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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1 年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 

二、地點：行政大樓 10 樓會議室 

三、主席：郭教務長柏立                        紀錄：黃玉幸 

四、主席報告 

1.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及技職再造方案等執行，可提高學校知名度及能見度，

招生自然會比較容易，但最好的宣傳是提高「教」與「學」品質，每個學生學得好，具備就

業競爭力，就是最好的宣傳。 

2.申請 102-10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外審委員非常關心全校學生國語文能力，而這能力不是只

有通識中心可以片面完成，業界關心學生能整理出一頁完整向主管說明，再者，英文能力不

能只停留在英檢的通過率，而是能否向國外人士接洽業務的能力，這些能力除了語言中心外，

更需要各系專業課程培養，才能提高學生的就業力。 

3.委員也很關心雲端建置怎麼做，期待各系能將學生學習成果放在學習行動平台，提供學生課

後學習，再者，聘請千人業師如何深化也是委員關心的重點，明年起打算將千人業師的教材

在各系課程模組化，至少三至五人成一群，與業師所在的公司結合，統整這些教材成為各系

課程模組化的實務教材，再放置到行動學習平台。而業師協同教學能否提升證照及格率、產

學合作、校外參訪，也是委員所關心的指標。 

4.圖資處的行動學習平台，請各系主任關心每位老師數位教材上網的情形，科技與人文是ㄧ加

一大於二，大家一起善用資訊科技，強化教學。 

5.因部分導師填寫畢業生待業情形，卻把沒有聯絡上的學生都寫成待業，目前學校統計的待業

率是年年成長，大家要關心這件事情，請導師將沒有聯絡上的同學登記在沒有完成就業調查，

就不會造成數字的偏差。 

6.期末教學評量請各系多宣導線上填答教學回饋意見，這不僅是填答率高低的問題，而是學生

反應教師教學意見，間接了解學生學習成效。 

7.教學品質保證機制，分校級、院級、系級，各系的課程、教學助理、補救教學、課後輔導等

都是提升教學品質的措施，請各系關心學生的學習是否能為業界所用，符合產業需求，降低

學用落差。 

五、列席人員：游副校長、吳副校長 

※游副校長 

1.年末時刻感謝大家的辛勞，每個人的工作都是環環相扣的，如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技職再造計畫等也是緊密相連，容不得少數人的怠惰與埋怨，全校上下一條心，才能把正

修招牌找回來。 

2.時間沒有站在我們這一邊，八九成做得很好是應該的，但有一二成沒做好就會擴大，外界宣傳

效力遠大於校內小小瑕疵，因此有助於團體效益的，大家都要全力以赴，點點滴滴的事情，累

積起來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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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列席人員報告事項 

七、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 

1.102 學年度高屏區進四技二專招生簡章已印製完成，依循往例，本校大門口警衛室提供報名簡章

販售服務。 

2.本（1011）學期進修部學生學期成績上網登錄截止日為 102 年 1 月 16 日，請各系（學程）行政

同仁協助提醒專、兼任教師務必於期限內完成作業（含紙本繳交）。 

3.請各系（學程）提醒授課教師依規定於第 18 週實施期末考試，切勿提前實施。 

4.請各系提醒任課教師遇有學生課程中參加校園活動時，學生缺、曠課記錄得視情況彈性處理。 

※圖書資訊處 

1.101 年度圖書經費己全數執行完畢，購置明細如附件 1(頁 13)。 

2.102 年度各系己進行訂購期刊之數量金額，如付件 2(頁 14)。 

3.102 年度己進行訂購之電子資源，共包括 CEPS 等 11 種(如附件 3頁 15)，全校師生可從本處網

站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進入使用。若連線有任何問題也請立即反應。 

4.師生作品展示區：為加強圖書資訊處與本校師生之間的互動，本處特將原先之「創意閱讀區」改 

成「師生作品展示區」，定期展示各系或社團學生的作品成果，讓全校師生共同分享，首次佈展 

單位為妝彩系，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觀；也請有意參展之系所與本處顏小姐聯絡，分機 2365。 

5.兩岸家庭老照片珍藏展：由《兩岸關係》雜誌社主辦，北京東方天歌文化交流公司承辦及臺灣

中州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等校協辦之『兩岸家庭老照片珍藏展』已於 12 月

15 日在鄭副校長、圖資處處長及國台辦等友岸貴賓剪綵後，在圖書館資訊共享中心展開為期三

天的展覽，並於 12 月 17 日圓滿落幕。從這些老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國情懷、美麗愛情及

兩岸同胞間的大愛，在在觸動觀展者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6.好書大放送：為提倡好書大家讀，資源共享的概念，本處希望將全校師生捐贈之圖書經篩選後，

舉辦「好書大放送」活動。期盼藉由此活動讓大家共享好書，並讓二手書能再利用，進而推廣

全校閱讀風氣。本處已於 12 月 14 日發出 mail 向全校師生募書，希望大家能於學期結束前踴躍

捐書! 

7.本處本學期製作完成之『行動學習攻略密笈』已請各系助教協助發放，尚未拿到之專任教師請

洽各系助教領取! 

8.圖書流通服務統計：流通業務含借還書、每日發送 E-mail 圖書將到期通知、每週圖書逾期通知、

協尋書、聲明還書、預約書、圖書修補、賠書處理等(如附件 4頁 16)。此外，自 9 月 25 日起提

供 8 台 iPad 借用服務，師生借期為 7 天，推出以來每台 iPad 都達到最高 5 人的預約數，相當受

到師生們的熱烈迴響。 

9.圖書資訊週活動：10 月 15 日-10 月 19 日舉辦「創意行銷管理」主題展，活動成果如下： 

(1)開幕式：邀請「管樂社」學員、「熱舞社」學員及超偶正修之光－蘇永盛先生共同擔綱演出。 

(2)主題展：邀請本校資管系、財金系、國企系、企管系等單位共同佈展，並結合闖關遊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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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換禮品之活動，展覽中除了靜態知性的傳達外，也見識到同學們動態活潑的一面。 

(3)創意植栽包裝手工坊：邀請花街 5 號陳勢仁老師蒞臨指導本校師生花藝包裝，利用創意將簡

單的小盆栽改造成漂亮綠意盎然的裝飾物品。共提供 50 個免費名額，活動一推出立即造成師

生們熱烈的反應與回響。 

10.外賓圖書館參訪活動：校外貴賓導覽 20 次(含 2 次高中招生導覽)，共 615 人。 

11.新生導覽：為讓剛入學的一年級新生能瞭解並善用圖書資源與服務，本學期 9 月 24 日-10 月

26 日針對各學制一年級新生班級 127 班，共 76 場次，參與新生人數 5,817 人，共動員本處專

業館員 10 名，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新生導覽活動。 

12.圖書資訊利用教育：規劃並執行 101-1 圖書資訊利用教育課程 9 場，截至目前已執行完成 7

場，參與人數共 241 人。 

13.館際合作服務：辦理本校師生館際合作、高高屏圖書代借代還與線上參考諮詢服務。圖書代

借代還服務系統共計有 31 所雲嘉南地區大學圖書館共同營運，101 年 8 月-101 年 11 月本館向

其他館申請次數共 114 件，其他館向本館申請次數共 138 件。 

14.行動學習平台 (http://ilms.csu.edu.tw) 至 101年 12月 15日己完成 3,537門課程建置，達成 1,660

門(46.93%)課程數位教材上網率(如附件 5頁 17)。該統計可由行動學習平台首頁點選「各系上

網率」查看。 

15.為推廣行動學習，本學期舉辦多場網路教學、實務社群、電子書及行動載具運用等 10 場系列

講座活動(如附件 6頁 18)，並推出行動學習平台助教團服務，每週三、五提供現場及到府諮詢

服務。統計數據如附件 7(頁 19)。 

16.電算科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課情形為：日間部 56 門、進修部 33 門、進修院校 14 門，共計 

103 門。 

17.圖書資訊處 101 年度 Microsoft  EES、OVS-ES 軟體暨 DreamSpark 全校授權，已開放軟體安

裝申請服務，歡迎師生使用。 

18.配合本校首次進行「選課前檢驗教學評量填卷完成度」之特設程序，已進行相關系統必要調

整，特別敦請廣為宣導同學依規定於選課前完成所需填答教學評量問卷，避免因搶選、搶填

影響系統正常服務或影響同學選課。 

19.本學期已進行新一代「正修訊息網」開發，彙總整合校內主要校務資訊服務，建立單一資訊

取用窗口，提供教師與同學更便利的使用服務，預計下學期起正式上線，敬請多加宣導利用。 

20.本學期已積極進行「教室預約系統」的強化，加入教室空間與設備檢索資訊，以利教師依特

定空間或設備需求進行所需空間的調用，預計下學期起正式上線服務，歡迎使用。 

21.本學期已積極進行「GPS」原系統提供之學生學習能力指標圖之繪圖效能的改良，與增加學習

方向推薦機制，俾利教師了解同學學習發展方向，適切調整教學與協助，預計下學期後正式

上線服務，歡迎宣導使用。 

22.本學期已積極規劃「行動校務資訊服務」，擴大即時教務資訊服務的行動性與可及性，預計下

學期後正式上線服務，歡迎利用。 

※師資培育中心 

1.本中心 101.10.31 會議通過，繼續規劃教育部 102 年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之標案競

標，該標案共有三期，總計開設 7班，請軍訓室、圖資處和總務處再給予大力協助。 

2.教育部 101 年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已接近尾聲，由本中心教師至輔導學校舉辦教育相關課程之研

習會，輔導學校為恆春工商 3場，國際商工 1場及立志中學 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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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年度(101)有兩位師資生參加教育部舉辦之競賽獲獎：彭杏微同學獲得「教育實習學生楷模

獎」；賴怡蓓入選「教育部 101 年度德智體群美五育理念與實踐教材教法設計甄選」。 

4.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本校專門科目共有 8科(電機科、

控制科、建築科、商經科、資處科、國貿科、觀光科及國中體育科)須進行修正，非常感謝相關

系所對於修正資料之規劃、會議召開及資料提供，本中心將於校教務會議通過後，年底前進行

報部審核。 

5.依教育部規定，中等教育學程教育專業科目將重新規劃並報請教育部核定，本中心正積極規劃

中，預計本學年度下學期提送教務會議審議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通識教育中心 

1.101 學年度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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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門（人

文學 18 門、社會科學 24 門、自然科學 21 門、生命科學 11 門）；管理學院與生活創意學院於星

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61 門（人文學 13 門、社會科學 19 門、自然科學 18 門、生命科學 11

門）。 

2.101年 12月 28日(工學院)及 102年 1月 2日(管理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之通識博雅課程選課初

選，每位同學限選一門。通識博雅課程每一門科目的選修人數上限為 60 人，大班課程人數設定

為 120 人(部分教室設定為 105 人)。開學後加退選期間(101 年 2 月 25 至 101 年 3 月 8 日)，開

放加退選，同學可以加選第二門通識博雅課程。 

3.希望各系協助，並透過導師及授課教師宣導，通識博雅課程加退選期間即正式上課。有任何關

於選課的問題，也歡迎同學親洽通識教育中心。 

4.《正修通識教育學報》第十期已開始徵稿，訂於 102 年 1 月 31 日截稿，歡迎全校教師踴躍投稿。 

※藝術中心 

報告如附件 8(頁 20)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系、學程執行教學卓越計畫「TH-1-1 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共計 110 門

課程；TH-2-1「千人業師 i 計畫」邀請 418 位業師參與，執行率為 99.05%；「LH-2-1 業師參與

實務專題」方案，邀請 534 位業界專家蒞校協助指導，共計執行 1027 人次，提供專業實務意見，

啟發學生學習創意與精進學生實務能力，謝謝各系、學程的配合，亦請繼續支持。 

2.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電腦選課目前正進行中(101 年 12 月 24 日至 102 年 1 月 5 日)，感謝各單位

主管的幫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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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無法輸入成績，請任課老師與本組聯絡，以查明原因。 

4.期中考成績，請務必輸入成績，以落實預警制度，因應眾多家長要求，已從本學期開始，寄期

中成績單予家長，但因尚有為數不少的任課教師無輸入成績，造成家長的誤解，故請系上轉達

各專、兼任教師務必輸入期中成績。 

5.期末考成績，請各單位轉達各專兼任教師，請務必在期末考結束後，請按規定於三天內輸入成

績，以利後續作業。如任課教師已提前考試完畢，則最後一週亦務必要上課，以達成上課 18 週

要求。 

6.本學期學生轉系、轉部已辦理完成，共申請 351 件，其中日間部申請轉系者有 110 人，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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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轉系者有 81 人，日間部申請轉部者 48 人，進修部申請轉部者有 112 人。 

◎招生組 

1.本校 102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共有 11 所參加招生，招收 58 名，報名人數共計 167 名，

與 100、101 學年度報名人數作比較相當，感謝各所對招生工作的付出。 

2.102 年度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入學考試於 12 月 7 日舉辦完畢，預計招收 8人(營建所)並將

於 12 月 20 日辦理報到。 

3.101 學年度第 2學期轉學考試招生簡章預計於 12 月下旬開始發售，今年共有 7所學校參加聯合

招生，本校為主辦學校，敬請多加宣導與協助。 

4.102 學年度招生工作正緊密進行中，感謝各位主任、老師的支持與配合，使招生事務能達到預期

的目標。教育部核定本校 102 學年度招生總量請參閱附件 9(頁 21)；系(所)名稱改名如下： 

「營建工程研究所」改名為「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營建工程碩士班」 

「機電工程研究所」改名為「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博、碩士班」。 

「經營管理研究所」改名為「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碩士班」。 

「電子工程研究所」改名為「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電機工程研究所」改名為「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工業工程與管理研究所」改名為「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碩士班」。 

「資訊工程研究所」改名為「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資訊管理研究所」改名為「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財務金融研究所」改名為「金融管理系碩士班」。 

「休閒與運動管理研究所」改名為「休閒與運動管理系碩士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研究所」改名為「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碩士班」。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技術組」改名為「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工程資訊組」改名為「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幼兒保育系文教產業組」改名為「幼兒保育系文教設計組」。 

「財務金融系公司理財組」改名為「金融管理系金融行銷組」。 

「財務金融系證券投資組」改名為「金融管理系財富管理組」。 

「資訊管理系資訊科技組」改名為「資訊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改名為「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數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改名為「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改名為「觀光遊憩系」。 

新設「餐飲管理系」。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改名為「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整併入為「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新增分組為「化妝品科技組」與「時尚彩妝組」。 

◎教學發展中心 

1.100-101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TS、LS、ISH 各項子計畫承蒙各教學單位全力支持，除期末教學評

量尚在進行，其餘大致完成，有助於提升全校教學品質，感謝各位主任指導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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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討論提案 

提案一：由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改「正修科技大學學則」，提請  討論。 

說明：因應開放雙重學籍，增列第七項，擬將修正以下條文。 

辦法：修訂條文如附件 10(頁 2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由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提出 

案由：修訂「正修科技大學轉系(科)及跨部互轉辦法」，提請  討論。 

說明：修訂重點如 

1.本校已無專科學制，依現況修訂辦法。 

2.取消轉部申請資格，並由各系組成審查委員會決定轉入排序。 

3.學生轉系以一次為限之規定修訂為以一次為原則。 

4.修訂內容如附件 11(頁 2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建築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2(頁 27)。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商業經營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3(頁 28)。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國際貿易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4(頁 29)。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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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資料處理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5(頁 30)。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電機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6(頁 31)。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控制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7(頁 32)。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觀光事業科」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8(頁 33)。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本校「國中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體育專長」專門科目一覽表修正報部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1.依據教育部 101 年 9 月 24 日臺中(二)字第 1010177646 號函辦理。 



 8 
 

2.修正報部資料如附件 19(頁 34)。 

3.本案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本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4.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修訂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課程內容，如附件 20(頁 35)，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2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修訂日四技電機與控制組 99-101 學年入學課程標準，如附件 21(頁 42)，提請  討

論。 

說明：本案依據 102 年度智慧電子跨領域應用專題修正計畫的專家審查意見，調整系列課程之間開課

順序，並經 101 年 12 月 7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1 年 12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討論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修訂日四技光電組 99-101 學年入學課程標準，如附件 22(頁 48)，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依據教育部補助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學程計畫，為培育半導體及光電 設備研發與實務

人才，將計畫課程模組與綱要，融入本系光電組課程標準，並提計畫案爭取教育部補助經費，

進而修訂光電組 99、100、101 學年入學課程規劃，並經 101 年 12 月 7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

員會議、101 年 12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修訂進修部 98 學年入學專業課程標準，如附件 23(頁 54)，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採納業界專家與學生意見，增列產業技術前瞻性概論課程，修訂進四技 98 入學課程標準

，於四下學期增設兩門「光電工程概論」、「節能科技概論」各為 2學分 2小時，並經 101 年 12

月 7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1 年 12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修訂 102 學年度起將校外實習改為必修，學生的畢業總學分更改？或將

一門必修改為選修，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依據從 99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的校外實習均修正為必修，提請其中一門必修課程修正為選

修，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六：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學生的畢業成果製作及專題製作，是否合併成實務專題(一)及實務專題

(二)，是否在四年級實施，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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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案依據從 99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的畢業製作及專題製作修正為實務專題(一)及實務專題(二)，

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修訂日四技 99、100、101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如附件 24(頁 55)，提

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修訂進修部四技 99、100、101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如附件 25(頁 63)，

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决議 98 學年度入學學生專題口試時間及未來各學年度專題製作時間進

度，提請  討論。 

說明：98 學年度入學學生口試時間訂為 101 年 12 月 28 日下午一點開始，地點在彩妝造型設計教室

(03C-0404)，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工系修訂 98-101 學年度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表標準，如附件 26(頁 66)，提請  討論。 

說明：1.因應本校擬擴大執行「校外實習」課程，遂將 99-101 學年度日間部及進修部課程中四年級

之「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及「人權與法治教育」進行學期調整。 

2.101 學年度進修部入學新生之課程表中一下之「資料結構」(4 學分/4 小時)與二上之「電子

電路」(4 學分/4 小時)對調。 

3.調整 98-101 學年度部分課程之學分及小時數，以配合課程之安排。 

4.本案已經 101 年 11 月 23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1 年 12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討

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工系制訂 102 學年度「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案，如附件 27(頁 82)，提請  討

