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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4年 12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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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教學單位單位主管於系/中心會議或相關會議轉達學生會反映意見： 

（1）請授課教師教學言行宜遵守教育中立原則，避免於選舉期間談及個人政治立場；其次，

尊重多元文化社會之多元價值，避免個人之性別、職業或種族偏見或歧視。 

（2）學生成績宜採多元評量方式。 

（3）請及早於網頁公下學期各授課教師之書單，以利學生寒假準備或購買。 

2.各教學單位每學年度新生課程標準宜於寒假中規劃修訂，經系、院課程委員會提案討論通

過後於下學期提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3.圖書資訊處提供許多行動學習之工具與研習，在於協助教師創新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學習

動機，如創新實務教學、翻轉教育等，全體教師須認真思考教學首在留住學生，多方嘗詴

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意願，不厭其煩地引導且不斷地創新教學以吸引學生，增進學生學習成

就。 

4.行政單位盡量提供各種教學資源支持各教學單位創新教學，有效之方案或策略仍仰賴各教

學單位用心規劃，以提升教學品質。 

5.請各教學單位重視平日班實施網路教學之品質，且多開設專業之網路教學課程。 

五、列席人員：游副校長 

報告事項： 

1.感謝各教學單位主管這一年來的努力，執行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於本周六至教育部期末報告，

此計畫與 104-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均將於明年底結束，明年九月教育部提出各大專校院

申請後頂大計畫，大致分五大方向，本校目前擬延續且轉型典範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之績效，朝學習創新或產業創新研發方向規劃，請各主管多提供意見集思廣益，以爭取更

多計畫補助。 

2.請各教學單位主管關心且重視日間部四技生之註冊率，多費心提供學生就讀誘因，以提高

新生註冊率。 

3.請各教學單位確實執行校外實習課程，且控制採替代方案之比例在 5%以內，以免其影響

校外實習實施品質。 

六、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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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 

1.進修專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招生於 105年 1月 17日至 24日止辦理現場報名。 

2.進修部 105學年度四技單獨招生規劃於 105年 3月 1日貣辦理通訊報名。現場報名截止為

8月 3日。招生作業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3.進修部 105學年度四技應屆高中生單獨招生規劃於 105年 5月 16日貣辦理通訊報名。現

場報名截止為 6月 8日。 

4.進修部 105學年度二技招生規劃於 105年 3月 1日至 6月 24日辦理報名。 

5.進修專校二專 105學年度甄選入學招生規劃於 105年 3月 1日至 6月 8 日辦理報名。申請

分發入學規劃於 7月 11 日至 22日辦理報名。 

6.進修部二技暨專校 104 學年度網路教學課程數統計如後，第 1學期：文史科 15門課程、

通識中心 11門課程、圖資處 7門課程、電機系 1門課程、企管系 6門課程、應外系 18門

課程、休運系 1門課程。第 2學期：文史科 13門課程、通識中心 5門課程、圖資處 5門

課程、電子系 1門課程、機械系 1門課程、電機系 1門課程、企管系 9 門課程、應外系

17門課程、休運系 1門課程。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 1(頁 16)。 

7.請各系加強兼任教師溝通與聯繫，共同維護上課品質。 

※圖書資訊處 

1.104學年度圖書經費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圖書經費至 12月已執行金額為 6,100,420元(含教補款、校付款)，

執行明細如表 1。 

表 1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執行之圖書經費購置明細表 

名稱 數量 金額 

中文圖書 1,643 冊 651,334 

西文圖書 222 冊 348,586 

電子資源 8 種 4680,000 

非書資料 124 件 420,500 

合計 1997 冊/種 6,100,420 

2.資料庫使用統計 

104年度購買之資料庫明細及使用統計如表 2，其中餐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與天下雜誌群

知識庫之使用率較低，請各系所鼓勵師生多加使用。 

表 2  104 年 1-11 月資料庫使用次數統計表 
資料庫

名稱 

 

月份 

及排名 

 

CEPS+ 

CETD 

 

 

 

BSC 

 

 

ASP 
 

ERC 
SDOL 

CJFD-

經濟

與管

理 

CJFD-

教育

與社

會科

學 

CJFD-

理工C 

CJFD-

醫藥衛

生(104 新

購) 

台灣

新

報:TEJ IEL 

餐飲文

化暨管

理資料

庫 

(104 新購) 

天下雜

誌群知

識庫 

(104 新購) 

WGSN 

(104 新購) 

Apabi 中

華數字書

苑電子書

資料庫 

(104.5 月新購) 

一月 43,083 392 456 324 4,200 135 144 105 13 519 3,511 0 56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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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30,407 229 415 168 3,163 36 37 64 19 74 1,467 8 14  

三月 29,104 536 651 1,208 9,514 273 121 72 17 489 1,969 58 211  

四月 28,472 297 392 253 4,630 167 135 79 42 433 1,910 0 250 2,832 

 

 

五月 31,535 499 557 296 7,506 70 629 1,617 10 626 45 

六月 24,590 352 467 266 10132 113 804 3,290 0 129 24 

七月 20,274 293 291 206 7,093 51 2 29 15 145 1,524 0 7  

 

 

 

9,339 

 

356 

八月 9,741  511 256 151 3,988  6 15 236 11 66 2,800 0 119 205 

九月 38,107  1,395 1,657 836 8,276  183 184 716 11 582 2,196 72 155 335 

十月 70,881  1,410 1,515 566 8,935  197 187 252 38 789 4,552 168 110 35 

十一月 45,575  535 940 526 13,065      193  0 35  

合計 371,769 6,449  7,597  4,800  80,502  1,231  823  1,233  166  4,723  24,836  316  1,712  14,215  1,000  

排名 1 6  5  7  2          8  3      4    

3.百變圖書館-空間大改造 

本館為打破圖書館的舊有方整、嚴肅、莊重、沉靜的刻板印象，營造活潑、溫馨、自由、

開放的氛圍，並慶祝 50 周年校慶，本處進行空間大改造，目標將圖書館空間轉型為資訊

生活館，營造科技、多元，且溫馨、愉悅的學習與生活環境。本年度的空間改造包括「i

學堂」與「遊戲谷」。在歷經規劃、設計、評選，及 3個月的施工改造後，已經在 11月 2

日以嶄新的面貌正式亮相！ 

(1)「i學堂」沒有講台，完全以 iPad進行環控及演講，可隨空間使用需求變換演講模式

或劇場模式，師生授課情景可同步錄影並進行後製編修，以做為數位課程教材與 MOOCS

教學教室使用。 

(2)「遊戲谷」為本校首創結合遊戲與學習的空間，提供模擬賽車、體感遊戲空間(PS4與

XBOX)讓學生可尬車、練舞，並提供展示區展示學生自行開發之電玩、APP作品，開幕

當天展示之作品為本校資管系與數位系學生的嘔心製作，廣獲師生好評。 

4.50週年正修老照片回顧展 

正修 50週年校慶活動於 104年 11月盛大展開，圖書資訊處特規劃舉辦老照片及文物回顧

展，為所有正修人做一次 50年來的歷史回顧，緬懷舊日時光，亦以此為基石邁開創新的

下一步。本次主題展規劃使用大量的老照片與新攝影作品，主要以今昔對比的反差及趣味

性引領觀者做一次半世紀的校園生活回顧。 

(1)文物展示:以正修最初最古老的物品為邀集重點，包含校刊創刊號、正修創校第一份公

文、老校長的書寫手跡……等。 

(2)立體展物:展出初創時期的學生制服，分別是工專時期與學院時期各一，由深以正修學

歷為榮的老校友熱情提供；另有初期的成績單手冊、獎盃、獎狀、畢業證書……等物品，

更重現舊時正修學子的校園生活點滴。 

(3)影片展示:限於場地空間，無法將所有精彩的老照片印出展示，故以影片播放的方式於

展場逐一輪播正修人的古老黑白照片。 

5.好書大放送 

為協助弱勢學生取得圖書資源，以及推動資源共享、傳播知識的理念。圖資處與學務處、

總務處合作，多方募集書籍。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為弱勢學生貢獻一份心力，讓他們感

受到學校對他們的關心和師生們的愛心，也希望這一份溫暖能繼續發芽，傳播出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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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好書大放送活動共提供 1,383冊圖書供同學取用活動結束時，書架上圖書幾乎所剩

無幾，取用比率達 9成以上。這也表示學校師生們都已經知道圖書館的這項貼心服務，更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捐書，本處也將年年舉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6.圖資藝文月活動 

104年 10月 1日–10月 30日舉辦圖資藝文月系列活動，成果如下： 

(1)百萬好書票選：本學期圖資藝文月開幕式於 10月 6日(二)上午 9:00以「百萬好書票選」

揭開序幕。由本校火舞社、熱舞社同學們帶來的熱情表演中開始，邀請 5家傳統書商、

3家電子書、2家多媒體影音廠商擺攤展示，帶來許多最新出版的圖書與影音資源。除

了顧及師生們不同的需求外，更兼具實體與虛擬的圖書資源。師生們除了可以享受逛書

店的樂趣以外，最幸福的是，所選圖書資源將全數由圖書資訊處買單。讓全校師生透過

主動參與選書的工作，讓大家能成為書的主人。本次活動更是從上午九點一直持續到晚

上七點半，不僅讓日間部的師生參與票選活動，更首次讓晚上的師生也能共襄盛舉。活

動熱鬧非凡，單日共吸引了 1750位師生前來參與活動！ 

(2)圖書館一日掌櫃體驗：為讓本校師生能更加瞭解圖書館館員的工作內容，並推廣圖書資

訊各項服務，吸引同學主動走入圖書館，規畫本活動讓師生們來體驗流通櫃台借還書的

服務。本次活動除了自由報名的日間部學生外，更搭配幼兒園大班學童的社區服務課程，

由館員帶領大班學童體驗小小圖書館員的工作。活動參與人數共達 21 人。 

(3)手工書籤製作：舉辦流星雨與補夢網兩用創意手工書籤製作活動，讓學生們可以透過有

趣活潑的 DIY製作，拉進圖書館與學生們之間的距離，由於人數限制，本次活動僅限

40位師生報名參與。 

7.名人演講 

(1)10月 13日(二)創世歌劇團鄭靜君團長蒞臨演講，講題為『躍入歌劇之海』。鄭靜君團

長演講一開始就說其實歌劇是最容易欣賞的音樂，為了讓大家對歌劇能踏出第一步，先

講解歌劇的基本知識，緊接著播放「魔笛」、「卡門」等耳熟能詳的歌劇，無須字幕，就

能從肢體、歌聲去瞭解劇中人物的心情。告訴大家欣賞音樂其實很簡單，不懂內容沒關

係，選擇讓自己舒服、想要欣賞的音樂就可以了，欣賞音樂就是這麼純粹簡單。 

(2)10月 22日(四)誠品書店執行長曾乾瑜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誠品：一個台灣自有的

文創品牌』。曾先生認為誠品最初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大家「逛書店就像逛街一樣有

趣」。誠品書店非常希望可以作為一個城市文化氣質的象徵，他認為讀者已經在誠品展

現出獨具一格的風景。「到 101看夜景，到誠品看人的風景。」已經是很多人對誠品的

印象。誠品也在思考如何讓自己更加進步，秉持著「立足本土，關照世界」的態度，累

積想做的事情，把自己推銷出去。 

8.新生導覽 

已於 9月 29日-10月 30 日期間，針對各學制一年級約 123個新生班級，舉辦為期一個月

的新生導覽活動。提供課堂時間給本處，讓新生能夠認識圖書館，以期日後善用各項資源。 

表 3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生導覽班級一覽表 

學院別 班級數 學生數 

日間部 
工學院 22 1,100 

管理學院 14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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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創學院 20 1,000 

進修部 33 1,650 

進修院校 34 1,700 

合計 123 6,15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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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月-104年 12月本館向其他館申

請次數共 61件，其他館向本館申請次數共 228件。 

10.外賓圖書館參訪活動 

校外貴賓導覽 21次(含高中招生導覽)，共 1198人。 

11.磨課師典範在正修(MOOCs in CSU) 

本校 104年度於台灣最大磨課師平台-學聯網（http://www.sharecourse.net）開設三門

課程，三門課程皆排名在熱門程式前 10名，105年度正修科大持續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合作，將第一名的磨課師課程延伸到廣播頻道播出，以擴大數位學習的族群，提升教學效

益，歡迎師生踴躍報名選讀海洋之窗系列課程。 

12.新一代 EverCam教學錄影軟體升級完成 

EverCam Point為一套整合教材與影片的後製軟體，可以快速結合錄製影片與多媒體教材，

更提供影像去背、畫面編排...等功能，簡單的操作步驟，能讓師生在短時間製作出精緻

的課程，也是磨課師 MOOCs 教材製作的最佳利器！歡迎老師至雲端教學軟體銀行

（http://softbank.csu.edu.tw）下載、安裝使用。 

13.各系數位教材上網率 

本學期iLMS行動學習平台 (http://ilms.csu.edu.tw) 至104年12月10日，己完成3,643

門課程建置，2,782門課程數位教材上網，上網率 76.37% (詳如附件 2 頁 20)。該統計資

料可由行動學習平台首頁點選「各系上網率」查看。 

14.課程預選系統建置 

根據 103學年第 2學期教務會議之決議，需由本處校務系統組開發此課程預選系統，目前

已規劃於 104學年第 2 學期完成。該系統上線後，各系將會考慮下列三項可能需求: (1)

預選課程是否僅限同年級選修、(2)是否開放跨系選修、(3)以及待學生預選的課程確定開

課後，是否轉到選課系統之選課名單。以上三項問題本處預期各系將有不同作法，該系統

將提供各系於系統上自行設定。 

15.互動式電子書研習與產出 

因應圖資處由教卓計畫採購互動式電子書軟體，該軟體內建多種互動功能與以多媒體方式

呈現，可輔助教師與學生製作有趣又好玩的電子書，目前已經舉辦六場研習，總共有 270

人次的參與，也已支援幼保系與電子系兩個專案的推動。為了展示這些學生製作的互動式

電子書成果，本處於 104 學年第 1學期建置的遊戲谷特色教室展示，可在 iPad與 Kinect

互動裝置上實際操作學生所設計之內容。 

表 4 電子書研習課程一覽表 

編號 日期 名稱 人數 

1 104.06.24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第一場)研習課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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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07.17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第二場)研習課程 45 

3 104.08.29 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種子教師研習課程 32 

4 104.09.17 如何使用 SimMagic eBook 製作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53 

5 104.09.24 
如何使用 SimMagic eBook 製作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進階

篇) 研習課程 
54 

6 104.10.07 
電子書編輯軟體進階說明及 Kinect 體感應用介紹研習課程

(協辦) 
31 

16.大數據研習課程與未來規劃 

Tableau是Gartner評判巨量資料視覺化分析軟體第一名的廠商，因本處已採購相關軟體，

含三套專業版可分析教學與行政相關資料，分析結果上傳到伺服器後可用瀏覽器或 App觀

看互動式的報表，本處為了提升這軟體使用率，也舉辦了六場大數據巨量視覺化分析軟體

教學、視覺化資料分析軟體使用，以及大數據資料分析使用教學，並計 179人次的參與，

因此讓參與者更能夠了解什麼是”大數據”，並能讓教師進行大數據研究，與行政主管取

得完整分析內容。最後，為了提升分析大量數據的運算能力，本處與校研處已開始規劃

Hadoop分析平台的建置，初期規劃有三個節點同時進行運算，將可支援上億筆資料的運

算。 

表 5 大數據研習課程一覽表 

編號 日期 名稱 人數 

1 104.02.03 Tableau 巨量視覺化資料分析軟體訓練課程 12 

2 104.02.10 Tableau 視覺化資料分析軟體使用課程 25 

3 104.05.20 Tableau Server 基礎課程育訓練 13 

4 104.08.19 Big Data 資料分析-概念與實務(一) 56 

5 104.08.20 Big Data 資料分析-概念與實務(二) 42 

6 104.10.28 新世代大數據分析平台 Spark 介與範例 31 

17.個人資料保護專案執行現況： 

本校個資保護專案的輔導顧問，已針對學術單位在個資盤點、清查時發現的遺漏，提出 "

