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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諮詢座談會紀錄 

 

■ 時間：109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 下午 02:10 記錄：鄭素枝 

■ 地點：綜合大樓 9 樓多功能研討室 03C0903 

■ 主席：龔瑞維教務長 

■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頁 

壹、主席致詞： 

一、本校目前有 19 系，3 個學院，13 個碩士班，1 個博士班，110 學年度已接獲教育部核准新

成立「電競科技管理系」、「環境毒物與新興汙染物研究所碩士班」，另本校已提出向教

育部申請成立「護理系」，現正審查中。 

二、在少子化的逆勢競爭下，本校各系在課程規劃上仍費盡心思，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學生學

習領域及培養第二專長，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日間部四技現大二生依規定「學生畢業前

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日間

部四技現大一生起「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

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貳、業務報告： 

一、本校為有效整合現有教學資源，學生學習領域及培養第二專長，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日

間部四技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

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以作

為畢業資格之條件。 

二、為培育學生之「數位科技」知能，自 109 學年度起工學院新增「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

程、管理學院新增「商務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生活創意學院新增「生活應用數位科技」

微學分學程。 

三、為使本校各學院於「跨領域學分學程」作業流程及程序更為順暢、及「跨領域學分學程」

各項報表統計更加精確與迅速，已請圖資處建立校務「申請學分學程」系統，並於本學期

起開放供學生線上申請。 

四、本校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滿足入學考試錄取非志願學系學生之需求，並增加學生畢業後

就業機會，本校訂定有學生修讀雙主修及輔系實施辦法，請各學院加強宣導學生修讀及選

課相關訊息，提升本校修讀雙主修及輔系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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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會議邀請 9 位產業界高層專家委員提供課程諮詢建議，以做為本校在培育學生的核心

能力進行檢核，及對教學品質保證運作的一個改善機制，進而達成校院系之教育目標。 

叁、座談議題： 

一：本校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如附件一，是否適切？ 

二：本校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二，是否適切？ 

三：本校 109 各院跨領域(微)學分學程，如附件三，是否適切？ 

四：如何「深化專業實務課程，實踐多元實務學習」？ 

肆、業界專家意見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龔組長： 

一、「生態與環境」學分學程成立特色:使學生瞭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且能夠使本院學

生能學習保護環境改善生活品質。其中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的專業課程於成立特色的連

結關係不強，若是相關議題已融入教學設計中，建議從科目名稱作微幅修改。 

二、「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應是「光電半導體製造」:其中電子系所列應不是”微”

學分學程，有點廣以致使學生不易選擇。「光電半導體製作」可考慮再細分-產品設計

(研發)-工程(製造)-電力、電氣、空調(廠務)-排程、品質(品管)等學分學程。 

三、「創新創意應用」、「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學分學程可考慮整合為「發明與專利實

務」教授創意思考、發明技法、理論、專利檢索、專利佈局與申請、智慧財產權、發

明競賽等。 

四、「智慧製造扣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電子系模組課程中自動化產線設計實務

(一)(二)、是否應調為智慧化產線設計實務(一)(二)。產業課程尚缺打頭程型與夾尾、

攻牙成型課程等。 

五、「雲端行動應用」學分學程電子工程系排入氣壓原理與應用、可程式控制器原理與應

用、產品電磁檢測實習等有點難想像與連結。 

六、微學分學程可考慮設計更精確的目標，而各系針對精確目標所設計的課程需圍繞所需

的實務課程走，以免太過於發散，增加學生選擇的困難。 

 環球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董事長： 

一、有關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整體規劃內容包括專業必修與選修課程，以

及共同必修課程都非常創新而且規劃相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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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土木與空間資訊系的專業能力檢定及提升學生就業能

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取得證照對應以及表中相關證照抵免學分等機械工程暨機電研究

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短缺，若取得具有法規教用或工會認同之專業證照等同

通過技術能力評量。 

三、有關 109 各院跨領域(微)學分學程有 2 點建議： 

(一)建議在工學院「工具實務應用」學分學程的專業課程應加入「金屬材料」因為金

屬材料為工具機加工最常使用的材料。 

(二)建議在工學院「智慧製造扣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的:核心課程或是模組課程

加入「材料分析」因為扣件的品質通常以材料分析來作為判斷的方式。 

四、如何「深化專業實務課程，實踐多元實務學習，有 3 點建議」： 

(一)深化專業實務課程:必須從理論課程為基礎，若專業課程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對於實務課程的學習效果將可達到事半功倍。 

(二)加強專業、工廠專訪能使學生了解產業界的實際生態及生產實況增加學生對實務

的瞭解。 

(三)推行業師制度，使各領域的佼佼者，直接邁入校園授課，加情學生漫入職場的信

心。 

 暉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盧董事長 

一、鼓勵學生多參與創新創意競賽，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對學生第二專長培養有莫大助益。 

三、希望畢業生能畢業前完成基本的文書處理及整合分析的能力，本公司正在尋找大數據

分析人才，若未來可行，建議部分系所也可將此專業訓練放入課程規劃中。 

四、目前在業界接觸，有部分業界規劃回台擴廠的計畫，若學生能在畢業前取得一些專業

證照，或許能在就業市場能有更強的競爭力。 

◎工學院龔院長說明： 

一、感謝委員意見，本院各系入學新生課程標準皆經系、院及校進行審查，校內外專家

委員審查意見亦提供給本院各系，以做為課程規劃時之參考。 

二、本校在教務長建構思考下，推動及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在學生多元學習下，

培養第二專長，對於日後學生於就業市場能有更強的挑戰力。 

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學程分為「學分學程」及「微學分學程」，

學程之課程規則應以跨域課程為原則。「學分學程」課程規劃總學分數為 12 學分至

20 學分，應修科目至少須有 6 學分以上跨系應修之科目；「微學分學程」課程規劃

總學分數為 9 學分至 11 學分，應修科目至少須有 3 學分以上跨系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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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分學程名稱的訂定，應與修課課程名稱連結並相關，本院將會再與所屬系別謹慎

審查學程名稱之訂定，以符合課程修課精神。 

五、「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之名稱，是否應為「光電半導體製造」，將請電子系

確認名稱之正確性。 

結  論：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將提供給各學院及系，依時勢潮流，適時進行調整課程，

並請回應說明，再回覆給委員參酌。 

 魔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總余總經理： 

一、課程規劃，反應社會實事快，希望內容也是最新的，讓學生學以致用。 

二、實務課程，連鎖業者可配合執行。 

三、創意教學的啟發與實用要兼具。 

四、台灣業者有國際化發展的趨勢。需要國際化人才(專業)語言、能力訓練等。 

五、校外參訪或學習，可集合各系有興趣的學生，共同學習，業者可從中尋找人才。 

六、創業的實務性須與業者多交流。 

 義大開發有限公司林處長： 

一、必修課程與企業界需求，學生足獲就業機會。唯選修課程如何跟學子能配合生涯規劃

職涯超前部置、選修除了啟發興趣外，可創造更多機會。 

二、持續業師課程，帶領學生更有實務經驗，國內外比賽獎項及經歷，是除了證照外，加

分方式。 

三、微學分課程，提供國際觀思維，除立足台灣就業市場外，如更放眼國際，跨領域學習，

創造斜槓人生。 

 高雄展覽館股份有限公司林業務副總監： 

一、加強觀光休閒產業的課程規劃「海上運動休閒」相關課程。 例如:遊艇、郵輪、海上

運動相關經營管理(個不同面向)；獎勵旅遊的目的地行銷規劃及遊程規劃。 

二、加強會展活動餐飲規劃，因應會展活動特行，加強餐營管理整合規劃。餐營進行形式、

餐單設計、成本控管、行銷管理、餐飲禮儀、餐飲服務禮儀、國際禮儀等。 

三、加強會展活動中國季活動及競賽型課程(世界運動…)   例如城市行銷(文化觀光經濟

各產業)的競賽活動及典禮。期間行銷管理的加強元素則以美學經濟力為教學軸心，產

業經濟力及城市行銷假國際活動及競賽等多元文化及國際文化創產手段，成為國際型

商學院(跨界跨業跨領域)。 

◎管理學院蔣院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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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謝委員意見，提供學生跨域學習及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提升正面思考的能量，並

務實學習，對於本院各系課程規劃及學生學習成就，有莫大助益。 

二、本學院各系亦積極推動學生參加競賽、專業證照考照，累計研究能量。 

三、本學院為使學生學習專業與跨領域課程，每學期開設包羅萬象的微學分課程，並請跨

學院老師來授課，含美學課程等，加強學生學習的廣度和深度。 

四、感謝業界專家藉由業師教學，導入業界資源，培養學生具備有業界實務能力，並提供

給學生校外實習的機會。 

結  論：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審查意見將提供給各學院及系，請檢視課程開課內容，相近之課

程進行整合，適時進行調整，並請回應說明，再回覆給委員參酌。 

 文昭國際旅行社楊總經理 

一、大致上共同課程皆很切題，多元課程基本應用完善。 

二、整體而言，課程內容規劃良好，符合目前實務與研究趨勢及產業發展的需要，十分值

得肯定。 

三、各科系課程概述皆精要說明該課程之內容。 

四、目前設計的課程多元，需要有許多不同背景的教師，否則課程專業上會無法展現。 

五、建議可以輔導多元專業證照培訓。 

六、可增加一些實務應用例如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可將防洪水海嘯防治等，如休閒與運動受

到疫情或政治因素等也可開設行產業危機應變相關課程。 

七、跨系選課的部分其實可以與產業扣合在一起搭配起來可讓學生更了解業界生態視野上

也可以擴展出來。 

八、建議可以將博雅通識多開一些到道德觀及責任感的教育課程以利未來學生在職場上能

更加強基本效應也符合業界需求。 

九、校外實習可以說是非常重要讓學生提前瞭解職場上所面對的各式問題，對於學習事半

功倍。 

十、聚焦「探索、跨域、素養」是未來課程及學習的新興方向結合不同領域，賈伯斯眼中，

要顯露真正的智慧，關鍵不是專精單一領域的專業知識，而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結

合不同領域的能力，如社區休閒產業管理課程專業實務重要，不過深入專精此刻程後

可以瞭解為了更社區長輩更好空間必須注入需多多元項目來協助，如咖啡製造及經

營，或是微電影拍攝吸引觀光客帶入資源等等，所以課程結合在地是非常重要更可以

讓學生啟發到不同意境。 

 漢來美食王訓練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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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普遍欠缺語言表達能力，進入職場往往因為溝通能力不佳而失去更好的機會，

建議課程：口語表達課程、聲音表情課程、上台報告等課程。 

二、餐飲業以經邁入多面向經營模式，餐飲應用與時尚科技、時勢結合餐飲管理系建議課

程：食物拍攝課程、冷凍食品(即時食品)製作課程、電商行銷課程、直播行銷課程等。 

三、幼兒保育系建議課程：幼兒品德教育養成課程、幼兒急救課程等。 

四、跨院學分學程:餐管系可應選修時尚彩妝、美姿美儀。 

五、專業實務課程:落實實習機制、輔導銜接就業。 

 即時互動科技廖專案管理師 

一、課程的規則與關連、架構、規則得很完善，層面廣泛。 

二、關於實習課程:實習課者再與產業關連、瞭解。建議可以不限在大四實習。例如:規範

實習鐘點，學生自大二(下)、或大三(上)即可開始去找廠商實習，一來可盡早接觸業界，

二來因(有些系)大四有專題製作，更可專注於專題的製作。 

三、關於”微型創業”:較缺乏創業過程會遭遇到的問題探討與解決，以及各項風險管控、資

金及各項資源尋求的管道與方式…等，可導入情境訓練，增加學生對創業過程的各種

情況經驗。 

四、系統化導入業師的經驗與專業的教授，甚至將產業的問題帶入課堂，產學共同激盪，

群球為產業提供更多更有創意的想法。 

◎生活創意學院許院長說明： 

一、感謝委員意見，學校教育主要是培養學生邏輯、溝通、未來應對能力，是多元化學習，

於職場就業是很重要必備要件。委員寶貴的意見，將提供給院內各系，以做為課程規

劃時之重要參考要件。 

二、本學院開設院級必修課程「生活美學」，內涵美學課程，亦開設必修課程「創意與創

業」，融入理財、創業思考；另本院亦執行 USR 社會責任，將社區融入課程，打造社

會責任學習大學協助偏鄉地方產業升級。 

結  論： 

感謝委員意見，對於學生學習及就業有莫大助益。委員審查意見將提供給各學院及系，

並請回應說明，再回覆給委員參酌。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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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正修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 

OOO.OO.OO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持續改善課程規劃與管理，特依學生基本能力與素養及核心能力進

行課程規劃，訂定本辦法。 

二、各系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專業必修課程學分數以專業課程總學分2/3上限為原則。 

三、各學制畢業最低學分數規劃 

學制 畢業學分數 學制 畢業學分數 

研究所博士 
24 至 30 

(含論文 6(三下)) 
研究所碩士 

30 至 36 
(含論文 6(二下)) 

大學部四技 128 大學部二技 72 

專科部五專 220 專科部二專 80 

四、共同課程規劃原則如下： 

(一)大學部日四技：如表一 

(二)專科部五專：如表二 

(三)大學部各學制專業課程規劃： 

1.創新創業課程：依各系所專業選修，鼓勵開設創新創業相關專業選修課程，包含一般性

質、設計思考能力培育、創業團隊及其他四種類型。 

2.程式設計與邏輯思維融入資工系、資管系以外之各系所專業選修課程。 

3.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用平臺（iCAP）」

職能資源、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iPAS)」能力鑑定項目，三項

基準發展各單位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以本校、學院、各系教育目標與發展特色

及與地區產業人才需求職稱，篩選適合認證或認可證照，至少開設 1 項職能專業課程。 

五、各系規劃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時，課程勿過度集中於一、二年級，以利上課時間之安排。另畢業

班開課學分數應適切規劃，以利部份課程需補足上課時數。 

六、本校大學部四技產學攜手專班、雙軌旗艦專班、其他專班學生以及進修部四技、二技與二專學

生，畢業時應修畢之學分數及共同教育課程，依各系性質另訂之，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七、本校在職專班碩士班及產業碩士專班畢業學分數由各系所訂定之，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八、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原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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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大學部日四技共同課程規劃 

科目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備註 

通識基礎必修
課程(24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體育(一)(二)(三)(四) 各 1/2 課程規劃 4 學期 

服務學習(一)(二) 各 0/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勞作教育(一)(二) 各 0/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實用中文 2/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人權與法治教育(工學院及管理學院) 
2/2 

 

環境與人類生態(生活創意學院)  幼保系社工組除外 

英文課程(一)(二)(三)(四) 

課程規劃開設如下： 

基礎英文、進階英文、基礎英語聽講練習、進階
英語聽講練習、基礎英文閱讀、進階英文閱讀、
基礎英語會話(一)、基礎英語會話(二)、進階英語
會話(一)、進階英語會話(二)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文能力檢定 0/2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

系、資管系開設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

系、資管系除外 

通識博雅選修
課程(8 學分) 

通識博雅課程(一)(二)(三)(四)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專業必修及
選修課程 

工學院各系
自行規劃 

微積分(一)(二) 各 3/3 課程規劃2學期必修課程 

物理(一)(二) 各 3/3 課程規劃2學期必修課程 

物理實驗 1/2 必修課程 

化學 3/3 必修課程 

管理學院各
系規劃 

商用微積分(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2學期必修課程 

生創學院各
系規劃 

生活美學 2/2 必修課程 

創意與創業 2/2 必修課程 

管理學院及
生創學院各
系規劃 

「程式語言」、「多媒體製
作」、「網際網路應用」等 

各 2/3 課程規劃2門資訊必修課程 

工學院各系
規劃 

「程式語言」、「程式設計」、
「多媒體製作」或「網際網路
應用」等 

各 2/3 課程規劃1門資訊必修課程 

品德與專業倫理、創意思考訓練、生涯輔導 各 2/2 各系規劃必修或選修課程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院級必修課程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工學院院級必修課程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管理學院院級必修課程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生活創意學院院級必修課程 

實務專題 2/ 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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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專科部五專共同課程規劃 

科目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備註 

共同必修課

程(98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一)(二)(三)(四) 各 1/1 課程規劃 4 學期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1/1  

體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各 2/2 課程規劃 8 學期 

健康與護理(一)(二) 各 1/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三)(四)(五)(六)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文(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英文(三)(四)(五)(六)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語聽講練習 1/2  

英語會話 1/2  

數學(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數學(三)(四)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數學(五) 2/2 土木工程科開設 

微積分 2/2 建築科開設 

藝術與生活 2/2  

地理 2/2  

公民與社會 2/2  

音樂 2/2  

歷史 2/2  

生物 2/2  

法律與生活 2/2  

生活科技 2/2  

計算機概論 2/3  

計算機程式 2/3  

物理(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物理實驗 1/3  

生涯規劃 1/1  

專業必修 專題製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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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9.04.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09.05.13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8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

位科技微學分學程。」(依據當年度工學院學程設置要點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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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專業能力檢定』課程實施辦法及『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

實施辦法，修讀「專業能力檢定」課程，取得證照對應等級表中規定之相關證照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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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O05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8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5051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9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1 物理(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5A7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4 微積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6 化學 3/3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35A50 土木與空間資訊概論 1/1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35A51 基礎數學演練 1/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選修 435N50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5A81 工程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53 工程材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6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0 學分 28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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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專業共同必修 435607 程式語言＊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5A54 材料試驗 1/3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5A55 專案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1 結構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5A56 材料力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2 鋼筋混凝土(一) 3/3 

專業必修 435A57 測量學 2/2 專業必修 435A63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58 測量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5 工程圖學(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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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5A59 工程圖學(一) 1/3 專業必修 435A80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選修 435N51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5N5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5R33 工程測量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3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8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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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83 土壤力學 3/3 專業必修 435A70 土壤力學實驗 1/3 

專業必修 435A67 數值分析＊ 2/2 專業必修 435A71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必修 435A68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72 基礎工程 2/2 

專業必修 435A84 施工圖 2/2 專業選修 435N6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N53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3 職業安全衛生 2/2 

專業選修 435N54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4 工程日文 2/2 

專業選修 435N56 道路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65 營建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5N58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5N66 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5N60 三維掃描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5N68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5N61 建築資訊模型 2/2 專業選修 435R26 水文學 2/2 

專業選修 435R16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選修 435R22 工程地質  3/3 

專業選修 435R17 流體力學 2/2 專業選修 435R20 衛星定位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R18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5R27 基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R19 環境工程概論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8 學分 1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5 學分 7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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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5 工程統計 2/2 

專業必修 435A82 鋼結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5A77 專業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4 實務專題 2/3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5A76 力學分析試驗 1/3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35N70 預力混凝土 3/3 專業選修 435N77 地震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N72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35N78 結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35N74 施工法 2/2 專業選修 435N79 鋼結構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75 工程估價 2/2 專業選修 435N80 隧道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D99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35N81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R21 水土保持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S92 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5R23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35R24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R28 專業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N76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35R31 專利研發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R30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 435R32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5R29 進階證照輔導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6 學分 1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 學分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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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13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6.04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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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取得一張電子類等或國際認證相關技術士證照乙級（含）以上或同等級能力認證
證照，未取得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提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電子實務
能力認證」課程。 

