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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期初教務會議紀錄 

一、時間：102 年 10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時整 

二、地點：行政大樓 10 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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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席報告 

1.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招生、註冊已完成，教學也進入正軌，感謝各教學單位妥善規劃

教學及關心學生學習。本學期實施線上點名大致情形良好，少數教室數位講桌硬體改

善需要時間，請轉告授課教師在課堂以紙本點名，課後再補線上點名。 

2.各教學單位授課正常、安排探索職涯發展活動，儘早輔導學生就業準備等，讓學生直

接在課堂或學校生活感受到學習收穫，是最扎實的招生策略。 

3.技職再造「產業學院」之規劃，如需整年或整學期在業界實習，通識基礎或通識博雅

課程可專簽同意後實施，其餘仍依日間四技通識課程規劃實施。 

4.研究所招生入學請各所建置口試題庫，以增加報考人數及甄試過程透明。 

5.請各教學單位確實輔導運動績優入學學生之生活與學業，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進而

增加下學年度運動績優名額。 

6.請各教學單位協助教學卓越計畫、南區區域教學策略聯盟等相關教學計畫，無論是至

國中、高中職宣導或高中職學生至本校參訪，皆在強調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如宣

導 12 年國教，以體驗活動協助國中生職業試探，意在改善社會或家長對技職教育偏

見，以增加國中生就讀技職體系意願。 

五、列席人員：游副校長、吳副校長 

六、列席人員報告事項 

※游副校長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除經常門外，編列 65%以上資本門教學設備，請各院、系所妥善規劃

所需教學設備，並依規定採購，如期達成經費執行率，充實教學資源，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七、出席人員：如簽名頁 

八、出席單位報告 

※進修部及進修院校 

1.進修部暑期轉學考錄取人數 157 位，實際報到人數 141 位。 

2.各系、學位學程主任如有尚未完成審核簽名之抵免單，請協助加速完成，送交進修部教

務組，俾利後續作業。 

3.請各系、學位學程主任轉知師長同仁，持續關心學生學習狀態。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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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中心接受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日期為本年 11 月 11 日與 12 日。若有需要各單位配合，

還請各單位多多幫忙。 

2.各系在辦理專門科目認證時，若課程名稱有異，煩請各系所主任查看學生是否有附上該

課程大綱及「專門科目認定名稱略異說明表」。 

3.各系的必選修課程名稱更動後，如與  貴系報經教育部核定的專門課程名稱不符時，請

務必修正專門課程名稱，再報請教育部核定。各系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公佈於師

資培育中心網頁。 

4.102 學年度師培招生，共有 119 位報考，正取 58 名，外加 1名原住民。今年比去年增

加 20 位報名，感謝各系主任鼓勵學生報考師培。 

※通識教育中心 

1.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識博雅課程開課情形如下： 

     (1)工學院開設：人文學領域 20 門、社會科學領域 21 門、自然科學領域 11 門、生命科

學領域 12 門，合計 64 門。 

     (2)管理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開設：人文學領域 13 門、社會科學領域 20 門、自然科學

領域 23 門、生命科學領域 12 門，共計 67 門。 

     (3)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識博雅課程合計開設 131 門，除通識講座之外，另開設 3 個大

班課程(100 人以上)，讓同學選修。 

2.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通識教育講座「全球化與王道文化」課程表，如附件 1(頁 10)，歡

迎全校師生前往聆聽。 

3.《正修通識教育學報》第十期即日起開始徵稿，訂於 103 年 1 月 31 日截稿，歡迎全校

教師踴躍投稿。 

4.本學期與溫世仁文教基金會共同開設的『2013 新服務人才課程──職涯探索與自我發

展』課程，共計有 36 位同學選修。非常感謝各位系主任的推薦，以及各單位的協助。

也歡迎系上老師參與課程，詳情請與通識教育中心聯繫。 

5.本學期於 12 月 6-7 日與高雄道德院共同辦理「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丹道養生及人生終極關懷」，屆時歡迎系上老師蒞臨指導。 

6.本學期通識教育中心與藝文處規劃辦理 7 場大型表演活動，歡迎師生前往觀賞。活動

日期如下: 

no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演出單位 活動地點

1 2013.10.15(二) 15:30~17:00 

《2013 台灣國際重唱藝術

節-丹麥 Basix 人聲樂團 

巡迴音樂會》 

丹麥 Basix 人聲樂團 正修廳 

2 2013.11.04(一) 18:50~20:20 《島嶼‧我的情歌》 聲動樂團 正修廳 

3 2013.11.18(一) 20:30~22:00 
《跨縣市巡演特別計畫

-2013「POWER 不一樣！」》
舞蹈空間舞蹈團 正修廳 

4 2013.11.19(二) 13:30~15:00 
《跨縣市巡演特別計畫

-2013「POWER 不一樣！」》
舞蹈空間舞蹈團 正修廳 

5 2013.11.30(六) 20:00~21:30 《請聽我說》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正修廳 

6 2013.12.19(四) 13:30~15:00 《2013 耶誕音樂會》 南熠樂集正修學生 正修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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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3.12.26(四) 15:30~17:00 《再說‧再見》 大開劇團 正修廳 

※藝文處 

    報告如附件 2(頁 11) 

※體育室 

10 月 14 日教育部訪視運動績優學生在校生活適應及學業表現，請各教學主管出席簡

報及綜合座談，如有須提供資料或訪談請予以協助。 

九、教務處各單位報告 

◎註冊及課務組 

1.本學期日間部各系科新生及轉學生註冊已順利完成，非常感謝各單位的用心與協助，註

冊統計資料如附件 3(頁 13)。 

2.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學時舊生未完成註冊人數有 2302 人，在各位主任及導師的協助

下，尚有在校生 35 位同學，延修生 40 名共 75 名尚未註冊，已於 10 月 1 日寄發未註冊

退學通知，煩請各位主任轉達導師了解，如有經濟上的困難，可輔導申請分期付款或急

難救助。 

3.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系開課資料請各系於 10 月 31 日前彙整後送註冊及課務組，以利

教師申請網路教學及執行下學期學生之選課作業。 

4.為促進學生家長了解學生在學校的學習狀況，落實學生期中成績預警輔導工作，請任課

教師務必請上網登錄期中考成績。 

5.各系、學程執行教學卓越計畫 TSH-2-1「深耕千人業師計畫」，請本學期執行教師於 10

月底前執行完畢，並請業師提供演講教材電子檔，以便彙整成實務性數位教材，充實教

學資源，提供師生教學與學習參考； LS-3-3「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共計申請 25 門

課程；LHI-2-1「落實產業實務專題」上半年度已邀請 142 位業界專家、共計 289 人次

蒞校協助指導，提供諮詢意見，且邀請 117 位業界專家共同參與 101 學年度實務專題成

果評比，請各教學單位本學期能持續落實執行實務專題指導機制。 

6.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系、學程申請「產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共計 64 門課程；尚有 113

門課程餘額可供申請，請各系鼓勵專任教師踴躍申請，以符合計畫執行進度。申請「產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與產業專家資格須符合「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界專家教學實施

要點」，另業師協同教學的課程應以系(所)專業實務課程為主，導論、概論性等基礎理

論性課程及通識教育、博雅課程應由學校專任教師授課，不需聘請產業專家協同教學。

因協同教學為雙師教學機制，所以課程執行時專任老師與產業專家應同時在課堂中，因

為教育部委員訪視本校時有提到，其他學校有被學生檢舉只有產業專家單獨授課，造成

學生缺課率高，希望學校承辦單位可以有不定期巡堂的機制，掌握各教學單位協同教學

授課狀況。 

7.畢業班導師請加強向應屆畢業生宣導最後一學期如仍需修習選修學分，請儘可能選修開

課於畢業班之選修課程，以免影響畢業時程與自身權益。 

8.102 年全國技專校院教務主管會議時，教育部技職司司長李彥儀請我們教師因應少子化

與產業人力需求變化，須調整心態改變教學作法，課程內容以實務操作為主，妥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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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再造計畫，實務增能與業師協同教學，設備更新縮短與業界落差，達到畢業即就業

的目標，相關會議資料摘要如附件 4(頁 15)。 

◎招生組 

1.依「專科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調整本校 103 學年度所、系、科與學程

招生人數。提報之招生名額分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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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學年度學校本校增設、擬停招與改組名之所、系共 8 案，分別如下: 

(1)新設「幼兒保育系碩士班」。 

(2)「醫學工程學位學程」停招。 

(3)「機械工程系」增設分組，組名為「精密製造技術組」。 

(4)「電機工程系」增設分組，組名為「產業技術組」。 

(5)「觀光遊憩系」增設分組，組名為「觀光管理組」與「旅館管理組」。 

(6)「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增設分組，組名為「應用設計組」與「設計行銷組」。 

(7)「幼兒保育系文教產業組」組名更名為「家庭社工組」。 

(8)進四技「應用外語系觀光英文組」組名更名為「餐旅休閒英文組」。 

3.本校 103 學年度研究所推薦甄試預定於 102 年 12 月中舉行，擬招生的博、碩士班為機

電、電子、電機、資工、工管、營建、經管、資管、休運、財金、妝彩及幼保等 12

所。另經管、資管及休運所在職專班預訂於 103 年 5 月招生。 

4.本校主辦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轉學考試，暫定於 103 年 1 月中舉行。包括日、進修部

四技等學制轉學生之招收。 

◎教學發展中心 

1.本學期 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TSH-2-3 彙整千人業師演講教材 e化計畫，請主任協

助舉薦一位參與教師協助執行，於 11/20 前完成(如附件 5頁 16)，以充實教學資源。 

2.102-103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TSH-1-3「良師益友經驗分享」請於各系/中心會議邀請彈性

薪資教學績優教師、教學績優教師分享教學經驗，相關資料於 12/23 前繳交教學發展中

心 (如附件 6頁 19) 。 

3.本年度分配各系之 180 名教學助理(TA)已建議至少安排兩名以上專業科目實驗或實習

TA，這學期外加 54 名實習、實驗、實作科目之實習小師傅，已於培訓課程要求實習小

師傅經由授課教師指導製作動態教學影片，經教師檢視後課堂上提出案例檢討，協助學

生深刻瞭解實習操作，強化學生之專業實習技能。 

4.感謝各教學單位協助宣導上網填載期末教學評量，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學評量」統