正修科大_學術單位_個資適法性查檢報告共通項目圈選表"，供學術單位勾選，該份表格

已於 11月 5日以電子郵件寄發各學術單位主管及個資保護代表。 

11月 25日舉辦的全校個資管理規範說明會時，再邀請律師詳細說明該份共通項目圈選表

的內容，請學術單位圈選符合描述的業務作業，並要求 12月 4日需完成繳交。 

但截至 12月 14日，仍有部份單位尚未回報，因此商請各單位主管務必督促此項業務，因

為專案規劃的時程已有延宕，後續待蒐集完畢，尚須由律師顧問團隊，再比較各學術單位

當初訪談時未呈現的項目，提出矯正作業之建議，而屆時各單位也要依照改善建議，填寫

改善報告。 

※通識教育中心 

1.104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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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門（人文學 18 門、社會科學 16 門、自然科學 11 門、生命科學 10 門）；管理學院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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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院於星期四下午開課，共計開課 67 門（人文學 14 門、社會科學 22 門、自然科學

19 門、生命科學 12 門）。另外於人文學領域開設「愛心與服務」課程，工學院、管理學

院與生活創意學院的同學都可以選修。 

2.本學期末之通識博雅課程於 104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8 日選填志願。通識博雅課程每一

門課的選修人數上限為 50人，大班課程人數設定為 70人。開學後加退選期間(二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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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每學期皆有同學因未詳閱通識博雅課程選課說明，錯過選課時間或是因為未完成選課手

續造成無法上課。請各系及學程協助加強宣導及公告通識博雅課程一律為網路加退選(「愛

心與服務」課程以及延修生同學除外)。 

5.《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十三期已開始徵稿，訂於 105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截稿，歡迎

全校教師踴躍投稿 

※藝文處 

報告如附件 3(頁 21)。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各系、學程執行 T-2-1「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共計 179門課程；TC-2-1「千人業

師 i計畫」邀請 308位業師參與；LT-1-4「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共推動 26門課程；

LTC-1-1「落實產業實務專題」，104年度截至 11月底邀請 342位業界專家、共計 916人

次蒞校協助指導，提供諮詢意見，使實務專題成果更為務實致用，並邀請 105位業界專家

共同參與 103學年「實務專題成果評比」，謝謝各系、學程的配合，亦請繼續支持。 

2.為了落實實務課程評鑑機制，由產業專家與教師共同組成實務課程教學輔導團，導入產業

專家診斷實務課程教學，診斷評估，以提昇實務課程教學成效，103年度共計聘請 71位

業界專家參與。 

3.請任課教師務必輸入期中考成績，以落實教學預警制度，但仍有 172科目並無輸入成績，

易造成家長的誤解，請系上轉達各專、兼任教師務必輸入期中考成績。 

4.本學期學生轉系、轉部已辦理完成，共申請 379件，其中日間部申請轉系者有 119人，進

修部申請轉系者有 89人，日間部申請轉部者 33人，進修部申請轉部者有 138人，將於

12月 31日召開審查會，各系、學程於 18日已提供排序後初審資料，謝謝各系、學程主

任協助。 

5.104學年度第 2學期電腦選課高級體育、通識博雅課程，採選填志願抽籤式網路選課，於

第 15週貣進行 (104年 12月 14日至 104年 12月 18日)，感謝各單位主管的協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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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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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績，以利後續作業(成績通知、學退通知等)。 

7.請各系、學程主任轉達授課教師，勿將書商提供有版權教學投影片放置於行動學習平台上，

須參考後改編，以免侵犯智慧財產權。 

8.104學年度第 1學期期中預警人數 3,066人(三科(含)以上不及格)，日間部在學人數為

8,952人，期中考不及格最多人數前 40%課程排名如附件，請授課教師多與瞭解學習情形，

給與即時輔導，設法降低人數比例。 

◎招生組 

1.本校 104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甄詴入學共有十二所參加招生，招收 66名，報名人數共計

134名，報名人數較往年減少 41人。 

2.105年度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入學考詴於 12月 4日舉辦完畢，預計招收營建所 8人、

電機 10人、企管 12人、資管 10人，並將於 12月 25日辦理報到。 

3.104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考詴招生簡章將於 12月 21日公告簡章；1月 17~18日報名；1

月 22日考詴。今年共有 6所學校參加聯合招生(高海大、屏科大、澎科大、高應大、高餐

大與正修科大)，本校為主辦學校，敬請多加宣導與協助。 

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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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系(所)招生總量請參閱附件 4(頁 23)。 

5.106學年度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包括增設、改名、整併)申報作業

時間提早至 12月辦理，若有意申報知單位請洽詢招生組辦理流程。。 

◎教學發展中心 

1.104學年度貣各教學單位共同授課之期末教學評量採紙本問卷，問卷於 12/14前回收，教

學發展中心建檔備查。 

2.依校務評鑑委員指導意見，104 學年度貣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調查問卷於 iLMS 平台之「問

卷」實施，填卷系統於 12/18關閉，原始資料將於 12/25彙整後交各系，作為自評或教學

品保機制之參考依據。 

3.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L-T-3-1「多元課程教學助理」分配各教學單位 178 名課程教

學助理(TA)如附件 5(頁 27)。 

4.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L-T-1-1「多元學習師生家族」請各系主任推薦一位指導教師

執行，於 6/17前完成(如附件 6頁 28)，協助學生跨域學習。 

5.104-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L-T-2-4「系所專業基礎課程」補救教學請各系申請表(如附件

7頁 30)於 2/26交至教學發展中心，以奠定學生扎實基礎。 

十、討論提案 

提案 1 

案由：修正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商業與管理群」及「機械群」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乙

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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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修正的內容詳如附件 8(頁 32)。 

2.本案均已經由相關培育系所的課程委員會和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3.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案由：修訂「正修科技大學學則」，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 104年 11月 30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40166910號函辦理。 

2.擬增修訂本學則第七十七條，有關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權益部分條文。 

辦法：增修訂如下。 

正修科技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七十七條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

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

害，經校內會議決議後，有

關該生入學考詴及資格、註

冊、繳費及選課、請假、成

績考核及學分抵免、休學、

退學、復學、退費及修業期

限與畢業資格條件等彈性修

業機制規定另訂之。 

第七十七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

宜，依據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1. 依據 104 年 11

月 30 日教育部

臺教技(四)字第

1040166910 號

函辦理。 

2. 新增本校維護

突遭重大災害

學生權益部分

條文。 

3. 擬訂本校維護

突遭重大災害

學生權益處理

原則，如附件

9(頁 34)。 

第七十八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

宜，依據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第七十八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報請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條文序號遞增。 

第七十九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報請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無 
條文序號遞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3 

案由：修訂「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 104年 11月 20日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40156004E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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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增修訂本要點八，有關本校與業界專家簽訂聘任契約事宜。 

辦法：增修訂如下。 

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八、本校辦理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之遴聘程序及相關權利義務

事項，應與業界專家簽訂聘

任契約，載明業界專家之聘

期、協助授課內容及相關權

利義務事宜，簽約範本如附

件。 

無 
1. 依據 104 年 11

月 20 日教育部

臺教技(三)字第

1040156004E 號

函辦理。 

2. 新增本校與業

界專家簽訂聘

任契約事宜。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條文序號遞增。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4 

案由：修訂「正修科技大學受理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資格審議規則」，如附件 10(頁 36)，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7條之規定，修訂「正修科技大學受理入學大學同

等學力資格審議規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5 

案由：工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班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如附件 11(頁 38)，提請  

討論。 

說明：1.104學年度新增產業實務專題，M6N51，3學分 3小時。 

2.本案已經系、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3.本案經 104年 10 月 6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6 

案由：工學院建築與室內設計系修訂日間部四技暑期校外實習課程時數，提請 討論。 

說明：1.原『暑期校外實習』開設於第四學年下學期必修(2學分 2小時)，修正為 2學分 3

小時，並由 101學年度以後入學生適用。 

3. 本案已經 104年 10月 5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4年 10月 6 日系務會議、院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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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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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M042 暑期校外實習 2 2 專業必修 40M046 暑期校外實習 2 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7 

案由：修訂管理學院金融管理系日間部 102-104入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時數(如附件 12頁 39 

)，提請 討論。 

說明：1.本校自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貣校外實習課程已訂定為必修，該課程修習時數須依研

發處提供之課程修習時數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時數須大於課程學分數，原則上是學分

數之 2倍。故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處期初會議決議，按此原則辦理修訂。 

2.本次修訂 102-104 入學年度之科目及修習時數對照表如下： 

修訂前 修訂後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暑期校外實習 3/3 暑期校外實習 3/6 

3.本案經 104年 12 月 14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8 

案由：擬增管理學院金融管理系 104入學年度產業碩士專班課程規劃(如附件 13頁 53)，提

請 討論。 

說明：1.因應產業界需求，提升財報分析能力之養成，故於一下增列財務報表分析專題課程。

104入學年度產業碩士專班於一下增列財務報表分析專題課程。 

2.本案經 104年 12 月 14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9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修訂四技日間部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校內對於校外實習課程皆安排在上學期，研發處如要統計全校實習人數須將本系分

開計畫，擬訂本課程移至四年級上學期課程。 

2.102-104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修訂後如附件 14(頁 54)。 

3.本案業經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4.12.01課程暨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0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修訂四技進修部課程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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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因進修部有每週上課 20小時限制，所以課程將做調整。 

2.102-104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修訂後如附件 15(頁 73)。 

3.本案業經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4.12.01課程暨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1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休閒與運動管理系修訂103學年度進修院校二專週二班新生入學課程案，

提請 討論。 

說明：1.一年級上學期課程原「職場倫理與溝通」修改為「職場安全與公共關係」；二年級 

下學期原「創意與美學訓練」為網路教學，修改「專案管理」為網路教學。 

2.修訂後課程表如附件 16(頁 82)。 

3.本案業經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4.11.30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2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休閒與運動管理系修訂104學年度進修院校二專週二班新生入學課程案，

提請 討論。 

說明：1.一年級上學期課程原「安全教育與急救」修改為「職場倫理與溝通」；二年級上學期

課程原「職場倫理與溝通」修改為「安全教育與急救」其為網路教學；二年級下學

期原「創意與美學訓練」為網路教學，修改「專案管理」為網路教學。 

2.修訂後課程表如附件 17(頁 83)。 

3.本案業經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4.11.30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3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休閒與運動管理系修訂 104學年度就業學程課程納入選修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執行就業學程，擬將學程課程，新增為本系 101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溫泉

產業概論」、「溫泉產業經營管理實務」、「溫泉養生保健及 SPA指導」及「職場壓力

與身心舒壓」之選修課程。 

2.修訂後課程表如附件 18(頁 84)。 

3.本案業經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4.11.30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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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14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日間部四技 101~104學年

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學則』第二十九條：本校各系學分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

為一學分，實驗或 實習以授課滿三十六小時至五十四小時為一學分。擬修正第四學

年下學期”暑期校外實習”學分數及時數，原 2學分/3小時，修正為 3學分/6小時。 

2.修訂後課程表如附件 19(頁 87)。 

3.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4.11.26於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

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5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幼兒保育系修訂碩士班學位三階段辦法之畢業門檻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1.幼保系碩士班一年級因有預修學生，擬採申請碩士班學位考詴第三階段前須先修畢

30學分，才准予學生申請論文提早於二上畢業。 

2.碩士學位考詴三階段流程及附表如附件 20(頁 103)。 

3.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4.12.4於課程及實習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6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幼兒保育系修訂海外實習及論文計畫書通過之抵免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海外實習可抵免二下「幼兒發展趨勢與國際比較」。 

2.碩士學位考詴第一、二階段通過，則可免修書報討論(三)和(四)。 

3.碩士學位考詴第三階段通過可免修碩士論文。 

4.修訂後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21(頁 106)。 

5.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4.12.4於課程及實習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6.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7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幼兒保育系修訂日四技 104學年度「托育教學組」入學課程標準案，提

請 討論。 

說明：1.擬將二上「兒童遊戲」選修改成必修，最高開課為 22學分，擬將三上「學習環境設

計與實務」選修改成必修，最高開課 18學分。 

2.修訂後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22(頁 109)。 

3.本案業經幼兒保育系 104.12.4於課程及實習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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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8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應用外語系修訂 101、102、103、104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表案，提請  

討論。 

說明：1.依據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教務會議註冊及課務組報告，「校外實習」課程時數需

大於學分數，原則上是學分數之 2倍。 

2.修訂 101、102、103、104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中之實習課程時數(如附件 23頁

111)以符合規定。 

3.為使學生於畢業前能至業界作職場實際體驗，本系自 101學年度貣入學課程標準新

增四下選修「職場體驗」課程:1學分 4小時。 

4.本案業經應用外語系 104.11.9於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5.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19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04年申請就業學程「廣告行銷創意人才培訓學程」

相關課程事宜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1.104年廣告行銷創意人才培訓就業學程計畫書與 101-102年標準課程表如附件 24( 

頁 135)。 

2.本案業經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04.11.30於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3.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0 

案由：生活創意學院餐飲管理系修訂 103、104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明：1.刪除 103學年度入學二年級下學期專業必修課程 434A15「專業證照輔導」及 104學

年度入學三年級上學期專業必修課程 434A15「專業證照輔導」。畢業總學分數為 136

學分維持不變。 

2.修訂後入學課程表如附件 25(頁 139)。 

3.本案業經餐飲管理系 104.12.1於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4.本案經 104年 12 月 8日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1 

案由：本校日間部 102學年度入學貣之大學部學生申請免除暑期校外實習必修課程必修案，

提請 討論。 

說明：實行細則及申請表如附件 26(頁 145)。 

決議：本實施細則為校訂通則，各教學單位請依通則及不同條件訂定嚴謹規範，免修學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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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可認定。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散會：11時 05分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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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進修部二技暨專校網路教學課程 

單位 學制 班級 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數 授課教師 備註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戊 現代世界史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己 現代世界史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乙 文學與人生 2 2 伍純嫺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乙 現代世界史 2 2 林志穎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丙 現代世界史 2 2 林志穎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戊 文學與人生 2 2 林秀珍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甲 文學與人生 2 2 金清海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丙 文學與人生 2 2 金清海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己 文學與人生 2 2 康維訓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丁 文學與人生 2 2 陳秋虹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庚 文學與人生 2 2 陳秋虹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乙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 2 陳龍騰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丙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 2 陳龍騰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丙 藝術概論 2 2 許蜜惠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丁 藝術概論 2 2 許蜜惠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甲 藝術概論 2 2 許蜜惠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一甲 計算機概論 2 2 王志浩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乙 商業套裝軟體 3 3 吳錦昂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二乙 計算機概論 3 3 李俊德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一甲 計算機程式 2 2 林邦傑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丙 商業套裝軟體 3 3 林邦傑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甲 商業套裝軟體 3 3 林漢鴻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戊 英文(一) 3 3 周怡君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乙 英文(一) 3 3 周美智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己 英文(一) 3 3 周美智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乙 英文(一) 3 3 胡若菊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丙 英文(一) 3 3 胡若菊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甲 英文(一) 3 3 張世娟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丙 英文(一) 3 3 張世娟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庚 英文(一) 3 3 張世娟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乙 英文(一) 3 3 莊媖纓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甲 英文(一) 3 3 莊媖纓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丁 英文(一) 3 3 莫覃文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時尚一甲 英文(一) 3 3 陳士瑤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甲 英文(一) 3 3 曾淑鳳 網路教學 

附件 1 



17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一甲 英文(一)  3 3 黃南榕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一甲 英文(一) 3 3 黃麗莉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資管一甲 英文(一) 3 3 黃麗莉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一甲 英文(一) 3 3 蘇韋菱 網路教學 

電機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一甲 微積分(一)  2 2 林永祥 網路教學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己 商業套裝軟體 3 3 朱國明 網路教學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丙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朱國明 網路教學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丁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朱國明 網路教學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戊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朱國明 網路教學 

休運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二乙 職場倫理與溝通 2 2 洪淑芬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歷代文選 2 2 林秀珍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妝彩四甲 台灣開發史 2 2 張順良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丁 通識課程(一)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乙 通識課程(二)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乙 通識課程(一)飲食文學 2 2 林秀珍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餐飲四甲 通識課程(二)飲食文學 2 2 林秀珍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丙 通識課程(一)臺灣的觀光資源 2 2 林綱偉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餐飲三甲 通識課程(一)臺灣的觀光資源 2 2 林綱偉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通識課程(一)臺灣歷史與文化 2 2 張順良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丙 通識課程(二)臺灣歷史與文化 2 2 張順良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部二技 休運四乙 網際網路應用 3 3 林進益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實用英文 2 2 孫美文 網路教學 

企管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丙 網際網路應用 3 3 朱國明 網路教學 

企管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乙 網際網路應用 3 3 蔡政宏 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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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2學期進修部二技暨專校網路教學課程 

