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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18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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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科技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9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1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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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就業學程或產業學院學分學程等其

中一個學程。 

3. ＊表示須上機、★為師培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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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
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生創學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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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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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430Q08 創意美甲製作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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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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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C26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21 基礎化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C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C27 ◎化妝品原料學 3/3 

專業必修 430C03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C11 ★彩妝藝術學 2/3 專業選修 430Q03 時尚品牌經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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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0C17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04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Q01 美容營養學 2/2 跨領域選修 409R09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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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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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C09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4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430C12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430C2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必修 430C18 專業人才輔導(一)  0/1 專業必修 430C16 化妝品香料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專業選修 430Q13 化妝品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化妝品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GMP概論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商品視覺形象設計 2/2 

    跨領域選修 40UN02 ◎網路創業實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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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C1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C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C2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C30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30C25 化妝品工廠實習 2/3 專業必修  專業人才輔導(二) 0/1 

專業必修 430C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14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必修 430C23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
(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5 ◎商品攝影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C15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選修 430Q16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430Q11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儀器分析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 2/2 

跨領域選修 409U41 ◎創意行銷 2/2 跨領域選修 409R69 ◎顧客關係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9R32 ◎服務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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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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18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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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彩妝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9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 
選修 41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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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就業學程或產業學院學分學程等其

中一個學程。 

3. ＊表示須上機、★為師培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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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
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生創學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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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430R01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0R05 創意美甲製作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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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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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D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430D04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D28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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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R15 基礎髮型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R03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B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28 ◎經絡養生保健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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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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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2/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必修 430D3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D14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專業必修 430D21 專業人才輔導(一) 0/1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一)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視覺圖像設計 2/2 

專業選修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儀態美學 2/2     

跨領域選修 431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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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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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D2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2/3 專業必修 430D3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美容專業英語 2/2 專業必修  專業人才輔導(二) 0/1 

專業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二) 2/2 專業選修 430R1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彩繪與特殊化妝實習 3/3 專業選修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頭皮養護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64 ◎水療養生保健 2/2     

跨領域選修 431N52 ◎養生保健餐飲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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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18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0 學分 
必修 12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專題討論 4 學期 0 學分及核心必修 6 學分] 
選修 18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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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課程 M30A01 專題討論(一) 0/2 必修課程 M30A02 專題討論(二) 0/2 

核心必修  研究方法與技術 3/3 選修課程 M30N06 化妝品分析特論 3/3 

選修課程  流行風格分析 3/3 選修課程  論文寫作 3/3 

選修課程 M30N02 化妝品學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09 創意力時尚設計應用 3/3 

選修課程 M30N03 文化創意研究 3/3 選修課程 M30N23 化妝品行銷管理實務 3/3 

選修課程 M30N10 職場人因設計 3/3 選修課程 M30N15 化妝品研發設計 3/3 

選修課程 M30N21 天然物在化妝品上應用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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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課程 M30A03 專題討論(三) 0/2 必修課程 M30A04 專題討論(四) 0/2 

必修課程 M30A05 碩士論文(一) 3/3 必修課程 M30A06 碩士論文(二) 3/3 

核心必修 M30A08 時尚藝術與流行設計特論 3/3 必修課程  能力檢核 0/1 

選修課程 M30N11 創新產品設計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7 時尚美學應用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2 品牌經營特論 3/3 選修課程  生技化妝品特論 3/3 

選修課程 M30N13 時尚多媒體設計 3/3     

選修課程 M30N14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性評估
特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6   學分   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6   學分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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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18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四技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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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68 學分] 
選修 3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表示須電腦上機   ★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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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4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5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
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0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1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0A01 時尚造型素描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4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必修 930A05 生理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930A03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930A48 生活化學與實驗(一) 2/2 

專業必修 930A31 ★美容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930A07 美膚學(含實習) 3/3 

專業選修 9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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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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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3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7 英語聽講練習 2/2 專業必修 930A50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2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930A09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必修 930A19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30A10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30A49 生活化學與實驗(二)  2/2 專業必修 930A44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930A21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30A12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930A45 ★彩妝藝術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930N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930N26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30N03 創意美甲製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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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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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5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30A13 香料調配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930A51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3/3 專業必修 930A34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必修 930A46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30A15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必修 930A25 芳香療法 2/2 專業必修 930A47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30A36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30N17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930N23 服裝造型 2/2 

專業選修 930N24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930N06 醫學美容資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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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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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30A26 ★整體造型設計(一) 4/4 專業必修 930A17 ★整體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必修 930A37 ★髮型藝術設計 2/3 專業必修 930A38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0A29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930A41 畢業製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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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930A30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930N18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930N20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930N09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930N19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930N0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930N25 美容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0N21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930N22 化妝品原料 2/2 專業選修 930N10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930N12 美容SPA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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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18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週一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 
必修 44 學分[含校訂必修 8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 
選修 28 學分[含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4 學分] 

＊:網路教學課程  ＃:業界實習   ◎:需上機  ★:師培課程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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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S300011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3/3 

校訂必修 S300021 實用英文 2/2 系訂必修  ＃業界實習(一) 3/6 

系訂必修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化妝品調製及實驗 3/3 

系訂必修  化妝品法規 2/2 系訂必修  ★時尚髮型設計 3/3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服裝造型 3/3 

系訂選修  噴槍彩妝設計 3/3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系訂選修  醫學美容資訊 2/2 系訂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2/2 

系訂選修  飾品設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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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E30003 台灣開發史 2/2 校訂必修 E3000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系訂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3/3 

系訂必修  ＃業界實習(二) 3/6 系訂必修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3/3 系訂必修  畢業製作 2/2 

系訂選修  中草藥在化妝品上的應用 2/2 系訂選修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系訂選修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系訂選修  消費者行為 2/2 

系訂選修 
 

視覺傳達設計 2/2 系訂選修  時尚攝影 2/2 

系訂選修 
 

香料與調製應用 3/3 系訂選修  ★舞台表演藝術 2/2 

系訂選修  美容專業外語 2/2 系訂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系訂選修 
 

★儀態美學 2/2 系訂選修  ◎電腦輔助美容造型設計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19  小時 (系訂選修六選四)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系訂選修六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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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4 實習課程委員會通過、.104.5.21 修訂系務會議通過、104 年 6 月 15 校教務會議通過 

104.12.4 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105.3.10 實習課程會議通過、105.3.24 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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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勞作教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教保跨領域)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勞作教育(二) 0/2 

專業必修(教保、師

培、跨領域) 
40AH26 兒童發展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跨領域) 

生活創意必修 
 生活美學 2/2 

(跨領域) 

生活創意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AH02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教保、跨領域)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40AH04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教保、跨領域)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Q89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0AV1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06 性別教育 2/2 

跨領域(觀光) 40P8121 導覽解說技巧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66 家庭教育 2/2 

跨領域(休運)  創意藝陣 2/2 跨領域(餐飲) 434N101 餅乾製作 2/3 

    跨領域(餐飲) 434N471 西式輕食料理 2/2 

    跨領域(餐飲) 434N291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跨領域(休運)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最高 20 學分(26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學院 2 學分 

必修 16 學分(22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7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學院 2 學分 

必修 14 學分(21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2 學分(2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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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AH2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AH19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AH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V04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必修 40AC07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40AV61 幼兒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40AV23 心理學 3/3 專業選修 40AV52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AV07 教學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AV03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82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AV74 造型美學 2/2 

跨領域(休運)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選修 40AR16 智慧生活母嬰照護 2/2 

跨領域(休運) 431NAL1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休運) 40P8191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休運)  肢體創作 2/2 跨領域(觀光)  文化觀光 2/2 

    跨領域(觀光) 40PQ081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跨領域(觀光) 40R82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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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2 學分(24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必修 13 學分(15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7 學分(7 小時) 

最高 18 學分(20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學院必修 2 學分(2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4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4 學分(4 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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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4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5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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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35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40AH41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專業必修 40AH42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

習 

3/3 
專業必修 40AH3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40AH34 幼兒學習環境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AH49 幼兒學習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AV90 嬰幼兒教保政策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A H38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3 

專業選修 40AV5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AV63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40AV51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40AV56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40AV09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36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40AV10 特殊兒童教材教法 2/2 專業選修 40AR17 幼兒戲劇 2/2 

專業選修 40AV54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40AV96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專業選修 40AV16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AV92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AQ83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V64 幼兒自然科學與數學 2/2 

跨領域(觀光) 40R8282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專業選修 40AV83 兒童節奏樂 2/2 

跨領域(休運) 431N421 不同群組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0AR08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0AV30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V80 教具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師

培) 
40AV99 家政推廣 2/2 

    跨領域(觀光) 40R82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三) 2/2 

    跨領域(妝彩) 430N265 服裝造型基礎 2/2 

    跨領域(妝彩) 430Q75 舞台表演藝術 2/2 

最高 16 學分(17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學院必修 2 學分(2 小時) 

必修 8 學分(9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6 學分(6 小時) 

最高 19 學分(22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必修 8 學分(12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9 學分(9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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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16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0AH18 實務專題(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0AR18 幼兒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必修 

(教保、師培) 
40AH21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AV09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40AR14 教保服務專題討論 2/2 

專業必修 40AH2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選修 40AR10 早期療育 2/2 

專業必修 40AH47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師

培) 
40AR01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V45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40AR12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40AV58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40AV33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84 家政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V25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R16 課後托育活動 2/2 專業選修 40AV86 繪本積木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AV47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AV85 美語教學 2/2 

跨領域(數位) 40AQ38 互動媒體教材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R07 學期校外實習 9/18 

跨領域(時尚) 40R2251 媒材探索與表現(四) 2/2     

最高 12 學分(18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6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2 學分(2 小時) 

最高 9 學分(10 小時)    必修 1 學分(2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8 學分(8 小時) 

備註： 

1.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 

2.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一、二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16 學分，最高 28 學分；三、四年級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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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4 實習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 

105.3.10 實習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3.24 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家庭社工組】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8 學分，生活創意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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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7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9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

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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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43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4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勞作教育(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勞作教育(二) 0/2 

專業必修 40AD01 社會學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A009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AD02 心理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01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AD03 社會工作概論 3/3 

專業必修 

(教保、師培、跨領

域) 

40AH26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2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教保、跨領域) 
40AH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選修 40AK01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AK03 社會心理學 3/3 

生活創意必修 

(跨領域)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AK02 社會統計 3/3 

跨領域(觀光) 40P8121 導覽解說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AK04 助人技巧 2/2 

跨領域(休運)  創意藝陣 2/2 
(跨領域)生活創意

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Q89 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06 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66 家庭教育 2/2 

    跨領域(餐飲) 434N101 餅乾製作 2/3 

    跨領域(餐飲) 434N471 西式輕食料理 2/2 

    跨領域(餐飲) 434N291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跨領域(休運)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最高 22 學分(28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學院 2 學分   必修 20 學分(26 小時) 

最高 24 學分(31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學院 2 學分 

必修 17 學分(24 小時)專業選修至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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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02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32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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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D07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AD04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3 專業必修 40AD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AK05 社會研究法 3/3 專業必修 40AH32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AK06 社會個案工作 3/3 專業選修 40AK11 社會團體工作 3/3 

專業選修(師

培) 
40AR05 家政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K21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AK31 家庭社會工作 2/2 

專業選修 40AK25 家庭概論 2/2 跨領域(休運) 40P8191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師

培) 
40AK28 人際關係 2/2 跨領域(觀光)  文化觀光 2/2 

跨領域(休運)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跨領域(觀光) 40PQ081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跨領域(休運) 431NAL1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觀光) 40R82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一) 2/2 

跨領域(休運)  肢體創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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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0 學分(22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必修 10 學
分(12 小時)專業選修至少 8 學分 

最高 20 學分(22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2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2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8 學分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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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4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A025 英語會話(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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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AH13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40A H45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專業必修 40AH22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0AH24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選修 40AK15 社區工作 3/3 專業必修 40AH23 幼兒學習評量 2/2 

專業選修 40AK24 社工實習(一) 3/3 專業必修 40A H35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3 

專業選修 40AK09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40AK1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3 

專業選修 40AK10 角色造型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AK12 社會福利行政 3/3 

專業選修 40AK16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40AK2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AV06 生命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K13 美感領域媒材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AK30 社會福利概論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06 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K23 社會工作倫理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V99 家政推廣 2/2 

跨領域(觀光) 40R8282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跨領域(觀光) 40R82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三) 2/2 

跨領域(休運) 431N421 不同群組體運動指導 2/2 跨領域(妝彩) 430N265 服裝造型基礎 2/2 

    跨領域(妝彩) 430Q75 舞台表演藝術 2/2 

最高 14 學分(15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學院 2 學分 2 小時 

必修 6 學分(7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4 學分 

最高 16 學分(20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必修 8 學分(12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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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A24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AD2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0AD16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0AD05 社工實習(二) 1/1 