計結果：日間部各學制各科系整體填答率為 94.01%，整體平均數為 4.1974；進修部(包

含進修部、進修院校、在職專班)各學制各科系整體填答率為 78.60%，整體平均數為

4.2420。 

5.101 學年度第 2學期教師教學評量結果平均數未達 3.5 之教師與課程，請主任多予以了

解，並提供相關教學資源協助改善教學。本學期起教學評量平均數已達 3.5 之教師，不

再以紙本通知，請老師到正修訊息網(教務資訊-教學評量查詢系統)下載，並填載教學

反思紀錄交到教學發展中心。 

6.本學期起，教師教學評量結果統計將剔除缺課嚴重學生資料，第 3週至第 10 週缺課 1/3

以上者，視為無效問卷，但採計填答率，以更客觀處理學生填答教學回饋意見資料。 

7.102 年中文學校簡介，考量體例、字數及用辭一致，感謝各位主任協助校對中文初稿。

日後續編印英文版簡介，煩請各系翻譯成英文以利編輯。 

十、討論提案 

提案一：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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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正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102 年 7 月 19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7(頁 2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訂定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實地學習實施辦法」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102 年 7 月 19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8(頁 2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由師資培育中心提出 

案由：修正本校「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本案經師資培育中心 102 年 7 月 19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版及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 9(頁 2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子系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新增選修課程，提請  討論。 

說明：1.本系所通過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102 學年度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

LED 照明與無線通訊應用學程」，於日四技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無線通訊組四下選修

課程加入「無線通訊實務」3 學分 3 小時、「共通核心職能」3 學分 3 小時、「職場體

驗」1 學分 2 小時供學生選課。  

2.本系所通過「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之「射頻通訊與電磁相容設

計模組課程」，於研究所碩士班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一下選修課程加入「天線設計專

題」3 學分 3 小時供學生選課。  

3.本案已經 102 年 9 月 2 日系所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2 年 9 月 6 日系所務會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工系「102 學年度就業學程計畫課程開課」案，提請  討論。 

說明：1.本系已通過勞委會職訓局 102 學年度就業學程計畫，擬加開於 4 年級加開 5 門選修

課程：「行動網路服務實務(3 學分/3 小時)、四上」、「醫學量測與分析(2 學分/2 小時)、

四上」、「共同核心職能課程(3 學分/3 小時)、四上」、「影像處理應用系統實務(3 學分

/3 小時)、四下」、「雲端技術與應用實務(3 學分/3 小時)、四下」及加上寒暑假實施

80 小時的校外實習，給予「職場體驗(1 學分/6 小時)、四下」之修課證明。 

2.本案已經 102 年 8 月 30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102 年 9 月 9 日系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提出「修訂 102 學年碩士班課程標準」案，提請  討論。 

說明：1.為擴展研究生專業視野及加強議題討論能力，修訂 102 學年碩士班課程標準，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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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0(頁 29)，新增二上學期書報討論(三)、二下學期書報討論(四)課程皆各為專業必

修 1 學分 2 小時，畢業學分要求由 32 學分調整為 34 學分，得跨組選修至多 6 學分

調整為 3 學分。 

2.本案已經 102 年 9 月 18 日系所務發展(諮詢)委員會通過，9 月 23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

導委員會通過，9 月 24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提出「修訂進四技 99-101 學年課程標準」案，提請  討論。 

說明：1.依據產業技術需求及業界專家與學生意見，修訂進四技 99、100、101 學年入學課程

標準，如附件 11(頁 30)，新增「節能科技概論」、「電工電腦製圖」，調整「半導體製

程」、「工業安全」、「光電工程概論」課程。 

2.本案已經 102 年 9 月 23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9 月 24 日系所務會議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由工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電機系提出「103 學年日四技專業分 3 組招生與教學」案，提請  討論。 

說明：1.政府明示技職教育體系應隨著產業整體環境，快速回應產業需求調整課程規劃，以

培育產業所需技術人才，改善技職教育學用落差情況。本系接受研發處、教務處與

工學院指示辦理第 2 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自 103 學年度大學部日四技學制招生 3

班，依本系特色與周邊產業技術需求，專業分組為電機與控制組、產業技術組、光

電組共 3 組，每組各 1 班採專業分組招生與分組教學。調整系專業分組係屬重要發

展方向。 

2.本案已經 102 年 9 月 18 日系所務發展(諮詢)委員會通過，9 月 23 日系課程及選課輔

導委員會通過，9 月 24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由管理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資管系修訂「日間部四技管理應用組、資訊科技組」(99、100、101 學年度入學)

課程標準，新開設「專案管理方法與工具實務應用」及「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二門

選修課程案，提請  討論。 

說明：為執行 102 學年執行典範科大 T-1-3 對焦產業人才培育計畫，擬開設資管系「軟體架

構與專案管理」菁英培訓課程（主持人：鮑永誠 主任），擬於 102 學年第 1 學期開設

選修課程：「專案管理方法與工具實務應用」及「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二門，據以修

訂「日間部四技管理應用組、資訊科技組」(99、100、101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課

程修正對照表如下： 

「日間部資管系」(99、100、101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修訂對照表 

修訂項目 原課程標準 修訂後課程標準 

新開專業選修課程 

(99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 

 專業選修：2門 

專案管理方法與工具實務應用【4上、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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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4上、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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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專業選修課程 

(100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 

 專業選修：2門 

專案管理方法與工具實務應用【3上、選、3/3】

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3上、選、3/3】 

新開專業選修課程 

(101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 

 專業選修：2門 

專案管理方法與工具實務應用【2上、選、3/3】

問題分析與解決方法【2上、選、3/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101、102 學年度新生入學課表新增「運動英文」課程，提請   

討論。 

說明： 

1.因應評鑑委員建議，符合休運系培養專業能力之課程。 

2.於二年級下學期開課，課程規畫資料如附件 12(頁 31)。 

3.送校期初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餐飲管理系訂定日間部 102 學年度新生入學課程規劃，提請  討論。 

說明： 

1.課程規畫表如附件 13(頁 35)。 

2.送校期初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訂定 99 學年度課程標準表新增「就業學程」課程，提請  討論。 

說明：1.為配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學程計畫，提出「影視

剪輯後製設計」計畫書，共新增 6 門就業學程課程於 99 學年度 4 年級之標準課程表，

課程規畫表如附件 14(頁 37)。 

2.送校期初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各系跨領域學分學程修習課程規劃，提請  討論。 

說明： 

1.各系資料如附件 15(頁 39)。 

2.送校期初教務會議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妝彩系 102 學年度時尚玩色與髮藝造型創作就業學程課程規劃，提請  討論。 



 

 10

說明：經委員會討論決議通過 102 學年度時尚玩色與髮藝創作造型就業學程課程規劃，修正

如附件 16(頁 4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妝彩系修訂 99 學年度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課程標準，提請  討論。 

說明：為配合『102 學年度時尚玩色與髮藝造型創作就業學程課程』，四上課程開設玩色造型

設計與應用、時尚髮型設計與創作、共通核心職能，四下開設髮型雕塑設計、時尚事

業面面觀等選修課。經委員會討論決議通過 102 學年度時尚玩色與髮藝創作造型就業

學程課程規劃，修正如附件 17(頁 5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六：由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本院應用外語系修訂102學年度進修部四技入學新生課程規劃部份課程，提請  討論。 

說明： 

1.由於 100 學年度以前，培育英語教學相關師資課程訂定在本系進修院校課程內，後因

進修院校停招，為銜接課程之順暢，特修訂 102 學年度進修部課程，如附件 18(頁 55)，

以俾師培中心修習英語教學課程之學生完成學程。 

2.該案已於應用外語系 102 年 9 月 5 日系務會議通過修訂，提請教務會議討論之。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臨時動議 

十二、散會 

 

 

 

主席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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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修科技大學102學年度第一學期「通識講座課程：全球化與王道文化」 

課  程  表 

日 期 講  題 講 座 教 師 服 務 單 位 

9 月 10 日 課  程  說  明 

9 月 17 日 
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 
王道文化的救贖 

林建甫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 

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9 月 24 日 資訊科技與全球化 王佳煌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 

教授 

10 月 1 日 
王道文化與 21 世紀 

大中華的道路 
黃俊傑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教育部國家講座 

10 月 8 日 
全球化與王道文化： 

亞太地區為例 
顧長永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所長 

10 月 15 日 
從全球化與王道文化中建立合情

合理的兩岸關係 
陳明通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 

10 月 22 日 王道文化與 21 世紀的勞資關係 李  誠 中央大學國鼎講座教授 

10 月 29 日 期    中    考 

11 月 5 日 
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與 

中國王道文化 
蕭全政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1 月 12 日 全球化下台灣經濟的挑戰 劉錦添 臺灣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 

11 月 19 日 全球化的反思與前瞻 苑舉正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1 月 26 日 
全球化與王道文化之實踐:  

2025 年的台灣社會 
薛承泰 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12 月 3 日 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楊  渡 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12 月 10 日 
中國儒道文化中的環境倫理對當

代全球環境危機的意義 
潘朝陽 

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 

12 月 17 日 
《論語》作為企業經營的王道理
念：以澀澤榮一與松下幸之助之

考察為例 
張崑將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2 月 24 日 
全球化下 ECFA 對 

台灣社會文化影響 
李碧涵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12 月 31 日 從真原醫的身心觀看王道社會 王立文 元智大學通識教學部主任 

1 月 7 日 期    末    考 

備註 

協同教師：吳百祿副校長、何清釧特聘教授、呂立德主任、金清海老師 
上課地點：圖科大樓 10 樓至善廳 
上課時間：星期二下午 3:10~5:00 
演講對象：本校大學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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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視覺藝術展覽，共計 3 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參觀人數 備註 

09/13~10/11 2013行動博物館-當代木雕之美學迴展 苗栗縣政府
到目前為止

300 人次 
 

10/21~11/15 透光、透明、透情-吳光禹水彩寫生畫展

卓越辦公室

通識中心 

圖書資訊處

 

融入通識教學

實施計畫 

預約 70 班 

約計 4200 人 

11/22~12/27 匯聚-兩岸當代藝術交流展 圖書資訊處   

※產學合作案，預計 4 檔，已執行 2 檔 

日期 展覽名稱 合作單位 參觀人數 備註 

102/10/03~ 

103/01/02 

高雄國際機場3樓出境廳中央藝廊

「憶記藝跡-陳甲上創作個展」 

財團法人昇

恆昌基金會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

系產學合作策展案 

※藝文講座活動，共計 5 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演講者 參與人數 備註 

09.23 
大學生為台灣木雕藝術注入新血講座暨

木作 DIY 體驗活動 

藝術家：賴永興 

木作指導老師：高景鳴 
80  

10.16 初探大學與學位 
本校榮譽講座 

黃廣志 
  

10.23 透光、透明、透情-閱讀吳光禹的水彩寫生
展出藝術家 

吳光禹 
  

11.12 巴洛克甦醒-復古與時尚 陳宣文   

11.27 我的藝術學習與創作歷程 
展出藝術家 

余友涵 
  

12.05 
心靈 Message-探討音樂作品的創作歷

程與情感抒發 

音樂家 

梁孔玲 
  

※表演活動(文化藝術融入通識課程實施計畫)，共計 8場，預計 9,200 人 

日期 時間 演出單位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預約班

級數 

預約

人數

備註

10.15 15:30~17:00 
丹麥 Basix 人

聲樂團 

丹麥 Basix 人聲樂

團巡迴音樂會 

通識中心 

卓越辦公室 
26 1300  

11.04 18:50~20:20 聲動樂團 島嶼‧我的情歌 

進修部 

通識中心 

卓越辦公室 

20 1000  

11.18 20:30~22:00 舞蹈空間 2013『Poewr不一樣』
進修部 

卓越辦公室 
20 1000  

11.19 13:30~15:00 舞蹈空間 2013『Poewr不一樣』
通識中心 

卓越辦公室 
26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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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20:20~21:50 
莎士比亞的妹

妹們的劇團 
請聽我說 

進修院校 

通識中心 

卓越辦公室 

20 1000  

12.19 13:30~15:00 
南熠樂集 VS.