開課單位 學制 班級 科目名稱 學分 上課時數 授課教師 備註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甲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 2 陳龍騰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乙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 2 陳龍騰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乙 文學與人生 2 2 金清海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丙 文學與人生 2 2 康維訓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丙 現代世界史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丁 現代世界史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二乙 現代世界史 2 2 林志穎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甲 現代世界史 2 2 林志穎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戊 藝術概論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己 藝術概論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乙 藝術概論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丙 藝術概論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甲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乙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電算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二丙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戊 英文(二) 3 3 周怡君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己 英文(二) 3 3 周怡君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乙 英文(二) 3 3 周美智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乙 英文(二) 3 3 胡若菊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丙 英文(二) 3 3 胡若菊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資管一甲 英文(二) 3 3 孫美文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一甲 英文(二) 3 3 孫美文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甲 英文(二) 3 3 張世娟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丙 英文(二) 3 3 張世娟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庚 英文(二) 3 3 張世娟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一甲 英文(二) 3 3 莊媖纓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乙 英文(二) 3 3 莊媖纓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丁 英文(二) 3 3 莫覃文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時尚一甲 英文(二) 3 3 陳士瑤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餐飲一甲 英文(二) 3 3 曾淑鳳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一甲 英文(二) 3 3 黃南榕 網路教學 

應外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一甲 英文(二) 3 3 黃麗莉 網路教學 

電子 進修專校二專 電子一甲 電子學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機械 進修專校二專 機械一甲 機械材料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電機 進修專校二專 電機一甲 微積分(二) 2 2 林永祥 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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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丙 商業文書處理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丁 商業文書處理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戊 商業文書處理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己 商業文書處理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一庚 商業文書處理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丙 商業套裝軟體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丁 商業套裝軟體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戊 商業套裝軟體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企管 進修專校二專 企管二己 資訊與網路應用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休運 進修專校二專 休運二乙 專案管理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丁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妝彩四甲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 2 于蕙清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乙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 2 周昭彰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丙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 2 周昭彰 網路教學 

文史 進修部二技 餐飲三甲 台灣開發史 2 2 張順良 網路教學 

通識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通識課程(二) 2 2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 

電算 進修部二技 休運四乙 電子商務與網路應用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電算 進修部二技 餐飲四甲 網際網路應用 3 3 教師待聘 網路教學/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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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平台教材上網率統計 

院 系所 開課數 教材上網數 上網率 

工學院   14 9 64.29%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98 58 59.18% 

 資訊工程系 135 103 76.30% 

 醫學工程學位學程 7 0 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520327) 85 69 81.18% 

- 電機工程系 215 137 63.72% 

- 電子工程系 146 115 78.77% 

-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55 100 64.52% 

- 機械工程系 199 148 74.37% 

- 機電工程 22 3 13.64% 

-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營建工程 28 16 57.14% 

管理學院 - 8 7 87.50% 

- 企業管理系 387 334 86.30% 

- 經營管理研究所 38 34 89.47% 

- 國際企業系 147 110 74.83% 

- 資訊管理系 167 126 75.45% 

- 金融管理系 101 85 84.16% 

-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48 37 77.08% 

生活創意學院 - 11 7 63.64% 

-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240 167 69.58% 

-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48 67 45.27% 

-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02 78 76.47% 

- 應用外語系 131 127 96.95% 

-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252 230 91.27% 

- 幼兒保育系 133 99 74.44% 

- 觀光遊憩系 158 112 70.89% 

- 餐飲管理系 156 117 75.00% 

通識教育中心 - 202 186 92.08% 

師資培育中心 - 20 20 100% 

體育 - 90 81 90.00% 

總筆數 
 

3643 2782 76.37% 

註：以上各系所開課總數皆包含共同課程(文史、物理、電算..等課程) 

 

附件 2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9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47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49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0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1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2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4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3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4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5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40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7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9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1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63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30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5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56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73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61
http://ilms.csu.edu.tw/sys/adm/info_list_course.php?term=1022&ex=&divID=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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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處期末報告 
 
※視覺藝術展覽，共計 4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08/31~10/02 媗華~當代女性工藝六人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978  

10/12~11/10 正修 50校慶-劉國松現代水墨典藏展 

荷軒新藝空間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2438  

11/18~12/04 澄現‧陳澄波 X射線展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504  

12/11~01/15 
正修 50校慶特展-蕭勤‧抽象

1956~2014 

荷軒新藝空間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圖書資訊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5 截至目前為止 

 

※產學合作案，預計 4檔，已執行 4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參觀人數 備註 

104/09/04~11/12 

高雄國際機場 3樓出境廳中央藝廊 

「消‧長- 凝結與流動」劉雄俊個

展 

財團法人昇

恆昌基金會 
50,00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

系產學合作策展案 

 

※藝文講座活動，共計 2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演講者 參與人數 備註 

09.21 女人心〝飾〞 武玉玲小姐 80  

09.23 承諾與堅持-一位教育園丁的奮鬥歲月 黃廣志博士 97  

10.28 水墨巨靈-劉國松 蕭瓊瑞教授 103  

12.16 當代之蝕：蕭勤的前衛探索 蔣伯欣教授   

 
※表演活動(文化藝術融入通識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8場，計 6,650 人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合作單位 班級數 人數 備註 

10.08 13:30~15:00 玩弦世界 玩弦四度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3 1200  

10.20 13:30~15:00 
2015臺灣國際重唱 

藝術節 

加拿大 Cadence 

人聲樂團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3 1200  

11.02 20:30~22:00 
【口琴魔法師】之別怕

大黃蜂 

台北 

黃石口琴樂團 

通識中心 

進修部 
21 900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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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11.03 13:30~15:00 迷情地中海 

野薑花男孩與

迷火佛拉明哥

舞團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5 1250  

11.06 16:00~17:30 
舞動豐華-正修科技大

學五十週年校慶晚會 
十鼓擊樂團 - 

自由參

加 
400  

11.24 19:00~20:30 相聲大學校 
吳兆南相聲 

劇藝社 

通識中心 

進修部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自由參

加 
1500  

12.24 15:30~17:00 平安夜驚魂 南熠樂集 

通識中心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3 1200  

12.25 19:00~20:00 
《正修有愛‧嗨翻聖

誕》草地星光音樂會 
ROXY BAND 

進修部 

時尚生活創意

設計系 

23 1200  

 

※街頭音樂會，共計 3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0.07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弦舞吉他&創音社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300  

11.18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樂火樂團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300  

12.16 15:00~16:30 校園街頭音樂會  樂火樂團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 

300  

 

※藝文活動，共計 4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09.25 10:00~12:00 形塑魔法-公仔雕塑研習營(II)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50  

10.02 10:00~12:00 形塑魔法-公仔雕塑研習營(II)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50  

10.07 14:00~17:00 綻藍之美-校園藍染 DIY 
校務研究與管理處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0  

11.17 18:00~21:30 「職‧覺」化裝晚會-職夜覺醒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350  

※競賽，共計 1場 
報名日期 展出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16~27 12.21~01.15 我的城市海報競賽暨展出 
課外活動組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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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博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學院 開設系所/系所名稱 學制 招生名額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碩士班 博士班 3 

工學院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營建工程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日間碩士班 10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日間碩士班 15 

生活創意學院 幼兒保育系 日間碩士班 13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0 

生活創意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日間碩士班 12 

管理學院 金融管理系 日間碩士班 10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 10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日間碩士班 10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 12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日間碩士班 10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機電工程碩士班 日間碩士班 1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28 

生活創意學院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碩士在職專班 30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 

合計 205人 

105學年度大學部核定招生名額 

系名稱 開設學制 招生名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2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空間資訊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4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4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106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35 

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1 

企業管理系流通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1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18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71 

金融管理系金融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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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2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國際企業系國際貿易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100 

資訊工程系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87 

資訊管理系資訊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資訊管理系管理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電子工程系微電子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38 

電機工程系光電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4 

電機工程系產業技術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35 

電機工程系電機與控制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100 

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5 

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35 

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5 

餐飲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150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100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職生 50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四技進修部 55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四技進修部 47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四技進修部 112 

幼兒保育系 四技進修部 43 

企業管理系 四技進修部 120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四技進修部 110 

金融管理系財富管理組 四技進修部 4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5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55 

國際企業系國際行銷組 四技進修部 40 

資訊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58 

資訊管理系 四技進修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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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35 

電機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4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四技進修部 58 

機械工程系 四技進修部 140 

餐飲管理系 四技進修部 110 

應用外語系餐旅休閒英語組 四技進修部 40 

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四技進修部 55 

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四技進修部 11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10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二技進修部 50 

幼兒保育系 二技進修部 92 

企業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22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7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二技進修部 40 

資訊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35 

電機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45 

機械工程系 二技進修部 34 

餐飲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60 

合計:日四技:2038人   進四技:1532 人  進二技:664人 

 

105學年度高中生申請入學核定招生名額 

系名稱 開設學制 招生名額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工程技術組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3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55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15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34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35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30 

電子工程系綠能科技應用組 四技日間部-高中生 55 

合計:254人 

 

105學年度專科部核定招生名額 

科名稱 開設學制 招生名額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進修專校 40 

企業管理科 進修專校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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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與運動管理科 進修專校 75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科 進修專校 38 

資訊管理科 進修專校 40 

電子工程科 進修專校 40 

電機工程科 進修專校 45 

機械工程科 進修專校 60 

餐飲管理科 進修專校 92 

合計:8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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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學助理名額分配表 

 

一、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助理總額 178名。 

二、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助理分配名額表如下： 

 

系∕學程名稱 
教學助 

理名額 
系∕學程名稱 

教學助 

理名額 

工學院 生活創意學院 

院辦公室（跨系跨院課程） 2 院辦公室（跨系跨院課程） 8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9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2 

電子工程系 10 幼兒保育系 6 

機械工程系 12 應用外語系 8 

電機工程系 1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7 觀光遊憩系 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7 餐飲管理系 4 

資訊工程系 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4 

管理學院 中心及物理科 

院辦公室（跨系跨院課程） 6 通識教育中心 5 

國際企業系 9 物理科 3 

企業管理系 17   

資訊管理系 8   

金融管理系 6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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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多元學習師生家族實施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4-105年度計畫書」，方

案 L-T-1-1辦理多元學習師生家族，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實施目的為藉由師生學習家族之組成，進行跨類轉銜增廣學習、證照輔導學習、

備審計畫學習、面詴應對禮儀學習、實務技術演練學習等多元模式，熱絡師生互動，引

領學生落實各層面之知能與技能，達成多元自主與跨域能力之養成目標。 

三、本計畫本年於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實施 19個多元學習師生家族。 

四、家族組成原則： 

1.同學至少8人（以大學部學生為主）與老師1人等共組師生學習家族，由指導老師擔任

族長並規劃學習內容。 

2.學習活動規劃以17小時為限，請於105年6月17日(五)前實施結束。 

五、計畫申請： 

(一)請各系主任協助舉薦指導教師。 

(二)請指導教師自即日起至 3月 18日(五)截止，檢具「105年度多元學習師生家族申請

表」（詳附件），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六、經費補助： 

本計畫對各申請家族均酌予補助教師指導鐘點費 17小時。 

七、成果報告繳交： 

各執行家族應於 7月 1日(五)前，將成果報告電子檔及學習活動照片原檔以光碟片或電

子郵件方式傳送至教學發展中心黃若曾小姐處。 

分機：2765，電子信箱：jean928@mail.csu.edu.tw。 

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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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多元學習師生家族申請表 

 

申請日期： 105 年  月  日 

申  請  教  師 

教師姓名  級職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所屬單位  E-Mail  

校內分機 07-7358800 #  聯絡手機  

家  族  學  生  組  成 

本領域學生數  跨領域學生數  

家  族  學  習  內  容  說  明 

學習主題  

學習內容概述 

 

備註：請填妥後送至教學發展中心黃若曾小姐處，並將電子檔傳送至 jean928@mail.csu.edu.tw信箱，若有

任何疑問請撥打分機 2765 洽詢。 

 

系主任簽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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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實施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4-105年度計畫書」，方

案 L-T-2-4實施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輔導，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實施目的為加強學生之學習知能及成就，針對大學部日間部必修課程進行強化措

施，由相關課程之授課教師，利用課後時間開授補救教學課程，以奠定學生扎實之基礎。 

三、課程開授原則： 

(一)補救課程需為各院、系之必修課程或院系認定之重要專業基礎課程。 

(二)每系至多申請兩分項合計 4門課程，各系請自行分配兩分項之開授課程數。 

(三)相同之課程名稱，可由不同教師開設，但每位教師開授 1門補救課程為上限。 

(四)若同一課程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則共同授課教師等同已開設課程，不得另行開設

其他課程。 

(五)補救課程之總時數以 16小時上限為原則，每班約 15人。 

五、分項(1)：104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生專業基礎補救課程。 

(一)實施對象：以轉學、轉部、轉系等跨系之學生為主。 

(二)計畫申請：請各學系主任協助舉薦授課教師，並請授課教師於 105年 2月 26日（五）

前，檢具「105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申請表」（附件）暨申請表電子檔，向

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三)經費補助：本計畫對各申請課程酌予補助教師授課鐘點費 16小時。 

(四)成果報告繳交：各執行課程應於 105 年 5月 27日（五）前，將成果報告電子檔傳送

至教學發展中心盧姿蓓小姐處，分機：2745，電子信箱：

erin23@gcloud.csu.edu.tw。 

六、分項(2)：104學年度第 2學期強化專業基礎補救課程。 

(一)實施對象：以課業低成就之學生為主。 

(二)計畫申請：請各學系主任協助舉薦授課教師，並請授課教師於 105年 4月 29日（五）

前，檢具「104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申請表」（附件）暨申請表電子檔，向

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三)經費補助：本計畫對各申請課程酌予補助教師授課鐘點費 16小時。 

(四)成果報告繳交：各執行課程應於 105 年 7月 1日（五）前，將成果報告電子檔傳送

至教學發展中心盧姿蓓小姐處，分機：2745，電子信箱：

erin23@gcloud.csu.edu.tw。 

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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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正修科技大學 

105 年度系所專業基礎補救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分  項 

□ 分項(1)：104學年度第 2學期 跨類轉銜 學生專業基礎補救課程 

□ 分項(2)：104學年度第 2學期 強化 專業基礎補救課程 

申  請  教  師 

教師姓名  級  職 □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所屬單位  E-Mail  

校內分機 07-7310606 #  聯絡手機  

課程名稱  學生人數  

課  程  實  施  時  程 

日  期 時  間 教室編號 日  期 時  間 教室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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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之專門科目──新增課程至「相似科目」 

群別名稱 商管群 科別名稱 商業經營科 

「原」一覽表名稱 「修改後」一覽表名稱 

類型(必/選備) 

學分數 
本校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選備 

(3學分) 
統計學(一)+統計學(二)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料 

分析 
商用統計(3學分) 

選備 

(3學分) 
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理論與管理(3學分) 

 

 

群別名稱 商管群 科別名稱 國際貿易科 

「原」一覽表名稱 「修改後」一覽表名稱 

類型(必/選備) 

學分數 
本校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選備 

(2學分) 
統計學(一) 統計學 商用統計(2學分) 

 

 

群別名稱 商管群 科別名稱 資料處理科 

「原」一覽表名稱 「修改後」一覽表名稱 

類型(必/選備) 

學分數 
本校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選備 
(3學分) 

程式設計(二) 網路程式設計(一) 程式設計進階(3學分) 

選備 
(3學分)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庫程式設計進階(3學分) 

選備 
(3學分) 

資訊管理導論 
資訊管理導論(2學分)+ 
管理資訊系統(2學分) 

管理資訊系統 
(3學分) 

選備 
(3學分) 

伺服器系統管理  網路作業系統(3學分) 

選備 

(3學分)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實務、網路行銷(3學分) 

選備 
(3學分) 

電腦動畫設計 電腦繪圖 高階電腦動畫(3學分)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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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別名稱 機械群 科別名稱 機電科 

「原」一覽表名稱 「修改後」一覽表名稱 

類型(必/選備) 

學分數 
本校課程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必備 

(1學分) 
工廠基礎實習*  

機械工廠實習(2學分)+ 

機械工廠實作(2學分) 

選備 
(2學分)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感測與轉換器、感測器

原理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2學分) 

選備 
(2學分) 

數值控制加工進階  數值控制加工(2學分) 

選備 
(2學分) 微處理機與實習(2/3) 

微處理機與實習、單晶
片應用及實習、微電腦

介面實習 
微處理機應用與實習(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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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維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理原則 
104.12.2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處理原則所稱影響學生無法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由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一條 入學考詴及資格 

一、報名入學考詴：由教務處協助提供考場應詴服務；如學生未能應詴，得申請退

費。 

二、招生報到：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辦理報到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