專業必修 40AH46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40AD06 方案設計與評估 3/3 

專業必修 40AH26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選修(師培) 40AK29 企劃行銷 2/2 

專業必修(教保

員、師培) 
40AH47 親職教育 

2/2 
專業選修 40AK27 影像製作 

2/2 

專業必修(教保

員、師培) 
40AH21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AK26 多元文化與家庭 

2/2 

專業選修 40AK20 非營利組織管理 3/3 專業選修(師培) 40AV60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AK18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AR07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師

培) 
40AV84 家政教育 

2/2 
   

 

跨領域(數位) 40AQ38 互動媒體教材設計 2/2     

跨領域(時尚) 40R2251 媒材探索與表現(四) 2/2     

最高 12 學分   必修 10 學分(16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2 學分 

最高 11 學分     必修 1 學分(2 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 10 學分 

備註:  

1.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藍色標註為取得社工師應考資格課程。 

2.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  依據「正修科技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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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紅色表示 32 學分教保課程，紫色表社工師 45 學分課程，綠色表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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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4 實習課程委員會通過、.104.5.21 修訂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學分 

       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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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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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04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7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8 體育(二) 1/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5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國防通識必修 90A03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專業必修 90A201 心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6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A245 兒童發展 3/3 專業必修 90A239 嬰幼兒健康與安全 3/3 

專業必修 90A204 幼兒教保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293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專業必修 90A270 家庭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A248 家庭教育 2/2 

專業必修 90A271 兒童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0A249 色彩學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必修16學分(19小時) 最高15學分19小時    必修15學分(19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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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0A046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27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43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44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A03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90A289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A292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0A290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287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90A210 特殊教育導論 3/3 

專業必修 90A288 兒童遊戲 2/2 專業選修 90A943 兒童疾病與照顧 2/2 

專業必修 90A258 托嬰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946 造型美學 2/2 

專業選修 90A941 人際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954 性別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871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942 家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90A939 幼兒鍵盤樂 2/2 專業選修 90A955 幼兒課程模式 2/2 

    專業選修 90A934 兒童律動 2/2 

最高18學分(20小時)   必修14學分(16小時)  通識選修2學分(2小時)    專

業選修2學分(2小時) 

最高16學分(19小時 )   通識選修2學分(2小時)   必修10學分(13小時) 

專業選修4學分(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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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6 月 15 校教務會議通過、105.3.10 實習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幼兒保育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132學分 

       必修82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22  學分，專業必修60學分】 

       選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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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本項目規範可由各系參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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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A279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0A282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A280 幼兒班級經營 2/2 專業必修 90A29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專業選修 90A957 嬰幼兒教保政策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90A281 幼兒學習評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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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0A920 國音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A927 嬰兒按摩 2/2 

專業選修 90A921 兒童文學 2/2 專業選修 90A929 兒童節奏樂 2/2 

專業選修 90A922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專業選修 90A931 家人關係 2/2 

專業選修 90A937 活動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A932 兒童戲劇活動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925 插畫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958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專業選修 90A926 教材編選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A959 教具設計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90A928 感覺統合 2/2 專業選修 90A960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90A961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最高19學分(19小時)   通識選修2學分(2小時)  必修5學分(5小時) 

專業選修10學分(10小時) 

最高18學分(19小時)  通識選修2學分(2小時)   必修5學分(7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11學分(11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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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A274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A296 親職教育 2/2 

專業必修 90A273 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90A295 教保服務專題討論 2/2 

專業必修 90A272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專業必修 90A275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專業必修 90A257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3/3 專業選修 90A905 多元文化教育 2/2 

專業選修 90A883 兒童保護 2/2 專業選修 90A914 蒙特梭利教育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911 家庭與社區 2/2 專業選修 90A841 遊戲治療 2/2 

專業選修 90A913 ＊數位影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938 家庭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A912 繪本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A917 說故事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A963 課後托育活動 2/2 專業選修 90A916 兒童活動導覽與解說 2/2 

    專業選修 90A915 心理衛生與適應 2/2 

    專業選修 90A919 家庭諮商 2/2 

    專業選修 90A859 早期療育 2/2 

    專業選修 90A953 繪本積木教學 2/2 

最高16學分(19小時 )     必修10學分(13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6學分(6小時) 

最高14學分(14小時 )        必修6學分(6小時) 

專業選修至少10學分(10 小時) 

備 註 : 

1.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 

2.依本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3.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檢核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在學期間須修讀「教保專業實習(一)」、「教保專業實習(二)」，於幼兒園立案機構完成校外實務實習，詳細作法及成績考核等，則依據「正修科技大學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及「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之各項規定。 

5.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開課時數為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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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假日班 幼兒保育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 
     必修 40 學分【含校訂必修 8 學分，系訂必修 32 學分】 
     選修 32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8 學分  】 跨系選修最多 4 學分 

   ＊本課程經教育部及國民學前教育署「教保員審認」通過。紅色標註為教保專業核心課程  

三 年 級 上 學 期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科 目 類 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校訂必修 SOA002 實用英文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ㄧ) 2/2 

校訂必修 SOA001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SOA219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SOA212 兒童發展 3/3 系訂必修 SOA224 教保專業實習(一) 1/2 

系訂必修 SOA202 幼兒教保概論 2/2 系訂必修 SOA217 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2 

系訂必修 SOA214 兒童行為觀察與實習 2/2 系訂必修 SOA215 幼兒班級經營 2/2 

系訂必修 SOA204 特殊教育導論 3/3 系訂必修 SOA218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一) 2/2 

系訂必修 SOA211 嬰幼兒保健 3/3 系訂選修 SOA836 學習環境設計與實務 2/2 

系訂必修 SOA226 親職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36 家政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45 嬰兒按摩 2/2 

    系訂選修 SOA862 家庭概論 2/2 

    系訂選修 SOA861 托嬰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65 說故事技巧 2/2 

    系訂選修 SOA873 嬰幼兒營養與餐點設計 2/2 

    系訂選修 SOA827 感覺統合 2/2 

最高 19 學分/19 小時    

(校必修 4 學分/時,系必修 15 學分/時) 

最高 18 學分/19 小時 

(通識選修2學分/時; 系必修10學分/11小時; 系專業選修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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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數 科目類別 科 目 代 碼 科 目 名 稱 學 分 / 時 數 

校訂必修 SOA004 ＊網際網路應用 2/3 系訂必修 SOA222 專業倫理 2/2 

校訂必修 SOA 歷代文選 2/2 系訂選修 SOA830 多元文化教育 2/2 

校訂選修 SOA 通識課程(二) 2/2 系訂選修 SOA844 兒童與家庭福利 2/2 

系訂必修 SOA221 幼兒教育教材教法(二) 2/2 系訂選修 SOA854 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OA225 教保專業實習(二) 3/6 系訂選修 SOA838 幼兒律動 2/2 

系訂選修 SOA822 保母技術能力指定操作  2/2 系訂選修 SOA839 兒童節奏樂 2/2 

系訂選修 SOA863 性別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21 影片製作 2/2 

系訂選修 SOA859 色彩學 2/2 系訂選修 SOA831 企劃行銷 2/2 

系訂選修 SOA875 智慧生活母嬰照護 2/2 系訂選修 SOA855 家庭管理實務 2/2 

系訂選修 SOA860 諮商理論與技術 2/2 系訂選修 SOA850 繪本製作 2/2 

系訂選修 SOA853 兒童戲劇設計與應用 2/2 系訂選修 SOA846 國音教學 2/2 

系訂選修 SOA808 美語教學 2/2 系訂選修 SOA868 生命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57 兒童遊戲 2/2 系訂選修 SOA869 幼兒自然科學與數學 2/2 

系訂選修 SOA861 人際關係 2/2 系訂選修 SOA872 兒童文學 2/2 

系訂選修 SOA863 性別教育 2/2 系訂選修 SOA866 教保服務專題討論 2/2 

    系訂選修 SOA803 國小學科課業指導 2/2 

    系訂選修 SOA839 兒童節奏樂 2/2 

最高 21 學分/25 小時 

(校必修 4 學分/時,系必修 5 學分/8 小時;  

通識選修 2 學分/時;系專業選修 10 學分/時) 

最高 14 學分/14 小時 

(系必修 2 學分/2 小時; 系專業選修 12 學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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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14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4.5.21 系務會議通過、104.06.03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4.06.15 教務會議通過、104.12.4 課程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104.12.21 教務會議通過‧105.3.10 課程實 

                                                                                   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碩士幼兒保育研究所 105 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4 學分 

必修 16 學分 

選修 18 學分[跨所選修至多 3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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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必修 M0A001 教育研究法 3/3 必修 M0A004 高等教育統計學 3/3 

必修 M0A002 幼兒教保模式專題研究 2/3 必修 M0A005 托育機構經營管理專題研究 2/3 

必修 M0A003 書報討論(一) 1/2 必修 M0A006 書報討論(二) 1/2 

選修 M0A801 兒童福利與幼保法規政策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4 情緒與社會活動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36 幼兒發展與評估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5 嬰幼兒行為輔導研究 3/3 

選修 M0A822 身體動作發展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6 嬰幼兒健康促進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23 
幼兒數學邏輯學習活動專題

研究 
3/3 選修 M0A827 幼兒課程教學研究 3/3 

選修 M0A836 特殊幼兒發展與評估專題 3/3 選修 M0A828 幼兒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3/3 

選修 M0A837 幼兒文教產業行銷管理研究 3/3 選修 M0A829 親職教育研究 3/3 

    選修 M0A830 幼兒遊戲專題研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必修 6;選修 6)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必修 6;選修 6)     14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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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 

必修 M0A007 碩士論文(一) 2/2 必修 M0A009 碩士論文(二) 2/2 

必修 M0A008 書報討論(三) 0/2 必修 M0A0010 書報討論(四) 0/2 

選修 M0A831 幼兒認知發展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19 托育服務人力資源專題研究 3/3 

選修 M0A832 特殊幼兒介入與安置 3/3 選修 M0A820 幼保發展趨勢與國際比較 3/3 

選修 M0A833 兒童問題診斷 3/3 選修 M0A835 兒童依附關係研究 3/3 

選修 M0A834 幼兒科技與教學專題研究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8 學分(必修 2;選修 6)       1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 學分(必修 2;選修 0)    2 小時 

備註：1.海外實習可抵免二下「幼兒發展趨勢與國際比較」  

      2.碩士學位考試第一、二階段通過，則可免修書報討論(三)和(四) 

        碩士學位考試第三階段通過可免修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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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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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7)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5.04.14)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5.4.14)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5.4.27 )系務會議通過(105.05.27)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應用外語系【商務英語組】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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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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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5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6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6 

40CC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05 

40CC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C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Q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CC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01 生涯規劃 2/2 

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Q75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QN1 英語閱讀教學 2/2 

    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必修： 19 / 26     選修： 2 / 2 21 / 28 必修： 15 / 21      選修： 4 / 4 19 / 25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8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C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09 

40CC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C10 

40CC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C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C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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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CC26 

40CC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27 

40CC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C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C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C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C41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CQ63 企業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40CQ65 商務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CQ08 基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10 進階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2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3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39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N2 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CQN3 英語會話教學 2/2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必修： 14 / 17      選修： 6 / 6   20 / 23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C51 實務專題(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C63 

40CC6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3 專業必修 

40CC64 

40CC6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3 

專業必修 
40CC30 

40CC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C31 

40CC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C67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68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C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C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Q60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CC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Q17 商用英文書信 2/2 專業選修 40CQ59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C3 商務英語情境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CQ81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Q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86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14 英語教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34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1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4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Q35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QN4 英文寫作教學 2/2 專業選修 40CQN6 語言測驗 2/2 

專業選修 40CQN5 語言習得 2/2 專業選修 40CNF2 職場體驗(寒假) 1/4 

專業選修 40CNF1 職場體驗(暑期) 1/4     

必修： 10 / 11     選修： 6 / 6   16 / 17  必修： 11/ 13      選修： 8 / 8   19 / 21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17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1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40CC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C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必修 40CC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CQ27 國貿實務演練 2/2 

專業選修 40CQ25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Q74 進階會議英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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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Q26 國貿實務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QC4 會展英語會話 2/2 

專業選修 40CQ70 會議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1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Q69 財經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Q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Q93 英語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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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QN8 英詩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Q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Q95 

40CQC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CQN7 戲劇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NG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Q94 

40CQC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NG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 4/ 5     選修： 6 / 6   10 / 11  必修： 0/2      選修： 6 / 6   6 / 8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6 學分/ 8 小時 

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61 時數 

2.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 

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3.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關證照)。 

4.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 

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習「英語綜合測驗訓練」課程。 



137 

 

 

(105.2.17)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5.04.14)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5.4.14)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5.4.27 )系務會議通過(105.05.27) 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 應應用用外外語語系系【【觀觀光光英英語語組組】】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最低畢業學分 133 學分：必修 8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5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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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03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4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5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AB6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2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2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01 基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6 