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1 月 23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1 年 12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討論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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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二：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 101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實務專題及畢業製作統籌修改成實務專題

(一)及實務專題(二)，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四上實務專題(2 分 4 小時)及四下

畢業製作(3 學分 3小時)修改為四上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2小時)及四下實務專題(二) (1 學分

2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三：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 101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因校外實習及實務專題將略作調整修

正，如附件 28(頁 83)，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修訂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考試辦法，如附件 29(頁 87)，

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2 月 12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機械工程系暨機電工程研究所修訂 100 及 101 學年度進修部四技課程標準，如附件 30(頁

93)，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2 月 12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六：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修訂進修校院二技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31(頁 97)，

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已經 101 年 10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論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七：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國企系貿易組(甲班)課程修正，如附件 32(頁 98），提請  討論。 

說明： 

1.101 入學貿易組(甲班)：為讓學生暑假實習前有較扎實的國貿實務知識，通關實務四上改三

下；國際運籌管理三下改四上。 

2.99、100、101 入學，國際貿易組(甲班)四年級上學期，加開進階國貿專業證照輔導課程(選修)，

提高學生符合畢業門檻之比例。 

3.99、100、101 入學，四年級上學期之校外實習課程(選修)，更改為 3學分/3 小時。 

4.104 年度全校校外實習(四上)列必修，將於 102 新生課表修訂，符合學校未來方向。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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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八：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企管系（所）專業選修課程修正，提請  討論。 

說明：為儲備科技大學學生未來職場就業的續航力，從 102 學年度起，將原三上專業選修課程「校外

實習」修訂為必修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九：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管系(所)修訂 102 學年日四技授課標準，如附件 33(頁 114)，提請  討論。 

說明：為了增進學生進入職場之專業職能，與體驗職場生活，建議將 102 學年日四技授課標準，「資

訊科技組」四上「校外實習」以及「管理應用組」四上「校外實習」，由專業選修改為專業必

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財金系(所)修訂本系日間部 99 學年度後入學之課程規劃，如附件 34(頁 118），提請  討

論。 

說明：為配合管理學院各系「校外實習」學分數一致，將 99 學年度後入學課程中，第四學年上學期

「校外實習」2學分 2小時修訂為「校外實習」3學分 3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一：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課程修訂，如附件 35(頁 128)，提請  討論。 

說明： 

1.日間部一年級新生課程的課程是否再增加實作課程?一上的課程略顯輕鬆，可以考慮調整。一

上的創意思考可和一下的管理學對調，這樣一上可以有較多的實作發想機會。 

2.電腦繪圖的技能是將創意轉化為商品的初步工作，因此應增加「電腦繪圖」一課程，一來可

增加學生實際操作的機會，二來可增進其實務技能。102 年新生課程一上增加「電腦繪圖」

的選修課程，而 101 年新生則在 2 上增加「電腦繪圖」的選修課程。 

3.進修部 100 和 101 年的新生標準課程中，「創意商品行銷企劃」在三上和四上有重複，須調

整。考慮將三上的「顧客關係管理」改為四上的必修課程，另三上增加選修課程「電腦繪圖」

課程，必選修學分均不變。 

4.100、101 入學，四年級上學期之校外實習課程(選修)，更改為 3 學分/3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十二：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休運系修訂 101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表事宜，提請  討論。 

說明： 

1.由於因應本系學生運動相關類組教學需求，建議新修正選修科目於課程規劃內容中。 

2.原二上「運動科學儀器操作」2/2，修正為二上「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一)」1/2、二下「運動

科學儀器操作(二)」1/2 修訂完之課表，如附件 36(頁 136)。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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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臨時動議 

十二、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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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101 年度圖書經費購置明細 

經費來源 教卓經費 101 學年度圖儀經費 人事處經常門經費

項目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中文圖書 1,849 574,115 803 341,351  

西文圖書 233 227,363 165 217,917  

非書資料 95 440,226 91 327,125  

電子資源 1 1,609,908 9 5,324,062 6 500,000

電子書、雜誌 82 198,888 206 399,500  

中文期刊  38 141,032  

西文期刊  53 1,199,700  

總計 2,260 3,050,500 1,365 7,950,687 6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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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102 年度各系期刊訂購表 

中文 日文 大陸 西文 
學院 系所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數量 金額 
總金額 

  土木系 7 10,975 1 7,200 2 15,000 33,175 

  電子系 13 25,120 2 245,689 270,809 

  機械系 12 23,676 1 840 6 124,535 148,211 

工學院 電機系 3 5,700 1 75,257 80,957 

  建築系 13 25,330 9 59,900 1 2,436 10 71,100 156,330 

  工管系 3 5,700 2 64,021 69,721 

  資工系 5 9,380 4 65,855 75,235 

  
生技彩妝學位

學程 
12 23,040 2 8,400 3 106,894 138,334 

  合計 68 128,921 12 75,500 2 3,276 30 768,351 972,772 

  國企系 19 43,260 6 70,857 114,117 

  企管系 22 40,910 3 36,353 77,263 

管理學院 資管系 6 14,164 5 155,170 169,334 

  財金系 7 20,827 5 115,217 136,044 

  合計 54 119,161 19 377,597 496,758 

  幼保系 19 31,130 5 150,514 181,644 

  應外系 17 33,097 7 133,775 166,872 

生活創意學院 休運系 10 18,780 4 17,900 1 420 6 161,466 198,566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學位學程 
42 70,508 3 19,050 4 14,400 103,958 

  合計 88 153,515 7 36,950 1 420 22 460,155 687,660 

通識教育中心   29 46,629   46,629 

師資培育中心   13 24,080 2 55,389 79,469 

圖書館  7 29,274   29,274

  合計 259 501,580 19 112,450 3 3,696 74 1,661,492 2,27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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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102 年度電子資源訂購清單 

電子資源名稱 適用系所 經費 102 年訂購

CEPS 中文電子期刊+CETD 綜合性 42 萬 ◎ 

ERC：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 資料庫 生活創意學院 11 萬 ◎ 

SDOL 電子期刊 綜合性 160 萬 ◎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理工 C專輯 工學院 14 萬 ◎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 教育與社會科學專輯 生活創意學院 14 萬 ◎ 

ASP 資料庫+ BSC 資料庫 管理學院 75 萬 ◎ 

IEL 線上資料庫 工學院 230 萬 ◎ 

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經濟與管理專輯 生活創意學院 9 萬 ◎ 

台灣全文資料庫  綜合性 5 萬 ◎ 

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TEJ 管理學院(3) 25 萬 

聯合知識庫--原版報紙資料庫 綜合性 8.8 萬 

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生活創意學院 20 萬 

WILEY: wiley online library 資料庫 綜合性 96 萬 

備註： 

(1)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TEJ、聯合知識庫--原版報紙資料庫、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將視經費依序採購。 

(2)WILEY: wiley online library 資料庫可使用至 102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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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流通業務明細                                            單位：件 

項目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合計 

iPad 借用人次 -- 9 33 54 96

借閱冊數 1,791 7,473 12,558 12,627 34,449

借閱人次 596 3,208 5,734 5,543 15,081

每日發送 E-mail(到期通知) 1,053 1,701 2,232 1,573 6,559

每周發送 E-mail(逾期通知) 1,190 318 526 281 2,315

協尋書 8 12 10 11 41

聲明還書 0 0 4 5 9

圖書修補 0 2 0 0 2

賠書處理 3 2 5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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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行動學習平台教材上網率統計 

院 系所 總課程數 教材上網數 上網率 

工學院 -    

- 建築與室內設計 105 36 34.29% 

-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 16 11 68.75% 

- 資訊工程 139 54 38.85% 

-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19 8 42.11% 

- 醫學機電工程學位學程 18 6 33.33% 

- 化工與材料工程 40 17 42.50% 

- 土木與工程資訊 113 30 26.55% 

- 電機工程 203 58 28.57% 

- 電子工程 186 33 17.74% 

- 工業工程與管理 150 100 79.33% 

- 機械工程 219 130 59.36% 

- 機電工程 23 5 21.74% 

- 營建工程 23 8 34.78% 

-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150 89 59.33% 

管理學院 -    

- 企業管理 434 181 43.32% 

- 經營管理 21 10 57.14% 

- 國際企業 150 99 66.00% 

- 資訊管理 193 131 69.95% 

- 國際貿易 4 3 75.00% 

- 財務金融 110 69 62.73% 

-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34 16 47.06% 

-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30 14 50.00% 

生活創意學院 -    

-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 87 15 17.24% 

- 數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 19 10 52.63% 

- 應用外語 132 121 91.67% 

- 休閒與運動管理 119 44 36.97% 

- 幼兒保育 158 54 34.18% 

-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112 58 52.68% 

- 運動健康與休閒 185 87 47.03% 

通識教育中心 - 211 121 58.29% 

師資培育中心 - 23 23 100.00% 

總筆數   3537 1660 4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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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01 學年度上學期行動學習研習課程一覽表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單位職稱 講題 參加人數 滿意度

8/30(四) 
9:00~12:00 

14:00~17:00 
李堃瑛講師 凌網科技專案經理

Hyread edit 多媒體電子書

製作應用與發展 
36 92% 

9/11(二) 13:30~16:30 洪芳瀅講師 大塚資訊講師 
iLMS 教育訓練課程--數位

學習管理平台 LMS 
43 89% 

9/18(二) 14:00~17:00 林邦傑老師 工管系講師 
網路教學平台 iLMS 課程

建置與班級經營 I 
32 100% 

9/25(二) 14:00~17:00 林邦傑老師 工管系講師 
網路教學平台 iLMS 課程

建置與班級經營 II 
13 100% 

9/27(四) 9:00~12:00 
14:00~17:00 

何柏杰講師 Adobe 講師 
數位出版 ePub 3.0 電子

書製作 / HTML5 與 CSS 
26 100% 

10/16(二) 8:30~12:30 游寶達教授 
中正大學資工系

教授 
數位課程教材工作坊 67 78% 

10/17(三) 13:30~16:30 洪芳瀅講師 大塚資訊講師 
iLMS 教育訓練課程--知識

社群與部落格 ePortfolio 
11 98% 

10/18 (四) 9:30~12:30 曾群偉教授 資管系助理教授
雲端環境的行動學習工具

展示及實作 
66 87% 

10/25(四) 9:30~12:30 曾群偉教授 資管系助理教授
行動載具在教學上的實務

應用 
77 80% 

10/31(三) 13:30~16:30 洪芳瀅講師 大塚資訊講師 
iLMS 教育訓練課程--數位

學習管理平台 LMS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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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行動學習平台助教團服務統計表 
 電話諮詢次數 到府服務次數 現場服務次數 郵件諮詢次數 

9 月 33 1 4 4 
10 月 54 39 28 11 
11 月 37 19 33 5 
總計 124 59 6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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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視覺藝術展覽 

101 學期 展覽名稱 人數 備註 

慢-追求永恒與存在的價值 700  

大覺大行-邱忠均創作個展 5000  上 

2012 藝術才情-正修教職員創作展。 目前參觀人數 200 人

 

表演活動 

101 學期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班級數 人數 備註 

10/18 15:30~17:00pm 
匈牙利 Singer Street人聲樂

團巡迴音樂會 
24 1250  

11/19 19:00~20:20 Power 不一樣 28 1450 進修部 

11/20 15:30~17:00 Power 不一樣 25 1300  

11/26 13:30~15:00 練練琴聲-陳冠宇鋼琴獨奏會 28 1450 進修部 

12/6 13:30~15:00 在《光》的路上 我們與雲門

2共舞 
24 1250  

上 

12/12 20:30~22:00 絕對聖誕 Les't have a party 24 1250  

小計 153 7950  

 

街頭音樂會 

 

 

學期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人次 

09/26~12/26 3:30~6:30pm 校園街頭音樂會 960 

12/19 4:00~6:00pm 草地音樂會 350 上 

12/19 6:30~8:20pm 草地音樂會 目前報名 1500 

小計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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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102 學年度研究所核定招生名額 

102 學年度系所名稱 學制 招生名額 

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博士班 博士班 3 

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23 

電子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 22 

電機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 13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日間碩士班 15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營建工程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 

資訊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 13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日間碩士班 1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日間碩士班 10 

金融管理系 日間碩士班 10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 

資訊管理系 日間碩士班 1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碩士在職專班 15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24 

資訊管理系 碩士在職專班 14 

 

102 學年度大學部核定招生名額 

102 學年度系名稱 學制 招生名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四技日間部 5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四技日間部 4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工業工程組 四技日間部 5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四技日間部 5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5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50 

資訊工程系 四技日間部 100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四技日間部 50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日間部 50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25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四技日間部 50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四技日間部 78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四技日間部 100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四技日間部 50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3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四技日間部 5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四技日間部 100 

幼兒保育系文教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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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四技日間部 4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四技日間部 7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65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65 

餐飲管理系 四技日間部 25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四技日間部 50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四技日間部 50 

觀光遊憩系 四技日間部 100 

企業管理系行銷管理組 四技日間部 50 

企業管理系流通管理組 四技日間部 50 

企業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四技日間部 50 

金融管理系金融行銷組 四技日間部 45 

金融管理系財富管理組 四技日間部 45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四技日間部 50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四技日間部 50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四技日間部 50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50 

資訊管理系資訊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50 

資訊管理系管理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5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四技進修部 40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四技進修部 5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55 

資訊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05 

電子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50 

電機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10 

機械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1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四技進修部 110 

幼兒保育系 四技進修部 43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四技進修部 17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110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57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四技進修部 55 

觀光遊憩系 四技進修部 115 

企業管理系 四技進修部 170 

金融管理系金融行銷組 四技進修部 55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 四技進修部 55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四技進修部 45 

資訊管理系 四技進修部 15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二技進修部 45 

機械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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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系 二技進修部 55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二技進修部 113 

企業管理系 二技進修部 167 

資訊管理系 二技進修部 55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技進修學院 44 

企業管理系 二技進修學院 55 

 

102 學年度專科部核定招生名額 

102 學年度科名稱 學制 招生名額 

工業工程與管理科 二專進修專校 55 

休閒與運動管理科 二專進修專校 170 

企業管理科 二專進修專校 322 

資訊管理科 二專進修專校 55 

電機工程科 二專進修專校 55 

機械工程科 二專進修專校 55 

 

102 學年度高中生申請入學核定招生名額 

102 學年度系名稱 學制 招生名額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經營管理組 四技日間部 51 

電子工程系綠能科技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 25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四技日間部 20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四技日間部 20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四技日間部 3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30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 30 

餐飲管理系 四技日間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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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或違反校規而情節嚴

重，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退學

者。 

三、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或連續兩學

期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

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 

五、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

生、原住民族籍學生、領有殘障手冊之

視障、聽障、語言障礙及多重障礙學

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

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連續兩學

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各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 

六、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二

學年，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七、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他校註冊就讀者。

八、無上列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者。 

九、延修生及當年度入學新生第一學期得不

受前項第四、五款之限制。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者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或違反校規而情節嚴

重，經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議決議退

學者。 

三、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五小時者。 

四、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或連續

兩學期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 

五、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

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領有殘障手

冊之視障、聽障、語言障礙及多重障

礙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

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

生，連續兩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

之學分數，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

三分之二者。 

六、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

二學年，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

者。 

七、無上列各款事由而自請退學者。 

八、延修生及當年度入學新生得不受前項

第四、五款之限制。 

因應開放雙

重學籍。增

列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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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轉系部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辦法名稱 正修科技大學轉系及跨部互轉辦

法 

正修科技大學轉系(科)及跨部

互轉辦法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條文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定本

辦法，據以處理學生轉系及跨部互

轉事宜。 

依據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訂

定本辦法，據以處理學生轉系

（科）及跨部互轉事宜。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二條 為處理學生轉系及跨部互轉事

宜，本校得組成轉系（部）審查委

員會，由教務長、各系主任及承辦

行政業務之主管為委員，並由教務

長擔任委員會召集人。 

為處理學生轉系（科）及跨部

互轉事宜，本校得組成轉系

（科）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

各系（科）主任及承辦行政業

務之主管為委員，並由教務長

擔任委員會召集人。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三條 學生如認為就讀系（部）與其志趣

不合或其他特殊原因，得於每學期

期中考後二週內提出轉系申請，或

跨部(不含在職專班)轉至相同學

制之適當年級就讀，逾期不予受

理。 

學生如認為就讀系（科）與其

志趣不合或其他特殊原因，得

於每學期期中考後二週內提出

轉系（科）申請，或跨部(不含

在職專班)轉至相同學制之同

一系（科）適當年級就讀，逾

期不予受理。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五條 轉入人數如超過該系名額，則由各

系組成審查委員會，依學業成績、

操行成績、審查意見等要件決定

之，必要時得由各系舉行轉系及跨

部互轉甄試。 

轉入人數如超過該系（科）名

額，則以學業成績、操行成績、

審查委員意見等要件決定之，

必要時得舉行轉系（科）及跨

部互轉甄試。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另 

第六條 學生申請轉系及跨部互轉，應符合

下列規定： 

第一款 四技一年級學生修滿一學

期或一學年，得申請轉入各

系。 

第二款 四技二、三年級學生，得

申請轉入性質相近系。 

第三款 二技三年級學生修滿一學

期，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系。

 

學生申請轉系（科）及跨部互

轉，應符合下列規定： 

第一款 四技一年級及五專一

年級學生修滿一學期或一

學年，得申請轉入各系

（科）。 

第二款四技二、三年級及五專

二、三年級學生，得申請

轉入性質相近系（科）。 

第三款二技三年級及二專一年

級學生修滿一學期，得申

請轉入性質相近系（科）。 

第四款學生每學期操性成績70

分以上、學業成績平均60

分以上，始可申請跨部互

轉。如各系自訂跨部互轉

成績標準高於上列標準，

以各系規定辦理之。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四款刪除，

依本辦法第五

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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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若原肄業系變更或停辦時，得依學

生興趣，輔導其提出轉系申請至適

當系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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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八條 不同學制之學生不得申請相互轉

系。 

不同學制之學生不得申請相互

轉系（科）。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九條 僑生或外籍學生轉系如受成績名

額之限制，得從寬處理，其轉入或

轉出年級仍應依規定辦理。 

僑生或外籍學生轉系（科）如

受成績名額之限制，得從寬處

理，其轉入或轉出年級仍應依

規定辦理。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十條 學生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應填具