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 

三、保留入學資格：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及檢具相關證明

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保留

入學資格期滿仍無法入學者，得視個案需求專案延長保留入學資格期限。 

第二條 註冊、繳費及選課 

一、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及學分：選課機制得予放寬，使學生選課不受每學期最低

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 

二、註冊及繳費： 

(一)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

得委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 

(二)學生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

交學分費，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三、跨校選課： 

(一)學生如有就近修課之特殊需求，教務處得予主動聯繫鄰近學校，協調學生

就近跨校修讀課程；得視個案情形，酌情收取學分費。 

(二)跨校選課條件得予放寬，使學生選課不受重補修課程、原就讀學校未開

課程及修讀科目學分數限制。 

四、資格權利之保留：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協助學生保留赴境外修讀

雙聯學位、研修或交換之資格；參與職訓課程、建教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資格。 

 

第三條 請假、成績考核及學分抵免 

一、修課方式：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得以彈性措施，如同步或非同步之

遠距教學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二、缺課請假：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學務處請假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

託他人辦理相關作業，不受缺課扣考、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三、成績考核：各系所得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

處理科目成績，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四、學分抵免：得予放寬學生申請抵免之科目學分數。 

五、轉系：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協助學生轉入適當系所修讀。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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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休退學、復學、退費及修業期限 

一、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教務處申請休學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

辦理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受期末考詴開始後不得申請

休學規定之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學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二、得退回相關學雜費用，不受學生退學時間點限制。 

三、得審酌學生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使學生不受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規定限制。 

四、若學生復學時遇有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時，得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所修業，

且系所應對學生進行選課輔導。 

五、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 

 

第五條 畢業資格條件 

一、畢業應修科目學分：各系所依課程之科目性質，酌情調整課程(如：實習、體

育及服務學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 

二、其他畢業資格條件：各系所得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檢定、證照考

詴)，提供學生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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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受理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資格審議規則 (草案) 

 
第 1 條 本校為建構終身學習社會及因應國民升學與繼續進修需求，特依據「大學同等學

力認定標準」第 7 條之規定，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受理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資格審

議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2 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

學考詴： 

一、 曾參加與報名系組性質相關領域之國家級以上比賽獲獎者。 

二、 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家級以上之期刊者。 

三、 年滿 22 歲，且有 4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四、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資歷完整者。 

第 3 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部本校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

學考詴： 

一、 曾參加與報名系組性質相關領域之國家級以上比賽獲獎二次（含）以上者。 

二、 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家級以上之期刊二篇（含）以上者。 

三、 年滿 24 歲，且有 6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四、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資歷完整者。 

第 4 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本校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詴： 

一、 曾參加與報名系組性質相關領域之國際級比賽獲奬一次（含）或國家級以上

比賽獲獎三次（含）以上者。 

二、 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一篇（含）或國內期刊三篇（含）以上者。 

三、 具高中職（含）以上學歷，年滿 26 歲於營業額壹仟萬以上公司，擔任經理級

以上職務 2 年以上者。 

四、 具高中職（含）以上學歷，年滿 26 歲於資本額伍佰萬以上公司，擔任經理級

以上職務 4 年以上，且公司經營無重大違失紀錄者。 

五、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資歷完整者。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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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考生專業領域卓越成就之認定，須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以同等學力

資格報名。 

第 6 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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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畢業。 

正修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碩士班 104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必修：9 學分【含高等生產與作業管理3學分、碩士論文6學分、書報討論0學分四學期、研究方法0學分一學期】 

選修：27 學分 

                         碩一學生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同意，已提出碩士論文計畫書者，可免修書報討論(三)及書報討論(四)。 

104/01/06 制訂 

104/09/22 修訂 

共同必修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書報討論(一) 

(0 學分/2 小時) 
M6A01 

書報討論(二) 

(0 學分/2 小時) 
M6A02 

高等生產與作業管理 

(3 學分/3 小時) 
M6403 

研究方法 

(0 學分/2 小時) 
M6A05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書報討論(三) 

(0 學分/2 小時) 
M6A03 

書報討論(四) 

(0 學分/2 小時) 
M6A04 

碩士論文(一) 

(3 學分) 
M6B01 

碩士論文(二) 

(3 學分) 
M6B02 

 上學期 下學期 

選    

 

修 

 

科 

 

目 

＊ 

均 

為 

3 

學 

分 

3 

小 

時 

＋ 

作業管理領域 高等品質管理 M6N08 製造管理 M6N15 

供應鏈管理 M6N07 存貨管理 M6N13 

高等工程經濟 M6N05 人因工程 M6N18 

排程理論與策略 M6N40 六標準差 M6N19 

專案管理 M6N10 可靠度工程 M6N12 

產業經營分析 M6N20 自動化生產系統 M6N43 

人力資源管理 M6N21 績效評估與管理 M6N28 

行銷策略 M6N23 作業風險管理 M6N44 

產業實務專題 M6N51   

決策分析領域 統計資料分析 M6N49 實驗設計 M6N09 

高等作業研究 M6N04 模糊理論與應用 M6N03 

隨機模式與應用 M6N01 多變量分析 M6N24 

創意思考 M6N38 資料探勘 M6N41 

迴歸分析 M6N30 多目標規劃 M6N42 

系統模擬 M6N34 萃思方法 M6N50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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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金融管理系 金融行銷組 課程標準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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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學分，專業選修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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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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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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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09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3 *多媒體製作 2/3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6  必修：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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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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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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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2 銀行實務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1 行銷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3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5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5/17  必修：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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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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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6 金融商品行銷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4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7 徵授信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8 外匯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9 國際貿易實務 2/2 系  訂  選  修 433Q18 不動產理論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6 銀行會計 2/2 專  業  選  修 433Q20 創業財務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7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7 消費者行為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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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級 選 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13/14  必修：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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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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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33Q13 資產證券化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Q14 顧客關係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Q15 專案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Q16 投資型保險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8 金融機構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9 財產保險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0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2 證照輔導(二) 0/2 

專  業  選  修 433Q11 商務企劃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  業  選  修 433Q12 市場調查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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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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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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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財富管理組 課程標準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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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學分，專業選修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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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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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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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09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3 *多媒體製作 2/3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6      必修：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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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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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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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5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R01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7/19  必修：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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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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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8 理財規劃與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6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系  訂  必  修 433D11 投資組合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7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33R15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4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6 行為財務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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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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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級 選 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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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9/12  必修：6/10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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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選  修 433R09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R10 退休理財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R11 高資產客戶理財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R12 投資技術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D10 金融創新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3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7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8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2 證照輔導(二) 0/2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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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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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43 

 

2015.10.2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產業學院 課程標準 102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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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學分，專業選修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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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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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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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09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3 *多媒體製作 2/3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6      必修：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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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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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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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5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R01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7/19  必修：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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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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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8 理財規劃與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6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6 投資組合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7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33R15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6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4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0 日文(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1 日文(二)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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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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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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9/12  必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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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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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R10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R11 退休理財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R12 高資產客戶理財 3/3 

系  訂  必  修 433D10 金融創新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3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8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4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9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7 證券實務實習 9/9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49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9/12  必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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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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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大三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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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金融管理系 金融行銷組 課程標準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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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學分，專業選修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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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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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9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0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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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1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1/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7  必修：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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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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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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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2 銀行實務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1 行銷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3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5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23 基礎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5/17  必修：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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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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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6 金融商品行銷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4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7 徵授信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8 外匯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33Q06 銀行會計 2/2 系  訂  選  修 433Q18 不動產理論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7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3/3 專  業  選  修 433Q20 創業財務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7 消費者行為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9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4 實用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5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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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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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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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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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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Q13 資產證券化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Q14 顧客關係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Q15 專案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8 金融機構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6 投資型保險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9 財產保險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0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1 商務企劃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  業  選  修 433Q12 市場調查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6/9  必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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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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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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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財富管理組 課程標準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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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學分，專業選修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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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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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9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0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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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1 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1/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7  必修：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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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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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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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5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R01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23 基礎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7/19  必修：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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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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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8 理財規劃與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6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6 投資組合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7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7 金融創新商品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9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4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專  業  選  修 433R16 行為財務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  業  選  修 433N24 實用日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5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48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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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12/15  必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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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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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R10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R11 退休理財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R12 高資產客戶理財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8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3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9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4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6/9  必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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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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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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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 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金融管理系 金融行銷組 課程標準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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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學分，專業選修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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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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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9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0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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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3 金融職場品德與倫理 1/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7  必修：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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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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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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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2 銀行實務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1 行銷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3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5 投資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23 基礎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5/17  必修：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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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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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C06 金融商品行銷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4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7 徵授信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C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系  訂  必  修 433C08 外匯實務 2/3 

專  業  選  修 433Q06 銀行會計 2/2 系  訂  選  修 433Q18 不動產理論 2/2 

專  業  選  修 433Q07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7 消費者行為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9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4 實用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專  業  選  修 433N25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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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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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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選 修 40UN090 實用管理英文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60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3     

必修：11/12  必修：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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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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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系  訂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Q13 資產證券化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Q14 顧客關係管理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Q15 專案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8 金融機構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6 投資型保險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Q09 財產保險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0 中小企業授信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Q11 商務企劃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  業  選  修 433Q12 市場調查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6/9  必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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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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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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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 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財富管理組 課程標準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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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學分，專業選修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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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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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7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8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9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0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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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院 級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3 經濟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6 會計學(二) 3/3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院  級  必  修 433A23 金融職場品德與倫理 1/2 

系  訂  必  修 433A07 民法概要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0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2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必修：21/27  必修：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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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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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3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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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 級 必 修 433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3 財務管理 3/3 院 級 必 修 433A12 統計學(二)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4 *電腦技能考照輔導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2 中級會計學(二)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1 中級會計學(一)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5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3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R01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5 貨幣銀行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09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  業  選  修 433N23 基礎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7 簡報技巧實務 2/2     

必修：17/19  必修：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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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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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A20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D08 理財規劃與實務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6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6 投資組合分析 2/3 

系  訂  必  修 433D07 共同基金 2/3 專  業  選  修 433R07 金融創新商品 3/3 

系  訂  必  修 433D09  期貨與選擇權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2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3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4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4 *財金軟體應用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5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5 證照輔導(一) 0/2 

專  業  選  修 433N24 實用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1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  業  選  修 433N25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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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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選 修 40UN090 實用管理英文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60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3     

必修：12/15  必修：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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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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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  業  必  修 433A22 證照輔導(二) 1/2 

系  訂  必  修 433A17 實務專題(二) 1/2 專  業  選  修 433R10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  訂  必  修 433A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R11 退休理財規劃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9 風險管理 2/2 專  業  選  修 433R12 高資產客戶理財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8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3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09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R14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7 國際財務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0 財務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8 不動產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9 財金英文 2/2 院 級 選 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 級 選 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6/9  必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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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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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校外實習」須於三年級暑假期間實習，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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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6.04 系務會議修訂 

104.10.28 系務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 金融管理系研究所(產業碩士專班） 課程標準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2學分(必修 12學分(含論文 6學分),選修至少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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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N33201 計量經濟學 3/3 必 修 N33202 研究方法 3/3 

必 修 N33205 書報討論(一) 0/3 必 修 N33206 書報討論(二) 0/3 

選 修 N33805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選 修 N33803 金融機構與市場 2/2 

選 修 N33815 金融行銷專題 2/2 選 修 N33806 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2/2 

選 修 N33816 投資理論與實務 2/2 選 修 N33808 基金管理專題 2/2 

選 修 N33817 產業趨勢分析 2/2 選 修 N33811 顧客關係管理專題 2/2 

選 修 N33818 財務理論與實務 2/2 選 修 N33825 財務報表分析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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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N33203 碩士論文(一) 3/3 必 修 N33204 碩士論文(二) 3/3 

必 修 N33207 書報討論(三) 0/3 必 修 N33208 書報討論(四) 0/3 

選 修 N33804 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 2/2 選 修 N33812 金融創新商品專題 2/2 

選 修 N33807 證券分析與投資組合 2/2 選 修 N33820 金融個案研討 2/2 

選 修 N33809 財金資訊應用與模擬 2/2 選 修 N33821 資產配置管理專題 2/2 

選 修 N33810 財富管理專題研討 2/2 選 修 N33822 國際金融情勢分析 2/2 

選 修 N33819 行為財務學 2/2 選 修 N33823 不動產投資與管理 2/2 

選 修 N33824 企業實務實習 2/2     

 

附件 3 附件 3 附件 3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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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0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11.08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3.04.24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91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及專業必修61學分】 

選修 45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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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61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7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3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4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8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91 英文(二)  3/3 

專業必

修 
40R2361 設計圖學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31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

修 
40R2041 視覺設計概論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

修 
40R2371 設計素描(一) 2/3 

專業必

修 
40R2381 設計素描(二) 2/3 

專業必

修 
40R2101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

修 
40R2111 設計史 2/2 

專業必

修 
40R2031 平面構成 2/3 

專業必

修 
40R2081 立體構成 2/3 

專業選

修 
40R8011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

修 
40R2391 電腦繪圖(一) *2/3 

    
專業必

修 
40R2531 印刷概論 2/2 

合計 19/25 合計 21/29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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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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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0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81 英語聽講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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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

界 
2/2 

院級必

修 
40VN121 生活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5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

修 
40R2471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專業必

修 
40R2421 設計表現技法(一) 2/3 

專業必

修 
40R2131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專業必

修 
40R2541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

修 
40R2431 設計表現技法(二) 2/3 

專業必

修 
40R2401 電腦繪圖(二) *2/3 

專業必

修 
40R2521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

修 
40R212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

修 
40R2411 3D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

修 
40R2461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

修 
40R8261 

媒材探索與表現

(一) 
2/2 

專業選

修 
40R8241 插畫 2/2 

專業選

修 
40R8391 金屬飾品製作(一) 2/3 

專業選

修 
40R8251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

修 
40R8411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選

修 
40R837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

修 
40R8421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

修 
40R8541 故事編撰 2/2 

專業選

修 
40R8291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合計 27/31 合計 26/3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7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6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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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1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9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71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

修 
40R2561 設計企畫撰寫 2/2 

院級必

修 
40VN1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

修 
40R2211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

修 
40R2171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選

修 
40R8281 

媒材探索與表現

(三) 
2/2 

專業必

修 
40R2501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

修 
40R8451 飾品造型設計(一) 2/3 

專業選

修 
40R82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專業選

修 
40R8441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

修 
40R8431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選

修 
40R8471 角色模型製作(一) 2/3 

專業選

修 
40R8331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

修 
40R8131 影音媒體製作 *2/3 

專業選

修 
40R8401 金屬飾品製作(二) 2/3 

專業選

修 
40R8501 包裝結構 2/2 

專業選

修 
40R8321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

修 
40R8511 包裝材料 2/2 

專業選

修 
40R8491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

修 
40R835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合計 20/24 合計 24/29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4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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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2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

修 
40R2351 專業證照 0/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

修 
40R2271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

修 
40R2551 展示設計 2/2 

專業必

修 
40R2331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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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

修 
40R249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

修 
40R2511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

修 
40R2261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

修 
40R8231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必

修 
40R257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

修 
40R8221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選

修 
40R8521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

修 
40R8531 媒材探索與表現(四) 2/2     

專業選

修 
40R846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3     

專業選

修 
40R8481 角色模型製作(二) 2/3     

合計 18/23 合計 10/14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3. ＊表示需電腦上機。 

 4. 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

分、社會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

不得少於 2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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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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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0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11.08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 

103.04.24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103 學年度入學新

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43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1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61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7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3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4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8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91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31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

修 
40RC011 設計圖學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

修 
40RC021 視覺設計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31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

修 
40RC031 設計素描(一) 2/3 

專業必

修 
40RC061 設計素描(二) 2/3 

專業必

修 
40RC041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

修 
40RC071 設計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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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

修 
40RC051 平面構成 2/3 

專業必

修 
40RC081 立體構成 2/3 

專業選

修 
40RQ011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

修 
40RC091 電腦繪圖(一) *2/3 

    
專業必

修 
40RC101 印刷概論 2/2 

合計 19/27 合計 21/31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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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0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81 英語聽講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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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院級必

修 
40VN121 生活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5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

修 
40RC161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專業必

修 
40RC111 設計表現技法(一) 2/3 

專業必

修 
40RC171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專業必

修 
40RC121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

修 
40RC181 設計表現技法(二) 2/3 

專業必

修 
40RC131 電腦繪圖(二) *2/3 

專業必

修 
40RC191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

修 
40RC14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

修 
40RC201 3D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

修 
40RC151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

修 
40RQ061 

媒材探索與表現

(一) 
2/2 

專業選

修 
40RQ021 插畫 2/2 

專業選

修 
40RQ071 金屬飾品製作(一) 2/3 

專業選

修 
40RQ031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

修 
40RQ081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選

修 
40RQ04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

修 
40RQ091 藝用解剖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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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

