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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一) 上午 09:00      紀錄：鄭素枝 

二、地點：綜合大樓 10 樓會議室(03A1004) 

三、主席：郭柏立教務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列席人員： 

六、主席報告： 

1.本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議題有三、四年級學生擔任教學助理應修習課程討論案、計畫性的課

程實施案、及進修院校課程修訂案等，請各委員及學生代表提供意見。 

2.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教學獎助生，學生代表參與會議程序應

有校內學生代表參與且其比率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因本校教學助理來自 19 系，本

會議除邀請學生會會長、學生會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出席外，也邀請 19 系系會長參加，相關

宣導事項請各學生代表代為轉達。 

3.教學助理依過去是採約僱型，現依教育部法源訂定，教學助理現修訂為教學獎助生；教學獎助生

所參與教學實習或實務課程應納入正式採計畢業學分之必、選修課程，且應有授課或指導教師

實際指導學生。 
4.教學獎助生應修習「教學助理實務」課程，採計一學分。本課程歸屬於系專業選修，並開授於各

系日間部四技三年級上學期或下學期。 

5.教學獎助生之「教學助理實務」課程學期成績，依承辦單位評分與各系指導教師評分加權核計，

其中承辦單位占 40%、各系指導教師占 60%。 

6.「教學助理」自 106 學年度第二學起正式為「教學獎助生」。 

七、工作報告： 

1.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正修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

要點」，特訂定本校「教學獎助生實施要點」，如提案一之案由一。 

2.教學獎助生應修習「教學助理實務」課程，採計一學分。本課程歸屬於系專業選修，並開授於各

系日間部四技三年級上學期或下學期，如提案一之案由二。 

3.為擴展學生學習興趣，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各院規劃開設各項微學分課程，相關選課規定，如提

案一之案由三。 

八、討論提案： 

提案一：教務處提出 

案由一：訂定本校教學獎助生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 1(頁 6)，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 106.7.正修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 

2.教學獎助生兼任課程教學助理應修習「教學助理實務」課程，採計系專業選修一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日間部四技新生課程標準擬加入「教學助理實務」課程，提請 討論。 

說 明：1.「教學助理實務」課程為一學分一小時，為系專業選修，由校統籌開授，課程代號

為 400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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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課程修習所得學分數納入專業選修學分計算。 

3.本課程工學院各系建議規劃於三年級上學期、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各系建議規劃於

三年級下學期。 

4.本課程擬請加入於各系日間部四技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之課程標準，並請於本學期期

末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提案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本校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如附件 2(頁 7)，提請 討論。 

說 明：為擴展學生學習興趣，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要點：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五、選修課程之(五)修習各院開設的各項微學分課程，需依各院

微學分修課規定辦理，課程以 9 小時(3 週)為 0.5 學分，18 小時

(6 週)為 1 學分，依此類推；上課時間不可互相衝突，若遇假期

或臨時調課，由授課老師自行擇期補課。 

無 新增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工學院提出 

案由一：本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修訂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105 學年度、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

程標準，如附件 3(頁 10)，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案已經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2.106 年 9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本案工學院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5 學年度及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之暑期校外實習

課程原訂為必修，擬修訂為選修，請再重新審慎思考，需與研發處校外實習中心重新再評

估，並於校外實習中心會議提出討論。 

案由二：本院電子工程系修訂進修專校二專 105 及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4(頁 28)，

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案已經 106 年 9 月 8 日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2.106 年 9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電子工程系修訂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施行細則，如附件 5(頁 30)，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案已經 106 年 9 月 8 日系所務會議討論通過。 

2.106 年 9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院電機工程系修訂進修部二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6(頁 32)，提請 討

論。 

說 明：1.進修院校 106 學年入學進二技週日班課程標準，每學期「產業實習 3/6」 (3 學分 6 小時)

的課程，教育部已另訂校外實習專法規範，本學制「產業實習 3/6」不適用，修訂以院

訂選修「工程科技 3/3」課程替換。為達到 2 年能完成 72 學分畢業要求，每學期規劃有

兩門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 

2.本案於 106 年 9 月 5 日經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106 年 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

通過。 

3.106 年 9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院電機工程系修訂進修院校二專 106 及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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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系進修院校 106 學年入學二專電機科週日班課程標準，每學期「產業實習 3/6」(3 學

分 6 小時)的課程，教育部已另訂校外實習專法規範，本學制「產業實習 3/6」不適用，

修訂以院訂選修「工程產業技術 3/3」課程替換。 

2.105 學年入學二專電機科週日班課程標準，一年級「產業實習 3/6」(3 學分 6 小時)的課

程，已於 105 學年開授完畢，予以保留。二年級「產業實習 3/6」(3 學分 6 小時)的課程，

尚未開授，修訂以院訂選修「工程產業技術 3/3」課程替換。 

3.為達到 2 年能完成 80 學分畢業要求，每學期規劃有兩門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 

4.本案於 106 年 9 月 5 日經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106 年 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

通過。 

5.106 年 9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本院機械工程系修訂進修部二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及進修專校二專 105-106 學年度入

學新生課程標準之產業實務實習課程，如附件 8(頁 35)，提請 討論。 

說 明：1.因應教育部來函，進修部二技及進修專校二專課程標準中產業實務實習課程不符合實習

專法需要修正，進修部二技 106 學年度課程標準產業實務實習(一) (二) (三) (四)修正為

工程科技(一) (二) (三) (四)，進修專校二專 106 學年度課程標準產業實務實習(一) (二) 

(三) (四) 修正為工程產業技術(一) (二) (三) (四)，進修專校二專 105 學年度課程標準產

業實務實習(三) (四) 修正為工程產業技術(一) (二)。 

2.本案已經 106 年 8 月 15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討論通過。 

3.106 年 9 月 20 日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管理學院提出 

案由一：本院 106 學年度新增學分學程，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擴展技專校院學生之多元語文能力，辦理東南亞語言課程及東

南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課程，培養同時具備東南亞語言能力、國際觀、商

管經貿能力及契合產業需求之優質專業人才，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2.學程修業規定及課程對照，如附件 9(頁 38)。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院 106 學年度新增微學分課程，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院為發展主題式學習模組，增加學生修課彈性，推動微學分課程。微學分課程包含具

學理基礎、動手實作、自主學習精神或可連結業界需求與資源之學習型態。 

2.微學分課程以 9 小時(3 週)為 0.5 學分，18 小時(6 週)為 1 學分，依此類推。1061 課程與

修課的相關規劃，如附件 10(頁 41)至附件 11(頁 4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企業管理系修訂進修專校二專及進修部二技平日班 105 及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

準，如附件 12(頁 43)，提請 討論。 

說 明：因應教育部要求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本院企業管理系軍人營區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研究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

13(頁 58)，提請 討論。 

說 明：配合國防部政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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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本院金融管理系 106 學年度新增課程總表，提請 討論。 

說 明：1.因應本院金融管理系執行已核定之 106 學年度勞動部「金融商品投資服務學程」就業學

程計畫所需，擬修訂「日間部四技金融行銷組、財富管理組」(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標準），新開設 6 門選修課程，詳如下表。 

修訂項目 修訂後課程標準 

「金融商品投資服

務學程」就業學程─

新開專業選修課程 

專業選修：6 門 

國際金融情勢分析【4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國際投資【4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共通核心職能【4 上、選修、3 學分】 

資產配置投資策略【4 下、選修、3 學分/3 學時】 

投資型保險商品【4 下、選修、3 學分/3 學時】 

職場體驗【4 下、選修、1 學分】 

 

2.因應本院金融管理系執行已核定之 106 學年度產業學院開課所需，擬修訂「日間部四技

金融行銷組、財富管理組」(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新開設 7 門選修課程，詳

如下表。 

修訂項目 修訂後課程標準 

產業學院─新開專業

選修課程 

專業選修：7 門 

金融市場發展實務【3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投資策略與管理【3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銀行經營與管理【3 下、選修、3 學分/3 學時】 

金融服務行銷【3 下、選修、3 學分/3 學時】 

產業分析與創新實務【4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金融科技【4 上、選修、3 學分/3 學時】 

實用金融英文【4 下、選修、2 學分/2 學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生活創意學院提出 

案由一：本院休閒與運動管理系修訂進修部二技及進修專校二專平日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標準，如附件 14(頁 59)，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進修部及進修專校之規定修正。 

2.本案業經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6.9.14 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進修部四技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15(頁61)，

提請 討論。 

說 明：1.因應教育部 8 月 9 日來函針對週間班課程授課事宜，調整課程科科目，刪除業界實習課 

程，開授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八)選修課程。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糸 106.8.30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修訂進修部二技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附件16(頁63)，

提請 討論。 

說 明：1.因應教育部 8 月 9 日來函針對週間班課程授課事宜，調整課程科科目，刪除業界實習課 

程，開授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四)選修課程。 

2.本案業經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糸 106.8.30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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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教學獎助生實施要點（草案） 

年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年月日研擬修訂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正修科技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二、教學獎助生係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

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

者。 

三、教學獎助生相關業務由教務處辦理。 

四、本校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及日間部四技三、四年級學生得獲教學獎助成為教學獎助生。 