轉系申請書，經家長、導師、轉出

系主任及轉入系主任同意後，於規

定時間內繳回日間部教務處註冊

及課務組或進修部教務組，彙整提

送轉系（部）審查委員會審查。 

學生申請轉系（科）或跨部互

轉，應填具轉系（科）申請書，

經家長、導師、轉出系（科）

主任及轉入系（科）主任同意

後，於規定時間內繳回日間部

教務處註冊及課務組或進修部

教務組，彙整提送轉系（科）

審查委員會審查。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第十一條 學生轉系以一次為原則，轉系（部）

申請通過後，若發現本身無法適應

轉入系（部），且原轉出系（部）

尚有名額，得於開學後一週內提出

申請轉回原系（部）就讀，惟其後

不得再申請轉系（部）。 

學生轉系（科）以一次為限，

轉系（科）申請通過後，若發

現本身無法適應轉入系（科），

且原轉出系（科）尚有名額，

得於開學後一週內提出申請轉

回原系（部）就讀，惟其後不

得再申請轉系（科）。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另轉系次數修

訂為「一次為

原則」以符合

學生需求。 

第十二條 轉系（部）學生須修滿轉入系（部）

規定科目及學分數，方得畢業。 

轉系（科）學生須修滿轉入系

（科）規定科目及學分數，方

得畢業。 

本校已無專科

故刪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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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土木與建築群─建築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土木與建築群 科別名稱 建築科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16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

所(含輔系)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土木與工程資訊系、營建工程研究所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基本製圖 圖學  2 *含實習 

實務專題 實務專題  2  

建築材料 建築材料 工程材料 2 *含實習 

材料力學 材料力學 土壤力學 2 *含實習 

必 

備 

科 

目 
建築工法 建築工程概論 房屋構造概論 2  

小計 10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測量與實習+ 

工程測量與實習 
測量  2 *含實習 

電腦輔助繪圖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  2 *含實習 

施工圖 施工學 土木施工學 2  

建築結構與造形 結構學 結構行為 2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  2  

西洋建築史 建築史 
近代建築史、古典設
計史、當代設計史 

2  

都市計劃 都市計劃 都市設計 2  

敷地計畫 敷地計劃 建築及敷地計劃 2  

綠建築專論 綠建築  2  

基本設計 基本設計  2 含實習 

表現法 表現技法  2 含實習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環境工程  2  

建築法規 建築法規 室內裝修法規 2  

建築細部大樣 營造法與施工  2  

工程管理與契約規範 建築管理 裝修管理與契約規範 2  

施工估價 建築估價 
室內裝修估價、工程
估價 

2 含實習 

人體工學 人因工程  2  

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室內設計 商業空間設計 2 含實習 

選 

備 

科 

目 

建築物理環境 建築設備  2  

小計 38  

說明 

「*」代表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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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商業與管理群─商業經營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商業與管理群 科別名稱 商業經營科 

要求總學分數 28 必備學分數 9 選備學分數 19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輔系) 企業管理系、財務金融系、國際企業系。 

類型 
本校 

課程名稱 

部頒 

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經濟學（一）+ 
經濟學（二） 

經濟學 經濟(學)導論、經濟(學)概論、 
經濟(學)原理 

3 * 

管理學+企業概論 管理學 管理(學)導論、管理(學)概論、 
管理(學)原理 

3  

必
備
科
目 會計學（一）+ 

會計學（二） 
會計學 會計學(I)、會計(學)原理、初級會計學 3 * 

小計 9  

類型 
本校 

課程名稱 
部頒 

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統計學（一）+ 
統計學（二） 

統計學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料分析 3  

中級會計學 會計學(II) 中級會計學（一）+中級會計學（二） 3 
須至財金
系修課 

財經法律+民法 商事法 商事法+民法 3  
商用英文+ 
管理英文 

商用英文 管理英文 3  

電子商務+ 
網路行銷 

電子商務  3  

財務管理 財務管理  3  
行銷管理 行銷學 國際行銷管理 2  
實務專題+ 

市場調查與分析 
專題製作 商業經營實務、市場調查 4  

貨幣銀行學+ 
金融市場實務 

貨幣銀行學 貨幣銀行學+金融市場概論 3  

人力資源管理 
人力資源管

理 
 3  

管理心理學 商業心理學  2  
個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  3  
總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3  

企業倫理 企業倫理 
職業倫理、職業道德、職場倫理、 
商業倫理、商貿倫理 

2  

選
備
科
目 

商業談判與溝通 商業溝通 
商業談判、商業溝通與談判、 
人際溝通與談判 

2  

小計 42  
說明 

1. 「*」代表為對應 99 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 
2. 持會計技術士乙級證照者和記帳士資格者可抵免會計學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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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正修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商業與管理群─國際貿易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商業與管理群 科別名稱 國際貿易科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備學分數 9 選備學分數 17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含輔系) 國際企業系、企業管理系所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經濟學* 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分析、

總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分析、

管理經濟學、運輸經濟學、經

濟分析、經濟學原理 

3 

初級會計學(一)(二)/會
計學(一)(二) * 

會計學 會計學原理、財務會計學 3 

必 

備 

科 

目 

管理學+ 財務管理 管理學 
管理(學)導論、管理(學)概
論、管理(學)原理 3 

小計 9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國際貿易原理與政策+
國際貿易法規 

國際貿易理論 國際經濟學 3 

國際貿易實務(一)(二) 國際貿易實務 貿易實務 3 

國際金融與匯兌實務+
貨幣銀行 

國際匯兌 國際金融 3 

國際行銷管理+行銷學 國際行銷學 行銷管理、市場學 3 

商用英文(一)(二) 商用英文 貿易英文 2 

統計學(一) 統計學  2 

民法 民法 民法概論 2 

商事法 商事法 商事法概論 2 

國際企業管理+國際財

務管理 
國際企業管理 

國際企業管理理論、企業管

理、管理學 
3 

個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分析  3 

總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分析  3 

保險學 保險學 風險管理 2 

國際財務管理 國際財務管理 國際財管、財務管理 2 

投資學 投資學 投資分析 2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企業倫理  2 

選 

備 

科 

目 

                                                        小計 37 

註 1.「*」代表為對應 98 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核心之科目。 
註 2.本任教科目之科別、學分由國際企業系暨企業管理系制訂、審核。 
註 3.持會計技術士乙級證照者和記帳士資格者可抵免會計學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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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商業與管理群─資料處理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商業與管理群 科別名稱 資料處理科 

要求總學分數 27 必備學分數 9 選備學分數 18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輔系) 資訊管理系所、資訊工程系、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所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計算機概論+資料結構 計算機概論  3  

管理學 管理學 

管理(學)導論、管理(學)概

論、管理(學)原理、管理學

(2學分)+企業概論（2學分） 

3  

必 

備 

科 

目 
會計學 會計學 

中級會計學、會計學(2 學

分)+財務管理（2 學分） 
3  

小計 9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程式設計（二） 程式語言 網路程式設計（一） 3  

系統分析與設計 系統分析與設計 
軟體工程、物件導向系統分

析 
3  

多媒體應用 多媒體  3  

企業資訊網路 電腦網路  3  

資料庫管理系統 資料庫  3  

資訊管理導論 資訊管理 
資訊管理導論(2 學分)+管

理資訊系統（2 學分） 
3  

伺服器系統管理 作業系統  3  

資料處理及 VBA 資料處理  3  

電腦動畫設計 電腦繪圖 3D 動畫製作 3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  3  

互動式網頁設計 網頁設計  3 *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  3 * 

管理資訊系統 資訊管理 
資訊管理導論(2 學分)+管

理資訊系統（2 學分） 
3  

選 

備 

科 

目 

資訊倫理 企業倫理  2  

小計 41  

說明 

1. 「*」代表為對應 99 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 

2. 持會計技術士乙級證照者和記帳士資格者可抵免會計學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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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正修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電機與電子群 科別名稱 電機科 

要求總學分數 36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26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輔系) 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電路學(一) * 電路學 電路學(二) 3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電路實驗 電工實驗 2 

電子學(一) * 電子學 電子學(二)、電子電路(一)、
電子電路(二) 3 

電子學實習＋ 
線性積體電路實習* 

電子學實驗  2 

必 

備 

科 

目 

            小計 10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電機機械(一) * 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二) 3 

數位系統設計* 數位系統  3 

邏輯設計及實習* 數位系統實驗 數位積體電路實習 2 

信號與系統 訊號與系統  3 
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專題製作  2 

配電設計 工業配電  3 

控制系統 控制系統 控制系統設計、控制系統模擬 3 

通訊系統 通信系統  2 

電磁學 電磁學  3 

電力電子 工業電子學 固態電子學 3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可程式
控制設計實務 

微電腦控制 可程式控制 3 

嵌入式系統概論、嵌入式控
制程式設計 

微處理機  3 

微處理機與實習 微處理機實驗  2 
計算機概論+程式語言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  3 

網際網路應用 電腦網路  2 

光電工程導論 光電工程導論  2 

選 

備 

科 

目 

小計 42 

說 明
1. 「*」代表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 

2. 乙級技能檢定證照可免修習以下實驗科目，如下： 

(1) 室內配線或工業配線之乙級檢定證照可免修習電路學實驗。 

(2) 儀表電子或電力電子之乙級檢定證照可免修習電子學實驗。 

(3) 數位電子之乙級檢定證照可免修習數位系統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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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正修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電機與電子群─控制科」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群別名稱 電機與電子群 科別名稱 控制科 

要求總學分數 36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26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輔系) 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電子學(一) * 電子學 
電子學（二）、電子電

路(一)、電子電路（二）
3 

電路學(一) * 電路學 電路學(二) 3 

電子學實習*+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電子學實驗  2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電路實驗 電工實驗 2 

必 

備 

科 

目 

小計 10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計算機概論+程式語言 計算機概論  3 

控制系統 自動控制 自動控制 3 

數位系統設計 數位邏輯  3 

邏輯設計及實習 數位邏輯實驗 邏輯設計實習 1 

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 
專題製作  2 

電機機械（一） 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二） 3 

電機機械實習 電機機械實驗  1 

工程數學（一） 工程數學  
工程數學（二）、線性

代數 
3 

控制系統實習 自動控制實驗 控制系統實習 1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可程式控制原理及實驗 可程式控制與實習 3 

電力電子 電力電子學  3 

信號與系統 信號與系統  3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感測器原理 感測與轉換、感測器 3 

線性系統分析 線性系統  3 

選 

備 

科 

目 

小計 35 

說 明 

「*」代表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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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正修科技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餐旅群─觀光事業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餐旅群 科別名稱 觀光事業科 

要求總學分數 30 必備學分數 10 選備學分數 20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含輔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休閒遊憩概論 觀光學概論 觀光概論 2  
旅館管理+餐飲管理 餐旅管理  2 * 
餐飲服務技巧 餐飲服務 餐飲服務實務 2 * 
飲料管理 飲料管理 吧檯經營管理 2 * 

必 

備 

科 

目 觀光英語 餐旅英文  2 * 
小計 10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休閒資源規劃與管理 觀光資源規劃  2  
旅行業經營管理 旅運管理  2  
領隊實務 領隊與導遊實務 導遊實務 2  
會計學 餐旅會計 運動休閒財務管理 2  
畢業專題製作 觀光學專題 專題製作 2  

觀光遊憩資源管理 遊憩資源管理  2  

服務業管理 服務管理 服務業品質管理 2  

觀光心理學 觀光心理學  2  

航空票務 航空票務 航空客運與票務 2  

旅遊資訊系統 觀光資訊系統  2  

多媒體製作 旅遊網頁製作  2  

旅遊行程規劃與設計 行程規劃與設計 
旅程規劃、休閒活動規劃
與設計、專題旅遊企劃 

2  

觀光行政與法規 觀光行政與法規  2  

運動休閒行銷管理 觀光行銷  2  

觀光地理 觀光地理  2  

導覽解說 觀光解說  2  

客房管理 客務管理與實務  2  

會展規劃與管理 會議與宴會管理 宴會與外燴管理 2  

國際禮儀 國際禮儀  2  

觀光日語 觀光日語 餐旅日文 2  

人力資源管理 人力資源管理  2  

選 

備 

科 

目 

生態旅遊 生態觀光  2  

小計 44  

說明 

「*」代表為對應職業學校各群科課程綱要群部定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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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正修科技大學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體育主修專長」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群別名稱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 科別名稱 體育科 

要求總學分數 38 必備學分數 22 選備學分數 12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含輔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類型 本校課程名稱 部頒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健康與體育概論 健康與體育概論  2 
領
域 

核
心
課
程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課
程設計 

健康與體育學習領
域課程設計 

健康教育課程設計、
體育課程設計 

2 

小計 4 

 

運動管理學 體育行政與管理  2 
運動生物力學 運動生物力學 運動力學 2 
運動生理學 運動生理學 應用運動生理學 2 

學
科 

必
備 

運動心理學 運動心理學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理學 2 

 解剖生理學 解剖生理學 人體解剖學 2 
小計 10 

 

體育學研究法 體育學研究法  2 
體育統計法 體育統計法  2 
運動裁判法 運動裁判法  2 
運動訓練學 運動訓練法  2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體適能 2 
體育測驗與評量 體育測驗與評量 體育測量與評價 2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運動傷害與急救  2 

學
科
選
備 

運動營養學 運動與營養  2 
小計 16 

學 科
選 備
至 少
修習6
學分 

專長術科一【田徑一】 田徑  1 
專長術科二【田徑二】 田徑  1 
專長術科三【體操一】 體操  1 
專長術科四【體操二】 體操  1 
體育二【游泳】 游泳  1 
體育三【進階游泳】 游泳  1 
舞蹈 舞蹈  1 

術
科
必
備 

體育一【國術】 國術  1 
 8 

 

體育四【網球】 網球  1 
專長術科五【桌球】 桌球  1 
專長術科六【排球】 排球  1 
籃球 籃球  1 
羽球 羽球  1 

術
科
選
備 

棒壘球 棒壘球  1 

小計 6 

術 科
選 備
至 少
修習6
學分 

環境衛生 環境衛生  2 

運動與健康促進 健康促進  2 

健
康
必
備 安全教育與急救 安全教育與急救  2 

小計 6 

健 康
必 備
至 少
修習4
學分 

總學分數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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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正修科技大學 工學院「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設立背景與目標 

為推動全校之創新創意應用課程之實施目標，培養各系之種子教師來進行創意課程

與相關活動之舉辦，本計畫針對本校教師舉辦創思應用課程計畫，並舉辦創意座談邀請

業界創意人才實務專家蒞校指導與改進創意教學。例如 A.舉辦創意課程講座: 創意課程

講座將邀請本校全體教師參與，以激發本校教師教學創意。本系列創意課程講座內容包

括創意思考策略演練、多元創意才能演練、創意智財開發演練以及基礎性創意實作等，

邀請國內專家學者說明創意教學之意義，透過創意課程講座之舉辦，以協助本校教師將

創意教學方式融入教學過程，成功啟發學生多創意思考。B.協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協

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提供創意課程所需軟硬體資源，並協助進行學生創造力測驗，以

了解創意課程成效。C.舉辦創意教學成果展:舉辦創意教學成果展，展示各科系創意教

學成果，爭取全校師生對創意教學理念的認同。 

二.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二十學分，至少需有九學分不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

應修之科目。 

2. 為鼓勵學生跨領域學習，修習學程之科目及學分數，納入主修系（所）之畢業應修

學分數內；但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

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列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開課系所主任認定之。 

三.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工學院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行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工學院管院辦公室（行

政大樓 03A0803;分機 3802）。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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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另附上歷年成績總表，經系主任認定後，轉呈工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創新創意應用學程 20 學分，

並頒發專業學程證書。請於畢業當年度之五月二十日前提出核發學程證書之申請

（下載並備齊相關資料繳至系主任，轉呈院長及教務處）。核發時間同畢業證書核

發時間。 

四.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數 時數 備註 

射頻辨識(RFID)應用實務 工學院 3/3 3  

機電整合實務專題 工學院 3/3 3  

3D文化資產建構實務 工學院 3/3 3 
四年級 
下學期 

節能光電與通訊科技實務 工學院 3/3 3 
四年級 
下學期 

RFID概論 工學院 1/1 1  

基礎整形美容外科醫學概論 工學院 2/2 2  

創思設計 工學院 3/3 3  

3D建築文化創意建構實務 工學院 3/3 3  

Web2.0資料庫設計實務 工學院 3/4 4  

節能光電科技實務 工學院 3/3 3 
三年級 
下學期 

創意實作設計 工學院 3/3 3 
二年級 
上學期 

創意實作設計(二) 工學院 3/3 3 
二年級 
下學期 

創新創意與專利實務 工學院 3/3 3 
一年級 
上學期 

LED 固態照明科技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LED 創意應用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射頻辨識系統概論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創意實作設計(三) 工學院 3 3 
二年級 
上學期 

Web2.0 應用軟體系統開發實務 工學院 3 4 
二年級 
下學期 

創意科技 工學院 3 3 
二年級 
下學期 

智慧電子應用設計概論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下學期 

LED 科技應用 工學院 3 3 
四年級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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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固態照明科技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電腦 3D 環境建構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永續環境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雲端運算技術與商機 工學院 3 3 
二年級 
上學期 

節能光電元件應用 工學院 3 3 
三年級 
上學期 

電子電路設計與實現 工學院 3 3 
二年級 
上學期 

     

創業管理 企業管理系 2 2  

科技管理 企業管理系 3 3  

網路行銷 企業管理系 2 2  

知識管理 企業管理系 3 3  

電子商務 企業管理系 2 2  

管理心理學 企業管理系 2 2  

     

創新與創業管理 數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 2 2 101_1 新增

     

藝術課程與教學 幼兒保育系 2 2  

幼兒教育空間設計 幼兒保育系 2 2  

設計概論 幼兒保育系 2 2  

設計素描 幼兒保育系 2 2  

色彩學 幼兒保育系 2 2  

視覺心理學 幼兒保育系 2 2  

數位繪圖設計 幼兒保育系 2 2  

兒童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幼兒保育系 2 2  

木工設計與製作 幼兒保育系 2 2  

藝術教材設計 幼兒保育系 2 2  

產品設計 幼兒保育系 2 2  

展示設計 幼兒保育系 2 2  

     