正修學生 
2013 耶誕音樂會

通識中心 

卓越辦公室 
26 1300  

12.24 18:30~20:30 
奇蹟樂團 

海風樂團 
草地星光音樂會 進修部 20 1000  

12.26 15:30~17:00 大開劇團 再說‧再見 
通識中心 

卓越辦公室 
26 1300  

※街頭音樂會，共計 4 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09.25~12.04 16:00~17:30 校園街頭音樂會，共 4場 課外活動組   

※藝文活動，共計 2 場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13 14:00~17:00 人像素描 
課外活動組 

卓越辦公室 
  

12.04 18:30~20:30 2013 創意化妝晚會-奧斯卡時尚獎
課外活動組 

卓越辦公室 
  

※競賽，共計 1 場 

報名日期 展出 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人次 備註

11.04~11.22 12.02~12.27 創意設計競賽-海報設計 課外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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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2 學年度(日間部四技已完成繳費)註冊狀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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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研究所已完成繳費)註冊狀況分析表 

科別 註冊人數 錄取人數 實際註冊率 

電子所 15 22 68.18% 
電機所 10 13 76.92% 
工管所 7 15 46.66% 
資管所 8 10 80.00% 
財金所 7 10 70.00% 
運休所 10 10 100.00% 

機電所 16 23 69.56% 

經管所 11 10 110.00% 

妝彩所 10 10 100.00% 

資工所 7 13 53.84% 

營建所 7 10 70.00% 

(博士班)機電所 3 3 100.00% 

小計 111 149 74.49% 

製表日期： 2013/10/3   

 
102 學年度轉學生註冊狀況分析表 

 註冊人數  錄取人數 實際註冊率 

四技轉學生 195 219 89.04% 

製表日期：102/10/02   

 

 
 

各部別註冊率統計: 
部別 註冊人數 錄取人數 實際註冊率 

四技新生小計 2,249 2,448 91.87% 
研究所新生小計  111  149 74.49% 
四技轉學生  195   219  89.04% 

Total  2,555 2,816  9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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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2 年全國技專校院教務主管會議教育部技職司各科報告資料摘要 
 

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目標：提升技職教育競爭力 
 使高職、技專校院畢業生都具有立即就業的能力 
 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的優質技術人力 
 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刻板印象 
計畫期程 102-106 年，總計 202 億 8,950 萬元。 
 
3 個面向 9 個策略 
　制度調整：政策統整、系科調整、實務選才 
　課程活化：課程彈性、設備更新、實務增能 
　就業促進：就業接軌、創新創業、證能合一 
第二期策略 2-系科調整結合「策略 5-設備更新」方案，優先補助高職及技專校院扶植製造業、

重點產業類科等辦學成本高，且基層技術人力缺乏之相關科班。 
 
學校系科盤點與學生變動分析並建立系科設置資訊平臺，教育部定期提供各年度分析資料建

構系科對應產業需求之運作機制，分析未來可能面臨人才缺乏嚴重產業分析未來可能面臨人

才缺乏嚴重產業。(技職司學校經營科：江增彬科長簡報
http://www.takming.edu.tw/study/102acadseminar/) 
 
鼓勵技專校院進行「系科調整」， 課程規劃大幅實施理念增加實作課程之比重， 配合「設備

更新」， 以加強學生實務能力之訓練及核心技術及（或）設備獨立操作能力之養成。辦理方

向： 
系科調整方式：系科課程更新、分組招生、學分學程、學位學程。 
實作課程要求：每學期均有校內實作或校外實習課程。每學年學生修習實作課程或實習之平

均學分數不得低於 8 學分。 
 
學校應明訂參加計畫學生之學業與技能基本要求，以及各年度所應達到之具體能力指標與畢

業前應取得之證照、檢定或其它同等之證明。辦理期程： 
第一階段( 1 0 3 至 106 年)：製造業與重點產業技術人力缺乏相關系科。 
第二階段( 1 0 4 至 106 年)：醫護、農業、海事與水產技術人力缺乏相關系科。 
第三階段( 1 0 5 至 106 年)：其它產業技術人力缺乏相關系科。 
 
師資增能作法：業師協同教學共構課程並予 e 化，並建立業師人力資料庫；同時鼓勵教師赴

公民營機構進行短中長期研習服務。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 
(一)原授課教師於業師授課時仍應在教室內，以學習業師實務經驗。 
(二)業師聘任能結合學生就業企業，使業師協同授課對學生未來就業更有幫助。 
(三)業師授課之教學資料匯整至課程教材內容。 
 
鼓勵技專教師以技術報告或產學發成果升等及納入教師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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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正修科技大學 

102 年度彙整業師演講教材ｅ化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 102-103 年度計畫書」，方

案 TSH-2-3 活化教法與教材，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實施目的為將業師之教學教材或演講內容ｅ化，並統整建置於學校雲端書櫃中，

提供學生自學之用。 

三、本計畫擬執行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及 101 學年度第 1、2學期之千人業師演講教材ｅ化之

彙整。 

四、計畫申請： 

(一)以各系、學程、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為執行單位，請各系∕學程∕中心主

任協助舉薦一位參與教師協助執行，並得以前一年度參與教師為優先考量（如附表

一）。 

(二)請參與教師任用教材ｅ化助理後（人數如附表二），於 9月 25 日前檢具「102 年度

彙整業師演講教材ｅ化暨教材ｅ化助理申請表」（附件一），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

申請。 

五、經費補助： 

本計畫對每位教材ｅ化助理酌予補助工讀費 16 小時，每小時工讀金 109 元。各教材ｅ化

助理應於 102 年 11 月 6 日前，將工作日誌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楊珮瑜小姐處，以辦理工

讀金核銷作業。 

六、成果繳交： 

各系參與教師應於 102 年 11 月 20 日前，繳交教材ｅ化電子檔光碟片（一式二片）至教

學發展中心楊珮瑜小姐處： 

分機：2770，電子信箱：fion99@csu.edu.tw。 

七、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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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彙整業師演講教材ｅ化計畫之參與教師名單 

院別 系所學程名稱 參與教師 

化工與材料工程系所 葉志成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所 羅晨晃 

機械工程系 蕭惟隆 

電子工程系所 康定國 

電機工程系所 孫火清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所 陳月裡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陳敬良 

資訊工程系 李克明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 黃宏欣 

工學院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蔡文玲 

國際企業系 鍾國揆 

企業管理系所 梁瑋傑 

財務金融系所 周建志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所 李春雄 

幼兒保育系 林琬淇 

應用外語系 孫美文 生活創意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所 洪國欽 

通識教育中心 林綱偉 

師資培育中心 黃玉幸 

 

 

《附表二》：102 學年度第 1學期彙整業師演講教材ｅ化計畫之教材ｅ化助理人數 

院    別 系∕學程別 
參與教師

人數 

教材ｅ化

助理人數

說    明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 2 

電子工程系 1 2 

機械工程系 1 2 

電機工程系 1 2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1 2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 1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1 1 

國際企業系 1 2 

企業管理系 1 3 

金融管理系 1 1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系 1 1 

幼兒保育系 1 1 

應用外語系 1 1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1 2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 1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 2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1 2 

1.欄位「系∕學程別」，

乃依本學年度起之系∕

學程名稱暨千人業師成

果報告量所列，新增或

量少之系∕學程∕中心

則暫不於本次執行 

2.本次計畫之教材ｅ化助

理共編列 28 人，所列各

系∕學程之教材ｅ化助

理人數，則依千人業師

成果報告量加權分配 

3.原化工與材料工程系及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併

入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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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2 年度彙整業師演講教材ｅ化暨教材ｅ化助理申請表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 
申請日期：102 年 9 月  日

姓  名  姓  名  

單  位  班  級  

分  機  學  號  

手  機  手  機  

參 

與 

教 

師 E-Mail  

教

材

ｅ

化 E-Mail  

檢附資料：□.學生證、身分證與帳戶存摺等影本；□.曾擔任教學助理者，毋須再檢附相關資料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存 摺 封 面 影 本 黏 貼 處 

(字體請影印清楚，以便核對帳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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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TSH-1-3 教學諮詢與觀摩 

「良師益友」經驗分享實施計畫 

 

一、依據正修科技大學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102-103 年度計畫書方案

TSH-1-3 教學諮詢與觀摩。 

 

二、目的：為提升教學效能，增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教學內涵，邀請校內資深教學、教學

績優及各領域教學頗有心得之教師，與各科系教師透過主題式經驗交流方式，互相

討論教學經驗，互相成長學習。 

 

三、實施方式： 

(一) 成立原則：請各系/學程主任於本學期，系務會議安排 1-2 位彈性薪資優秀教學教

師、教學績優教師或教學優良教師等，進行良師益友教學經驗分享，增進同儕分享

機制。 

(二) 進行方式：活動以多元方式進行，可為主題報告、議題討論、專業對話、成果分享、

教學觀摩等形式。 

(三) 成果報告：請於經驗分享結束後提供活動內容講議（電子檔）、與會簽到表及活動照

片（附件一），於 12 月 23 日(一)前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楊珮瑜小姐處分機：2770，電子

信箱：fion99@csu.edu.tw。 

 

四、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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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          系「良師益友經驗分享」 

簽到表 
 

 日    期： 

 地    點：  

 出席人員： 

姓 名 簽 名 欄 姓 名 簽 名 欄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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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煩請自行拍照) 

 

請填寫完成回傳至教學發展中心       楊珮瑜 fion99@csu.edu.tw，分機 2770 

 

  

照片說明 照片說明 

  

照片說明 照片說明 

  

照片說明 照片說明 

http://tw.mc740.mail.yahoo.com/mc/compose?to=fion99@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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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正修科技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102.07.19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要求總學分數 26 必修學分數 18 選修學分數 8 

類  型 科    目    名    稱 學分數 備      註 

教育概論 2 

教育心理學 2 

教育哲學 2 

教育基礎 

課程 

教育社會學 2 

至少 2科 4學分，須包

含教師專業倫理、十二

年國民基本教育及德智

體群美五育之內涵。 

教學原理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學習評量 2 

輔導原理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2 

教育方法 

課程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至少 5科 10 學分。 

(原為 3科 6學分) 