40CD08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05 

40CD07 
基礎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22 文法習作演練 3/3 

專業必修 40CD21 基礎文法習作 3/3 專業選修 40CR01 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CD23 英語發音練習 2/2 專業選修 40CR02 字彙與片語應用 2/2 

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CR87 進階英語發音練習 2/2 

    生活創意學院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必修： 19 / 26     選修： 2 / 2 21 / 28 必修： 15 / 21     選修： 4 / 4 19 / 25 

選修至少 2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1 學分/ 28 小時 選修至少 4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5 小時 

第二學年上學期 第二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3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C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3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4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CD03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04 中級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40CD09 

40CD11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一) 1/2 專業必修 

40CD10 

40CD12 
中級英語口語訓練(二) 1/2 

專業必修 40CD24 基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5 進階英文閱讀 2/2 

專業必修 
40CD26 

40CD28 
英文句型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27 

40CD29 
英文句型寫作(二) 2/2 

專業必修 40CD4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CD42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CD55 英語整合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40CD56 英語整合訓練(二) 2/2 

專業選修 40CR76 觀光導論 2/2 專業必修 40CD41 跨文化溝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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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CR69 觀光英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09 消費者行為學 2/2 

專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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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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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CR39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40CR34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0 咖啡烘焙與調製 2/2 專業選修 40CR40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B0 客務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11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CRA1 創意調酒 2/2 

必修： 14/ 17     選修： 6 / 6   20 / 23  必修： 16 / 19      選修： 6 / 6   22 / 25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5 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6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C885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CD51 實務專題(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CD63 

40CD65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一) 2/3 專業必修 

40CD64 

40CD66 
進階英語口語訓練(二) 2/3 

專業必修 40CD67 基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68 進階中英筆譯 2/2 

專業必修 
40CD30 

40CD32 
英文段落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CD31 

40CD33 
英文段落寫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CR60 新聞英文 2/2 專業必修 40CD46 英文簡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CD59 職場英文學習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CD60 職場英文學習策略 2/2 

專業選修 40CR61 西洋文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68 英美名著選讀 2/2 

專業選修 40CR88 專業英文雜誌選讀 2/2  40CR6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6 國際會議展覽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67 會展專業英語 2/2 

專業選修 40CR81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5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3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4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84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5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5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6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1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42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2 創意茶飲與冰品 2/2 專業選修 40CR89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CRB2 宴會與會議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A3 餐廳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F1 職場體驗(暑期) 1/4 專業選修 40CRB3 高級管家服務 2/2 

    專業選修 40CNF2 職場體驗(寒假) 1/4 

必修： 10 / 11     選修： 8 / 8   18 / 19  必修： 11/ 13      選修： 6 / 6   17/ 19  

選修至少 8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9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1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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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修習總學分：133 學分/  158 時數 

 2.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在學期間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

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3.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畢業時須取得一證(畢業證書)二照(英檢證照加上任一電腦/國貿/導遊/領隊相關證照)。 

 4.日間部應用外語系學生於四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未取得英檢中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證照者，需在四年級下學期修習「英 

   語綜合測驗訓練」課程。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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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CD61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40CD50 英語綜合測驗訓練 0/2 

專業必修 40CD52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選修 40CR29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CR26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CR93 航空訂位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CR79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40CR7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CR80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CR77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40CR86 世界美食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CR38 日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90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CR44 西班牙語會話與寫作 2/2 

專業選修 40CR37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40CRA5 餐飲微型創業 2/2 

專業選修 40CR43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40CRB5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CRA4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R95 

40CRC2 
進階英文寫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CRB4 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CNG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CR94 

40CRC1 
進階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選修 40CNG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必修： 4/ 5     選修： 6 / 6   10 / 11  必修： 0 / 2      選修： 6 / 6   6 / 8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10 學分/ 11 小時 選修至少 6 學分;本學期開課最高 6 學分/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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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7)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規劃 

(105.04.14)產學業界課程咨詢課程規劃會議諮詢 

(105.4.14) 課程選課與實習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5.4.27 )系務會議通過(105.05.27)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應應用用外外語語系系【餐飲與休閒英文組】大學部進修部四年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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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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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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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CA67 

90CA69 
英文寫作(一) 2/2 專業必修 

90CA68 

90CA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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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0C302 跨文化溝通 2/2 專業選修 90CNM1 進階餐飲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822 電視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79 旅遊法規 2/2 

專業選修 90CNM0 餐飲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H2 英文童話故事選讀 2/2 

專業選修 90CN97 英文能力訓練 2/2 專業選修 90C809 初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877 日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90C876 初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878 西班牙語入門 2/2 專業選修 90CNC9 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0CNJ3 語言與文化 2/2 專業選修 90CN03 新聞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4 語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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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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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16學分/18 小時 (46/128) 合計18學分/20 小時 (6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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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90CA05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0CA72 

90CA74 
英文寫作(四) 2/2 

專業必修 
90CA71 

90CA73 
英文寫作(三) 2/2 專業必修 

90CA63 

90CA65 
英語口語練習(四) 1/2 

專業必修 
90CA62 

90CA64 
英語口語練習(三) 1/2 專業必修 90C283 進階英語聽力訓練(二) 2/2 

專業必修 90C515 進階英語聽力訓練(一) 2/2 專業必修 90C511 多媒體設計 1/2 

專業必修 90C042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0CA19 進階觀光英語 2/2 

專業必修 90CA14 觀光英語 2/2 專業選修 90CNE2 職場英文能力訓練(二) 2/2 

專業選修 90CNE1 職場英文能力訓練(一) 2/2 專業選修 90C824 廣播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823 電影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H8 外語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CNH7 導遊領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CNN0 進階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I1 台灣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I7 流行文化 2/2 

專業選修 90CND5 英文演說選讀 2/2 專業選修 90C817 進階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N39 中級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N69 進階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880 中級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9 英文閱讀教學(一) 2/2 

專業選修 90CNJ6 商用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K0 語言習得 2/2 

專業選修 90CNJ7 語言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CNK1 英美文學史 2/2 

專業選修 90CNJ8 英語語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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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CNN1 世界景點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I3 主題式英語導覽 2/2 

專業選修 90CNI4 電腦文書處理 2/2 專業選修 90CNM2 機場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N5 航空訂位與票務 2/2 專業選修 90CND3 英語溝通談判技巧 2/2 

專業選修 90C826 旅館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H9 旅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CNI6 觀光行銷企劃 2/2 專業選修 90CNE9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0C819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90CNJ0 專業職涯講座 2/2 

專業選修 90CN15 實用西班牙文 2/2 專業選修 90CNK5 英文寫作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CNK2 英語會話教學 2/2 專業選修 90CND8 戲劇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CNK3 英美小說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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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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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5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 

105/04/27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105/06/06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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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2 學分 

必修 9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或就業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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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一) 1 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3 服務學習(一)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4 服務學習(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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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7 英文(一) 3 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8 英文(二) 3 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9 *計算機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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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課程(二) 2 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 2 院級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 2 

院級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 2 專業必修 432A03 *電腦繪圖 2 2 

專業必修 432A01 設計概論(師培) 2 2 專業必修 432A04 *程式設計 3 3 

專業必修 432A02 *數位內容概論 3 3 專業必修 432A27 *平面設計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25 基礎素描(師培) 2 2 專業必修 432A35 *數位色彩應用(師培) 2 2 

專業必修 432A37 *數位影像處理 2 2 專業必修 432A38 * 3D 動畫概論 3 3 

     專業選修 432N35 設計基礎(師培) 2 2 

     專業選修 432N36 遊戲概論 2 2 

     專業選修 432N84 設計素描 2 2 

必修合計 20 26 必修合計 21 27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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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 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0 實用中文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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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19 英語聽講練習(一) 2 2 專業必修 432A31 *數位媒體企畫 3 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 2 專業必修 432A32 *影音動畫製作專題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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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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29 *網頁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42 *動畫角色設計 3 3 

專業必修 432A30 *2D 動畫製作 3 3 專業選修 432N43 *材質與燈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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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N45 *遊戲動畫設計(B) 3 3 

專業選修 432N90 基礎圖學(師培) 2 2 專業選修 432N46 *插畫設計 2 2 

專業選修 432N02 生涯輔導 2 2 專業選修 432N47 符號與圖像應用(師培) 2 2 

專業選修 432N85 *3D 建模(A) 3 3 專業選修 432N88 *進階 2D 動畫 3 3 

專業選修 432N86 *遊戲模型製作(B) 3 3 專業選修 432N38 漫畫 2 2 

專業選修 432N87 *美術場景設計 2 2      

專業選修 432N91 *雲端科技應用 2 3      

必修合計 19 20 必修合計 8 10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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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4 英語會話(二) 1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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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12 *多媒體應用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13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 2 專業必修 432A18 專案管理 3 3 

專業必修 432A33 *行動內容應用專題 2 3 專業選修 432N20 *動作捕捉與編輯 3 3 

專業選修 432N08 *數位音樂 2 2 專業選修 432N53 *商品設計(A) (B) 3 3 

專業選修 432N48 遊戲理論 2 2 專業選修 432N54 *資料庫系統 3 3 

專業選修 432N49 *行動內容應用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55 *網站規劃與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50 *進階 3D 動畫製作(A) 3 3 專業選修 432N56 *廣告企劃與製作 3 3 

專業選修 432N52 *後製與剪輯 3 3 專業選修 432N57 *數位音效與錄音 2 2 

     專業選修 432N58 *數位造型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89 *行動遊戲程式設計 3 3 

必修合計 7 9 必修合計 6 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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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A21 實務專題（二） 2 2 

專業必修 432A20 實務專題(一) 1 1 專業必修 432A22 數位內容講座 2 2 

專業必修 432A34 暑期校外實習 3 6 專業必修 432A23 數位內容技能檢定 1 0 

專業選修 432N34 *虛擬實境 3 3 院級選修 40VN14 學期校外實習(二) 9 18 

專業選修 432N59 *展場設計 2 2 專業選修 432N62 企業職場與倫理 2 2 

專業選修 432N60 創意產業規劃 2 2 專業選修 432N63 *數位出版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18 專業選修 432N64 美學經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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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2N65 數位科技藝術 3 3 

     專業選修 432N66 科技與法律 2 2 

必修合計 4 9 必修合計 5 4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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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分、

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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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檢定課程。 

6. 本系學生若修習完成動畫設計組(A)或互動媒體組(B)指定選修課程，可得模組證明。 

7. 畢業修課門檻：本系課程模組數為 8 組，需至少修完 5 組(含以上)模組課程始可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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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1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2.26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06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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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72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4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38 學分] 

選修 6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4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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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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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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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3 勞作教育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4 勞作教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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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訂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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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1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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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06 運動與全人福祉 2/2 專業選修 431N07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1N08 休閒養生功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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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83 球類運動專長訓練(一) 1/2 專業選修 431N86 球類運動專長訓練(二) 1/2 

專業選修 431N84 游泳運動專長訓練(一) 1/2 專業選修 431N87 游泳運動專長訓練(二) 1/2 

專業選修 431N85 健身運動專長訓練(一) 1/2 專業選修 431N88 健身運動專長訓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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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BN 創意藝陣 2/2 專業選修 431N57 定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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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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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15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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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必修 431A14 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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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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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28 經絡養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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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2 

專業選修 431N89 球類運動專長訓練(三) 1/2 專業選修 431N78 球類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90 游泳運動專長訓練(三) 1/2 專業選修 431N31 游泳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91 健身運動專長訓練(三) 1/2 專業選修 431N94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一） 2/2 

專業選修 431N36 自行車 2/2 專業選修 431N46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92 球類運動專長訓練(四) 1/2 

專業選修 431NBZ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31N93 游泳運動專長訓練(四) 1/2 

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練學 2/2 專業選修 431N94 健身運動專長訓練(四) 1/2 

專業選修 431NBV 運動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431N70 直排輪 2/2 

    專業選修 431NBO 山域戶外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45 運動教練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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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預定開課   34  學分   3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34   學分   3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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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8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31A27 學期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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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09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24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BP 新興科技傳播 2/2     

專業選修 431N15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42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47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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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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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1A30 休閒運動英文 2/2 

專業必修 431A25 休閒運動管理實務 1/2 專業必修 431A34 休閒與運動管理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31NAE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專業選修 431NAG 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B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BQ 桌遊企劃與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AH 宴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52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431NBS 運動裁判法 2/2 

專業選修 431N81 球類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82 球類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55 游泳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二） 2/2 專業選修 431N67 游泳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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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68 健身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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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NBT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1NBR 水域戶外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BY 運動醫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8 學分 3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本學期開課最高 30 學分 32 小時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含： 