五、教學獎助生應修習「教學助理實務」課程，採計一學分。本課程歸屬於系專業選修，並開授

於各系日間部四技三年級上學期或下學期。 

六、「教學助理實務」課程之授課教師由承辦單位排定，課程內容包含授課與教學專業實習，教學

獎助生由授課教師授課後，分配至各系進行教學專業實習，接受各系指導教師之課程教學指

導並協助處理教學相關事務。 

教學獎助生應於學期末撰寫教學專業實習報告，於期限內繳交至承辦單位，由授課教師評分。

實習報告格式及繳交期限由承辦單位另訂之。 

七、教學獎助生之「教學助理實務」課程學期成績，依承辦單位評分與各系指導教師評分加權核計，

其中承辦單位占 40%、各系指導教師占 60%。 

八、每系每位專任教師得申請 1名教學獎助生，並依申請教學獎助生注意事項，於申請時間內填

寫申請表，由各系彙整申請表後擲交承辦單位。 

前項申請教學獎助生注意事項，由承辦單位訂之。 

九、教學獎助生之獎助金由承辦單位依每學期經費分配支給。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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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 

91.07.08 教務會議通過 

91.10.0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3.13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6.06.1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3.1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5.28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2.22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3.1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9.2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3.0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9.2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 xx.xx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相關章則及各項會議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 

(一)選課方式分為初選及加退選，由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及地點，以電腦終端機直接鍵入選課資料。

但情況特殊時，則採選課表劃記方式辦理。 

(二)選課初選前，須於期限內填答該學期所有修習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如未填答完成，則須

於課程初選前填答完成後始得以選課。 

(三)加退選結束後，學生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經電腦印出個人之正式選課單確認簽名繳交至

各系科彙整送教務處，若發現與所修課程有誤，須在規定期限內至教務處辦理更正，逾時

教務處得逕予註銷不符規定之科目，且該科目成績不予計算並通知各系科及任課老師。 

三、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須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研究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六學分，至多十八學分。 

大三、大四每學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五學分。 

大一、大二至少十六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二專及五專後二年至少十二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五專前三年至少二十學分，至多三十二學分。 

(二)大學部學生應必修通識分類課程，且每學期以修二門通識分類課程為限(詳細規定通識中心

另定之)；專科部跨科選修及通識課程則以六學分為原則。(詳細跨系科最高學分數由各系

科另訂之)。 

(三)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次學期得酌予減修學

分，其減修之學分審核由各系科自行核定。但不得違背本條文第(一)項之規定。 

(四)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向各系科查詢並填寫新

舊課程抵免申請表。 

 註：辦理抵免科目學生(轉學或轉科等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四、必修課程： 

(一)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然因抵免造成最低學分數不足得經系主任核可

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二)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延修、重修、補修或其

他特殊原因，經系主任及欲修習之本校或他校任課教師、該系主任核可送交教務處核備

後，得跨系、跨科、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然跨系、跨科、跨部或跨校

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每學期以修二門課程為限。 

五、選修課程： 

(一)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研究生未達 5 人、大學部未達 20 人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上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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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科目不開班。 

(二)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及本系主任之核可

後修習，並認定為本系之畢業選修科目學分，但須由該系所擬訂在畢業學分選修科目中保

留一定之學分數供學生自行選修他系所課程，經系科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始可。 

(三)通識基礎、通識核心及通識博雅課程不得承認為專業選修學分。 

(四)依同等學力標準之規定入學外籍生(簡稱中五學制學生)，應補修學分數及修習科目： 

1.補修應修學分之辦理時程訂於中五學制學生註冊入學後。 

2.應補修學分數下限至少須為 12 學分。 

3.修習科目以專業課程為主，由各系考量學生能力規劃開設。 

(五)修習各院開設的各項微學分課程，需依各院微學分修課規定辦理，課程以 9 小時(3 週)為 0.5

學分，18 小時(6 週)為 1 學分，依此類推；上課時間不可互相衝突，若遇假期或臨時調課，

由授課老師自行擇期補課。 

 

六、網路教學科目： 

(一)如欲修習網路教學科目之必、選修科目，得經任課教師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所修

習之網路教學科目如為跨系開設科目，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

其修習總學分數不得超過各系規定之跨系選修科目學分數。 

(二)修習網路教學科目每學期以選修兩門課為原則，但總修習學分以不超過畢業總學分三分之

一為限。 

(三)修習教育部補助各項磨課師課程(MOOCs)，以每 18 小時之課程計 1 學分為原則，並以不超

過 8 學分為限。 

七、重補修： 

(一)二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及延修生如因該學制停招或該學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堂

得申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選讀。 

(二)申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重補修最多以二門重補修課程科目為原則。 

八、加退選： 

(一)本班所開設之課程需自行上網辦理加退選，然修課人數上限依學校規定辦理，在校重修生

申請加退選或欲加退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須經系科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 

(二)加退選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九、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兩週內至各系組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費，逾期不予受理。 

十、隨低班重修課程者，作如下之規定： 

(一)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二)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課。 

(三)選讀電腦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費。 

(四)未按規定選課者(如衝突時間或修習學分不合規定等)，除不合規定科目一律刪除，成績不予

承認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校規嚴厲處分。 

(五)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單為準；未選科目雖有成綪，不予承認，已選科目無成績

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十一、跨部選課： 

跨部修習課程者，僅限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及延修生並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當學年度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不得跨部修課，然因課程衝堂或未開設無法在本部修課者得

跨部修課，但須提出衝堂或未開課證明。 

(二)跨部修可於當年度畢業者。 

(三)跨部修(含必選修科目)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十二、跨學制選課： 

(一)研究生為研究需要，經所長核可後，得選修大學部課程，但不計入畢業學分，且最高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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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為限。 

(二)大學部(含二技及四技生) 四年級學生，經系主任或所長同意得選修研究所課程，但每學期

最高以六學分為限。 

(三)五專或二專學生如因停招經系主任核可後得跨四技選課。 

(四)二技及四技學生經系主任核可後得互為選修開設於上述學制之課程。 

十三、五專部畢業班學生及延修生重修其原排定於低年級課程(一至三年級) 得跨日間部或進修

部四技一、二年級修課，然該班選課人數不得超出學校規定修課人數。 

十四、學生完成修習學分學程取得學程證明者，學程課程規範至少 9 學分跨域學分數不列入各系訂

定之可跨系或跨院選修學分數之限制。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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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6.05.16 系務會議通過; 106.08.29 系務會議修訂 

106.09.18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9.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1.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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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取得一張相關專業領域證照，未取得者依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實務證照檢定」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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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5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515 量測概論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21 ＊程式語言 1/3 

專業必修 4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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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5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6 英語會話 2/2 

專業必修 46522 ＊網際網路應用 1/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39 成本會計 2/2 專業選修 4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75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4   小時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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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1.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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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取得一張相關專業領域證照，未取得者依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實務證照檢定」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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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必修 46513 ＊作業研究（二） 3/4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必修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選修 469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76 迴歸分析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67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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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8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979 模糊理論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77 系統模擬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78 品質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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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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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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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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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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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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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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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 科選 3 科 9/9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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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6.05.16 系務會議通過; 106.08.29 系務會議修訂 

106.09.18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9.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1.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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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取得一張相關專業領域證照，未取得者依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實務證照檢定」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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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54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3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506 基礎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521 ＊程式語言 1/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6507 製造概論 2/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2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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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5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6 英語會話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522 ＊網際網路應用 1/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49 成本會計 3/3 專業選修 46958 工業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75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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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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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1.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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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取得一張相關專業領域證照，未取得者依據證照實施辦法修讀「實務證照檢定」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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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2 作業研究 3/3 專業必修 46511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0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必修 46508 人因工程 2/2 

專業必修 46509 工程經濟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必修 46517 行銷管理 3/4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44 採購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3 市場調查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42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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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8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07 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43 兩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5 勞資關係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46 企業營運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59 休閒產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9   學分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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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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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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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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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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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5 科選 1 科 3/3 專業選修  7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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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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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02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5.06.06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106.08.29 系務會議修訂; 106.09.18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9.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105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 

      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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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515 量測概論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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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39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6975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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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105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 

      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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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3 ＊作業研究（二） 3/4 

專業必修 4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選修 469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67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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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8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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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業工程組 105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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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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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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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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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9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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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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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02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5.06.06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106.08.29 系務會議修訂; 106.09.18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9.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105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 

      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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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506 基礎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6507 製造概論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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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09 工程經濟分析 3/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49 成本會計 3/3 專業必修 46508 人因工程 2/2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958 工業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6975 智慧型機器人應用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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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105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 

      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讀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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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1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2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必修 46510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必修 46517 行銷管理 3/4 專業選修 46944 採購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43 市場調查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42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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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81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7 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948 兩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5 勞資關係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46 企業營運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59 休閒產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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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經營管理組 105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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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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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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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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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5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7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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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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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9 制訂 

104/4/14 修訂 

106/8/29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3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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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497 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515 量測概論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41 製造程序 2/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 目 名 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01 工程經濟 3/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39 成本會計 2/2 專業必修 46432 人因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821 工業安全與衛生 3/3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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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3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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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3 ＊作業研究（二） 3/4 

專業必修 46405 作業研究（ㄧ） 3/3 專業選修 46936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61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專業選修 46842 電腦輔助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921 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03 迴歸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898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67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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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20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807 模糊理論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843 電腦整合製造 3/3 

專業選修 46806 可靠度工程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16 生產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866 ＊系統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78 ERP 製程履歷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17 ＊實驗設計 3/3 專業選修 46979 ERP 應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80 智慧生產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53 職場體驗 0/6 

專業選修 46976 智慧型生產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77 ERP 產業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72 IE 技術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69 IE 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6952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3/3     

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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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組 103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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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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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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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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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6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9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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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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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9 制訂 

104/4/14 修訂 

106/8/29 修訂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3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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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16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3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4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6006 ＊計算機概論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046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5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52 勞作教育（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605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6431 微積分(二) 3/3 