4.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
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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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4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1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42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3043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6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3A06 微積分(一) 3/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3A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3A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3A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3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3C10 智能控制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3A08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03A20 電子工程論壇 1/1 專業必修 403B50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3C11 電子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3C12 智能控制應用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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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17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4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48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3A10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3B51 工程數學 3/3 專業必修 403A16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3A09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3C14 電腦網路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3A22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3C15 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3B5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3A71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必修 403C13 積體電路邏輯實習 △3/4 專業選修 403P48 感測器與致動器原理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P49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03P50 智慧製造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51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備註：△表實習(驗)課程、*表上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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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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3K06 晶圓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3Q02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3K07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3X22 晶圓製程設備 3/3 

專業必修 403J02 電磁學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12 太陽能電池與量測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3C16 人工智慧概論 2/3 專業選修 403X23 封裝設備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52 電子材料 3/3 專業選修 403P54 可程式控制器原理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Q34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55 深度學習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P53 氣壓原理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3P14 光電元件 3/3 

    專業選修 403W05 天線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3P56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2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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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7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3B47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03P24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3A62 電子實務能力認證 0/3 

專業選修 403N93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3Q28 半導體量測實習 △2/3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3P47 封裝測試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3N94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3Q04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選修 403N1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3P57 智慧型載具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16 先進封裝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3P58 靜電防護原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3P60 積體電路失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3P59 視覺辨識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3N23 半導體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3W11 產品電磁檢測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3P61 太陽能電池實務能力認證 △2/3 

專業選修 403P18 物聯網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3P62 智慧工廠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3P63 智慧製造數位孿生虛實整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8   小時 

備註：△表實習(驗)課程、*表上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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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21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24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精密設計製造組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 
選修 40 學分 [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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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外實習必選修至少 8 學分：必須從暑期校外實習(一)、暑期校外實習(二)、暑期校外實習(三)、學期校外實習(一)、學
期校外實習(二) 選擇完成合計至少 8 學分之校外實習。 

4. 證照要求：依據「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規定，畢業前須取得
該辦法中對應證照，對於尚未取得證照之學生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專業課程暨證照考試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修讀「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課程。 

5.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
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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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5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1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7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2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3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7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4H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H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H02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H06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H03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H07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H04 機械工廠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08 靜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H09 機械製圖與實作 2/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3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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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8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4H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H16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H11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H1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12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H18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13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H19 機械元件設計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14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20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15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專業選修 404W04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01 電路學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W05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W0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W06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選修 404W03 暑期校外實習(一) 3/6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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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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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4H21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24 逆向工程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22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25 多軸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23 精密量測及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H26 工具機調校技術  2/4 

專業選修 404W07 製造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H27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04W08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W17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W09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W18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10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W19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W11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20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12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W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4W13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W22 自動化系統工程實務與實作 2/4 

專業選修 404W14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W23 CNC工具機加工技術與實作(一） 2/3 

專業選修 404W15 暑期校外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404W24 超精密加工學 2/3 

專業選修 404W16 精密光學元件設計與加工 2/3     

專業選修 404W47 製造聯網整合技術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2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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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4H28 暑期校外實習（三） 3/6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4W25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必修 404H29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 0/3 

專業選修 404W26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W36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4W27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37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4W28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W38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W29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W39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W30 精密工具機技術與實作 2/4 專業選修 404W40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31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41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W32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W42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404W33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W43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W34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3/3 專業選修 404W44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4W35 
CNC 工具機加工技術與
實作(二) 

2/3 專業選修 404W45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4W48 智慧製造專題 2/3 專業選修 404W46 
CNC 工具機加工技術與實
作（三） 

2/3 

    ※“▲”代表上機實習之課程。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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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21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24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機電組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 
選修 40 學分 [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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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4. 證照要求：依據「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機電研究所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規定，在學期間若取

得國內具法規效用或產業公會與學會認同之專業證照，等同於通過「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課程。 
5.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

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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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1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7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3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2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7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5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4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4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C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C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C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C60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11 靜力學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6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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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8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406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4C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C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C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C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C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C62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69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C71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C70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72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61 電路學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38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Q34 電腦輔助繪圖▲ 2/3 

專業選修 404Q32 機械製圖 2/3 專業選修 404Q35 數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33 工程材料 2/2 專業選修 404Q36 機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37 材料實驗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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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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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4C39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75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專業必修 404C74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77 機電整合 2/2 

專業必修 404C64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79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04Q84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
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85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2/3 

專業選修 404Q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 Q83 製造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04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4Q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Q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Q74 精密量測及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73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42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Q40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43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44 生涯輔導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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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4C67 暑期校外實習 3/6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4Q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4C59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 0/3 

專業選修 404Q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23 逆向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29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選修 404Q20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Q49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4Q38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5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Q46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Q51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47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52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Q48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53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75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4Q54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4Q79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
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4Q76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4Q81 產線智慧化實務（一） 3/3 專業選修 404Q78 動態系統回授控制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Q80 工程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4Q82 產線智慧化實務（二） 3/3 

    ※“▲”代表上機實習之課程。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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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21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9.05.26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機工程系 109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含必修 7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選修 52 學分 【含

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跨系跨組選修最多承認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

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2.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文檢定初級(或同等英文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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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在學期間依據「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專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必須至少取得一張專業類證照。 

4.暑期校外實習：本課程為選修課程，利用大三升級大四暑期實施 320 小時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實習，可等

同專業選修 3 學分每週 6 小時課程。 

5.學期校外實習(一)、(二)：學期 4.5-6 個月，學期中每週四天(含)以上在產學合作企業機構專業實習，可等同專業

選修 9 學分每週 18 小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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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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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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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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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4 勞作教育(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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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03 勞作教育(一) 0/1 專業必修 405C08 微積分(二) 3/3 

通識博雅選修 405809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5C02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5C07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4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5C01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5C06 程式語言(上機) 2/3 

專業必修 405C03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5C1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5C09 電機工程導論 0/1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8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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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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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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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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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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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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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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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5C36 電子學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5D42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Q10 邏輯設計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5Q11 線性代數 3/3 

專業選修 405Q48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5Q15 信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5T16 綠能與節能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R86 太陽光電設置及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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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5Q47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習(上機) 2/3 專業選修 405T02 工業配線實習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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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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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5C28 電機機械(一) 3/3 專業必修 405C20 控制系統實習 1/3 

專業必修 405C19 控制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5C29 電機機械實習 1/3 

專業選修 405N11 微處理機與實習(上機) 2/3 專業選修 405Q42 電機機械(二) 3/3 

專業選修 405Q14 電腦輔助電路設計實習(上機) 2/3 專業選修 405Q18 電力系統(一) 3/3 

專業選修 405Q21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專業選修 405Q40 電工電腦製圖(上機) 3/3 

專業選修 405Q4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5Q23 網際網路應用(上機) 2/3 

專業選修 405R14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專業選修 405Q71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5R13 光電工程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5Q20 控制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T08 工業配電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R71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5T30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R15 光電材料與元件 3/3 

專業選修 405Q83 機電整合實習(一) 2/3 專業選修 405Q84 機電整合實習(二) 2/3 

專業選修 405Q16 配電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5T07 配電設計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883 電動車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5884 電動車機電整合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05N10 PC-based 控制系統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N09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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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5058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訂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5N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院訂必修 40TNF1 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5N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5C42 電機實務能力認證 0/2 

專業選修 405Q25 能源科技 3/3 專業選修 405N08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5Q24 電力電子 3/3 專業選修 405Q32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5Q19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405Q34 電力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05Q27 系統保護與協調 3/3 專業選修 405Q33 再生電力 3/3 

專業選修 405Q4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5Q60 電動機控制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865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選修 40584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5R19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24 太陽能電池原理與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5R16 奈米科技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5R81 LED 照明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5Q59 電機設備檢驗及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5T13 工程品管與預算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5Q49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5891 數值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5Q5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5Q39 電機工程技術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5T01 配電法規 3/3 專業選修 405Q52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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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1.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

學院內開設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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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取得一張相關專業領域證照，未取得者依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實務證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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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8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1 勞作教育（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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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06525 量測概論 1/3 

專業必修 40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06007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0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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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5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603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6403 統計學（ㄧ） 3/3 專業必修 40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0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06526 會計學 2/3 

專業必修 40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0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0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0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0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0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6981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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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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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0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0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必修 406513 ＊作業研究（二） 3/4 

專業必修 40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4069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06939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40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40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0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6982 迴歸分析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929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6927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6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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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6427 設施規劃 3/4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0/1 

專業必修 406522 實務專題 2/2 專業必修 40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6805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0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0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6979 模糊理論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0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06983 系統模擬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6978 品質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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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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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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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2/2 專業選修  4 科選 1 科 3/3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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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9 科選 2 科 6/6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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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10 科選 4 科 9/9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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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08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設計組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58 學分] 

選修 46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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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2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3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38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39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4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5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M051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M026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MA03 基本製圖 2/3 專業必修 40MA06 表現法 2/3 

專業必修 40MA22 基本設計一** 4/6 專業必修 40MA14 電腦輔助繪圖* 2/3 

分組專業必修 40M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MA23 基本設計二** 4/6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0 人體工學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01 西洋建築史**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3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3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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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M01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5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MA11 建築物理環境** 2/2 

專業必修 40MA19 建築材料**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3 建築設計二** 4/6 

專業必修 40MA24 施工圖** 2/3 分組專業選修 40MQ20 敷地計畫**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2 建築設計一** 4/6 分組專業選修 40MQ23 建築結構與造型**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8 結構行為**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25 建築工法**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24 現代建築史**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03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3 

共同專業選修 40MN11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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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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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專業必修 40MC11 建築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MA17 實務專題(一)  1/2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4 建築設計三** 4/6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5 建築設計四**  4/6 

分組專業選修 40MQ16 社區規劃與設計**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07 風土建築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15 建築細部大樣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19 施工估價**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21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2/3 分組專業選修 40MQ26 都市計畫**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13 環境景觀設計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15 綠建築專論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2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14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9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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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M028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MA18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6 建築設計五**  4/6 專業必修 40M043 專業證照 1/2 

分組專業選修 40MQ14 都市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M046 暑期校外實習 2/3 

共同專業選修 40MN51 建築企劃與經營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C37 建築設計六** 4/6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1 建築專業倫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5  小時 

總開授學分 132 學分 總開課時數 180 小時 

*代表需繳交上機費課程。 

**對應建築師考試認證科目(共同或開在建築設計組課程計有 17 科目 34 學分，只開在室內設計組課程計有 2 科目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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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08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室內設計組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7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9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1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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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29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3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38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39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4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5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M051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一)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M026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MA03 基本製圖 2/3 專業必修 40MA06 表現法 2/3 

專業必修 40MA22 基本設計一** 4/6 專業必修 40MA14 電腦輔助繪圖* 2/3 

分組專業必修 40MC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MA23 基本設計二** 4/6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0 人體工學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01 古典設計史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3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3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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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M01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49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M05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 體育(三) 1/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MA11 建築物理環境** 2/2 

專業必修 40MA19 建築材料**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3 建築與室內設計二 4/6 

專業必修 40MA24 施工圖** 2/3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9 房屋構造系統**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2 建築與室內設計一 4/6 分組專業選修 40MR17 建築色彩理論與應用 2/2 

分組專業必修 40MN11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2/3 共同專業選修 40MN03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3 

分組專業選修 40MR18 當代設計史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18 景園建築學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17 住宅設計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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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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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專業必修 40MD13 室內裝修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MA17 實務專題(一) 1/2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4 建築與室內設計三 4/6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5 建築與室內設計四 4/6 

分組專業必修 40MR06 商業空間設計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07 銀髮族空間專論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12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3 分組專業選修 40MR09 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20 傢俱設計與細部大樣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11 室內裝修估價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2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21 展示空間設計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3 建築照明** 2/2 共同專業選修 40MN46 智慧化建築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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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M028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MA18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6 建築與室內設計五 4/6 專業必修 40M043 專業證照 1/2 

分組專業選修 40MR22 閒置空間再利用 2/2 專業必修 40M046 暑期校外實習 2/3 

共同專業選修 40MN52 電腦輔助數位設計* 2/3 分組專業必修 40MD27 建築與室內設計六** 4/6 

    共同專業選修 40MN31 建築專業倫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5  小時 

總開授學分 132 學分 總開課時數 18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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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19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6.02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9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 資訊工程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說明：1.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 

2.必修 8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及專業必修 56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及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3.在學期間以 2 至 3 人為一組，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完成 1 件「實務專題」作品。 
4.在學期間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通識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及檢定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英文能力檢定相
關英檢標準對照表」之規範，始可准予抵免「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5.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始可准
予抵免「跨領域學程學習」課程。 

6.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始可准予抵免「工程數位科技微學
程學習」課程。 

7.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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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機收費實習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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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3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3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0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1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3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I037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8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9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13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I022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I8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I8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IA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IA07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I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IA28 資訊工程倫理 1/1 

專業必修 40IA08 資訊工程論壇 1/1 專業必修 40IA41 線性代數 3/3 

專業必修 40IA26 離散數學 3/3 專業必修 40IA52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必修 40IA51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0INH2 Python 程式設計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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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I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31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3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I04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I80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I80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IA10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IA11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IA16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IA17 電子電路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IA54 資料結構  2/3 專業必修 40IA22 計算機結構 3/3 

專業選修 40IN03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務  2/3 專業必修 40IA53 機率與統計 3/3 

專業選修 40IN15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IN46 3D 列印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0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IN58 電路學 3/3 專業選修 40IN05 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60 工程數學 3/3 專業選修 40IN13 Java 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66 網頁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0IN67 網頁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選修 40INH5 工業 4.0 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INF1 物聯網系統概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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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INH4 影像處理系統實務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7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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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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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IA55 演算法  2/3 專業必修 40IA3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0IN80 數值分析  2/3 專業必修 40IA37 微算機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IN14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2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IN37 生醫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IN99 軟體工程  2/3 

專業選修 40IN38 訊號與系統 3/3 專業選修 40IN39 生醫訊號處理 3/3 

專業選修 40IN41 組合語言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48 數位訊號處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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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IN68 網頁程式設計(三)  2/3 專業選修 40IN94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專業選修 40INC5 暑期校外實習(一)  3/4 專業選修 40IN95 網頁程式設計(四)  2/3 

專業選修 40INF2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

統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7 雲端運算技術與商機  2/3 

專業選修 40INE6 資訊安全 3/3 專業選修 40INE7 人工智慧  3/4 

專業選修 40INE9 雲端運算基礎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F3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2/3 

專業選修 40ING5 
大數據分析與雲端

管理實務 
 3/4 專業選修 40ING7 行動裝置作業系統  2/3 

專業選修 40ING9 IC 設計製造及應用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H1 IC 封測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H6 機器人實務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4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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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I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TND9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IA32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IN65 暑期校外實習(二)  3/4 專業選修 40IN27 實務研習 2/3 

專業選修 40IN09 嵌入式系統專題  2/3 專業選修 40IN34 專題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IN20 生醫晶片設計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8 生醫影像處理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83 醫用感測器  2/3 專業選修 40IND3 網頁程式設計(六)  2/3 

專業選修 40IN33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IN59 學期校外實習(二)  9/6個月 

專業選修 40IN96 網頁程式設計(五)  2/3 專業選修 40INF5 伺服器虛擬化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98 雲端服務實務  2/3 專業選修 40INF6 下世代行動網路概論  2/3 

專業選修 40IN62 學期校外實習(一)  9/6 個月     

專業選修 40INF4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二)  2/3     

專業選修 40ING6 創新與創業 2/2     

專業選修 40ING8 行動裝置作業系統進階  2/3     

專業選修 40INE8 機器學習  3/4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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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4.20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11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國際企業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87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含院級必修)63 學分) 

                     選修 41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3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 

                    學生畢業前修畢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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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K02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2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34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35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27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K028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K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37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K010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K005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K006 商用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40KA19 基礎日文(一) 2/2 專業必修 40KA20 基礎日文(二) 2/2 

專業必修 40KA37 民法 2/2 專業必修 40KA05 商事法 2/2 

院級必修 40KA28 經濟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29 經濟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KA52 會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53 會計學(二) 3/3 

專業選修 40KN7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KN0H 產業研究概論 2/2 

必修：19 / 26 選修：2 / 2 21 / 28 必修：19/26 選修：2/2 21/28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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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1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K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KA79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K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院級必修 40KA34 統計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KA36 統計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KA49 國際貿易實務(一) 2/3 專業必修 40KA0F 國際貿易實務(二)  2/3 

專業必修 40KA38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KA39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KA0V 經貿英文閱讀 2/2 專業選修 40KN23 *電腦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89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選修 40KN96 商務英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4 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27 進階商用日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KN50 會計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KN97 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0I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0KN2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KN0J 廣告與行銷傳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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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16 / 19    選修 4/5  20/ 24  必修： 14 / 16 選修：7 /8 21/ 24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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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KA0G 
*貿易資訊系統 

（職能專業課程） 
2/3 專業必修 40KA0H 國際貿易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KA80 國際企業管理 2/3 專業必修 40KA50 國際金融與匯兌 2/2 

專業必修 40KA23 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必修 40KA0W 商務英文證照輔導 1/2 

專業必修 40KA81 商務英文書信 2/3 專業必修 40KA82 台商經營實務 2/3 

專業必修 40KA54 職場品德與專業倫理 1/2 專業必修 40KA96 國際商展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46 國際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0K 國際行銷個案與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KN90 亞太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0KN0X 通關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31 日語能力測驗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92 跨境電商平台操作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02 貨幣銀行 2/2 專業選修 40KN0Y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0U 投資學 2/2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KN35 電子商務 2/2 院級選修 40UN210 大數據分析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KN0V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專業選修 40KN0W 會展概論 2/2 院級選修 40UN200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3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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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UN220 社會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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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一) 3/3     

必修： 8/ 13 選修 6/7  14/ 20  必修： 9/11 選修：6/6 15/ 17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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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K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UN44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KA24 實務專題 2/2 院級必修 40UN41 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KN0G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KN61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63 跨文化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1C 貿易糾紛與風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60 國際商務買賣契約 2/2 專業選修 40KN59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40KN0Z 網路行銷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1D 歐美經貿市場 2/2 

專業選修 40KN15 國際運籌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0C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KN77 進階國貿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選修 40KN0D 職場實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KN1E 國際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KN93 進階通關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KN1B 國際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KN8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KN79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級選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2/4  選修：4 /4  6 /8 必修： 0 / 2 選修： 10 / 10  10 / 12  

修習總學分：  128 學分 ( 必修 87 /41 選修 ) 



 31 

109.05.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5.13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11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
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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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18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19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3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904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4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94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9093 勞作教育(一) 0/1 系訂必修 40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系訂必修 409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系訂必修 409A65 經濟學(二) 3/3 

系訂必修 409A03 企業概論 2/2 系訂必修 409A58 會計學(二) 3/3 

院級必修 409A64 經濟學(一) 3/3 系訂必修 409A08 ＊多媒體製作 2/3 

院級必修 409A57 會計學(一) 3/3 系訂必修 409A09 管理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6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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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7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系訂必修 409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院級必修 409A77 統計學(一) 3/3 系訂必修 409A78 統計學(二) 3/3 