(1)校訂：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共 42 學分； 

(2)院訂：必修 4 學分； 

(3)系訂：必修 38 學分，選修 52 學分（含跨領域學分學程 10 學分）共 90 學分。  

2、系訂選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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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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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休閒、運動課群

各一模組(但各課群必選均需修習)的整組課程。 

(3)據有運動成就欲申請教育部初級運動教練資格者(詳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修畢教練專業知識

課程（內容如系公告課程），等同完成模組課程規範。 

3、跨領域學分學程選擇一個整組課程，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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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專業選修課程以兩班合班開課為原則，並分配於甲、乙兩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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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一般生 休閒與運動管理研究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2016/6/xx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含必修 17 學分，選修 1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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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M31A13 書報討論(ㄧ) 0/1 共同必修 M31A14 書報討論 (二) 0/1 

共同必修 M31A16 休閒與運動管理研究法 3/3 共同必修 M31A10 應用統計學 3/3 

共同必修 M31A02 休閒與運動管理講座 1/2 共同必修 M31A18 休閒與運動管理產業趨勢研究 1/2 

專業選修 M31N16 運動生物化學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13 運動生物力學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01 運動生理學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14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處理 3/3 

專業選修 M31N02 運動心理學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15 體能訓練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03 運動訓練學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20 休閒產業策略管理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04 傳統健身運動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22 運動產業經營管理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06 健身運動指導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23 生態休閒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21 休閒與遊憩行為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25 休閒活動設計與評估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08 休閒產業行銷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09 會議展覽管理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12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10 旅運經營管理專題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3 學分 15 小時 共必 4 選 9 本學期開課最高 13 學分 15 小時 共必 4 選 9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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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必修 M31A06 論文(一)  3/3 共同必修 M31A08 論文(二)  3/3 

共同必修 M31A12 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實習 3/3 共同必修 M31A20 書報討論(四) 0/1 

共同必修 M31A19 書報討論(三) 0/1 專業選修 M31N17 環境運動生理學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05 運動營養學研究 3/3 專業選修 M31N37 慢性病與運動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27 運動處方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38 老化與運動健康促進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28 競技運動指導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39 運動科學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29 運動訓練管理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40 運動醫學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30 動作學習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41 休閒產業投資與開發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32 旅館業經營管理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44 永續發展與休閒產業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18 社區運動健康促進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45 美食文化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33 休閒產業服務品質管理專題 3/3     

專業選修 M31N36 節慶賽會活動管理專題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2 學分 13 小時 共必 6 選 6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10 小時共必 3 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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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3.23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27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應用設計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9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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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0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

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1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61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71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3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41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81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91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31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RC011 設計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RC021 視覺設計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31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0RC031 設計素描(一) 2/3 專業必修 40RC061 設計素描(二) 2/3 
專業必修 40RC041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40RC071 設計史 2/2 
專業必修 40RC051 平面構成 2/3 專業必修 40RC081 立體構成 2/3 
專業選修 40RQ011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40RC091 電腦繪圖(一) *2/3 
院級必修 40VN321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0RC101 印刷概論 2/2 

    院級必修 40VN111 創意與創業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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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0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81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61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RC161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5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RC171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專業必修 40RC111 設計表現技法(一) 2/3 專業必修 40RC181 設計表現技法(二) 2/3 
專業必修 40RC121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修 40RC191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修 40RC131 電腦繪圖(二) *2/3 專業必修 40RC201 3D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修 40RC14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RQ06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一) 2/2 
專業必修 40RC151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修 40RQ071 金屬飾品製作(一) 2/3 
專業選修 40RQ021 插畫 2/2 專業選修 40RQ081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選修 40RQ031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RQ091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修 40RQ04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修 40RQ101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0RQ051 故事編撰 2/2 跨領域(數位) 432A021 數位內容概論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7   學分   3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7   學分   35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11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9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71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0RC231 設計企畫撰寫 2/2 
專業必修 40RC211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必修 40RC241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修 40RC221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RQ291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RQ111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專業選修 40RQ171 媒材探索與表現(三) 2/2 
專業選修 40RQ121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選修 40RQ181 飾品造型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0RQ131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RQ191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40RQ141 金屬飾品製作(二) 2/3 專業選修 40RQ201 角色模型製作(一) 2/3 
專業選修 40RQ151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RQ211 影音媒體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RQ161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修 40RQ221 包裝結構 2/2 

跨領域(數位) 432A261 基礎3D動畫 3/3 專業選修 40RQ231 包裝材料 2/2 
    跨領域(數位) 432N391 3D動畫製作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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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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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應用設計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9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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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RC301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修 40RC251 展示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RC311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RC27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修 40RC261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RC281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修 40RQ241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RC32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RQ301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選修 40RQ251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RQ261 媒材探索與表現(四) 2/2     
專業選修 40RQ27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3     
專業選修 40RQ281 角色模型製作(二) 2/3     

跨領域(數位) 432A331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6   小時分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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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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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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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3.23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06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行銷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9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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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1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6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72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32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4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8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9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22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32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RD012 色彩計畫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RD022 設計素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R023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0RD032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RD062 設計流行趨勢 2/2 
專業必修 40RD042 企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RD072 廣告學 2/2 
專業必修 40RD052 基本設計(一) 2/3 專業必修 40RD082 行銷學 2/2 
專業選修 40RR012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選修 40RR022 基本設計(二) 2/3 
院級必修 40VN32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RR032 印刷概論 2/2 

    院級必修 40VN112 創意與創業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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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02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8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62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0RD162 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52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0RD172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RD092 活動設計與規劃 2/2 專業必修 40RD182 媒體行銷傳播 2/2 
專業必修 40RD102 成本與效益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RD192 廣告文宣設計 2/2 

專業必修 40RD112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RD202 
時尚生活美學(二) 
商品美學 

1/2 

專業必修 40RD122 時尚生活美學(一)身體美學 1/2 專業必修 40RD222 電腦繪圖 *2/3 
專業必修 40RD142 電腦影像處理 *2/3 專業選修 40RR052 圖文編輯與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RD152 商業文書軟體 *2/3 專業選修 40RR062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RR042 攝影 2/2 跨領域(數位) 432N111 互動媒體設計 *3/3 

跨領域(數位) 432A301 2D 動畫製作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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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92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R0072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0RD282 空間與展示美學 2/2 

專業必修 40RD232 
時尚生活美學(三) 
包裝美學 

1/2 專業必修 40RD292 
文化創意設計與 
產品開發 

2/2 

專業必修 40RD252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RD312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RD262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RR092 商業禮儀 2/2 
專業必修 40RD272 文案撰寫 2/2 專業選修 40RR102 展示規劃與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RR072 行銷個案探討 2/2 專業選修 40RR11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3 
專業選修 40RR082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RR122 職場實用英文 2/2 

跨領域(數位) 432N671 數位內容市場調查 2/2 跨領域(數位) 432N661 科技與法律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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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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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3.23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06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設計行銷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9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3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通識基礎必修 40R01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RD342 專業證照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RD352 實務專題(二) 2/3 
專業必修 40RD322 實務專題(一) 2/3 專業選修 40RR152 定價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RD332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RR162 企業經營實務及體驗 2/2 
專業必修 40RD362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RR172 通路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RR132 溝通表達與行銷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RR182 商業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RR142 創業管理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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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分、自然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學分、生命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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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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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每學期可修學分數最低 9 學分，最高 25 學分。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3. 管理學院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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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3.23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06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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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學分，專業必修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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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8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9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6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4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0R238 設計圖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7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0R204 視覺設計概論 2/2 專業必修 90R240 設計素描(二) 2/2 
專業必修 90R239 設計素描(一) 2/2 專業必修 90R246 設計史 2/2 
專業必修 90R210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90R237 立體構成 2/2 
專業必修 90R203 平面構成 2/2 專業必修 90R241 電腦繪圖(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5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90R257 印刷概論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0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1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2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3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3 設計表現技法(一) 2/2 專業必修 90R248 符號與圖象應用 2/2 
專業必修 90R258 基礎攝影 2/2 專業必修 90R244 設計表現技法(二) 2/2 
專業必修 90R242 電腦繪圖(二) *2/2 專業必修 90R260 專業攝影 2/2 
專業必修 90R247 應用版印 2/2 專業選修 90R852 媒材探索與表現-陶藝 2/2 
專業選修 90R825 金工概論 2/2 專業選修 90R833 金屬飾品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R851 文字造形 2/2 專業選修 90R824 插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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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0R267 時尚生活美學(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0R016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0R270 3D 電腦繪圖 *2/2 專業必修 90R266 設計企畫撰寫 2/2 
專業選修 90R834 繪本編輯製作 2/2 專業必修 90R268 時尚生活美學(二) 1/2 
專業選修 90R827 媒材探索與表現-玻璃 2/2 專業選修 90R854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38 角色造形設計(一) 2/2 專業選修 90R828 媒材探索與表現-纖維 2/2 
專業選修 90R832 網站設計與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R840 飾品造型設計(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7 金屬飾品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R839 角色造形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90R846 飾品材料學 2/2 專業選修 90R842 角色模型製作(一) 2/2 
專業選修 90R836 藝用解剖學 2/2 專業選修 90R829 圖文編輯與應用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90R253 實務專題 (一) 2/2 專業必修 90R235 專業證照 1/2 

專業必修 90R251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
開發 

2/2 專業必修 90R254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90R269 時尚生活美學(三) 1/2 專業必修 90R233 著作權與設計法規 2/2 
專業必修 90R271 展示設計 2/2 專業必修 90R272 設計專業英文 2/2 
專業選修 90R858 包裝結構與材料 2/2 專業必修 90R273 作品集設計 2/2 
專業選修 90R856 企業職場與倫理 2/2 專業選修 90R857 包裝設計實務 2/2 
專業選修 90R822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90R823 創新與創業規畫 2/2 
專業選修 90R841 飾品造型設計(二) 2/2     
專業選修 90R843 角色模型製作(二) 2/2     
專業選修 90R855 媒材探索與表現-木石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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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週六、日班二技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 

必修 46 學分[含基礎必修 8 學分，系訂必修 38 學分] 
選修 26 學分[含通識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2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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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S0R001 實用英語 2/2 
通識基礎 
必修 

S0R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R002 歷代文選 2/2 
通識博雅 
選修 

S0R004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S0R201 視覺傳達設計 2/2 專業必修 S0R207 符號與圖像應用 2/2 
專業必修 S0R202 時尚生活美學(一) 2/2 專業必修 S0R208 時尚生活美學(二) 2/2 
專業必修 S0R203 包裝實務(一) 2/2 專業必修 S0R209 包裝實務(二) 2/2 
專業必修 S0R204 電腦繪圖(一) 2/2 專業必修 S0R210 電腦繪圖(二) 2/2 
專業必修 S0R205 商業攝影 2/2 專業必修 S0R211 展示規劃與行銷 2/2 
專業必修 S0R206 文化創意設計與產品開發 2/2 專業選修 S0R802 商品市場分析 2/2 
專業選修 S0R801 金屬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S0R803 媒材探索與表現(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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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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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S0R005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專業 
基礎必修 

S0R006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S0R212 實務專題(一) 2/2 專業必修 S0R216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必修 S0R213 插畫(一) 2/2 專業必修 S0R217 插畫(二) 2/2 
專業必修 S0R214 時尚生活美學(三) 2/2 專業必修 S0R218 時尚生活美學(四) 2/2 
專業必修 S0R215 角色造型設計 2/2 專業必修 S0R219 角模型製作 2/2 
專業選修 S0R804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修 S0R808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S0R805 媒材探索與表現(二) 2/2 專業選修 S0R809 媒材探索與表現(三) 2/2 
專業選修 S0R806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S0R810 品牌研究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S0R807 廣告學 2/2 專業選修 S0R811 攝影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1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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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3.23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06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專校二年制專科部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科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 

必修 60 學分[含校訂必修 20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 
選修 20 學分[系訂選修 20 學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共同科目 70R001 國文(一) 3/3 共同科目 70R002 國文(二) 3/3 
共同科目 70R003 英文(一) 3/3 共同科目 70R004 英文(二) 3/3 
共同科目 70R005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共同科目 70R006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R201 設計素描 2/2 專業必修 70R207 設計表現技法 2/2 
專業必修 70R202 平面構成 2/2 專業必修 70R208 立體構成 2/2 
專業必修 70R203 色彩計畫 2/2 專業必修 70R209 金工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R204 印刷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R211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R205 創意思考與方法 2/2 專業必修 70R212 攝影  2/2 
專業必修 70R210 圖學 2/2 專業必修 70R206 ＊電腦繪圖(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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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共同科目 70R007 音樂與生活 2/2 共同科目 70R008 人際溝通 2/2 
專業必修 70R217 視覺形象規劃設計 2/2 專業必修 70R216 包裝設計(二) 2/2 
專業必修 70R213 包裝設計(一) 2/2 專業必修 70R218 文創商品開發 2/2 
專業必修 70R215 ＊電腦繪圖(二) 2/2 專業必修 70R214 ＊圖文編輯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70R219 實務專題 (一) 2/2 專業必修 70R220 實務專題(二) 2/2 
專業選修 70R802 金屬飾品製作(一) 2/2   專業選修 70R808 金屬飾品製作(二) 2/2 
專業選修 70R803 陶藝與飾品應用(一) 2/2 專業選修 70R809 陶藝與飾品應用(二) 2/2 
專業選修 70R804 玻璃與飾品應用(一) 2/2 專業選修 70R810 玻璃與飾品應用(二) 2/2 
專業選修 70R805 時尚生活美學(一) 2/2 專業選修 70R811 時尚生活美學(二) 2/2 
專業選修 70R806 插畫 2/2 專業選修 70R812 空間與展示美學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0   小時 
 