專業必修 46496 微積分(一) 3/3 專業必修 46499 會計學 3/4 

專業必修 46506 基礎物理 3/3 專業必修 46498 ＊程式語言 2/3 

專業必修 46421 工業工程與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444 ＊電腦輔助繪圖 1/3 

專業必修 46507 製造概論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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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604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1 實用中文 2/2 

專業必修 46008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基礎必修 46489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6403 統計學（ㄧ）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6422 工作研究 3/4 專業必修 46516 統計學（二） 3/4 

專業必修 46518 經濟學 2/3 專業必修 46424 物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09 工程經濟分析 3/3 專業必修 46519 ＊資料庫管理系統 1/3 

專業選修 46949 成本會計 3/3 專業必修 46508 人因工程 2/2 

專業選修 46925 組織行為 2/2 專業選修 46958 工業安全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46940 管理英文導論 2/2 專業選修 46914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6923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6922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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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3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38 學分：必修 94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30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選修 44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12 學分，專業選修 32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9 學分，若完成學分學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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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3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3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6040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6505 生產與作業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425 品質管理 3/4 專業必修 46511 財務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2 作業研究 3/3 專業選修 46824 品質保證 3/3 

專業必修 46510 ＊資料分析與應用 2/3 專業選修 46901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必修 46517 行銷管理 3/4 專業選修 46944 採購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823 物料需求計畫 3/3 專業選修 46919 物流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08 商業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46895 產業分析 3/3 

專業選修 46943 市場調查 3/3 專業選修 46915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26 流通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7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6942 ＊系統分析與設計 2/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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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6427 設施規劃 3/4 專業必修 46504 實務證照檢定 0/2 

專業必修 46491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46828 全面品質管理 3/3 

專業必修 46514 實務專題 0/2 專業選修 46889 管理個案分析 3/3 

專業必修 46520 暑期校外實習 2/3 專業選修 46937 策略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32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7 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20 電子商務 3/3 專業選修 46948 兩岸經貿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28 投資與理財 3/3 專業選修 46909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45 勞資關係 3/3 專業選修 46941 ERP 生產模組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46 企業營運模擬 3/3 專業選修 46959 休閒產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829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46978 ERP 製程履歷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30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79 ERP 應用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38 作業風險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46980 智慧生產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76 智慧型生產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53 職場體驗 0/6 

專業選修 46977 ERP 產業實務應用 3/3     

專業選修 46972 IE 技術實務 3/3     

專業選修 46969 IE 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46952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3/3     

專業選修 46961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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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103 學年度 入學新生課程表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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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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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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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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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5 科選 2 科 6/6 專業選修  7 科選 3 科 9/9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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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8 科選 4 科 12/12 專業選修  8 科選 3 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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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06; 105.05.11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6.09.08; 105.05.23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8; 105.05.25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9.XX; 105.06.06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9.XX; 105.06.06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二專電子工程科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2 學分，選修 18 學分) [含產業實務實習(一)(二)6 學分；工程產

業技術(一)(二)6 學分]。(跨科系選修至多 6 學分) 

      2.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3.*表示電腦上機課程。 

      4.#表示網路教學課程，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以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

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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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3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3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3009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3010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73A38 微積分 2/2 專業必修 73A26 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73A23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73A39 程式設計   *2/2 

專業必修 73A24 計算機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A28 半導體物理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N21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N23 封測科技現況與挑戰 2/2 

專業選修 73N11 產業實務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3N12 產業實務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3N22 電子材料 2/2 專業選修 73N24 基礎光學 2/2 

專業選修 73N25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 73N26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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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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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3011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通識共同科目 73013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通識共同科目 73012 職場倫理與文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3014 情緒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A30 單晶片微電腦 #3/3 專業必修 73A34 封裝製程技術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A31 晶圓製程技術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A35 封測設備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A32 數位系統設計 #2/2 專業必修 73A36 圖控程式整合實務 #3/3 

專業必修 73A33 半導體元件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A37 介面控制電路 #2/2 

專業必修 73A25 電子實習 3/3 專業必修 73A29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 3/3 

院訂選修 70TN034 工程產業技術(一) 3/3 院訂選修 70TN044 工程產業技術(二) 3/3 

專業選修 73N15 顯微鏡結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73N18 IC 測試概論 3/3 

專業選修 73N16 半導體封測英文 2/2 專業選修 73N19 機械與自動控制概論 2/2 

專業選修 73N27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三) 3/6 專業選修 73N28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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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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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06;106.04.20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6.09.08;106.05.19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8; 106.05.22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9.XX; 106.06.0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9.XX; 106.06.0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 二專電子工程科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2 學分，選修 18 學分) [含工程產業技術(一)(二)(三)(四)12 學分])。

(跨科系選修至多 6 學分) 

     2.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3.*表示電腦上機課程。 

     4.#表示網路教學課程，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以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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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3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3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3009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3010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73A38 微積分 2/2 專業必修 73A26 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73A23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73A39 程式設計   *2/2 

專業必修 73A24 計算機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A28 半導體物理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N21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N23 封測科技現況與挑戰 #2/2 

院訂選修 70TN014 工程產業技術(一) 3/3 院訂選修 70TN024 工程產業技術(二) 3/3 

專業選修 73N22 電子材料 2/2 專業選修 73N24 基礎光學 2/2 

專業選修 73N25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 73N26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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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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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3011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通識共同科目 73013 人際關係與溝通 2/2 

通識共同科目 73012 職場倫理與文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3014 情緒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A30 單晶片微電腦 #3/3 專業必修 73A34 封裝製程技術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A31 晶圓製程技術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A35 封測設備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A32 數位系統設計 #2/2 專業必修 73A36 圖控程式整合實務 #3/3 

專業必修 73A33 半導體元件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A37 介面控制電路 #2/2 

專業必修 73A25 電子實習 3/3 專業必修 73A29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 3/3 

院訂選修 70TN054 工程產業技術(三) 3/3 院訂選修 70TN064 工程產業技術(四) 3/3 

專業選修 73N15 顯微鏡結構與應用 2/2 專業選修 73N18 IC 測試概論 3/3 

專業選修 73N16 半導體封測英文 2/2 專業選修 73N19 機械與自動控制概論 2/2 

專業選修 73N27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三) 3/6 專業選修 73N28 產業實務實習專題實作(四)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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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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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施行細則 

 

制定日期：940412 

修定日期：940512；970701；1060908 

第一條  本施行細則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本校「學則」及「研究生學位

考試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修業年限 

一、一般生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 

二、在職生修業年限以一至五年為限(不含保留入學及休學期間)。 
 

第三條   指導教授選派 

一、研究生於入學後一年內，需選定本系所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倘因故須更改已選

定之指導教授，必須獲得原任指導教授及新任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於第二學年第

一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但以一次為限，惟仍須以本系所專任教師擔任。若指導

教授離職或退休，則以共同指導方式處理。 

二、研究生若需由非本系所教師共同指導時，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於入學後一年內

提出申請。 
 

第四條  學分制度 

研究生入學後二年內，須修畢本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其中必修六學分、選修二十
四學分，合計三十學分。 

 

第五條   選課  

一、研究生因研究需要得跨所選修，但不得超過畢業選修學分(二十四學分)之八分之

一(一科三學分)。 

二、碩士論文(一)及碩士論文(二)兩科，因特殊情況得經所長同意可在研究所一年級

修畢，否則一律在當學年當學期才可修。 

三、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二學年起，經指導教授同意並與合作企業簽訂實習合約，得於

每學期期間(每年 1 月及 7 月前)申請產業實務研習，經所長審核通過，得以實習

報告作為該學期之書報討論成績之評量依據。 
 

第六條  研究生須於畢業學年第一學期期中考前，提報碩士論文題目及指導教授。倘因故須更改

論文題目，必須獲得指導教授之同意後，於畢業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但以一

次為限。 
 

第七條  學位考試 

一、每學期舉行一次。 

二、學期定義：第一學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自每年二月

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三、申請時間：第一學期申請截止日期為十一月三十日、第二學期申請截止日期為五

月十五日。 

四、舉行時間：第一學期為十月初至次年一月底前、第二學期為四月初至同年七月底

前。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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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條件： 

(一) 修畢本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以上者。 

(二) 完成碩士論文初稿、並由指導教授推薦。 

(三) 至少發表一篇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並檢附證明資料。 

符合上述資格之研究生，依本所規定檢送相關資料提出申請。 
 

第八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 

一、考試委員三至五名，其中校內委員至少二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得為委員，本校

兼任教師得為校外委員。 

二、考試委員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或助理研究員者。 

(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四)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三、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至少須有考試委員

三人出席，否則不得舉行考試。 

四、考試委員由所長提請校長核聘之。 
 

第九條  學位考試成績 

一、以一百分為滿分，以出席委員評分之平均分數為考試成績，其中需每一位學位考

試委員之評分皆為七十分（含）以上者方為及格。 

二、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仍不及格者，應令其退學。 
 

第十條   學位論文 

一、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二、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 

 

第十一條 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 
 

第十二條 研究生須配合國家圖書館之規定，將論文摘要及全文上傳至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

系統。 
 

第十三條 本施行細則適用於九十四學年度(含)後入學之新生。 
 

第十四條 本施行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施行細則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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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10;106.09.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5.16;106.09.12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5.22;106.09.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6.05;106.09.XX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6.05;106.09.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週日班)電機工程系 106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72學分(必修39學分【校訂通識基礎必修必修 9 學分，專業必修 30 學分】，

選修33學分)【校訂通識博雅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2.跨系選修最多 8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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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S05005 #實用英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5007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05421 電子電路 2/2 專業必修 S05424 電力電子 3/3 