系訂必修 409A15 財務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27 日文會話 1/2 

系訂必修 409A28 日文 2/3 系訂必修 409A50 作業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34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51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01 民法 2/2 專業選修 409Q05 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9Q03 商業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9Q12 金融市場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04 管理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9Q50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9Q07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9Q61 財經法律 2/2 

專業選修 409Q67 電腦會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57 生涯輔導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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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409A79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系訂必修 409A60 策略管理個案研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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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訂必修 409A41 策略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52 資訊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22 總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09Q08 投資學 2/2 專業選修 409Q23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09Q09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409Q26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選修 409Q10 個體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409Q27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13 ＊商業應用軟體 3/3 專業選修 409Q42 管理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9Q15 領導學 2/2 專業選修 409Q46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77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409Q62 管理會計 3/3 

專業選修 409Q21 ＊統計方法應用與資料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9Q79 商業談判與溝通 2/2 

院級選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9Q80 創新與創業管理 2/2 

院級選修 40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9Q81 專案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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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220 社會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00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10 大數據分析概論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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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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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UN44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9Q65 暑期校外實習 3/6 院級必修 40UN41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9Q29 財務報告分析 2/2 系訂必修 409A36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09Q32 品質管理 2/2 系訂必修 409A37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09Q34 勞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9Q19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9Q35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9Q30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38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409Q43 科技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41 經典研讀 2/2 專業選修 409Q49 危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54 採購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59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2 零售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7 知識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3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88 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9Q84 整合行銷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9Q89 國際企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5 中小企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9Q86 企業診斷 2/2 院級選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9Q7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級選修 40UN19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4 小時 

 

註：(1) 1.2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16 學分，不得多於 28 學分；3、4 年級每學期至少得修 9 學分，不得多於 25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
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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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06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11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7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含院級)必修 52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跨院選修至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
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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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B04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2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7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9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8 服務學習(一) 0/2 專業必修 40B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5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BA05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必修 40B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BA08 資訊管理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BA03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40BA31 網頁前端設計 3/3 

院級必修 40BA04 經濟學 3/3 院級選修 40BN01 會計學 3/3 

專業必修 40BA30 Python 程式設計 3/4 專業選修 40BN02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03 資料處理與 VBA 3/3 

    專業選修 40BN04 生涯規劃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0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10/17)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0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6/12)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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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08 實用中文 2/2 院級必修 40BA11 統計學(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B027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院級必修 40BA29 品德與專業倫理 1/2 

專業必修 40BA10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BA13 企業資訊網路 3/3 

專業必修 40BA24 資料庫管理 3/4 專業必修 40BA33 資料結構 3/3 

專業必修 40BA32 程式設計(二)  2/3 專業選修 40BN09 資料庫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05 電腦動畫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10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06 生產與作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1 網頁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07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2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0BN08 創意與設計思考 2/2 專業選修 40BN13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7/8)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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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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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BA25 系統分析與設計 3/4 專業必修 40BA35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40BA34 智慧商務 3/3 專業選修 40BN21 創新與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4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40BN22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5 服務科學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BN23 雲端運算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BN16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25 數位行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17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26 資訊專業職能輔導 3/3 

專業選修 40BN18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27 伺服器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9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36 創客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20 統計學(二) 3/3 專業選修 40BN48 機器人程式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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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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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B03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BA20 實務專題 3/3 

專業選修 40BN28 APP 設計與開發實務 3/3 專業必修 40BA26 資管資訊能力 1/1 

專業選修 40BN29 資訊安全 3/3 院級必修 40UN41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BN30 網路管理技術 3/3 專業必修 40UN44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BN3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0BN41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32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42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33 人工智慧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43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34 地方創生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44 虛擬實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35 智慧科技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45 決策分析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37 資料探勘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46 社群行銷與經營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38 服務設計與創新 3/3 專業選修 40BN47 資訊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BN39 暑期校外實習 3/6 院級選修 40UN190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院級選修 40UN15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院級選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院級選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0/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1 小時 

備註：1.大一、大二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16 學分，最高為 28 學分。 

2.大三、大四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9 學分，最高為 25 學分。 

3.「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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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5.四下資管資訊能力 1 學時因為無實際授課無授課鐘點費支出，註冊及課務組不應列入該班開

課總時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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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7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07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9.06.11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金融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院選修至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

內開設商務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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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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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2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3022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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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10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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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04 經濟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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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必  修 433A05 會計學(一)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0 *多媒體製作 2/3 

系  訂  必  修 433A25 品德與專業倫理 1/2 系  訂  必  修 433A26 商事法 2/2 

專  業  選  修 433N37 民法概要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1 生涯輔導 2/2 

專  業  選  修 433N38 管理學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4 財金書報導讀 2/2 

    專  業  選  修 433N67 創意思考訓練 2/2 

必修：16/24  必修：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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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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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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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27 *網際網路應用 2/3 系  訂  必  修 433A29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系  訂  必  修 433A28 貨幣銀行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A30 投資學 3/3 

系  訂  必  修 433A51 金融科技概論 2/2 系  訂  必  修 433A62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  業  選  修 433N68 企業內部控制 3/3 專  業  選  修 433N24 實用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23 基礎日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08 租稅規劃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39 中級會計學(一)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0 中級會計學(二) 3/3 

專  業  選  修 433N78 數位行銷與社群經營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3 總體經濟學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4 銀行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73 金融科技應用 3/3 

必修：18/20  必修：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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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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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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  訂  必  修 433A32  期貨與選擇權 3/3 系  訂  必  修 433A15 專題研究方法 2/2 

系  訂  必  修 433A33 保險學 2/2 系  訂  必  修 433A16 實務專題(一) 1/2 

系  訂  必  修 433A34 財務報表分析 3/3 系  訂  必  修 433A35 理財規劃與實務 3/3 

系  訂  必  修 433A52 *金融資訊與程式交易 2/3 系  訂  必  修 433A37 證照輔導(一) 0/2 

專  業  選  修 433N45 共同基金 3/3 專  業  選  修 433N12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6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32 雲端服務與管理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7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34 不動產理論與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8 外匯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50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66 消費者行為 2/2 專  業  選  修 433N51 金融創新商品 3/3 

專  業  選  修 433N79 金融電子商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74 財金大數據分析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53 成本與管理會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30 海外資訊技術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54 市場調查分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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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UN220 社會創業實務 3/3 專  業  選  修 433N80 金融程式設計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 級 選 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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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選 修 40UN090 實用管理英文 3/3 院 級 選 修 40UN200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3 

院 級 選 修 40UN160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3 院 級 選 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二) 3/3 

院 級 選 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一) 3/3     

必修：10/11  必修：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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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級 必 修 40UN44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系  訂  必  修 433A63 風險管理 2/2 院 級 必 修 40UN41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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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N19 財金英文 2/2 專  業  選  修 433N21 創業資金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56 債券市場 3/3 專  業  選  修 433N42 溝通與談判 2/2 

專  業  選  修 433N57 產業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59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N58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  業  選  修 433N60 退休理財規劃 3/3 

專  業  選  修 433N75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  業  選  修 433N62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3/3 

專  業  選  修 433N76 金融商品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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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必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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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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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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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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29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08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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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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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須上機、★為師培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彩妝模組課程化妝品模組課程 

4.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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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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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5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博雅必修 430026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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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30A58 ◎美膚保養實務 3/3 生創學院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0B15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B16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30B36 時尚造型設計畫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5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8   學分   26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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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3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Q023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34 化妝品原料學(一) 2/2 專業必修 430D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D08 ◎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06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0N33 創意美甲製作 2/2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選修 430B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0B0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0B01 基礎化學 3/3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跨領域選修 431NBC ◎經絡養生保健 2/2 跨領域選修 431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跨領域選修 409A34 ◎行銷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9R09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6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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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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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61  ★整體造型設計  4/4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H09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B28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59 ◎美體雕塑與紓壓 3/3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430A60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N31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選修 430N34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B1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430R09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B27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R45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R30 舞台表演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0B10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選修 430Q17 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 2/2 

專業選修 430B17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0QN16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B19 彩繪與特效化妝 2/3 

專業選修 430Q19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跨領域選修 40UN02 ◎網路創業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3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3   學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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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A62 畢業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36 專業人才輔導 1/1 

專業選修 430D3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選修 430B22 新娘秘書婚禮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25 ◎商品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N35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0B23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N52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0Q27 商品視覺形象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72 溝通技巧與表達藝術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B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0N28 化妝品香料調配 2/2 跨領域選修 409R69 ◎顧客關係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CH ◎養生保健餐飲 2/2     

跨領域選修 409R32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3   學分   7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   學分   3   小時 

 
 

化妝品模組課程(至少完成 20 學分) 

基礎化學3/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化妝品檢驗2/2 天然物化妝品學2/2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2/3 

萃取技術與實驗2/3 ◎化妝品開發企劃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3/3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2/2  

暑假校外實習3/6或是學期校外實習9學分(6個月) 

 
時尚彩妝組模組(至少 20 學分) 

創意美甲製作2/2 ★時尚品牌經營2/2 ★飾品設計2/2 醫學美容資訊2/2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2/2 

◎★芳香療法與實習3/3 ◎★美容營養學2/2 美容儀器與實驗2/2 新娘秘書婚禮規劃2/2 美容專業外語2/2 

暑假校外實習3/6或學期校外實習9學分(6個月) 

 



 39 

 

109/3/26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4/2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7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47 學分] 

選修 5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5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

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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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國際情勢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2 服務學習(一)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3 服務學習(二)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5 國文(一)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6 國文(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3 3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3 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7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1 勞作教育(二) 0 1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0 勞作教育(一) 0 1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4 環境與人類生態 2 2 院級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 2 專業必修 432A04 *程式設計 3 3 

院級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 2 專業必修 432A27 *平面設計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37 *數位影像處理 2 2 專業必修 432A41 遊戲概論 2 2 

專業必修 432A02 *數位內容概論 3 3 專業必修 432A42 動畫概論 2 2 

專業必修 432A01 設計概論 2 2 專業必修 432A43 *基礎 3D 製作 3 3 

專業選修 432NB9 電競產業概論 2 2 專業選修 432N98 *數位色彩應用 2 2 

專業選修  432ND3 基礎素描 2 2 專業選修 432NC3 賽事分析與評論 2 2 

     專業選修 432NC0 *電競遊戲實務 3 3 

     專業選修 432ND4 *基礎動畫 3 3 

必修合計 19 26 必修合計 20 27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31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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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0 實用中文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 2 專業必修 432A31 *數位媒體企畫 3 3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 2 專業必修 432A32 *影音動畫製作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28 *人機互動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11 *互動媒體設計 3 3 

專業必修 432A36 *故事與分鏡 3 3 專業選修 432N44 *遊戲程式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10 創意思考訓練 2 2 專業選修 432N38 漫畫 2 2 

專業選修 432N02 生涯輔導 2 2 專業選修 432NA4 *數位雕刻 3 3 

專業選修 432N85 *3D 建模 3 3 專業選修 432NC5 *電競轉播實務 3 3 

專業選修 432N87 *美術場景設計 2 2 專業選修 432NC7 *3D 動畫 3 3 

專業選修 432ND6 *進階 2D 動畫 3 3 專業選修 432NC8 *角色設計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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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2ND5 *電競賽事實務(暑假) 1 2 專業選修 432NAE *互動媒體設計(學分學程) 3 3 

專業選修 432ND9 受眾心理學 2 2 跨領域(視傳) 439A02 符號與圖象應用 2 2 

專業選修 432NAJ 雲端科技應用(學分學程) 2 2      

跨領域(視傳) 439A01 文字造形 2 2      

必修合計 13 14 必修合計 8 10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1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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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2A13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 2 專業必修 432A45 *多媒體應用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44 *行動內容應用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18 專案管理 3 3 

專業選修 432N48 遊戲理論 2 2 專業選修 432N20 *動作捕捉與編輯 3 3 

專業選修 432N52 *後製與剪輯 3 3 專業選修 432ND2 *虛擬實境 3 3 

專業選修 432NA1 *數位配樂 2 2 專業選修 432N53 *商品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A2 *遊戲人工智慧 2 2 專業選修 432NB6 *行銷企劃與製作 3 3 

專業選修 432NB8 *次世代美術 3 3 專業選修 432NC6 *虛擬主播製播 3 3 

專業選修 432NC2 *電競節目製播 3 3 專業選修 432ND1 *後製與特效 3 3 

專業選修 432NC9 *進階 3D 動畫 3 3 跨領域(視傳) 439A04 品牌形象設計 2 2 

專業選修 432ND0 *網頁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D8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AK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學分學程) 3 3      

跨領域(視傳) 439A03 設計材料學 2 2      

必修合計 4 5 必修合計 5 6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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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6 英文能力檢定 0 2 專業必修 432A47 *實務專題（二） 2 2 

專業必修 432A46 *實務專題(一) 1 1 專業必修 432A22 數位內容講座 2 2 

專業必修 432N60 創意產業規劃 2 2 專業必修 432A40 數位內容技能檢定 1 1 

專業選修 432N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18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 1 

專業選修 432N63 *數位出版設計 3 3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 1 

專業選修 432NA7 *數位科技藝術 3 3 院級選修 40VN14 校外實習二(含海外實習) 9 18 

專業選修 432NB7 暑期校外實習 3 6 專業選修 432N59 *展場設計 2  

     專業選修 432N64 美學經濟 2 2 

     專業選修 432N66 科技與法律 2 2 

     專業選修 432N9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 2 

必修合計 1 3 必修合計 5 5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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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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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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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修課門檻：本系學生須於「動畫設計領域」、「動畫設計領域」、「視覺特效領域」擇一修課，並完成該領域選修
課程 23 學分始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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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5.28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 學分( 必修8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 學分，生活創意必修4 學分，專業必修52 學分】; 選修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 學分，專業選修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10 學分) 

2.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3. 教保專業必修3學分依據「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業經教育部審認規定，方核予教保專業知能課程證明，認定其具幼兒園
教保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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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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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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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A00 體育(一)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1 服務學習(一)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2 服務學習(二)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勞作教育(一)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勞作教育(二) 0 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7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 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二）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26 兒童發展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 3 

托育專業必修 40AH51 生涯規劃與輔導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 2 

托育專業必修 40AH04 家庭概論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R06 家庭教育 2 擇

4 

學 

分 

跨域選修_休運 431NBN 創意藝陣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R35 幼兒課程模式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Q89 色彩學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Q40 性別教育 2 

小計 20 27 小計 20 27 

開設 20 學分/27 小時(校院必修7 學分/14 時,系必修9 學分/時; 

通識選修2 學分/時;院跨領域選修2 學分/時) 

開設 20 學分/27 小時 (校院必修9 學分/16 學時,系必修5 學分/時; 

通識選修2 學分/時、共同專業選修4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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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28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 2 系訂專業必修 40AC12 網際網路應用* 2 3 

專業必修 40AC09 多媒體製作* 2 3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C45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實習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53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59 幼兒班級經營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0AH55 兒童行為輔導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816 人際關係 2 擇

4 

學

分 

跨域選修_休運 431NXGA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V85 美語教學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V30 國音教學 2 擇

4 

學 

分 

共同專業選修 40AQ36 兒童節奏樂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871 智慧生活母嬰照護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V38 幼兒律動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Q55 創意思考訓練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V0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R37 繪本製作 2 

小計 20 22 小計 22 24 

開設 20 學分/22 小時(校必修7 學分/8 時,系必修7 學分/8 時; 通識選修 2 學

分/時;共同專業選修4 學分/時) 

開設 22 學分/24 小時(校必修5 學分/6 時;系必修9 學分/10 時; 通識選修 2 學

分/時;共同專業選修4 學分/時;院跨域選修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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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教保專業必修 40AH5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54 幼兒學習評量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59 專業倫理 2 2 

分組專業必修 40A254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 2 系訂專業必修 40AH39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 3 

共同專業選修 40AV93 教保政策與法規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841 兒童戲劇設計與應用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835 幼兒鍵盤樂 2 6 共同專業選修 40AR20 家政教育 2 6 

共同專業選修 40A899 幼兒數學與自然科學 2 學 共同專業選修 40AV36A 遊戲治療 2 學 

共同專業選修 40AV51 兒童文學 2 分 共同專業選修 40AK1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 分 

共同專業選修 40AV10 特殊兒童教材教法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Q18 家人關係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Q14 諮商理論與技術 2 2 跨領域(休 運) 431NXC 肢體創作 2 2 

跨領域(休運) 430NXF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 2 校訂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2 2 

小計 14 14 小計 13 15 

開設 14 學分/14 時(系必修7 學分/時; 共同專業選修6 學分/時;  

院跨域選修2 學分/時) 

開設13/15 時(系必修5 學分/6 時;共同專業選修6 學分/時;  

院跨域選修2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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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通識基礎必修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 2 系訂專業必修 40A274 實務專題(二) 1 2 

系訂專業必修 40A271 實務專題(一) 1 2 院級必修課程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 
微學程學習 

0 1 

生創學院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 1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7 親職教育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3 3 共同專業選修 40AR28 生活資源管理 2  

分組專業必修 40A286 托嬰實務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K26 多元文化與家庭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Q99 兒童益智玩具設計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V98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 8 

共同專業選修 40AR30 代間關係 2 4 共同專業選修 40A890 企劃行銷 2 學 

共同專業選修 40A831 感覺統合 2 學 共同專業選修 40AR14 教保服務專題討論 2 分 

共同專業選修 40AV33 心理衛生與適應 2 分 共同專業選修 40AR36 嬰兒按摩 2  

小計 10 14 小計 11 14 

開設 10 學分/14 學時 

(校必修0 學分/3 學時;系必修6 學分/7 學時;共同選修擇4 學分/時) 

開設 11 學分/13 小時 

(系必修3 學分/4 學時; 共同專業選修8 學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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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5.28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28 學分( 必修 8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生活創意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4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2.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3. 教保專業必修 32 學分依據「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業經教育部規定，方核予教保專業知能課
程證明，認定具幼兒園教保員資格。 

4. 社工師應考資格備 社工師應考資格備 49 學分 (含 45 學科分及社工實習 學科分及社工實習 學科分及社工實習 4 

學分 )，另授予核發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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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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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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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A00 體育(一)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1 服務學習(一)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2 服務學習(二)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勞作教育(一)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勞作教育(二) 0 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 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 2 系訂必修 40A037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26 兒童發展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 3 

社工專業必修 40AD01 社會學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 2 

社工專業必修 40AD08 心理學 3 3 社工專業必修 40AD05 社會工作概論 3 3 

跨域選修_休運 431NBN 創意藝陣 2 2 社工專業選修 40AK03 社會心理學 3 3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 2 社工專業選修 40AK31 社會福利概論 3 3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 2 

小計 22 29 小計 23 30 

開設 22 學分/29 小時(校院必修 8 學分/15 時,系必修 11 學分/ 

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時、跨領域選修 2 學分/時) 

開設 23 學分/30 小時 (校必修 8 學分/15 學時,系必修 9 學分/ 

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時、社工專業選修 6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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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 2 

專業必修 40AC09 多媒體製作* 2 3 系訂專業必修 40AC12 網際網路應用* 2 3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C45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 3 

社工專業必修 40AD21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11 社會團體工作 3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12 社會福利行政 3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4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06 社會個案工作 3 3 共同專業選修 40AQ55 創意思考訓練 2 擇 

院跨域選修_核心 40VN430 社會責任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R38 生涯規劃與輔導 2 2 