修 
40RQ051 故事編撰 2/2 

專業選

修 
40RQ101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合計 27/31 合計 26/3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7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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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1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9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71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

修 
40RC231 設計企畫撰寫 2/2 

院級必

修 
40VN1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

修 
40RC241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

修 
40RC211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選

修 
40RQ171 

媒材探索與表現

(三) 
2/2 

專業必

修 
40RC221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

修 
40RQ181 飾品造型設計(一) 2/3 

專業選

修 
40RQ111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專業選

修 
40RQ191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

修 
40RQ121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選

修 
40RQ201 角色模型製作(一) 2/3 

專業選

修 
40RQ131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

修 
40RQ211 影音媒體製作 *2/3 

專業選

修 
40RQ141 金屬飾品製作(二) 2/3 

專業選

修 
40RQ221 包裝結構 2/2 

專業選

修 
40RQ151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

修 
40RQ231 包裝材料 2/2 

專業選

修 
40RQ161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

修 
40RQ29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合計 22/26 合計 22/27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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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R012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

修 
40RC291 專業證照 0/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

修 
40RC301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

修 
40RC251 展示設計 2/2 

專業必

修 
40RC311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

修 
40RC27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

修 
40RC261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

修 
40RC281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

修 
40RQ301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必

修 
40RC32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

修 
40RQ241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選

修 
40RQ251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

修 
40RQ261 媒材探索與表現(四) 2/2     

專業選

修 
40RQ27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3     

專業選

修 
40RQ281 角色模型製作(二) 2/3     

        

合計 18/23 合計 10/14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3. ＊表示需電腦上機。 

 4. 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

分、社會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

得少於 2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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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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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12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防衛

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6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72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32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4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8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9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22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32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

修 
40RD012 色彩計畫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

修 
40RD022 設計素描 2/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3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

修 
40RD032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2/2 

專業必

修 
40RD062 設計流行趨勢 2/2 

專業必

修 
40RD042 企業管理 2/2 

專業必

修 
40RD072 廣告學 2/2 

專業必

修 
40RD052 基本設計(一) 2/3 

專業必

修 
40RD082 行銷學 2/2 

專業選

修 
40RR012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選

修 
40RR022 基本設計(二) 2/3 

    
專業選

修 
40RR032 印刷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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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0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82 英語聽講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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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62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院級必

修 
40VN12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52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

修 
40RD162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必

修 
40RD092 活動設計與規劃 2/2 

專業必

修 
40RD172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

修 
40RD102 成本與效益分析 2/2 

專業必

修 
40RD182 媒體行銷傳播 2/2 

專業必

修 
40RD112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專業必

修 
40RD192 廣告文宣設計 2/2 

專業必

修 
40RD122 

時尚生活美學(一) 

身體美學 
1/2 

專業必

修 
40RD202 

時尚生活美學(二) 

商品美學 
1/2 

專業必

修 
40RD142 電腦影像處理 *2/3 

專業必

修 
40RD222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

修 
40RD152 商業文書軟體 *2/3 

專業選

修 
40RR052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專業選

修 
40RR042 攝影 2/2 

專業選

修 
40RR062 

視覺形象規劃設

計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學分  最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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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92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72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

修 
40RD282 空間與展示美學 2/2 

院級必

修 
40VN112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

修 
40RD292 

文化創意設計與 

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

修 
40RD232 

時尚生活美學(三) 

包裝美學 
1/2 

專業必

修 
40RD312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必

修 
40RD252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

修 
40RR092 商業禮儀 2/2 

專業必

修 
40RD262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

修 
40RR102 展示規劃與行銷 2/2 

專業必

修 
40RD272 文案撰寫 2/2 

專業選

修 
40RR11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

修 
40RR072 行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選

修 
40RR122 職場實用英文 2/2 

專業選

修 
40RR082 設計專業英文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7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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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

修 
40RD342 專業證照 0/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

修 
40RD352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

修 
40RD322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

修 
40RR162 

企業經營實務及體

驗 
2/2 

專業必

修 
40RD332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

修 
40RR172 通路管理 2/2 

專業必 40RD362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 40RR182 商業心理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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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修 

專業選

修 
40RR132 溝通表達與行銷技巧 2/2 

專業選

修 
40RR152 定價管理 2/2 

專業選

修 
40RR142 創業管理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2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3. ＊表示需電腦上機。 

 4. 管理學院暨生活創意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

分、社會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

不得少於 2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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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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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0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11.08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 

103.04.24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應用設計組]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43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及專業選修31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61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7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3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4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8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91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31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RC011 設計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RC021 視覺設計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31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0RC031 設計素描(一) 2/3 專業必修 40RC061 設計素描(二) 2/3 

專業必修 40RC041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40RC071 設計史 2/2 

專業必修 40RC051 平面構成 2/3 專業必修 40RC081 立體構成 2/3 

專業選修 40RQ011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40RC091 電腦繪圖(一) *2/3 

    專業必修 40RC101 印刷概論 2/2 

合計 19/27 合計 21/31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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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0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81 英語聽講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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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院級必修 40VN121 生活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5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RC161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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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RC111 設計表現技法(一) 2/3 專業必修 40RC171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專業必修 40RC121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修 40RC181 設計表現技法(二) 2/3 

專業必修 40RC131 電腦繪圖(二) *2/3 專業必修 40RC191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修 40RC14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RC201 3D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修 40RC151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修 40RQ06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一) 2/2 

專業選修 40RQ021 插畫 2/2 專業選修 40RQ071 金屬飾品製作(一) 2/3 

專業選修 40RQ031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RQ081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RQ04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修 40RQ091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修 40RQ051 故事編撰 2/2 專業選修 40RQ101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合計 27/31 合計 26/3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7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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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1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9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71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0RC231 設計企畫撰寫 2/2 

院級必修 40VN1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RC241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修 40RC211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必修 40RC221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RQ1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三) 2/2 

專業選修 40RQ111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專業選修 40RQ181 飾品造型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0RQ121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選修 40RQ191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40RQ131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RQ201 角色模型製作(一) 2/3 

專業選修 40RQ141 金屬飾品製作(二) 2/3 專業選修 40RQ211 影音媒體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RQ151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RQ221 包裝結構 2/2 

專業選修 40RQ161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修 40RQ231 包裝材料 2/2 

    專業選修 40RQ29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合計 22/26 合計 22/27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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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2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RC291 專業證照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RC301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修 40RC251 展示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RC311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RC27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修 40RC261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RC281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修 40RQ241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RC32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RQ301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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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RQ251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RQ261 媒材探索與表現(四) 2/2     

專業選修 40RQ27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3     

專業選修 40RQ281 角色模型製作(二) 2/3     

合計 18/24 合計 10/13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3. ＊表示需電腦上機。 

 4. 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社會科

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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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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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24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通過 

104.06.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設計行銷組]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93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及專業必修63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及專業選修 3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數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12 

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課程-防衛

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6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72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32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4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8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9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22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32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

修 
40RD012 色彩計畫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

修 
40RD022 設計素描 2/3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23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

修 
40RD032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2/2 

專業必

修 
40RD062 設計流行趨勢 2/2 

專業必

修 
40RD042 企業管理 2/2 

專業必

修 
40RD072 廣告學 2/2 

專業必

修 
40RD052 基本設計(一) 2/3 

專業必

修 
40RD082 行銷學 2/2 

專業選

修 
40RR012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選

修 
40RR022 基本設計(二) 2/3 



70 

 

    
專業選

修 
40RR032 印刷概論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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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

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0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82 英語聽講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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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62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院級必

修 
40VN12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52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

修 
40RD162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必

修 
40RD092 活動設計與規劃 2/2 

專業必

修 
40RD172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

修 
40RD102 成本與效益分析 2/2 

專業必

修 
40RD182 媒體行銷傳播 2/2 

專業必

修 
40RD112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專業必

修 
40RD192 廣告文宣設計 2/2 

專業必

修 
40RD122 

時尚生活美學(一) 

身體美學 
1/2 

專業必

修 
40RD202 

時尚生活美學(二) 

商品美學 
1/2 

專業必

修 
40RD142 電腦影像處理 *2/3 

專業必

修 
40RD222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

修 
40RD152 商業文書軟體 *2/3 

專業選

修 
40RR052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專業選

修 
40RR042 攝影 2/2 

專業選

修 
40RR062 

視覺形象規劃設

計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學分  最低 16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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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92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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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必

修 
40R0072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

修 
40RD282 空間與展示美學 2/2 

院級必

修 
40VN112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

修 
40RD292 

文化創意設計與 

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

修 
40RD232 

時尚生活美學(三) 

包裝美學 
1/2 

專業必

修 
40RD312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必

修 
40RD252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

修 
40RR092 商業禮儀 2/2 

專業必

修 
40RD262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

修 
40RR102 展示規劃與行銷 2/2 

專業必

修 
40RD272 文案撰寫 2/2 

專業選

修 
40RR11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

修 
40RR072 行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選

修 
40RR122 職場實用英文 2/2 

專業選

修 
40RR082 設計專業英文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7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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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

修 
40R01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

修 
40RD342 專業證照 0/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

修 
40RD352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

修 
40RD322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

修 
40RR152 定價管理 2/2 

專業必

修 
40RD332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

修 
40RR162 

企業經營實務及體

驗 
2/2 

專業必

修 
40RD362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

修 
40RR172 通路管理 2/2 

專業選

修 
40RR132 溝通表達與行銷技巧 2/2 

專業選

修 
40RR182 商業心理學 2/2 

專業選

修 
40RR142 創業管理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2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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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3. ＊表示需電腦上機。 

 4. 管理學院暨生活創意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

分、社會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

不得少於 2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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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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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11.08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77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1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8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9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6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4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R238 設計圖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7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R204 視覺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R240 設計素描(二) 2/2 

專業必修 90R239 設計素描(一) 2/2 專業必修 90R246 設計史 2/2 

專業必修 90R210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90R237 立體構成 2/2 

專業必修 90R203 平面構成 2/2 專業必修 90R241 電腦繪圖(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5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90R257 印刷概論 2/2 

        

合計 17/20 合計 16/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7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6 學分  最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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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01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1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2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3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3 設計表現技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R248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R258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修 90R262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專業必修 90R242 電腦繪圖(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4 設計表現技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7 應用版印 2/2 專業必修 90R260 專業攝影 2/2 

專業選修 90R824 插畫 2/2 專業必修 90R249 3D 電腦繪圖 *2/2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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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90R825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R852 媒材探索與表現-陶藝 2/2 

專業選修 90R85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修 90R833 金屬飾品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R834 繪本編輯製作 2/2 

        

        

        

        

        

合計 21/22 合計 21/24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學分  最低 9 學分 

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77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1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10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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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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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263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6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選修 90R853 媒材探索與表現-玻璃 2/2 專業必修 90R252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R838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必修 90R264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選修 90R83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必修 90R265 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37 金屬飾品設計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R266 設計企畫撰寫 2/2 

專業選修 90R817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28 媒材探索與表現-纖維 2/2 

專業選修 90R846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修 90R840 飾品造型設計(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6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修 90R839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90R829 圖文編輯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R842 角色模型製作(一) 2/2 

        

        

        

        

合計 19/20 合計 19/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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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253 實務專題 (一) 2/2 專業必修 90R235 專業證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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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90R25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修 90R254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選修 90R822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90R233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修 90R255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23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選修 90R847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R82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修 90R84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90R843 角色模型製作(二) 2/2     

專業選修 90R855 媒材探索與表現-木石 2/2     

專業選修 90R853 包裝結構與材料 2/2     

        

合計 18/18 合計 9/1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6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3. 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社會科學

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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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11.08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77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1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8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9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6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4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R238 設計圖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7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R204 視覺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R240 設計素描(二) 2/2 

專業必修 90R239 設計素描(一) 2/2 專業必修 90R246 設計史 2/2 

專業必修 90R210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90R237 立體構成 2/2 

專業必修 90R203 平面構成 2/2 專業必修 90R241 電腦繪圖(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5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90R257 印刷概論 2/2 

        

合計 17/20 合計 16/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7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6 學分  最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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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01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1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2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3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3 設計表現技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R248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R258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修 90R244 設計表現技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2 電腦繪圖(二) *2/2 專業必修 90R260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修 90R247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修 90R852 媒材探索與表現-陶藝 2/2 

專業選修 90R824 插畫 2/2 專業選修 90R833 金屬飾品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R825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R834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R851 文字造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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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1/22 合計 18/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21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留存備查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77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1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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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267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6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0R270 3D 電腦繪圖 *2/2 專業必修 90R266 設計企畫撰寫 2/2 

專業選修 90R827 媒材探索與表現-玻璃 2/2 專業必修 90R268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選修 90R838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必修 90R265 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3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R854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37 金屬飾品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R828 媒材探索與表現-纖維 2/2 

專業選修 90R846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修 90R840 飾品造型設計(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6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修 90R839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90R829 圖文編輯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R842 角色模型製作(一) 2/2 

合計 19/20 合計 19/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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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253 實務專題 (一) 2/2 專業必修 90R235 專業證照 0/2 

專業必修 90R25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修 90R254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90R269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修 90R233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修 90R255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R272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R853 包裝結構與材料 2/2 專業選修 90R823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選修 90R847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R82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修 90R822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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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90R84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90R843 角色模型製作(二) 2/2     

專業選修 90R855 媒材探索與表現-木石 2/2     

合計 19/20 合計 10/12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0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3. 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社會科學

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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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1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8.12.21 教務會議通過 

99.08.26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99.02.03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學位學程事務會議修訂 

100.04.20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06 人文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0.06.13 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1.05.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3.06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05.13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2.11.08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3.04.24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4.06.01 課程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學分：必修77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學分及專業必修55學分】 

選修51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及專業選修43學分】跨系選修至多8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8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9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6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4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

修 
90R238 設計圖學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7 體育(二) 1/2 

專業必

修 
90R204 視覺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

修 

90R240 
設計素描(二) 2/2 

專業必

修 
90R239 設計素描(一) 2/2 

專業必

修 

90R246 
設計史 2/2 

專業必

修 
90R210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

修 

90R237 
立體構成 2/2 

專業必

修 
90R203 平面構成 2/2 

專業必

修 

90R241 
電腦繪圖(一) *2/2 

專業選

修 
90R835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

修 
90R257 印刷概論 2/2 

合計 17/20 合計 16/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7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16 最高學分  最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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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01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1 英語會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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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2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3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

界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

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

修 
90R243 設計表現技法(一) 2/2 

專業必

修 
90R248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專業必

修 
90R258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

修 
90R244 設計表現技法(二) 2/2 

專業必

修 
90R242 電腦繪圖(二) *2/2 

專業必

修 
90R260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

修 
90R247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

修 
90R852 

媒材探索與表現-陶

藝 
2/2 

專業選

修 
90R825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

修 
90R833 金屬飾品製作 2/2 

專業選

修 
90R85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

修 
90R824 插畫 2/2 

        

合計 19/20 合計 18/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8 學分  最低 9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

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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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267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通識基礎必

修 
90R016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

修 
90R270 3D 電腦繪圖 *2/2 

專業必

修 
90R266 設計企畫撰寫 2/2 

專業選

修 
90R834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必

修 
90R268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選

修 
90R827 媒材探索與表現-玻璃 2/2 

專業選

修 
90R854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

修 
90R838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選

修 
90R828 

媒材探索與表現-纖

維 
2/2 

專業選

修 
90R83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選

修 
90R840 飾品造型設計(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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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

修 
90R837 金屬飾品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

修 
90R839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

修 
90R846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

修 
90R842 角色模型製作(一) 2/2 

專業選

修 
90R836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

修 
90R829 圖文編輯與應用 *2/2 

合計 19/20 合計 19/20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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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R253 實務專題 (一) 2/2 

專業必

修 
90R235 專業證照 1/2 

專業必

修 
90R25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

修 
90R254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

修 
90R269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

修 
90R233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

修 
90R271 展示設計 2/2 

專業必

修 
90R272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

修 
90R853 包裝結構與材料 2/2 

專業必

修 
90R273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選

修 
90R856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

修 
90R857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

修 
90R822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選

修 
90R823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選

修 
90R84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選

修 
90R843 角色模型製作(二) 2/2     

專業選

修 
90R855 媒材探索與表現-木石 

2/2 
    

合計 19/20 合計 12/14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9 學分  最低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 最高 12 學分  最低 9 學分 

備註： 1. 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3. 管理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社會科

