計：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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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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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N28 職場實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KT03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29 企業海外見習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KN33 商展英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力測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4 日本經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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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合計：19 /21 必修： 10/12     選修：7/7 合計：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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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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能力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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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N35 電子商務 2/2 
專業必修 4KA25 多益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1 行銷研究實務 2/3 
專業選修 4KT04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KN36 進階多益測驗 1/2 
專業選修 4KT05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2/2     

必修： 7/10     選修：4/4 合計：11/14 必修：5/5     選修：5/6 合計：10/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5  時數  ( 必 修 89 / 43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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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7.3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3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57 學分】 
                   選修 49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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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E04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院級必修 4KA06 統計學(一) 2/3 專業必修 4KA07 統計學(二) 2/3 
專業必修 4KE05 商用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KA21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選修 4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25 管理數學 2/2 專業選修 4KN26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必修： 14/18     選修：6/6 合計：20/24 必修： 12/16     選修：7/8 合計：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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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KS01 全球產業分析 2/2 專業必修 4KE07 國際貿易法規 2/2 
專業選修 4KS02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E08 亞太經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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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N28 職場實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KS05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力測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N33 商展英文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4KN34 日本經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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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選修：12/12 合計：17/18 必修： 8/10     選修：8/8 合計：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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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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26 台商經營實務 3/3 
專業必修 4KE09 國際經貿與金融組織 2/2 專業選修 4KS08 貿易風險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E10 國際金融 2/2 專業選修 4KS09 貿易糾紛索賠 2/2 
專業必修 4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KN35 電子商務 2/2 
專業必修 4KA25 多益測驗輔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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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多益測驗 1/2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2/2     

必修： 7/10   選修：4/4 合計：11/14 必修：3/3     選修：8 /8 合計：11/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5 時數  ( 必 修 83 / 49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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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98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4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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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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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F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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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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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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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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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能力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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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T01 行銷研究實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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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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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89 / 43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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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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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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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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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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能力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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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校外實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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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85 / 47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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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 96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2 分,選修 50 分[含跨系及通識課程選修共 16 學分])   99.4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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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805  國際策略聯盟 2/2 系訂選修 9K810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2/2 

〃 9K806 投資學 2/2 〃 9K811 國際採購實務 2/2 

〃 9K807 國際商務買賣契約 2/2 〃 9K812 *管理資訊系統 2/2 

〃 9K808 中級會計學(一) 2/2 〃 9K809 中級會計學(二) 2/2 

    〃 9K813 國際禮儀 2/2 

必修：9/11      選修：10/10 合計：19/21 必修：10/14     選修：6/6 合計：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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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226 國際經貿與金融組織 2/2 

〃 9K224 亞太經貿市場 2/2 〃 9K227 國際行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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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823 網路行銷 2/2 

〃 9K817 貨物通關實務 2/2 〃 9K824 全球經貿市場分析 2/2 

〃 9K818 祕書英文 2/2 〃 9K825 商務英文簡報 2/2 

〃 9K819 商用日文 2/2 〃 9K826 進階商用日文 2/2 

〃 9K820 *商業套裝軟體 2/2     

必修：5/6    選修：12/12 合計：17/18 必修：6/7     選修：8 /8 合計：14/15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59  時數  ( 必 修 82 / 50 選 修 )   

*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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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進修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 97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2 分,選修 50 分[含跨系及通識課程選修共 16 學分])  99.4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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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805  國際策略聯盟 2/2 系訂選修 9K810 全球產業趨勢分析 2/2 

〃 9K806 投資學 2/2 〃 9K811 國際採購實務 2/2 

〃 9K807 國際商務買賣契約 2/2 〃 9K812 *管理資訊系統 2/2 

〃 9K808 中級會計學(一) 2/2 〃 9K809 中級會計學(二) 2/2 

    〃 9K813 國際禮儀 2/2 

必修：9/11      選修：10/10 合計：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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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226 國際經貿與金融組織 2/2 

〃 9K224 亞太經貿市場 2/2 〃 9K227 國際行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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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823 網路行銷 2/2 

〃 9K817 貨物通關實務 2/2 〃 9K824 全球經貿市場分析 2/2 

〃 9K818 祕書英文 2/2 〃 9K825 商務英文簡報 2/2 

〃 9K819 商用日文 2/2 〃 9K826 進階商用日文 2/2 

〃 9K820 *商業套裝軟體 2/2     

必修：5/6    選修：12/12 合計：17/18 必修：6/7     選修：8 /8 合計：14/15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57  時數  ( 必 修 82 / 50 選 修 )   