     跨域選修_休運 431NXG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 2 

小計 23 25 小計 23 25 

開設 23 學分/25 小時(校必修 6 學分/7 時,系必修 10 學分/11 時; 通
識選修 2 學分/時;社工專業選修 6 學分/時;跨域選修 2 學分/時) 

開設 23 學分/25 小時(校必修 6 學分/7 時;系必修 4 學分/5 時; 通
識選修 2 學分/時;社工專業選修 6 學分/時;系/跨域選修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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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教保專業必修 40AH3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9 幼兒學習評量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5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 H4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 2 

社工專業選修 40AK40 社會統計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35 幼兒班級經營 2 2 

社工專業選修 40AK15 社區工作 3 3 系訂專業必修 40AH39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24 社工實習(一) 3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41 社會研究法 3 3 

院跨域選修_核心 40AR39 社區關懷與場域實踐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K1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V52 家人關係 2 2 

     校訂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2 
學 
分 

小計 15 15 小計 13 14 

開設 15 學分/15 時(系必修 4 學分/時; 社工專業選修 9 學分/時; 

系院跨域核心選修 2 學分/時) 

開設 13 學分/14 時(系必修 5 學分/7 時; 社工專業選修 3 學分/時; 

校系訂選修擇 2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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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 

通識基礎必修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 2 系訂專業必修 40A274 實務專題(二) 1 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 1 院級必修課程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
程學習 

0 1 

系訂專業必修 40A271 實務專題(一) 1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7 親職教育 2 2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3 3 社工專業選修 40AK28 非營利組織管理 3 3 

教保專業必修 40AH45 專業倫理 2 2 社工專業選修 40AK31 社工實習(二) 2 2 

社工專業選修 40AK41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3 共同專業選修 40AR28 生活資源管理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R30 代間關係 2 擇 共同專業選修 40AK26 多元文化與家庭 2 4 

共同專業選修 40A831 感覺統合 2 2 共同專業選修 40A890 企劃行銷 2 學 

共同專業選修 40AV33 心理衛生與適應 2 
學 
分 

共同專業選修 40AV98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 分 

小計 11 15 小計 12 14 

開設 11 學分/15 小時(系必修 6 學分/7 時; 

社工專業選修 3 學分/時;共同選修擇 2 學分) 

開設 12 學分/14 小時(系必修 3 學分/4 學時; 

社工專業選修 5 學分/時;共同選修擇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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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1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5.06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應用外語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 

必修 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
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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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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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B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2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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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041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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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C103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4/4 專業必修 40C104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4/4 

專業必修 40C109 基礎文法習作 2/2 專業必修 40C110 文法習作演練 2/2 

專業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Q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CQ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CQN1 英語閱讀教學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34A30 飲食文化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34N66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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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4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CC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106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4/4 

專業必修 40C105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4/4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26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C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CN9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0CC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R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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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703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選修 40C704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選修 40CQ08 基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3 企業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69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10 進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08 餐飲英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CR70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Q32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A6 進階餐飲英語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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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709 韓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710 初級韓語 2/2 

專業選修 40CQN2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CQ39 初級西班牙文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N3 英語會話教學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09R63 電子商務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09R71 通路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2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40C107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4/4 專業必修 40CC51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CC30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108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4/4 

專業必修 40CC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C31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CQ17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必修 40CC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Q81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QC3 商務英語情境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CQ86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707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81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Q59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73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5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QN4 英文寫作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CR74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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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711 中級韓語 2/2 專業選修 40C712 進階韓語 2/2 

專業選修 40C705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706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選修 40CNF5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CNF2 職場體驗(寒假) 1/4 

專業選修 40CQN5 語言習得 2/2 專業選修 40CQN6 語言測驗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09R18 商業應用軟體 3/3 跨領域課程選修 434N71 葡萄酒品評與調酒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09R59 會議與展覽實務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09R88 媒體企劃實務 2/2 

    跨領域課程選修 434N92 餐飲網路行銷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13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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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C52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CQ26 國貿實務入門 2/2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專業必修 40CC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選修 40CR79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Q27 國貿實務演練 2/2 

專業選修 40CQ69 財經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4 進階會議英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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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Q25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C4 會展英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CR80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C708 顧客溝通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713 實用韓語 2/2 專業選修 40CQ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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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Q37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36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3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42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714 韓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Q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N8 英詩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N7 戲劇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C6 高階英語會話(二) 2/2 

專業選修 40CQC5 高階英語會話(一) 2/2 專業選修 40CQ95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CQ94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NG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NG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3  小時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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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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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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6 系課程及選課服導委員會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5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25 學分] 

選修 75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67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

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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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06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31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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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27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3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6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4 勞作教育（二） 0/1 

院訂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1A01 休閒與運動管理導論 1/2 院訂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1A02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1NDE 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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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38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選修 431N07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1NEH 基礎經絡理論 1/2 專業選修 431N11 運動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AO 解剖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10 運動生物力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9 運動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DH 健身運動專長（一）核心力量 1/2 專業選修 431NDI 健身運動專長（二）有氧運動 1/2 

專業選修 431N12 專長術科（一） 1/2 專業選修 431N24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431NDU 傳統民俗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CJ 定向越野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ZD 童軍教育原理 2/2 專業選修 431NZZ 合作學習 2/2 

    專業選修 431NBN 創意藝陣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8   學分   34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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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08 多媒體製作 2/3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3 體育(三)  1/2 通識博雅必修 43101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1A36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7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1A10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40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必修 431NDW 休閒與運動傳播 2/2 

專業選修 431NBU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一) 1/2 專業選修 431NAC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L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EK 傳統整復推拿基本常用手法 2/2 專業選修 431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34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431NBW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二) 1/2 

專業選修 431NDJ 健身運動專長（三）肌力訓練 1/2 專業選修 431N46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431NCK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DK 健身運動專長（四）功能性訓練 1/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70 直排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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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練學 2/2 專業選修 431N45 運動教練學 2/2 

專業選修 431NCL 棒壘球 2/2 專業選修 431NCM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BZ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31NZU 野外生活技能 2/2 

專業選修 431NZF 環境教育 2/2 專業選修 431NYZ 自然體驗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EL 舞蹈 2/2     

專業選修 431NEM 籃球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29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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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1A24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2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1NCN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E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專業選修 431NCO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15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CV 戶外輕食與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CP 露營與野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EJ 刮痧與拔罐 1/2 

專業選修 431NDV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42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BV 運動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431NDY 體育統計法 2/2 專業選修 431NCR 撞球 2/2 

專業選修 431NCX 高爾夫 2/2 專業選修 431NEQ 運動裁判法 2/2 

專業選修 431NCS 冒險休閒活動領導 2/2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1NCW 運動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431NZW 童軍團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BX 肌力與體能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ZX 童軍組織與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1NZY 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 2/2 專業選修 431NEB 休閒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DZ 社群媒體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EO 運動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431NEN 體育史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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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5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訂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1A29 實務專題（二） 1/2 院訂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1A41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理人講座 2/2 專業必修 431A35 休閒與運動管理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31NCY 休閒運動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1NBY 運動醫學 2/2 

專業選修 431NEP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G 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431NCZ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G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1NDC 社區休閒產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N 羽球 2/2 

專業選修 431NDM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2/2 專業選修 431NZG 童軍活動設計與實施 2/2 

專業選修 431NDB 網球 2/2 專業選修 431NYD 戶外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1NBT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1NDO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選修 431NDF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31NYC 童軍露營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CU 芳香療法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實習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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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1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15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觀光遊憩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1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院級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3 學分] 
選修 47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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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A01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PA02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8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9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9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院級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5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專業必修 40PF01 管理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0PF02 觀光學概論 2/2 院級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0PF03 國際禮儀 2/2 專業必修 40PF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PF05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PF09 旅行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F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PU01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40PF13 觀光資源概要 2/2 專業選修 40PU22 觀光地理 2/2 

    專業選修 40PU48 遊輪旅遊 2/2 

    專業選修 40PU53 服務管理 2/2 

通必: 5  通選: 2  院必: 2  專必: 12  專選: 0  跨域: 0 通必: 9  通選: 2  院必: 2  專必: 4  專選: 4  跨域: 0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7  小時 (21/128)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42/128)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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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7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6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PF1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PF14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PF24 觀光英語(一) 2/2 專業必修 40PF25 觀光英語(二) 2/2 

專業必修 40PF26 導覽解說 2/2 專業必修 40PF32 客務與房務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F27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F33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PF31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 40PU39 旅遊日語進階 2/2 

專業選修 40PU38 旅遊日語基礎 2/2 專業選修 40PU55 休閒農場與民宿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40 宴會管理 2/2 跨領域必選修  跨領域選修(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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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必選修  跨領域選修(一) 2/2     

通必: 5  通選: 2  院必: 0  專必: 10  專選: 2  跨域: 2 通必: 5  通選: 2  院必: 0  專必: 8  專選: 2  跨域: 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63/12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1  小時 (82/128)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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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PU12 學期校外實習 9/18 院級選修 40VN36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學期校外實習修習期間不得再修其他課程)  專業必修 40PF16 觀光行銷 2/2 

專業選修  飲調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F18 觀光行政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PU07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F28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PU13 國家公園與國家風景區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PF34 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選修 40PU15 觀光心理學 2/2 專業必修 40PF35 智慧觀光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PU23 觀光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40PF36 旅宿業經營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24 休閒產業發展分析與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PU20 觀光資源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PU25 觀光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PU21 航空客運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F30 觀光專題講座 1/2 專業選修 40PU35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PU49 旅遊數據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PU54 觀光趨勢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PU50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56 餐旅會計 2/2 

專業選修 40PU51 餐旅管理 2/2 跨領域必選修  跨領域選修(三) 2/2 

通必: 0  通選: 0  院必: 0  專必: 0  專選: 9  跨域: 0 通必: 0  通選: 0  院必: 0  專必: 12  專選: 2  跨域: 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選修學期校外實習:  9 學分 18 小時 (91/128) 
2.選修專業選修課程:  9 學分 10 小時 (91/12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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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018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PF22 專業證照輔導 0/1 院級必修 40VN50 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0PF38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40PF23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PF39 智慧觀光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F37 觀光遊憩實務實習 1/1 

專業選修 40PU29 生態旅遊 2/2 專業選修 40PU30 餐旅衛生與安全 2/2 

專業選修 40PU42 餐旅業督導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PU34 海洋觀光 2/2 

專業選修 40PU43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PU3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52 旅宿諮詢與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PU47 旅館活動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PU57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U60 活動設計與跨媒體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PU58 旅遊科技媒體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PU61 運動觀光 2/2 

專業選修 40PU59 外語導遊領隊 2/2 專業選修 40PU62 旅遊諮詢與行銷 2/2 

跨領域必選修  跨領域選修(四) 2/2 跨領域必選修  跨領域選修(五) 2/2 

通必: 0  通選: 0  院必: 0  專必: 4  專選: 4  跨域: 2 通必: 0  通選: 0  院必: 0  專必: 3  專選: 6  跨域: 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117/12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3  小時 (12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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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畢業資格條件說明】： 

1. 畢業總學分：畢業總學分門檻至少為 128 學分。 

2. 學分學程：學生畢業前須至少修畢一所屬學院學分學程（其學分數達 16 學分(含)以上，其中

跨系專業課程不得低於 6 學分），方能取得畢業資格條件之一。若有不足之選修學分，可從其

他任一模組選修科目予以補足，惟無法達成該學分學程認證標準，且無法核發學分學程證書。

若轉校系、不同學制轉入本系或有其特殊狀況而確實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則交由系課程委員

會審核其修讀模式。 

 

模 

組 

屬 

性 

跨領域模組(一) 

生活創意學院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學分學程 

跨領域模組(二)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休閒養生產業學程 

跨領域模組(三) 

餐飲管理系 

餐飲創業學程 

核心課程 

(本系) 

1. 導覽解說 

2.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3. 休閒產業發展分析與規劃 

4. 生態旅遊 

5. 海洋觀光 

1. 觀光學概論 

2. 休閒遊憩概論 

3. 管理學 

4. 創意與創業 

5. 生活美學 

1. 觀光學概論 

2. 休閒遊憩概論 

3. 管理學 

4. 創意與創業 

5. 餐飲服務 

專業課程 

(外系) 

1. 社會責任 

2. 社區關懷與場域實踐 

3. 社會福利概論 

4. 創意與創業 

1.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 經絡養生保健 

3. 足體養生保健 

4. 休閒養生功法 

5. 芳香療法 

1. 西式點心 

2. 餅乾製作 

3. 西式輕食料理 

4.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5.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3. 專業證照認證（所有證照點數認定以入學後採計）：  

為提升職場競爭優勢，並配合政府建立證照制度，鼓勵學生在學期間考取觀光專業證照，以突

顯學習核心能力之具體展現，其未列入認定專業證照及賽事，則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認可。 

(1)日間部學生畢業時必需取得語言、電腦及系專業等三大類證照，其中系專業證照以系特色發

展為主軸，採計總點數 15 點為畢業通過門檻，不限國際或國內核發之專業證照及不分等級，

例如：通過【考選部】高普考及初等考、考選部華語領隊、華語導遊、外語領隊、外語導遊

（或取得執業證）或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經理人資格者一律採認證 15 點、【勞動部】技術士

證及【經濟部】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國際會展認證進階 CEM & CMP 採計 10 點，【民間

證照】如觀光英語、日語均不限等級、領團、CPR/AED…認證等採計 5 點。 

 

1.語言證照 2.電腦證照 3.(系)專業證照 

語言學習中心 電腦技能基金會 1. 考選部/觀光局：1 張 15 點如

外語領隊、華語導遊…或執業

證 

2. 勞動部/經濟部：1 張 10 點如

會展、飲調丙級、保母、汽修

等技能檢定 

3. 民間證照：1 張 5 點如領團、

旅館等教育部證號 

英文檢定課程 

四上:英檢初級以上 

四下:暑修課程補救 

入學前二年（高中二年級）至大

學部四年級（畢業前）通過相關

英檢證照者，均可抵免該課程 

TQC 中打/英打(不限字

數)/Office 系列/繪圖軟

體…等 

(2)其他經系務會議通過的觀光餐旅相關證照（執業證可認證，惟研習證書不能抵免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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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依自我興趣及未來職涯發展考照，一律抵免系專業證照認證 5 點；以技優甄審持乙級電腦

技術士入學者，可抵電腦類證照，惟均以一張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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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5)為鼓勵系上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活動，獲獎者得依競賽規模、性質、名次，可提報系務會議

決議，表決達半數以上通過後方可折抵點數。 

 

(A 級)行程設計及導覽

解說競賽 

(B 級)觀光餐旅實務專

題論文競賽 商品企劃

及影片競賽 

(C 級)個人形象及肢體

表演競賽 

1.觀光菁英盃全國遊程

設計競賽 

2.觀光導覽解說競賽 

3.旅遊規劃師創作比賽 

1.觀光景點(或農村/社

區)微電影推廣競賽 

2.觀光商品(伴手禮)設

計或企劃競賽競賽 

3.旅遊平面攝影或海報

設計比賽 

1.餐飲(餐桌)服務技巧 

2.美姿美儀形象大使競

賽 

3.航空廣播詞比賽 

4.旅館房務鋪床比賽 

 

4. 實務實習學分： 

(1)學期校外實習：107 學年度起大三學期校外實習採取至國內外觀光休閒餐飲相關單位並連續

6 個月校外實習，其「選修」學分採 9 學分計之。 

(2)觀光遊憩實務實習：校內觀光遊憩實務實習時數配置大四下，總計 50 小時實施（除必含 1

場 8 小時內校內或校外學術研討會外，另參與專業技能研習、接待參訪或觀光休閒產業志工

服務等相關社會責任活動），學分數為必修、一學期 1 小時 1 學分，參與時間 1 小時配分 2

分，學分於大四時分配該班導師負責統籌，並檢核各項學習條件是否達畢業門檻。 

(3)學期最高時數上限為 50 小時，其新生入學後即可採累積時數予以抵免之，惟不可與大一服

務學習時數同時取得雙認證。 

5. 選修科目可視政府相關專案計畫（如就業學程）或需要增開、調整學分數及上課時數、調整開

課學期。 

6. 每學期最高及最低應修學分數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辦法規定辦理，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

習上限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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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部跨進修部選修 2 門 4 學分；進修部跨日間部選修 4 門 8 學分，若有變動則依本校學則辦

法規定予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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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視覺傳達設計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7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54 學分] 

選修 5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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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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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1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2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6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7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4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8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專業必修 43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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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02 設計素描(一)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9109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9303 色彩計畫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1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9304 平面構成 2/3 專業必修 439306 立體構成 2/3 

專業必修 439305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439307 電腦繪圖(一) *2/3 

院級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39501 設計素描(二) 2/3 

    院級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9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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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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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111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9312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9112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39313 印前作業 2/2 

專業必修 439308 設計表現技法(一) 2/3 專業必修 439326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9309 攝影 2/2 專業選修 439505 設計表現技法(二) 2/3 

專業必修 439310 視覺設計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9506 3D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修 439311 設計美學 1/2 專業選修 439507 工藝設計(二) 2/3 

專業選修 439502 電腦繪圖(二) *2/3 專業選修 439508 繪本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選修 439503 文字造形 2/2 跨領域(數位)  互動媒體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9504 工藝設計(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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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數位)  雲端科技應用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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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9317 設計企畫撰寫(一) 2/2 

專業必修 439314 3D 電腦動畫 2/3 專業必修 439318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必修 439315 設計材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9319 品牌形象設計 2/2 

專業必修 439316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9327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9509 包裝結構與材料 2/2 專業選修 439515 視覺設計實務(二) 1/2 

專業選修 439510 視覺設計實務(一) 1/2 專業選修 439516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9511 角色造形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9517 角色模型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951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9518 飾品造型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39513 文創商品開發 2/2 專業選修 439519 木竹工藝設計(一) 1/2 

專業選修 439514 工藝設計(三) 2/3 專業選修 439520 包裝設計實務 2/2 

跨領域(數位)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9521 書籍裝幀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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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9113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9320 實務專題(一) 2/3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9321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修 439323 專業證照 0/2 

專業必修 439322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必修 439324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選修 439522 暑期校外實習 1/2 專業必修 439325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9523 設計企畫撰寫(二) 2/2 專業選修 439526 設計行銷學 2/2 

專業選修 439524 木竹工藝設計(二) 1/2 專業選修 439527 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9525 飾品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439528 創業規劃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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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2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06.15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6.1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86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4學分、院訂必修4學分、專業必修58學分) 

選修42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8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10學分、專業選修24學分) 

2. 必須從四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院定微型創業學分學程、休閒產業學分學程、旅館管理學分學程及觀光管理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

一個學分學程(10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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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00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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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A0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45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35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0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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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40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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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A66 餐飲管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91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專業必修 434A68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34A2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434A69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434A64 中餐烹調 3/4 專業必修 434A98 西餐烹調 3/4 

專業必修 434A65 烘焙食品 3/4 專業選修 434N98 國際禮儀 2/2 

專業必修 434A41 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院訂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選修 434NA9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2/2 

    院訂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32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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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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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D00 通識博雅（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4A99 餐飲服務 3/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4A30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434AA1 餐飲職場倫理 2/2 

專業必修 434AA0 餐飲日文 2/2 專業必修 434AA6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90 餐飲採購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A8 蔬果切雕與盤飾 2/2 