說明： 
(1) 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3) 英文(一)、英文(二)為網路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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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5 系務會議通過；103.5.16 院務會議通過 

                                                                       104.9.11 系務會議通過；105.4.16 系務會議通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觀光遊憩系【觀光管理組 4P1】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院必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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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學分 

從系訂的三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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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P004 英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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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8 勞作教育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9 勞作教育 0/1 

專業必修 40PC01 管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3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PC02 觀光學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9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0PC04 觀光日語基礎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PC23 餐旅概論 2/2 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PQ01 導覽解說技巧 2/2 專業必修 40PC05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40PQ03 旅行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C07 觀光日語進階 2/2 

專業選修 40PQ04 國家公園與國家風景區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PQ02 觀光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會計學  專業選修  旅遊健康與急救  

專必：8 /通必：7專選：6 /通選：0 院必：2/ 專必：4 /通必：11專選：2 /通選：2 

合計 21 學分 26 小時 (21/134)  合計 21 學分 27 小時 (4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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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01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6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院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PC25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C06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PC21 觀光英語進階 2/2 

專業必修 40PC1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PC13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PC24 觀光英語 2/2 專業必修 40PC08 職涯發展與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PC03 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08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40PQ05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40PQ21 觀光環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19 文化觀光 2/2 專業選修 40PQ06 遊樂區經營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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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PQ20 觀光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社區營造與觀光發展  

專業選修  觀光遊憩資源管理  專業選修  休閒設施維護與管理  

院必：2/ 專必：8 /通必：5   專選：6 /通選：2 專必：8 /通必：5 專選：6 /通選：2 

合計 23 學分 24 小時 (65/134)  合計 21 學分 22 小時 (8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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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C26 學期校外實習 9/18 通識基礎必修 40P009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PC18 畢業專題製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PC16 觀光行政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PC15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22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23 旅遊電子商務 2/2 

    專業選修 40PQ12 觀光地理 2/2 

    專業選修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專業選修  休閒設施維護與管理  

專必：9/通必：0專選：0 /通選：0 專必：6 /通必：2專選：6 /通選：2 

合計 9 學分 18 小時 (95/134)  合計 16 學分 18 小時 (111/134)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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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PC20 觀光遊憩實務實習 2/2 

專業必修 40PC12 觀光專題講座與參訪 2/2 專業選修 40PQ11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必修 40PC22 畢業專題製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PQ07 觀光市場調查與分析 2/2 

專業必修 40PC19 專業證照輔導 1/1 專業選修 40PQ1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16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PQ18 休閒農業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14 生態旅遊 2/2 專業選修 40PQ19 地方節慶與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40PQ24 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Q25 兩岸旅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PQ10 休閒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必：5 /通必：0   專選：4/通選：4 專必：2 /通必：0   專選：8 /通選：0 

合計 13 學分 13 小時 (124/134)  合計 10 學分 12 小時 (13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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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5 系務會議通過；103.5.16 院務會議通過 

                                                                       104.9.11 系務會議通過；105.4.16 系務會議通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觀光遊憩系【旅館管理組 4P2】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4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院必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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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學分 

從系訂的三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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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02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P004 英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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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3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4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8 勞作教育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P029 勞作教育 0/1 

專業必修 40PD01 管理學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3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0PD02 觀光學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9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0PD04 觀光日語基礎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PD23 餐旅概論 2/2 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專業選修 40PR30 飲食文化與美學 2/2 專業必修 40PD07 觀光日語進階 2/2 

專業選修 40PR31 飲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D05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旅館美學  專業選修  40PR41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餐飲服務技巧 2/2 

專必：8 /通必：7專選：4/通選：0 院必：2/ 專必：4 /通必：11專選：2 /通選：2 

合 19 學分 24 小時 (19/134)  合計 21 學分 27 小時 (4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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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011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2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7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6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院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0PD08 職涯發展與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PD10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0PD26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D24 旅館英語 2/2 專業必修 40PD27 客務與房務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PD25 旅館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D13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0PD03 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12 旅館活動企劃 2/2 

專業選修 40PR08 餐旅連鎖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09 餐旅業督導訓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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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旅館設備維護與管理  專業選修 40PR32 旅館英語進階 2/2 

    專業選修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院必：2/ 專必：8 /通必：3專選：2 /通選：2 專必：8 /通必：7專選：6 /通選：2 

合計 17 學分 21 小時 (57/134)  合計 23 學分 23 小時 (8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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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P009 英語會話（一） 1/2 專業必修 40PD29 學期校外實習 9/18 

通識基礎必修 40P010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0PD18 畢業專題製作（一） 2/2     

專業必修 40PD15 觀光行政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0PD14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33 旅館管家服務 2/2     

專業選修 40PR10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PR20 宴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34 旅館品牌經營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跨文化管理實務      

專必：6 /通必：2專選：8 /通選：2 專必：9/通必：0專選：0 /通選：0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 (98/134)  合計 9 學分 18 小時 (107/134)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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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能力檢定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PD20 觀光遊憩實務實習 2/2 

專業必修 40PD28 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37 餐旅專題講座 2/2 

專業必修 40PD22 畢業專題製作（二） 2/2 專業選修 40PR18  民宿規劃與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PD19 專業證照輔導 1/1 專業選修 40PR38 旅館個案研析 2/2 

專業選修 40PR16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39 食品安全衛生與法規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PR35 渡假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PR40 旅館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PR36 旅館成本與控制管理 2/2 專業選修  創業實務  

專業選修  簡報技巧與發表      

專業選修  創業管理      

專必：5 /通必：0專選：6 /通選：4 專必：2 /通必：0   專選：10 /通選：0 

合計 15 學分 15 小時 (122/134)  合計 12 學分 14 小時 (13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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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11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0 系務會議通過 

105.05.27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ooo.oo.oo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 

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 

必須從四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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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運管理學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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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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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2 勞作教育（二） 0/1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20 餐飲管理導論 1/2 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4A30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434A26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434A22 餐飲服務 2/2 專業必修 434A2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434A07 中餐烹調 2/4 專業必修 434A28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必修 434A08 西餐烹調 2/4 專業必修 434A42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06 烘焙食品 2/4 專業選修 434N10 餅乾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4A41 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66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4N78 西式輕食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85 蔬果切雕與盤飾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7 學分 35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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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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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四）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09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專業必修 434A32 餐飲行銷管理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4A43 餐飲志工服務(一) 1/2 專業必修 434A33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30 鐵板燒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4A34 餐飲美學 2/2 

專業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44 餐飲志工服務(二) 1/2 

專業選修 434N67 西式點心 2/4 專業選修 434N70 中式點心 2/3 

專業選修 434N86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2/2 專業選修 434N79 異國料理 2/4 

專業選修 434N87 餐飲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88 台灣料理 2/3 

跨領域選修  會計與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89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跨領域選修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90 餐飲採購管理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旅館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2/2 

跨領域選修  導覽解說技巧 2/2 跨領域選修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客務與房務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航空票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1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4A31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4N71 葡萄酒品評與調酒 2/2     

專業選修 434N76 創意麵包 2/4     

專業選修 434N80 西式套餐 2/4     

專業選修 434N91 港點製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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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選修  微型創業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旅館行銷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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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4A19 實務專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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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五） 2/2 專業必修 434A46 餐飲技能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4A47 宴會管理實務 2/2 

專業必修 434A45 專業經理人與職場倫理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74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434N28 巧克力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75 養生膳食 2/3 

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82 酒會與餐點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95 餐飲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94 餐飲產品開發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微型創業達人講座 2/2 

跨領域選修  創業法規與稅務規劃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餐遊資訊系統 2/2 

跨領域選修  旅館資訊系統 2/2 跨領域選修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跨領域選修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4 小時 

其他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 

2.必須在四個廚藝模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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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

模組，在該模組 5 門選修課都要修畢(共 10 學分)，另從其他三個模組再選 3 門(6 學分)，共 16 學分。 

3.必須在二個管理模組「餐飲行銷管理模組」及「餐飲創業經營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 5 門選修課

都要修畢(共 10 學分)，另外模組再選 2 門(4 學分)，共 14 學分。 

4.必須從四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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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運管理學分學程)中，

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5.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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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11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4.20 系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6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46 學分) 

                             選修 6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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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5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2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6 英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8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34A01 餐飲管理導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0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4A03 西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934A04 烘焙食品 4/4 

專業必修 934A06 中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934A31 飲務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4A22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934A08 餐飲服務 2/2 

    專業必修 934A23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合計 17 學分 20 小時(17/128) 合計 16 學分 20 小時(3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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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010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13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11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14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12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4015 體育（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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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34A09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34A20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4A24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必修 934A25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4A18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4A29 飲食文化 2/2 

專業選修 934N48 蔬果切雕與盤飾 2/2 專業選修 934N13 異國料理 4/4 

專業選修 934N27 餅乾製作 4/4 專業選修 934N43 西式點心 4/4 

專業選修 934N28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934N49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2/2 

專業選修 934N45 西式輕食料理 4/4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51/128)  合計 18 學分 20 小時(6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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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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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基礎必修 934016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專業必修 934A32 餐飲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4A14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選修 934N11 日式料理 4/4 

專業必修 934A15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4N39 鐵板燒製作 4/4 

專業選修 934N50 台灣料理 4/4 專業選修 934N33 葡萄酒品評與調酒 2/2 

專業選修 934N31 西式套餐 4/4 專業選修 934N52 餐飲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934N44 中式點心 4/4 專業選修 934N53 餐飲採購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4N51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合計 17 學分 18 小時(86/128)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0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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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A33 餐飲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4A34 餐飲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4A28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必修 934A35 宴會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4N54 港點製作 4/4 專業選修 934N56 養生膳食 4/4 

專業選修 934N46 酒會與餐點製作 4/4 專業選修 934N57 巧克力製作 4/4 

專業選修 934N40 創意麵包 4/4 專業選修 934N42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934N41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4N58 餐飲連鎖事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4N55 餐飲商品開發與管理 2/2     

合計 16 學分 16 小時(118/128) 合計 10 學分 10 小時(12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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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5.05.23 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XX.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XX.XX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5.XX.XX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光電組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 
        必修 9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6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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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類等或國際認證相關技術士證照丙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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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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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3004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403807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6 計算機概論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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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403808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4 體育(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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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3A01 化學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5 體育(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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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A0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3A08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03A20 電子工程論壇 1/1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5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3017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19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18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381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3809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7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6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403A21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03A11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3A12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3A09 電子電路(一) 3/3 專業必修 403A10 電子電路(二) 3/3 
專業必修 403A13 線性積體電路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03A14 數位積體電路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03A16 數位系統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3A22 嵌入式系統概論 △ 2/3 
專業必修 403A1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0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1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40381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3812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必修 403A24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03F03 光電元件 3/3 
專業必修 403B22 暑期校外實習 △ 3/6 專業必修 403F04 半導體元件 3/3 
專業必修 403A23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03N79 學期校外實習(一) △ 9/18 
專業必修 403F01 電磁學 3/3 專業選修 403N09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403F02 半導體物理 3/3 專業選修 403N13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 2/3 
專業選修 403N10 高等電子電路 3/3 專業選修 403T04 光電顯示器 3/3 
專業選修 403T01 光電材料 3/3 專業選修 403T05 光纖通訊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3T02 基礎光學 3/3 專業選修 403T19 光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403T23 電子製圖及佈局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24 色彩學 3/3 

    專業選修 403T37 光電設備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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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24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5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27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3A19 實務專題 △ 2/3 
專業選修 403N06 DSP 晶片實習 △ 2/3 專業必修 403A62 電子實務能力認證 △ 0/3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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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3T07 光電元件設計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N15 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 3/3 
專業選修 403T20 液晶工程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3N75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3T13 光電量測技術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25 有機發光二極體技術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09 感測器與轉換器電路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26 光電薄膜製程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15 基礎光通訊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14 半導體固態照明 3/3 
專業選修 403T11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3T22 光通訊系統實習 △ 2/3 
專業選修 403T12 半導體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3T17 半導體製程整合 3/3 