*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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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進修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 98 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4 修訂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2 學分,選修 50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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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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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K231 商務英文會話 2/2 〃 9K218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2/2 

〃 9K219 基礎日文(一) 2/2 〃 9K230 商務英文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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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選修：10/10 合計：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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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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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合計：17/18 必修：6/6     選修：8 /8 合計：14/14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55  時數  ( 必 修 82 / 50 選 修 )   

*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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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年制財務金融系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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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學分，專業選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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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0 學分 25 小時（20/151） 合計 20 學分 25 小時（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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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1 學分 24 小時（61/151） 合計 19 學分 21 小時（8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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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60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2 
專 業 必 修 9E261 投資學(一) 2/2 專 業 必 修 9E262 投資學(二) 2/2 
專 業 必 修 9E237 保險理論 2/2 專 業 必 修 9E238 保險實務 2/2 
專 業 必 修 9E221 金融英文 2/2 專 業 必 修 9E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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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868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 業 選 修 9E871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 業 選 修 9E842 銀行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9E870 管理會計 2/2 
專 業 選 修 9E869 信託理論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9E859 金融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9E844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9E845 日文(二) 2/2 

必修合計 10/10 必修合計 9/10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97/151）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11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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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24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 業 必 修 9E265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 業 必 修 9E239 證劵分析與實務 2/2 專 業 必 修 9E266 風險管理 2/2 
專 業 必 修 9E258 金融道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 業 選 修 9E860 公司治理 2/2 
專 業 選 修 9E820 營運資金管理 2/2 專 業 選 修 9E863 債券市場 2/2 
專 業 選 修 9E874 共同基金 2/2 專 業 選 修 9E864 金融行銷 2/2 
專 業 選 修 9E873 國際金融 2/2 專 業 選 修 9E877 企業併購 2/2 
專 業 選 修 9E875 稅務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9E878 個人理財 2/2 

必修合計 6/6 必修合計 4/6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124/151）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134/151） 

說明：(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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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學分，最低 9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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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四年制財務金融系(進修部) 98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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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20 學分 25 小時（20/151） 合計 20 學分 25 小時（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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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07 體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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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53 財務管理(一) 2/2 專 業 必 修 9E254 財務管理(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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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 必修合計 17/18 

合計 18 學分 21 小時（58/151） 合計 20 學分 22 小時（7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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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59 貨幣銀行學 2/2 專 業 必 修 9E260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2 
專 業 必 修 9E261 投資學(一) 2/2 專 業 必 修 9E262 投資學(二) 2/2 
專 業 必 修 9E243 保險學 2/2 專 業 必 修 9E238 保險實務 2/2 
專 業 必 修 9E221 金融英文 2/2 專 業 必 修 9E213 商事法 2/2 
專 業 必 修 9E263 金融市場 2/2 專 業 必 修 9E258 金融道德與專業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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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868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 業 選 修 9E871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 業 選 修 9E842 銀行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9E870 管理會計 2/2 
專 業 選 修 9E869 信託理論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9E859 金融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9E844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9E845 日文(二) 2/2 

必修合計 11/12 必修合計 11/12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95/151）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11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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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24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 業 必 修 9E265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 業 必 修 9E239 證券分析與實務 2/2 專 業 必 修 9E266 風險管理 2/2 
專 業 選 修 9E820 營運資金管理 2/2 專 業 選 修 9E863 債券市場 2/2 
專 業 選 修 9E874 共同基金 2/2 專 業 選 修 9E864 金融行銷 2/2 
專 業 選 修 9E873 國際金融 2/2 專 業 選 修 9E876 財務規劃與控制 2/2 
專 業 選 修 9E875 稅務法規 2/2 專 業 選 修 9E878 個人理財 2/2 

必修合計 4/4 必修合計 4/4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122/151）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13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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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學分，最低 9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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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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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學分，最低 9學分。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財務金融系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0：必修 8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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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E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E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E004 英文(二) 2/2 
國防通識必修 9E009 軍訓(一) 0/2 國防通識必修 9E010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E02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9E032 ＊計算機概論 1/2 
通識基礎必修 9E027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E028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E201 商業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E202 商業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E245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E246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E247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9E248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9E230 企業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9E212 民法概要 2/2 