資料庫管理系統 資訊管理系 3 3  

資料庫程式設計 資訊管理系 3 3  

互動式網頁設計 資訊管理系 3 3  

電腦動畫設計 資訊管理系 3 3  

3D 動畫製作 資訊管理系 3 3  

創意思考訓練 資訊管理系 2 2  

數位媒體企劃 資訊管理系 3 3  

虛擬實境 資訊管理系 3 3  

http://120.118.165.182/management/dwou/dc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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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應用 資訊管理系 3 3  

網路程式設計（一） 資訊管理系 3 3  

     

設計方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西洋建築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創意思考訓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近代建築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電腦輔助繪製立體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基本設計(一)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3 6  

基本製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藝術概論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表現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繪圖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古典設計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當代設計史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建築色彩理論與應用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2  

電腦藝術創作表現法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 3  

     

化工與材料概論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2 2  

創意思考與發明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2 2  

生涯規劃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2 2  

材料科學-基礎篇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3 3  

電腦輔助繪圖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1 3  

工業工程與管理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3 3  

電腦藝術創作表現法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2 3  

奈米材料概論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3 3  

職業安全與道德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2 2  

科技管理 化學工程與材料系 2 2  

        

創意思考與發明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創意思考訓練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101_1 新增

生涯輔導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材料試驗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1 3  

消防工程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電腦輔助繪圖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1 3  

電腦在空間資訊上之應用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1 3  

工程多媒體設計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地震工程概論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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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學分析試驗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1 3  

大地工程應用資訊化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1 3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工程電子商務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地理資訊系統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專案管理實習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3 101_1 新增

工程材料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101_1 新增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1 3 101_1 新增

營建管理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101_1 新增

土壤力學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3 3 101_1 新增

土木施工學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101_1 新增

鋼結構設計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3 3 101_1 新增

土木施工法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 2 2 101_1 新增

     

製造程序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2 3  

精密量測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2 3  

創意思考訓練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2 2  

品質管理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4  

統計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3  

人因工程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3  

生產管理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4  

品質保證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3  

可靠度工程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3  

供應鏈管理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3  

系統模擬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3 3  

     

嵌入式系統概論 電子工程系 2 3  

生涯輔導 電子工程系 2 2  

品德與專業倫理 電子工程系 2 2  

創意思考訓練 電子工程系 2 2  

半導體物理 電子工程系 3 3  

光電元件 電子工程系 3 3  

電磁學 電子工程系 3 3  

信號與系統 電子工程系 3 3  

太陽能電池 電子工程系 3 3  

天線設計實務 電子工程系 3 3  

高科技專利取得與攻防 電子工程系 3 3  

太陽能電池概論  電子工程系 3 3 101_1 新增

光電材料 電子工程系 3 3 101_1 新增

     

計算機概論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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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路學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2 3  

工程數學（一）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工程數學（二）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半導體物理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光電顯示器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嵌入式系統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2 3  

創意思考訓練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2 2  

真空技術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電腦輔助設計工程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3 3  

     

電機機械 電機工程系 3 3  

電動機控制 電機工程系 3 3  

控制系統 電機工程系 3 3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電機工程系 2 3  

創意思考訓練 電機工程系 2 2  

品德與專業倫理 電機工程系 2 2  

固態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3 3  

光電工程導論 電機工程系 3 3  

光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3 3  

生涯輔導 電機工程系 2 2  

電磁學 電機工程系 3 3  

半導體製程 電機工程系 3 3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機械工程系 1 3  

機械設計原理 機械工程系 2 2  

機械元件設計 機械工程系 2 2  

創意思考訓練 機械工程系 2 3  

電腦量測與自動化技術 機械工程系 2 2  

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工程系 3 3  

微機電系統 機械工程系 2 2  

     

資訊工程論壇 資訊工程系 1 1  

計算機概論 資訊工程系 2 3  

資訊工程倫理 資訊工程系 1 2  

計算機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2 3  

數位系統設計 資訊工程系 3 3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2 3  

電子電路實習 資訊工程系 2 4  

嵌入式系統概論 資訊工程系 2 3  

創意思考訓練 資訊工程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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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設計 資訊工程系 2 3  

嵌入式系統專題 資訊工程系 2 3  

專題研討 資訊工程系 2 2  

五.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42 
 

附件 21 

日四技 99 入學電機與控制組 
990315;1000613;1001226 校教務會議通過

990309;1000603;10012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0305;1000601;1001213;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0303;1000530;1001206;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99 學年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88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6 學分 【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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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6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05C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C09 電機工程導論 0/1 專業必修 405C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選修 405Q10 邏輯設計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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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C14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5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2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3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11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05Q14 電腦輔助電路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2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13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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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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C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C2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0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05C24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0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5Q18 電力系統(一) 3/3 

專業選修 405Q1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0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4 電力電子 3/3 專業選修 405Q71 嵌入式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74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75 光電轉換導論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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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C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5C26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05Q19 電力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05Q32 電力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Q33 再生電力 3/3 

專業選修 40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05Q34 電力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36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4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73 電力電子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38 智慧型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23 機率 3/3 

專業選修 405Q78 電源與電池管理系統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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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100 入學電機與控制組 

1000314;1001226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00309;1001220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1; 1001213;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00222; 1001206;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100 學年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必修 91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7 學分 【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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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C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C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C09 電機工程導論 0/1 專業必修 40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0 邏輯設計及實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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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C14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5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2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3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11 微處理機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05Q14 電腦輔助電路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47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48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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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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C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C2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0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05C24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0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5Q18 電力系統(一) 3/3 

專業選修 405Q1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0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4 電力電子 3/3 專業選修 405Q71 嵌入式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74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75 光電轉換導論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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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C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5C26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05Q19 電力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05Q32 電力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Q33 再生電力 3/3 

專業選修 40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05Q34 電力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36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4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73 電力電子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38 智慧型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23 機率 3/3 

專業選修 405Q78 電源與電池管理系統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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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101 入學電機與控制組 

1010312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1030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10306;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0229;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101 學年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必修 91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7 學分 【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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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C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C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C09 電機工程導論 0/1 專業必修 40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0 邏輯設計及實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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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C14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5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2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3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C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C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11 微處機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數 3/3 專業選修 405Q14 電腦輔助電路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47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48 可程式控制設計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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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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5C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C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C2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0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5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05C24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0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5Q18 電力系統(一) 3/3 

專業選修 405Q1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0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24 電力電子 3/3 專業選修 405Q71 嵌入式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5Q72 FPGA 系統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74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75 光電轉換導論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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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C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5Q17 嵌入式控制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5C26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5Q31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405Q19 電力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05Q32 電力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Q33 再生電力 3/3 

專業選修 40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05Q34 電力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36 離散信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5Q35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Q4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5Q28 線性系統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5Q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5Q37 控制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73 電力電子積體電路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Q38 智慧型系統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5Q76 智慧建築電能監控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Q23 機率 3/3 

專業選修 405Q78 
電源與電池管理系統導

論 
3/3 專業選修 405Q50 電工電腦製圖 3/3 

    專業選修 40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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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日四技 99 入學光電組 
990315 校教務會議討論

990309 院課程委員會討論

990305;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990303;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訂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88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6 學分 【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 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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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7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6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D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D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D05 化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05D09 電機工程導論 0/1 專業必修 405D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D11 光學導論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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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D14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5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2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3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D10 近代物理 3/3 

專業必修 405D19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5R10 電磁波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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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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5D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D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D20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5 光電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05D2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05D28 光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4 光電實習（一） 1/3 專業選修 405R14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選修 405R11 應用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5R15 光電材料與元件 3/3 

專業選修 405R26 工程數學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16 奈米科技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R13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R73 創意性工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機電產業設備系統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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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D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5R22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405D26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5R24 太陽能電池原理與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19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81 LED 照明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23 平面顯示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5R76 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電系統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77 智慧化製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R75 自動化光學檢測 3/3 專業選修 405R30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5R45 職能教育 3/3 專業選修 405R25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專業選修 405R46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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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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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100 入學光電組 

1000304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00309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301;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00222;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光電組】100 學年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必修 91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7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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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D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D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D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D09 電機工程導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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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D14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5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2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3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D10 近代物理 3/3 

專業選修 405R09 光學導論 2/2 專業選修 405R13 光電工程導論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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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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5D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D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D19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5 光電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05D20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8 光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4 光電實習（一） 1/3 專業選修 405R14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必修 405D29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5R15 光電材料與元件 3/3 

專業必修 405D2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5R16 奈米科技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R11 應用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5R73 創意性工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70 機電工程學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機電產業設備系

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71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

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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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D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5R22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405D26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5R24
太陽能電池原理與技

術 
3/3 

專業選修 405R19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81 LED 照明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23 平面顯示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5R76 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電系統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77 智慧化製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R75 自動化光學檢測 3/3 專業選修 405R30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5R45 職能教育 3/3 專業選修 405R25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專業選修 405R46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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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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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101 入學光電組 

1010312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1030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10306;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0229;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制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光電組】101 學年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8 學分：必修 91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7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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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26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7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9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1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1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9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8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0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09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D08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2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5D01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5D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D03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D06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5D09 電機工程導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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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30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35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2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2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5D14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5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2 電路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3 電路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6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5D17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5D18 電子學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D10 近代物理 3/3 

專業必修 405D29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5R13 光電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R09 光學導論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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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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4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3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5814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5D2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5D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5D19 電磁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5 光電實習（二） 1/3 

專業必修 405D20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8 光電子學 3/3 

專業必修 405D24 光電實習（一） 1/3 專業選修 405R14 半導體元件物理 3/3 

專業必修 405D2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5R15 光電材料與元件 3/3 

專業選修 405R11 應用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5R16 奈米科技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5R70 機電工程學 3/3 專業選修 405R73 創意性工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71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

備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機電產業設備系統

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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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5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5D27 生涯輔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505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5R22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405D26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5R24
太陽能電池原理與技

術 
3/3 

專業選修 405R19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81 LED 照明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23 平面顯示器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5R76 平面顯示器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5R74 光電系統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R77 智慧化製程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R75 自動化光學檢測 3/3 專業選修 405R30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5R45 職能教育 3/3 專業選修 405R25 電機工程技術評量 2/2 

專業選修 405R46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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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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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進四技 98 入學標準 
980316; 981221; 990607;1010528 校教務會議通過

980306; 981218; 990602;1010525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0303; 981216; 990528;1010522;10112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980303; 981216; 990526;1010516;10112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四年制電機工程系 98 學年入學新生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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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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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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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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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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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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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98 能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95840 電動機控制 3/3
專業選修 95853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905852 光電工程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584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905854 綠能科技概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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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100.01.11 訂定.  100.02.23 修訂 
      必修 92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100.05.10 修訂   101.10.02 修訂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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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00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Q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Q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Q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Q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Q011 計算機概論 *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Q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Q015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專業必修 4QA07 色彩學應用 2/2 通識基礎必修 4Q016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QA08 化妝品概論 2/2 專業必修 4QA09 生物學 2/2 
專業必修 4QA37 應用數學 2/2 專業必修 4QA44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4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4QA10 皮膚生理學 2/2 

專業必修 4QA06 基礎素描 2/2 專業必修 4QA11 彩妝藝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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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QN061 醫學美容概論 2/2 

    專業選修 4QN072 生技與彩妝產業論壇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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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Q01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8 英文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7 英文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專業必修 40QA59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40QA0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QA47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QA50 化妝與流行史 2/2 專業必修 40QA62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一) 
2/3 

專業必修 40QA19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40QA16 美容法規與衛生實習 2/2 

專業必修 40QA51 時尚美甲 2/2 專業必修 40QA58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0QA55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0QA15 飾品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QN1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QN09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QN111 化妝品應用論壇 2/2 專業選修 40QA10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QN062 醫學美容概論 2/2     

專業選修 40QN092 時尚品牌經營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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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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01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QA45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QA46 醫學美容 2/2 專業必修  髮型藝術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QA63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實務 2/3 

專業必修 40QA48 管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QA17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選修  美容儀器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論 2/2 

專業選修 40QN26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40QN19 香料學 2/2 專業選修  商品設計原理與應用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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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設計(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行銷 2/2 

專業必修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婚禮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論(含實作) 2/2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專業選修  芳香療法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8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3 學分 

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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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100 學年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100.01.11 訂定.  100.02.23 修訂 
      必修 96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100.03.15 修訂   101.10.02 修訂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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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020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24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11 計算機概論 *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21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40QA52 藝術美學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25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0QA54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40QA60 生理學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QA08 化妝品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QA44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40QA37 應用數學 2/2 專業必修 40QA61 皮膚生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40QA55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QA53 化妝品應用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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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N14 指甲護理與彩繪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9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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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012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Q007 英文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40QA0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QA50 化妝與流行史 2/2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40QA19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法規與衛生實習 2/2 

專業必修 40QA24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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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N12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大體禮儀 2/2 

專業選修 40QN273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QN283 化妝品分析及實驗 2/3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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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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性

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醫學美容 2/2 專業必修  髮型藝術設計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二) 2/3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實務 2/3 

專業必修  美容經營管理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選修  香料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論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商品設計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美容儀器學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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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設計(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行銷 2/2 

專業必修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婚禮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論(含實作) 2/2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專業選修  芳香療法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7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3 學分 

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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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生彩學程)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 

一、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大二依照興趣，實施分組分班教學。 

1.  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修 42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

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2.  時尚彩妝組：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修 42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

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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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最低 16。 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最低 9。 

六、 *表示須上機。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藝術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專業必修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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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化妝與流行史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7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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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職涯規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二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時尚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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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品組   彩妝組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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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服飾造型概論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容器與製造設備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專業外語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中草藥在化妝品上的應用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三年級下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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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香料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分析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 2/3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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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妝品組   彩妝組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

(二)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美容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及實驗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8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5 學分 

  妝品組   彩妝組 

四年級下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工廠製造實習 2/3   專業選修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防腐劑與色素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市場行銷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大體禮儀 2/2 

        專業選修 彩繪與特殊化妝實習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3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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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98.12.17 修訂   98.12.29 修訂     99.03.01 修訂
      必修 88 學分【通識基礎 2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99.04.13 修訂  100.02.23 修訂   100.03.15 修訂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共 147H             101.10.02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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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Q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Q017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Q018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QA06 基礎素描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11 計算機概論 * 1/2 
專業必修 9QA37 應用數學 2/2 專業必修 9QA09 生理學概論 2/2 
專業必修 9QA07 色彩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9QA44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2 
專業必修 9QA08 化妝品概論 2/2 專業必修 9QA46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9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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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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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Q007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20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8 英文聽講練習 2/2 專業必修 90QA14 美容法規與衛生實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19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00QA15 化妝與流行史 2/2 

專業必修 9QA10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QA16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9QA11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90QA17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9QA12 皮膚生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QA18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9QA13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9QN22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QN24 時尚美甲 2/2 
    專業選修 90QN23 創意思考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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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Q012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13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香料學 2/2 
專業必修 90QA21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實務 2/3 
專業必修 90QA22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90QA23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QA24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選修  美容儀器學 2/2 
專業必修 90QA25 芳香療法 2/2 專業選修  商品設計原理與應用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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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含實

習)
3/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 3/3 

專業必修  髮型造型設計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行銷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料 2/2 專業選修  婚禮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論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美容 Spa 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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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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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98.12.17 修訂   98.12.29 修訂  99.03.01 修訂   99.04.13 修訂
      必修 88 學分【通識基礎 2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100.02.23 修訂   100.03.15 修訂  101.10.02 修訂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共 14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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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Q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0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Q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0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Q017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18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QA06 基礎素描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11 計算機概論 * 1/2 
專業必修 9QA37 應用數學 2/2 專業必修 90QA19 生理學概論 2/2 
專業必修 9QA07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90QA44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2 
專業必修 9QA08 化妝品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QA13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9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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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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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Q007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08 英文聽講練習 2/2 專業必修  美容法規與衛生實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19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化妝與流行史 2/2 

專業必修 90QA10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90QA46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90QA11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40QA12 皮膚生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90QN22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時尚美甲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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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香料學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性評

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美容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實務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論 2/2 

專業必修  芳香療法 2/2 專業選修  
商品設計原理與應

用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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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設計(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 3/3 

專業必修  髮型創意設計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料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論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婚禮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美容 Spa 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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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表示須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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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工學院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98.12.17 修訂   98.12.29 修訂   99.03.01 修訂    99.04.13 修訂 
      必修 88 學分【通識基礎 22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100.02.23 修訂   100.03.15 修訂  100.12.15 修訂  101.9.18 修訂 

選修 38 學分【通識博雅 8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共 147H      101.10.02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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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Q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0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05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Q017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QA20 造型素描 2/2 通識基礎必修  計算機概論 * 1/2 
專業必修 90QA07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生理學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QA08 化妝品概論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2 
專業必修 90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2 專業必修  美膚學(含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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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0QN25 指甲護理與彩繪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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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練習 2/2 專業必修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化妝與流行史 2/2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時尚彩妝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皮膚生理學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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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香料學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芳香療法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服飾造型概論 2/2 

專業選修  美容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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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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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造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 3/3 

專業必修  髮型造型設計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行銷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論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婚禮規劃與詢問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原料 2/2 專業選修  美容 Spa 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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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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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5.03,100.05.19,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9.05.24,100.05.31,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99.06.01,100.06.03,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06.07,100.06.13,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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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0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8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4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40I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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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29 線性代數 3/3 
專業必修 40IA27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IA39 離散數學 3/3 專業選修 4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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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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IA19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必修 40IA20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必修 4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0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必修 40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IN16 演算法  3/3 專業選修 40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0IN35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0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IN25 行動無線網路 3/3 

專業選修 40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26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IN29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IN64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4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54 RFID 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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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4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14 Java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7 高階 IC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8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9 數位影音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IN21 FPGA 設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IN92 網路模擬  2/3
專業選修 40IN22 Linux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0IN94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23 數位影像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63 校外實務實習(二) 9/6 個月

專業選修 40IN24 醫用感測器  3/3     
專業選修 40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IN36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IN43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IN65 校外實習(二) 3/4     
專業選修 40IN61 行動通訊網路系統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62 校外實務實習(一) 9/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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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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99.05.24 系務會議通過 