※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 2 教材教法與教

學實習課程 ※分科/分領域（群科）教學實習 2 

1.※為必修。 

2.至少 2科 4學分。 
※教育議題專題 2 

青少年發展與輔導 2 

發展心理學 2 

青少年心理學 2 

補救教學 2 

教育行政 2 

學校行政 2 

教育法規 2 

教師專業發展（含教師專業倫理） 2 

教育研究法 2 

親職教育 2 

性別教育 2 

閱讀教育 2 

人際關係 2 

行為改變技術 2 

生涯規劃與發展 2 

科學教育 2 

資訊教育 2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作學習、差異化教學) 2 

心理與教育測驗 2 

選修 

課程 

特殊教育導論（特殊需求學生教育） 3 

※為必選（含藝術與美感
教育、性別教育、人權
教育、勞動教育、法治
教育、生命教育、品德
教育、家政教育、家庭
教育、海洋教育、多元
文化教育、新移民教
育、原住民教育、媒體
素養教育、生涯發展教
育、環境教育、藥物教
育、性教育、國際教
育、安全與防災教育、
理財教育、消費者保護
教育、觀光休閒教育、
另類教育、生活教育及
其他新興議題等各類
教育議題，並依當前教
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
求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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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情緒管理 2 

修課通則 

一、 每位師資生第一年應先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 12 學分(含)以上，第

二年方可修習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其中班級經營、教育心理學、教學原理

及課程發展與設計四科，每位師資生皆應修習。 

二、 非選修課程之超修科目學分數得列入選修課程科目學分數計算。 

三、 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及分科/分領域（群科）教學實習應於就讀學程二年級(或

以上)方可修習，且先修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後修分科/分領域（群科）教

學實習。 

四、 每學期至少修習 2學分(全學期至校外實習者除外)，最多可修 8學分(延畢當年除外)。

五、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若與專門課程科目相同或相似，僅能擇一採計，不得重複採計

學分。 

六、 本校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始可申領修畢中等學校教

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實地學習內容包含學校見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

輔導或服務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實地學習之認證辦法另訂

之。 

說明: 畫線部分為配合教育部來文修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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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實地學習實施辦法 

102.07.19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第 一 條  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強化師資

生實務教學能力，提升師資生職場適應力與競爭力，依教育部 102 年 6 月 17 日

臺教師(二)字第 1020077866B 號令頒布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科目及學

分對照表實施要點」第四項第(七)點訂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實地學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 二 條  凡本校師資生於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期間應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五十四

小時，始得申領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 三 條  本校師資生實地學習內容包含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見習、

試教、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教學實務活動。 

第 四 條  本校師資生實地學習以認證方式，由本中心統籌認證、採計。師資生應於實地

學習活動結束後，檢具相關文件，交由本中心核章登錄。 

第 五 條  本校師資生實地學習認證採計原則如下: 

(一) 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不含分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中所規劃之實地學

習，至少 6 小時。 

(二) 本中心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課程實地學習，至少 16 小時。 

(三) 本中心分科/分領域(群科)教學實習課程實地學習，至少 20 小時。 

(四) 師資生自行規劃並經中心認可之中等學校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

等實地教學活動，至少 12 小時。 

第 六 條  本校師資生申請實地學習時數認證時，需檢附「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

資生實地學習認證護照」，繳交書面心得報告一份，並取得授課教師或協同輔導

教師簽名(或檢附實習服務單位之工作服務證明)，始可申請採認該實地學習時

數。 

第 七 條  師資生實地學習所需費用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 八 條  實地學習認證護照應由個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需檢附所有相關證明，至師

資培育中心辦理補發，無法提出證明之部分，將不予採認。 

第 九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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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十八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二十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1 年 9 月 18 日台(91)師（二）第 91137688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二十四日教務會議再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 年 4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20057502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3 年 2 月 10 日台中（二）字第 0930015575 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二十六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 年 10 月 19 日台中（二）字第 0940142044 號函同意備查 

96 年 11 月 16 日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12 月 2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7 年 2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70027260 號函同意核定 

99 年 9 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三、六、八條 

100 年 3 月 14 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六、七、八、九、十、二十一、二十三條 

教育部 100 年 5 月 2 日臺中(二)字第 1000073651 號函同意核定 

102 年 7 月 19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及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經教育部核准培育中等學校

師資。 

第三條 本校研究所碩、博士班，大學日間部、進修部(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院各學

系(學位學程)之四年制二年級以上與二年制學生，以及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學生，於報考教育學程時具有本校學生身分，且成績符合本辦法第

六條規定者，得申請參加教育學程甄試。 

第四條 每學年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之名額為準。 

第五條 凡本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向師資

培育中心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概不受理。 

第六條 本校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必須符合以下基本條件： 

(一) 大學部各學制學生： 

1. 操行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

班前百分之五十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二) 研究生： 

1.操行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含)以上或大學在學期

間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3.復學者，以其休學前一學期成績計算之。 

(三) 參加國際級競賽而取得甄審入學之大學二年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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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部學生： 

（1）操行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平均達 68 分(含)以上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該

班前百分之六十五者(原住民籍學生除外)。 

2.研究生： 

（1）操行成績前一學期達 80 分(含)以上。 

（2）學業成績前一學期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達 73(含)以上或大學在學

期間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四) 二技新生與碩、博士班新生，於原校畢業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操行成

績達 80 分以上者，始可參加甄試。 

第七條 凡本校或他校當學年度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本校之碩、博士班，如擬繼續修

習相同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依本校學則及教育學程甄選、修習與學

分採計等相關規定辦理。他校師資生如欲移轉相同師資類科資格繼續至本校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經兩校之同意，且確認他校有經教育部核定與本

校培育相同類別與學科，得移轉師資生資格，入學後由本校輔導修習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本校當年度應屆畢業師資生考取他校之碩、博士生，如擬移轉

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該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確認他校有經教

育部核定與本校培育相同類別與學科，並經兩校同意後，始得移轉資格。由

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校不再辦理師資生缺額遞補。 

第八條 師資生因學籍異動轉學擬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應確認轉出與轉入兩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類別及學科，並

經轉出及轉入兩校同意，得移轉相同類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轉入本校之師資生由本校妥為輔導修課，若由本校轉出之師資生，本

校不再辦理師資生缺額遞補。 

第九條 本校師資生欲至他校跨校修習相同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確認本校與

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准開設相同之類群科別，並經本校及他校同意後始得辦

理；其學分之採認，抵免學分之期限、比例等，依據本校學則及本中心相關

規定，由本校辦理之；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

額，並納入教育部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總量內。 

第十條 教育學程甄選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要點之規定辦理，該要

點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一條 原住民籍學生參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錄取標準降低總分百分之二十

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至多以三人為限。考試成績未經降低錄取分數

已達一般錄取標準者，不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本學程修業年限應至少二年，另加半年全時教育實習，每學期至少修習 2

學分(全學期至校外實習者除外)，至多以不超過 8 學分為原則，延畢生則不

受至多 8 學分之限制。因修習教育學程而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

者，得申請延長修業年限一至二年；其延長之年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細則所

定延長修業年限內計算。 

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

定採計學分，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抵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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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以各類師資培育學程專業科目應修學分之四分之一為上限，其教育學程修

業年限自經甄試通過後起算應逾一年以上，另加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 

教育學程學分扺免或採認，應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程

內涵與成績要求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 

有關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扺免辦法另訂之，據以辦理。 

第十四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申請延長修業年限者，其每學期修習主、輔系及教育學

程學分數合計未達九（含）學分者，應繳交學分費；合計在九學分以上者（研

究生論文學分另計），應依學校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第十五條 本學程課程規劃為教育專業課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含必修至少 1418 學分：

包括教育基礎課程必修至少 4 學分且至少 4 科選 2 科 2 科 4 學分，須包含

教師專業倫理、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及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內涵；教育方法

學課程必修至少 6 學分且至少 6 科選 3 科 5 科 10 學分；教材教法及教學實

習課程按各群科修習至少必修各 1 科共 4 學分；以及選修課程至少 12 8 學

分），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所修群科別應與半年全

時教育實習群科別相同。 

師資生第一年應先修習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至少 12 學分（含）

以上，第二年方可修習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 54 小時，始可申領修畢中等

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十六條 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學課程其必修所超出之科目及學分數，可計入選修

科目及學分數內。非選修課程之超修科目學分數得列入選修課程科目學分數

計算。 

第十七條 延長修業年限之學生及應屆畢業生最後一學期得以修習該學期所開設之教

育課程學分為上限，惟學生各學期修習總學分數，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修習教育學程期間，若學業成績不及格之學分數達 8 學分，或記大過以上之

處分者，應予註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並須親至師資培育中心填寫放棄修習

教育學程切結書。本校不再辦理缺額遞補。 

第十九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單科缺曠課時數達該科目授課時數三分之一以

上(含)者，該科目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學生並不得要求退還所繳之費用。

第二十條 教育學程授課時段以安排於日間授課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視情況安排於夜間

或週六授課。 

第二十一條 核准修習本學程者，應於公告期限內繳交規定之費用，完成選課程序，逾期

未繳費者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依規定刪除其教育學程資格，且所修之學分

不予承認，本校不再辦理缺額遞補。 

第二十二條 

 

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第四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必須符

合下列情形之一，始得參加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

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者。 

本辦法所指普通課程，係指各相關系所規定之所有畢業應修課程及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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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參加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二十三條 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九條規定，各系學生修滿規定年限，並修滿各該系規定學

分且成績及格者方得畢業，惟因修習教育學程自願延長修業年限者，得切結

自願延長修業年限同意書。如因其它因素必須放棄修習教育學程，則應於學

期加退選期限內（依學校規定）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同意後送教務處審查核

可後，註銷其修習教育學程資格；經註銷之師資生缺額，本校不再辦理遞補。

第二十四條 依師資培育法第八條、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學生，依大學法規定，取得畢業資格者，得不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先行畢業。 

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生，修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者，得自行向本校或其他

開設有相同師資類科之師資培育大學，申請參加半年教育實習課程，成績及

格者，由本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但本校已停招或停辦者，得由

辦理教育實習課程之師資培育大學會同本校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二十五條 本校辦理半年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得依規定向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

育實習輔導費；有關本學程教育實習課程之實施規定及相關細則另於實習輔

導辦法中訂定之並據以辦理。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及其施行細則、大學設立師資培育中心辦

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教育部相關函示意旨及

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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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碩士班 

修訂說明：為擴展研究所專業視野及加強議題討論能力，102 學年碩士班新增「書報討

論(三)」和「書報討論(四)」課程為必修課程，畢業學分與跨組選修學分規定。 

修訂前 修訂後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碩士班 102 - -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 - - -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碩士班 102 新增 二上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M05205
書報討論