合計 15 學分 18 小時（15/144） 合計 14 學分 18 小時（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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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033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E034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E029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E030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E01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E018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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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49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E250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E25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E25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E255 ＊商業套裝軟體 1/2 專業必修 9E256 ＊網際網路與應用 1/2 

專業必修 9E253 財務管理(一) 2/2 專業必修 9E254 財務管理(二) 2/2 

專業必修 9E257 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9E264 創意思考訓練 2/2 

合計 16 學分 18 小時（45/144） 合計 15 學分 18 小時（6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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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59 貨幣銀行學 2/2 專業必修 9E260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9E261 投資學(一) 2/2 專業必修 9E262 投資學(二) 2/2 

專業必修 9E243 保險學 2/2 專業必修 9E238 保險實務 2/2 

專業必修 9E221 金融英文 2/2 專業必修 9E213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9E868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業選修 9E860 公司治理 2/2 

專業選修 9E842 銀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9E871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9E869 信託理論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E872 金融市場 2/2 
專業選修 9E870 管理會計 2/2 專業選修 9E859 金融法規 2/2 
專業選修 9E844 日文(一) 2/2 專業選修 9E845 日文(二) 2/2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80/144）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1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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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224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9E265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業必修 9E239 證券分析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E266 風險管理 2/2 

專業必修 9E258 金融道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E863 債券市場 2/2 

專業選修 9E820 營運資金管理 2/2 專業選修 9E864 金融行銷 2/2 

專業選修 9E873 國際金融 2/2 專業選修 9E876 財務規劃與控制 2/2 

專業選修 9E874 共同基金 2/2 專業選修 9E877 企業併購 2/2 

專業選修 9E875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9E878 個人理財 2/2 

專業選修 9E880 日語會語 2/2 專業選修 9E834 生涯輔導 2/2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16/144）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3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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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2010/04/15 修)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0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4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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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P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P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P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P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P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P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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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007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P008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P219 餐飲服務技巧 2/2 通識基礎必修 4P013 計算機概論 2/3 

專業必修 4P200 管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P225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4P205 會計學 2/2 

專業必修 4P202 觀光概論 2/2 專業必修 4P206 旅行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4P203 國際禮儀 2/2 專業必修 4P207 餐飲管理 2/2 

專業必修 4P204 休閒遊憩導論 2/2 通識基礎必修 4P019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選修 4P800 旅遊英語（一） 1/2 專業選修 4P806 生態旅遊 2/2 

專業選修 4P802 旅遊日語（一） 1/2 專業選修 4P843 觀光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P803 旅遊日語（二） 1/2 
專業選修 4P805 飲食文化 2/2 

專業選修 4P801 旅遊英語（二） 1/2 

合計 22 學分 30 小時 合計 22 學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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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011 英文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P012 英文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P01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P220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P016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P209 統計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P210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P221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P211 觀光遊憩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4P222 觀光研究方法 2/2 

專業必修 4P215 客房管理 2/2 
專業必修 4P212 旅館管理 2/2 

專業必修 4P223 觀光休閒事業經理人講座 2/2 

專業必修 4P214 觀光行銷 2/2 專業選修 4P813 旅遊行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P808 航空客運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4P809 餐旅商品企劃 2/2 
專業選修 4P815 飲料製作 2/2 

專業選修 4P810 餐飲採購 2/2 專業選修 4P816 宴會與外燴管理 2/2 

專業選修 4P817 餐旅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P812 導覽解說技巧 2/2 

專業選修 4P818 公園遊憩管理 2/2 

(跨)院選修 4VN06 門巿服務管理 2/2 

(跨)院選修 4VN07 領隊與導遊實務 2/2 
(跨)院選修 4VN08 會展管理與實務 2/2 

合計 22 學分 25 小時 合計 22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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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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P216 校外實習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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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2 

    通識基礎必修 4P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P010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P217 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選修 4P819 遊憩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P820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P821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專業選修 4P822 旅館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P823 餐旅連鎖經營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P824 海洋觀光 2/2 

    專業選修 4P825 地方節慶與活動規劃 2/2 

合計 9 學分 9 小時 合計 14 學分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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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 (六) 2/2 通識基礎必修 4P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P224 專題製作 3/3 專業選修 4P834 旅遊糾紛與處理 2/2 

專業必修 4P218 服務業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4P826 旅遊產品設計及策略 2/2 
專業選修 4P847 