專業必修 S05423 電機機械及實習 3/3 專業必修 S05432 單晶片實務應用 2/2 

專業必修 S05430 半導體與光電製程

設備 
3/3 專業必修 S05433 電力系統(一) 3/3 

專業必修 S05431 工程數學應用 2/2 專業必修 S05434 邏輯電路應用 3/3 

院訂選修 S0TN012 工程科技(一) 3/3 院訂選修 S0TN022 工程科技(二) 3/3 

專業選修 S05871 工業配線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S05878 感測與轉換器應用 2/2 

專業選修 S05876 可程式控制器實務

應用 
3/3 專業選修 S05880 線性代數 2/2 

    專業選修  網路分析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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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5010 #網際網路應用 3/3 通識博雅選修 S05GE2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S05006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05435 光電工程導論 3/3 

通識博雅選修 S05GE1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S05429 創意性工程設計 3/3 

專業必修 S05428 電動機控制 3/3 院訂選修 S0TN042 工程科技(四) 3/3 

院訂選修 S0TN032 工程科技(三) 3/3 專業選修 S05885 機電整合及實習 3/3 

專業選修 S05872 再生電力 2/2 專業選修 S05886 系統保護與協調 2/2 

專業選修 S05873 電力系統(二) 3/3 專業選修 S05887 PC-based 程式設計實習 2/2 

專業選修 S05874 圖形監控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S05898 專題實作(四) 3/6 

專業選修 S05897 專題實作(三) 3/6 專業選修 S05888 配電法規 2/2 

專業選修 S05881 電腦軟體應用及實
習 

2/2 專業選修 S0588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S0588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S05890 電力監控自動化 3/3 

專業選修 S05883 控制系統 3/3 專業選修 S05891 太陽光電設置 3/3 

專業選修 S05884 固態電子學 3/3 專業選修 S05892 數值分析 3/3  

專業選修 S05850 能源科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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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表示預定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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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5.10;106.09.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5.16;106.09.12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5.22;106.09.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6.05;106.09.XX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6.05;106.09.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附設進修院校二專電機工程科 106 學年入學新生 課程標準 

說明 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共同科目必修 14 學分，必修 37 學分，選修 29 學分) 

    2. #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一年級上學期(1061) 一年級下學期(1062)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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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05002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05011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05012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705231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705232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705230 基本電學 2/2 專業必修 705233 電路學(一) 2/2 

專業必修 705252 邏輯設計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705248 電子學(一) 3/3 

專業選修 705822 電工儀表 2/2 專業必修 705833 光電材料與元件 2/2 

專業選修 705819 工業安全 2/2 專業選修 705835 專案管理 2/2 

院訂選修 70TN012 工程產業技術(一) 3/3 院訂選修 70TN022 工程產業技術(二) 3/3 

    專業選修 705823 節能光電科技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必修 13,選修 7) /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必修 15,選修 5) / 23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1071) 二年級下學期(1072)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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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08 工程數學 3/3 共同必修 705015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5234 電路學(二) 2/2 專業必修 705256 #程式語言 3/3 

專業必修 705249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705226 電機機械 3/3 

專業必修 705219 電子學實習 2/2 專業必修 705223 電機機械實習 2/2 

專業選修 705845 #半導體製程 2/2 專業必修 705231 照明光學 3/3 

專業選修 705846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705848 輸配電 2/2 

專業選修 705847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2/2 專業選修 705836 機電整合應用 2/2 

院訂選修 70TN052 工程產業技術(三) 3/3 院訂選修 70TN062 工程產業技術(四) 3/3 

專業選修 705828 綠色能源 2/2 專業選修 705830 發變電工程 2/2 

專業選修 705817 能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5811 電機設備保護 2/2 

專業選修 705831 工業配電 2/2 專業選修 705243X 工業電子學 2/2 

專業選修 705238X 電工電腦製圖 3/3 專業選修 705258X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必修 10,選修 10) /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必修 13, 選修 7) / 23 小時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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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2.23;105.05.24;106.09.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5.03.01;105.05.24;106.09.12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5.05.25;106.09.XX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6.09.XX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5.06.06;106.09.XX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進修院校二專電機科(週日班) 105 學年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含共同科目必修 14 學分，專業必修 44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 

2. #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一年級上學期(1051) 一年級下學期(1052)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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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05002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05011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05012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705231 #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705232 #微積分(二) 2/2 

專業必修 705230 基本電學 2/2 專業必修 705233 電路學(一) 2/2 

專業必修 705251 光電工程導論 2/2 專業必修 705248 電子學(一) 3/3 

專業必修 705252 邏輯設計與實務 3/3 專業選修 705822 電工儀表 2/2 

專業選修 705819 工業安全 2/2 專業選修 705835 專案管理 2/2 

專業選修
註 1 705837 產業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註 1 705838 產業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註 1 705841 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

註 1 705842 專題實作(二) 3/6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二年級上學期(1061) 二年級下學期(1062)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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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413 #電腦網路應用 2/2 共同必修 705015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5253 照明光學 3/3 專業必修 705256 #程式語言 3/3 

專業必修 705234 電路學(二) 2/2 專業必修 705243 工業電子學 2/2 

專業必修 705249 #電子學(二) 3/3 專業必修 705257 半導體製程 3/3 

專業必修 705254 光電材料與元件 2/2 專業必修 705258 薄膜工程與實務 3/3 

專業必修 705255 真空技術 3/3 專業選修 705825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2/2 

專業必修 705242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2/2 專業選修 705836 機電整合應用 2/2 

院訂選修 70TN032 工程產業技術(一) 3/3 院訂選修 70TN042 工程產業技術(二)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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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106 年 9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 年 9 月 x 日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學程設立背景與目標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擴展技專校院學生之多元語文能力，辦理東南亞語言

課程及東南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相關課程，培養同時具備東南亞語言能力、

國際觀、商管經貿能力及契合產業需求之優質專業人才，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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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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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微學分、整合課程

及跨系學分均包含在 9 學分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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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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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完成學程課程之應屆畢業生，將頒語並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證書。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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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規劃 

核心

課程 

課程科目 學分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東南亞語文(包括越南語、泰語、馬

來語、印尼語、緬甸語、印度語等

新南向國家當地語言)(註一) 

2 管理學院 

核心課

程至少

應修滿

六學分。 

總學分

二十學

分中須

包含至

少九學

分為跨

系學分

(微學分

及整合

課程皆

為跨系

學分)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 管理學院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 3 管理學院 

海外校外實習(ㄧ)/(二)/海外見習 3 管理學院 

(微學分)全球資源與能源的戰略 0.5 管理學院 

(微學分)全球金流 0.5 管理學院 

(微學分)全球經貿版圖 0.5 管理學院 

(微學分)全球經濟糾紛與戰爭 0.5 管理學院 

(微學分)全球產業發展趨勢 

0.5 管理學院 

選修

(ㄧ) 

(政

治、 

經貿、 

產業、 

法律 

及文化

議題)  

亞太經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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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管理 2 國企 

國際服務業管理 2-3 國企、資管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 國企 

國際市場推廣實務 2 國企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 2 國企 

國際投資 2 金融 

選修

(二) 

(不同

產業需

求之專

國際企業管理 2-3 國企、企管 

台商經營實務 3 國企 

國際金融與匯兌/外匯實務 2 國企、金融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實務(一) 2 國企、企管、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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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課

程) 
國際財務管理 2-3 國企、企管、金融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3 國企、企管、資管 

國際行銷管理/國際行銷個案與企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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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3 資管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應用 3 資管 

通路管理 3 企管 

零售管理 3 企管 

流通管理/國際流通管理 2 企管 

連鎖企業管理 2 企管 

物流資訊系統 2 企管 

金流管理 3 企管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 管理學院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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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語言類課程依照管院開課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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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微學分修課規定 

1. 課程以 9 小時(3 週)為 0.5 學分，18 小時(6 週)為 1 學分，依此類推。 

2. 優先統一上課時間(週四 234 節)；但有些例外，視課程安排而定；選課時注意勿時間衝堂，另請

注意上課教室位置。部分課程有先修條件，建議同學先選修前置課程後再選修該課程，但不硬

性規定。 

3. 學生可自主選擇學習類別，例如 234 週選擇金融投資類，567 週選擇全球議題類等；亦可深入專

研 2-16 週單獨選金融投資類。 

4. 當學期(或一學年)累積達 2.5 學分時，可向管院申請成果展發表，完成後且通過即再獲得 0.5 學

分。成果發表形式分心得報告分享、作品成果分享、競賽成果心得分享等…。 

5. 學生選修微學分需配合本校預選、加退選時程安排上網選修，及選課辦法之相關規定。學生到

課點名、成績登錄與一般課程均同。 

6. 原則上課週次不中斷，若遇假期或臨時調課，由授課老師自行擇期補課或依學校規定辦理。 

7. 微學分納入管院所有開設學分學程之外系選修學分計算，亦納入畢業總學分計算。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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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 企業管理科週四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8.30 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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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2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482 企業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32 ＃＊商業文書處理 3/3 

專業必修 ※709476 流通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46 行銷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709857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8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709838 企業實務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09839 企業實務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註1 709869 企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註1 709870 企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6 

最高    20 學分(23 小時)   必修  14 學分(14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4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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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專業必修 709438 日文 2/2 專業必修 709453 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必修 709449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35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29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709434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709469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09473 企業管理個案研討 3/3 

專業選修 709834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934 日文會話 3/3 

專業選修 709835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709837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70UN21 企業實務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9933 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709843 財務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70UN22 企業實務講座(二) 3/3 