專業選修 434N78 西式輕食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A1 進階餐飲日文 2/2 

專業選修 434NA0 餅乾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17 鐵板燒料理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48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4N67 西式點心 3/4 

跨領域選修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89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跨領域選修  旅館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導覽解說技巧 2/2 跨領域選修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跨領域選修  客務與房務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航空票務 2/2 跨領域選修  旅館資訊系統 2/2 

    跨領域選修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3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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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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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4AA2 學期校外實習 12/960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4N92 餐飲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34N93 餐飲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72 餐飲生涯規劃與輔導 2/2 

    專業選修 434NA2 港點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A3 中式點心 3/4 

    專業選修 434NBB 葡萄酒品評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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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7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訂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院訂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
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4AA5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1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4AA3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46 餐飲技能檢定 0/2 

專業選修 434N73 餐飲產品開發與菜單設計 2/2 專業必修 434A95 宴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A7 餐飲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36 創意麵包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A4 台灣美食小吃 3/4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A5 巧克力創意產品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56 國際移動學習 2/2 專業選修 434N74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434NA6 研究方法 2/2     

跨領域選修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旅館品牌經營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5 小時 

其他說明: 

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8 學分) 

2.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24 學分) 

3. 必須在廚藝模組「中餐廚藝模組」、「西餐廚藝模組」、「烘焙廚藝模組」及「飲調廚藝模組」中，至少選修 6 門課(共 12 

學分) 

4. 必須在管理模組「餐飲行銷管理模組」、「餐飲創業經營模組」及「共同選修」中，至少選修 6 門課(共 12 學分) 

5. 必須從四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院定微型創業學分學程、休閒產業學分學程、旅館管理學分學程及觀光管理學分學程) 中，至少選習一

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6. 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7. 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下限為16學分，上限為28學分。 

8. 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下限為9學分，上限為25學分。 

9. *為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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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附件 

正修科技大學各學院跨領域(微)學分學程一覽表 

院別 
系統 
編號 

(微)學分學程名稱 學分數 屬性 備註 

工學
院 

E0001 「工具機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2 「生態與環境」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3 「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4 「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5 「智慧製造扣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14 學分學程  
E0006 「雲端行動應用」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7 「節能 LED 照明光電應用」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8 「電子競技應用」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09 「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10 「數位建築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11 「機電」學分學程 12 學分學程  
E0012 「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微學分學程 9 微學分學程  
E0013 「創新實作與應用程式設計」微學分學程 9 微學分學程  
E0014 「創業與產業創意設計」微學分學程 9 微學分學程  
E0015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9 微學分學程  
E0016 「CNC 精密加工應用」學分學程 20 學分學程  

管理 
學院 

C0001 「商業 4.0-全通路物流」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2 「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3 「行銷企劃」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4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5 「金融投資」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6 「科技專案管理」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7 「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8 「全球運籌管理」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09 「電子商務」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10 「電競賽事經營」學分學程 15 學分學程  
C0011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11 微學分學程  

生活
創意
學院 

H0001 「電競遊戲內容設計」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2 「電競節目主播與製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2 「微型創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4 「美容休閒紓壓保健」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109.09.28會議刪除 

H0005 「化妝品事業行銷管理」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6 「旅館管理」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7 「飲料調製創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8 「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09 「創意品牌規劃設計」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0 「親子活動」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1 「休閒養生產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2 「餐飲創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3 「休閒產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4 「觀光產業」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5 「餐飲管理英文」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6 「商管專業英文」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17 「休閒產業服務管理」學分學程（二技） 12 學分學程  
H0018 「餐飲經營管理」學分學程（二技） 14 學分學程  
H0019 「保健管理」學分學程（二專） 12 學分學程  
H0020 「餐飲經營實務」學分學程（二專） 14 學分學程  
H0021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10 微學分學程  
H0022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H0023 「時尚精品」學分學程 16 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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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工具機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工具機是所有製造業的基石，亦有「機械之母」之稱，通常用於精密切削金屬以生產其

他機器或加工的金屬零件，台灣目前名列世界前七大工具機生產國，從零組件廠、加工廠到

組立廠擁有完整的供應鏈，對於工具機設計分析、機械電控、精度量測與製造加工各領域的

人才需求強烈，本學程開設目的即在訓練學生具備工具機各領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將所

學應用於精密工具機相關領域的工程實務上，縮短學用落差，與業界職場間快速接軌。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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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精密量測及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多軸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工具機調校技術 2/4 機械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工具機實務應用」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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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生態與環境」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過往我國在經濟發展第一優先的情況下，環境是被犧牲者，環境對人類的反撲，讓生態

工程在我國漸漸受到重視。因應我國現況，在生態工程與環境工程的學術研究，有二大重點

發展方向：1.復育被破壞的生態系統：過去強調的是道路、橋樑、水庫、渠道、堤防、邊坡

穩定等公共建設，在過往缺乏生態系統的考量之下，產生了棲地不連續、棲地多樣性消失、

河川渠道化等現象，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2.利用自然機制削減污染：利用生態工程削減污

染的優點在於使用自然能量與自然機制，讓建造、操作成本降低，並僅需要低度的維護，兼

顧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人的需要。所以本學分學程成立的特色，不僅是透過學程課程使學

生瞭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並且能夠使本院學生能學習保護環境改善生活品質。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工程材料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水土保持工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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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鋼結構設計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鋼結構設計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隧道工程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坡地開發工程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鋼結構工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環境工程概論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資訊模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水文學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結構設計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 

業 

課 

程 

房屋構造系統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工法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物理環境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敷地計畫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景園建築學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材料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結構與造型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社區規劃與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環境景觀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風土建築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都市計畫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綠建築專論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都市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生態與環境」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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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光電半導體的產品已廣泛應用在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中，例如：發光二極體及半導體雷

射，其應用範圍包括照明、指示器光源、光資訊儲存系統、雷射印表機、光纖通訊及醫療

等。其他的產品如光偵測器、太陽能電池、光放大器及電晶體等，每一項產品的應用都與今

日高科技時代的生活息息相關。從早期的陰極射線管顯示器已逐漸被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或電漿顯示器所取代，因此造就了台灣液晶顯示器產業蓬勃的發展。本學分學程強調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其內容涵蓋光、電、半導體的理論、應用等層面；另外亦將生產管理、物流、

商業自動化相關課程納入課程當中，使學生得以瞭解光電半導體的全貌，並可於畢業後投入

相關領域就業。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半導體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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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光電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光電顯示器 3/3 電子工程系 

晶圓製程設備 3/3 電子工程系 

光纖通訊導論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發電系統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基礎光通訊實習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基礎光學 3/3 電子工程系 

封裝材料特性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量測實習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與量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封裝設備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光機電設備開發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路學 3/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一)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二) 3/3 電子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子工程系 

晶圓製程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電磁學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電子材料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晶圓製程設備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量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封裝測試導論 3/3 電子工程系 

靜電防護原理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先進封裝製程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積體電路失效分析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可靠度工程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實務能力認證 2/3 電子工程系 

專 

業 

課 

電磁學 3/3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 3/3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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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電機工程系 

光電材料與元件 3/3 電機工程系 

能源科技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機工程系 

專案管理 3/3 電機工程系 

奈米科技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原理與技術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備 3/3 電機工程系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供應鏈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物流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物料需求計畫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商業自動化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作業研究(一)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可靠度工程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自動化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行銷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案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全面品質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光電半導體製商」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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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為推動全校之創新創意應用課程之實施目標，培養各系之種子教師來進行創意課程與相

關活動之舉辦，針對本校教師舉辦創思應用課程計畫，並舉辦創意座談邀請業界創意人才實

務專家蒞校指導與改進創意教學。例如 A.舉辦創意課程講座: 創意課程講座將邀請本校全體

教師參與，以激發本校教師教學創意。本系列創意課程講座內容包括創意思考策略演練、多

元創意才能演練、創意智財開發演練以及基礎性創意實作等，邀請國內專家學者說明創意教

學之意義，透過創意課程講座之舉辦，以協助本校教師將創意教學方式融入教學過程，成功

啟發學生多元創意思考。B.協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協助教師推動創意課程，提供創意課程

所需軟硬體資源，並協助進行學生創造力測驗，以了解創意課程成效。C.舉辦創意教學成

果展:舉辦創意教學成果展，展示各科系創意教學成果，爭取全校師生對創意教學理念的認

同。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西洋建築史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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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課 

程 

現代建築史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基本設計(一) 3/6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基本製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表現法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古典設計史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當代設計史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色彩理論與應用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專 

業 

課 

程 

創意思考訓練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生涯輔導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材料試驗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震工程概論(108 學年度刪除)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力學分析試驗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工程材料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壤力學(108 學年度刪除)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鋼結構設計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鋼結構設計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壤力學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工程圖學(一)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工程圖學(二)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職業安全衛生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資訊模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利研發實務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 

業 

課 

程 

製造程序 2/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量測概論 2/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統計學(一)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人因工程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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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保證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可靠度工程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供應鏈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系統模擬應用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4 電子工程系 

生涯輔導 2/2 電子工程系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電子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光電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電磁學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通訊系統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天線設計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電子工程系 

封裝材料特性 3/3 電子工程系 

創意設計實務專題 2/4 電子工程系 

圖控軟體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電機機械(一) 3/3 電機工程系  

電動機控制及實習 3/3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電磁學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備 3/3 電機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機械設計原理 2/2 機械工程系 

機械元件設計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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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光機電系統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機械工程系 

製造工程 2/2 機械工程系 

自動化系統工程實務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資訊工程論壇 1/1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倫理 1/1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資訊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資訊工程系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一) 1/2 資訊工程系 

實務專題(二) 1/2 資訊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創新創意應用」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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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智慧製造扣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為因應全球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同時帶動台灣產業升級，積極透過推動生產力 4.0 策

略，針對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共同推動虛實融合系統，帶動生產流程朝向數

位化、 預測化、人機協作化發展 ，以強化台灣產業的競爭力。智慧製造已是不可擋的工業

發展趨勢，也是諸多產業在國際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強化本身製造能力的解決之道，依照本

課程規劃會對於智慧製造扣件產業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並擺脫低價代工與仰賴大量人工作

業的傳統思維，才不至於在國際競爭洪流中漸被淘汰。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先

導

課

程 

核 

心 

課 

程 

雲端管理概論 3/3 工學院  

大數據分析概論 3/3 工學院 

人工智慧概論 3/3 工學院 

扣件製程概論 3/3 工學院 

Python 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氣壓控制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精密量測及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熱處理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自動化系統工程實務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圖形程式設計與無人載具控制實務 3/3 機械工程系 

模

組 

課 

程 

自動化產線設計實務(一) 2/4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產線設計實務(二) 2/4 電子工程系 

電腦輔助智能化設計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圖控軟體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大數據雲端儲存和運算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創意設計實務專題 2/4 電子工程系 

智慧工廠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智慧工廠系統整合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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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導

課

程 

模 

組 

課 

程 

可程式控制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實習(一) 2/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實習(二) 2/3 電機工程系 

模

組 

課 

程 

智慧生產與品質管理 2/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智能企業與物流管理 2/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模

組 

課 

程 

工業 4.0 概論 3/3 資訊工程系 

 

電腦網路原理與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系統概論 3/3 資訊工程系 

影像處理系統實務 3/4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大數據分析與雲端管理實務 2/2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二) 2/3 資訊工程系 

人工智慧 3/4 資訊工程系 

機器學習 2/2 資訊工程系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2 資訊工程系 

品質管理 3/3 資訊工程系 

專案管理 3/3 資訊工程系 

產

業

課

程 

1 

工件移載與檢測系統基礎實務(單機) 0.5/13.5 資訊工程系 

 

產品裝配與檢測系統基礎(單機) 0.5/13.5 資訊工程系 

產品倉儲系統基礎實務(單機) 0.5/13.5 資訊工程系 

產品搬運系統基礎實務(單機) 0.5/13.5 資訊工程系 

扣件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實務(三) 2/54 資訊工程系 

2 

自動光學篩選機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成型機搓牙機與壓力感測器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無人搬運車 AGV 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類產線即時監控系統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扣件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實務(一) 2/54 資訊工程系 

3 

搬運倉儲與物流系統基礎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大數據分析系統基礎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人工智慧決策系統基礎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智慧製造與大數據解析基礎實務 0.5/13.5 資訊工程系 

扣件智慧製造系統整合實務(二) 2/54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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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先導課程(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各系模組課程任選 2 門 4 學分(含)以上，共計需修

10 學分(含)以上)+同一完整產業模組課程 4 學分，共 14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智慧製造扣

件產業人才培育」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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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雲端行動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的運用，透過網際

網路將龐大的運算處理程序(Process)，自動分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序(Sub process)，再交

由多部伺服器(Multi-Server)所組成的龐大系統，透過搜尋與運算分析之後，再將處理結果回

傳給使用者端。透過這項技術，網路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可以在數秒之內，處理數

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資訊，達到和「超級電腦」同樣強大效能的網路服務。簡單來說，就是

讓網路上不同電腦同時幫你做一件事情，大幅增進處理速度。「雲」即為我們最常使用的網

際網路(Internet)；「端」則指使用者端(Client)或泛指使用者運用網路服務來完成事情的方

式。最終目標是沒有軟體的安裝，所有的資源都來自於雲端，使用者端只需一個連上雲端的

設備與簡單的介面(例如瀏覽器)即可。 

隨著網際網路高速發展下，硬體效能與行動裝置的高速運算需求提升，加上寬頻的普及

等面向，未來的資訊產業中，網際網路服務將是主流，於是雲端運算的概念便順應而生。最

簡單的雲端運算技術在網路服務中已經隨處可見，例如「搜尋引擎、網路信箱」等，使用者

只要輸入簡單指令即能得到大量資訊。未來如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衛星導航(GPS)等

行動裝置都可以透過雲端運算，發展出更多的應用服務。進一步的雲端運算更可應用在生物

科學，例如：分析基因結構(例如 DNA)、基因圖譜定序、解析癌症細胞等。利用雲端運算

架構協助，效率快又準確。根據國際市場調查機構 Gartner 研究指出，企業 IT 投資中，

80%是用在既有系統的維修，而非更新升級。對於企業而言，資料的儲存與取得都透過網路

來進行，由雲端運算架構主動處理，可大幅降低成本，並且達到更好的效果。「雲端行動應

用」學分學程的目的是訓練學生對「雲端運算」的認識、培養學生結合「雲端運算」與「行

動裝置」應用的核心技術。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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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電子商務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統計學（ㄧ）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統計學（二）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資訊工程系 

資料結構 2/3 資訊工程系 

電子電路實習 2/4 資訊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資訊工程系 

Java 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微算機實習 2/3 資訊工程系 

Java 程式應用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雲端服務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伺服器虛擬化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雲端運算技術與商機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系統概論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二) 2/3 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路學 3/3 電子工程系 

智能控制應用實務 2/2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一)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二) 3/3 電子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子工程系 

電腦網路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程式設計 2/3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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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與致動器原理與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智慧製造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人工智慧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氣壓原理與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原理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深度學習實務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天線設計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智慧型載具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視覺辨識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產品電磁檢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物聯網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電子工程系 

智慧工廠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智慧製造數位孿生虛實整合 2/3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雲端行動應用」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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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節能 LED 照明光電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之設置目標將訓練學生具備節能 LED 固態照明技術以及 LED 相關照明應

用能力，本學分學程之成立更可增進工學院內各系在空間及設備之整合度，在教學整合方

面，透過電子系、電機系、機械系、資工系、土木系、建築系、工管系整合成立「節能

LED 照明光電應用學分學程」，使各系在教學上能相互整合。至於在研究整合方面，透過

本學分學程計畫所提出之 LED 照明光電應用相關課程，能在 LED 應用方面有效整合各系

所師資專長，進行相關產學研發方案之系際或甚至是院際之間的合作，可以將相關老師的研

究相互整合，例如整合電子系(LED 磊晶製程)、電機系(LED 配光設計)、機械系(LED 封裝

散熱機構)、資工系(LED 智慧節能控制)、土木系與建築系(LED 於綠建築、景觀照明應用)、工

管(LED 產業分析管理)等，透過本學分學程設置計畫之推動，發揮本校在節能 LED 照明光

電的教學與研發特色。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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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課 

程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電子工程系  

光電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二) 3/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一) 3/3 電子工程系 

電路學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基礎光學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子工程系 

晶圓製程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電磁學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電子材料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晶圓製程設備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與量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封裝設備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量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封裝測試導論 3/3 電子工程系 

光電顯示器 3/3 電子工程系 

靜電防護原理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先進封裝製程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積體電路失效分析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可靠度工程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實務能力認證 2/3 電子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半導體製程 2/2 機械工程系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熱處理 2/2 機械工程系 

電路學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光機電系統 2/2 機械工程系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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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製造工程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機械工程系 

自動化系統工程實務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機工程系  

能源科技 3/3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電子學(一) 3/3 電機工程系 

電子學(二) 3/3 電機工程系 

電路學(一) 3/3 電機工程系 

電路學(二) 3/3 電機工程系 

光電材料與元件 3/3 電機工程系 

LED 照明與應用 3/3 電機工程系 

綠能與節能科技 3/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建築照明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環境景觀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環境控制系統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綠建築專論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工程實務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專 

業 

課 

程 

可靠度工程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自動化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案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電子電路(一) 3/3 資訊工程系 

電子電路(二) 3/3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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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電子電路實習 2/4 資訊工程系 

無線感測網路實務 3/3 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程式語言 2/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土木與空間資訊概論 1/1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數值分析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遙感探測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節能 LED 照明光電應用」學分

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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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電子競技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電子競技應用學分學程課程所安排之科目與內容是著重從電子競技硬體週邊設備技術等

產業面切入，培育電子競技產業人才，電子競技產業係因電子競技風氣所帶動的電子產業配

合手機資訊科技及多媒體技術的產業。依照開課流程修完所有課程之後對電子競技產業各專

業知識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讓學生可以從電子競技硬體週邊設備技術等研發電子競技產業

不同面實務技術，全方位了解電子競技產業。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雲端運算基礎與伺服器虛擬化實務  2/2 工學院 

 機電整合實務專題 2/2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2/3 機械工程系 

電路學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資訊工程系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雲端運算技術與商機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系統概論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與 Arduino 系統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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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二) 2/3 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電腦網路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4 電子工程系  

智慧型控制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工業產品開發與設計流程 3/3 電子工程系  

智慧電子應用設計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光機電設備開發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2/4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3 電子工程系  

智慧型感知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液晶工程導論 3/3 電子工程系  

創意設計實務專題 2/4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電子競技應用」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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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課程之授課目標欲使學生修完本課程後，能了解目前世界上能源的探勘、使用及發展

情形，鑑古知今藉由過去能源的發展，思考未來如何能有效率的利用既有且有限的資源，進

一步發展出能源的循環再利用之技術，此外，課程目標欲使修課同學了解目前綠色能源的發

展情形、瓶頸及外來展望，如何有效的發展再生能源，特別是太陽光電及海洋能的利用，由

於台灣目前的技術優勢，使得太陽光電模組於世界上能佔有一席之地，使同學知道太陽能的

應用及發展，另外，由於台灣所在位置四面環海，海洋能的利用應該是年輕一代學子應該必

備的知識，期望藉由本課程的授課，使同學能在能源的應用知識上立足台灣展望世界。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電機機械(一) 3/3 電機工程系 

