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正修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期末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 時間：111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 09:10 記錄：鄭素枝 

■ 地點：綜合大樓 9 樓多功能研討室(二)03C0904 

■ 主席：龔瑞維 教務長 

■ 出列席人員：如簽名頁 

壹、主席致詞： 

一、請各系依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適量開課，以訂定各學制(含日間部、進修部、產學

專班、國際專班、外籍專班等)新生課程標準及畢業學分數。各系申請計畫性的專班，課程

規劃需搭配相關課程，有外系師資支援者，請相互協調，以符合課程開授專業性。 

二、教學課程之重要指標依據，新增課程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功能，共 17 項指標；

另積極成為 ESG 重要一員，為環境保護、社會責任等共同努力。 

三、為確保數位課程教學品質，本校訂定有「推動數位學習課程實施要點」、「數位學習課程

實施作業說明」，並實施於日間部通識課程、暑修，及進修部課程。各系提出開授「數位

學習」課程教師，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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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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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訊息。另請業務單位擬定鼓勵措施，以激勵學生學習意願，提升本校修讀雙主修及輔

系學生人數。 

五、本會議亦邀請學生代表出席參加，共同參與校課程規劃，並轉達給各班幹部及同學。 

貳、業務報告： 

選課事項：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電腦網路選課，選課日期訂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至 111 年 1 月 15 日，

依通識、體育、教育學程及各系必修、選修課程等時段進行選課，於開學後二週內 111 年

2 月 21 日中午 12 時 30 分至 3 月 4 日中午 12 時 30 分，進行加退選作業，請各系主任、課

程及選課輔導老師協助學生進行選課事宜。 

課程大綱：新增課程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功能 

二、課程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類別涵蓋如下，另各類別說明如業務報告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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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消除貧窮) □SDG2(消除飢餓) □SDG3(健康與福祉) □SDG4(教育品質) 

□SDG5(性別平等) □SDG6(淨水與衛生) □SDG7(可負擔及清潔能源)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SDG9(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SDG10(減少不平等) 

□SDG11(永續城市) □SDG12(責任消費與生產) □SDG13(氣候行動) 

□SDG14(水中生態) □SDG15(陸地生態) □SDG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SDG17(致力於永續的夥伴關係) □SDG18(無連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可複選) 

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 

三、各系規劃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時，很多系將課程集中於一、二年級，建議考量高年級開課學

分數，能有適切規劃，以利上課時間教室之安排。 

四、本校各學制專業課程規劃，依各系所專業選修，鼓勵開設符合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資

料庫資訊系統填表」之「表 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內「課程類別」欄位，選單選項有

「創新教學課程」、「創新創業課程」、「程式設計課程」、「其他」，為教學課程之重

要指標依據，另新增課程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功能。 

五、請各系依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及本校學生選課要點之每學期修習學分規定，訂定各

學制(含日間部、進修部、產學專班、國際專班、外籍專班等)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並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提送期末課程委員會議。 

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課程 

六、依政府未來重點發展的六大產業別(智慧農業、智慧機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智慧零售、

和金融科技)，教育部擇定以「電子電機」、「智慧製造及機械」、「民生服務及管理」3

領域優先進行「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課程」。 

七、「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課程」，目前已執行課程學院系所有電機系、機械系、資管系、

管理學院。請系所課程修訂時，配合推薦提出符合之課程，課程執行經費由高教深耕計畫

實施。 

叁、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本校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及專科部五

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實施屬性及學分數，提請 討論。(軍訓室、通識教

育中心、註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  明： 

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通識基礎必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開設於一上及一下，各 0 學分 2 小時，擬

修訂如下： 



3 

(一)原課程刪除，新增課程屬性為「通識博雅選修(社會科學)領域」課程，各 2 學

分 2 小時，例如，「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社會科學)」、「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社會科學)」。 

(二)課程標準實施入學學年度，自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 

(三)原課程學生重補修時，以修訂後通識博雅屬性，各 2 學分 2 小時抵免。 

二、日間部五專依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部定課程一般科目「全

民國防教育」2 學分為必修課程，原開課於一上及一下之共同必修課程「全民國防教

育(一)」1 學分 1 小時及「全民國防教育(二)」1 學分 1 小時，課程標準維持不變。其

餘擬修訂如下： 

(一)日間部五專於二上及二下之共同必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三)」1 學分 1 小時及