(三) 
1/2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碩士班 102 - -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 - - -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碩士班 102 新增 二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必修 M05206
書報討論

(四) 
1/2 

 

畢業總學分至少 32 學分 (必修 8 學分，選

修 24 學分)，選修學分應含核心選修至少 6

學分，得跨所選修至多 6學分。 

畢業總學分至少 34 學分 (必修 10 學分，選

修 24 學分)，選修學分應含核心選修至少 6

學分，得跨所選修至多 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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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進四技 99-101 學年 

修訂說明：依據業界需求與學生意見，新增「綠能科技概論」、「電工電腦製圖」課程，

調整「半導體製程」、「工業安全」、「光電工程概論」課程。 

修訂前 修訂後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99、

100、101 
- -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 - - -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99、

100、101 
新增 四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54 
綠能科技概

論 
2/2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100、101 
- -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 - - -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100、101 
新增 三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65 
電工電腦製

圖 
3/3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100、101 
- 四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100、101 
調整 三上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25 半導體製程 3/3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99、

100、101 
- 三上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44 工業安全 2/2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99、

100、101 
調整 四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44 工業安全 2/2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99、

100、101 
- 三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51 
光電工程導

論 
3/3 

 

學制學年 修訂類別 開課學期 修訂組別

進四技 99、

100、101 
調整 四下 一般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專業選修 905852 
光電工程概

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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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101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102.9.18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80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5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9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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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6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2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3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8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4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0 體育(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1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31A01 休閒與運動管理導論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1A02 休閒遊憩概論 2/2 專業必修 431A07 統計學 2/2 
專業必修 431A03 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5 休閒社會學 2/2 

專業必修 431A04 管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6 休閒服務品質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05 會計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7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必修 431A06 運動與全人福祉 2/2 專業選修 431N08 休閒養生功法 2/2 

專業選修 431N01 服務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09 運動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4 運動科學概論 2/2 專業選修 431N10 運動生物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3 休閒養生科學概論 2/2 專業選修 431N11 運動生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2 休閒產業經營管理概論 2/2 專業選修 431N12 專長術科（一） 1/2 
    專業選修 431N22 戶外活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57 定向運動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1 小時（7＋2＋1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4 小時（9＋2＋2）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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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4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08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三）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12 網際網路應用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3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選修  通識博雅（四） 2/2 
專業必修 431A09 人力資源管理 2/2 通識博雅必修 431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1A10 行銷管理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7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1A11 休閒與運動產業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25 都會休閒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13 老化與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26 休閒活動領導 2/2 
專業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27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15 運動賽會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28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431N17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一) 1/2 專業選修 431N29 網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18 網球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95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二) 1/2 

專業選修 431N19 羽球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0 羽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0 游泳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1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1 健身運動指導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2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35 探索教育 2/2 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練學 2/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34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431N24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431N36 自行車 2/2 

專業選修(教) 431N72 足球 1/2 專業選修 431N37 水上活動 2/2 
專業選修(教) 431N73 休閒活動理論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99 運動英文 2/2 

    專業選修(教) 431N74 木球 1/2 

    專業選修(教) 431N75 運動教育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 學分 39 小時（3＋2＋8）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 學分 39 小時（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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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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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8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31A18 畢業專題實習 9/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9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五）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0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1A13 休閒運動管理實務(一) 1/2     

專業必修 431A14 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31A15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專業必修 431A16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17 電子商務與網路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1N38 公共關係與整合行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0 養生村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42 不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43 登山與露營 2/2     
專業選修 431N45 運動教練學 2/2     
專業選修 431N46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431N76 健康與體育概論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1 學分 34 小時（4＋2＋9） 本學期開課最高 9學分   小時+(實習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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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1A22 實務專題<二> 2/2 

通識基礎選修  通識博雅（六） 2/2 專業必修 431A23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理人講座 2/2 
專業必修 431A19 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選修 431N6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20 休閒運動管理實務(二) 1/2 專業選修 431N61 餐旅服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21 創意與美學訓練 2/2 專業選修 431N62 特色民宿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7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1N63 度假村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8 鄉村旅遊與休閒 2/2 專業選修 431N64 水療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5 網球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6 羽球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1 長宿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7 游泳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2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68 健身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3 網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69 潛水 2/2 
專業選修 431N54 羽球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70 直排輪 2/2 

專業選修 431N55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71 動作學習 2/2 
專業選修 431N56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58 溯溪 2/2     

專業選修 431N59 體能訓練理論與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2 小時（0＋2＋5）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 學分 32 小時（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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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102.09.18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必修 70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4學分、專業必修  36 學分』  

                       選修 66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54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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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6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2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課
程-國際情勢(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8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4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
課程-防衛動員(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0 體育(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1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31A01 休閒與運動管理導論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1A02 休閒遊憩概論 2/2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1A04 管理學 2/2 專業必修 431A16 財務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06 運動與全人福祉 2/2 專業選修 431N05 休閒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431N13 老化與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06 休閒服務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07 消費者行為 2/2 專業選修 431N08 養生保健功法 2/2 
專業選修 431N11 運動生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9 運動心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1N12 專長術科（一） 1/2 專業選修 431N10 運動生物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83 球類專長訓練(一) 1/2 專業選修 431N24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431N84 游泳專長訓練(一) 1/2 專業選修 431N86 球類專長訓練(二) 1/2 

專業選修 431N85 健身專長訓練(一) 1/2 專業選修 431N87 游泳專長訓練(二) 1/2 
專業選修 431N96 體育原理(教) 2/2 專業選修 431N88 健身專長訓練(二) 1/2 
專業選修 431N97 體育課程設計(教) 2/2 專業選修 431N57 定向運動 2/2 

專業選修 431N98 體育史(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1 小時（      ） 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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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12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4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08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三）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12 網際網路應用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3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選修  通識博雅（四） 2/2 
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通識博雅必修 431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1A09 人力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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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14 專業倫理 2/2 
專業必修 431A24 專案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2 特色民宿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77 團康活動領導 2/2 
專業選修 431N17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一) 1/2 專業選修 431N40 養生村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83 球類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28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431N20 游泳運動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95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二) 1/2 
專業選修 431N21 健身運動指導科學 2/2 專業選修 431N78 球類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5 休閑遊憩資源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31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27 養生保健事業策略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32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34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431N46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431N89 球類專長訓練(三) 1/2 專業選修 431N92 球類專長訓練(四) 1/2 

專業選修 431N90 游泳專長訓練(三) 1/2 專業選修 431N93 游泳專長訓練(四) 1/2 
專業選修 431N91 健身專長訓練(三) 1/2 專業選修 431N94 健身專長訓練(四) 1/2 
專業選修 431N36 自行車 2/2 專業選修 431N70 直排輪 2/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79 露營 2/2 
    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練學 2/2 
    專業選修 431N99 運動英文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2 學分 37 小時（     ）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 學分 39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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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含： 

校訂：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共 42 學分 

院訂：必修 4 學分 

系訂：必修 36 學分』，選修 54 學分共 90 學分  

2、系訂選修：運動績優入學學生必須修習「運動產業管理課群中之 2 個模組」的整組課程（唯模

組八戶外休閒活動指導至少應選 5 門，可以多修但不列入畢業學分）。 

其他方式入學學生可選「休閒產業管理課群中之 2 個模組」或「運動產業管理課群中之 2個模

組」的整組課程。 

3、跨領域學分學程選擇一個整組課程（10 學分） 

4、仍有不足之選修學分，可從其他任一模組選修課程補足；體育師資培育課程學生修習競技運動

指導模組之課程可列入畢業學分計，其他學生修習此模組課程則不列入畢業學分中。 

 

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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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8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31A27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通識基礎必修 431019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五）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0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1A15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專業選修 431 N38 公共關係與整合行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431 N15 運動賽會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 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 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42 不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80 登山 2/2     

專業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5 運動教練學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31 學分 34 小時（      ） 本學期開課最高 9學分   小時+(實習六個月)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1021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1A29 實務專題（二） 1/2 
通識基礎選修  通識博雅（六） 2/2 專業必修 431A23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理人講座 1/2 

專業必修 431A2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1N6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理 2/2 
專業必修 431A25 休閒運動管理實務 1/2 專業選修 431N61 餐旅服務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7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1N58 溯溪 2/2 

專業選修 431N48 鄉村旅遊與休閒 2/2 專業選修 431N51 長宿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82 球類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3 度假村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7 游泳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64 水療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68 健身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1N52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71 動作學習 2/2 
專業選修 431N81 球類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55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56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69 潛水 2/2     

專業選修 431N59 體能訓練理論與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2 小時（       ）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 學分 32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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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理系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102.08.23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73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39 學分、院訂必修 4學分』 

       選修 53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1 學分』 

                            跨領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科目類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數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1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6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2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7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練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9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4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0 服務學習（二） 1/2 
專業必修 434A01 餐飲管理概論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02 營養學 2/2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4A03 餐飲文化 2/2 專業必修 434A06 烘焙基礎實作 2/4 
專業必修 434A04 餐飲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專業必修 434A07 中餐基礎廚藝 2/4 
專業必修 434A05 飲務實務 2/4 專業必修 434A08 西餐基礎廚藝 2/4 

專業選修 434N01 冰雕與蔬果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4N03 流行冰品與飲料調製 2/3 
專業選修 434N02 餐飲服務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4N04 食物學 2/2 

    專業選修 434N05 餐飲服務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4N06 餐飲資訊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4N07 顧客關係管理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9 學分 41 小時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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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1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3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4 英語會話（二）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09 多媒體製作 2/3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三）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路應用 2/3 

通識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四） 2/2 
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4A10 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2/2 通識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專業選修 434N08 茶藝與茶道實務 2/3 專業必修 434A12 餐飲志工服務實習(一) 1/2 
專業選修 434N09 葡萄酒知識品評 2/2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4N10 餅乾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19 烘焙進階廚藝 4/6 

專業選修 434N11 蛋糕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0 中式點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12 素食料理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1 中餐進階廚藝 4/6 
專業選修 434N13 西式蔬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2 特色異國料理 2/3 

專業選修 434N14 說菜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料理 2/3 
專業選修 434N15 餐飲服務品質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4N24 中式米麵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16 餐飲創意行銷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4N17 宴會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4N18 綠色輕食料理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34 學分 4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31 學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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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A14 餐飲業經理人講座 1/2 專業必修 434A17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專業必修 434A15 專業證照輔導 1/2     

專業必修 434A16 餐飲志工服務實習(二) 1/2     

專業選修 434N25 西式點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6 蛋糕裝飾 2/3     

專業選修 434N27 創意調酒理論與實務 2/3     

專業選修 434N28 巧克力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9 台灣傳統料理 2/3     

專業選修 434N30 鐵板燒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1 宴會餐點 2/3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連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34 餐飲人力訓練與發展 2/2     