配電設計 3/3 電機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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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電機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電機工程系 

能源科技 3/3 電機工程系 

再生電力 3/3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太陽能光電設置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電機工程系 

工業配線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配電設計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電力電子 3/3 電機工程系 

綠能與節能科技 3/3 電機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原理與技術 2/3 電機工程系 

LED 照明與應用 3/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工程材料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環境工程概論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震工程概論(108 學年度刪除)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遙感探測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測量學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 

業 

課 

程 

太陽能電池製程設備與技術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RFID 系統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4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3 電子工程系 

電子製圖及佈局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綠色能源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無線系統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智能控制概論 2/2 電子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路學 3/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一)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二) 3/3 電子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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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光學 3/3 電子工程系 

電磁學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與量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太陽能電池實務能力認證 2/3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綠能與節能科技」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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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數位建築實務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開設目的，在使同學有效學習與應用現代電腦科技完成建築相關圖說的表達，

並訓練學生以建築實務應用為本，以創意思考為內涵，不僅學生提升建築的結構硬體設計能

力，亦加強空間及整體外觀與造型的藝術美學的創意思考能力。訓練內容包括 2D 平面、3D

立體繪圖與設計訓練、電腦繪圖後製作表現及創意思考訓練外，並有建築相關施工圖製作的

實務訓練，讓學生對實務與業界執行面更有深入認識。學生完成本學程後具有電腦繪圖設計

與表現技巧，並具備創作能力與執行業界職場所需的施工圖繪圖能力，可拉近與業界職場間

的距離。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電腦輔助繪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施工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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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電腦輔助繪製立體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結構與造型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繪製施工圖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數位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工法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專 

業 

課 

程 

基礎工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資訊模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遙感探測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衛星定位測量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衛星定位測量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工程圖學(二)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施工法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數位建築實務應用」學分學程證明

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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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機電」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機電學分學程的課程所安排之科目與內容是著重於跨領域(電機、機械)皆可應用到的課程為

主。所有課程皆兼顧理論與實際應用，實際上最後的整合應用科目是以微處理器與單晶片為主，

再結合各種週邊元件、介面電路、感測元件、驅動電路…等做各種應用，這些應用控制的例子

不論在學校或工廠常常都可看到。例如有很多的應用需要去偵測某一環境之溫度的高低再做對應

的控制或利用微處理器控制開關等等枚不勝舉，只要依照開課流程修完所有課程之後對上述各專

業知識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專題製作或專案研究、各種工業應用控制等用得非常多，同時產

業界產品研發設計等都常見這些應用。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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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製造工程 2/2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2/3 機械工程系 

電路學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信號與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電機機械(一) 3/3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電機機械(二) 3/3 電機工程系 

電力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電力電子 3/3 電機工程系 

電動機控制及實習 3/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實習(一) 2/3 電機工程系 

機電整合實習(二) 2/3 電機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PC-based 控制系統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電機工程系 

工業配線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電機機械實習 1/3 電機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智慧型控制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RFID 系統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光機電設備開發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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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機電電路設計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RFID 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電腦輔助智能化設計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產線設計實務(一) 2/4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產線設計實務(二) 2/4 電子工程系 

智慧工廠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智慧整合感控系統設計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智慧工廠系統整合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圖控軟體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無線系統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以上，12 學

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機電」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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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舉辦創意座談邀請業界創意人才實務專家蒞校指導與改進創意教學。例如舉辦創意課程講

座，以激發本校師生多元創意、創意智財開發以及基礎科技創意實作等，並透過創意課程講座之

舉辦，將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融入教學，啟發學生多元創新與創意設計。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生涯輔導(108 學年度刪除)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資訊模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遙感探測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衛星定位測量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衛星定位測量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利研發實務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 

業 

課 

程 

建築色彩理論與應用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版面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閒置空間再利用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社區規劃與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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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智慧化建築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專 

業 

課 

程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電子電路實習 2/4 資訊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資訊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統計學(一)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人因工程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保證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可靠度工程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電機機械(一) 3/3 電機工程系  

電動機控制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電磁學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設備 3/3 電機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電機工程系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半導體製程  2/2 機械工程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機械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機械工程系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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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可靠度分析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電子工程系 

雲端生醫感測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3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9 學分(含)以上，9 學分

中至少需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科技創新與創意設計」學分學程證明

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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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創新實作與應用程式設計」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利用程式設計來提昇企業競爭力，提供基礎與進階程式課程以培育相關程式設計人才，培

養實作與應用的能力，以發展國內科技與產業所需之重點領域相人才，建立學生對創新創意程

式設計在實務上之正確的觀念。引導學生了解創新創意程式設計之基礎觀念、導入方法及應

用。搭配企業電子化相關課程，教導學生在創意程式設計點子的過程及在企業的經營方面，也教

授學生企業電子化人才、企業資源規劃等課程，培育利用程式設計相關產業之經營管理創新人才。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創意思考訓練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資訊模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力學分析試驗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衛星定位測量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衛星定位測量 3/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混凝土配比設計與實習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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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課 

程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數位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專 

業 

課 

程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資訊工程系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電子電路實習 2/4 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工作研究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程經濟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行銷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財務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程式語言(上機) 2/3 電機工程系  

信號與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電機工程系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3 電機工程系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電機工程系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電機工程系 

創意思考訓練 2/2 電機工程系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機械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  2/2 機械工程系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機械工程系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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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機械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RFID 系統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電子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可靠度分析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電子工程系 

雲端生醫感測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RFID 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大數據雲端儲存和運算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物聯網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物聯網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智能控制概論 2/2 電子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路學 3/3 電子工程系 

智能控制應用實務 2/2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一)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電子電路(二) 3/3 電子工程系 

電腦網路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程式設計 2/3 電子工程系 

感測器與致動器原理與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智慧製造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3 電子工程系 

人工智慧概論 2/3 電子工程系 

氣壓原理與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原理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深度學習實務應用 3/3 電子工程系 

天線設計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智慧型載具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視覺辨識應用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產品電磁檢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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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廠實務 2/3 電子工程系 

智慧製造數位孿生虛實整合 2/3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3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9 學分(含)以上，9 學分

中至少需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創新實作與應用程式設計」學分學程

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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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創業與產業創意設計」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介紹相關創業與產業設計之課程，如與企業營運管理相關、工程經濟、物料管理、以及生

產與作業管理等專業知識外，更加入創意思考訓練與創意實作等課程，強化學生腦力激盪因

子，同時配合專案管理、創業管理、以及科技管理讓學生了解新產品研發與創意點子的開發執行

過程所需的管理技巧。搭配品質管理與行銷管理相關課程，教導學生在創意點子商品化的過程所

必須注意的品質問題及推廣行銷等手法；在企業的經營方面，也教授學生財務管理、企業資源規

劃等課程，希冀培育不同產業之經營管理創新人才。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創意思考訓練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生涯輔導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案管理與實習 1/3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 

業 

課 

程 

傢俱設計與細部大樣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展示空間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商業空間設計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建築企劃與經營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閒置空間再利用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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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課 

程 

計算機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2/3 資訊工程系 

計算機程式設計(二) 2/3 資訊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2/3 資訊工程系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電子電路實習  2/4 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工作研究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程經濟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行銷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品質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企業資源規劃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財務管理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專案管理 3/3 電機工程系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電機工程系 

圖形監控與實務  3/3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 3/3 電機工程系 

奈米科技導論  3/3 電機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電機工程系 

控制系統 3/3 電機工程系 

嵌入式系統概論 3/3 電機工程系 

單晶片應用與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半導體製程  2/2 機械工程系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工程材料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機械工程系 

控制系統工程 3/3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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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整合 2/2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機械工程系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RFID 系統概論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電子工程系 

數位系統設計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可靠度分析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 3/3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物理 3/3 電子工程系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電子工程系 

雲端生醫感測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半導體元件與製程模擬實習  2/3 電子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3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9 學分(含)以上，9 學分

中至少需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科目，始取得「創業與產業創意設計」學分學程證明

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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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工程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先進國家均積極展開各項數位經濟前瞻關鍵技術的策略規劃及研究發展，我國以現有資通訊產

業優勢與技術，積極投入佈局，期望在未來工程數位經濟技術領域上能擁有國際競爭實力，本院

為培育具備工程數位科技能力的跨領域人才，滿足我國產業數位科技轉型人力需求，規劃工程數

位科技微學分學程，培養學生具備以工程數位科技解決專業領域問題核心能力。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機械系、工管系、建築系、

土木系 

 

程式語言 2/3 
土木系、工管系、電機系、

機械系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 

多媒體製作 2/3 建築系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科技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3/3 工學院 

創意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IoT 物聯網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智慧型專題程式設計 3/3 工學院 

創新動力機構設計與應用 3/3 工學院 

創新創意程式專題實務應用 3/3 工學院 

專

業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地理資訊系統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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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三維掃描應用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建築資訊模型 2/2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專

業 

課

程 

智慧化建築 2/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數位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電腦輔助室內設計 2/3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專

業 

課

程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管理資訊系統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多媒體應用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電子商務 3/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3 電機工程系 

PC-based 控制系統及實習 2/3 電機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2 機械工程系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儀控 2/3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機械工程系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4 機械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智慧型感知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自動化產線設計概論 2/4 電子工程系 

物聯網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大數據雲端儲存和運算應用實務 2/4 電子工程系 

程式設計 2/3 電子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雲端運算基礎實務 2/3 資訊工程系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2/3 資訊工程系 

物聯網整合系統實務(一) 2/3 資訊工程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核心課程及本系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9 學分(含)以上，9 學分中至少需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系之科目，始取得「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分學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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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不可申請以做為(微)學分學程畢業資格之條件。 

四、附註 

要求學生參加檢定，希望可以通過 

(一)程式設計能力:APCS/CPE 程式設計能力檢測。 

(二)跨域核心能力: 教育部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計畫「學生跨域核心能力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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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CNC 精密加工應用」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CNC 精密加工應用產業涵蓋光學產業、精密模具產業、3C 產業、精密機械加工產業、汽

機車零組件產業、航太產業等，為配合教育部「正修科技大學 智慧機械國際技術人才培育學

院試辦計畫：培育 CNC 精密加工技術人才」之執行，學校將與日本關西大學合作研習超精密

加工技術與學理，為使學生具備國際視野，先期培養精密加工相關學能，故開設本學分學

程，其中核心課程規劃聚焦在精密光學元件設計與加工及超精密加工學領域，為學生打造跨

領域學習之環境，也希望經由與日本關西大學的國際校際間合作，期能提升教學品質與資源

運用之能量，培育學生擁有 CNC 精密切削應用之專業技術。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

(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企業電子化與程式基礎應用 

E-business and Program basic application 
3/3 工學院 

 

企業電子化程式設計之實務應用 

E-business and Program practical application 
3/3 工學院 

創新創作應用與創業 

Creativ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3/3 工學院 

3D 列印實作運用與創業 

3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basic Entrepreneurship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設計 

Application of IoT creative design 
3/3 工學院 

物聯網應用創意實作 

IoT Applications Creative Implementation 
3/3 工學院 

電子商務暨程式設計創新與創業 

E-commerce and programm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3/3 工學院 

個人化製造與實務與創業 

Person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 and entrepreneurship 
3/3 工學院 

電子與動力機構實務應用 

Electronics and power mechanism practical 

application 

3/3 工學院 

創思技法與機構創新應用 

Creative thinking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application 

3/3 工學院 

圖形程式創意設計實作 

Creative Design Project by LabVIEW 
3/3 工學院 

AI 人工智慧應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3/3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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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科目 
學分/ 

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

(所) 
備註 

創意程式設計 

Creative programming 
3/3 工學院 

軌道技術設計與應用 

Track techniques design and application 
3/3 工學院 

專

業

課

程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Computer aided drawing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氣壓控制與實作 

Pneumatic Control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作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Programming Controller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精密量測及實作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Inspection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逆向工程與實作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多軸數值控制加工與實作 

Multi-axial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ing and Practice 
2/4 機械工程系 

工具機調校技術 

Techniques of Inspection and Calibration for Machine 

Tool 

2/4 機械工程系 

切削原理 

Metal Cutting Principles 
2/3 機械工程系 

精密光學元件設計與加工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for Precision Optical 

Component 

2/3 
機械工程系 

關西大學協同教學 

超精密加工學  

Ultra Precision Machining 
2/3 

機械工程系 

關西大學協同教學 

校外實習(含海外研習) 3/3 
機械工程系 

關西大學協同教學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 12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20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

「CNC 精密切削應用」學分學程證明書，另為確保參加海外研習學生之研習成效，對於參加

海外研習學生訂定以下遴選標準：(以下條件至少須符合一項) 

1.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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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 550 分以上。 

3.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N3 以上(含)。 

4. 通過本校語言學習中心之「英文檢定測試」。 

四、附註 

計畫內容參照「正修科技大學 智慧機械國際技術人才培育學院試辦計畫培育 CNC 精密加工

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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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108 

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商業4.0-全通路物流」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因應工業生產力 4.0 發展的趨勢，商業服務生產力 4.0 人才必須能針對顧客消費需求多

元化、交易與作業資料龐雜化、資訊和科學技術精緻化等現象做出妥善的因應。換言之，商

業服務生產力 4.0 人才要能夠從整體的角度，從龐雜的資料中，找出顧客的需求特性，歸納

出供應鏈成員商業經營流程的作業經驗，彈性運用資訊科技與網路串聯能力，針對每一個顧

客族群提供客製化、多元化、即時化、具價格競爭優勢的產品或服務。也就是透過全通路、

智慧的系統，提供顧客便捷的商流消費通路、即時完整的產品與服務物流配送、以及彈性的

金流支付環境。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商業4.0概論 3 管理學院 *核心課程至

少 7 學分。 

 

*專題製作、

暑期實習、學

期實習 (1)、

學期實習 (2)

等課程須與

全通路物流

相關課程有

關，由管理學

院認定。 

智慧科技 3 管理學院 

專題製作、暑期實習、學期實習

(1)、學期實習(2) 
3-9 本校相關系所 

智慧配送管理/物流管理/流通業管

理/行銷通路與物流管理 
3 企管系、工管系 

智慧倉儲管理/倉儲管理/物料管理/

物料需求計畫 
3 企管系、工管系 

智慧供應鏈管理/國際運籌管理/全

球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工管系、資管系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企管系、資管系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經營管理/電子

商務概論/網路行銷 
2-3 

國企系、企管系、 

資管系、工管系 

專 

業 

課 

程 

大數據分析/商業智慧/商業智慧與

大數據應用/資料探勘應用 
3 資管系、工管系 

 

雲端服務/雲端運算概論/雲端運算

基礎實務/雲端運算技術與商機/雲

端服務實務 

3 資管系、資工系 

資料庫系統/資料庫程式設計/資料

庫管理/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資管系、企管系、 

工管系 

物聯網應用設計/APP 設計與開發

實務 
3 資管系 

物流資訊管理/管理資訊系統 3 資管系 

智慧冷鏈 3 管理學院 

智慧通關與貿易物流/通關實務 2-3 國企系 

國際貿易物流/國際貿易實務/國貿 3 國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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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輔導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海外

資訊技術實務 
3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3 管理學院 

大數據分析概論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商業 4.0-全通

路物流」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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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在台灣未來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台灣企業的國際化與對外投資已經是不得不然的趨勢。為

因應台商在全球化的佈局，所需中、高階的經營管理人才，本學程整合本校有關國際企業、

企業管理、金融管理、資訊管理的課程而成立。本學程成立的特色，不僅是透過學程課程的

取得使學生獲得跨國經營管理的技巧與能力，並且能夠使本院學生能瞭解台灣企業所屬之亞

太區域市場與環境，並以此擴展全球視野、加強國際觀與國際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國際企業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至少應修七

學分。 

 

專題製作須

與跨國經營

管理相關，由

國企系認定。 

亞太經貿市場/歐美經貿市場/大陸經

貿實務 
2 國企系、企管系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企業海外投

資與佈局 
2 國企系 

台商經營實務 3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金融與匯兌/外匯市場 2 國企系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實務(一) 2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國際財務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財務報表分析 2-3 企管系、金融系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 國企系 

國際行銷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企業市場調查/

市場調查/市場調查與分析 
2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全球運籌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企業資源規劃/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2-3 企管系、資管系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2-3 
國企系、企管系、 

資管系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海外資

訊技術實務 
3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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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金融投資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泰語會話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台商跨國經營

管理」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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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行銷企劃」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行銷企劃學程，主要目標在訓練本院同學行銷企劃之技能，以培育企業界之行銷企

劃、行銷專案、及行銷管理之人才。為達成本學程的培育目標，本學程之特色有：(1)注重

學習內容的完整性，使學員徹底瞭解服務業行銷企劃的職責及工作技術；(2)配合實務及案

例為教學藍本，加強實作的比重，使學生增強行銷企劃之能力與應用。本課程要求學生深入

理解並結合實作的演練，並且涵蓋實務行銷技能，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有興趣從

事企業行銷企劃工作的學生會有有莫大之助益。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策略行銷管理/行銷管理/行銷學/ 2-3 
企管系、國企系、 

資管系、金融系 

至少應修七

學分。 

 

專題製作須

與行銷企劃

相關，由企管

系認定。 

行銷企劃實務/企劃實務/ 2-3 企管系 

市場調查/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市場調

查與分析/消費趨勢與市場調查 
2 企管系、國企系 

消費者行為分析/消費者行為/流行消費

心理學 
2-3 企管系 

創意思考訓練(此門課程必須於主修系

所修讀) 
2 

企管系、國企系、 

資管系、金融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服務業管理/服務科學 2-3 企管系、資管系  

電子商務 2-3 
企管系、國企系、 

資管系 

國際行銷管理 2-3 企管系、國企系 

顧客開發與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2-3 企管系、資管系 

物流管理 2-3 企管系、國企系 

銷售實務 3 企管系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商業談判與溝通 2 企管系、國企系 

訂價策略與管理/訂價管理/訂價管理/訂

價策略與營收管理 
2 企管系 

國際貿易實務 2 國企系 跨系學分 

品牌管理/品牌經營 2 企管系 

廣告與推廣管理/廣告實務/廣告企劃/廣

告與行銷傳播 
2-3 企管系 

行銷個案研討 3 企管系 

網路行銷/網路行銷與管理 2 企管系、國企系 

金融行銷實務/金融市場/金融行銷 2-3 企管系、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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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企劃 3 資管系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海外資訊

技術實務 
3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大數據分析概論 3 管理學院 

泰語會話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地方創生實務 3 資管系、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行銷企劃」學

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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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擴展技專校院學生之多元語文能力，辦理東南亞語言課程及東

南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課程，培養同時具備東南亞語言能力、國際觀、商管經

貿能力及契合產業需求之優質專業人才，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東南亞語文(包括越南語、泰語、馬來語、印

尼語、緬甸語、印度語等新南向國家當地語

言) 

2 管理學院 

核心課程

至少應修

滿七學分

。 

微學分不

得超過總

核心學分

之1/2。 

專題製作

須與東南

亞文化相

關，由國

企系認定

。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 3 管理學院 

海外校外實習(ㄧ)/(二)/海外見習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國際關係 2 通識中心 