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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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進修專校二年制專科部 休閒與運動管理科週二班 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104.11.23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1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1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選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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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9 #文學與人生 2/2 通識基礎必修 731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31A01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1A24 餐飲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03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731A09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專業必修 731A43 運動與全人福祉 2/2 專業必修 731A36 休閒活動規劃與領導 2/2 

專業必修 731A46 職場安全與公共關係 3/3 專業必修 731A42 休閒養生功法 2/2 

專業選修 731N27 校外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31N32 老化與保健 2/2 

專業選修 731N40 專題實作(一) 3/3 專業選修 731N29 校外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31N41 專題實作(二)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7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7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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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05 #計算機概論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11 #現代世界史 2/2 

專業必修 731A37 #職場倫理與溝通 2/2 專業必修 731A33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38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1A15 創意與美學訓練 3/3 

專業必修 731A39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18 健美與塑身 2/2 

專業必修 731A40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必修 731A41 足部養生保健 2/2 

專業必修 731A14 墊上核心 2/2 專業選修 731N35 咖啡館實務專題 3/3 

專業選修 731N33 流行冰品與飲料調製 2/2 專業選修 731N36 茶藝與茶道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34 創意調酒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37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30 校外實習（三） 3/6 專業選修 731N38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42 專題實作(三) 3/3 專業選修 731N39 營隊與團康領導 2/2 

    專業選修 731N31 校外實習（四） 3/6 

    專業選修 731N43 專題實作(四)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5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2 學分 12 小時） 

說明: 一、每學期至少修習學分。 
二、 *表示需電腦上機。 
三、 #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四、 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每 3 學分(6

小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18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其餘 300小時作為校外實習。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學分(必修 61學分，選修 19 學分)﹝含校外實習
(一)(二)(三)(四)12學分﹞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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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進修專校二年制專科部 休閒與運動管理科週二班 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104.11.23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1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1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選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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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9 #文學與人生 2/2 通識基礎必修 731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31A01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1A24 餐飲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03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731A09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專業必修 731A43 運動與全人福祉 2/2 專業必修 731A36 休閒活動規劃與領導 2/2 

專業必修 731A20 職場倫理與溝通 3/3 專業必修 731A42 休閒養生功法 2/2 

專業選修 731N27 校外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31N32 老化與保健 2/2 

專業選修 731N40 專題實作(一) 3/3 專業選修 731N29 校外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31N41 專題實作(二)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7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7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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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05 #計算機概論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11 #現代世界史 2/2 

專業必修 731A35 #安全教育與急救 2/2 專業必修 731A33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38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1A15 創意與美學訓練 3/3 

專業必修 731A39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18 健美與塑身 2/2 

專業必修 731A40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必修 731A41 足部養生保健 2/2 

專業必修 731A14 墊上核心 2/2 專業選修 731N35 咖啡館實務專題 3/3 

專業選修 731N33 流行冰品與飲料調製 2/2 專業選修 731N36 茶藝與茶道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34 創意調酒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37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30 校外實習（三） 3/6 專業選修 731N38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42 專題實作(三) 3/3 專業選修 731N39 營隊與團康領導 2/2 

    專業選修 731N31 校外實習（四） 3/6 

    專業選修 731N43 專題實作(四)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5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2 學分 12 小時） 

說明: 一、每學期至少修習學分。 
二、 *表示需電腦上機。 
三、 #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四、 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每 3 學分(6

小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18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其餘 300小時作為校外實習。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學分(必修 61學分，選修 19 學分)﹝含校外實習
(一)(二)(三)(四)12學分﹞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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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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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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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2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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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43 休閒保健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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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與運動產業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25 都會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2/2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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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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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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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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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17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 2/2 專業選修 431N29 網球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19 羽球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0 羽球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0 游泳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1 游泳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1 健身運動指導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2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35 探索教育 2/2 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練學 2/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4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431N24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431N36 自行車 2/2 

專業選修(教) 431N72 足球 1/2 專業選修 431N37 水上活動 2/2 

專業選修(教) 431N73 休閒活動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99 運動英文 2/2 

    專業選修(教) 431N74 木球 1/2 

    專業選修(教) 431N75 運動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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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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1N76 健康與體育概論(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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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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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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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BG 溫泉養生保健及 SPA 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58 溯溪 2/2 專業選修 431NBH 職場壓力與身心舒壓 2/2 

專業選修 431N59 體能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BE 溫泉產業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1NBF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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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3.12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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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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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02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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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A55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QA60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40QA53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專業必修 40QA61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QA25 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0Q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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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N14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40QN03 化妝與流行史 2/2 

必修合計 17/21 必修合計 17/2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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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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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06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02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C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C07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C03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C04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C05 職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03 時尚品牌經營 2/2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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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30Q04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Q01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必修合計 16/19 必修合計 11/1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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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C09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4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430C12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5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0C16 化妝品香料學 2/2 

專業選修 430Q05 化妝品容器與製造設備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30Q06 化妝品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Q09 化妝品分析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430Q07 
中草藥在化妝品上的

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0Q10 美容藥物學 2/2 

必修合計 9/13 必修合計 11/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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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1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C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C2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C30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30C25 化妝品工廠製造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4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必修 430C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15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C23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6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必修 430C24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430Q11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2 儀器分析及實驗 3/3     

必修合計 10/15 必修合計 3/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89 

 

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時尚彩妝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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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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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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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02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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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A55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QA60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QA43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必修 40QA53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專業必修 40QA61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QA25 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0Q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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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QN14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40QN03 化妝與流行史 2/2 

必修合計 17/21 必修合計 17/2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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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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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430D02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06 時尚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04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3 職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D08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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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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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0R01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R02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R05 創意美甲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0R0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必修合計 14/16 必修合計 14/1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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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

(一) 
2/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13 服飾造型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D17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必修 430D14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8 ★舞台表演藝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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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0R09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R07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0R10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08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R11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必修合計 14/16 必修合計 12/1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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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D3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30D25 
★整體造型設計與
實習(二) 2/3 專業選修 430R1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430R14 美容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0R18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R12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0R13 時尚攝影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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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合計 3/7 必修合計 3/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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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04.30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3.12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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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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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3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07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0N04 藝術與時尚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必修合計 13/17 必修合計 19/2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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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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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06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C02 生活化學及實驗(二) 2/3 專業必修 430C07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C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C03 化妝品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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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C04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0Q03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430C05 職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04 醫學美容資訊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30Q01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必修合計 18/21 必修合計 11/1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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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C09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

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4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430C12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6 化妝品香料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0C2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430Q05 化妝品容器與製造設備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30Q06 化妝品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Q13 化妝品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30Q07 
中草藥在化妝品上的

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0Q10 美容藥物學 2/2 

必修合計 9/13 必修合計 11/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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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1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C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C2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C30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30C25 化妝品工廠製造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4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必修 430C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15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C23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6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必修 430C15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選修 430Q11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與實驗 3/3     

必修合計 10/15 必修合計 3/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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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04.30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時尚彩妝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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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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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3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07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0N04 藝術與時尚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必修合計 13/17 必修合計 19/2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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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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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02 彩妝藝術學(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06 時尚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4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8 化妝品調製學及實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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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D03 職涯規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R01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R05 創意美甲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0R02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R0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必修合計 16/18 必修合計 14/1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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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

習(一) 
2/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必修 430D3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14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8 ★舞台表演藝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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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0R09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R07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0R10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08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R11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必修合計 14/16 必修合計 12/1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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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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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3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
實習(二) 

2/3 專業選修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美容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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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合計 5/10 必修合計 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95 

 

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04.30 修訂  103.06.27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3.12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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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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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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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07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Q08 創意美甲製作 3/3 

必修合計 13/18 必修合計 19/2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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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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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26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C21 基礎化學 2/2 專業必修 430C27 化妝品原料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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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C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C03 化妝品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C11 ★彩妝藝術學 2/3 專業選修 430Q03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430C17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04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必修 430C18 專業核心能力(一)檢核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30Q01 美容營養學 2/2     

必修合計 17/21 必修合計 12/1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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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C09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4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430C12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430C2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0C16 化妝品香料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30Q13 化妝品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必修合計 9/13 必修合計 11/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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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1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C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C2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C30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30C25 化妝品工廠實習 2/3 專業必修  專業證照檢核 0/1 

專業必修 430C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14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必修 430C23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5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C15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選修 430Q16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430Q11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必修合計 10/15 必修合計 3/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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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04.30修訂  103.06.27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時尚彩妝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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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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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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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07 生活化學及實驗(一)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0R01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R05 創意美甲製作 3/3 

必修合計 13/18 必修合計 19/2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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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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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必修 430D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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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4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D28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D21 專業核心能力(一)檢核 0/1 專業選修 430R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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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R15 基礎髮型實習 2/3 

專業選修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R0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必修合計 16/19 必修合計 14/1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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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必修 430D3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14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一)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視覺圖像設計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儀態美學 2/2     

必修合計 14/16 必修合計 10/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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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D2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必修 430D3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英語 2/2 專業必修  專業證照檢核 0/1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二) 2/2 專業選修 430R1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彩繪與特殊化妝實習 3/3 專業選修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頭皮養護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必修合計 3/7 必修合計 5/9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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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04.30 修訂  103.06.27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3.12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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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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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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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Q08 創意美甲製作 3/3 

必修合計 13/18 必修合計 19/2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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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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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26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C21 基礎化學 2/2 專業必修 430C27 化妝品原料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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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C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C03 化妝品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C11 ★彩妝藝術學 2/3 專業選修 430Q03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430C17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04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必修 430C18 專業核心能力(一)檢核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30Q01 美容營養學 2/2     

必修合計 17/21 必修合計 12/1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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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C09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4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430C12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430C2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0C16 化妝品香料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30Q13 化妝品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必修合計 9/13 必修合計 11/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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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1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C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C2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C30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30C25 化妝品工廠實習 2/3 專業必修  專業證照檢核 0/1 

專業必修 430C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14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必修 430C23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5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C15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選修 430Q16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430Q11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美容藥物學 2/2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必修合計 10/15 必修合計 3/5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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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0.11.18 訂定  102.05.14 修訂  103.04.30修訂  103.06.27 修訂  103.12.08 修訂  104.05.22 修訂 

104.11.26 修訂 

一、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時尚彩妝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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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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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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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0R01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R05 創意美甲製作 3/3 

必修合計 13/18 必修合計 19/2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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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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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必修 430D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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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4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D28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D21 專業核心能力(一)檢核 0/1 專業選修 430R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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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R15 基礎髮型實習 2/3 

專業選修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R0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必修合計 16/19 必修合計 14/17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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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必修 430D3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14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選修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一)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視覺圖像設計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儀態美學 2/2     

必修合計 14/16 必修合計 10/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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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D2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必修 430D3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英語 2/2 專業必修  專業證照檢核 0/1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二) 2/2 專業選修 430R1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彩繪與特殊化妝實習 3/3 專業選修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頭皮養護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必修合計 3/7 必修合計 5/9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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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考試三階段流程及附表 

第一階段▬碩士論文計畫書之審查  

    論文計畫書必須依本系規定於每學期期間提出申請，12月底或6月中旬前完成通過審查，

審查通過後次一學期才得提出論文口試申請，由指導教授安排其他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見系網:碩士一所需的表格 ─ 碩士班論文計畫申請書+碩士班論文計畫審查報告) 

 

第二階段▬碩士論文初稿之公開報告或投稿論文(海報/口頭)接受  [二擇一]  

   公開報告: 論文初稿必須依本系規定時間統一公開報告(每年 1 月及 6 月)(未參加報告者，

該學期即不得提出口試申請)，由指導教授進行審查。(附表 1) (附表 2) 

   投稿論文(海報/口頭): 海報論文或口頭論文被接受，每學期期間(每年 1 月及 6 月前)提出

申請並附上接受函，審查通過後次一學期才得提出論文口試申請。(附表 1+接受函的證明) 

 

第三階段▬碩士論文口試  

壹˴ 碩士論文經前兩階段通過者，方可安排論文學位口試事宜，並提出修畢 30 學分的

證明， 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貳˴ 碩士論文口試須按規定設置碩士考試委員會，應依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

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一、考詴委員三至五名，其中校內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得為委員。 

         二、考詴委員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

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上述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本校兼任教師得為校外委員。 

         四、考詴委員由各系(所)主管提請校長核聘之。 

 

3、碩士論文口試於每學期期中考後舉行。 

(見系網: 碩士二所需的表格 ─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成績審查表; 務必先詳見系網: 碩士二所需的表格 

─ 辦法, 流程….)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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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研 究 生 論 文 計 畫 發 表 記 錄 表  

發 表 人 碩士班學生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論文題目  

主 持 人 

（簽名） 

 

 

指導教授 

（簽名） 

 

 
紀錄 

 

 

出席教授 

（簽名） 
 

列席人員 

（簽名）  

內容摘要 

 

 

 

 

 

（本表不敷使用，請翻背面繼續撰寫）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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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碩士班論文計畫期初／末發表教師評分表 

                                                     年   月   日 

報告人 及格 不及格 不及格者請列出理由 

    

    

    

    

    

    

    

    

    

    

    

    

    

    

評鑑老師們簽名：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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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14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4.5.21 系務會議通過、104.06.03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06.15 教務會議通過、104.12.4 課程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幼兒保育研究所 104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4 學分(必修 16 學分,選修 18 學分[跨所選修至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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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M0A001 教育研究法 3/3 必修 M0A004 高等教育統計學 3/3 

必修 M0A002 幼兒教保模式專題研究 2/3 必修 M0A005 托育機構經營管理專題研究 2/3 

必修 M0A003 書報討論(一) 1/2 必修 M0A006 書報討論(二) 1/2 

選修 M0A801 兒童福利與幼保法規政策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4 情緒與社會活動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07 特殊幼兒發展與評估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5 嬰幼兒行為輔導研究 3/3 

選修 M0A822 身體動作發展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6 嬰幼兒健康促進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3 
幼兒數學邏輯學習活動專題

研究 
3/3 選修 M0A827 幼兒課程教學研究 3/3 

選修 M0A814 幼兒文教事業網路行銷 3/3 選修 M0A828 幼兒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3/3 

    選修 M0A829 親職教育研究 3/3 

    選修 M0A830 幼兒遊戲專題研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必修 6;選修 9)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必修 6;選修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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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M0A007 碩士論文(一) 2/2 必修 M0A009 碩士論文(二) 2/2 

必修 M0A008 書報討論(三) 0/2 必修 M0A0010 書報討論(四) 0/2 

選修 M0A831 幼兒認知發展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19 托育服務人力資源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32 特殊幼兒介入與安置 3/3 選修 M0A820 幼保發展趨勢與國際比較 3/3 

選修 M0A833 兒童問題診斷 3/3 選修 M0A835 兒童依附關係研究 3/3 

選修 M0A834 幼兒科技與教學專題研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5 學分(必修 2;選修 3)       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 學分(必修 2;選修 0)    2 小時 

備註：1.海外實習可抵免二下「幼兒發展趨勢與國際比較」  

      2.碩士學位考詴第一、二階段通過，則可免修書報討論(三)和(四) 

        碩士學位考詴第三階段通過可免修碩士論文 

      3.申請碩士班學位考詴第三階段前須先修畢 30學分。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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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碩士班：培養幼保專業在發展及教育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及幼托相關機構之經營管理人才。 

 

核心能力 

碩士班： 

1. 具備幼保專業在發展及教育領域之研究能力 

2. 具備托育及兒童福利相關機構之管理能力 

 

本系培育之專業人才 

碩士班培育的三類主要專業人才為： 

1. 幼兒發展領域之實務人才 

2. 嬰幼兒教育相關領域之研究人才 

3. 幼托相關領域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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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課程說明 

專業必修課程 教育研究法、幼兒教保模式專題研究、高等教育統計學、碩士論文、托

育機構經營管理專題研究、書報討論 

幼兒發展領域 身體動作發展專題研究、特殊幼兒發展與評估專題研究、嬰幼兒行為輔導研

究、嬰幼兒健康促進專題研究、情緒與社會活動專題研究、幼兒認知發展

專題研究 

嬰幼兒教育領域 幼兒數學邏輯學習活動專題研究、幼兒課程教學研究、親職教育研究、

幼兒學習領域教學研究、幼兒遊戲專題研究、幼兒科技與教學專題研究 

托育行政服務領

域 

托育服務人力資源專題研究、幼保發展趨勢與國際比較、兒童問題診斷、

特殊幼兒介入與安置、兒童福利與幼保法規政策專題研究、兒童依附關係研究 

課程規劃: 

(一) 本所課程規劃以能訓練 

1. 具備幼保專業在發展及教育領域之研究能力 

2. 具備托育及兒童福利相關機構之管理能力 

3. 依據學生個人生涯規劃，就三種領域選出一種領域而作專業能力(每種領域課程需達 3門
以上) 