99.06.0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99.06.07 教務會議通過 

100.05.19,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0.05.31,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100.06.03,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0.06.13,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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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1 服務學習(二) 0/2 
專業必修 40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4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41 線性代數 3/3 
專業必修 4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4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40IA40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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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40IA13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IA12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IA53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必修 40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選修 4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IN03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IN1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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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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IA38 演算法  3/3 專業必修 4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0IN06 數值分析  3/3 專業必修 40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0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0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51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選修 40IN52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64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40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84 行動無線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85 軟體工程  2/3

    專業選修 40IN86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2/3

    專業選修 40IN93 RFID 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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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0IN27 實務研習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IN34 專題研討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必修 4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IN87 高階 IC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0IN88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9 數位影音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2 網路模擬  2/3

專業選修 40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4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0IN63 校外實務實習(二) 9/6 個月

專業選修 40IN33 專案管理  2/3     

專業選修 40IN61 行動通訊網路系統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81 FPGA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2 數位影像處理  2/3     

專業選修 40IN83 醫用感測器  2/3     

專業選修 40IN90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65 校外實習(二) 3/4     

專業選修 40IN62 校外實務實習(一) 9/6 個月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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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19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100.05.31 系務會議通過 
100.06.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工程系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1.必修 87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8 學分及專業必修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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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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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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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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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23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4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6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40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4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40IA41 線性代數 3/3
專業必修 40IA26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4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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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31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30 體育(三)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23 資料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53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0IN03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IN1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IN58 電路學 3/3 專業選修 40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60 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0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40 網頁程式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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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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2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IA55 演算法  2/3 專業必修 40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0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0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51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選修 40IN52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80 數值分析  2/3 專業選修 40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64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40IN84 行動無線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85 軟體工程  2/3

   專業選修 40IN86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2/3
   專業選修 40IN93 RFID 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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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4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7 高階 IC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8 生醫影像處理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9 數位影音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0IN92 網路模擬  2/3
專業選修 40IN33 專案管理  2/3 專業選修 40IN94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61 行動通訊網路系統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63 校外實務實習(二) 9/6 個月

專業選修 40IN81 FPGA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2 數位影像處理  2/3   

專業選修 40IN83 醫用感測器  2/3    

專業選修 40IN90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65 校外實習(二) 3/4     
專業選修 40IN62 校外實務實習(一) 9/6 個月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72 
 

101.05.18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101.05.22 系務會議通過 
101.05.25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1.05.28 教務會議通過 

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工程系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1.必修 8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8 學分及專業必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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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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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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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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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23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4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6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40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I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40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4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40IA41 線性代數 3/3
專業必修 40IA26 離散數學 3/3 專業必修 4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4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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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31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30 體育(三)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IA11 電子電路(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0 電子電路(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7 電子電路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IA16 數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IA54 資料結構  2/3 專業必修 40IA53 機率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0IN03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IN1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IN58 電路學 3/3 專業選修 40IN04 進階電腦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60 工程數學 3/3 專業選修 40IN05 資料庫管理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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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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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40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IA24 作業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IA30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IA55 演算法  2/3 專業必修 40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IN80 數值分析  2/3 專業選修 4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IN10 無線區域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12 多媒體導論  2/3
專業選修 40IN11 網際網路資料庫  2/3 專業選修 40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IN18 VLSI 設計概論 3/3 
專業選修 40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IN84 行動無線網路  2/3
專業選修 40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85 軟體工程  2/3
專業選修 40IN47 VLSI 製造原理 3/3 專業選修 40IN86 無線感測網路概論  2/3
專業選修 40IN51 嵌入式系統概論  2/3 專業選修 4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64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40IN48 數位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40IN52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53 Linux 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93 RFID 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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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I01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必修 4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IN87 高階 IC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0IN88 生醫影像處理實  2/3
專業選修 40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9 數位影音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IN19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IN20 類比積體電路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2 網路模擬  2/3
專業選修 40IN81 FPGA 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2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0IN94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82 數位影像處理  2/3 專業選修 40IN63 校外實務實習(二) 9/6 個月

專業選修 40IN83 醫用感測器  2/3    

專業選修 40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IN90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65 校外實習(二)  3/4     
專業選修 40IN56 數位機上盒 3/3     
專業選修 40IN61 行動通訊網路系統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IN62 校外實務實習(一) 9/6 個月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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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5.03,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9.05.24,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99.06.01,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9.06.07,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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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01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2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6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7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90I013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7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6 體育(一) 0/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IA03 物理(一) 3/3 專業必修 90IA04 物理(二) 3/3
專業必修 9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9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90IA09 電路學 3/3
專業必修 9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90IA36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0IA35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90I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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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9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8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9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8 體育(三) 0/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專業必修 90IA57 電子電路 4/4 專業必修 90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專業必修 90IA61 計算機結構 2/2
專業必修 90IA60 資料結構 4/4 專業選修 90IN51 線性代數 4/4
專業選修 9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IN60 數值分析  3/4
專業選修 9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0IN85 資料庫管理系統  3/4
專業選修 90IN50 工程數學 4/4 專業選修 90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52 離散數學 4/4   

專業選修 90IN56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IN89 網頁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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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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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1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5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90IA37 微算機實習 4/4 專業必修 9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90IA38 演算法 2/2 專業選修 9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0IN53 機率與統計 4/4 專業必修 90IA62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0IN58 網際網路資料庫 4/4 專業選修 9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61 Linux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0IN63 嵌入式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64 嵌入式系統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65 VLSI 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69 多媒體導論 3/4
專業選修 90IN66 生醫電子學 4/4 專業選修 90IN70 FPGA 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67 行動無線網路 4/4 專業選修 90IN72 Java 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6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73 RFID 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95 校外實習(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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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6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90IN33 專案管理 3/3 
專業必修 9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0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3/4 專業選修 9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90IN74 軟體工程 4/4 專業選修 9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0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1 數位影音製作 3/4
專業選修 90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2 生醫感測器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77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83 網路模擬 3/4
專業選修 90IN78 數位影像處理 4/4     
專業選修 90IN96 校外實習(二)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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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0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99.05.24 系務會議通過 
99.06.01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99.06.07 教務會議通過 

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100.06.03,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0.06.13,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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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機收費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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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IA53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0IA54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IA56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IA55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90I027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必修 9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90IA60 資料結構  4/4
專業必修 9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90IN52 離散數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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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6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5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1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0 體育(三)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專業必修 90IA57 電子電路 4/4 專業必修 90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53 機率與統計 4/4 
專業必修 90IA61 計算機結構 2/2 專業選修 90IN5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0IN57 資料庫管理系統  4/4
專業選修 90IN50 工程數學 4/4 專業選修 90IN91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51 線性代數 4/4    

專業選修 90IN56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IN89 網頁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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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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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0IA37 微算機實習  4/4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0IA38 演算法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IN58 網際網路資料庫  4/4 專業必修 9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90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4/4 專業必修 90IA62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0IN60 數值分析  4/4 專業選修 9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IN63 嵌入式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0IN65 VLSI 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69 多媒體導論  3/4

專業選修 90IN66 生醫電子學 4/4 專業選修 90IN70 FPGA 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67 行動無線網路  4/4 專業選修 90IN73 RFID 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6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4/4 專業選修 90IN87 Linux 作業系統  3/4

專業選修 90IN95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90IN94 JAVA 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A1 嵌入式系統實務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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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90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3/4 專業選修 90IN80 專案管理 4/4 
專業選修 90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0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1 數位影音製作  3/4
專業選修 90IN99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82 生醫感測器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A2 軟體工程  3/4 專業選修 90IN83 網路模擬  3/4

專業選修 90INA3 數位影像處理  3/4   

專業選修 90IN96 校外實習(二)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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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19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100.05.31 系務會議通過 
100.06.03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資訊工程系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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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及專業選修 5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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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機收費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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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IA53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0IA54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IA56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IA55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90I027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必修 9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90IA60 資料結構  4/4
專業必修 9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90IN52 離散數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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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6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5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1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0 體育(三)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專業必修 90IA57 電子電路 4/4 專業必修 90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53 機率與統計 4/4 
專業必修 90IA61 計算機結構 2/2 專業選修 90IN71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0IN79 網頁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50 工程數學 4/4 專業選修 90IN84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51 線性代數 4/4 專業選修 90IN85 資料庫管理系統  3/4
專業選修 90IN56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IN86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9 網頁程式設計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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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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0IA42 微算機實習  3/4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0IA43 演算法 3/4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3/4 專業必修 9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90IN60 數值分析  3/4 專業必修 90IA62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0IN88 網際網路資料庫  3/4 專業選修 9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IN90 嵌入式系統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0IN92 VLSI 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69 多媒體導論  3/4

專業選修 90IN93 生醫電子學 2/2 專業選修 90IN70 FPGA 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97 行動無線網路  3/4 專業選修 90IN73 RFID 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9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7 Linux 作業系統  3/4

專業選修 90IN95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90IN94 JAVA 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A1 嵌入式系統實務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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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90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3/4 專業選修 90IN80 專案管理 4/4 
專業選修 90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0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1 數位影音製作  3/4
專業選修 90IN99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82 生醫感測器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A2 軟體工程  3/4 專業選修 90IN83 網路模擬  3/4

專業選修 90INA3 數位影像處理  3/4   

專業選修 90IN96 校外實習(二)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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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18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101.05.22 系務會議通過 

101.05.25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1.05.28 教務會議通過 
101.11.2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1.12.11 系務會議修訂 

101.○.○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10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資訊工程系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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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及專業選修 5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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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機收費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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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3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4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4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15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8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IA53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0IA54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0I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IA56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IA55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IA28 資訊工程倫理 1/1 
專業必修 90I027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IA40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90IA08 資訊工程論壇 1/1 專業必修 90IA57 電子電路 4/4 
專業必修 9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90IN52 離散數學 4/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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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6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25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1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0 體育(三)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IA59 電子電路實習  3/4
專業必修 90IA41 資料結構  3/4 專業必修 90IA63 微算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IA58 數位系統設計 4/4 專業選修 90IN53 機率與統計 4/4 
專業必修 90IA64 計算機結構 4/4 專業選修 90IN71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02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0IN79 網頁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50 工程數學 4/4 專業選修 90IN84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51 線性代數 4/4 專業選修 90IN85 資料庫管理系統  3/4

    專業選修 90IN86 行動多媒體導論與實務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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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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I80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I80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0IA42 微算機實習  3/4 通識基礎必修 90I0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0IA43 演算法 3/4 通識基礎必修 90I03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IN59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3/4 專業必修 9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90IN60 數值分析  3/4 專業必修 90IA62 作業系統 4/4 

專業選修 90IN88 網際網路資料庫  3/4 專業選修 90IN08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IN90 嵌入式系統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39 生醫訊號處理 3/3 

專業選修 90IN92 VLSI 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69 多媒體導論  3/4

專業選修 90IN93 生醫電子學 2/2 專業選修 90IN70 FPGA 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97 行動無線網路  3/4 專業選修 90IN73 RFID 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98 無線感測網路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7 Linux 作業系統  3/4

專業選修 90IN95 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90IN94 JAVA 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A1 嵌入式系統實務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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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9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9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90IN62 Linux 作業系統進階  3/4 專業選修 90IN80 專案管理 4/4 
專業選修 90IN75 系統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49 測試工程導論 3/3 
專業選修 90IN76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81 數位影音製作  3/4
專業選修 90IN99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90IN82 生醫感測器實務  3/4
專業選修 90INA2 軟體工程  3/4 專業選修 90IN83 網路模擬  3/4

專業選修 90INA3 數位影像處理  3/4   

專業選修 90IN96 校外實習(二)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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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正修科技大學「資電實務整合專班」課程規劃表 
正修科技大學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資電實務整合專班』 日間部四技學制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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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8 學分，通識博雅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9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45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職場實習（一）、（二）、（三）、（四）、（五）、（六）、（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第  一  學  年 第  二  學  年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屬
性 

必\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必\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必 國文（一）（二） 2 2 2 2 選 邏輯與思考 2 2   

必 英文（一）（二） 2 2 2 2 選 運動與體適能   2 2 

必 職業安全與衛生 2 2         

通
識
課
程 

必 職場倫理與文化   2 2       

小  計 6 6 6 6 小  計 2 2 2 2 

必 微積分 2 2   必 基本電路實習 3 4   

必 計算機概論 3 3   必 數位系統設計 3 3   

必 資訊工程論壇 1 1   選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4   

選 計算機程式設計   3 4 選 資料結構 3 4   

必 物理   2 2 必 職場實習（三）（四） 4 6 4 6 

必 物理實驗   1 2 必 電子電路   3 3 

必 資訊工程倫理   1 1 必 電子電路實習   3 4 

必 職場實習（一）（二） 4 6 4 6 選 網頁程式設計   3 4 

專
業
課
程 

      選 資料庫管理系統   3 4 

小  計 10 12 11 15 小  計 16 21 16 21

合  計 16 18 17 21 合  計 18 23 18 23

預計開課 16 18 17 21 預計開課 18 23 18 23

第  三  學  年 第  四  學  年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屬
性 

必\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必\

選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必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2         通

識

課

程 
必 品質管理   2 2       

小  計 2 2 2 2 小  計 0 0 0 0 

必 嵌入式系統概論 3 3   必 職場實習（七）（八） 4 6 4 6 

必 職場實習（五）（六） 4 6 4 6 必 單晶片實務（二） 3 4   

必 單晶片實務（一）   3 4 選 高速電路板 3 4   

選 電路模擬設計 3 4   選 下世代行動網路導論 3 3   

選 網際網路資料庫 3 4   選 FPGA 設計實務 3 4   

選 電腦網路原理與實務 3 4   選 數位影音製作   3 4 

選 VLSI 設計概論   3 4 選 專題研討   2 2 

選 電路板設計實務   3 4 選 專案管理   3 3 

選 無線區域網路   3 4 選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3 4 

      選 實務研習   2 3 

專
業
課
程 

      選 電路板實作能力訓練   3 4 

小  計 16 21 16 22 小  計 13 21 20 26

合  計 18 23 18 24 合  計 13 21 20 26

預計開課 18 23 18 24 預計開課 13 18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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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 

一、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大二依照興趣，實施分組分班教學。 

1.  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修 42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2.  時尚彩妝組：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選修 42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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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最低 16。 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最低 9。 

六、 *表示須上機。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藝術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專業必修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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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化妝與流行史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7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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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生 活 化 學 及 實 驗

(二) 
2/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職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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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創意思考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二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時尚彩妝設計與實

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美姿美儀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專業選修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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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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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服飾造型概論 2/2 

專業必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必修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容器與製造設備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專業外語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中草藥在化妝品上的應用 2/2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三年級下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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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必修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香料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分析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 2/3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1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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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品科技組   時尚彩妝組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上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

習(二) 
2/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美容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及實驗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8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5 學分 

四年級下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化妝品工廠製造實習 2/3   專業選修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防腐劑與色素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市場行銷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大體禮儀 2/2 

        專業選修 彩繪與特殊化妝實習 3/3 

本學期必修課程 3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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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正修科技大學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考試辦法 
101年12月12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以二至七年為限。 

第三條 博士班研究生符合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一、 研究生在博士班修業滿兩年，合計修業滿三年之當學期起。 

二、 計算至當學期止，除論文外修畢研究所規定之課程與學分。 

三、 滿足英文程度認證之要求。 

四、 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或發表二篇國際會議論文。 

五、 完成博士學位論文研究計畫提審。 

六、 博士生完成系（所）規定之學術論文發表要求或滿足系（所）規定之產學創新研發成果

要求，相關規定如下： 

P+Y≧5，且P≧1，其中 P為已被正式接受發表在SCI或EI資料庫所收錄之專業期刊學術

論文篇數或發明專利件數，Y為修業至畢業學期總年數。學術論文或發明專利之內容須

與提出之博士論文相關。 

七、 已完成論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同意者。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第四條 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申請期限： 

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十一月卅日止。 

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五月卅一日止。 

二、 申請時應填具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並繳交下列各項文件： 

(1) 歷年成績表一份。 

(2) 論文提要一份。 

第五條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博士學位考試經研究所核准備案後，應檢具繕印之論文及提要各七份，送

請研究所審查符合規定後，由研究所排定時間、地點辦理學位考試。學位考試之舉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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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自註冊完成日起至一月卅一日止，第二學期自註冊完成日起至七月卅一日止。研究

生若因故無法參加學位考試，應於學位考試截止日前申請撤銷學位考試，否則以一次不及格

論。 

第六條 學位考試以論文口試為原則，必要時得舉行筆試。 

第七條 學位考試應組織考試委員會辦理之。考試委員（含指導教授）五至七人，其中校外委員人數

須三分之一(含)以上。 

第八條 學位考試委員由所長簽請院長轉請校長聘請之，並指定委員一人擔任考試委員會召集人。指

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惟其不得擔任召集人。 

第九條 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研究生所提論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

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由系（所）學術委員會議審議決定之。 

凡與博士班研究生有三親等內之關係者，不得擔任其學位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第十條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學位考試，不得委託他人代理。出席委員達四人以上，其中校外委

員人數須三分之一（含）以上，始得舉行學位考試。 

第十一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學位考試出席委員評定分數之平均決定之，分數評定以一次為限。學位考

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如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一（含）以上評定不及格，

即視為不及格，不予平均。 

第十二條 論文或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無論是否舉行學位考試，

均視為不及格。 

第十三條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者如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最快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

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予退學。 

第十四條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論文，不得再行提出，否則視同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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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學位考試及格之論文或技術報告應直接於本校圖書館「電子學位論文服務」網站上進行論

文提交及選擇論文授權方式作業，待圖書館查核通過後，列印論文授權書，並應於畢業前

將論文(平裝二冊及精裝一冊)及授權書繳交至本校圖書館，需送所屬研究所之論文冊數由所

內自訂。 

第十六條 論文最後定稿之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一月卅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卅一日，逾期而未達

修業最高年限者，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論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期畢

業。惟第一學期畢業者，在次學期開學前一週；第二學期畢業者，在次學期開學前二週論

文繳交完畢且辦妥離校手續者，得免註冊。至修業年限屆滿時仍未繳交論文者，該學位考

試以不及格論，並依規定退學。 

第十七條 已授予之學位，若發現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

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同時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

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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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課程標準 
說明： 
1. 畢業學分規定 40 學分(含)以上，包括： 