專業選修 ※709849 國際企業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709844 投資理財概論 2/2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註 1: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1 學

時)。每 3 學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

核的教學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未選修企業實務實習的同學，則必須選修「企業實務專

題實作」3 學分 6 小時課程做為「企業實務實習」課程之替代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80學分(必修53學分，選修27學分[含企業實務實習(一)(二) 企業實務講座(一)(二) 12

學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5 學年度適用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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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業管理科週二班週三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4.9.9 

                                    106.8.30 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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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9459 行銷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54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709460 ＃＊商業文書處理 2/2 

專業必修 ※709456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709485 餐飲日文 2/2 

專業選修 ※709858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7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709838 企業實務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09839 企業實務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09850 餐飲管理導論 2/2 專業選修 ※709862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註1 709869 企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 709892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註1 709870 企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6 

最高    20 學分(23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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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501 ＃＊資訊與網路應用 2/2 

專業必修 709434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09466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81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36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63 門市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709935 觀光遊憩概論 2/2 

專業選修 70UN21 企業實務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9936 餐飲行銷管理 3/3 

專業選修 ※709845 日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70UN22 企業實務講座(二) 3/3 

專業選修 ※709846 門市禮儀  2/2 專業選修 ※709847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709852 餐飲食品衛生安全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37 消費者行為 2/2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0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註 1: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1 學

時)。每 3 學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

核的教學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未選修企業實務實習的同學，則必須選修「企業實務專

題實作」3 學分 6 小時課程做為「企業實務實習」課程之替代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80學分(必修45學分，選修35學分[含企業實務實習(一)(二) 企業實務講座(一)(二) 12

學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5 學年度適用 



45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學校二年制(週二班) 企業管理科-彩妝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6.8.30 修訂 

一、 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二、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54 學分,選修 26 學分[含美容實務實習(一)(二) (三)(四)12 學分]) 

三、 ＊表示需電腦上機 

四、 ★為師培課程 

五、 ＃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六、 跨院選修不在跨系選修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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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9489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必修 709488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91 美膚學(含實習) 3/3 

專業選修 709891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78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709874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709879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選修 709875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709882 ＃藝術賞析 2/2 

專業選修 70987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70VN01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專業選修 70VN00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必修合計 10/10 必修合計 12/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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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495 ＃*網際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09493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70949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709494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必修 709498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709884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709888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709886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709889 ＃★美容衛生與安全 2/2 

專業選修 709887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709890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70VN0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專業選修 70VN03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必修合計 9/9 必修合計 11/1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105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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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 企業管理科週一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4.3.6 

106.8.30 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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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9457 日文 2/2 

專業必修 ※709456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709459 行銷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54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709460 ＃＊商業文書處理 2/2 

專業選修 ※709858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7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709838 企業實務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09839 企業實務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09851 美容美體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709865 新娘秘書彩妝造形設計管理 2/2 

專業選修註1 709869 企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 709938 流通概論 2/2 

    專業選修註1 709870 企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6 

最高    20 學分(23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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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501 ＃＊資訊與網路應用 2/2 

專業必修 709434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09466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81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36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63 門市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709854 美容規劃專訓管理 3/3 

專業選修 70UN21 企業實務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9855 彩妝造形設計與管理 3/3 

專業選修 ※709843 財務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70UN22 企業實務講座(二) 3/3 

專業選修 ※709845 日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709847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709846 門市禮儀  2/2 專業選修 ※709848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709853 美容諮商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37 消費者行為 2/2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0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註 1: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

每 3 學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

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未選修企業實務實習的同學，則必須選修「企業實務專題實作」3 學分

6 小時課程做為「企業實務實習」課程之替代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45 學分，選修 35 學分[含企業實務實習(一)(二) 企業實務講座(一)(二) 12 學

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5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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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四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3.4.23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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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S09234 經典研讀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254 連鎖企業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必修 S09248 人力資源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S09251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0 行銷個案研討 3/3 

系訂必修 S09235 組織理論與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69 商用日文 3/3 

系訂選修 S09865 產業實務實習(一) 3/6 系訂選修 S09866 產業實務實習(二) 3/6 

系訂選修註1 S09885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6 系訂選修 S09838 產業行銷 2/2 

    系訂選修 ※S09873 財務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875 商業溝通 2/2 

    系訂選修註1 S09886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6 

最高    18 學分(21 小時)   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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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58 ＃＊多媒體製作 2/2 

系訂必修 S09239 國際企業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53 服務業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62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3/3 系訂必修 S09259 行銷企劃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UN2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UN2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系訂選修 ※S09874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1 物流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835 國際行銷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9 銷售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9876 企業營運模擬 2/2 系訂選修 ※S09818 企業診斷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49 領導學 3/3 

系訂選修 ※S09878 勞資關係 2/2     

最高    19 學分(19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0 小時)   最高   17 學分(17 小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註 1: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1 學

時)。每 3 學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

核的教學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未選修產業實務實習的同學，則必須選修「產業實務專

題實作」3 學分 6 小時課程做為「產業實務實習」課程之替代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4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4 學分[含產業業實務實習(一)(二)

產業實務講座(一)(二) 12 學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5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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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三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3.4.23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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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S09234 經典研讀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254 連鎖企業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必修 S09248 人力資源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S09251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0 行銷個案研討 3/3 

系訂必修 S09235 組織理論與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69 商用日文 3/3 

系訂選修 S09865 產業實務實習(一) 3/6 系訂選修 S09866 產業實務實習(二) 3/6 

系訂選修註1 S09885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6 系訂選修 S09838 產業行銷 2/2 

    系訂選修 ※S09873 財務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875 商業溝通 2/2 

    系訂選修 S09842 飲食文化 2/2 

    系訂選修 S09843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系訂選修註1 S09886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6 

最高    18 學分(21 小時)   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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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58 ＃＊多媒體製作 2/2 

系訂必修 S09239 國際企業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53 服務業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62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3/3 系訂必修 S09422 行銷企劃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UN2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UN2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系訂選修 ※S09874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50 物流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5 國際行銷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51 銷售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6 企業營運模擬 2/2 系訂選修 ※S09881 企業診斷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0 領導學 2/2 

系訂選修 ※S09878 勞資關係 2/2 系訂選修 S09940 大陸經貿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44 民宿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46 休閒事業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45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47 宴會管理 2/2 

最高    19 學分(19 小時)    必修 10 學分(10 小時)   最高   17 學分(17 小時)   必修 12 學分 (12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註 1: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1 學時)。每 3 學

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未選修產業實務實習的同學，則必須選修「產業實務專題實作」3 學分 6 小時課程做為「產

業實務實習」課程之替代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5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3 學分[含產業業實務實習(一)(二)產業實務

講座(一)(二) 12 學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5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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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一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4.9.9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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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S09234 經典研讀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416 連鎖企業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8 人力資源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0 行銷個案研討 3/3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選修 S09884 商用日文 2/2 

系訂選修 S09829 造型設計與應用 2/2  系訂選修 S09866 產業實務實習(二) 3/6 

系訂選修 S09865 產業實務實習(一) 3/6 系訂選修 S09831 美容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註1 S09885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一) 3/6 系訂選修 S09832 化妝品行銷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839 產業行銷 2/2 系訂選修註1 S09886 產業實務專題實作(二) 3/6 

系訂選修 S09840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41 商業溝通 2/2 

最高    18 學分(21 小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必修  8 學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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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58 ＃＊多媒體製作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62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3/3 系訂必修 S09422 行銷企劃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UN2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UN2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系訂選修 S09833 化妝品應用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6 化妝品市場經營 3/3 

系訂選修 S09834 新娘秘書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52 時尚品牌經營 2/2 

系訂選修 S09835 國際行銷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2 銷售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6 企業營運模擬 2/2 系訂選修 ※S09818 企業診斷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0 領導學 2/2 

系訂選修 ※S09874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3 財務管理 3/3 

最高    19 學分(19 小時)    必修 8 學分(8 小時)   最高   17 學分(17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註 1: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小時為 1學分(1學時)，每學期以實習滿 54小時為 1學分(1學時)。

每 3 學分(6 學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24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

教學授課，其餘 318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未選修產業實務實習的同學，則必須選修「產業實務專題實作」

3 學分 6 小時課程做為「產業實務實習」課程之替代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6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32 學分[含產業業實務實習(一)(二)

產業實務講座(一)(二) 12 學分] [跨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5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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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業管理科週四、六、日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總表 

106.8.30 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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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2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482 企業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32 ＃＊商業文書處理 3/3 

專業必修 ※709476 流通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46 行銷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709857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8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70UN11 企業實務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UN12 企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4 學分(14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4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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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專業必修 709438 日文 2/2 專業必修 709500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709449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35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29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709502 ＃＊商業套裝軟體 2/2 

專業必修 709501 ＃＊資訊與網路應用 2/2 專業必修 709437 財務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709939 金融市場實務 3/3 專業選修 709934 日文會話 3/3 

專業選修 709835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709837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709940 中小企業管理實務 3/3 專業選修 709933 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709925 企業風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22 廣告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70UN13 企業實務講座(三) 3/3 專業選修 70UN14 企業實務講座(四) 3/3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52 學分，選修 28 學分[含企業實務講座(一)(二)(三)(四)12 分] [跨

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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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業管理科週二、三、四班(含餐飲學分)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總表 

106.8.30 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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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9459 ＃行銷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82 企業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60 ＃＊商業文書處理 2/2 