「全民國防教育(四)」1 學分 1 小時，課程刪除。 

(二)日間部五專於四上及四下之共同必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

勢」1 學分 1 小時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1 學分 1 小時，課程

刪除。 

(三)課程標準修訂部分，自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新訂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如案由二附件，提請 討論。(註

冊及課務組提案) 

說  明： 

一、各學制畢業學分數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本校學則辦理。 

二、「創新創業課程」：依各系所專業選修，鼓勵開設創新創業相關專業選修課程，包含

一般性質、設計思考能力培育、創業團隊及其他四種類型。 

「創新創業課程」：係指學校得依據不同系科屬性及學生學習需求，開設具適當之設計

思考、創新實踐課程或其他創新自造學習活動之創新創業課程，開設以啟發學生創意思

維及創新想法為主軸之創業課程，增進校園創意及創業精神，且授課教師應具創業實務

經驗，或具設計思考教學能力(1091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3-5 新增欄位)。 

三、「創新教學課程」：係指為改善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及學習成效不佳之情形，有賴學校

翻轉傳統教學模式，透過問題解決等創新教學方法，以學習者為重心，引發學生學習

動機及熱情，提升學習成效。本課程注重引導學校重視教師為學生學習成效之關鍵，

形塑教師教學支持系統，包括制度、社群、評鑑及追蹤輔導等，以支持及促進教師發

展創新教學模式。並關注學生學習內容，以多元方式評估學習成效機制，並追蹤輔導

及回饋教學(1091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3-5 新增欄位)。 

四、程式設計與邏輯思維融入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資管系、電競系以外之各系所專

業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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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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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項目，三項基準發展各單位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以本校、學院、各系教育

目標與發展特色及與地區產業人才需求職稱，篩選適合認證或認可證照，至少開設 1

項職能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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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16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90142974 號，「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

培育試辦課程革新計畫」，以「電子電機」、「智慧製造及機械」、「民生服務及管

理」3 領域優先進行課程革新試辦。 

七、課程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類別如下： 

□SDG1(消除貧窮) □SDG2(消除飢餓) □SDG3(健康與福祉) □SDG4(教育品質) 

□SDG5(性別平等) □SDG6(淨水與衛生) □SDG7(可負擔及清潔能源)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SDG9(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SDG10(減少不平等) 

□SDG11(永續城市) □SDG12(責任消費與生產) □SDG13(氣候行動) 

□SDG14(水中生態) □SDG15(陸地生態) □SDG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SDG17(致力於永續的夥伴關係) □SDG18(無連結)。 

八、院級必修課程跨「領域學程學習」及「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各 0 學分/1 小時，由各

學院推派所屬各系各班 1 位老師進行輔導及審查課程，教師鐘點費於四下納入「教師

授課時數統計表(大表)」核撥。 

九、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及專科部五專「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實施屬性及學分數修訂，依案由一決議辦理。 

十、電競科技管理系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依工學院規定辦理。 

十一、根據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7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00173232 號來函，依專科學校法

第 34 條規定略以「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課程，應配合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發展定之」，

請依教育部 110 年 3 月 15 日修正發布並預定於 111 學年度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劃五專前三年課程。本次修正新增共同必修課程「本土語

文」2 學分 2 小時，規劃於一下開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審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擬開課數位學習課程，如案由三附件，提請 討論。

(教學發展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10 年 12 月 8 日會議、工學院 110 年 12 月 14 日、管理學院

110 年 12 月 16 日、生活創意學院 110 年 12 月 14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數位學習

課程審查小組 110 年 12 月 20 日會議審查。 

二、為確保數位課程教學品質，依據本校「數位學習課程實施作業說明」進行審查。 

三、本次共申請 68 案分別為日間部 4 案及進修部 64 案，共 56 門課程。 

四、申請超過 3 門課程以上教師 4 位，4 門課程教師 1 位。 

五、數位學習課程審查小組初步檢視： 

(一)申請案資料師生互動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有缺漏。 

(二)申請案的申請表授課方式時數與教學計畫中授課方式及時數內容不足或錯誤。 

(三)師生互動活動如討論、作業或課後反思、線上測驗未依實施作業說明規劃。 

(四)3 位教師規劃全面遠距教學，未安排實體課程。 

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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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超過 2 門課程之申請案，為同學制、同年級、相同課程但不同班級，經討論