(1) 專業修課科目至少 24 學分(含)以上，課程及格須達 70 分以上。 
(2) 書報討論為每學期必選，第 1 至 4 學期各 1 學分，第 5 學期起書報討論為 0 學分。 
(3) 博士學位論文 12 學分。 

2. 修業年限：依教育部規定以二至七年，共 14 個學期為限(不含保留入學及休學期間)。在規定
年限內未修足應修學分數，或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試或學位考試者，應勒令退學。 

3.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三年內(不含保留入學及休學期間)須完成博士學位資格考試。 
4. 畢業時英文程度須達到下列標準：通過托福電腦化測驗（TOEFL CBT）137 分、或全民英語能

力分級檢定考試（GEPT）中級複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文能力檢定。未達標準時，需修習相
關英文課程 6 學分。 

5. 博士候選人須滿足下列條件才可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 
(1) 修畢規定之學分總數（附交博士歷年成績表） 
(2) 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試或發表二篇國際會議論文 
(3) 通過博士學位論文提審 
(4) 發表學術論文或產學創新研發成果： 

P+Y≧5，且 P≧1，其中 P 為已被正式接受發表在 SCI 或 EI 資料庫所收錄之專業期刊學

術論文篇數或發明專利件數，Y 為修業至畢業學期總年數。學術論文或發明專利之內容須

與提出之博士論文相關。 

博士班必修課程標準 
學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學       年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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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D001 書報討論(一) 1/2 必修 P0D002 書報討論(二) 1/2 
第一學年 

必修 P0D003 博士學位論文(一) 3/3 必修 P0D004 博士學位論文(二) 3/3 

必修 P0D005 書報討論(三) 1/2 必修 P0D006 書報討論(四) 1/2 
第二學年 

必修 P0D007 博士學位論文(三) 3/3 必修 P0D008 博士學位論文(四) 3/3 

必修 P0D010 書報討論(五) 0/2 必修 P0D011 書報討論(六) 0/2 
第三學年 

必修 P0D036 博士學位論文(五) 1/1 必修 P0D026 博士學位論文(六) 1/1 

必修 P0D012 書報討論(七) 0/2 必修 P0D013 書報討論(八) 0/2 
第四學年 

必修 P0D027 博士學位論文(七) 1/1 必修 P0D028 博士學位論文(八) 1/1 

必修 P0D014 書報討論(九) 0/2 必修 P0D015 書報討論(十) 0/2 
第五學年 

必修 P0D029 博士學位論文(九) 1/1 必修 P0D030 博士學位論文(十) 1/1 

必修 P0D016 書報討論(十一) 0/2 必修 P0D017 書報討論(十二) 0/2 
第六學年 

必修 P0D031 博士學位論文(十一) 1/1 必修 P0D032 博士學位論文(十二) 1/1 

必修 P0D018 書報討論(十三) 0/2 必修 P0D035 書報討論(十四) 0/2 
第七學年 

必修 P0D033 博士學位論文(十三) 1/1 必修 P0D034 博士學位論文(十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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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課程標準說明 
 

說明： 

1. 畢業學分規定 40 學分(含)以上，包括： 
(1) 專業修課科目至少 24 學分(含)以上，課程及格須達 70 分以上。 
(2) 書報討論為每學期必選，第 1 至 4 學期各 1 學分，第 5 學期起書報討論為 0 學分。 
(3) 博士學位論文 12 學分。 

2. 修業年限：依教育部規定以二至七年，共 14 個學期為限(不含保留入學及休學期間)。在規定年限
內未修足應修學分數，或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試或學位考試者，應勒令退學。 

3.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三年內(不含保留入學及休學期間)須完成博士學位資格考試。 
4. 畢業時英文程度須達到下列標準：通過托福電腦化測驗（TOEFL CBT）137 分、或全民英語能力

分級檢定考試（GEPT）中級複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文能力檢定。未達標準時，需修習相關英
文課程 6 學分。 

5. 博士候選人須滿足下列條件才可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 
(1) 修畢規定之學分總數（附交博士歷年成績表） 
(2) 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試或發表二篇國際會議論文 
(3) 通過博士學位論文提審 
(4) 已發表之論文及著作 

P+Y≧5，且 P≧1，其中 P 為已被正式接受發表在 SCI 或 EI 資料庫所收錄之專業期刊學術

論文篇數或發明專利件數，Y 為修業至畢業學期總年數。學術論文或發明專利之內容須與提

出之博士論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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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機電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畢業條件檢核表 

 
博士班畢業須滿足下列條件才可提出學位論文口試申請: 
 

□1.畢業學分規定 40 學分(含)以上，包括：專業修課科目至少 24 
    學分(含)以上，課程及格須達 70 分以上。（請附證明影本） 
 
□2.博士學位論文 12 學分。 
 
□3.通過博士學位資格考試或發表二篇國際會議論文。 
   （請附證明影本） 
 
□4.畢業時英文程度須達到下列標準之一： 
    □通過托福電腦化測驗（TOEFL CBT）137 分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考試（GEPT）中級複試 
    □其他同等級之英文能力檢定 
    □需修習相關英文課程 6 學分。（請附證明影本） 
 
□5.博士學位論文提審同意書及結果書（請附證明影本） 
 

    □6.已發表之論文及著作 
P+Y≧5，且 P≧1，其中 P 為已被正式接受發表在 SCI 或 EI 資料庫所收錄之

專業期刊學術論文篇數或發明專利件數，Y 為修業至畢業學期總年數。學術論

文或發明專利之內容須與提出之博士論文相關。 
 
 
 

研究生簽名: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            所長簽名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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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0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機械工程系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5：必修 97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75 學分】 
選修 3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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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30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4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1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5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2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04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11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69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4A39 程式語言 1/2 

專業必修 904A33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4A34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4A35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04A36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04A37 化學 2/2 專業必修 904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4A50 機械工程概論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09 靜力學 3/3 

        

合計 14 學分 18 小時 (通必 6/10hr,專必 8/8hr,通選 0/0,專選 0/0) 合計 14 學分 19 小時(通必 5/8hr,專必 9/11hr,通選 0/0,專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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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70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7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17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20 體育(四)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0A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0A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4A51 多媒體設計 1/2 專業必修 904A11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904A10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904A13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904A12 動力學 3/3 專業必修 904A15 材料力學（二） 2/2 

專業必修 904A14 材料力學（一） 2/2 專業必修 904A54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2 電路學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5 熱力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3 機械製圖 2/2 專業必修 904A41 電腦輔助繪圖 3/3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通必 3/4hr,專必 13/14hr,通選 2/2hr,專選 0/0)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通必 2/4hr,專必 14/14hr,通選 2/2hr,專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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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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18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68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6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0B0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0B0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04A60 控制系統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6 製造工程 2/2 專業必修 904A61 微處理機應用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16 工程材料 2/2 專業必修 904A45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4A58 流體力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7 材料實驗 2/2 

專業必修 904A42 邏輯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44 工具機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4A59 機械設計原理 2/2 專業選修 904N45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41 數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904N38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4N42 感測器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46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03 工程數學（三） 2/2 專業選修 904N17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4N43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904N47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4N08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合計 20學分 20小時(通必 4/4hr,專必 10/10hr,通選 2/2hr,專選 4/4hr)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通必 2/2hr,專必 9/9hr,通選 2/2hr,專選 6/6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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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A6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必修 904A49 實務專題 2/4 

專業必修 904A66 電腦輔助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4A67 機電整合 2/2 

專業必修 904A64 精密量測及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63 逆向工程 2/2 

專業必修 904A65 液氣壓控制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55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4N48 精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4N31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4N49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4N56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2/2 

專業選修 904N50 電動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57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904N51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33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904N52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30 冷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904N53 奈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23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904N07 熱處理 2/2 專業選修 904N58 電子設備冷卻技術導論 2/2 

專業選修 904N01 工業管理學 2/2 專業選修 904N54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904N62 校外實習 3/0     

合計 18學分 18小時(通必 0/0hr,專必 8/8hr,通選 0/0hr,專選 10/10hr) 合計 14學分 16小時(通必 0/0hr,專必 4/6hr,通選 0/0hr,專選 10/10hr)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5 學分(150 小時)，其中︰ 
必修 97 學分(112 小時)【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32 小時)，專業必修 75 學分(80 小時)】 
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8 小時)，專業選修 30 學分(30 小時)】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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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之軍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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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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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部四技機械工程系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5：必修 97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75 學分】 

選修 3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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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30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4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1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5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2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36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04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11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69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4A39 程式語言 1/2 

專業必修 904A33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904A34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904A35 物理(一) 2/2 專業必修 904A36 物理(二) 2/2 

專業必修 904A37 化學 2/2 專業必修 904A05 物理實驗 1/2 

專業必修 904A50 機械工程概論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09 靜力學 3/3 

        

合計 14 學分 18 小時 (通必 6/10hr,專必 8/8hr,通選 0/0,專選 0/0) 合計 14 學分 19 小時(通必 5/8hr,專必 9/11hr,通選 0/0,專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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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70 英語聽講練習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71 英語會話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17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20 體育(四)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0A0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0A0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4A51 多媒體設計 1/2 專業必修 904A11 工程數學（二） 3/3 

專業必修 904A10 工程數學（一） 3/3 專業必修 904A13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904A12 動力學 3/3 專業必修 904A15 材料力學（二） 2/2 

專業必修 904A14 材料力學（一） 2/2 專業必修 904A54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2 電路學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55 熱力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3 機械製圖 2/2 專業必修 904A41 電腦輔助繪圖 3/3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通必 3/4hr,專必 13/14hr,通選 2/2hr,專選 0/0)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通必 2/4hr,專必 14/14hr,通選 2/2hr,專選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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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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018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68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406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0B02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0B01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04A60 控制系統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6 製造工程 2/2 專業必修 904A61 微處理機應用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4A16 工程材料 2/2 專業必修 904A45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4A58 流體力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4A57 材料實驗 2/2 

專業必修 904A42 邏輯設計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44 工具機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4A59 機械設計原理 2/2 專業選修 904N45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41 數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904N38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4N42 感測器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46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03 工程數學（三） 2/2 專業選修 904N17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4N43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904N47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4N08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合計 20學分 20小時(通必 4/4hr,專必 10/10hr,通選 2/2hr,專選 4/4hr)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通必 2/2hr,專必 9/9hr,通選 2/2hr,專選 6/6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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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A6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必修 904A49 實務專題 2/4 

專業必修 904A66 電腦輔助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4A67 機電整合 2/2 

專業必修 904A64 精密量測及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63 逆向工程 2/2 

專業必修 904A65 液氣壓控制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904N55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4N48 精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4N31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4N49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4N56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2/2 

專業選修 904N50 電動機原理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57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904N51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33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904N52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30 冷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904N53 奈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4N23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904N07 熱處理 2/2 專業選修 904N58
電子設備冷卻技術導
論 

2/2 

專業選修 904N01 工業管理學 2/2 專業選修 904N54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904N62 校外實習 3/0     

合計 18學分 18小時(通必 0/0hr,專必 8/8hr,通選 0/0hr,專選 10/10hr) 合計 14學分 16小時(通必 0/0hr,專必 4/6hr,通選 0/0hr,專選 10/10hr)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5 學分(150 小時)，其中︰ 
必修 97 學分(112 小時)【含通識基礎必修 22 學分(32 小時)，專業必修 75 學分(80 小時)】 
選修 38 學分(38 小時)【含通識博雅選修 8 學分(8 小時)，專業選修 30 學分(30 小時)】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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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之軍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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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97、98

學年度入學學生之課程規劃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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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網路教學課程  ＃:業界實習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校院二技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99.12.24 擬定.   100.02.23 修訂    101.10.02 修正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4 學分【含校訂必修 8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28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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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歷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化妝品調製及實驗 3/3 

校訂必修  實用英文 2/2 系訂必修  彩妝設計實務 3/3 

系訂必修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2 系訂必修 ＃ 業界實習(一) 3/6 

系訂必修 
 美容營養學 2/2 系訂必修  美容衛生安全法規 2/2 

系訂必修  美容皮膚學 2/2 系訂選修  時尚品牌經營 2/2 

系訂必修  化妝品專論 2/2 系訂必修  化妝與流行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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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藝術美學 2/2 系訂選修  髮型藝術設計 2/2 

系訂選修  時尚美甲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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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3/3 

系訂必修  化妝品行銷管理 2/2 系訂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3/3 

系訂必修 ＃ 業界實習(二) 3/6 校訂必修
＊ 

中華民國憲法與立國精神 2/2 

系訂選修  飾品（配飾）設計 2/2 系訂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系訂選修  美容外語 2/2 系訂選修  化妝品市場經營 2/2 

系訂選修  美容藥物學 2/2 系訂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系訂選修 
 

芳香療法 2/2 系訂必修  畢業製作 2/2 

系訂選修 
 

醫學美容 2/2 系訂選修  美姿美儀學 2/2 

系訂選修 
 

商品視覺設計 2/2 系訂選修  時尚攝影 2/2 

系訂選修  服裝造型 2/2 系訂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 2/2 

系訂選修  特殊化妝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2 小時 (系訂選修八選七)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6 小時 (系訂選修六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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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6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9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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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院級必修 4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8/25     選修：2/2 合計：20/27 必修： 20/27     選修：2/2 合計：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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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德) 2/3 
專業必修 4KE15 國貿理論與政策 2/2 專業必修 4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4KE11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選修 4KN49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專業選修 4KN25 管理數學 2/2 專業選修 4K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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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選修 4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必修： 15/18     選修：4/5 合計：19/23 必修： 11/14     選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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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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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E16 *貿易資訊系統 2/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KA4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品德) 1/2 
專業必修 4KE17 國際貿易法規 2/2 專業必修 4KA45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必修 4KA43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必修 4KA46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選修 4KN43 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S03 貨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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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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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KN51 職場實習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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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選修：7/8 合計：18/21 必修： 6/10     選修：8/8 合計：14/18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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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KA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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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30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KS09 貿易糾紛索賠 2/2 
專業選修 4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KS10 國際財管 2/2 
專業選修 4KN40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4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KS06 貿易契約 2/2 專業選修 4KN42 職場實用英文 1/2 
專業選修 4KS07 跨文化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43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KN56 進階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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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3 時數  ( 必 修 92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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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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9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66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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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8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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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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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9 / 24    選修：2 / 2  21 / 26 必修： 21 / 26    選修： 2 / 2   23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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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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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E01 國際貿易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0KE02 國際貿易實務(二) (＋品德) 2/3 

專業必修 40KE15 國貿理論與政策 2/2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41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業必修 40KA38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選修 40KN49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院級必修 40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KN26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KN72 TQC 證照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必修： 16 / 19    選修 4/5  20 / 24 必修： 12 / 14    選修： 7 / 8   1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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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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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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KE06 *貿易資訊系統 2/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KA2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品德) 1/2 

專業必修 40KE15 國際貿易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KA46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必修 40KA28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選修 40KN47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3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0KS05 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S03 貨幣銀行 2/2 專業選修 40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S12 國際運籌管理 2/2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

務 3/3 專業選修 40KN51 職場實習 9/9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必修： 11 / 13    選修 7 / 8 35 / 22 必修： 6 /8   選修： 8 / 8 1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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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KA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KE14 網路行銷 2/2 

專業必修 40KE10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0KS08 貿易風險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A41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S09 貿易糾紛索賠 2/2 

專業選修 40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KS10 國際財管 2/2 

專業必修 40KN40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選修 40KN4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S06 貿易契約 2/2 專業選修 40KN42 職場實用英文 1/2 

專業選修 40KN52 跨文化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3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KN56 進階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2/2     

必修： 6 / 10    選修 4 /4  10 / 14 必修： 5 / 5    選修： 6 / 6   11 / 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60 時數  ( 必 修 96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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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備註：1. 修習總學分 136 學分/164 時數(必修  /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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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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易組】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9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66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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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8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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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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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37 民法 2/2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必修： 21 / 26    選修：2 / 2  23 / 28 必修： 21/ 26    選修： 2 / 2   23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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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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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E01 國際貿易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0KE02 國際貿易實務(二) (＋品德) 2/3 

專業必修 40KE15 國貿理論與政策 2/2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41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業必修 40KA38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選修 40KN47 商務英文會話 2/2 

院級必修 40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KN26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KS05 財務管理 2/2 

必修： 16 / 19    選修 4/5  20 / 24 必修： 12 / 14    選修： 7 /8  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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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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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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KE06 *貿易資訊系統 2/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KA2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品德) 1/2 

專業必修 40KE15 國際貿易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KA45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必修 40KA28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必修 40KA42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0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S13 歐美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0KS03 貨幣銀行 2/2 專業選修 40KN43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0KN48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32 國際禮儀 2/2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S14 通關實務 2/2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N51 職場實習 9/9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必修： 11 / 13    選修 5 / 6 16/ 19 必修： 6/10   選修： 8 / 8 14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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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KA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KE14 網路行銷 2/2 

專業必修 40KA41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S15 貿易糾紛與風險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KN53 國際商務買賣契約 2/2 

專業選修 40K N51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55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N52 跨文化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3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KN56 進階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2/2     

        

        

必修： 4 / 6    選修 6 /6  10 / 12 必修： 5 / 5    選修： 6 / 6   11 / 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62 時數  ( 必 修 9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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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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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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6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9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70 學分】 
                   選修 3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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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K010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8/25    選修：2/2 合計：20/27 必修： 20/27     選修：2/2 合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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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A36 統計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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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必修 4KF04 國際貿易實務(一) (＋品德) 2/2 
專業選修 4KN25 管理數學 2/2 專業選修 4KN49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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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必修： 13/15     選修：6/7 合計：19/22 必修： 13/15     選修：7/8 合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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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4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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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A27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必修 4KN43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必修 4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品德) 1/2 
專業選修 4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必修 4KF09 國際行銷管理 2/3 
專業選修 4KT02 跨文化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A29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KT03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KT08 網路行銷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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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選修：5/7 合計：16 /19 必修： 10/15     選修：4/4 合計：1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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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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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專業選修 4KT06 國際企業競爭策略 2/2 
專業必修 4KA30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KT01 行銷研究實務 2/3 
專業選修 4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KN40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N42 職場實用英文 1/2 
專業選修 4KT04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KN4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KN43 電子商務 2/2     

必修： 6/9     選修：4/4 合計：10/13 必修：5/5     選修：6/6 合計：11/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3  時數  ( 必 修 96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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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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100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70 學分) 