遊憩設施規劃與電 

腦繪圖 
2/2 

專業選修 4P827 觀光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P836 主題樂園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P844 遊客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P848 觀光職場倫理與道德 2/2 

專業選修 4P845 
公民營遊憩區規劃與

開發 
2/2 專業選修 4P839 餐旅英文 2/2 

專業選修 4P846 社區營造與地方產業 2/2 專業選修 4P849 休閒產業經營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P850 
休閒農業與民宿經營

管理 
2/2 

專業選修 4P832 餐旅日文 2/2 

專業選修 4P842 觀光遊憩地理 2/2 

合計 11 學分 11 小時 合計 10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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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年制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必修 84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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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P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7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8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P200 餐飲業連鎖經營管理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11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P201 管理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12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9P202 經濟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P203 觀光學概論 2/2 專業必修 9P206 會計學 2/2 

專業必修 9P204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9P800 菜單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必修 9P205 餐旅管理概論 2/2 專業選修 9P801 餐旅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9P802 宴會管理 2/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17/128） 合計 14 學分 18 小時（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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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P013 英文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14 英文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P009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P010 體育(四)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P01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P207 多媒體製作 1/2 通識基礎必修 9P016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9P208 統計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P209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12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9P210 餐飲服務 2/2 專業必修 9P213 飲料與酒吧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11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9P214 餐飲成本控制與採購 2/2 

專業選修 9P803 會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9P805 航空運輸管理概論 2/2 

專業選修 9P804 餐旅銷售技巧 2/2 專業選修 9P806 飲食文化 2/2 

        

合計 16 學分 18 小時（47/128） 合計 15 學分 18 小時（6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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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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P219 觀光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15 觀光遊憩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20 旅行業經營與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16 休閒遊憩服務概論 2/2 專業必修 9P221 航空票務 2/2 

專業必修 9P217 觀光心理學 2/2 專業必修 9P222 旅遊行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必修 9P218 客房管理 2/2 專業選修 9P812 導覽解說技巧 2/2 

專業必修 9P231 領隊與導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P813 旅遊風險與危機處理 2/2 

專業選修 9P807 地方節慶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P814 門市服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9P809 休閒農場與民宿管理 2/2 專業選修 9P815 企劃書撰寫與簡報技巧 2/2 

專業選修 9P810 電腦輔助繪圖 2/2 專業選修 9P816 旅遊整合行銷傳播與策略 2/2 

專業選修 9P811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9P817 獎勵及特殊旅遊規劃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80/128）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9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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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P223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9P227 休閒產業經營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9P224 觀光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9P228 服務品質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25 生態旅遊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必修 9P229 職場倫理與道德 2/2 

專業必修 9P226 遊客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9P230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選修 9P818 旅遊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9P823 觀光遊憩地理 2/2 

專業選修 9P819 銀髮族休閒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P824 公民營遊憩區規劃與開發 2/2 

專業選修 9P820 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9P825 觀光日語 2/2 

專業選修 9P822 社區營造與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9P826 觀光創新服務 2/2 

專業選修 9P821 餐旅空間美學與規劃 2/2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14/128） 合計 14 學分 14 小時（128/128） 
 
99.4.309 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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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在職專班(週六、日)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必修 84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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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CP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5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6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CP200 餐飲業連鎖經營管理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9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CP201 管理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10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CP202 經濟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CP203 觀光學概論 2/2 專業必修 CP206 會計學 2/2 

專業必修 CP204 國際禮儀 2/2 專業必修 CP207 職場倫理與道德 2/2 

專業必修 CP205 餐旅管理概論 2/2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17/128） 合計 14 學分 16 小時（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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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011 英文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12 英文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7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CP008 體育(四)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CP013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CP208 多媒體製作 1/2 通識基礎必修 CP014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CP209 統計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CP210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13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CP211 餐飲服務 2/2 專業必修 CP214 客房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12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CP215 觀光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CP800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CP216 餐飲成本控制與採購 2/2 

專業選修 CP801 菜單規劃與設計 2/2     

合計 16 學分 18 小時（47/128） 合計 15 學分 18 小時（6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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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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CP220 觀光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17 觀光遊憩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21 旅行業經營與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18 休閒遊憩服務概論 2/2 專業必修 CP222 航空票務 2/2 