(二) 每學期選課學分:上限 12 學分，下限 1 學分 

(三) 畢業最低學分為 34學分 

(四) 本所課程包括:1.專業必修課程 12學分 

                  2.專業選修課程18學分 (分三大主軸:幼兒發展領域、嬰幼兒教育領域、
托育行政服務領域) 

                  3.碩士論文 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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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4實習課程委員會通過、.104.5.21修訂系務會議通過、104年 6月 15校教務會議通過、104.12.4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課程標準表  (104學年度入學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專業選修 40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學分) 

1.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 

2.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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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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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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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勞作教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勞作教育(二) 0/2 

專業必修 40AH26 兒童發展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選修 40AQ89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0AV1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AV06 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66 家庭教育 2/2 

最高 18學分(24小時)   通識選修 2學分(2小時)  

必修 16學分(22小時) 

最高 18學分(25小時) 通識選修 2學分(2小時)  必修 14學分(21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2學分(2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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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1 英語聽講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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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生活創意必修 40A068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0AH19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AH2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AH 托嬰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AC07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4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選修 40AV23 心理學 3/3 專業選修 40AV61 幼兒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0AV07 教學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AV52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V26 兒童律動 2/2 

專業選修 40AV13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4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AV82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AV74 造型美學 2/2 

最高 22學分(24小時)    通識選修 2學分(2 小時)   

 必修 13學分(15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7學分(7小時) 

最高 20學分(22小時)  通識選修 2學分(2小時)   

學院必修 2 學分(2小時) 

必修 12學分(14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4 學分(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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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課程標準表  (104 學年度入學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 136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0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1.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 

2. 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 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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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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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24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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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創意必修 40AV69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AH45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專業必修 40AH13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40AH24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40AH22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AH23 幼兒學習評量 2/2 

專業必修 40AC31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 H35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3 

專業選修 40AV90 嬰幼兒教保政策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AH23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40AV1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AV56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40AV51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40AV36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40AV06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34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V10 特殊兒童教材教法 2/2 專業選修 40AV71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專業選修 40AV54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40AV73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AV16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AV64 幼兒自然科學與數學 2/2 

專業選修 40AQ83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V83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40AV84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0AV30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V80 教具設計與應用 2/2 

        

最高 18學分(19小時)    通識選修 2學分(2 小時)  

 學院必修 2學分(2小時) 

必修 8學分(9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6學分(6 小時) 

最高 19 學分(22小時)  通識選修 2學分(2小時)       

必修 8學分(12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9學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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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16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AH18 實務專題(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AV46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AH21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AV09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40A 教保服務專題討論 2/2 

專業必修 40AH2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選修 40AV64 早期療育 2/2 

專業必修 40AH47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60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V45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0AV65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40AV58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40AV33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40AV76 家政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25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V32 課後托育活動實習 2/2 專業選修 40AV86 繪本積木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V47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AV85 美語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Q93 兒童木製產品實作 2/2     

最高 12 學分(18小時)     必修 10學分(16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2學分(2小時) 

最高 9 學分(10小時)    必修 1學分(2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8學分(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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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14、101.01.06、101.3.14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1.05.07 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咨詢 

101..05.15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15 系務會議通過 

101.5.28 教務會議通過 

104.3.6 院課程會議討論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課程標準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9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1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12 軍訓(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6 

40CC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05 

40CC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C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Q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CC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CQ75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3     選修： 2 / 2   19 / 25  必修： 13 / 18      選修： 4 / 4   17 / 22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C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09 

40CC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0 

40CC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6 

40CC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40CC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C42 多媒體製作 2/3 

附件 23 



112 

 

專業必修 40CC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Q63 企業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Q65 商務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CQ08 基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10 進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2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3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9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4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45 初級德文 2/2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必修： 14 / 17      選修： 6 / 6   20 / 23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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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C5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CC30 

40CC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1 

40CC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13 

40CC1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4 

40CC1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43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必修 40CC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CC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C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必修 40CC49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Q59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

0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13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Q1

7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73 

進階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6

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3

4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5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

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1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

6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7 進階德文 
2/2 

        

        

        

必修： 11 / 12     選修： 6 / 6   17 / 18  必修： 8 / 10      選修： 8 / 8   16 / 18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8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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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C17 

40CC19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18 

40CC20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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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CC38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39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34 

40CC36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5 

40CC37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C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Q25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27 國貿實務演練 2/2 

專業選修 40CQ26 國貿實務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74 進階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Q69 財經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1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Q36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Q42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7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8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3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96 校外實習(一) 3/3 專業選修 40CQ49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97 校外實習(二) 9/9 專業選修 40CQ93 英語教材教法 2/2 

專業選修 40CQ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G3 校外實習(三) 9/18 

專業選修 40CQN9 英語教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必修： 6 / 8     選修： 6 / 6   12 / 14  必修： 5 / 8      選修： 6 / 6   11 / 14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4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4 小時 

※建議「生涯規劃」規劃於第一學年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並規劃「品德與專業倫理」、

「創意思考訓練」及「網際網路應用」資訊等課程。 

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4 學分/  159  時數(必修 115 / 44 選修) 

2.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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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

關證照)。 

4.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 

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習「英語綜合測驗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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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14、101.01.06、101.3.14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1.05.07 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1.05.15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1.05.15，102.5.29 系務會議通過 

101.5.28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課程標準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最低畢業學分 134 學分：必修 9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11 軍訓(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6 

40CD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05 

40CD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D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R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CD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R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CR87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3     選修： 2 / 2   19 / 25  必修： 13 / 18      選修： 4 / 4   17 / 22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D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09 

40CD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0 

40CD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6 

40CD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27 

40CD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D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D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選修 40CR76 觀光導論 2/2 專業必修 40CD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R69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R82 餐飲英文(一) 2/2 專業選修 40CR70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33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83 餐飲英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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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R39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11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CR45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34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0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6 初級德文 2/2 

必修： 14 / 17     選修： 6 / 6   20 / 23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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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D5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CD30 

40CD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1 

40CD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13 

40CD1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4 

40CD1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43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必修 40CD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CD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D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R60 新聞英文 2/2 專業必修 40CD49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R14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R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61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81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5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3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4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84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5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5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6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1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2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7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8 進階德文 2/2 

        

        

必修： 9 / 10     選修： 8 / 8   17 / 18  必修： 10 / 12      選修： 6 / 6   16 / 18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8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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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D17 

40CD19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18 

40CD20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二) 
1/2 

專業必修 40CD38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39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34 

40CD36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5 

40CD37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D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R26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29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CR79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93 航空訂位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CR80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CR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6 世界美食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77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R90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CR38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37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4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43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50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9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NG3 校外實習(三) 9/18 

專業選修 40CR96 校外實習(一) 3/3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專業選修 40CR97 校外實習(二)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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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生涯規劃」規劃於第一學年上學期開授，配合學生建置 GPS-Portfolio 內涵。並規劃「品德與專業倫理」、

「創意思考訓練」及「網際網路應用」資訊等課程。 

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4 學分/  159  時數(必修 115 / 44 選修) 

 2.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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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關證照)。 

 4.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

習「英語綜合 

   測驗訓練」課程。 

必修： 6 / 8     選修： 6 / 6   12 / 14  必修： 5 / 8      選修： 6 / 6   11 / 14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4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1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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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1, 101.11.21, 102.03.27)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2.05.03)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咨詢 

(102.05.03)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2.05.29)系務會議通過 

(102.6.10)教務會議通過 

104.3.6 院課程會議討論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課程標準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6 

40CC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05 

40CC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C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Q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CC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CQ75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3     選修： 2 / 2   19 / 25  必修： 13 / 18      選修： 4 / 4   17 / 22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C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09 

40CC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0 
40CC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6 
40CC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40CC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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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CC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C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C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Q63 企業管理概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Q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Q65 商務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CQ08 基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10 進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2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3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9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4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45 初級德文 2/2 

必修： 18 / 21     選修： 6 / 6   24 / 27  必修： 14 / 17      選修： 6 / 6   20 / 23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27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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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C5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CC30 
40CC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1 
40CC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13 
40CC1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4 
40CC1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C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C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Q59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0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13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Q17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73 進階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81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Q86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34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5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1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6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7 進階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14 英語教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19 英語教材教法 2/2 

必修： 9 / 10     選修： 6 / 6   15 / 16  必修： 8 / 10      選修： 8 / 8   16 / 18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5 學分/ 16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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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C17 
40CC19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18 
40CC20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二) 

1/2 



119 

 

專業必修 40CC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C34 
40CC36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5 

40CC37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C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Q91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Q92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Q25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27 國貿實務演練 2/2 

專業選修 40CQ26 國貿實務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74 進階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Q69 財經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1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Q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Q36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7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2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3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8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9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G

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

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必修： 7 / 9     選修： 6 / 6   13 / 15  必修： 3 / 6      選修： 6 / 6   9 / 12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3 學分/ 1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12 小時 

 

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61  時數 

2.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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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

關證照)。 

4.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 

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習「英語綜合測驗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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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1, 101.11.21, 102.03.27)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2.05.03)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2.05.03,103.4.29)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2.5.29,103.5.14)系務會議通過 

(102.6.10, 102.10.7)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課程標準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6 

40CD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05 

40CD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D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R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CD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R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CR87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3     選修： 2 / 2   19 / 25  必修： 13 / 18      選修： 4 / 4   17 / 22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D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09 

40CD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0 

40CD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6 

40CD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27 

40CD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D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D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R76 
觀光導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R69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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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R82 餐飲英文(一) 2/2 專業選修 40CR70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33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83 餐飲英文(二) 2/2 

專業選修 40CR39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11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CR45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34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0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6 初級德文 2/2 

必修： 14/ 17     選修： 6 / 6   20 / 23  必修： 18 / 21      選修： 6 / 6   24 / 27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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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D5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CD30 

40CD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1 

40CD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13 

40CD1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4 

40CD1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D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CD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D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R60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14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R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61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81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5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3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4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84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5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5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6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1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2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7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8 進階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88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89 國際禮儀 2/2 

必修： 9 / 10     選修： 8 / 8   17 / 18  必修： 8 / 10      選修： 6 / 6   14 / 16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8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4 學分/ 16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D17 

40CD19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18 

40CD20 
實用英語口語訓練 

(演說) (二) 
1/2 

專業必修 40CD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D34 

40CD36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5 

40CD37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D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R91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R92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R26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29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CR79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93 航空訂位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CR80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CR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6 世界美食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77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R90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CR38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37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4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43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50 工商德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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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58  時數 

 2.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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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關證照)。 

 4.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

習「英語綜合 

   測驗訓練」課程。 

專業選修 
40CR49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NG

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

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必修： 7 / 9     選修： 6 / 6   13 / 15  必修： 3 / 6      選修： 6 / 6   9 / 12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4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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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5, 102.9.18, 103.1.7, 103.3.19)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3.04.22)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咨詢 

(103.04.29, 104.06.23)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3.5.14,104.06.25)系務會議通過 

(103.5.26, 104.09.2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5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6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6 

40CC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05 

40CC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C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Q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CC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CQ75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4     選修： 2 / 2   19 / 26  必修： 13 / 19      選修： 4 / 4   17 / 23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C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09 

40CC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0 
40CC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6 
40CC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40CC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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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CC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C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C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Q63 企業管理概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Q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Q65 商務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CQ08 基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10 進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2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3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9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4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45 初級德文 2/2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27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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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C51 實務專題(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6

3 
40CC6

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3 專業必修 
40CC64 
40CC6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3 

專業必修 
40CC30 
40CC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1 
40CC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C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C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必修 
40CC6

7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68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Q59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0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13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Q17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73 進階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81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Q14 英語教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86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34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5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1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6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7 進階德文 2/2 

        

必修： 12/ 13    選修： 6 / 6   18/ 19  必修： 11/ 13      選修： 8 / 8   19 / 21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9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1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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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40CC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C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C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Q25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27 國貿實務演練 2/2 

專業選修 40CQ26 國貿實務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74 進階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Q69 財經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1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Q93 英語教材教法 2/2 專業選修 40CQ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Q36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7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2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3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8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9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G

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

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專業選修 40CQ94 
40CQC

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Q95 
40CQC

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必修： 4 / 5     選修： 6 / 6   10 / 11  必修： 0 / 2     選修： 6 / 6   6 / 8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3 學分/ 1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6 學分/ 8 小時 

 

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61  時數 

2.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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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

關證照)。 

4.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 

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習「英語綜合測驗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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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5, 102.9.18, 103.1.7, 103.3.19)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3.04.22)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咨詢 

(103.04.29, 104.06.23)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3.5.14,104.06.25)系務會議通過 

(103.5.26, 104.09.2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課程標準表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5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6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6 

40CD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05 

40CD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D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R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CD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R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CR87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4     選修： 2 / 2   19 / 26  必修： 13 / 19     選修： 4 / 4   17 / 23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D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09 

40CD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0 

40CD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6 

40CD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27 

40CD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D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D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R76 
觀光導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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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R69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R82 餐飲英文(一) 2/2 專業選修 40CR70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33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83 餐飲英文(二) 2/2 

專業選修 40CR39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11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CR45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34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0 咖啡烘焙與調製 2/2 專業選修 40CR40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B0 客務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46 初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1 創意調酒 2/2 

必修： 14/ 17     選修： 6 / 6   20 / 23  必修： 18 / 21      選修： 6 / 6   24 / 27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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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D51 實務專題(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63 

40CD6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3 專業必修 

40CD64 

40CD6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3 

專業必修 
40CD30 

40CD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1 

40CD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D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CD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D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必修 40CD67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68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R60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14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R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61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81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5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3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4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84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5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5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6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1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2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7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8 進階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88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89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RA2 創意茶飲與冰品 2/2 專業選修 40CRA3 餐廳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B2 宴會與會議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B3 高級管家服務 2/2 

必修： 12 / 13     選修： 8 / 8   20 / 21  必修： 11 / 13      選修： 6 / 6   17/ 19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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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CD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D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D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R26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29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CR79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93 航空訂位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CR80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CR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6 世界美食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77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R90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CR38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37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4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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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61 時數 

 2.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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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關證照)。 

 4.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

習「英語綜合 

   測驗訓練」課程。 

專業選修 40CR43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50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9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5 餐飲微型創業 2/2 

專業選修 40CRA4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B5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CRB4 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G

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

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專業選修 
40CR94 

40CRC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R95 

40CRC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必修： 4 / 5     選修： 6 / 6   10 / 11  必修： 0/ 2      選修： 6 / 6   6 / 8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6 學分/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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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9)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3.04.22)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3.04.29, 104.06.23)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4.06.25)系務會議通過 

(104.09.2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課程標準表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5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6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6 

40CC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05 

40CC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C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Q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CC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CQ75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N1 英語閱讀教學 2/2 

必修： 17 / 24     選修： 2 / 2   19 / 26  必修： 13 / 19      選修： 4 / 4   17 / 23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C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09 

40CC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0 
40CC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6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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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C28 40CC29 

專業必修 40CC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C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C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Q63 企業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Q08 基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5 商務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CQ32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10 進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3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4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9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N

2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CQ45 初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N3 英語會話教學 2/2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27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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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C51 實務專題(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6

3 
40CC6

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3 專業必修 
40CC64 
40CC6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3 

專業必修 
40CC30 
40CC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1 
40CC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6

7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68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C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C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Q59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0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13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Q17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73 進階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81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Q14 英語教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86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34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5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1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6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7 進階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N

4 
英文寫作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CQN6 語言測驗 2/2 

專業選修 40CQN

5 
語言習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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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12 / 13     選修： 6 / 6   18 / 19  必修： 11/ 13      選修： 8 / 8   19 / 21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9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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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CC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C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C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Q25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27 國貿實務演練 2/2 

專業選修 40CQ26 國貿實務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74 進階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Q69 財經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1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Q93 英語教材教法 2/2 專業選修 40CQ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Q36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7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2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3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8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9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N

8 
英詵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N

7 
戲劇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NG

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

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專業選修 40CQ94 
40CQC

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Q95 
40CQC

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必修： 4/ 5     選修： 6 / 6   10 / 11  必修： 0/2      選修： 6 / 6   6 / 8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6 學分/ 8 小時 

 

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61 時數 

2.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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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

關證照)。 

4.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 

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習「英語綜合測驗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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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9)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3.04.22)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3.04.29, 104.06.23)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4.06.25)系務會議通過 

(104.09.21)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年制 課程標準表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 應用外語系【觀光英語組】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5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6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6 

40CD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05 

40CD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D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R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CD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R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CR87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必修： 17 / 24     選修： 2 / 2   19 / 26  必修： 13 / 19     選修： 4 / 4   17 / 23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D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09 