專業選修 ※709938 流通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85 餐飲日文 2/2 

專業選修 ※709858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7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0 ‼餐飲管理導論 2/2 專業選修 ※709819 企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709915 ‼餐飲服務 2/2 專業選修 709917 ‼飲料冰品 2/2 

專業選修 709916 ‼餐飲採購與製備 2/2 專業選修 709918 ‼烘焙食品 3/3 

專業選修 70UN11 企業實務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UN12 企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20 學分(20 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0 時) 必修 12 學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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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501 ＃＊資訊與網路應用 2/2 

專業必修 709434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09435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81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500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709422 企業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必修 709478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709456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709847 市場調查 2/2 

專業選修 ※709845 日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709842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46 門市禮儀  2/2 專業選修 709843 財務管理概論 2/2 

專業選修 709834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30 勞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709919 ‼中餐烹調 4/4 專業選修 709922 ‼西餐烹調 3/3 

專業選修 709920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709923 ‼食品衛生與安全 3/3 

專業選修 709921 ‼餐飲門市禮儀 2/2 專業選修 709924 ‼餐廳經營管理 3/3 

專業選修 70UN13 企業實務講座(三) 3/3 專業選修 70UN14 企業實務講座(四) 3/3 

最高    20 學分(20 時)    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0 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餐飲輔修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學分(必修 47 學分，選修 33 學分[含企業實務講座(一)(二)(三)(四)12學分] [跨

院選修及通識課程最多 6 學分])。  

(6)餐飲輔修課程若因人數不足未開課，可至餐飲系選修相關課程，不受跨院選修限制。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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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企業管理科週二班(含休閒與運動管理學分)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106.8.30 修訂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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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9459 行銷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82 企業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60 ＃＊商業文書處理 2/2 

專業選修 ※709938 流通概論 3/3 專業必修 ※709485 餐飲日文 2/2 

專業選修 ※709858 經濟學 3/3 專業選修 ※709857 會計學 3/3 

專業選修 709914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專業選修 ※709864 企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709926 ‼休閒養生功法 2/2 專業選修 709902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927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709903 ‼營隊與團康領導 3/3 

專業選修 70UN11 企業實務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UN12 企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1 學分(11 小時)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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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441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09434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09469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必修 ※709481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500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709422 企業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必修 709478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709456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709847 市場調查 2/2 

專業必修 709439 專業證照檢定 0/0 專業選修 709842 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845 日文會話 2/2 專業選修 709913 財務管理概論 3/3 

專業選修 ※709846 門市禮儀  2/2 專業選修 709830 勞資關係 2/2 

專業選修 709834 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9910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 3/3 

專業選修 709905 ‼核心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709911 ‼社區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709906 ‼露營與野炊實務 2/2 專業選修 709912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709907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70UN14 企業實務講座(四) 3/3 

專業選修 70UN13 企業實務講座(三) 3/3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最高   20 學分(20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表示休閒與運動管理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48 學分,選修 32 學分[含企業實務講座(一)(二)(三)(四)12 學分]) 

      (6)休閒與運動管理課程若因人數不足未開課，可至休閒與運動管理系選修相關課程，不受跨院選修限制。 

      (7)「專業證照檢定」課程需完成專業證照考核。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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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週二班) 企業管理科-彩妝組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6.8.30 修訂 

一、 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二、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42 學分,選修 38 學分) 

三、 ＊表示需電腦上機 

四、 ★為師培課程 

五、 跨院選修不在跨系選修學分限制 

六、 ＃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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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1 國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2 國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04 ＃英文(二) 3/3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5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09489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必修 709488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709491 美膚學(含實習) 3/3 

專業選修 709880 生活化學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709878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709874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709879 ＃藝術賞析 2/2 

專業選修 709875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70988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VN00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0VN01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必修合計 10/10 必修合計 12/1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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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6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4 ＃藝術概論 2/2 

通識共同科目 709013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09495 *＃網際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09493 化妝品化學 2/2 專業必修 70949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709494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必修 709498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709884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709888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70988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709889 ＃★美容衛生與安全 2/2 

專業選修 709886 生活有機化學及實驗 3/3 專業選修 709890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709887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70VN03 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專業選修 70VN02 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必修合計 9/9 必修合計 11/11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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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四六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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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S09254 連鎖企業管理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418 領導學 2/2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S09411 國際企業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51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3 投資理財概論 2/2 

系訂必修 S09235 組織理論與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84 商用日文 2/2 

系訂選修 S0UN1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9875 商業溝通 2/2 

    系訂選修 S09897 經典研讀 2/2 

    系訂選修 S09830 行銷個案研討 2/2 

     系訂選修 S0UN1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13 學分(13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必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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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414 管理會計 3/3 系訂必修 S09242 ＃＊多媒體製作 3/3 

系訂必修 S09243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53 服務業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59 行銷企劃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60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6 採購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4 稅務法規 2/2 系訂選修 S09871 物流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6 企業營運模擬 2/2 系訂選修 S09892 銷售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81 企業診斷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8 勞資關係 2/2 系訂選修 S0UN14 產業實務講座(四) 3/3 

系訂選修 S0UN13 產業實務講座(三)  3/3 系訂選修 S09895 品質管理 2/2 

最高    19 學分(19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最高   17 學分(17 小時)   必修 12 學分(12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16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8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20 學分[含產業業實務講座

(一)(二)(三)(四)12 學分])。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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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三、四班(含餐飲學分)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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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S09234 經典研讀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264 行銷個案研討 3/3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選修 S09906 人力資源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選修 S09840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39 連鎖企業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07 組織理論與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8 產業行銷 2/2 

系訂選修 S09908 ‼中餐進階廚藝 4/4 系訂選修 S09854 財務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09 ‼餐飲採購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5 商業溝通 2/2 

系訂選修 S0UN1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9855 商用日文 2/2 

    系訂選修 S09912 ‼餐飲專案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13 ‼餐飲進階服務 2/2 

    系訂選修 S09914 ‼餐飲行銷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15 ‼飲調實務進階 2/2 

    系訂選修 S0UN1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7 學分(7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必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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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253 服務業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43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2 ＃＊多媒體製作 2/2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60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56 國際企業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5 國際行銷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19 物流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90 領導學 2/2 

系訂選修 ※S09878 勞資關係 2/2 系訂選修 S09845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16 ‼創新會議點心製作 2/2 系訂選修 S09920 ‼創意麵包 2/2 

系訂選修 S09917 ‼西餐進階廚藝 4/4 系訂選修 S09921 ‼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2/2 

系訂選修 S09847 ‼宴會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22 ‼茶藝與茶道 2/2 

系訂選修 S09918 ‼創新咖啡調製 2/2 系訂選修 S0UN14 產業實務講座(四) 3/3 

系訂選修 S0UN13 產業實務講座(三)  3/3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餐飲輔修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6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32 學分[含產業實務講座(一) 

(二)(三)(四)12 學分])。 

(6)餐飲輔修課程若因人數不足未開課，可至餐飲系選修相關課程，不受跨院選修限制。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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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二班(含休閒與運動管理學分)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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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S09419 連鎖企業管理 3/3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48 ＃人力資源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選修 S09901 商業溝通 3/3 

系訂選修 S09839 產業行銷 2/2 系訂選修 S09830 行銷個案研討 3/3 

系訂選修 S09840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69 商用日文 3/3 

系訂選修 S09926 ‼導覽解說 2/2  系訂選修 S09932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3/3 

系訂選修 S09931 ‼有氧運動指導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934 ‼休閒旅程規劃 3/3 

系訂選修 S0UN1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9933 ‼度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UN1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18 學分(21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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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43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2 ＃＊多媒體製作 3/3 

系訂必修 S09234 經典研讀 2/2 系訂必修 S09255 國際行銷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0 行銷企劃實務 3/3 

系訂必修 S09263 專業證照技能檢定 0/0 系訂選修 ※S09892 銷售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4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81 企業診斷實務 2/2 

系訂選修 ※S09876 企業營運模擬 2/2 系訂選修 ※S09890 領導學 2/2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3 財務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936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24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9937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938 ‼咖啡與輕食製作 3/3 

系訂選修 S0UN13 產業實務講座(三) 3/3 系訂選修 S0UN14 產業實務講座(四) 3/3 

最高    18 學分(21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最高   18 學分(21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休閒與運動管理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6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32 學分[含產業實務講座(一) 

(二)(三)(四)12 學分])。 

(6)休閒與運動管理課程若因人數不足未開課，可至休閒與運動管理系選修相關課程，不受跨院選修 

限制。 

(7)「專業證照技能檢定」課程需完成專業證照考核。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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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企業管理系週一班(含美容門市學分)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8.30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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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9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09008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校訂必修 S09006 台灣開發史 2/2 系訂必修 S09419 連鎖企業管理 3/3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09252 ＃電子商務 2/2 

系訂必修 ※S09201 行銷管理 3/3 系訂必修 S09248 人力資源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36 ＃＊商業應用軟體 2/2 系訂選修 S09901 商業溝通 3/3 

系訂選修 S09839 產業行銷 2/2 系訂選修 S09830 行銷個案研討 3/3 

系訂選修 S09840 零售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69 商用日文 3/3 

系訂選修 S09899 ‼服裝造型 2/2  系訂選修 S09902 ‼美容經營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900 ‼時尚髮型設計 2/2  系訂選修 S09903 ‼化妝品行銷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UN11 產業實務講座(一) 3/3 系訂選修 S09904 ‼化妝品應用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UN12 產業實務講座(二) 3/3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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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09009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09238 ＃＊網際網路應用 3/3 系訂必修 S09246 ＃＊資料庫管理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40 策略管理 2/2 系訂必修 S09242 ＃＊多媒體製作 3/3 