    專業選修 403T27 太陽能電池製程技術實習 △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2   學分   1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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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機電組）課程標準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丙班）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39 學分（含專業必修 68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6 學分）。 

2.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  104.4.20 課程委員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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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5.證照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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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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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9 服務學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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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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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5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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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C52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C11 

 

靜力學 3/3 

必修 20 學分 27 小時 (通必 9/15 hr, 專必 11/12 hr) 
選修 0 學分 

必修 17 學分 23 小時 (通必 7/12 hr, 專必 10/11hr) 
選修 2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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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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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C37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C35 

 

多媒體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4C38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36 

 

電路學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Q34 電腦輔助繪圖▲ 2/3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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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Q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Q35 數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32 機械製圖 2/3 專業選修 404Q36 機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33 工程材料 2/2 專業選修 404Q37 材料實驗 2/3 

必修 15 學分 18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12/14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必修 12 學分/14 小時 (通必 3/4hr, 專必 9/10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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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C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C4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39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404C46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4C63 邏輯設計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65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C42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C47 實務專題 1/3 

專業必修 404C64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16 

 

製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Q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Q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Q04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選修 404Q24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Q06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Q74 

 

精密量測及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Q42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Q73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Q43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40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Q44 生涯輔導 2/2 

必修 14 學分/18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11/14 hr) 
選修 6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4 學分) 

必修 11 學分/15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8/11 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6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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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C48 機電整合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04Q23 逆向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C66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作 

2/2 專業選修 404Q29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C49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3/3 專業選修 404Q49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必修 404C67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4Q5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04Q51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Q52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Q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Q53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18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Q54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
論 

2/2 

專業選修 404Q20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Q76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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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Q38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64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
評量 

2/3 

專業選修 404Q46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Q47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48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Q75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代表選上機實習之課程。 
 

必修 10 學分 15 小時 (通必 2/4 hr, 專必 8/11 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6 學分)  

必修 2 學分 2 小時 (通必 0/0 hr, 專必 2/2 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0 學分, 專選 6 學分)  

 

說明： 

 

必修 68 學分/79 小時 

專業必修(含實習實驗, 未含暑期校外實習) 48 學分/56 小時 

數理化課程必修  16 學分/17 小時 

資訊課程必修   4 學分/6 小時 

 

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專業選修        26 學分  

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47 小時 

通識博雅必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畢業學分                139 = 68+3+26+30+12 

 

*104.4.20課程委員會修訂原 3上課程微電腦介面實習與原 3下課程氣壓控制與實習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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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精密製造技術組）課程標準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甲班）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39 學分（含專業必修 65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8 學分，校外實習必選修 8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0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 

2.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104.4.20 課程委員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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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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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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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或 CNC 車床乙級技術士證照、或通過本校「多軸加工能力檢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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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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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4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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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9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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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4F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F05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F02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F06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F03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F07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F04 機械工廠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4F08 靜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F09 機械製圖與實習 2/4 

必修 20 學分 28 小時 (通必 9/15 hr, 專必 11/13 hr) 
選修 0 學分 

必修 19 學分 27 小時 (通必 7/12 hr, 專必 12/15 hr) 
選修 2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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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F10 多媒體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4F16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F11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F17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12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F18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4F13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F19 機械元件設計與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4F14 數值控制加工與實習 2/4 專業必修 404F20 氣壓控制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15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習 2/4 專業選修 404T04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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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T01 電路學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T05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T0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T06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選修 404T44 暑期校外實習(一) 3/6     

必修 17 學分 23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14/19 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必修 13 學分 22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10/18 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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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F21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F25 精密量測及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22 製造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F39 逆向工程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38 
電腦輔助設計與實
作 

2/4 專業必修 404F40 
多軸數值控制加工與
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2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與實作 

2/4 專業必修 404F41 
自動化系統工程實務
與實作 

2/4 

專業選修 404T07 熱處理 2/2 專業必修 404F30 實務專題 1/3 

專業選修 404T08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T15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T09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T16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T10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
用 

2/2 專業選修 404T17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析
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T11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T18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T42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T1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4T1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T45 暑期校外實習（二） 3/6     

必修 12 學分 18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9/14 hr) 
選修 9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7 學分)  

必修 12 學分 23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9/19 hr) 
選修 9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7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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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F31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
評量 

0/3 

專業必修 404F42 暑期校外實習（三） 3/6 專業選修 404T47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4T46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專業選修 404T32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4T2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T33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T23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T34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4T24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T35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T25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T36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T43 
精密工具機技術與實
作 

2/4 專業選修 404T37 機電整合 2/2 

專業選修 404T27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T38 冷凍空調工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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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T28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T39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論 2/2 

專業選修 404T29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T30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3/3 ※“▲”代表上機實習之課程。 

必修 3 學分 8 小時 (通必 0/2 hr, 專必 3/6 hr) 
選修 9 學分 (通選 0 學分, 專選 9 學分) 

必修 1 學分 6 小時 (通必 0/0 hr, 專必 1/6 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0 學分, 專選 8 學分) 

 

說明： 

 

專業必修 65 學分/98 小時 

一般專業必修 25 學分/35 小時(未含暑期校外實習(三)) 

數理化課程必修 16 學分/17 小時 

資訊課程必修  4 學分/6 小時 

專業實作必修  20 學分/40 小時 

校外實習必選修   以 18 學分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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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合計 18 學分之校外實習。 

專業選修         18 學分(至少)/如果未參加四年級學期校外實習者，必須選修「精密工具機技術

與實習」課程，並且遵照本校學則規定修課。  

通識基礎必修        28 學分/45 小時 

通識博雅必選修    10 學分/10 小時,人文科學領域不得少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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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學分                139 = 65+18+18+28+10 

 

證照要求：畢業前須取得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或 CNC 車床乙級技術士證照、或通過本系自頒的

多軸加工技術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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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學生準備相關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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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機械工程系（設計製造組）課程標準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乙班） 

說明： 

1. 最低畢業學分 139 學分（含專業必修 68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26 學分）。 

2. 跨系選修最多 10 學分。(104.4.20 課程委員會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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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5. 證照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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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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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2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10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5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9 服務學習(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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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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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5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04D01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04D02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04D03 物理(一) 3/3 專業必修 404D04 物理(二) 3/3 

專業必修 404D06 化學 3/3 專業必修 404D05 物理實驗 1/2 

專業必修 404D70 機械工程概論與實習 2/3 專業必修 404D11 靜力學 3/3 

必修 20 學分 27 小時 (通必 9/15 hr, 專必 11/12 hr) 
選修 0 學分 

必修 17 學分 23 小時 (通必 7/12 hr, 專必 10/11 hr) 
選修 2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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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034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5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8 體育(四) 1/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A0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1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404D12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04D13 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必修 404D14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404D15 機動學 2/2 

專業必修 404D16 材料力學（一） 2/2 專業必修 404D17 材料力學（二） 2/2 

專業必修 404D1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404D58 電腦輔助繪圖▲ 2/3 

專業必修 404D56 多媒體設計▲ 2/3 專業必修 404D59 熱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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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04D57 機械製圖 2/3 專業必修 404D60 材料實驗 2/3 

專業選修 404R15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04R35 數值控制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R34 電路學與實習 2/3 專業選修 404R36 應用電子學與實習 2/3 

必修 17 學分 20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14/16 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必修 16 學分 19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13/15 hr) 
選修 4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2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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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2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7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6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8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B02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C01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04D10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04D63 製造工程 3/3 

專業必修 404D74 電腦輔助製造與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D75 精密量測及實作 2/3 

專業必修 404D68 機械設計原理 2/2 專業必修 404D43 實務專題 1/3 

專業必修 404D62 流體力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10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3 

專業選修 404R03 工程數學（三） 2/2 專業選修 404R29 工具機概論 2/2 

專業選修 404R07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04R37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81 邏輯設計與實作 2/2 專業選修 404R45 非破壞檢測 2/2 

專業選修 404R40 熱處理 2/2 專業選修 404R46 熱傳學與實務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41 振動學 2/2 專業選修 404R47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04R42 控制系統工程 3/3 專業選修 404R49 電腦輔助控制系統分
析與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R82 氣壓控制與實作 2/3 專業選修 404R83 微電腦介面實作 2/3 

必修 11 學分 14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8/10 hr) 
選修 6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4 學分) 

必修 9 學分 13 小時 (通必 3/4 hr, 專必 6/9 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6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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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3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04D66 逆向工程 3/3 

通識基礎
必修 

404040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選修 404R16 機電整合 2/2 

通識博雅
選修 

400D01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404R20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必修 404D65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4R26 冷凍空調工程 2/2 

專業必修 404D76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04R52 工具機系統設計分析 2/2 

專業選修 404R01 工業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04R53 塑性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R12 非傳統加工 2/2 專業選修 404R55 光機電系統 2/2 

專業選修 404R19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選修 404R56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30 精密工具機技術 2/2 專業選修 404R57 
電子設備冷卻技術導
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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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4R38 電動機原理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78 學期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4R48 銲接工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75 
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
評量 

2/3 

專業選修 404R84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
實作 

2/2     

專業選修 404R51 工程熱機學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404R54 
圖形程式設計與虛擬
儀控 

3/3     

專業選修 404R77 學期校外實習（一） 9/18 ※“▲”代表上機實習之課程。 
 

必修 8 學分 13 小時 (通必 2/4 hr, 專必 6/9 hr) 
選修 8 學分 (通選 2 學分, 專選 6 學分)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通必 0/0 hr, 專必 3/3 hr) 
選修 6 學分 (通選 0 學分, 專選 6 學分)  

 

說明： 

 

必修 68 學分/79 小時 

專業必修(含實習實驗, 未含暑期校外實習) 48 學分/56 小時 

數理化課程必修  16 學分/17 小時 

資訊課程必修   4 學分/6 小時 

 

校外實習必修 3 學分(暑期校外實習) 

專業選修        26 學分  

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47 小時 

通識博雅必選修    12 學分/12 小時 

 

畢業學分                139 = 68+3+26+30+12 

 

 
*104.4.20課程委員會修訂原 3上課程微電腦介面實習與原 3下課程氣壓控制與實習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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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學分學

程 
學分/

時數 

產業創新管理

學分學程 

學分/

時數 

節能 LED 照

明光電應用學

分學程 

學分/

時數 

創新創意應用

學分學程 

學分/

時數 

工程材料 2/2 製造工程 3/3 半導體製程 2/2 電腦輔助繪圖 2/3 

應用電子學與

實作 
2/2 半導體製程 2/2 

流體力學與實務

應用 
2/2 

電腦輔助製造與
實作 

2/3 

電動機原理與

應用 
2/2 奈米工程與應用 2/2 熱處理 2/2 機械設計原理 2/2 

邏輯設計與實

作 
2/3 多媒體設計 2/3 電路學與實作 2/3 

機械元件設計與
實作 

2/4 

可程式控制器

應用與實作 
2/2 

可程式控制器應

用與實作 
2/2 光機電系統 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製造工程 3/3 創意思考訓練 2/2 
應用電子學與實

作 
2/3 

圖形程式設計與
虛擬儀控 

3/3 

控制系統工

程 
3/3 逆向工程 2/2   電腦輔助設計 3/3 

微電腦介面實

作 
2/3 

電腦輔助工程分

析 
3/3  

 

光機電系統 2/2 

液氣壓控制與

實驗  
2/3  

   

  

機電整合 2/2  

     

電腦輔助控制

系統分析與設

計 

3/3  

     

圖形程式設計

與虛擬儀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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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週六日班) 機械工程系 課程表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72 學分(必修37 學分【校訂通識基礎必修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28 學分】，選修

35學分)【校訂通識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31 學分】。 

2.跨系選修最多 9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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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1 實用英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3 網際網路應用 3/3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2 歷代文選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400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04201 高等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S04207 機械設計原理 3/3 

專業必修 S04212 製造工程 2/2 專業必修 S04208 工程材料 2/2 

專業必修 S04203 動力學 3/3 專業必修 S04209 流體力學 2/2 

專業必修 S04204 高等材料力學 3/3 專業必修 S04210 工程自動化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S04205 工程熱力學 2/2 專業選修 S04801 數值控制加工 3/3 

專業必修 S04206 自動控制 2/2 專業選修 S04802 工業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S04803 高等工程數學(二) 3/3 

    專業選修 S04828 工廠基礎實習 1/3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 (必修 19 學分/選修 0 學分)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必修 15 學分/選修 3 學分)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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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修選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修選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S04211 電腦輔助機械製造 3/3 專業選修 S04813 逆向工程概論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S04804 振動力學 3/3 專業選修 S04831 精密量測 3/3 

專業選修 S04805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S04815 塑性加工學 2/2 

專業選修 S04827 電腦輔助設計 3/3 專業選修 S04816 微細加工 3/3 

專業選修 S04824 工程統計與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S04817 最佳化設計 3/3 