認列為同一課程，惟案 27、28、29、30 之教師，因教學經驗豐富，教學評量成

績優良，經審查同意申請。 

(二)申請資料缺漏或錯誤之申請案，建議依據本校「數位學習課程實施作業說明」修

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工學院各系入學新生課程標準等，如案由四附件，提請 討論。(工學院

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工學院 110 年 12 月 14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電競科技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配合產業需求與產學計畫，擬於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一下新增「社群行銷」選修課

程（3 學分/3 小時）。 

三、修訂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日間部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

標準。 

外籍專班課程規劃考量實際執行情形，取消選修課程”半導體製程概論”，並修改課程

名稱專題實作(一)為”產業實務專題”以及專題實作(二)、(三)為”專題實作(一)、(二)”。 

四、修訂電子工程系日間部四技僑生產學專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為配合僑生專班學生轉系，其修課相關事宜，擬調整課程標準。 

五、整合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技優專班及一般班 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將技優專班專業選修新增至一般班 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整合為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調整說明如下表： 

 

整合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技優專班及一般班 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表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必/選 年級 調整說明 

工程英文 2/2 選 3 刪除 

工程日文 2/2 選 3 刪除 

專題講座 2/2 選 4 刪除 

無人機設計與實作 3/3 選 3 新增 

地籍測量 2/2 選 3 新增 

三維視覺化設計 3/3 選 3 新增 

地形測量 2/2 選 3 新增 

測量平差法 3/3 選 4 
新增 

並修改為3 學分3 小時 

無人機操控及考證 2/2 選 4 新增 

大地測量(含實習) 3/3 選 4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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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整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2 年級上學期課程。 

因 1 年級若將通識課程修滿規定之學分數，2 上若不修習通識課程將會低修，調整說

明如下表： 

調整 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2 年級上學期課程表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必/選 調整說明 

數值分析＊ 2/2 必 
原 3 年級上學期課程 

調整到 2 年級上學期 

 

七、依土木與空間資訊系依 110 學年度「二技(2+i)土木工程產學合作專班」計畫合作委

員會議委員決議，修正「印尼二技(2+i)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土木工程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08 學年度入學課程規劃表及課程配當表。 

依 110 學年度「二技(2+i)土木工程產學合作專班」計畫合作委員會議委員決議，修

正有關「印尼二技(2+i)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土木工程產學合作國際專班」108 學年度入

學課程規劃表之『必修、選修學分說明』、與課程配當表之『說明 1 之內容』」，

為使兩表課程內容一致以便審視核對。 

八、規劃電機工程系進修部二專 110 學年第二學期開授數位學習(遠距教學)課程「程式

語言」及「電子學(一)」等二門課程。 

進修部二專上課彈性時間為一天加一個半天，因此，部分課程規劃為網路教學以完

成畢業學分。規劃開授科目為「電子學(一)」必修 3 學分及「程式語言」選修 3 學

分。 

九、規劃電機工程系進修部二技 110 學年第二學期開授數位學習(遠距教學)「光電工程導

論」。 

進修部二技上課彈性時間為一天加一個半天，因此，部分課程規劃為數位學習(遠距

教學)以完成畢業學分。規劃開授科目為「光電工程導論」必修 3 學分。 

十、增列電機工程系本校「正修科技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高級中等學校「電

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科目及學分。 

(一)能源與控制技術能力增列如下： 

1.增列「可程式控制器應用」必修 2 學分、「可程式控制器實務應用」必修 2 學

分，與原訂之「可程式控制及實習」必修 2 學分及「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

作」必修 2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

能低於之，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2.增列「機電整合應用」選修 2 學分，與原訂之「機電整合」、「機電整合」及

「實習機電整合實習(一) 」各選修 2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

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3.增列「太陽光電設置」選修 2 學分，與原訂之「太陽光電設置及實習」選修 2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