系訂必修 S09243 企業管理個案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61 企業診斷實務 2/2 

系訂必修 ※S09260 資訊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0 行銷企劃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9897 經典研讀 2/2 系訂選修 S09853 國際行銷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876 企業營運模擬 2/2 系訂選修 ※S09879 銷售實務 3/3 

系訂選修 ※S09877 品牌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49 領導學 3/3 

系訂選修 S09834 ‼新娘秘書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73 財務管理 3/3 

系訂選修 S09905 ‼美容門市連鎖經營管理 2/2 系訂選修 S09837 ‼時尚品牌經營 3/3 

系訂選修 S0UN13 產業實務講座(三)  3/3 系訂選修 S09836 ‼化妝品市場經營 3/3 

    系訂選修 S0UN14 產業實務講座(四) 3/3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最高   18 學分(18 小時)   必修 9 學分(9 小時)   

說明：(1)每學期至少修習 9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課程。 

(4)‼美容門市課程。 

(5)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36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系訂選修 32 學分[含產業實務講座(一) 

(二)(三)(四)12 學分])。 

(6)美容門市課程若因人數不足未開課，可至化粧品與時尚彩妝系選修相關課程，不受跨院選修限制。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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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營區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08.30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2 學分(必修 14 學分,選修至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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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0G214 組織理論與管理 2/2 必 修 D0G215 企業研究方法 2/2 

選 修 D0G840 行銷管理專題 2/2 選 修 D0G845 消費者行為分析 2/2 

〞 D0G841 財務管理專題 2/2 〞 D0G846 成本管理 2/2 

〞 D0G842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2/2 〞 D0G847 領導學 2/2 

〞 D0G844 資訊管理專題 2/2 〞 D0G843 作業管理專題 2/2 

最高   10(10)  必修 2 (2)  最高  10 (10)   必修  2 (2)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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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D0G216 企業經營策略 2/2 必 修 D0G206 專題研討 2/2 

〞 D0G209 畢業論文(一) 3/3 〞 D0G210 畢業論文(二) 3/3 

選 修 D0G850 投資理財實務 2/2 選 修 D0G855 知識管理專題 2/2 

〞 D0G851 質性研究法 2/2 〞 D0G856 廣告與促銷管理 2/2 

〞 D0G852 電子商務專題 2/2 〞 D0G857 全面品質管理 2/2 

〞 D0G853 創業與創新管理 2/2 〞 D0G858 決策理論與應用 2/2 

〞 D0G854 企業診斷專題 2/2     

〞 D0G849 商業談判專題 2/2     

〞 D0G848 組織行為 2/2     

最高 10 (10)   必修  5 (5)   最高  10 (10)   必修  5 (5)   

說明： 

(1)畢業最低學分數 32 學分，其中必修 14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選修至少 18 學分。 

(2)第一學年每一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高於十二學分。 

(3)選修科目最低開班人數至少五人。 

※106 學年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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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每學期至少修習學分。 

二、*表示需電腦上機。 

三、#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四、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每 3 學分(6

小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18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

課，其餘 300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 

五、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6 學分，選修 26 學分)﹝含產業實務(一)(二)(三) (四)12 學分﹞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年制休閒與運動管理系週二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106.9.11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72學分(必修46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6學分，系訂必修40學分」，選修26學分「含通識選修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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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1001 實用英語 2/2 通識基礎必修 S31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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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S31A26 休閒與運動產業概論 3/3 專業必修 S31A04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21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29 運動傷害防護 3/3 

專業必修 S31A27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0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S31A28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1 特色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S31N02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52 產業實務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S31N54 體適能活動 2/2 

專業選修 S31N62 專題實作(一) 3/3 專業選修 S31N79 鄉村旅遊與休閒 2/2 

    專業選修 S31N53 產業實務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S31N63 專題實作(二)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必修 13 學分 13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必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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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專業 

基礎必修 
S31A39 #*網際網路應用 3/3 通識基礎必修 S31004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31A32 職場倫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5 ＃*電子商務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S31A23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6 主題樂園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3 #度假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7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4 健身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38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40 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 0/0 專業選修 S31N22 職場與社區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S31N44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S31N42 休閒旅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S31N27 公共關係與整合行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S31N24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S31N13 導覽解說 2/2 專業選修 S31N16 休閒產業微型創業 2/2 

專業選修 S31N35 領隊導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S0VN013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專業選修 S0VN003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S31N65 專題實作(四) 3/3 

專業選修 S31N64 專題實作(三)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必修 11 學分 11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必修 11 學分 11 小時）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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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進修專校二年制專科部休閒與運動管理科週二班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10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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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3 國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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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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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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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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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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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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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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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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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731N41 專題實作(二)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7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必修 17 學分 17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5 #計算機概論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11 #現代世界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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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731A38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1A47 #創意與美學訓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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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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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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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731A48 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 0/0 專業選修 731N36 茶藝與茶道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33 流行冰品與飲料調製 2/2 專業選修 731N37 吧檯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34 創意調酒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38 餐飲微型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70VN003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731N39 營隊與團康領導 2/2 

專業選修 731N42 專題實作(三) 3/3 專業選修 70VN013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專業選修 731N43 專題實作(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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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一、每學期至少修習學分。 

二、*表示需電腦上機。 

三、#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四、實習課程學分計算原則以實習滿 3 小時為 1 學分，每學期以實習滿 54 小時為 1 學分。每 3 學分(6

小時)實習課程，實習需滿 318 小時，在校內需至少 6 小時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

課，其餘 300 小時作為校外實習。 

五、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1 學分，選修 19 學分)﹝含校外實習(一)(二)(三)(四)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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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6.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6.05.24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6.0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6.05 教務會議通過 

106.08.3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 四技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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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18 學分，專業必修 50 學分] 
選修 6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5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表示須電腦上機   ★師培課程    ▲網路教學 
跨院選修不在跨系選修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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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14 *計算機概論 1/2 

專業必修 930A03 ★化妝品概論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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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930N30 ▲藝術賞析 2/2 

專業選修 90VN00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90VN01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  學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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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0007 英語聽講練習 2/2 專業必修 930A10 *網際網路應用 1/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必修 930A44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930A19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30A62 ▲化妝品原料學 2/2 

專業必修 930A21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930A50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2 

專業必修 930A45 ★彩妝藝術學 3/3 專業選修 930N17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必修 930A09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9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必修 930A65 生活化學與實驗  2/2 專業選修 90VN03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專業選修 90VN0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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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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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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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A34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2 

專業必修 930A46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30A47 美體保健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930A25 芳香療法 2/2 專業選修 930N23 服裝造型 2/2 

專業必修 930A51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930N06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930N39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930N03 創意美甲製作 2/2 

專業選修 90VN04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五) 3/3 專業選修 90VN05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六)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6   學分   16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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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930A26 ★整體造型設計(一) 3/3 專業必修 930A17 ★整體造型設計(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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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930N11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選修 930N12 美容SPA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0N31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選修 930N21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930N26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選修 930N0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930N19 ▲時尚攝影概論 2/2 專業選修 930N09 ▲化妝品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90VN06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七) 3/3 專業選修 90VN07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八)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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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院選修不在跨系選修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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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0001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30A31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3/3 

校訂必修 S30002 ＊實用英文 2/2 系訂必修 S30A08 ＃業界實習(一) 3/6 

系訂必修 S30A15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S30A22 化妝品調製及實驗 3/3 

系訂必修 S30A16 化妝品法規 2/2 系訂必修 S30A23 ★時尚髮型設計 3/3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S30A24 ★服裝造型 3/3 

系訂選修 S30N19 噴槍彩妝設計 3/3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系訂選修 S30N06 醫學美容資訊 2/2 系訂選修 
 

創意美甲製作 2/2 

系訂選修 S30N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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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0003 ＊台灣開發史 2/2 校訂必修 S3000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系訂必修 S30A12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系訂必修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2 

系訂必修 S30A2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3/3 系訂必修 S30A26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系訂選修 S30N27 ＊視覺傳達設計 2/2 系訂必修 S30A14 畢業製作 2/2 

系訂選修 S30N26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系訂選修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系訂選修 S30N28 香料與調配應用 2/2 系訂選修 S30N12 時尚攝影 2/2 

系訂選修 S30N29 ★儀態美學 2/2 系訂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系訂選修 S0VN0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系訂選修 S0VN03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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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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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6.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6.05.24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6.06.0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6.0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週四班)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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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系選修至多 6 學分)】 

      ＊:網路教學課程  ＃:業界實習   ◎需上機  ★師培課 

跨院選修不在跨系選修學分限制 

三年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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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S30001 歷代文選 2/2 系訂必修 S30A21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一) 3/3 

校訂必修 S30002 ＊實用英文 2/2 系訂必修 S30A28 化妝品調製及實驗 3/3 

系訂必修 S30A15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S30A23 ★時尚髮型設計 3/3 

系訂必修 S30A16 化妝品法規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系訂選修 S30N07 ＊美容專業外語 2/2 

系訂選修  噴槍彩妝設計 2/2 系訂選修 S30N29 ＊★儀態美學 2/2 

系訂選修 S30N17 醫學美容資訊 2/2 系訂選修 S0VN01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系訂選修 S0VN00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 (一) 3/3     

必修合計 9/9 必修合計 9/9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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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S30003 ＊台灣開發史 2/2 校訂必修 S30004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

神 
2/2 

系訂必修 S30A07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系訂必修 S30A18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2 