專業選修 S04808 熱處理與金相實驗 3/3 專業選修 S04818 半導體製程導論 2/2 

專業選修 S04825 焊接工程 2/2 專業選修 S04819 微機電導論 3/3 

專業選修 S04826 電子封裝導論 2/2 專業選修 S04820 非破壞檢測實驗 2/2 

專業選修 S04811 工程熱機學 3/3 專業選修 S04821 冷凍空調工程 3/3 

專業選修 S04830 液氣壓工程 3/3 專業選修 S04822 能源工程 3/3 

    專業選修 S04823 工業管理學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必修 3 學分/選修 15 學分) 合計 17 學分 17 小時 (必修 0 學分/選修 1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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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產學訓合作訓練 

105 學年機電整合班高分屬訓練課程抵免正修科技大學課程學分規劃 

說明：抵免課程學分原則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所對應訓練課程內容時數必須大於

正修課程的授課時數，若單科訓練項目時數不足時可合併相關課程內容時數進行抵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課程

屬性 

訓練項目 

(依課程屬性) 

學/術

科 

訓練

時數 

課程名稱/必(選)修/

開課學期 

每學期 

時數 

學分/

學時數 

 共同學科：重要勞

工法規介紹、安全

衛生常識與環保意

識、性別平等宣

導、就業準備 

通識 13    

 其他：開結訓、月

會、聯課活動、見

習教學、導師應用

時間 

通識 107    

 電學基礎知識：電

工學及電子學 
學科 40    

 自動化概論：自動

化元件之認識 
學科 30    

 自動化概論：機件

之認識與運用 
學科 30    

 自動化概論：自動

化機構之認識 
學科 44    

 氣液壓學：氣壓學

及液壓學 
學科 100 液氣壓控制與實習(一 ) 

/9058XX/選修/二上 

72 3/4 

 氣液壓控制實習：

氣液壓控制實習 
術科 200 液氣壓控制與實習(二) 

/9058XX/選修/二下 

72 3/4 

 系統整合控制：可

程式系統整合 
學科 40    

 電路控制實習：控

制電路實習 
術科 100 電子學實習 

/905450/必修/二上 

54 2/3 

 機械工作實習：識

圖與繪圖 
術科 100 機械識圖與製圖 

/9058XX/選修/二上 

54 3/3 

 機械工作實習：機

械加工工作實習 
術科 88    

 控制器概論：PLC

軟體編輯 
學科 80    

 程式控制實習：

PLC 控制實習 
術科 160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9054XX/必修/三上 

72 3/4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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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課程

屬性 

訓練項目 

(依課程屬性) 

學/術

科 

訓練

時數 

課程名稱/必(選)修/

開課學期 

每學期 

時數 

學分/

學時數 

 系統整合控制實

習：PLC 系統整合

控制實習 

術科 140 機電整合實習(一)  

/905469/必修/三上 

72 3/4 

 程式控制實習：單

晶片控制實習 
術科 20    

三科

合併

抵免,

必須

三科

皆及

格。 

控 制 器 概 論 ：

PC-Based 軟體編輯 
學科 48 PC-Based 控制實習 

/9058XX/選修/四上 

72 3/4 

程式控制實習：

PC-Based 控制實習 
術科 40    

系統整合控制實

習：PC-based 控制

實習 

術科 40    

 機電實習：機電裝

配實習 
術科 40    

 機電實習：機電控

制實習 
術科 40    

 機電應用實習：機

電控制實習 
術科 200 機電整合實習(二)  

/905470/必修/三下 

72 3/4 

 機電應用實習：綜

合應用實習 
術科 100 實務專題  

/905422/必修/四下 

3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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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OOOO「商業 4.0-全通路物流」學分學程 

105 年 X 月 X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 年 X 月 X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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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12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

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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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

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管理學院認定之。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

成績總表，經管理學院認定後，轉呈教務處核章備查。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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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商業 4.0-全通路物流學分學程」，並頒發學

程證明書。 

五、 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商業4.0概論 3 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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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 

智慧倉儲管理/倉儲管理/物料管理/物料

需求計畫 
3 企管、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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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工管、資

管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企管、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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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資管、工

管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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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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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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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工管 

物聯網應用設計/APP 設計與開發實務 3 資管 

物流資訊管理/管理資訊系統 3 資管 

智慧冷鏈 3 管院 

智慧通關與貿易物流/通關實務 2-3 國企 

國際貿易物流/國際貿易實務/國貿專業證

照輔導 
3 國企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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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行銷企劃」學程 

97.06.04 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7.06.09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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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8-9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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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

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

成績總表，經企業管理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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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行銷企劃學程○○學分」，並頒發學程證

明書。 

五、 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策略行銷管理/行銷管理/行銷學/ 2-3 企管、國企、資管、金融 至少應修 

八至九學分 行銷企劃實務/企劃實務/ 2-3 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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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 

消費者行為分析/消費者行為/流行

消費心理學 
2-3 企管 

創意思考訓練(此門課程必須 

於主修系所修讀) 

2 企管、國企、資管、金融 

選 

修 

課 

程 

 

服務業管理/服務科學 2-3 企管、資管  

電子商務 2-3 企管、國企、資管 

國際行銷管理 2-3 企管、國企 

顧客開發與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2-3 企管、資管 

物流管理 2-3 企管、國企 

銷售實務 3 企管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商業談判與

溝通 

2 企管、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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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貿易實務 2 國企 

品牌管理/品牌經營 2 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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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銷個案研討 3 企管 

網路行銷/網路行銷與管理 2 企管、國企 

金融行銷實務/金融市場/金融行銷 2-3 企管、金融 

數位媒體企劃 3 資管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跨系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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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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六、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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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程 

97 年 6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97 年 6 月 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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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8-9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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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

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之。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或至管理學院辦公室領取，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

樓管理學院辦公室（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

成績總表，經國際企業系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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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台商跨國經營管理學程」，並頒發「專業

學程證書」。 

四、 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國際企業管理 2-3 國企、企管 至少應修 

八至九學分 亞太經貿市場/歐美經貿市場/大陸經貿實務 2 國企、企管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企業海外投資

與佈局 
2 國企 

台商經營實務/國際金融與匯兌/外匯市場 3 國企、企管 

國際金融與匯兌 2 國企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實務(一) 2 國企、企管、金融 

選 

修 

課 

程 

國際財務管理 2-3 國企、企管、金融  

財務報表分析 2-3 企管、金融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 國企 

國際行銷管理 2-3 國企、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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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 

國際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全球運籌管理 2-3 國企、企管 

企業資源規劃/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2-3 企管、資管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2-3 國企、企管、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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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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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金融投資」學程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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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8-9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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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

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金融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

成績總表，經金融管理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四、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金融投資學程學分」，並頒發專業學程證

書。 

五、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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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數 
開課系所 備註 

投資學 2-3 
金融、企管、

國企 

至少應修 

八至九學

分 
財務管理 2-3 

金融、企管、

國企 

投資組合分析 3 金融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票劵與債劵實務/債券市場 2-3 金融、企管 

保險學/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2-3 企管 

選 

修 

課 

程 

管理會計或成本會計 2-3 金融、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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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 

財務報表分析 2-3 
金融、企管、

國企 

國際財管/國際財務管理 2-3 
金融、企管、

國企 

貨幣銀行學 2-3 金融、國企 

銀行實務 2 金融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2 金融 

產業分析 2-3 金融、國企 

期貨與選擇權/金融創新商品 2-3 
金融、企管、

國企 

金融創新商品 3 金融 

共同基金 3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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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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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六、 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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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電子商務」學程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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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力的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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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了九學分之核心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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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8-9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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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

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資訊管理系主任認定之。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11-0808）。 

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

成績總表，經資訊管理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四、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電子商務學程學分」，並頒發專業學程證書。 

五、 課程規劃 

標示＊者為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實習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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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課
程
︵
至
少
八
至

九
學
分
︶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電子商務 2-3 資管、企管、國企 

至少應修 

八至九學分 

網路行銷 3 資管、企管 

互動式網頁設計＊ 2-3 資管 

資料庫管理(系統) 2-3 資管、企管 

資訊管理導論/管理資訊系統 2-3 資管、企管、國企 

選 

修 

課 

程 

 

行銷管理/行銷學/策略行銷管

理 
2-3 

資管、企管、國企、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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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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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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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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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金融 

顧客關係管理/顧客開發與管

理 
2-3 資管、企管 

資料庫程式設計 3 資管 

商業智慧/商業智慧與大數據

應用 
3 資管 

資料探勘應用 3 資管 

行動商務 3 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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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六、 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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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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在國際金融交易活動頻繁的今日，各國居民常藉由匯票、信用狀等匯兌工具來調動資金，以避免國

際間現金輸送的不便與風險，這些工具的使用雖然促進國際資金的移動，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然而卻

因其涉及國際間貨幣的兌換，因而影響匯率以及國際金融局勢。為瞭解國際匯兌的工具操作與匯率決定

等國際金融知識，因而整合國際企業系與財務金融系的課程成立「國際金融與匯兌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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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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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程設立宗旨，乃希望學生透過學程的課程熟悉國際匯兌與信用狀等進出口外匯業務、外匯市場

投資與實務、國際政經情勢分析、投資學、國際財務管理、證券交易實務、期貨選擇權，以及相關金融

法規等，以培養學生具備外匯人員與國際金融投資的專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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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程修業規定 

(一) 本學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和整合課程。申請通過之修讀學生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

包含二門基礎必修課程、五門（含）以上之專業課程及一門整合課程。 

     1.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首修之必修課程）。 

     2. 專業課程：包括「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析」及「金融資訊與證劵」二大領域。其中國際經貿

與金融外匯分析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程、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 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視為跨系選修學分。為本學程特色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

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介紹成功案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二) 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下列條件： 

     1.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2.學程修習中，學生主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仍應以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學分計，

不計入「跨系選修學分」(學生主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需辦理抵免，將外系選

修課程抵免為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課程）。 

(三)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學程召集人認定辦理。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一) 修習學程資格：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生或研究生。 

(二)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或至管理學院辦公室領取，填妥後經主修學系系主任

簽章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三) 完成學程課程之學生，將頒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 修習本學程學生，若因故不能繼續修習者，須向管理學院申請放棄修習，其已修習及格之學程科目

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辦理。 

四、 課程規劃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至少須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課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及整合課程三大類，分述如下： 

1.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首修之必修課程）。 

2. 專業課程：包括「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析」及「金融資訊與證劵」二大領域。國際經貿與金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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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分析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程、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 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為本學程特色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

介紹成功案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備註 

基礎必修課程 
財務管理 國企系、  

投資學 國企系、金融系 

國際經貿與金融外匯分

析領域 

(專業課程一) 

國際貿易實務 國企系 至少選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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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企系、金融系 

貿易資訊系統 國企系 

個體經濟學/經濟學(一) 國企系、金融系 

總體經濟學/經濟學(二) 國企系、金融系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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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企系、金融系 

亞太經貿市場 國企系 

歐美經貿市場 國企系 

金融資訊與證劵領域 

(專業課程二)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金融系 至少選修二

門課程 國際財務管理 金融系、國企系 

保險學/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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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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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系 

期貨與選擇權/金融創新商品 金融系 

貨幣銀行(學) 金融系、國企系 

整合課程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管理學院 至少選修一

門 金融投資實務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管理學院 

備註：一學年課程分(一)、(二)者，以修畢課程(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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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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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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一) 本學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和整合課程。申請通過之修讀學生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

包含二門基礎必修課程、五門（含）以上之專業課程及一門整合課程。 

     1. 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首修之必修課程）。 

     2. 專業課程：包括「專案管理領域」及「科技管理領域」二大領域。其中專案管理領域至少選修

三門課程、科技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 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視為跨系選修學分。為本學程特色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

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家介紹成功案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二) 學程應修科目與學分須符合下列條件： 

     1.學程應修科目中至少須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2.學程修習中，學生主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仍應以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學分計，

不計入「跨系選修學分」。(學生主修系所有開的選修課程，若到別系修課需辦理抵免，將外系選

修課程抵免為學生主修系所的選修課程）。 

(三) 各系所課程內容與本學程相近之科目能否抵免，由學程召集人認定辦理。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一) 修習學程資格：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生或研究生。 

(二)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或至管理學院辦公室領取，填妥後經主修學系系主任

簽章後交至人文大樓八樓管理學院辦公室。 

(三) 完成學程課程之學生，將頒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 修習本學程學生，若因故不能繼續修習者，須向管理學院申請放棄修習，其已修習及格之學程科目

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學分列入畢業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辦理。 

四、 課程規劃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至少須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課程分為基礎必修課程、專業課程及整合課程三大類，分述如下： 

1.基礎必修課程：共二門課程（修習本學程之必修課程）。 

2.專業課程：包括「專案管理領域」及「科技管理領域」二大領域。專案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三門課