專業必修 CP219 導覽解說技巧 2/2 專業必修 CP223 旅遊行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必修 CP231 領隊與導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CP808 地方節慶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CP802 活動設計企劃 2/2 專業選修 CP809 門市服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CP803 航空運輸管理概論 2/2 專業選修 CP810 企劃書撰寫與簡報技巧 2/2 

專業選修 CP804 餐旅銷售技巧 2/2 專業選修 CP811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CP806 電腦輔助繪圖 2/2 專業選修 CP812 旅遊業整合行銷傳播與策略 2/2 

專業選修 CP805 地方文化產業創意經營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80/128）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9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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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224 觀光行政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CP228 休閒產業經營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CP225 觀光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CP229 服務品質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26 生態旅遊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30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必修 CP227 遊客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CP817 觀光日語 2/2 

專業選修 CP813 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CP818 旅遊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CP814 會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CP819 觀光遊憩地理 2/2 

專業選修 CP815 休閒農場與民宿管理 2/2 專業選修 CP820 公民營遊憩區規劃與開發 2/2 

專業選修 CP816 社區營造與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CP821 獎勵與特殊旅遊規劃 2/2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14/128） 合計 14 學分 14 小時（12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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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正修科技大學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要點 

88 年 11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2 年 3 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年 9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3 月 15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6 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 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評量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問卷由教學發展中心徵詢本校教師及校外學者專家意見後制定。本校教師若

對問卷內容有任何建議，可將意見統由所屬單位彙整後擲送教學發展中心，再提請教務會議討

論。 
三、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問卷由教學單位依所開授的課程性質及屬性不同，劃分為「一般課程教學回

饋意見調查問卷」及「實習實驗課程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問卷」兩類。 
四、 每學期期初進行新進教師授課班級紙本問卷調查，期中考後兩週再進行全面性線上問卷調查，

為期兩週，以確切掌握全校教師的教學改善情況。 
五、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之科目，以每位教師所教授的全部課程為依據。惟服務學習、操行、軍

訓、專題製作、實習及五專體育等若由多位教師共同敎授之課程，列為免受評科目。 
六、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方式，由學生直接上網填答。 
七、 教學回饋意見調查實施後，教師可自行上網查閱調查結果。 
八、 教學發展中心得統計各教學單位及全校教師之教學回饋意見調查資料，呈報校長及教務長參

考。對於滿意度未達標準之教師，將提供相關資料予該教學單位主管進行了解。 
九、 各教學單位於系務會議應根據教學回饋意見調查結果，定期檢討教學成效，以資改善教學品

質，提升教學水準。 
十、 本校教師如於一學期之教學回饋意見調查滿意度平均低於 3.5 者（採 5 點量表），即為教學評

量不佳，其處理情形如下： 
1.專任教師：請直屬單位主管約談並了解其實際教學情形，促請其改善教學現況，以提升教學品

質。 
2.兼任教師：第一學期請由直屬單位主管先行了解實際教學情況，倘若連續兩學期皆未達 3.5，

不予續聘。 
十一、教師若對於教學回饋意見調查結果有所疑問，得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訴。 
十二、各單位主管應於接獲教學評量不佳之教師名單後，予以教師相關協助。 
十三、教學評量結果列入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分項目及教學績優教師之審查指標，並納入年度教師教學

評鑑要項之一。 
十四、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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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一、GPS 說明 

(General abilities、Professional abilities、Soft power)  

本校核心能力（Core abilities） 為統整全國各大專校院核心能力資料後，依據本

校學生特質，將學生能力指標分為 3 大能力面向（GPS）-G 通識力（General abilities）、

P 專業力（Professional abilities）、S 展現力（Soft Power），各自再分為 4 大項目與 8
項能力指標。將各系能力指標統一格式，導入學生分數後形成生涯雷達圖，有助於清楚

呈現學生能力樣貌。 
G 通識力與 S 展現力是屬全校共同的一般性指標，由學校共同制定； 
P 專業力則是專業基本能力指標，由各系自行召開系務會議討論制定。 
P 專業力的能力指標能幫助系上統整教學方向、調整課程內容，再搭配 G 通識力與 S
展現力以落實全人發展理念、強化學生就業力、聚焦生涯藍圖。 
GPS 能力指標，不僅呼應 98 年度卓越計畫內涵（行動生涯 GPS 計畫），也能深化師生

的印象，表達學生生涯導航 GPS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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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GPS 能力指標： 

 

C（核心能力） 

語文表達與溝通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資訊素養與科技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實務技能與創新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團隊合作與倫理 Teamwork and Ethics 