專業選修 434N35 酒會製作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學分   小時+(實習六個月)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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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7 英文能力檢定 0/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五） 2/2 專業必修 434A19 實務專題(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選修 434N45 歐式麵包製作 3/4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4N46 和果子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6 創意麵包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47 西餐進階廚藝 4/6 

專業選修 434N37 咖啡館實務專題 2/3 專業選修 434N48 養生膳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8 冰淇淋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49 筵席菜餚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理 2/2 專業選修 434N50 宅配餐飲商品開發 2/2 

專業選修 434N40 燒臘滷燻焗烤 2/3 專業選修 434N51 餐飲經營管理學 2/2 

專業選修 434N41 套餐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42 創業小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43 節慶婚禮服務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4N44 餐飲微型創業管理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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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97/06/04 院課程委員會制訂 97/06/09 院課程委員會送校務會議 
97/12/11 數位內容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99/01/26 數位內容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102/02/26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102/03/11 院教務會議制定 102/03/18 校教務會議制定 
102/09/27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委員會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學位學程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必修 82 學分【含通識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6 學分】 

             選修 50 學分【含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8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9 學分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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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O001 軍訓(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2 軍訓(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6 服務學習(一)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7 服務學習(二)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3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04 國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08 英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09 英文(二) 3/3 

通識基礎必修 4O015 計算機概論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O404 程式設計   2/3 

專業必修 4O401 數位內容概論 3/3 專業必修 4O405 動畫設計概論  3/3 

專業必修 4O402 藝術設計概論 3/3 專業必修 4O406 電腦媒體應用  2/3 

專業必修 4O403 數位色彩學 3/3 專業必修 4O429 平面設計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01 電腦繪圖   2/3 專業選修 4O802 插畫設計  3/3 

必修合計 17/24 必修合計 14/24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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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三)  0/2 通識基礎必修  體育(四) 0/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5 實用中文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1 英語聽講練習(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0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0 英語聽講練習(一) 2/2 專業必修 4O412 動畫角色設計  2/3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O413 數位媒體腳本製作(一)  2/3 

專業必修 4O408 互動式網頁製作(一)   2/3 專業必修 4O431 3D 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09 3D 動畫製作(一)  2/3 專業必修 4O415 科技管理 3/3 

專業必修 4O430 2D 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選修 4O805 互動式網頁製作(二)   3/3 

專業必修 4O411 管理學 3/3 專業選修 4O806 3D 動畫製作(二)  3/3 

專業選修 4O803 資料庫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07 數位攝影與處理  3/3 

專業選修 4O804 數位音樂製作 3/3 專業選修 4O808 科技行銷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09 創意思考訓練 2/2 

必修合計 14/20 必修合計 10/16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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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年上學期 第三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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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O007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3 英語會話(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4O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六) 2/2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O420 專案管理 3/3 

專業必修 4O416 人機互動設計  2/3 專業必修 4O421 場景設計  3/3 

專業必修 4O417 後製與特效  2/3 專業必修 4O422 數位行動應用  2/3 

專業必修 4O418 影音動畫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23 數位行動應用專題  1/3 

專業必修 4O419 創新與創業管理 2/2 專業選修 4O814 動作捕捉與編輯  3/3 

專業選修 4O810 數位資訊網路  3/3 專業選修 4O815 數位遊戲企劃  3/3 

專業選修 4O811 數位媒體腳本製作(二)  3/3 專業選修 4O816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O812 數位遊戲概論  2/2 專業選修 4O817 科技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13 科技策略管理 3/3 院級選修 4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40 企業海外經營實務 2/2 院級選修 4UN020 網路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50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30 財金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90 實用管理英文 3/3 

院級選修 4UN070 資訊管理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UN080 金融投資實務 3/3     

必修合計 10/15 必修合計 10/14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年上學期 第四學年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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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O014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4O425 畢業實務專題(二)  1/3 

專業必修 4O424 畢業實務專題(一)  1/3 專業必修 4O427 數位內容講座 2/2 

專業必修 4O426 創意商品設計  2/3 專業必修 4O428 數位內容證照檢定 1/0 

專業選修 4O818 數位學習應用  3/3 專業選修 4O822 數位出版典藏  3/3 

專業選修 4O819 數位遊戲設計  3/3 專業選修 4O823 虛擬實境  3/3 

專業選修 4O820 數位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O824 創業投資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21 知識管理 3/3 專業選修 4O825 科技法律  2/2 

專業選修 4O827 數位內容科技管理實務實習 2/◎ 專業選修 4O826 科技倫理  2/2 

專業選修 40O8541 校外實習 9/9 專業選修 40O8581 數位導播運用與轉播  3/3 

專業選修 40O8551 廣告學 2/2 專業選修 40O8591 廣告企劃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O8561 EDIUS 數位電視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O860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二) 1/1 

專業選修 40O857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一) 1/1      

必修合計 3/8 必修合計 4/5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每學期修課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備註：1.表示需電腦上機；2.管理學院暨人文社會學院學生通識博雅課程選修規定：人文學領域不得少於 2 學分、社會科學領域不得少於 4 學分、

自然科學領域不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領域不得少於 2 學分；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力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

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讀英文能力檢定課程；4.「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讀，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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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102 學年度休閒與運動管理系課程架構 

 

系訂必修：休閒與運動管理導論(1/2)、運動與全人福祉、休閒遊憩概論、管理學、財務管理、人力資源管理、行銷管理、專業倫理、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休閒與運動管理實務(1/2)、畢業專題實習(9)、
          實務專題(一) (1/2)、實務專題(二)(1/2)、專案管理、休閒與運動產業經理人講座(1/2)、多媒體製作、網際網路應用 
 
通識必修：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探索教育）（體適能）（游泳）（水上救生） 

36 

休閒產業管理課群必選（10） 運動產業管理課群必選（10） 

休閒服務品質管理、消費者行為、老化與養生保健、休閒社會學、公共關係
與整合行銷傳播 

運動生理學、運動心理學、運動生物力學、運動賽會管理、運動科學儀器操作(一)(二) 

師資培育課程 

 
跨系選修 

模組一 

休閒產業經營管

理 (江哲超) 

模組二 

活動事件管理 

(李龍淵) 

模組三 

養生產業經營管理 

(薛凱峯) 

模組四 

養生服務技能 
(劉文禎) 

模組五 

球類產業管理 

(洪國欽) 

模組六 

游泳產業管理 

(謝謨郁) 

模組七 

健身產業管理 

(李淑惠) 

模組八 

戶外休閒活動 

指導 (唐國峰) 

競技運動指導 

(林川景) 觀光服務 

旅運管理 

1. 觀光地理 
2. 領隊導遊實務 
3. 導覽解說 
4. 旅程規劃 
5. 航空票務 
6. 旅遊糾紛與危

機處理 

旅館管理 

1.都會休閒產業
經營管理 

2.特色民宿經營
管理 

3.社區休閒營造
與服務 

4.鄉村旅遊與休
閒 

5.文化創意產業
經營管理 

  

1.休閒活動規劃 
2.休閒活動領導 
3.節慶活動管理 
4.會展規劃與管 
  理 
5.餐旅服務管理 

1.養生保健事業
經營管理 

2.養生村經營管
理 

3.度假村經營管
理 

4.長宿經營管理 
5.溫泉產業經營

管理 

1.養生保健餐飲 
2.休閒養生功法 
3.足體養生保健 
4.水療養生保健 
5.經絡養生保健  
 

1. 球類運動科學 
2. 球類指導理論與實務

（一） 
3. 球類指導理論與實務

（二） 
4. 球類俱樂部經營管理
5. 球類專長訓練

(一)(二)(三)(四) 

1. 游泳運動科學 
2.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

（一） 
3. 游泳指導理論與實務

（二） 
4. 游泳俱樂部經營管理
5. 游泳專長訓練 

（一）（二） 
（三）（四） 

 

1. 健身運動指導科學 
2.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

與實務（一） 
3. 健身運動指導理論

與實務（二） 
4. 健身運動俱樂部經

營管理 
5. 不同群體運動指導 
6. 健身專長訓練【有氧

舞蹈、墊上核心、健
美與塑身、瑜珈】 

 

1. 登山 
2. 定向運動 
3. 溯溪 
4. 潛水 
5. 直排輪 
6. 自行車 
7. 露營 

1. 運動訓練學 
2. 運動教練學 
3. 運動營養學 
4. 動作學習 
5. 體能訓練理

論與實務 
6. 專長術科 

（一）（二）
（三）（四）
 

1.客務管理實務 
2.房務管理實務 
3.宴會與會議管理
4.高級管家服務 
5.旅館安全與衛生

管理 

6.旅館資訊系統 

10 10 10 10 12 12 10 10 14 餐飲管理 

1.咖啡烘焙與調製
2.創意調酒 
3.創意茶飲與冰品
4.餐廳規劃與管理
5.餐飲連鎖經營管

理 

6.餐飲微型創業 

說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含: 
  校訂:通識基礎必修 30 學分，通識博雅選修 12 學分共 42 學分 
  院訂:必修 4 學分 
  系訂:必修 36 學分，選修 54 學分共 90 學分 
2.系訂選修 
  運動績優入學學生必須休習「運動產業管理課群中之 2個模組」的整組課程(為模組八戶外休閒活動指導至少選 5 門，可以多修但不列入畢業學分)。 
  其它方式入學學生可選「休閒產業管理課群中之 2個模組」或「運動產業管理課群中之 2個模組」的整組課程。 
3.跨領域學分學程選擇一個整組課程(10 學分) 
4.仍有不足之選修學分，可從其他任一模組選修課程補足；體育師資師培課程學生修習競技運動指導模組之課程可列入畢業學分計，其他學生修習此模組課程則不列入畢業
學分中。 

為外加學分 

10 

 

 

10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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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  102/09/23 

文化創意設計產業學分學程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創意產經營學位學程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一上 創意思考與方法 2 一下 文化創意產業概論 2 

一上 視覺設計概論 2 二下 創意商品行銷企畫 2 

二下 符號與圖象應用 2 三上 亞洲流行文化 2 

三下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

開發 

2 四上 世界文化概論 2 

四上 設計企畫撰寫 2 四下 全球創意產業專題講

座 

2 

 

 

數位繪畫創意學分學程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一上 視覺設計概論 2 一上 數位內容概論 3 

一上 設計素描(一) 2 一下 動畫設計概論 3 

一下 設計素描(二) 2 二上 3D 動畫製作 3 

二上 設計表現技法(一) 2 二下 數位內容市場調查 2 

二下 設計表現技法(二) 2 二下 互動媒體設計 3 

二下 符號與圖象應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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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數位多媒體設計系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  102/09/23 

文化創意商品設計學分學程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基礎 3D 動畫 3  符號與圖像應用 2 