40CD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0 

40CD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6 

40CD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27 

40CD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D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D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R76 
觀光導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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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R69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R82 餐飲英文(一) 2/2 專業選修 40CR70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33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83 餐飲英文(二) 2/2 

專業選修 40CR39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11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CR45 德國文化與語言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34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0 咖啡烘焙與調製 2/2 專業選修 40CR40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B0 客務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46 初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1 創意調酒 2/2 

必修： 14/ 17     選修： 6 / 6   20 / 23  必修： 18 / 21      選修： 6 / 6   24 / 27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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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D51 實務專題(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63 

40CD6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3 專業必修 

40CD64 

40CD6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3 

專業必修 40CD67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68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30 

40CD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1 

40CD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生活創意學院

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D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CD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D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R60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14 研究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CR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61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81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5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3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4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84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5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5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6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1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2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7 中級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8 進階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88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89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RA2 創意茶飲與冰品 2/2 專業選修 40CRA3 餐廳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B2 宴會與會議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B3 高級管家服務 2/2 

必修： 12 / 13     選修： 8 / 8   20 / 21  必修： 11/ 13      選修： 6 / 6   17/ 19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學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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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CD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D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CD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R26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29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CR79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93 航空訂位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CR80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CR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6 世界美食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77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R90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CR38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37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4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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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58 時數 

 2.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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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關證照)。 

 4.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

習「英語綜合 

   測驗訓練」課程。 

 

專業選修 40CR43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50 工商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9 實用德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5 餐飲微型創業 2/2 

專業選修 40CRA4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B5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CRB4 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G

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

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CNF0 職場體驗 1/4 

專業選修 
40CR94 

40CRC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R95 

40CRC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必修： 4/ 5     選修： 6 / 6   10 / 11  必修： 0 / 2      選修： 6 / 6   6 / 8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6 學分/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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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5 數位內容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102/02/2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102/03/11 院教務會議制定 102/03/18 校教務會議制定 

104/11/3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暨輔導委員會修訂 104/12/08 院教務會議制定 104/12/21 校教務會議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位學程 課程標準 101 學年度入學新生 

最低畢業學分136學分：必修88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專業必修58學分】 

選修48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6學分】跨系選修學分至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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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17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8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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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31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4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5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6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7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81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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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041 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011 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2A051 動畫設計概論 3/3 

專業必修 432A021 數位內容概論 3/3 專業必修 432A061 平面設計專題 3/3 

專業必修 432A031 電腦繪圖 2/2 專業必修 432A071 數位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32N011 基礎素描 2/2 專業選修 432N031 影像處理 2/2 

專業選修 432N0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32N041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2N051 設計素描 2/2 

必修合計 16/21 必修合計 18 /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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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0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1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21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9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專業必修 432A111 數位媒體腳本製作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32A121 多媒體應用專題 3/3 

專業必修 432A081 網頁製作  3/3 專業必修 432A131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2 

專業必修 432A091 3D 動畫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10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32A101 管理學 3/3 專業選修 432N111 互動媒體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061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2N121 進階 3D 動畫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071 資料庫管理  3/3 專業選修 432N131 數位攝影 2/2 

專業選修 432N081 數位音樂 2/2 專業選修 432N14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732N091 數位遊戲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2N151 非線性剪輯 3/3 

必修合計 16/17 必修合計 11/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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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131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4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5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2A161 行動內容應用 3/3 

專業必修 432A141 人機互動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171 影音動畫應用專題 3/3 

專業必修 432A151 後製與特效 3/3 專業必修 432A181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32N161 數位資訊網路 3/3 專業選修 432N201 動作捕捉與編輯 3/3 

專業選修 432N171 數位遊戲企劃 3/3 專業選修 432N211 數位遊戲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18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32N221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432N191 動畫角色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231 電子商務 3/3 

院級選修 4UN12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3/3 專業選修 432N241 場景設計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32N251 
企業實習(開給 4 年級下

修用) 
9/9 

院級選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20 網路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必修合計 9 / 10  必修合計 9 / 9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8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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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6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2A211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432A191 *展場設計 2/2 專業必修 432A221 數位內容講座 2/2 

專業必修 432A201 實務專題(一) 1/1 專業必修 432A231 數位內容技能檢定 1/0 

專業選修 432N261 *數位學習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2N301 科技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2N271 數位內容實務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2N311 *數位出版典藏 3/3 

專業選修 432N281 *遊戲動畫 3/3 專業選修 432N321 創業投資管理 3/3 

專業選修 432N291 創新與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2N331 科技法律  2/2 

專業選修 432N411 校外實習 9/9 專業選修 432N341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32N701 廣告創意全研究 3/3 專業選修 432N731 廣告策略與企劃 3/3 

專業選修 432N711 行銷美學 2/2 專業選修 432N741 廣告創意延伸 3/3 

專業選修 432N72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一) 1/1 專業選修 432N75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二) 1/1 

    專業選修 432N761 職場體驗 1/2 

必修合計 3 / 5 必修合計 5/ 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1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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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4/1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104/11/30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暨輔導委員會修訂 104/12/08 院教務會議制定 104/12/21 校教務會議制定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課程標準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 (甲) 

最低畢業學分132學分： 必修90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30學分，院必修4學分，專業必修56學分】 

選修42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12學分，專業選修30學分】跨系選修學分至多10學分 

第一學年上學期 第一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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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7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8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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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31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4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5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6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7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81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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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031 *電腦繪圖 2/2 

專業必修 432A011 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2A041 *程式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021 *數位內容概論 3/3 專業必修 432A271 *平面設計專題 2/3 

專業必修 432A241 *影像處理 2/2 專業必修 432A071 數位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432A251 基礎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2A261 *基礎 3D 動畫 3/3 

專業選修 432N0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32N351 設計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2N361 遊戲概論 2/2 

必修合計 18/23 必修合計 19/2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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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0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1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21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9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院級必修 40VN121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32A311 *數位媒體企畫 3/3 

專業必修 432A361 故事與分鏡 3/3 專業必修 432A321 *影音動畫製作專題 2/3 

專業必修 432A281 *人機互動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111 *互動媒體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2A291 *網頁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131 *數位攝影 2/2 

專業必修 432A301 *2D 動畫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421 *動畫角色設計(A) 3/3 

專業選修 432N10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2N431 *材質與燈光(A) 3/3 

專業選修 432N371 基礎圖學 2/2 專業選修 432N441 *遊戲程式設計(B) 3/3 

專業選修 432N381 漫畫 2/2 專業選修 432N451 *遊戲動畫設計(B) 3/3 

專業選修 432N391 *3D 動畫製作(A) 3/3 專業選修 432N461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2N401 *遊戲原型製作(B) 3/3 專業選修 432N471 符號與圖像應用 2/2 

必修合計 19/20 必修合計 10/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1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最低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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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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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31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4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5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2A121 *多媒體應用專題 2/3 

院級必修 40VN1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2A181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432A131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432N201 *動作捕捉與編輯 3/3 

專業必修 432A331 行動內容應用專題 2/3 專業選修 432N531 *商品設計(A) (B) 3/3 

專業選修 432N081 *數位音樂 2/2 專業選修 432N541 *資料庫系統 3/3 

專業選修 432N481 遊戲理論 2/2 專業選修 432N551 *網站規劃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491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561 *廣告企劃與製作 3/3 

專業選修 432N501 *進階 3D 動畫製作(A) 3/3 專業選修 432N571 *數位音效與錄音 2/2 

專業選修 432N511 *遊戲後製特效(B) 3/3 專業選修 432N581 *數位造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521 *後製與剪輯 3/3 專業選修 432N771 繪圖技法表現(產業學院) 2/2 

專業選修 432N681 情境故事創作(產業學院) 2/2 專業選修 432N781 原型塑造技法(產業學院) 3/3 

專業選修 432N691 人體動物解剖(產業學院) 3/3     

必修合計 7/8 必修合計 6/8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7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最低 1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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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6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2A211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432A201 實務專題(一) 1/1 專業必修 432A221 數位內容講座 2/2 

專業必修 432A341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2A231 數位內容技能檢定 1/0 

專業選修 432N341 *虛擬實境 3/3 院級選修  學期校外實習(二) 9/◎ 

專業選修 432N591 *展場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2N62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2N601 創意產業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2N631 *數位出版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2N61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專業選修 432N641 美學經濟 2/2 

專業選修 432N791 人物設計與建模實習(暑期-產業學院) 2/3 專業選修 432N651 數位科技藝術 3/3 

專業選修 432N801 角色造型設計(產業學院) 3/3 專業選修 432N661 科技與法律 2/2 

專業選修 432N811 3D 電腦雕刻(產業學院) 2/2 專業選修 432N821 模型開發製作(產業學院) 3/3 

    專業選修 432N831 微型創業市場分析(產業學院) 2/2 

必修合計 4/3 必修合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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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2.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3. ＊表示需電腦上機。 

4. 管理學院暨生活創意學院學生通識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社會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自然

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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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系學生若修習完成動畫設計組(A)或互動媒體組(B)指定選修課程，可得模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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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104.12.01 修訂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77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43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 

        選修 5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7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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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6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4A04 餐飲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06 烘焙食品 2/4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4A07 中餐烹調 2/4 專業必修 434A03 餐飲文化 2/2 

專業必修 434A08 西餐烹調 2/4 專業必修 434A23 食品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434A20 餐飲管理導論 1/2 專業選修 434N01 冰雕與蔬果藝術 2/2 

專業必修 434A21 飲務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4N0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22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10 餅乾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11 蛋糕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9 台灣傳統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52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60 流行冰品 2/2 

    專業選修 434N63 蔬食料理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3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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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1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3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09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4A10 餐飲採購學 2/2 專業必修 434A38 餐飲志工服務實習(一) 2/2 

附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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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4N08 茶藝與茶道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06 餐飲資訊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12 素食料理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1 中餐進階廚藝 3/4 

專業選修 434N19 烘焙進階廚藝 3/4 專業選修 434N45 歐式麵包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47 西餐進階廚藝 3/4 

專業選修 434N25 西式點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55 創意調酒 2/2 

專業選修 434N41 套餐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53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1 飲料調製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33 小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4A17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必修 434A39 餐飲志工服務實習(二) 2/2     

專業選修 434N14 說菜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4N20 中式點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4 中式米麵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35 酒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6 創意麵包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40 燒臘滷燻焗烤 2/3     

專業選修 434N54 異國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65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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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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17 英文能力檢定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六）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4A14 餐飲業經理人講座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五） 2/2 專業必修 434A1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4N30 鐵板燒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4A24 職場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17 宴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42 創業小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6 蛋糕裝飾 2/3 專業選修 434N46 和果子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8 巧克力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48 養生膳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1 宴會餐點 2/3 專業選修 434N58 餐飲商品開發 2/2 

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59 餐飲空間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4N44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4 葡萄酒知識與品評 2/2 

專業選修 434N49 筵席菜餚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57 咖啡館實務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6 小時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學分，含校訂:通識基礎必修 30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學分，共 42學分；院訂:必修 4學分；系訂:必修

43學分、選修 37學分、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共 94學分。 

2.必須從三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3.必須在「中西廚藝模組」、「烘焙飲調模組」及「餐飲管理與服務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至少應修

21 學分。另從其他兩個模組各選 8 學分，共 37 學分。 

4.專業選修課程以兩班合班開課為原則，並分配於甲、乙兩班開課。 

5.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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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104.12.01 修訂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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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6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4A07 中餐烹調 2/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08 西餐烹調 2/4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4A06 烘焙食品 2/4 專業必修 434A26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434A20 餐飲管理導論 1/2 專業必修 434A2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434A21 飲務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4A28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必修 434A22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01 冰雕與蔬果藝術 2/2 

專業必修 434A30 飲食文化 2/2 專業選修 434N0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10 餅乾製作 2/3 

跨領域選修 40PR02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6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4N78 西式輕食料理 2/3 

    跨領域選修  會計與財務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3 客房(務)管理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4 待客及溝通技巧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7 學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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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1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3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四）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09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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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4A32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33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37 職場倫理與專題講座 2/2 專業必修 434A34 餐飲美學 2/2 

專業選修 434N30 鐵板燒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06 餐飲資訊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7 西式點心 2/4 專業選修 434N29 台灣傳統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68 流行飲調 2/2 專業選修 434N60 流行冰品 2/2 

專業選修 434N69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34N70 中式點心 2/3 

專業選修 434N77 中式米麵食 2/3 專業選修 434N79 異國料理 2/4 

跨領域選修  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2/2 跨領域選修  微型創業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跨領域選修  創業法規與稅務規劃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31N27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C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7 領檯作業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5 餐旅服務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3 管家服務 2/2 

    跨領域選修 40PR10 旅館資訊系統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4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1 小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4A31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必修 434A40 餐飲志工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26 蛋糕裝飾 2/3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40 燒臘滷燻焗烤 2/3     

專業選修 434N71 葡萄酒品評與調酒 2/2     

專業選修 434N80 西式套餐 2/4     

跨領域選修  專案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PR12 旅館活動企劃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5 旅館設備與維護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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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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17 英文能力檢定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六）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4A19 實務專題(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五） 2/2 專業必修 434A36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4N17 宴會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35 餐飲商品開發 2/2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74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434N28 巧克力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75 養生膳食 2/3 

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76 創意麵包 2/4 

專業選修 434N57 咖啡館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82 酒會與餐點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72 創業小吃 2/3 跨領域選修  微型創業達人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4N73 歐式麵包 2/4     

專業選修 434N81 創意西式料理 2/3     

跨領域選修  產品與服務設計 2/2     

跨領域選修  連鎖與加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47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跨領域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F 博弈產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52 養生保健餐飲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E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6 餐旅廣告策略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選修 52 學分(含 

  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 

2.必須從三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3.必須在「中西廚藝模組」及「烘焙飲調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至少應修 18 學分，另從其他兩個模

組各選 6 學分，共 30 學分。 

4.專業選修課程以三班合班開課為原則，並分配於甲、乙、丙三班開課。 

5.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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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暑期校外實習課程申請免除必修實行細則            

104.xx.xx 教務會議通過 

壹、 本校日間部 102 學年度入學起之大學部學生申請免除暑期校外實習必修課程必

修條件，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入選學生。 

二、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人者。 

三、 參加科技部研究計畫、教師產學合作案任兼任研究助理者且期程達半年以

上。 

四、 參加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職場體驗學生，且完成所有期限者。 

五、 參加科技部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計畫職場體驗學生，且完成所有期限者。 

六、 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且經系所評估不適任校外實習者。 

七、 重大傷病學生，且經系所評估無法履行校外實習者。 

八、 具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身分之學生，且系所無推薦至

適當場域實習者。 

貳、 免除必修申請程序  

符合以上任一條件者得向所屬系提出申請，經系實習委員會通過後由系彙整佐

證資料並連同暑期校外實習課程免除必修申請表，以簽呈提出，送交研發處校

外實習中心審核。 

參、 免除必修通過條件佐證文件 

一、 申請以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入選學生檢附入選證明影本佐證。 

二、 申請以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科技部研究計畫、教師產學合作案之

執行學生檢附參與計畫兼任助理聘用契約或津貼影本佐證。 

三、 申請以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科技部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計畫之學生檢附職

場體驗合約書影本佐證。 

四、 申請以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檢附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

影本佐證。 

五、 重大傷病學生，無法於校外實習期間履行校外實習者，檢附醫院 6個月內

之診斷證明書(正本)，載明該生符合重大傷病資格。 

六、 申請以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身分之學生檢附護照影本

佐證。 

肆、 適用本辦法之學生通過暑期校外實習課程免除必修後，仍須於不影響其畢業學

分條件下，自行選修補足所需之學分。 

伍、 如情況特殊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後免除此必修。 

陸、 本實行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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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暑期校外實習課程免除必修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經_____________系實習委員會通過 

序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免除必修資格 

填寫條件號 

    條件號：       

    條件號：       

    條件號：       

    條件號：       

  請自行增列  條件號：       

 
註：1.請依免除必修資格條件號彙整佐證資

料，並請確認佐證資料業已完備。 

    2.免除必修資格條件號為 6，7，8 者，系

自行留存系所評估證明。 

    3.系實習委員會相關資料，系自行留存佐

證。 

 免除必修資格條件號 

一、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入選 

二、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三、 科技部研究計畫、教師產學合作案兼任研究助理者

且期程達半年以上 

四、 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職場體驗 

五、 科技部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計畫職場體驗 

六、 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 

七、 重大傷病學生 

八、 境外生(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 

 

 

系實習委員會召集人 院 長 校 長 

 

 

 

 

 

 

 

系主任 教務處  

 

 

 

 

 

 研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