系訂必修 S30A25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3/3 系訂必修 S30A26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系訂必修  ★服裝造型 2/2 系訂必修 S30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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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0N12 時尚攝影 2/2 系訂選修 S30N26 多媒材服飾創意設計 2/2 

系訂選修 S30N24 創意美甲製作 2/2 系訂選修  ＊生技與化妝品 2/2 

系訂選修 S0VN0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系訂選修 S0VN03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必修合計 9/9 必修合計 9/9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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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9.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專校二專餐飲管理科(週二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58 學分，選修 22 學分﹝含校外實習(一)(二)6 學分、生活創意講座(一)(二)，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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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4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2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5 #英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3 #文學與人生 2/2 共同必修 734006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34A02 餐飲管理導論 2/2 專業必修 734A04 烘焙食品 4/4 

專業必修 734A03 餐飲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4A15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734A06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4A21 蔬果切雕與盤飾 3/3 

專業必修 734A20 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4N02 校外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34N01 校外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34N16 專題實作(二) 3/6 

專業選修 734N15 專題實作(一) 3/6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7/ 17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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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9 #媒體素養概論 2/2 共同必修 734008 #現代世界史 2/2 

專業必修 734A07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34A10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34A01 中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09 西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1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734A18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734N19 餅乾製作 4/4 專業必修 734A22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4N14 鐵板燒製作 4/4 專業選修 734N21 日式料理 4/4 

專業選修 734N12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734N11 中式點心 4/4 

專業選修 734N20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734N22 門市服務管理 2/2 

院訂選修 70VN002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院訂選修 70VN012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1/11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3/13 

說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38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含校外實習(一)(二)6

學分、生活創意講座(一)(二)6 學分，共計 12 學分﹞)。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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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9.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專校二專餐飲管理科(週三四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58 學分，選修 22 學分﹝含校外實習(一)(二)6 學分、生活創意講座(一)(二)，共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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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4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2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5 #英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6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共同必修 734003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34A02 餐飲管理導論 2/2 專業必修 734A04 烘焙食品 4/4 

專業必修 734A03 餐飲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4A15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734A06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4A21 蔬果切雕與盤飾 3/3 

專業必修 734A20 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4N02 校外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734N01 校外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734N16 專題實作(二) 3/6 

專業選修 734N15 專題實作(一) 3/6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7/ 17 最高 20 學分 23 小時  必修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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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8 #現代世界史 2/2 共同必修 734009 #媒體素養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4A07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34A10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34A01 中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09 西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1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734A18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734N19 餅乾製作 4/4 專業必修 734A22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4N14 鐵板燒製作 4/4 專業選修 734N21 日式料理 4/4 

專業選修 734N12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734N11 中式點心 4/4 

專業選修 734N20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734N22 門市服務管理 2/2 

院訂選修 70VN02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院訂選修 70VN012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1/11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3/13 

說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38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含校外實習(一)(二)6

學分、生活創意講座(一)(二)6 學分，共計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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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9.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餐飲管理系(週二班、週四班)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0 學分，選修 32 學分﹝含產業實務實習(一)(二)6 學分、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二)6 學分，共計 12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校訂必修 S34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34003 ＃台灣開發史 2/2 

校訂必修 S34002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34A20 餐飲專案管理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S34A07 烘焙進階廚藝 4/4 

專業必修 S34A01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必修 S34A16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必修 S34A06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4N31 台灣料理 3/3 

專業必修 S34A15 中餐進階廚藝 4/4 專業選修 S34N03 異國料理 3/3 

專業選修 S34N01 產業實務實習(一) 3/6 專業選修 S34N39 餐飲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S34N27 專題實作(一) 3/6 專業選修 S34N05 產業實務實習(二) 3/6 

    專業選修 S34N28 專題實作(二) 3/6 

最高 18 學分 21 小時   最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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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34004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34A13 西餐進階廚藝 4/4 專業必修 S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S34A21 飲調實務進階 2/2 專業必修 S34A24 餐飲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4A22 餐飲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4N35 養生膳食 3/3 

專業必修 S34A23 餐飲採購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4N22 創意麵包 3/3 

專業選修 S34N18 西式點心 3/3 專業選修 S34N26 酒會與餐點製作 3/3 

專業選修 S34N33 餐飲商品開發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4N36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S34N34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S34N37 宴會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4N32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2/2 專業選修 S34N38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院訂選修 S0VN00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院訂選修 S0VN01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說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18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校訂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32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8﹝含產業

實務實習(一)(二)6 學分、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二)6 學分，共 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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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9.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專校二專餐飲管理科(週二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80學分(必修58學分，選修22學分﹝含生活創意講座(一)(二)(三)(四)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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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4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2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5 #英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3 #文學與人生 2/2 共同必修 734006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專業必修 734A02 餐飲管理導論 2/2 專業必修 734A04 烘焙食品 4/4 

專業必修 734A03 餐飲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4A15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734A06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4A21 蔬果切雕與盤飾 3/3 

專業必修 734A20 飲調實務 2/2 院訂選修 70VN012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院訂選修 70VN002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7/ 17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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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9 #媒體素養概論 2/2 共同必修 734008 #現代世界史 2/2 

專業必修 734A07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34A10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34A01 中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09 西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1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734A18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734N19 餅乾製作 4/4 專業必修 734A22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4N14 鐵板燒製作 4/4 專業選修 734N21 日式料理 4/4 

專業選修 734N12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734N11 中式點心 4/4 

專業選修 734N20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734N2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4N23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4N24 餐飲創意思考訓練 2/2 

院訂選修 70VN022 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院訂選修 70VN032 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1/11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3/13 

說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38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含生活創意講座

(一)(二)(三)(四)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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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9.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專校二專餐飲管理科(週三四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80學分(必修58學分，選修22學分﹝含生活創意講座(一)(二)(三)(四)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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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1 國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4 國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2 #英文(一) 3/3 共同必修 734005 #英文(二) 3/3 

共同必修 734006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共同必修 734003 #文學與人生 2/2 

專業必修 734A02 餐飲管理導論 2/2 專業必修 734A04 烘焙食品 4/4 

專業必修 734A03 餐飲服務 3/3 專業必修 734A15 飲食文化 2/2 

專業必修 734A06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4A21 蔬果切雕與盤飾 3/3 

專業必修 734A20 飲調實務 2/2 院訂選修 70VN012 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院訂選修 70VN002 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7/ 17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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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08 #現代世界史 2/2 共同必修 734009 #媒體素養概論 2/2 

專業必修 734A07 #*商業套裝軟體 3/3 專業必修 734A10 #*資訊與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734A01 中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09 西餐烹調 4/4 

專業必修 734A17 食材認識與選購 2/2 專業必修 734A18 食品營養與衛生 2/2 

專業選修 734N19 餅乾製作 4/4 專業必修 734A22 餐飲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4N14 鐵板燒製作 4/4 專業選修 734N21 日式料理 4/4 

專業選修 734N12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專業選修 734N11 中式點心 4/4 

專業選修 734N20 餐飲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734N22 門市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4N23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4N24 餐飲創意思考訓練 2/2 

院訂選修 70VN022 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院訂選修 70VN032 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1/11 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   必修 13/13 

說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20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 。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共同必修 20 學分，專業必修 38 學分，專業選修 22 學分﹝含生活創意講座

(一)(二)(三)(四)1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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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22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6.09.11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6.09.15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9.25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二技 餐飲管理系(週二班、週四班)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說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0 學分、選修 32 學分﹝含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二)(三)(四)12 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校訂必修 S34001 實用英文 2/2 校訂必修 S34003 ＃台灣開發史 2/2 

校訂必修 S34002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專業必修 S34A20 餐飲專案管理 2/2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S34A07 烘焙進階廚藝 4/4 

專業必修 S34A01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必修 S34A16 餐飲進階服務 2/2 

專業必修 S34A06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4N31 台灣料理 3/3 

專業必修 S34A15 中餐進階廚藝 4/4 專業選修 S34N03 異國料理 3/3 

院訂選修 S0VN00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一) 3/3 專業選修 S34N39 餐飲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S34N40 餐飲成本控制與分析 2/2 

    院訂選修 S0VN01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二) 3/3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校訂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校訂必修 S34004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34A13 西餐進階廚藝 4/4 專業必修 S34A11 ＃*網際網路應用 3/3 

專業必修 S34A21 飲調實務進階 2/2 專業必修 S34A24 餐飲創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4A22 餐飲行銷企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4N35 養生膳食 3/3 

專業必修 S34A23 餐飲採購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4N22 創意麵包 3/3 

專業選修 S34N18 西式點心 3/3 專業選修 S34N26 酒會與餐點製作 3/3 

專業選修 S34N34 主題餐廳規劃與經營 2/2 專業選修 S34N36 茶藝與茶道 2/2 

專業選修 S34N32 流行飲料與冰品調製 2/2 專業選修 S34N37 宴會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4N41 餐飲產品開發與菜單設計 2/2 專業選修 S34N42 餐飲生涯規劃與輔導 2/2 

院訂選修 S0VN02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三) 3/3 專業選修 S34N43 餐飲職場倫理 2/2 

    專業選修 S34N38 餐飲連鎖事業經營 2/2 

    院訂選修 S0VN032 進階生活創意講座(四) 3/3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    

說明:  

(1)每學期至少修習 18 學分。 

(2)*表示需電腦上機。 

(3)#表示網路教學。網路教學在校內需至少 6 週次授課，作為說明、講解、評量及考核的教學授課。 

(4)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校訂必修 8 學分、專業必修 32 學分、校訂選修 4 學分、專業選修 28﹝含進階

生活創意講座(一)(二)(三)(四)12 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