 數位媒體企畫 3  故事編撰 2 

 互動媒體設計 3  繪本編輯製作 2 

 數位內容市場調查 2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

開發 

2 

 創意商品設計 3   角色造型設計(一) 2 

 科技與法律 2  角色造型設計(二) 2 

 

 

數位產業經營管理學分學程 

數位多媒體設計系 企業管理系組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後製與特效 3  會計學(一) 2.5 

 數位媒體企畫 3  管理學 2 

 數位內容市場調查 2  行銷管理 3 

 網站規劃與設計 3  人力資源管理 3 

 創意商品設計 3  財務管理 3 

 虛擬實境 3  投資學 2 

 科技與法律 2  整合行銷溝通 2 

    網路創業實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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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 餐飲管理課程架構 
 

跨領域選修 

學分學程 

休閒產業學分學程

校訂： 

通識基礎必修：國文(一)、國文(二)、英文(一)、英文(二)、軍訓(一)、軍訓(二)、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計算機概論、

英語聽講練習(一)、英語聽講練習(二)、實用中文、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英語會話(一)、英語會話(二)、環境

與人類生態、英文能力檢定、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 

通識博雅選修：通識博雅(一)、通識博雅(二)、通識雅博(三)、通識雅博(四)、通識雅博(五)、通識雅博(六) 

(42) 

院訂必修:生活美學、創意與創業 (4) 

                                                      系訂必修 

1. 節慶活動管理 
2. 民宿經營管理 
3. 養生村經營管理
4. 會展規劃與管理
5. 休閒活動規劃 
6.養生保健事業與

管理 

餐飲管理概論、中餐基礎廚藝、西餐基礎廚藝、烘焙基礎實作、飲務實務、校外實習、實務專題(一)(二)、餐飲志工服務實習

(一)(二)、餐飲業經理人講座、餐飲食品衛生與安全、餐飲文化、餐飲英文、營養學、專業證照輔導、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多媒體製作、網際網路應用 

(39) 

旅館管理學分學程

                                                      系訂選修 

中西廚藝模組 烘焙調飲模組 餐飲管理與服務模組 

1. 客務管理實務 
2. 房務管理實務 
3. 旅館管理概論 
4. 高級管家服務 
5. 旅館安全與衛生

管理 
6.旅館資訊系統 

旅運管理學分學程

1.中餐進階廚藝      10.特色異國料理 

2.西餐進階廚藝      11.養生膳食製作 

3.中式米麵食製作    12.綠色輕食料理 

4.冰雕與蔬果藝術    13.創業小吃製作 

5.食物學            14.筵席菜餚製作 

6.台灣傳統料理      15.宴會餐點 

7.燒臘滷燻焗烤      16.西式蔬食製作 

8.素食料理製作      17.套餐製作 

9.鐵板燒製作        18.日式料理 

1.烘焙進階廚藝       10.歐式麵包製作 

2.西式點心製作       11.巧克力製作 

3.蛋糕製作           12.咖啡館實務專題 

4.茶藝與茶道實務     13.餅乾製作 

5.葡萄酒知識品評     14.和果子製作 
6.創意麵包製作       15.冰淇淋製作 
7.蛋糕裝飾           16.中式點心製作 
8.創意調酒理論與實務 17.酒會製作 
9.流行冰品與飲料調製 

1.餐飲服務實務(一)  10.節慶婚禮服務規劃 

2.餐飲服務實務(二)  11.餐飲微型創業管理 

3.說菜藝術          12.餐飲連鎖事業經營 

4.餐飲服務品質管理  13.宅配餐飲商品開發 

5.餐飲資訊管理      14.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6.吧檯經營館理      15.餐飲人力訓練與發展 

7.餐飲創意行銷管理  16.餐飲經營管理學 

8.顧客關係管理       

9.宴會管理           

1.觀光地理 
2.領隊導遊實務 
3.導覽解說 
4.旅程規劃 
5.航空票務 
6.旅遊糾紛危機處理 

(41) (10) 

說明: 
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6學分，含:校訂:通識基礎必修30學分、通識博雅選修12學分，共42學分；院訂:必修4學分；系訂:必修39學分、選修41學

分、跨領域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共90學分。 
2.必須從三個「跨領域學分學程」中，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3.必須在「中西廚藝模組」、「烘焙飲調模組」及「餐飲管理與服務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至少應修 21 學分。另從其他兩個
模組各選 10 學分，共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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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應用外語系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  102/08/26 

商管專業英文學分學程(商務英文組跨領域學分學程) 

應用外語系 商務英文組 企業管理系 行銷管理組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二上 基礎商用英文 2 二上 商業禮儀 2 

二下 進階商用英文 2 二下 通路管理 2 

三上 商用英文書信 2 三上 商業應用軟體 3 

三下 進階商用英文書信 2 四上 服務業管理 3 

四上 國際實務入門 2  

 

 

觀光旅遊專業英文學分學程(觀光英文組跨領域學分學程) 

應用外語系 觀光英文組 觀光遊憩系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二上 觀光英語入門 2 一下 商業遊憩管理 2 

二下 進階觀光英語 2 餐旅管理 2 

三上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 
二上 

旅遊行程規劃與設計 2 

三下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 二下 旅運資訊系統 2 

四上 主題式英語導覽 2 三下 旅遊糾紛與危機處理 2 

 四上 專業外語發展與演練 2 

 四下 世界遺產與觀光發展 2 

 

備註: 應用外語系學生修習觀光旅遊專業英文學分學程者，選修觀光遊憩系 
上述任 10 學分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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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觀光遊憩系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  102/09/23 

模組一：觀光管理  模組二：餐旅管理 

培育 

人才類型 
旅遊從業暨領隊導遊人員  餐廳服務暨旅館管理人員 

職務名稱 A.旅遊從業員 B.領隊導遊人員 職務名稱 E.餐廳服務員 F.旅館服務員 

旅運經營管理 

國民旅遊領團實務 

領隊與導遊實務 

遊程規劃與設計實務 

航空票務 

 

餐旅管理概論 

消費者行為 

餐旅連鎖管理與經營 

餐旅服務品質管理 

餐旅業督導訓練 模組專業核心

課程 

選修 

(20) 

 觀光地理 
 旅遊產品企劃 
 觀光多媒體應用 
 旅遊銷售技巧 
 旅遊電子商務 

 觀光心理與行為 
 觀光資源概要 
 兩岸旅遊實務 
 旅遊糾紛與危機處理 
 旅遊安全與急救常識 

 

 餐飲文化 
 餐旅服務技巧 
 飲料與調酒實務 
 門市服務管理 
 微型創業 

 旅館營運管理 
 客房務管理實務 
 民宿與渡假村經營管理

 飯店業公關管理 
 顧客關係管理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餐飲管理系 

跨系輔修 

選修課程 

(10) 

 團康活動領導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理 
 溫泉產業經營管理 
 健身運動俱樂部經營管理 
 經絡養身保健 

 

 HACCP 稽核實務 
 咖啡調製 
 吧檯經營管理 
 點心烘培 
 廚藝製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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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幼兒保育系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  102/09/23 

婦幼膳食營養照護學程 

幼兒保育系 托育教學組 餐飲管理系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一上(必) 兒童發展 3 一上(選) 營養學 2 

一上(必) 兒童生理學 3 一下(選) 烹飪基礎實務 2 

一下(必)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 一下(選) 餐飲採購實務 2 

一下(選)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 二上(選) 食品衛生與安全 2 

三下(選) 保母技術能力指定操作 2 二下(選) 餐飲創業專案規劃 2 

四上(必) 親職教育方案設計 2 四上(選) 餐飲研發與創新 2 

 

 

家庭生活創業服務學分學程 

幼兒保育系 文教設計組 創意產業經營學位學程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數 

一上(必) 設計概論 2 一下(選) 智慧生活 DIY 2 

一上(必) 家庭概論 2 一下(選) 文創故事 2 

一下(必) 兒童行為觀察與實習 2 二下(選) 創意商品行銷企劃 2 

三下(必) 文教產業實務 2 二下(選) 飲食文化與生活 2 

四上(選) 企劃行銷 2 三上(選) 創業企劃實務與法規 2 

三下(選) 文化與觀光工廠 2 

 三下(選) 微型創業專案企劃管

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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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跨領域學分學程 

化妝品科技事業行銷管理學分學程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

組 
學分數 企業管理系 學分數

化妝品原料學(必，二下) 2 消費者行為分析(選，二下) 2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必，二下) 2 服務業管理(選，三下) 3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必，三上) 2 顧客關係管理(選，四下) 2 

化妝品商業設計與應用(必，四上) 3 創意行銷(選，四上) 2 

化妝品開發企劃(必，四上) 2 網路創業實務(選，三下) 3 

商品攝影概論(選，四下) 2   

 

美容休閒紓壓保健學分學程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時尚彩妝組 學分數 休閒與運動管理系 學分數

美膚學(必，一下) 2 養生保健餐飲 2 

皮膚生理學(必，一下) 2 足體養生保健 2 

美容衛生與法規(選，二上) 2 水療養生保健 2 

美容營養學(選，二上) 2 經絡養生保健 2 

 美體保健與實習(必，三上) 3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理 2 

芳香療法與實習(選，四上) 2 都會休閒產業經營管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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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時尚玩色與髮藝造型創作學程課程規劃表 

一、 專精課程 

(一) 課程總表 

校 內 師 資 他 校 師 資 業 界 師 資
 課 程 數 

開  課 

時  數 人 數 時 數 人 數 時 數 人 數 時 數

總 計 4 162 4 39 0 0 8 123 

 

(二) 課程內容 

課 程 

名 稱 
玩色造型設計與應用 

預定開課時間及學

期 
總時數 業師授課總時數 開課系所 

開 課 

規 劃 
■ 上學期 

□ 下學期 

54 42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課 程 內 容 說 明 

1. 學習目標：增進學生對色彩的敏感度，藉由基礎染髮理論與實務技巧，熟練染髮實
務流程。 

2. 課程內容簡介：課程內容包含色彩學與色環關係、基本染髮技巧、挑染、線條染和
流行挑染。 

課 程 單 元 授課校內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他校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業界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新銳設計師設計元素分析 洪 繪 侖 6     

流 行 時 尚 色 彩 預 測 洪 繪 侖 6     

基 本 染 髮 與 色 彩 學 理 論     孫 璽 涵 6 

基 本 挑 染 技 巧 與 實 習     孫 璽 涵 6 

流行挑染(人字)示範與實習     孫 璽 涵 6 

專 業 洗 髮 示 範 與 實 習     孫 璽 涵 6 

健康染髮流程示範與實習     孫 璽 涵 6 

染 髮 設 計 與 實 務 實 習     孫 璽 涵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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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時尚髮型設計與創作 