亞太經貿市場 2 國企系、企管系 

台商經營實務 3 國企系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企業海外投資與佈

局 
2 國企系 

 

跨文化管理 2 國企系 

國際服務業管理 2-3 國企系、資管系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 國企系 

國際市場推廣實務 2 國企系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商業溝通與談判 2 國企系 

國際投資 2 金融系 

國際企業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金融與匯兌/外匯實務 2 國企系、金融系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實務(一) 2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國際財務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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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系 

國際行銷管理/國際行銷個案與企劃 2-3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企業市場調查/市場調

查/市場調查與分析 
2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全球運籌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資管系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3 資管系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應用/商業智慧 3 資管系 

通路管理 3 企管系 

零售管理 3 企管系 

流通管理/國際流通管理 2 企管系 

連鎖企業管理 2 企管系 

物流資訊系統 2 企管系 

金流管理 3 企管系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東南亞語言與

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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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金融投資」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金融及投資人才為先進國家全力發展的重點，本課程除提供基礎財會訓練外，並強調教

授專業金融投資領域之相關數量知識，強化學生財金操作實力，以提升其就業競爭力並落實

財金與其他科際領域之整合，特設置本學程。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投資學 2-3 
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至少應修 

七學分。 

 

專題製作須

與金融投資

相關，由金

融系認定。 

財務管理 2-3 
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投資組合分析 3 金融系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票劵與債劵實

務/債券市場 
2-3 金融系、企管系 

保險學/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2-3 企管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管理會計或成本會計 2-3 金融系、企管系  

金融市場實務/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金融職場品德與倫理/國際金融市場

研討 

2-3 金融系、企管系 

財務報表分析 2-3 
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國際財管/國際財務管理 2-3 
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貨幣銀行學 2-3 金融系、國企系 

銀行實務 2 金融系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 金融系 

產業分析 2-3 金融系、國企系 

期貨與選擇權 2-3 
金融系、企系管、 

國企系 

金融創新商品 3 金融系 

共同基金 3 金融系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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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金融投資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 管理學院 

大數據分析概論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地方創生實務 3 資管系、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金融投資」學

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金融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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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科技專案管理」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科技專案管理學程，主要目標在訓練本院同學科技專案管理之技能，以培育企業界之

科技專案管理之人才。為達成本學程的培育目標，本學程之特色有：(1)注重學習內容的完

整性，使學員徹底瞭解各行各業科技專案管理的職責及工作技術；(2)配合實務及案例為教

學藍本，加強實作的比重，使學生增強科技專案管理之能力與應用。本課程要求學生深入理

解並結合實作的演練，並且涵蓋實務科技專案管理技能，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有

興趣從事科技專案管理工作的學生會有莫大之助益。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專案管理 2-3 企管系、資管系 

至少 2 學分(含)

以上。 

專題製作須與

科技專案管理

相關，由資管系

認定。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企管系、資管系 

專案管理領域

至少選修二門 

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 2-3 企管系 

企業營運模擬 3 企管系 

行銷企劃實務/企劃實務/國際行銷管

理/行銷個案研討/行銷管理 
2-3 企管系 

預算編製實務 2 企管系 

產品開發與管理 2-3 企管系 

創意思考訓練/創意思考 2-3 企管系、資管系 

電子商務 2-3 資管系 

科技管理領域

至少選修二門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資管系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 3 資管系 

科技管理 3 企管系 

資料庫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實務 2-3 資管系、企管系 

網路行銷 2-3 資管系、企管系 

創新與創業管理/創業管理 2-3 資管系 

服務設計與創新 3 資管系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整合課程至少

選修一門 (可以

微學分 3 學分替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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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3 管理學院 代) 

大數據分析概論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地方創生實務 3 資管系、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每門課程 

0.5學分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2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東南亞語言與

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資訊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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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的成立，是希望學生透過學程的課程熟悉匯票與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L/C）等

進出口外匯業務、國外匯兌業務、外匯操作，以及相關金融法規，以培養學生具備外匯人員

的專業能力與金融市場常識與職場倫理，不但有助於通過相關技能檢定，亦可以增加台灣學

子的全球競爭力。鑑於全球經濟區域化趨勢日益明顯，個人及企業參與國際金融投資活動已

日漸普及，在個人與企業投資國際化的浪潮下，各國匯率決定、匯兌工具操作、投資商品多

元化、金融投資工具操作等國際金融與投資知識，因而整合國際企業系與金融管理系的課程

成立「國際金融與投資理財學程」。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財務管理 2-3 國企系 
至少 2 學分

(含)以上。 

 

專題製作須與

國 際 金 融 相

關，由金融系

認定。 

投資學 2-3 國企系、金融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國際貿易實務 2 國企系 
國際經貿與金

融外匯分析領

域至少選修二

門課程 

國際金融與匯兌(實務)/外匯市場/台商

經營實務/外匯實務 
2 國企系、金融系 

貿易資訊系統 2 國企系 

個體經濟學/經濟學(一) 2-3 國企系、金融系 

總體經濟學/經濟學(二) 2-3 國企系、金融系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 2 國企系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 

產業研究與分析/產業分析 
2 國企系、金融系 

亞太經貿市場 2 國企系 

歐美經貿市場 2 國企系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 金融系 金融資訊與證

劵領域至少選

修二門課程 
國際財務管理 2-3 金融系、國企系 

保險學/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2-3 金融系 

金融市場實務/金融市場職業品德/

金融職場品德與倫理/國際金融市場

研討 

2-3 金融系、企管系 

票劵與債券實務/證券交易理論與實

務/債券市場 
2-3 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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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與選擇權/金融創新商品/衍生

性金融商品 
2-3 金融系 

貨幣銀行(學) 2-3 金融系、國企系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整合課程至少

選修一門(可以

微學分 3 學分

替代) 

金融投資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泰語會話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 學分 

每門課程 

0.5 學分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2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東南亞語言與

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金融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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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全球運籌管理」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過去三十年來，高度發展的國家都經歷過經濟活動內容與型態的改變、企業國際化的趨

變，該演變都與運籌管理之演進有互為因果關係。故而運籌管理便成為企業開發市場，掌握

商機及降低成本之重要關鍵。因此，本課程將結合企業管理（商流）、金融管理（金流）、資

訊管理（資訊流）、國際企業（物流）等系所專長領域，朝向優質的運籌與協同管理訓練

及研究發展邁進，期能培養優秀企業運籌管理人才，協助提升企業及國家之整體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國際運籌管理/全球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至少應修

七學分。 

 

專題製作

須與全球

運籌相關

，由國企

系認定。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企管系、資管系 

物流管理/行銷通路與物流管理 2 企管系 

國際財務管理/財務管理 2-3 
國企系、金融系、 

企管系 

國際行銷管理/行銷管理/行銷學 2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訂價策略與管理/訂價管理/訂價管理/訂

價策略與營收管理 
2-3 企管系 

 

財務報表(告)分析 2-3 企管系、金融系 

顧客開發與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2-3 企管系、資管系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商業談判與溝通 2-3 國企系、企管系 

網路行銷/網路行銷與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 2-3 企管系、工管系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經營管理/電子商務

概論 
2-3 

國企系、企管系、 

資管系 

物流資訊管理/管理資訊系統 3 資管系 

企業資源整合規劃/企業資源規劃/企業

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 企管系、資管系 

流通概論/國際流通管理/流通管理/流通

營運模擬/流通業管理/通路管理 
2 企管系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 國企系 

國際貿易實務 2-3 國企系、企管系 

服務業管理/國際服務業管理/服務科學 3 資管系、國企系 

物流中心規劃/設施規劃/會展佈置實務/

會議與展覽實務/國際商展實務 
3 工管系、國企系 

物料管理/採購管理 2 工管系、企管系 



 123 

港埠經營管理實務/海運學/運輸系統概

論/航空營運管理 
2-3 校外 

海商法/民法/商事法 2 
國企系、金融系、 

企管系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海外資

訊技術實務 
3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金融投資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3 管理學院 

大數據分析概論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全球運籌管理」

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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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電子商務」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近年來，電子商務相關產業所創造的價值逐年增加，電子商務已成為企業推行電子化的

重要目標，因此商管學院學生若能熟知電子商務的理論與實作應用，配合本身科系的專業知

識，將可提升自身的附加價值，創造更佳的就業競爭能力。本學程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其內容涵蓋電子商務的理論、實作、應用等層面；另外亦將商流、物流、金流與資訊流相關

課程納入選修課程，使學生得以瞭解電子商務的全貌，並可於畢業後投入電子商務相關領域

就業。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電子商務 2-3 資管系、企管、國企系 

網路行銷 3 資管系、企管系 

互動式網頁設計 2-3 資管系 

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資管系、企管系 

資訊管理導論/管理資訊系統 2-3 資管系、企管系、國企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行銷管理/行銷學/策略行銷管理 2-3 
資管系、企管系、國企、

金融系 

流通管理/流通概論/國際流通管理/流通營運模擬/流通

業管理 
2-3 企管系 

企業資源整合規劃/企業資源規劃/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

用/ 
2-3 資管系、企管系、工管系 

物流管理/供應鏈管理/全球運籌管理/行銷通路與物流

管理 
2-3 資管、企管系、國企系 

財會資訊系統/財務金融資訊系統/貿易資訊系統/會計

資訊系統 
2 企管系、國企系、金融系 

顧客關係管理/顧客開發與管理 2-3 資管系、企管系 

資料庫程式設計 3 資管系 

商業智慧/商業智慧與大數據應用 3 資管系 

資料探勘應用 3 資管系 

行動商務 3 資管系 

地方創生實務 3 資管系、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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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電子商務」學

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資訊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網路創業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海外資訊

技術實務 
3 管理學院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3 管理學院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大數據分析概論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課程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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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電競賽事經營」學分學程 

一、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由於科技的進步，資訊產業已不再侷限於傳統的電腦硬體與軟體之應用，隨之而來的是

電腦遊戲與電子競技產業迅速發展。於是，如何培育電競產業相關人才，便是目前熱門的議

題。基於此議題，本學程之主要目標為：提供電競產業之經營管理、行銷企劃及專業技能之

人才。為達成此目標，本學程主要特色為理論與實務並重，強調做中學，學生在修完本學程

後，可學到：(1)電競平台之經營能力；(2)電競活動之行銷規劃能力； (3)電腦遊戲製作

之技術能力與(4)多媒體動畫製作之技術能力。並透過以上所學，幫助學生未來在相關領

域能有所成就。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 

（所） 
備註 

電競產業與數位內容概論/數位內容概論

/產業分析/產業研究概論--(A 類) 
2-3 

資管系、金融系、 

國企系 

至少應修七

學分且 A, B, 

C 類至少修一

門課。 

專題製作須

與電靜類相

關，由管理學

院系認定。 

電競行銷企劃/行銷管理/網路行銷/網路

行銷管理/社群行銷/行銷企劃實務/數位

行銷/國際行銷管理--(B 類) 

2-3 
資管系、金融系、 

國企系、企管系 

電競商業模式/創新與創業管理/顧客關

係管理/服務業管理/國際服務業管理/國

際商展實務/廣告行銷與傳播--(C 類) 

2-3 
資管系、金融系、 

國企系、企管系 

專題製作 2-3 管理學院四系 

專 

業 

課 

程 

電競產業專案管理/風險管理/專案管理 2-3 
資管系、金融系、 

國企系、企管系 

 

 

電競產業財務規劃/財務報表分析/成本

與管理會計/財務管理 
2-3 

資管系、金融系、 

國企系 

電競市場分析與調查/市場調查分析/市

場調查/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 
2-3 

金融系、企管系、 

國企系 

賽事活動實務/賽事企劃與節目製作/會

展實務/會議與展覽實務 
2-3 國企系、企管系 

電競週邊商品設計/創意思考訓練/產品

開發與管理/文化創意產品設計 
2-3 

金融系、資管系、 

企管系、國企系 

廣告實務/廣告與行銷傳播 2-3 企管系、國企系 

禮儀與口語訓練/國際禮儀/商業禮儀/公

關策略與企劃/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3 國企系、企管系 

電競賽評與主持/電競轉播實務/直播管理

實務/個人直播技巧/直播媒體管理 
3 管理學院 

電競產業實務講座/資管實務講座 2-3 
資管系、金融系、 

國企系、企管系 

微學分-電競領域 
每門課程 

0.5學分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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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

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電競賽事經營」

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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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商務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之主要目標為：1) 培育非典型資訊科系學生之「數位商務科技」相關專業知能，來提

升智慧商務開發與創新創業管理等專業能力，進而孕育數位商業相關技術與管理人才，2) 整合跨

系之相關資源，培養學生跨領域之第二專長，3) 透過已建置之智慧商務實習場域，使學生實際接

觸相關產學應用，達到學用合一的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金融系、企管系、國

企系 

核心課程至少應修

六學分。 

 

證 照 認 定 需 為

APCS/CPE 等級。 

 

專題製作認定需符

合數位商務科技主

題。 

程式設計/Python 程式設計/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 
2-3 資管系 

多媒體製作/多媒體應用 2 
資管系、金融系、企

管系、國企系 

網際網路應用/網頁程式設計/企

業資訊網路/網路管理技術 
2-3 

資管系、金融系、企

管系、國企系 

資料庫管理/資料庫程式設計/資

料庫管理實務 
2-3 資管系、企管系 

程式能力認證/資訊專業職能輔導

/電腦證照輔導 
1-3 

資管系、國企系、金

融系 

專 

業 

課 

程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統計方法應

用與資料分析 
3 資管系、企管系 

 

虛擬實境系統應用/3D 多媒體系

統設計 
3 資管系 

 

人工智慧與應用/資料探勘應用/

智慧科技應用 
3 資管系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APP設計與開

發實務/行動裝置軟體應用 
3 資管系 

 

數位行銷實務/社群行銷與經營實

務/數位行銷與社群經營/網路行

銷/網路行銷與管理 

2-3 
企管系、資管系、金

融系、國企系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雲端運算概論

/大數據分析概論/財金大數據分析 3 
資管系、金融系、企

管系 

 

金融科技應用/金融資訊與程式交

易/金融程式設計 2-3 金融系 
 

電子商務/智慧商務/金融電子商務/

跨境電商平台操作實務 
2-3 

資管系、金融系、國企

系 

 

微學分-智慧商務領域 每門課程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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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學分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1 學分(含)以上，11 學分

中至少需有 3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始取得「數位商務科

技」學分學程證明書。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2. 本學程之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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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創意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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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電競遊戲內容設計」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為培訓具備電競技能與電競遊戲內容設計之電競遊戲設計人才。課程規劃

著重於電競遊戲內容企劃與實作，培養學生透過遊戲體驗，藉以了解電競遊戲的遊戲本質，

並學習遊戲開發工具，培育具有電競項目中遊戲內容之設計與開發能力，以成為電競產業所

需的遊戲設計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電競產業概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電競遊戲實務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競運動心理學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遊戲程式設計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資訊管理

系/資訊工程系 

專 

業 

課 

程 

電腦繪圖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時尚設計系  

電競實務工作坊 1/2 生活創意學院 

3D 基礎動畫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團隊戰術分析邏輯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人機互動設計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音效製作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網路遊戲設計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資訊工程

系/資訊管理系 

電競遊戲專題製作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修習 6 學分，專業課程修習 10 學分，修畢 16 學分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http://csulsm.csu.edu.tw/
http://csulsm.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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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電競節目主播與製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為培訓具備電競產業知識並具有電競節目內容製播能力之節目製播人才。課程

規劃著重於電競遊戲節目製播企劃與實作，除讓學員了解電競相關產業資訊外，同時需兼具

節目轉播與節目製播能力，主要培養學生了解電競遊戲的本質，以及觀眾消費心理，進而學

習電競產業相關之節目製作，培育未來電競產業節目製播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電競產業概論 2/2 生活創意學院 

 
電競遊戲實務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電競運動心理學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所 

電競節目製播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觀光系 

專 

業 

課 

程 

電競實務工作坊 1/2 生活創意學院 

 

3D 動畫基礎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賽事分析與評論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休閒與運

動管理系所 

電競受眾心理學 2/2 幼兒保育系 

口語表達 2/2 
應用外語系/化妝品與時尚彩

妝系 

電競轉播實務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音效製作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後製與剪輯 3/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科技與法律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生活創意

學院 

電競遊戲專題製作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修習 6 學分，專業課程修習 10 學分，修畢 16 學分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http://csulsm.csu.edu.tw/
http://csulsm.csu.edu.tw/
http://csulsm.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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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微型創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微型創業」儼然已成就業的新穎型態，也是職涯的嶄新選擇，尤其，對於擁有創業專

業能力與人格特質，但卻缺乏創業人脈與資金的大專畢業學生而言，微型創業更是另類的就

業選擇，足以開闢經濟的活路，開啟事業的源頭。生創產業是微型創業的熱門行業之一。本

院既以培育優質生活產業與文創產業人才為教育目標，理當特別重視微型創業的相關課程，

藉由「創業管理」、「專業知能」與「實作經驗」三大面向，讓學生從理論、實習與實作三管

齊下，學習結合管理與創業的知識與技術，用於未來創業生涯與組織管理，協助學生轉化被

動的就業觀念為主動的創業精神，成就具有專業與跨域整合的微型創業人才。 

二、課程規劃 

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 開課系別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財務規劃與管理 2 

生活創意學院 

 

電子商務與法規 2 

職場倫理 2 

微型創業達人講座 2 

專
業
課
程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 

應用外語系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 

跨文化溝通 2 

英文簡報實務 2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 

基礎中英筆譯 2 

進階中英筆譯 2 

托嬰實務 2 

幼兒保育系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 

課後托育活動實習 2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方案設計 3 

非營利組織管理 3 

養生保健功法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自行車 2 

球類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 

游泳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 

直排輪 2 

經絡養生保健 2 

足體養生保健 2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 

球類指導理論與實務二 2 

游泳指導理論與實務二 2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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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 開課系別 備註 

觀光學概論 2 

觀光遊憩系 

 

餐旅概論 2 

國際禮儀 2 

旅行業經營管理 2 

財務管理 2 

航空票務 2 

觀光行銷 2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 

客務與房務實務 2 

觀光行政與法規 2 

人力資源管理 2 

服務品質管理 2 

創意思考與方法 2 

視覺傳達設計系 

 

設計流行趨勢 2 

文字造形 2 

消費者行為分析 2 

符號與圖象應用 2 

圖文編輯與應用 2 

媒體行銷傳播 2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 

簡報技巧實務 2 

設計企劃撰寫 2 

展示設計 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 

溝通表達與行銷技巧 2 

數位影像處理 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程式設計 3 

基礎 3D 製作 3 

動畫概論 2 

網頁設計 3 

2D 動畫製作 3 

後製與剪輯 3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 3 

商品設計 3 

行銷企劃與製作 3 

虛擬實境 3 

數位出版設計 3 

皮膚生理學 2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

系 

 

美膚學(含實習) 2 

美容衛生與法規 2 

美容營養學 2 

化妝品原料學 3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 

美體保健與實習 3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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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 開課系別 備註 

化妝品開發企劃 2 

化妝品工廠實習 2 

化妝品商業設計與應用 3 

芳香療法與實習 2 

商品展示設計 2 

餐飲管理 2 

餐飲管理系 

 