程、科技管理領域至少選修二門課程。 

3.整合課程：至少需選修一門。為本學程特色課程，在課程設計上將與產業界合作，邀請產業界專

家介紹成功案例與經驗，並提供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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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系所 備註 

基礎必修課程 
專案管理 企管系、資管系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企管系、資管系 

專案管理領域 

(專業課程一) 

 

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 企管系 至少選修三

門 企業營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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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系 

預算編製實務 企管系 

產品開發與管理 企管系 

創意思考訓練/創意思考 (此門課程必須 

於主修系所修讀) 
企管系、資管系 

科技管理領域 

(專業課程二) 

 

電子商務 資管系 至少選修二

門 系統分析與設計 資管系 

作業管理資訊系統 資管系 

科技管理 企管系 

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庫管理實務 

資管系 

企管系 

網路行銷 資管系、企管系 

創新與創業管理 資管系 

服務設計與創新 資管系 

整合課程 

企業環境與產業發展實務 管理學院 至少選修一

門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管理學院 

實用管理英文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 管理學院 

備註：1.一學年課程分(一)、(二)者，以修畢課程(一)為主。 

      2.由管理學院所開設之「整合課程」均視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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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全球運籌管理」學程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在過去三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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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尖端企業(如：Nike、Dell、HP、Motorola、Giant 等公司)不僅開拓及持有國際市場，更藉

由運籌管理來達到全球化之採購、生產、儲運，達成經濟效益與時間效益。同時，企業為了能更接近市

場、迅速的服務顧客，必須進行全球化的市場營銷，並且思考如何能以最低成本，且在最短的時間內， 

設計生產出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並正確無誤地送達顧客所指定之地點。因此全球運籌(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與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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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修業規定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習 20 學分，其中核心課程至少 8-9 學分（20 學分中至少需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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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或未完成修習學程課程者，其已修之非屬於主修系（所）、輔系課程學分，是否部分或全部

學分列入畢業選修學分計算，則依各系（所）修課規定。 

3. 本學程之抵免由國際企業系主任認定之。 

三、 學程申請與認證 

1. 修習學程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3. 申請程序：於本學程網站自行下載學程申請書或至管理學院辦公室領取，填妥後交至人文大樓八

樓管理學院辦公室（1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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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抵免（認定）申請：修畢本學程 20 學分以上（含）者，下載並填妥學分學程認定表，另附上歷年

成績總表，經國際企業系系主任認定後，轉呈管理學院及教務處核章備查。 

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頒發學程證書。 

四、 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國際運籌管理/全球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 2-3 國企、企管 至少應修 

八至九學分 作業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3 企管、資管 

物流管理/行銷通路與物流管理 2 企管 

國際財務管理/財務管理 2-3 國企、金融、企管 

國際行銷管理/行銷管理/行銷學 2 國企、企管、財金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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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告)分析 2-3 企管、金融 

顧客開發與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2-3 企管、資管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商業談判與溝通 2-3 國企、企管 

網路行銷/網路行銷與管理 2-3 國企、企管 

品質管理/全面品質管理 2-3 企管、工管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經營管理/電子商務概論 2-3 國企、企管、資管 

物流資訊管理/管理資訊系統 3 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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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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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企管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 國企 

國際貿易實務 2-3 國企、企管 

服務業管理/國際服務業管理/服務科學 3 資管、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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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 

物料管理/採購管理 2 工管、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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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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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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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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學分學程跨系 9 學分的認定以本系未開設之課程為主。 

五、 附則 

本學程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程辦法規定之。 

 



197 

 

正修科技大學金融管理系 

課程模組實施要點 
104 年系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協助學生取得專業模組證書，提昇本系同學專業之技能，以滿足學生日後就業所需，對於

有興趣從事相關專業工作能提供更明確的修課途徑與模組。 

二、 實施內容：日間部學生在畢業前，選修主修組別以外之其他模組，其他模組之專業相關課程累計

至少18學分並取得相關商業證照之一，始能取得該專業模組證書。 

三、專業模組申請與認證：應屆畢業生完成專業模組課程，下載並填寫專業課程模組申請書(附件二)，

及附上學生取得模組課程之成績單及相關證照，或可檢附表列(附件一)以外本系所開設之相關課程

及證照，經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審核認定，報請系主任核定后，頒發專業模組證明書。 

四、課程模組科目列表如附件一。 

五、課程模組申請表如附件二。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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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金融管理學系 日間部四技 課程模組規劃表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工作職稱 相關證照 

金
融
管
理
系
課
程
模
組 

 

財富 

管理 

模組 

信託理論與實務 

選修 

18 學分 

投資理財 

人員 

證券商業務人員-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 

期貨商業務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債券人員 

股務人員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資產證券化人員 

理財規劃人員 

信託業務員 

人身保險業務員 

產物保險業務員 

租稅規劃與實務 

共同基金 

保險學 

理財規劃與實務 

投資學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風險管理 

財務報表分析 

投資組合分析 

金融創新商品 

產業分析 

金融 

行銷 

模組 

銀行實務 

選修 

18 學分 

金融行銷 

人員 

理財規劃人員 
信託業務員 
人身保險業務員 
產物保險業務員 
投資型保險業務員 
人身保險業務員銷售外幣收付非
投資型保險商品 
外匯人員 
授信人員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授信人員 
PMP 專案管理認證 

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 

MICE會議展覽行銷專業人員認證 
創業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網路行銷專業人員認證 
行銷與客服 2, 3 級 

消費與企業金融商品 

財務報表分析 

保險學 

徵授信實務 

不動產理論 

金融商品行銷 

風險管理 

商務企劃實務 

消費者行為 

外匯實務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財務 

規劃 

模組 

中級會計學(一) 

選修 

18 學分 

財務會計 

人員 

會計事務乙(丙)級技術士 

記帳士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 

債券人員 

企業內控 

 

 

中級會計學(二)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企業內部控制 

國際財務管理 

財務規劃實務 

創業資金規劃 

財務報表分析 

外匯實務 

租稅規劃與實務 

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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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工作職稱 相關證照 

投資學 

數位 

金融 

模組 

投資學 

選修 

18 學分 

金融科技

人員 

金融數位力知識檢定 

證券商業務人員-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 

期貨商業務員 

投信投顧業務員 

理財規劃人員 

信託業務員 
人身保險業務員 

產物保險業務員 

結構型商品銷售人員 

資產證券化人員 

風險管理 

金融創新商品 

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財金軟體應用 

金融機構與管理 

金融科技概論 

電子商務 

雲端服務與管理 

金融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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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正修科技大學金融管理系 

學生專業課程模組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學 號  學 生 姓 名  
申 請 

年 度 

學年度 

學  期 

學 制 日 間 部 四 技 主 修 組 別      年      班           組 

模 組 名 稱  
專 業 模 組 

相 關 課 程 
學分 

專 業 模 組 

相 關 證 照 
 

預 計 畢 業 

年 月 
      年       月      

生 日 年     月      日 性       別 □ 男  □ 女 

聯 絡 電 話 
住家：               

 手機：   
E - m a i l           

 

審核意見欄 ( 審核後請簽章 ) 

初審 複審 

課程暨選課輔導委員會召集人 

 

金融管理系系主任 

 

□認定通過 

□不通過 

 

□認定通過 

□不通過 

 

申請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應附上歷年成績總表及相關商業證照。 

2.應屆畢業生學生申請應於畢業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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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7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41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 

        選修 61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9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6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9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4A04 餐飲食品衛生與安全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06 烘焙食品 2/4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4A07 中餐烹調 2/4 專業必修 434A03 餐飲文化 2/2 

專業必修 434A08 西餐烹調 2/4 專業必修 434A23 食品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434A20 餐飲管理導論 1/2 專業選修 434N01 冰雕與蔬果藝術 2/2 

專業必修 434A21 飲務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4N0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22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10 餅乾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11 蛋糕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9 台灣傳統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52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60 流行冰品 2/2 

    專業選修 434N63 蔬食料理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34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3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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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09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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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434A10 餐飲採購學 2/2 專業必修 434A38 餐飲志工服務實習(一) 2/2 

專業選修 434N08 茶藝與茶道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06 餐飲資訊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12 素食料理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1 中餐進階廚藝 3/4 

專業選修 434N19 烘焙進階廚藝 3/4 專業選修 434N45 歐式麵包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47 西餐進階廚藝 3/4 

專業選修 434N25 西式點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55 創意調酒 2/2 

專業選修 434N41 套餐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53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1 飲料調製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3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4A17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4N14 說菜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4N20 中式點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4 中式米麵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35 酒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6 創意麵包製作 3/4     

專業選修 434N40 燒臘滷燻焗烤 2/3     

專業選修 434N54 異國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65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2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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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4A14 餐飲業經理人講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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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4N30 鐵板燒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4A24 職場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17 宴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42 創業小吃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6 蛋糕裝飾 2/3 專業選修 434N46 和果子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28 巧克力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48 養生膳食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31 宴會餐點 2/3 專業選修 434N58 餐飲商品開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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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59 餐飲空間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4N44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4 葡萄酒知識與品評 2/2 

專業選修 434N49 筵席菜餚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57 咖啡館實務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3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6 小時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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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學分、選修 39 學分、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共 94 學分。 

2.必須從三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3.必須在「中西廚藝模組」、「烘焙飲調模組」及「餐飲管理與服務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至少應修

23 學分。另從其他兩個模組各選 8 學分，共 39 學分。 

4.專業選修課程以兩班合班開課為原則，並分配於甲、乙兩班開課。 

5.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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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餐飲管理系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6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防衛動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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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0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0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4A07 中餐烹調 2/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4A08 西餐烹調 2/4 院訂必修 40VN12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4A06 烘焙食品 2/4 專業必修 434A26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必修 434A20 餐飲管理導論 1/2 專業必修 434A2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434A21 飲務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4A28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必修 434A22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 434N01 冰雕與蔬果藝術 2/2 

專業必修 434A30 飲食文化 2/2 專業選修 434N07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10 餅乾製作 2/3 

跨領域選修 40PR02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6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4N78 西式輕食料理 2/3 

    跨領域選修  會計與財務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3 客房(務)管理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4 待客及溝通技巧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4 學分 3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7 學分 35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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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2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4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高級體育（四）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09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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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訂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4A32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33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43 餐飲志工服務(一) 1/2 專業必修 434A44 餐飲志工服務(二) 1/2 

專業選修 434N30 鐵板燒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06 餐飲資訊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67 西式點心 2/4 專業選修 434N29 台灣傳統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68 流行飲調 2/2 專業選修 434N60 流行冰品 2/2 

專業選修 434N69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專業選修 434N70 中式點心 2/3 

專業選修 434N96 中式米麵食 2/3 專業選修 434N79 異國料理 2/4 

跨領域選修  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2/2 跨領域選修  微型創業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跨領域選修  創業法規與稅務規劃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31N27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C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7 領檯作業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PR05 餐旅服務實務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3 管家服務 2/2 

    跨領域選修 40PR10 旅館資訊系統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4 休閒旅館與俱樂部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4A31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必修 434A13 餐飲英文 2/2     

專業必修 434A34 餐飲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4A37 職場倫理與專題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4N26 蛋糕裝飾 2/3     

專業選修 434N32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40 燒臘滷燻焗烤 2/3     

專業選修 434N71 葡萄酒品評與調酒 2/2     

專業選修 434N80 西式套餐 2/4     

跨領域選修  專案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PR12 旅館活動企劃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5 旅館設備與維護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9 學分   小時+(實習六個月)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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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4018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434A19 實務專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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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五） 2/2 專業必修 434A36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1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4N17 宴會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4A35 餐飲商品開發 2/2 專業選修 434N39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4N23 日式料理 2/3 專業選修 434N74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434N28 巧克力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75 養生膳食 2/3 

專業選修 434N33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4N76 創意麵包 2/4 

專業選修 434N57 咖啡館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4N82 酒會與餐點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4N72 創業小吃 2/3 跨領域選修  微型創業達人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4N73 歐式麵包 2/4     

專業選修 434N81 創意西式料理 2/3     

跨領域選修  產品與服務設計 2/2     

跨領域選修  連鎖與加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47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跨領域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F 博弈產業經營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1N52 養生保健餐飲 2/2     

跨領域選修 431NAE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跨領域選修 40PR26 餐旅廣告策略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9 學分 26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7 學分 22 小時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6 學分:必修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院訂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選修 52 學分(含 

  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跨領域學選修學分學程 10 學分、專業選修 30 學分)。 

2.必須從三個「跨領域選修學分學程」中，至少選習一個學分學程(10 學分)，才能符合畢業條件。 

3.必須在「中西廚藝模組」及「烘焙飲調模組」中，選一個模組作為主修模組，在該模組至少應修 18 學分，另從其他兩個模

組各選 6 學分，共 30 學分。 

4.專業選修課程以三班合班開課為原則，並分配於甲、乙、丙三班開課。 

5.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