選修 3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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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8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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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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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必修： 19 / 24    選修：2 / 2  21 / 26 必修： 21 / 26    選修： 2 / 2   23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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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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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F1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0KA41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38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KA39 行銷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必修 40KF04 國際貿易實務(一) (＋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KN49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專業選修 40KN72 TQC 證照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必修： 14 / 16    選修：6 / 7   20 /23 必修： 14 / 15    選修： 7 / 8  21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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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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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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KA2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KF05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40KT04 國際財管 2/2 

專業必修 40KF06 國際貿易實務(二) 2/2 專業必修 40KA27 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2 

專業必修 40KN28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必修 40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品德) 1/2 

專業選修 40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0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3 

專業選修 40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47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52 跨文化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T03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T08 網路行銷與管理 2/2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11 / 12    選修：5 /7   16 / 19 必修： 8 / 11   選修： 4 /4  1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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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KA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KF12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F10 國際行銷個案與企劃 2/3 專業選修 40KT06 國際企業競爭策略 2/2 

專業必修 40KA41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T01 行銷研究實務 2/3 

專業必修 40KF07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0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0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KN42 職場實用英文 1/2 

專業必修 40KN40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選修 40KN4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N43 電子商務 2/2     

必修： 8 / 13    選修：4 / 4  12 / 17 必修： 5 / 5    選修： 6 / 6   11 / 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58時數  ( 必 修 1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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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備註：1.修習總學分 136 學分/163 時數(必修  /選修  ) 
2.*表示須電腦上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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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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行銷組】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99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69 學分) 

選修 37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5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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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8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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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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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37 民法 2/2 專業必修 40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院級必修 40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必修： 21 / 26    選修：2 / 2  23 / 28 必修： 21 / 26    選修： 2 / 2   23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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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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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N26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必修 40KA41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38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KF05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必修 40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必修 40KF04 國際貿易實務(一) (＋品德) 2/2 

專業必修 40KA39 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7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KT02 廣告與行銷傳播 2/2 

必修： 16 / 18    選修：4 / 5  20 /23 必修： 14 / 15    選修： 5/ 6  19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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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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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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KA2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3 專業必修 40KA43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必修 40KF06 國際貿易實務(二) 2/2 專業必修 40KA42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必修 40KN28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選修 40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品德) 1/2 

專業選修 40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KN55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T03 會展概論暨個案 2/2 專業選修 40KN51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T08 網路行銷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8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52 跨文化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T09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KT07 國際商展實務 2/2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

務 
3/3 專業選修 40KN49 職場實習 9/9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必修： 11 / 13    選修：5/6  16 / 19 必修： 5 / 8   選修： 9 /10  14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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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KA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KF12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F10 國際行銷個案與企劃 2/3 專業選修 40KN54 國際企業競爭策略 2/2 

專業必修 40KA41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T01 行銷研究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0KT10 國際行銷證照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KT13 國際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KT11 跨國服務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T12 國際市場推廣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43 電子商務 2/2     

必修： 6 / 9    選修：4 / 4  10 / 13 必修： 5 / 5    選修： 6 / 6   11 / 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61時數  ( 必 修 9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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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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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大學部 四年制 國際企業系國際商務資訊組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99.6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9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70 學分】 
                   選修 3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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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院級必修 4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必修 4KA05 商事法 2/2     

必修： 20/27     選修：2/2 合計：22/29 必修： 18/25     選修：2/2 合計：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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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G01 網頁製作 2/3 專業必修 4KG02 國際貿易實務(＋品德) 2/3 

專業必修 4KA0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4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KF02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KG03 電子商務概論 3/3 

專業必修 4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選修 4KN49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院級必修 4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選修 4K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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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U01 網頁程式設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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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KU03 商務資料庫管理系統 3/3 

專業選修 4KU04 會計資訊系統 2/2     

必修： 15/18     選修：6/6 合計：21/24 必修： 12/15    選修：7/8 合計：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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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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G04 商務管理資訊系統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KA4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G06 電子商務網站架設實習 3/3 

專業必修 4KG05 電子商務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4KA29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品德) 0/2 

專業必修 4KA43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必修 4KG07 財務金融學 2/2 

專業選修 4KN43 財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U05 網路商品與品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U06 網路管理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院級選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11/12     選修：5/6 合計：16/18 必修： 8/11     選修：4/4 合計：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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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 3/3 

專業必修 4KG08 國際商務資訊專題 3/3 專業必修 4KG09 商務資訊法規 2/2 

專業必修 4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選修 4KN42 職場實用英文 1/2 

專業必修 4KA30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KU10 網路創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KU11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KN32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KU07 商務資訊安全 2/2     

專業選修 4KU08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KU09 商務契約 2/2     

專業選修 4KN4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必修： 7/9   選修：6/6 合計：13/15 必修：5/5     選修：4/4 合計：9/9 

修  習  總  學  分：  132  學分  /  160時數  ( 必 修 9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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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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商務資訊組】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100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70 學分) 
選修 3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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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8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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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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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必修： 21 / 26    選修： 2 / 2  23 / 28 必修： 19 / 24    選修： 2 / 2   21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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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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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G01 網頁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G02 國際貿易實務(＋品德) 2/3 

專業必修 40KA41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38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KG03 電子商務概論 3/3 

專業必修 40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選修 40KN26 創意思考訓練 2/2 

院級必修 40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選修 40KN49 商務英文字彙與文法 2/2 

專業選修 40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U01 網頁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KU03 商務資料庫管理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KU04 會計資訊系統 2/2     

必修： 16 / 19    選修：6 / 6  22 / 25 必修： 13 / 15    選修： 7 /8  20 / 2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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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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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KG04 *商務管理資訊系統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KA2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G06
*電子商務網站架設實習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G05 電子商務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7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必修 40KA27 商務英文書信 3/3 專業必修 40KG07 國際財管 2/2 

專業選修 40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43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0KU06 網路管理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U05 網路商品與品牌管理 2/2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院級選修 40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 11 / 12    選修： 5 / 6  16 / 18 必修： 8 / 9    選修： 4 / 4   12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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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KA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KG09 商務資訊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KG08 *國際商務資訊專題 3/3 專業選修 40KN42 職場實用英文 1/2 

專業必修 40KA41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U10 網路創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KU11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N40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選修 40KU07 商務資訊安全 2/2     

專業選修 40KU08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KU09 商務契約 2/2     

專業選修 40KN41 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必修： 7 / 11    選修： 6 / 6  13 /17 必修： 5 / 5    選修： 4 / 4   9 /9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57 時數  ( 必 修 1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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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備註：1.修習總學分 136 學分/160 時數(必修  /選修  )。 

2.「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 



 112 
 

101.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國際經營組】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97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 67 學分) 
選修 39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7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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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8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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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K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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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37 民法 2/2 專業必修 40KA31 初級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院級必修 40KA30 初級會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必修： 21 / 26    選修： 2 / 2  23 / 28 必修： 21 / 26    選修： 2 / 2   23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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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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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A38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KA39 行銷管理(＋品德) 2/2 

專業必修 40KA35 經貿英文閱讀 2/2 專業必修 40KA40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A41 *商業套裝軟體 2/3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H01 國際貿易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0KH02 國際貿易實務(二)    2/3 

院級必修 40KA34 統計學(一) (＋品德) 3/3 專業選修 40KN47 商務英文會話(＋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N22 *網際網路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6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必修： 16 / 19    選修：4 /5  20 / 24 必修： 14 / 16    選修： 5 /6  19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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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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K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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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KA22 國際企業管理(＋品德)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KH05 國際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N46 國際行銷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A28 商務英文書信 2/2 專業必修 40KH03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 2/2 

專業選修 40KV01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KA42 國際金融與匯兌 2/2 

專業選修 40KV02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必修 40KN40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0/2 

專業選修 40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51 國際運籌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力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V03 網路行銷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KN30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KN52 跨文化管理 2/2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V04 跨國服務業管理 2/2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V05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院級選修 40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N49 職場實習 9/9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必修： 8 / 9    選修： 8 /10  16 / 19 必修： 9 / 12    選修： 6 / 6   1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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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KN26 台商經營實務(＋品德) 2/3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KH06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必修 40KA30 亞太經貿市場(＋品德) 2/2 專業選修 40KN50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N53 國際商務買賣契約 2/2 專業選修 40KV06 歐美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0KN54 國際企業競爭策略 2/2 專業選修 40KN43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KN57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KN32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40KV07 OEM&ODM 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V09 國際企業經營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KV08 國際品牌經營 2/2     

        

        

必修： 4 / 6    選修： 6 / 6 10 / 12 必修： 4 / 5    選修： 6 / 6    10 
/11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62  時數  ( 必 修 97  / 選 修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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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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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管理系 課程標準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資訊科技組)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9 學分：必修 9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6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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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1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12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9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B043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42 服務學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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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B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BA06 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必修 40BA03 管理學 3/3 院級必修 40BA07 會計學 3/3 

院級必修 40BA04 經濟學 3/3 專業必修 40BA08 資訊管理導論 3/3 

專業必修 40BA05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0BQ02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Q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BQ03 數位內容概論 3/3 

合計 23 學分 29 小時 合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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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15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16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8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6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5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7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組訂必修 40BC02 資料庫程式設計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院級必修 40BA11 統計學(一) 3/3 

組訂必修 40BC01 資料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BA12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BA09 資料庫管理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BA13 企業資訊網路 3/3 

專業必修 40BA10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Q07 資訊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BQ04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Q08 資訊專業人員輔導 3/3 

專業選修 40BQ05 電腦動畫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Q10 多媒體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Q06 離散數學 3/3 專業選修 40BQ29 3D 虛擬動畫設計 3/3 

合計 21 學分 22 小時 合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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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3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3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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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訂必修 40BC04 伺服器管理應用 3/3 

組訂必修 40BC03 網路程式設計(一) 3/3 專業選修 40BQ09 3D 動畫製作 3/3 

專業必修 40BA14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BA15 資管實務講座 1/2 

專業選修 40BQ11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BQ16 網路程式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40BQ12 資管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BQ17 行動裝置軟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Q14 電子商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Q15 演算法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Q30 統計學(二)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 合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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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3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BA17 資管實務專題製作 2/2 

專業必修 40BA16 資訊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BA18 資管資訊能力 1/0 

專業選修 40BQ20 伺服器管理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BQ25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Q21 專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Q26 資料探勘與資料倉儲 3/3 

專業必修 40BQ22 資管實務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BQ27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BQ23 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BQ28 雲端運算 3/3 

專業選修 40BQ24 數位學習 3/3     

合計 9 學分 11 小時 合計 9 學分 8 小時 

備註： 

1.大一、大二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16 學分，最高為 28 學分。 

2.大三、大四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9 學分，最高為 25 學分。 

3.「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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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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管理系 課程標準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管理應用組)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9 學分：必修 91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6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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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1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12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9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0B043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42 服務學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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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訂必修 40BD01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必修 40B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B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BA03 管理學 3/3 專業必修 40BA06 程式設計(二) 3/3 

院級必修 40BA04 經濟學 3/3 院級必修 40BA07 會計學 3/3 

專業必修 40BA05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必修 40BA08 資訊管理導論 3/3 

專業選修 40BR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BR02 資料處理與 VBA 3/3 

    專業選修 40BR03 數位內容概論 3/3 

        

合計 23 學分 29 小時 合計 26 學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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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08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6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5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7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院級必修 40BA11 統計學(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BA12 管理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BA09 資料庫管理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BA13 企業資訊網路 3/3 

專業必修 40BA10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R06 資訊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BR04 生產與作業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07 資訊專業人員輔導 3/3 

專業選修 40BR05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BR08 行銷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09 管理數學 3/3 

合計 18 學分 19 小時 合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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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B030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31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B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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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訂必修 40BD04 電子商務實務 3/3 

組訂必修 40BD02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BA14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組訂必修 40BD03 電子商務 3/3 專業必修 40BA15 資管實務講座 1/2 

專業選修 40BR10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業選修 40BR16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11 資管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BR17 資管決策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BR12 財務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18 決策支援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BR13 生產與作業管理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BR19 數位媒體企劃 3/3 

專業選修 40BR14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0BR24 行動商務 3/3 

專業選修 40BR15 數位媒體剪輯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 合計 16 學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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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32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BA17 資管實務專題製作 2/2 

專業必修 40BA16 資訊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BA18 資管資訊能力 1/0 

專業選修 40BR20 統計學專題 3/3 專業選修 40BR25 服務科學 3/3 

專業選修 40BR21 供應鏈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26 顧客關係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22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0BR27 知識管理 3/3 

專業選修 40BR18 決策支援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BR28 資管管理個案研討 2/2 

專業必修 40BR23 資管實務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BR29 專案管理 3/3     

合計 9 學分 11 小時 合計 9 學分 8 小時 

備註： 

1.大一、大二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16 學分，最高為 28 學分。 

2.大三、大四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9 學分，最高為 25 學分。 

3.「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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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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正修科技大學四年制財務金融系(日間部)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12,2012 

說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3 學分(通識基礎 26 學分，通識博雅 12 學分，專業必修 73 學分（含院級必修）， 

           專業選修 22 學分(跨院選修學分至多 9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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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E025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E026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E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E004 英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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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E01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9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30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215 *計算機概論 2/3 專 業 必 修 4E2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 業 必 修 4E2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 業 必 修 4E219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必 修 4E233 企業管理學 2/2 院 級 必 修 4E204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203 會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E206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205 經濟學(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 業 選 修 4E828 *網際網路與應用 2/3 

必修合計 18/25 必修合計 16/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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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E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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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E019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專業 必 修 4E241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通識基礎必修 4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 業 必 修 4E209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10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必 修 4E234 財務管理(一) 3/3 專 業 必 修 4E235 財務管理(二) 3/3 

專 業 必 修 4E236 行銷學(一) 2/2 專 業 必 修 4E237 行銷學(二) 2/2 

院 級 必 修 4E207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E208 統計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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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E82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必修合計 17/20 必修合計 17/19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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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4 英語會話(二) 1/2 

專業必修 4E240 英文能力考照輔導 2/2 專 業 必 修 4E225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3 

專業必修 4E211 貨幣銀行學 3/3 專 業 必 修 4E245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E248 投資學 3/3 專 業 必 修 4E249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業必修 4E242 保險學 3/3 專 業 必 修 4E250 金融市場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 業 必 修 4E220 商事法 2/2 

專業選修 4E812 財務報表分析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選修 4E843 銀行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61 理財規劃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E860 信託理論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816 金融法規 2/2 

專業選修 4E845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E847 日文(二) 2/2 

專業選修 4E815 管理會計 3/3 專 業 選 修 4E862 公司治理 2/2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814 保險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60 跨國合作創新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863 金融道德與專業倫理 2/2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882 職場實習 9/9 

院級選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1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合計 12/13 必修合計 12/15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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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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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E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E821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必 修 4E246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E859 金融風險管理 3/3 

專 業 必 修 4E238 國際財務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855 債券市場 2/2 

專 業 必 修 4E251 實務實習 3/3 (說明5) 專 業 選 修 4E811 財務規劃與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E820 營運資金與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827 企業併購 3/3 

專 業 選 修 4E813 證券分析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E846 金融行銷 2/2 

專 業 選 修 4E857 共同基金 3/3 專 業 選 修 4E877 大陸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809 稅務法規 2/2     

必修合計 7/10 必修合計 3/3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說明：(1)99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 

學分數 25 學分，最低 9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年級上學期「實務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數不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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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財務金融系 公司理財組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7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院選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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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E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3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36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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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AE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E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E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E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EA08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E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EA09 管理學 2/2 
專  業  選  修 4E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EN02 *多媒體製作 2/3 

必修：19/24      必修：19/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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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9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  訂  必  修 4EA10 財務管理(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ED01 中級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ED02 中級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A11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E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EA13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EA14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ER01 貨幣銀行學 3/3 系  訂  必  修 4EA15 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N0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  業  選  修 4EN04 財務管理(二) 3/3 
專  業  選  修 4EN05 個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EN06 總體經濟學 3/3 

必修：16/18      必修：19/20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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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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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EA16 專題研究方法 3/3 系  訂  必  修 4E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ED03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ED04 公司治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R02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ER05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ER03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R06 企業評價 3/3 
專  業  選  修 4ER04 銀行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R07  管理會計 3/3 
專  業  選  修 4EN07 財金專業證照 3/3 專  業  選  修 4EN08 *財金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EN09 信託理論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N10 外匯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N11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EN12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N13 理財規劃 3/3 
院 級 選 修 4UN1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N14 租稅規劃 3/3 
院 級 選 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N27 職場實習 9/9 

院 級 選 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

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6/8      必修：5/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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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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ER10 投資決策與管理 3/3 
系  訂  必  修 4EA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ER11 企業資源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EA21 實務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ER12 企業併購 3/3 
系  訂  必  修 4EA20 國際財務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N17 金融行銷 3/3 
專  業  選  修 4ER08 資產證券化  3/3 專  業  選  修 4EN18 風險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R09 創業投資 3/3 專  業  選  修 4EN19 大陸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N15 共同基金 3/3     
專  業  選  修 4EN16 品德與專業倫理 3/3     

必修：7/10      必修：0/0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0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

數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年級上學期「實務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數不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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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財務金融系 公司理財組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7 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含跨院選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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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E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1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1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3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36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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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A0E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0E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2 金融市場 3/3 
系  訂  必  修 40E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9 管理學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2 *多媒體製作 2/3 

必修：19 學分/24 小時 必修：20 學分/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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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19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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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  訂  必  修 40EA10 財務管理(一)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0ED01 中級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D02 中級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11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3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0EA14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1 貨幣銀行學 3/3 系  訂  必  修 40EA08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4 財務管理(二)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5 個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6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9 信託理論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0 保險理論與實務 3/3 

必修：16 學分/18 小時 必修：18 學分/19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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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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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0EA16 專題研究方法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0ED03 財務報表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0ED04 公司治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2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0ER05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0ER13 中小企業財務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6 企業評價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1 保險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7  管理會計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2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8 *財金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3 銀行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0 外匯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1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0EN12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3 理財規劃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4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7 職場實習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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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6 學分/8 小時 必修：5 學分/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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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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0ER10 投資決策與管理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0ER11 企業資源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0 國際財務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R12 企業併購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1 實務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7 金融行銷 3/3 
專  業  選  修 40ER09 創業投資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8 風險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5 共同基金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9 大陸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6 品德與專業倫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6 證照輔導(二) 0/2 
專  業  選  修 40EN28 不動產實務 3/3     