餐飲衛生與安全 2 

食材認識與選購 2 

顧客關係管理 2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 

飲食文化 2 

餐飲服務 2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修習 8 學分，專業課程修習 8 學分，修畢 16 學分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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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旅館管理」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為培訓具備旅館管理之管理實務人才。課程規劃著重於旅館管理與實作內

容，培養學生透過基本管理理論，藉以瞭解旅館經營的本質，並學習旅館客務與房務職務，

培育具有旅館營運中客務與房務實務操作能力，以成為休閒場域所需的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開課學期 開課系別 

管理學（2/2） 431A04 一上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財務管理（2/2） 431A16 一下 

行銷管理（2/2） 431A10 二上 

網際網路應用（2/3） 431A12 二下 

人力資源管理（2/2） 431A09 三上 

專
業
課
程 

旅館管理（2/2） 40PR31 二上 

觀光遊憩系 
客務與房務實務（2/2） 40PD27 二下 

旅館資訊系統（2/2） 40PR10 四上 

旅館管家服務（2/2） 40PR33 四上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專業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核心課程

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旅館管理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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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飲料調製創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為培訓具備飲料調製實務人才。課程規劃著重於餐飲服務與飲料實作內

容，培養學生透過餐飲服務原理，藉以瞭解飲料調製技能的本質，並學習各類飲料製作技術，

培育具有飲料調製與微型創業能力，以成為休閒場域所需的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名稱 課程代碼 開課學期 開課系別 

管理學（2/2） 431A04 一上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財務管理（2/2） 431A16 一下 

行銷管理（2/2） 431A10 二上 

網際網路應用（2/3） 431A12 二下 

人力資源管理（2/2） 431A09 三上 

專
業
課
程 

飲調實務（2/2） 434NAY 一上 

餐飲管理系 
餐飲服務 434NBG 一上 

飲食文化 434NBH 一下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2/2） 434NAV 一下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專業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核心課程

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上，始取得飲料調製創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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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規劃的課程包括「創意思考與方法」、「視覺設計概論」、「符號與圖象應用」、

「設計企畫撰寫(一)」與「文創產業與商品開發」等。本學分學程以學術理論為基礎，結合實

務操作課程、業界協同教學及實務性實習體驗，使學生可迅速進入就業市場，開發學生潛能

及事業，同時更具備繼續往專業方向進修研究的能力。同時，透過課程的養成與美感創造力

的提升，使學生肯定自我生命價值，進而以台灣人文素養為文本，開展台灣時尚美學之當代

精神。 

未來修畢本學分學程的學生，可以從事的相關發展可包括以下領域： 

1. 視覺設計相關產業之產品開發設計與製作。 

2. 飾品設計相關產業之產品開發設計與製作。 

3. 品牌形象規畫設計相關產業之產品開發設計與製作。 

4. 實現個人創業的理想，如自創品牌、結合網路行銷、成立個人設計工作室等。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課程代碼 主要開課院、系（所）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40R305 

視覺傳達設計系 
視覺設計概論 2/2 40R310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40R312 

文創產業與商品開發 2/2 40R515 

專

業

課

程 

雲端科技應用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互動媒體設計  3/3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 3/3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139 

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創意品牌規劃設計」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為培訓具備品牌規劃設計與數位行銷之專業設計人才。核心課程包括「創意

思考訓練」、「互動媒體設計」、「數位內容市場調查」與「科技與法律」等。課程規劃以設計理論

為基礎，結合專業軟體教學與專題式課程訓練，使學生透過市場調查分析企業定位，藉由企業識

別規劃、形象角色設計與數位媒體能力的應用，能有效推動創新與行銷功能，達成創意思考並解

決問題之效果，培養學生成為具備情報力、想像力、創意力、執行力之創新規劃設計人才。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課程代碼 主要開課院、系（所） 

創意思考訓練 2/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網頁設計 3/3  

互動媒體設計 3/3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2  

商品設計 3/3  

科技與法律 2/2  

專 

業 

課 

程 

視覺設計概論 2/2  

視覺傳達設計系 
繪本編輯製作 2/2  

角色造形設計 2/2  

企業識別設計 2/2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學分學程證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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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親子活動」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目標為培訓親子活動提高體能發展能力的同時增進親子感情。課程規劃著重於學

生的發展能力透過活動來體驗，藉以了解親子活動的遊戲本質，並學習能力發展與活動的鍛

鍊，以成為親子活動所需的遊戲設計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兒童發展 3 幼兒保育系 8 學分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 幼兒保育系 

幼兒教保概論 2 幼兒保育系 

專 

業 

課 

程 

創意藝陣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6 門選修擇 4 門) 

共 8 學分 社會責任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休閒活動規劃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團康活動領導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肢體創作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愛心與服務 2 通識教育中心 

志願服務與社會責任 2 通識教育中心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親子活動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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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休閒養生產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在培育休閒養生產業之經管人才，其課程兼具觀光餐旅經營為其主要特色

外，另導入學生未來國內休閒養生經營管理、觀光休閒發展之專才，其主要藉以養生、健康

及樂活、休療概念導入休閒渡假村、休閒農場及民宿、觀光旅館等之旅宿業之經營與管理，

充實學生更多元化及跨域之學識與實務技能。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觀光學概論 2/2 

觀光遊憩系  

休閒遊憩概論 2/2 

管理學 2/2 

創意與創業 2/2 

生活美學 2/2 

專

業

課

程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5 選

3 門 

經絡養生保健 2/2 

足體養生保健 2/2 

休閒養生功法 2/2 

芳香療法 2/2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10 學分(含)以上，同時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學分共計達 16 學

分(含)以上者，即視為修完本學分學程，始取得｢休閒養生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1.本辦法自 108 學年度起，修讀學分學程須向學程設置單位事先提出申請，始得修讀，107 學

年度前入學生均可追溯並適用本辦法。 

2.本辦法經學分學程設置單位及院級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再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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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餐飲創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旨在培養國內餐飲創業人才，其課程規劃以觀光餐旅管理課程為基礎，強化

創業者在餐飲創新、服務與飲調製備之實務操作技能，培養學生投入餐飲市場更具有創新與

創意設計之觀念，同時以研發餐飲商品能力與瞭解飲食市場為重點，投入在複合式餐廳、輕

食料理餐廳、健康廚房、冰品店等餐飲服務門市之經營。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觀光學概論 2/2 

觀光遊憩系  

休閒遊憩概論 2/2 

管理學 2/2 

創意與創業 2/2 

餐飲服務 2/2 

專

業

課

程 

西式點心 2/2 

餐飲管理系 
5 選

3 門 

餅乾製作 2/2 

西式輕食料理 2/2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2/2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10 學分(含)以上，同時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學分共計達 16 學

分(含)以上者，即視為修完本學分學程，始取得｢餐飲創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1.本辦法自 108 學年度起，修讀學分學程須向學程設置單位事先提出申請，始得修讀，107 學

年度前入學生均可追溯並適用本辦法。 

2.本辦法經學分學程設置單位及院級之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再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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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休閒產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設計目標在於提供跨學科的思想與方法訓練，培養跨觀光事業、休閒事業、產業

分析等領域的創新思維，突破傳統學科的侷限。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餐飲管理 2 餐飲管理系  

飲食文化 2 餐飲管理系 

飲調實務 1 餐飲管理系 

烘焙食品 2 餐飲管理系 

中餐烹調 2 餐飲管理系 

西餐烹調 2 餐飲管理系 

餐飲英文 2 餐飲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會展規劃與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休閒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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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觀光產業」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設計目標在於提供跨學科的思想與方法訓練，培養跨觀光事業、休閒事業、產業

分析等領域的創新思維，突破傳統學科的侷限。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餐飲管理 2 餐飲管理系  

飲食文化 2 餐飲管理系 

飲調實務 1 餐飲管理系 

烘焙食品 2 餐飲管理系 

中餐烹調 2 餐飲管理系 

西餐烹調 2 餐飲管理系 

餐飲英文 2 餐飲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旅館管理 2 觀光遊憩系  

客務與房務實務 2 觀光遊憩系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2 觀光遊憩系 

旅館資訊系統 2 觀光遊憩系 

旅館品牌經營與管理 2 觀光遊憩系 

導覽解說技巧 2 觀光遊憩系 

航空票務 2 觀光遊憩系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 觀光遊憩系 

領隊與導遊實務 2 觀光遊憩系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 觀光遊憩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觀光產業」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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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餐飲管理英文」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目標在為了培育學生多元能力。課程規劃著重在加強學生英文能力，並培訓學生

在各種餐旅服務情境中，能以專業的英文及態度應答，運用不同之教學情境及教學方式，使

學生能融入不同的餐飲之主題，而每一主題將可訓練學生英文的應對能力，以因應未來職場

之需要。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觀光英語入門 2/2 應用外語系  

餐飲英語會話 2/2 應用外語系  

進階觀光英語 2/2 應用外語系  

進階餐飲英語會話 2/2 應用外語系  

旅館英文 2/2 應用外語系  

專 

業 

課 

程 

飲食文化 2/2 餐飲管理系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餐飲管理系  

門市服務管理 2/2 餐飲管理系  

葡萄酒品評與調酒 2/2 餐飲管理系  

餐飲網路行銷 2/2 餐飲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商管專業英文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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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商管專業英文」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目標在為了培育學生多元能力，在全球化的職場中，提昇自我之國際競爭力。課

程規劃著重在語言運用及商管專業課程中，培養學生透過英文溝通來表達及規劃商務相關技

能，以成為國際貿易、會展規劃所需的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基礎商用英文 2/2 應用外語系  

進階商用英文 2/2 應用外語系  

商用英文書信 2/2 應用外語系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應用外語系  

英文簡報實務 2/2 應用外語系  

專 

業 

課 

程 

電子商務 2/2 企業管理系  

通路管理 2/2 企業管理系  

商業應用軟體 3/3 企業管理系  

會議與展覽實務 2/2 企業管理系  

媒體企劃實務 2/2 企業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8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商管專業英文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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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休閒產業服務管理」學分學程（二技）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一)學程背景：臺灣近年來工作時間縮短、自由時間增加、國民所得提高，人民在生活可支

配的條件也相對增加；但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如產業升級、價值改變、文化

變遷、娛樂型態轉變…等，也產生了現代人在自我身心靈探索的需求，便開始

積極學習休閒產業的知能和技能，滿足自我成長。 

(二)學程目標與成效：培養學生於休閒產業之經營管理與服務之多元知能。「休閒產業」屬

實務應用領域，需結合運動、休閒、保健、管理、社會等現代科學知能；另綜

和休閒產業經營管理層面（競爭策略、市場分析評估、財務報表分析、財務規

劃、預算控管、產品業務行銷推廣等專案管理核心能力）及服務層面（擬定服

務策略、評核服務績效、改善服務品質）所需之專業能力方可達成。在國民休

閒型態急速演變之際，透過服務與管理的知能強化，更能提昇於相關職場專業

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電子商務 2/2 企業管理系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實務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服務業管理 2/2 企業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旅遊導覽解說實務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有氧運動指導實務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運動保健與急救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休閒旅程規劃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溫泉遊憩經營管理實務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咖啡與輕食製作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管理會計實務 3/3 企業管理系  

行銷企業實務 3/3 企業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通過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

以上，始取得「休閒產業服務管理」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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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餐飲經營管理」學分學程（二技）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旨為培養具有餐飲經營管理能力的人才，課程規劃以經營管理為核心課程、廚藝

相關課程為專業課程。透過餐飲相關廚藝課程的學習與管理能力的增進，習得第二專長，更

能提昇學生相關職場專業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課系別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行銷管理 3/3 企業管理系  

商業溝通 2/2 企業管理系 

餐飲專案管理 2/2 企業管理系 

人力資源管理 3/3 企業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物流管理實務 3/3 企業管理系  

服務業管理 2/2 企業管理系 

餐飲進階服務 2/2 企業管理系 

餐飲行銷管理 3/3 企業管理系 

中餐進階廚藝 3/3 企業管理系 

西餐進階廚藝 3/3 企業管理系 

創意麵包 2/2  企業管理系 

飲調實務進階 2/2 企業管理系 

中餐廚藝進階(三上) 4/4 餐飲管理系 

西式料理(三下) 4/4 餐飲管理系 

宴會管理(四上) 2/2 餐飲管理系 

創新會議點心製作(四上) 2/2 餐飲管理系 

茶藝藝術(四下) 2/2 餐飲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通過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4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餐飲經營管理」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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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保健管理」學分學程（二專）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一)學程背景：台灣地區經濟快速成長，生活水準與生命品質的追求造就保健意識日益高漲，透

過休閒、運動、活動與管理的參與，維護身心健康，已成為廿一世紀國民必備之

基本生活技能。另台灣地區人口結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除醫療保健措施之加強

外，應倡導國民養成以休閒活動或運動之生活方式，管理個人健康，故實有前瞻

性的時代意義。 

(二)學程目標與成效：培養學生之活動經營與運動保健多元技能與專業管理能力。「保健管

理」屬實務應用領域，需結合運動、休閒、醫療保健、管理、社會等現代科學

知識及融合操作實務方可達成。在全球化帶動國民生活型態急速演變之際，透

過運動、休閒活動與管理的知能，除維護身心健康，強化自我保健，更能提昇

於相關職場專業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核

心

課

程 

情緒管理 2/2 企業管理系  

人際溝通 2/2 企業管理系  

健康體適能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養生保健功法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休閒活動規劃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足體保健實務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運動賽會管理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營隊與團康領導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核心運動指導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露營與野炊實務 2/2-3/3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運動科學實務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社區運動指導實務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通過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2 學分（含）

以上，始取得「保健管理」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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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餐飲經營實務」學分學程（二專）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程旨為培養具有餐飲經營實務能力的人才，課程規劃以經營管理為核心課程、廚藝

相關課程為專業課程。透過餐飲相關廚藝課程的學習與管理能力的增進，習得第二專長，更

能提昇學生相關職場專業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開課系別 備註 

核 

心 

課 

程 

行銷管理概論 3/3 企業管理系  

企業概論 3/3 企業管理系 

顧客關係管理 2/2 企業管理系 

餐飲管理導論 2/2 企業管理系 

專 

業 

課 

程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3/3 企業管理系  

餐飲採購與製備 2/2 企業管理系 

餐飲服務 2/2 企業管理系 

中餐烹調 3/3 企業管理系 

西餐烹調 3/3 企業管理系 

烘焙食品 2/2 企業管理系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3/3 企業管理系 

飲調實務 2/2 企業管理系 

餐飲服務人員職能基準(一上) 2/2 餐飲管理系 

飲料冰品(一上) 2/2 餐飲管理系 

烘焙廚藝(一下) 2/2  餐飲管理系 

餐飲門市禮儀(二上) 3/3 餐飲管理系 

咖啡製作(二上) 2/2 餐飲管理系 

中餐廚藝(二上) 3/3 餐飲管理系 

西餐廚藝(二下) 2/2 餐飲管理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通過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4 學分（含）以

上，始取得「餐飲經營實務」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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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授課對象:非資通訊系所 

依據三院非資訊系所專業領域，並考量未來十年產業人力需求，確定微學分學程名稱及

人才培育目標。 

請參考 大專校院非資通訊系所開設「數位科技微學程」指引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主要開課院、系（所） 備註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妝彩系、數位系、幼保
系、應外系、休運系、觀
光系、視傳系、餐飲系 

 

多媒體製作 2/3 
妝彩系、數位系、幼保
系、應外系、休運系、觀
光系、視傳系、餐飲系 

 

網際網路應用 2/3 
妝彩系、數位系、幼保
系、應外系、休運系、觀
光系、視傳系、餐飲系 

 

後製與剪輯 3/3 數位系  

電子商務 2/2 休運系/觀光系  

數據分析 2/2 觀光系  

專

業

課

程 

電競轉播實務 3/3 數位系  

虛擬主播製播 3/3 數位系  

商業套裝軟體 2/2 觀光系  

行動裝置 APP 應用實務 2/2 數位系  

雲端科技應用 2/2 數位系  

資訊軟體應用 2/2 生活創意學院  

資訊媒體素養 2/2 生活創意學院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 核心課程需修習 6 學分(含)以上，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0 學分(含)以上， 始取得

「數位科技應用微學程」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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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大學是培育國家人才的重要搖籃，在角色定位著重於教學與研究；近年國際上一些大學

已將大學社會責任列為校務發展的目標，期許讓大學除了研究教學外，也將大學專業的知識

與技能引入到區域合作連結，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為此，本院規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學分學

程，課程內容著重師生瞭解與參與，引導本院師生組成跨領域的專業團隊，主動發掘地區的

困境與需求，透過學校與地區合作，藉由學習參與的過程，實際協助地區解決問題，凝聚在

地認同。 

二、課程規劃 

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開課系別 備註 

核
心
課
程 

社會責任 2/2 

生活創意學院 

 

社區關懷與場域實踐 2/2 

社會福利概論 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
業
課
程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3 

幼兒保育系 

 

代間關係 2/2 

多元文化與家庭 2/2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2/2 

消費者行為 2/2 

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 2/2 

餐飲衛生與安全 2/2 

餐飲管理系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養生膳食 2/3 

台灣美食小吃 2/3 

彩妝藝術學 2/2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觀光遊憩系 

 

休閒產業發展分析與規劃 2/2 

導覽解說 2/2 

海洋觀光 2/2 

生態旅遊 2/2 

設計行銷學 2/2 

視覺傳達設計系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創業規劃實務 2/2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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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開課系別 備註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數位媒體企劃 2/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影像處理  

商品設計  

後製與剪輯 3/3 

數位出版設計 3/3 

國際行銷管理/行銷管理/行
銷企劃/網路行銷 

2-3/2-3 
管

理

學

院 

企管、國企、資管、 

金融 

 
電子商務 2~3 企管、國企、資管 

市場調查與分析 2 企管、國企 

品牌管理/品牌經營 2 企管 

專案管理 3 企管、資管 

微學分課程 每門 0.5 管理學院 

愛心與服務 2/2 

通識教育中心 

 

志願服務與社會責任 2/2 
 

生態與永續環境 2/2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修習 8 學分，專業課程修習 8 學分，修畢 16 學分後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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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生活創意學院「時尚精品」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本學分學程之授課目標旨為使學生瞭解時尚產業中之發展與透過流行、藝術、文化等不

同之角度認識時尚。同時透過不同的時尚型態，將時尚精神轉變成一種生活模式。精品是時尚

產業中的部份指標性之產業，是一門源自於藝術、美學與文化等時間累積幻化而成的產物，而

時裝、飾品、化妝品、生活中接觸到一切與人相關的產物都可以成為精緻的商品或精品。此課

程亦將導入行銷概念，將不同品牌之精品策略與行銷模式帶入課程，使學生能由生活中之初、

中、高階不同精品定位與行銷模式融入日後職場，提升就業競爭力。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時數 課程代碼 主要開課院、系(所) 

生活美學 2/2 40VN32 生活創意學院 

流行與藝術 2/2 430R49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專

業

課

程 

時尚文化美學 2/2 430N05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化妝與流行史 2/2 430A52 

時尚品牌經營 2/2 430B05 

時尚精品賞析 2/2 430R50 

香氛藝術概論 2/2 430R51 

精品行銷概論 2/2 409R62 企業管理系 

生活精品設計製作 2/2 439531 視覺傳達設計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核心課程需修習且需通過 4 學分，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修 16 學分(含)以上，始取

得時尚精品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