G（通識力） 

藝文賞析與生活應用 Arts Appreciation and Life Application 
生命體驗與身心保健 Life Experience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社會責任與人權法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Human Rights 
科學應用與環境趨勢 Science Application and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P（專業力） 

由各系自訂 （詳如下頁） 

S（展現力） 

敬業態度與情緒管理 Dedicated Attitude and Emotion Management 
自我特質與生涯定向 Self-characters and Career Orientation 
公民品德與服務學習 Civic Literacy and Service 
優勢發展與職能展現 Strength Development and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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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領域 妝品領域 檢測領域 產業領域 生
彩
學
程 

P 專業力 

流行創意 整體造型 調配製造 生技應用 分析檢驗 功能評估 行銷經營 諮詢管理

 

各系自訂的 P 專業能力向度如下： 

工學院 

工程通識領域 化材實務領域 品管品保領域 環安衛生領域 化
材
系 

P 專業力 
問題分析

與處理 

電腦與數

理演算 

化工與 

材料知能

化工廠 

技術 

化學 

分析能力

實驗數據

分析處理 

環境與 

安全知能

設備使用

與維護 

力學領域 材料領域 防災領域 管理領域 土
資
系 

P 專業力 
力學分析 構件設計 材料應用 材料檢驗 水土防災 防災應用 專案管理 營建資訊

基礎領域 科技領域 設計領域 產業領域 電
子
系 

P 專業力 
數理基礎 資訊應用 晶片應用 思考分析 製造模組 規畫應用 產業學習 體現科技

基礎領域 設計領域 機電領域 產業領域 機
械
系 

P 專業力 
數理統計 資訊應用 工程設計 工程分析 自動化 韌體工程 應用工程 工程管理

光電材料領域 電力應用領域 控制應用領域 整合領域 電
機
系 

P 專業力 
光電材料 

光電技術

應用 

綠能發展

應用 

節能應用

技術 

控制分析

能力 

控制設計

應用 

資訊應用

技能 

規劃管理

能力 

數理領域 工程領域 經管領域 資訊領域 工
管
系 

P 專業力 
基礎數學 統計應用 生管技術 品質工程 管理技能 決策分析 電腦技能 網路應用

基礎技能領域 基礎知識領域 應用知識領域 全球趨勢領域 建
設
系 

P 專業力 
數理邏輯 基礎美學 人文素養 創意設計 工程技術 應用設計 專業倫理 職業知能

基礎領域 專業領域 分析領域 宏觀領域 資
工
系 

P 專業力 
數理演算 程式設計 系統架構 資訊實務 嵌入系統 晶片設計 電腦網路 感測網路

基礎領域 程式晶片應用領域 設計製造領域 光電顯示技術領域影
像
學
程 

P 專業力 

數理分析 資訊應用 程式系統 晶片應用 模組設計 製造實務 光電應用 影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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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院 