預定開課時間及

學期 
總時數 業師授課總時數 開課系所 

開課 

規劃 
■ 上學期 

□ 下學期 

36 36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課 程 內 容 說 明 

1. 學習目標：使學生熟悉現場應用於顧客的髮型造型技巧，因應時尚流行，結合實務

培養創作靈感。 

2. 課程內容簡介：課程內容包含各式整髮工具使用、編髮技巧、肢體動作與攝影技巧、

髮藝創作靈感和流行元素分析。 

課 程 單 元 
授課校內師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他校師資

姓 名

授

課

時

數

授課業界師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髮 型 工 具 應 用 - 

電 棒 造 型 
    江 玉 森 6 

編 髮 造 型 實 務     江 玉 森 6 

髮藝創作靈感發想與

實 務 
    陳 君 婷1 2

專業攝影技巧與肢體

表 達 
    張 幼 龍 3 

造 型 創 作 設 計     張 幼 龍 3 

春夏與秋冬時尚流行

元 素 
    林 均 帆 3 

專業形象塑造與服飾

搭 配 
    林 均 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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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名 稱 
髮型雕塑設計與應用 

預定開課時間及學

期 
總時數 業師授課總時數 開課系所 

開 課 

規 劃 
□ 上學期 

■ 下學期 

36 24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課 程 內 容 說 明 

3. 學習目標：增進學生髮型造型與雕塑髮型之概念與技巧，結合假髮與多媒材，應用

於各式層次髮型。 

4. 課程內容簡介：課程內容包含短髮均等髮型、中長髮、長髮吹風，假髮設計與應用、

多媒材搭配造型應用。 

課 程 單 元 授課校內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他校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業界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假 髮 設 計 與 應 用 賴 文 櫻 3     

假 髮 與 飾 品 搭 配 賴 文 櫻 3     

多 媒 材 創 作 與 搭 配 洪 繪 侖 6     

短髮均等髮型-直髮吹風與

實 習 
    郭 美 玲 6 

中長髮低層次吹風與實習     郭 美 玲 6 

長 髮 低 層 次 吹 風 與 實 習     郭 美 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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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名 稱 
時尚事業面面觀 

預定開課時間及學

期 
總時數 業師授課總時數 開課系所 

開 課 

規 劃 
□ 上學期 

■ 下學期 

36 21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課 程 內 容 說 明 

1. 學習目標：提升學生對時尚企業之認知與瞭解，增進對自我的定位，確定未來職涯

發展之規劃。 

2. 課程內容簡介：課程內容包含任是企業之事業體、各項職務所需知人格特質和發

展，認識自我與未來職涯之定位。 

課程單元 
授課校內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他校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授課業界師

資 姓 名

授課

時數

時尚事業之旅     李 孟 陵 6 

時尚舞台規劃 陳 盈 如 6     

舞台表演藝術 陳 盈 如 6     

進階時尚攝影     楊 俊 嶢 6 

攝影實務應用     楊 俊 嶢 3 

職場新鮮人職涯規劃 王 婉 馨 3     

時尚事業趨勢與發展     李 孟 陵 3 

職場態度與自我定位     李 孟 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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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一) 課程總表 

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職業訓練

局授課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

委員會職業訓

練局授課師資 項目 

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職業訓練

局之共通核心

職能課程時數 

自行規劃之共通核

心職能課程時數
人數 人數 

總計 48 0 1 1 

 

(二) 課程內容 

訓練課程 
授課

時數 
預定開課時間 授課師資身分別 授課師資姓名 

D1 工作願景與

工作倫理 
5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 
會職業訓練局師資 

柏婉貞 

D2 群我倫理與

績效表現方法 
5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柏婉貞 

D3 專業精神與

自我管理 
6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柏婉貞 

B1 職場與職務

之認知與溝通

協調技能 
6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李正芳 

B2 工作團隊與

團隊協作方法 
5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李正芳 

行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職

業

訓

練

局

之

共

通

核

心

職

能

課

程 
B3 工作夥伴關

係與衝突化解

能力 
5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李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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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環境知識的

學習與創新 
5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柏婉貞 

K2 價值概念與

成本意識 
5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柏婉貞 

K3 問題反映與

分析解決 
6 

■上學期 
□下學期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

業訓練局師資 
■非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師資 

李正芳 

 

三、 職場體驗 

本學程之職場體驗配合提供體驗店家之職場狀況與學生需求，每位學生將被安排至

兩家不同的店家，以對此美麗事業有更深入的體驗，提升學生對多元環境的適應。在

修習本學程寒暑假期間，學生將在每個店家體驗 40 小時，兩間店家共 80 小時之職場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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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99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100.01.11 訂定.  100.02.23 修訂   100.05.10 修訂 
      必修 92 學分【通識基礎 26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101.10.02 修訂  102.03.12 修訂  102.05.14 修訂 

選修 40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              102.09.04 修訂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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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Q000 國文(一) 3/3 通識基礎必修 4Q002 國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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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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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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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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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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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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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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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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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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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QN061 醫學美容概論 2/2 

    專業選修 4QN072 生技與彩妝產業論壇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6 學分 

二年級上學期 二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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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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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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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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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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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QA50 化妝與流行史 2/2 專業必修 40QA62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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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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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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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博雅選修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0QN09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0QN1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QA10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QN111 化妝品應用論壇 2/2     

專業選修 40QN092 時尚品牌經營 2/2     

本學期必修課程 14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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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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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40Q017 英語會話(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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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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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含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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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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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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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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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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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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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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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必修課程 13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9 學分 

四年級上學期 四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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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含實習) 3/3 專業必修  化妝品市場行銷 2/2 

專業必修  英文能力檢定 0/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婚禮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必修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論(含實作) 2/2 

專業必修  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練 2/2 

專業選修  芳香療法 2/2 專業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QN461 玩色造型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髮型雕塑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QN471 時尚髮型設計與創作 2/2 專業選修  時尚事業面面觀 2/2 

專業選修 40QN311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2/2 專業選修  職場體驗 2/3 

本學期必修課程 8 學分 本學期必修課程 3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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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101.10.31, 101.11.21, 102.03.27)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2.05.03)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咨詢 

(102.05.03, 102.9.5)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2.5.29, 102.9.5 )系務會議通過 

(102.6.10,102.10.7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應應用用外外語語系系【觀光英語組】大學部進修部四年制   

                       102 學年度入學新生課程表                  
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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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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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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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C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

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練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34 體育(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37 體育(二)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35 國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38 國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36 英文(一)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39 英文(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40 基礎英語聽力訓練(一)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C238 基礎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41 計算機概論 1/2 通識博雅選修 90C882 通識博雅課程(二)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C881 通識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C048 進階英語發音練習 2/2 

專業必修 
90C241 

90C243 
基礎英語口語訓練(一) 1/2 專業必修 

90C242

90C244
基礎英語口語訓練(二) 1/2 

專業必修 90C281 基礎文法習作 2/2 專業必修 90CA47 文法與習作 2/2 

專業必修 90CA43 英語發音練習 2/2 專業必修 90C047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必修： 12/18     選修：2/2 必修： 14/18    選修：2/2 

合計14學分20小時 (14/128) 合計  16學分20小時 (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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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C043 體育(三)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44 體育(四) 1/2 

通識基礎必修 9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識基礎必修 9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C883 通識博雅課程(三) 2/2 通識博雅選修 90C884 通識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0C239 中級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專業必修  90C240 中級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專業必修 90CA58 

90CA60 
英語口語練習(一) 1/2 

專業必修 90CA59

90CA61
英語口語練習(二) 1/2 

專業必修 90C213 

90C233 
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90C214

90C234
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90C257 基礎英文閱讀 2/2 專業必修 90C258 進階英文閱讀 2/2 

專業選修 90C822 電視與英文 2/2 專業必修 90C302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90CN96 消費者行為學 2/2 專業選修 90CND4 美食英語 2/2 
專業選修 90CN97 英文能力訓練 2/2 專業選修 90CN79 旅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90C877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90CNH2 英文童話故事選讀 2/2 

專業選修 90C87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90C809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3 語言與文化 2/2 專業選修 90C876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4 語言測驗 2/2 專業選修 90CNC9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CN03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5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2/2 
        

        

必修： 10/12   選修：6/6 必修： 12/14    選修：6/6 

合計16學分/18 小時 (46/128) 合計18學分/20 小時 (6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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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級上學期 三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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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90CA05 環境與人類生態 2/2     

專業必修 90C215 

90C235 
英文寫作(三) 2/2 

專業必修 90C216

90C236
英文寫作(四) 2/2 

專業必修 90CA62 

90CA64 
英語口語練習(三) 1/2 

專業必修 90CA63

90CA65
英語口語練習(四) 1/2 

專業必修 90C515 進階英語聽力訓練(一) 2/2 專業必修 90C283 進階英語聽力訓練(二) 2/2 

專業必修 90C042 網際網路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C511 多媒體設計 1/2 

專業必修 90CA18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必修 90CA19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90CNE1 職場英文能力訓練(一) 2/2 專業選修 90CNE2 職場英文能力訓練(二) 2/2 

專業選修 90C823 電影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824 廣播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H7 導遊領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CNH8 外語導遊領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CNI1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I2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D5 英文演說選讀 2/2 專業選修 90CNI7 流行文化 2/2 

專業選修 90CN39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817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88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N69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6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9 英文閱讀教學(一) 2/2 

專業選修 90CNJ7 語言學概論 2/2 專業選修 90CNK0 語言習得 2/2 

專業選修 90CNJ8 英語語言史 2/2 專業選修 90CNK1 英美文學史 2/2 

        

必修：10/12   選修：8/8 必修：8/10  選修：8/8 

合計18 學分/ 20小時 (82/128) 合計16學分/18 小時 (9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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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CA48 

90CA50 

英語演說(一) 
1/2 專業必修 

90CA49

90CA51

英語演說(二) 
1/2 

專業必修 90CA52 中英翻譯(一) 2/2 專業必修 90CA53 中英翻譯(二) 2/2 

專業必修 90CA54 

90CA56 
英文寫作(五) 2/2 

專業必修 90CA55

90CA57
英文寫作(六) 2/2 

專業必修 90CA17 英文簡報 2/2 專業必修 90C318 國際禮儀 2/2 

專業選修 90CNI4 電腦文書處理 2/2 專業選修 90CNI3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I5 票務與簽證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C827 空服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826 旅館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D3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CNI6 觀光行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CNH9 旅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C819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NE5 品德與專業倫理 2/2 

專業選修 90CN15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0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90CNK2 英語會話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CNK5 英文寫作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CNK3 英美小說選讀 2/2 專業選修 90CND8 戲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K4 英詩選讀 2/2     

專業選修 90CNK6 英文閱讀教學(二) 2/2     

必修：7/8   選修：8/8 必修：7/8   選修：8/8 
合計 15 學分/ 16 小時 (113/128) 合計 15 學分/ 16 小時 (128/128) 

修  習  總  學  分/時  數：  128  學分  / 148 小時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