必修：7 學分/10 小時 必修：0 學分/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1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

數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年級上學期「實務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數不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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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財務金融系 證券投資組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137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30學分，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必修61學分，專業選修34學分)(含跨院選修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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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E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E03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36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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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AE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E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E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E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E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EA08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E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EA09 管理學 2/2 
專 業 選 修 4E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EN02 *多媒體製作 2/3 

必修：19/24      必修：19/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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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19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  訂  必  修 4EC01 貨幣銀行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院 級 必 修 4EA11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E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EA10 財務管理(一) 3/3 系  訂  必  修 4EA14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EA13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EA15 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Q01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選 修 4EQ02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選  修 4EN0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  業  選  修 4EN04 財務管理(二) 3/3 
專  業  選  修 4EN05 個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EN06 總體經濟學 3/3 

必修：16/18      必修：16/1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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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E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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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EA16 專題研究方法 3/3 系  訂  必  修 4E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EC02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3 系  訂  必  修 4EC04 期貨與選擇權 3/3 
系  訂  必  修 4EC03 證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Q06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EQ03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EQ07 證券交易法 2/2 
專  業  選  修 4EQ04 保險理論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Q08 財金英文 2/2 
專  業  選  修 4EQ05 行為財務學 3/3 專  業  選  修 4EN08 *財金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EN07 財金專業證照 3/3 專  業  選  修 4EN10 外匯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N09 信託理論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N12 日文(二) 2/2 
專  業  選  修 4EN11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EN13 理財規劃 3/3 
院 級 選 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EN14 租稅規劃 3/3 
院 級 選 修 4UN1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7 職場實習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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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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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必修：5/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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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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EQ12 金融機構管理 3/3 
系  訂  必  修 4EA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EQ13 投資銀行 3/3 
系  訂  必  修 4EA21 實務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EQ14 財富管理 3/3 
系  訂  必  修 4EA20 國際財務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N17 金融行銷 3/3 
專  業  選  修 4EQ09 國際投資 3/3 專  業  選  修 4EN18 風險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EQ10 衍生性金融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EN19 大陸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EQ11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EN15 共同基金 3/3     
專  業  選  修 4EN16 品德與專業倫理 3/3     

必修：7/10  必修：0/0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0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

數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年級上學期「實務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數不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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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4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財務金融系 證券投資組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137學分 (含通識基礎必修30學分，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必修61學分，專業選修34學分)(含跨院選修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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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02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03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E004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17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18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3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36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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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0E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0E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0E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A09 管理學 2/2 
系  訂  必  修 40E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0EA22 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2 *多媒體製作 2/3 

必修：19 學分/24 小時 必修：20 學分/2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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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2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19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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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  訂  必  修 40EC01 貨幣銀行學 3/3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院 級 必 修 40EA11 統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0E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0 財務管理(一)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4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3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0EA08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0EQ01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2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3 創意思考訓練 2/2 專 業 選 修 40EN04 財務管理(二)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5 個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6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9 信託理論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0 保險理論與實務 3/3 

必修：16 學分/18 小時 必修：15 學分/1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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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3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E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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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0EA16 專題研究方法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7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0EC02 *財務金融資訊系統 2/3 系  訂  必  修 40EC04 期貨與選擇權 3/3 
系  訂  必  修 40EC03 證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6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3 財務報表分析 2/3 專  業  選  修 40EQ07 證券交易法 2/2 
專  業  選  修 40EQ05 行為財務學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8 財金英文 2/2 
專  業  選  修 40EN21 保險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08 *財金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2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0 外匯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3 銀行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3 理財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1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0EN12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4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7 職場實習 9/9 
院 級 選 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9 學分/11 小時 必修：5 學分/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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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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027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0EQ12 金融機構管理 3/3 
系  訂  必  修 40EA18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0EQ13 投資銀行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0 國際財務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4 財富管理 3/3 
系  訂  必  修 40EA21 實務實習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7 金融行銷 3/3 
專  業  選  修 40EQ09 國際投資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8 風險管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1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9 大陸金融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0EQ15 金融創新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6 證照輔導(二) 0/2 
專  業  選  修 40EQ16 資產證券化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5 共同基金 3/3     
專  業  選  修 40EN16 品德與專業倫理 3/3     
專  業  選  修 40EN28 不動產實務 3/3     

必修：7 學分/10 小時 必修：0 學分/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1)101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一、二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數 28 學分，最低 16 學分。三、四年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

數 25 學分，最低 9 學分。 
(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5)四年級上學期「實務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數不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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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101.5.21 修訂(原 100.7.14 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分：必修 8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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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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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2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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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5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6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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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WA01 設計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WA03 色彩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WA02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WA04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 2/2 

專業選修 40W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WA05 行銷學 2/2 

必修：13/18   選修 4/4 17/22 必修：15/20  選修：2/2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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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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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A06 創意思考 2/2 專業必修 40WA10 台灣文化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WA07 美學與藝術賞析 2/2 專業必修 40WA11 田野調查與書寫 2/2 

專業必修 40WA08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40WA12 流行消費心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WA09 行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必修 40WA13 創意商品行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WN02 廣告學 2/2 專業選修 40WN03 飲食文化與生活 2/2 

    專業選修 40WN04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必修：13/14   選修 4/4 17/18 必修：13/14   選修：4/4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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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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5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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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WA29 網路行銷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WA28 包裝行銷 2/2 專業必修 40WA19 創意產業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必修 40WA16 創意活動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WA20 企業形象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WA17 會展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WA21 創意產業觀察與見習 2/2 

專業必修 40WA18 財務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WN10 文案開發與創作 2/2 

專業選修 40WN05 台灣文化與產業(一) 2/2 專業選修 40WN06 台灣文化與產業(二) 2/2 

專業選修 40WN07 廣告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WN11 創業企劃實務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WN08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2 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WN09 亞洲流行文化 2/2 專業選修 40WN13 零售通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34 職場實習 9/9 

必修：11 /12   選修 8/8 19/20 必修：9/10    選修：10/10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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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WA25 智慧財產權與法律知識 2/2 

專業必修 40WA22 創意產業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40WA26 文化創意實作與商品化 2/2 

專業必修 40WA23 消費趨勢與市場調查 2/2 專業必修 40WA27 全球創意產業專題講座 2/2 

專業必修 40WA24 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21 創意市集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4 世界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40WN22 定價策略與營收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5 展示陳列與行銷 2/2 專業選修 40WN23 全球商品市場研究 2/2 

專業選修 40WN1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WN24 整合行銷 2/2 

專業選修 40WN17 會展觀摩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0WN25 服務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8 創意產業經營個案研究 2/2 專業選修 40WN26 創意傳達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WN19 微型創業專案企劃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33 媒體行銷傳播 2/2     

管院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務 3/3     

必修：6/8   選修 10/10 16/18 必修：6/6   選修：8/8 14/14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54 時數  ( 必 修 86 / 50 選 修 )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備註：1. 修習總學分 136 學分/154 時數(必修 86 /選修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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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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14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分：必修 86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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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選修最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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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2 軍訓(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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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3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4 服務學習(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5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6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7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8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0W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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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WA01 設計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WA03 色彩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WA02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0WA05 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40WA04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WA06 創意思考 2/2 

專業必修 40WA10 台灣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40WN05 台灣文化與產業(一) 2/2 

專業選修 40W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WN28 文創故事 2/2 

    專業選修 40WN29 智慧生活DIY 2/2 

必修：17/22   選修 4/4 21/26 必修：15/20  選修：6/6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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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1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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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A07 美學與藝術賞析 2/2 專業必修 40WA13 創意商品行銷企劃 2/2 

專業必修 40WA08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40WA28 包裝行銷 2/2 

專業必修 40WA09 行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必修 40WA17 會展概論 2/2 

專業必修 40WA11 田野調查與書寫 2/2 專業選修 40WN04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WN02 廣告學 2/2 專業選修 40WN07 廣告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WN06 台灣文化與產業(二) 2/2 專業選修 40WN14 世界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40WN30 亞洲流行文化 2/2 專業選修 40WN31 飲食文化與生活 2/2 

專業選修 40WN35 電腦繪圖 2/2     

必修：13/14   選修 6/6 19/20 必修：11/12   選修：8/8 19/20 

 

必 / 選  56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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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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5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0W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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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WA12 流行消費心理學 2/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專業必修 40WA16 創意活動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WA29 網路行銷 2/2 

專業必修 40WA18 財務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WA19 創意產業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必修 40WA21 創意產業觀察與見習 2/2 專業必修 40WA20 企業形象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WN10 文案開發與創作 2/2 專業選修 40WN08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1 創業企劃實務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WN13 零售通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2 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WN19 微型創業專案企劃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26 創意傳達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WN33 媒體行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40WN32 文化與觀光工廠 2/2 

    專業選修 40WN34 職場實習 9/9 

必修：9 /10   選修 8/8 17/18 必修：9/10    選修：8/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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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W018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WA25 智慧財產權與法律知識 2/2 

專業必修 40WA22 創意產業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40WA26 文化創意實作與商品化 2/2 

專業必修 40WA23 消費趨勢與市場調查 2/2 專業必修 40WA27 全球創意產業專題講座 2/2 

專業必修 40WA24 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21 創意市集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5 展示陳列與行銷 2/2 專業選修 40WN22 定價策略與營收管理 2/2 

專業選修 40WN16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WN23 全球商品市場研究 2/2 

專業選修 40WN17 會展觀摩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0WN24 整合行銷 2/2 

專業選修 40WN18 創意產業經營個案研究 2/2     

管院選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理實

務 3/3     

必修：6/8   選修 6/6 12/14 必修：6/6   選修：4/4 10/10.

修  習  總  學  分：  136  學分  /  154 時數  ( 必 修 86 / 50 選 修 )  

※建議「生涯輔導」規劃於第一學年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 

備註：1. 修習總學分 136 學分/154 時數(必修 86 /選修 50 )。 

      2.「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必 / 選  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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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100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0學分(必修74學分,選修56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8學分】跨院選修最多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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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2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3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4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7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8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9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0 英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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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1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W012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WA01 設計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WA04 色彩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WA02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WA05 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90WA22 文化創意產業 2/2 專業必修 90WA06 台灣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WN02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WN01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必修： 12 / 16    選修 4 / 4   16 / 20 必修： 12 / 16    選修： 4 / 4   1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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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05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6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5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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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WA09 企業形象規劃 2/2 

專業必修 90WA07 美學與藝術賞析 2/2 專業必修 90WA10 流行消費心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WA08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90WA11 行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選修 90WN03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90WN06 廣告學 2/2 

專業選修 90WN04 台灣文化與產業(一) 2/2 專業選修 90WN07 台灣文化與產業(二 ) 2/2 

專業選修 90WN05 世界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WN08 飲食文化與生活 2/2 

必修： 9 / 10    選修 8 /8   17 / 18 必修： 11 / 12    選修： 6 /6   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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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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1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8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0WA12 包裝行銷 2/2 專業必修 90WA17 創意產業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90WA13 消費趨勢與市場調查 2/2 專業必修 90WA18 會展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WA14 創意商品行銷企劃 2/2 專業必修 90WA19 創意產業觀察與見習 2/2 

專業必修 90WA15 財務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WN35 創意活動規劃 2/2 

專業必修 90WA25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90WN14 文創故事 2/2 

專業選修 90WN09 創業企劃實務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90WN15 文案開發與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WN10 廣告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WN16 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90WN12 創意市集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17 零售通路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11 電腦繪圖 2/2     

必修： 11 / 12    選修 8 / 8   19 / 20 必修： 9 / 10    選修： 8 /8   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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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20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90WA23 文化創意實作與商品化 2/2 

專業必修 90WA20 服務業行銷 2/2 專業必修 90WA24 智慧財產權與法律知識 2/2 

專業必修 90WA21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4 創意產業經營個案研究 2/2 

專業必修 90WA03 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5 當代設計思潮 2/2 

專業選修 90WN18 微型創業專案企劃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6 整合行銷 2/2 

專業選修 90WN19 媒體行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90WN27 全球創意產業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90WN20 創意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WN28 全球商品市場研究 2/2 

專業選修 90WN22 定價策略與營收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9 創意傳達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90WN34 展示陳列與行銷 2/2     

專業選修 90WN36 校外實習 2/2     

必修： 6 / 8    選修 10 / 10 16 / 18 必修： 4 / 4    選修： 8 / 8 12 / 12

修 習 總 學 分： 130 學分 / 144 時數  ( 必修 74 / 56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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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14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0學分(必修74學分,選修56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8學分，專業選修48學分】跨院選修最多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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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2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3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4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7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8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9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0 英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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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1 *計算機概論 1/2 專業必修 90W012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WA01 設計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WA04 色彩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WA02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WA05 行銷學 2/2 

專業必修 90WA22 文化創意產業 2/2 專業必修 90WA06 台灣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WN02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0WN01 職場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必修： 12 / 16    選修 4 / 4   16 / 20 必修： 12 / 16    選修： 4 / 4   1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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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05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06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5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4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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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WA09 企業形象規劃 2/2 

專業必修 90WA07 美學與藝術賞析 2/2 專業必修 90WA10 流行消費心理學 2/2 

專業必修 90WA08 經濟學 2/2 專業必修 90WA11 行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選修 90WN03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90WN06 廣告學 2/2 

專業選修 90WN04 台灣文化與產業(一) 2/2 專業選修 90WN07 台灣文化與產業(二 ) 2/2 

專業選修 90WN05 世界文化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WN31 亞洲流行文化 2/2 

專業選修 90WN30 文創故事 2/2     

必修： 9 / 10    選修 8 /8   17 / 18 必修： 11 / 12    選修： 6 /6   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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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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1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8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W01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90WA12 包裝行銷 2/2 專業必修 90WA17 創意產業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90WA13 消費趨勢與市場調查 2/2 專業必修 90WA18 會展概論 2/2 

專業必修 90WA14 創意商品行銷企劃 2/2 專業必修 90WA19 創意產業觀察與見習 2/2 

專業必修 90WA15 財務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WN33 智慧生活 DIY 2/2 

專業必修 90WA25 網路行銷 2/2 專業選修 90WN15 文案開發與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WN09 創業企劃實務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90WN16 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90WN10 廣告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WN17 零售通路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32 飲食文化與生活 2/2 專業選修 90WN29 創意傳達與溝通 2/2 

專業選修 90WN11 電腦繪圖 2/2     

必修： 11 / 12    選修 8 / 8   19 / 20 必修： 9 / 10    選修： 8 /8   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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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W020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90WA23 文化創意實作與商品化 2/2 

專業必修 90WA20 服務業行銷 2/2 專業必修 90WA24 智慧財產權與法律知識 2/2 

專業必修 90WA21 顧客關係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4 創意產業經營個案研究 2/2 

專業必修 90WA03 人力資源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12 創意市集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18 微型創業專案企劃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6 整合行銷 2/2 

專業選修 90WN19 媒體行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90WN27 全球創意產業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90WN22 定價策略與營收管理 2/2 專業選修 90WN28 全球商品市場研究 2/2 

專業選修 90WN34 展示陳列與行銷 2/2     

專業選修 90WN35 創意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WN36 校外實習 2/2     

必修： 6 / 8    選修 10 / 10 16 / 18 必修： 4 / 4    選修： 8 / 8 12 / 12

 

修 習 總 學 分： 130 學分 / 144 時數  ( 必修 74 / 56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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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101.12.05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80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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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6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2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8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4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9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0 體育(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1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31A01 休閒與運動管理導論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1A02 休閒遊憩概論 2/2 專業必修 431A07 統計學 2/2 

專業必修 431A03 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5 休閒社會學 2/2 

專業必修 431A04 管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6 休閒服務品質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05 會計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7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必修 431A06 運動與全人福祉 2/2 專業選修 431N08 休閒養生功法 2/2 

專業選修 431N01 服務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09 運動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4 運動科學概論 2/2 專業選修 431N10 運動生物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3 休閒養生科學概論 2/2 專業選修 431N11 運動生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2 休閒產業經營管理概論 2/2 專業選修 431N12 專長術科（一） 1/2 

    專業選修 431N22 戶外活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57 定向運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1 小時（7＋2＋1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4 小時（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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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4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08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三）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12 網際網路應用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3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選修  通識博雅（四） 2/2 

專業必修 431A09 人力資源管理 2/2 通識博雅必修 431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1A10 行銷管理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7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1A11 休閒產業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25 都會休閒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13 老化與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26 休閒活動領導 2/2 

專業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27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15 運動賽會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28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431N16 運動場館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29 網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17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一) 1/2 專業選修 431N72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二) 1/2 

專業選修 431N18 網球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0 羽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19 羽球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1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0 游泳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2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1 健身運動指導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練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5 探索教育 2/2 專業選修 431N34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6 自行車 2/2 

專業選修 431N24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431N37 水上活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 學分 39 小時（3＋2＋8）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 學分 39 小時（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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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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18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31A18 畢業專題實習 9/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9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五）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0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1A13 休閒運動管理實務(一) 1/2     

專業必修 431A14 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31A15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專業必修 431A16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17 電子商務與網路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1N38 公共關係與整合行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0 養生村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42 不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43 登山與露營 2/2     

專業選修 431N45 運動教練學 2/2     

專業選修 431N46 專長術科(四) 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1 學分 34 小時（4＋2＋9） 本學期開課最高 9學分   小時+(實習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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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2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1A22 實務專題<二> 2/2 

通識基礎選修  通識博雅（六） 2/2 專業必修 431A23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理人講座 2/2 

專業必修 431A19 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選修 431N6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20 休閒運動管理實務(二) 1/2 專業選修 431N61 餐旅服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21 創意與美學訓練 2/2 專業選修 431N62 特色民宿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7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1N63 度假村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8 鄉村旅遊與休閒 2/2 專業選修 431N64 水療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5 網球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6 羽球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1 長宿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7 游泳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2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68 健身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3 網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69 潛水 2/2 

專業選修 431N54 羽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70 直排輪 2/2 

專業選修 431N55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71 動作學習 2/2 

專業選修 431N56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58 溯溪 2/2     

專業選修 431N59 體能訓練理論與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2 小時（0＋2＋5）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 學分 32 小時（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