貿易實作 資訊應用 溝通應對 產業分析 國
企
系 

P 專業力 進出口 

實務 
貿易經營 商務資訊 資訊整合

外語及

表達 

跨文化 

交流 
產業環境 區域經貿

分析領域 精算領域 產業領域 綜觀領域 企
管
系 

P 專業力 
數理統計 資訊應用 財務管理 會計審計 行銷管理 流通管理 一般管理 專案管理

公司理財領域 金融保險領域 證券投資領域 就業職能領域 財
金
系 

P 專業力 

財務管理 會計資訊 保險商品 金融環境 投資規劃 證券分析 策略規劃 國際觀點

資訊領域 管理領域 分析領域 應用領域 資
管
系 

P 專業力 
程式設計 資訊應用 一般管理 資訊管理 數量方法 系統整合 數位內容 企業 E 化

數位內容領域 科技管理領域 創意發想領域 數位產業領域 數
位
學
程 

P 專業力 

遊戲動畫 專案管理 出版典藏 應用科技 創新創業 邏輯思考 產業分析 科技行銷

基礎技能領域 時尚生活領域 創新設計領域 就業職能領域 時
尚
學
程 

P 專業力 

基礎學理 設計基礎 生活美學 媒材應用 視覺設計 商品設計 專業倫理 創新創業

人社學院 

教保專業 領域 服務照顧 領域 醫療照護 領域 創新設計 領域 幼
保
系 

P 專業力 

多元托育 課程教學 助人素養 助人術能 衛生保健 托育護理 教材設計 玩具設計

運動指導領域 健身指導領域 產業經營領域 休憩服務領域 運
休
系 

P 專業力 
科學評估 訓練實施 處方擬定 運動安全 產業認知 經營管理 餐飲服務 旅運服務

外文領域 管理領域 產業領域 綜觀領域 應
外
系 

P 專業力 
外語溝通 外語應用 一般管理 資訊應用 國際商務 公關導覽 國際視野 多元文化

產業營運領域 溝通應對 遊憩規劃 餐旅管理 觀
光
學
程 

P 專業力 
市場趨勢 評估分析 外語表達 服務技巧 市場趨勢 評估分析 外語表達 服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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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通識力』指標（LLSS） 

學習博雅通達，立足本土、放眼天下，為知識份子所應展現
的風範特質，此亦為高等教育學子該具備的『通識力』。 

 

藝文賞析與生活應用（Arts Appreciation and Life Application） 

生命體驗與身心保健（Life Experience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社會責任與人權法治（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Human Rights） 

科學應用與環境趨勢（Science Application and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LLSS:（Large Large Small Small，大大小小） 

 

所有通識

科目 

「通識力」

指標 

L

L

S

S



 

 190

  P『專業力』指標 

 

 

專業，是企業與個人處在未知叢林中，存活的關鍵能力之一。 

面對看不見、摸不著、無法具體形容的新大陸時，唯擁有專業知識、技能
和道德觀念，並且精益求精，才能找出一條明路。 

『專業力』成為勝出的關鍵。 

 

(以企管系為例) 

分析領域 精算領域 產業領域 綜觀領域 

數理統計 資訊應用 財務管理 會計審計 行銷管理 流通管理 一般管理 專案管理

 

 

專業力

62.30%

75.82%

85.90%

88.10%

74%

66%

90%

70%

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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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數理統計

資訊應用

財務管理

會計審計

行銷管理

流通管理

一般管理

專案管理

所有專業

科目 

各系「專業

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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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展現力』指標 

 

有一種力量，深植於社會各角落，影響深遠； 

有一種力量，吸引他人改變行為，浸透人心。 

當並非出身於傲人名校大學畢業生，同時處於金融風暴後的人力供需市場
失調浪潮，『展現力』呈現，即是職涯藍海策略的決戰舞台。 

敬業態度與情緒管理（Dedicated Attitude and Emotion Management） 

自我特質與生涯定向（Self-characters and Career Orientation） 

公民品德與服務學習（Civic Literacy and Service） 

優勢發展與職能展現（Strength Development and Presentation） 

內外 

  

服務學習

相關課程

與活動 

「展現

力」指標 

55.10%

51.76%
86.96%

92.00%

0.00%
2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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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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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核心能力』指標 

    （ Core LIST） 

在快速變遷的社會，唯擁有獨特、不易被模
仿，優於競爭者的資源運用與技能之人才特質，
方能創造就業與生活各方面之競爭優勢。 

 

 語文表達與溝通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能善用所學之語文，與同儕間順利溝通，並能清楚表達自我想法和觀念。 

 資訊素養與科技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學習運用資訊科技，善用網路資源，並培養使用資訊科技之正確價值觀。 

 實務技能與創新 （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 

培育學生具備實務技能，並透過理論與實務之結合，激盪創意思考與開發創新能量。 

 團隊合作與倫理（Teamwork and Ethics） 

能認知文化差異，尊重團體間不同的想法和價值觀，學習相互了解、協調、整合不

同的觀點，互助合作求成長。 

 

 

 

 

 

 

 

Core LIST 概念與本校推動「31 證照計畫」之概念相輔相成： 

透過培養「語文表達與溝通」能力，協助學生取得「英文證照」； 

透過培養「資訊素養與科技」能力，協助學生取得「電腦技能證照」； 

透過培養「實務技能與創新」，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31 證照計畫」即為 Core LIST 之核心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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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 LIST 

 

 

核心能力

7 9 %

9 4 .1 0 %

8 5 .2 1 %

6 7 .3 4 %

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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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80.00%

100.00%
團體合作與倫理(T )

實務技能與創新(S )

資訊素養與科技(I)

語文表達與溝通(L)

所有科目

含通識課

程、專業

課程、服

務學習課

程等。 

「全校共

同核心指

標」 

所有科目皆能對應全校共同核心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