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4.增列「感測與轉換器應用」選修 3 學分，與原訂之「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各選修 2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

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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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列「節能光電科技」選修 3 學分，與原訂之「綠能與節能科技」、「能源科

技」、「再生電力」各選修 3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程

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二)電機與冷凍空調技術能力 

1.增列「電機機械及實習」必修 1 學分，與原訂之「電機機械實習」必修 1 學

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擬

以抵免方式認證 

2.增列「電機機械」必修 3 學分，與原訂之「電機機械(一)」必修 3 學分，學

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擬以抵免

方式認證 

3.增列「邏輯設計與實務」、「邏輯電路應用」各選修 2 學分，與原訂之「邏輯

設計及實習」、「邏輯設計與實作」各選修 2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

內容與前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低於之，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十一、增列電機工程系本校「正修科技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高級中等學校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科目及學分。 

電子電路設計能力增列「單晶片實務應用」必修 2 學分，與原訂之「單晶片應用及

實習」必修 2 學分，學生已修之課程名稱、內容與前述課程相似，且學分數不能

低於之，擬以抵免方式認證。 

十二、修訂機械工程系「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檢定證照實施辦法」。 

為鼓勵同學積極報考並取得證照，107、108 學年度入學「精密製造技術組」、109

學年度入學「精密設計製造組」同學，增列專業證照取得認定。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系修訂課程標準時，必修課程之學分數、課程名稱、屬性、開課學

期別等，應審慎調整，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案由五：新訂管理學院「東南亞零售市場與跨國行銷管理學分學程」，如案由五附件，

提請 討論。(管理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110 年 12 月 16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讓學生更深入地了解東南亞之政治、經貿、產業、法律、社會、文化等相關知

識，培養學生多元語言能力，建立更寬闊的國際觀和商管經貿能力及契合產業需

求之優質專業技能，增加就業競爭力，擬自 110 學年度起新增[東南亞零售市場與跨

國行銷管理學分學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新訂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班（生技美容經營管理產業碩士專班）

111 年度(春季班)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案由六附件，提請 討論。(管理學院

提案) 

說  明：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110 年 12 月 16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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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系依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適量開課，以訂定各學制新生課

程標準及畢業學分數。各系申請計畫性的專班，課程規劃需搭配相關課程，有外系師

資支援者，請相互協調，以符合課程開授專業性。 

案由七：修訂管理學院各系入學新生課程標準等，如案由七附件，提請 討論。(管理

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110 年 12 月 16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國際企業系日間部四技雙軌旗艦專班 109、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為因應本校對雙軌旗艦專班通識博雅課程的規劃，修訂日間部四技國際企業系專班

109 與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如下：二年級下學期英語聽講練習(二)誤植為通

識博雅必修課程，更正為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三、修訂企業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08、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企業管理系教師推動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需搭配相關課程，修訂日間部四技 108

與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於三年級下學期增加社群行銷 3 學分 3 小時。 

四、修訂金融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09、110 學年度入學課程標準。 

(一)依據本校規劃高教深耕主軸計畫「T2-3-5 下世代人才培育課程計畫」內容，修訂

本系課程標準。 

(二)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增設專業選修「金融大數據分析」3 學分/3 小時，第三學年第

二學期刪除專業選修「財金大數據分析」3 學分/3 小時。 

五、修訂金融管理系日間部四技雙軌旗艦專班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依據本校業務管理單位規劃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英語會話」課程為 2 學分/2 小時原

為通識博雅課程。為符合本校教務單位對通識基礎課程規定，修改該門課程屬性為

通識基礎課程。 

六、修訂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一)根據 110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乙班入學新生課程標準(110 年 6 月 7 日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議通過版本)修訂。 

(二)整合原甲班(智慧商務與數位創客技優專班)與乙班課程成一份通用課程標準。 

(三)資管系 110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新生畢業總學分維持為 128 學分。（必修 76 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52 學分】；選修 5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

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4 學分】）。 

(四)技優甄審入學生應自下列二項課程模組中擇一完成應修課程修畢：(1)「智慧商務

課程模組」：智慧商務導論、數位行銷實務、智慧科技為應修課程；(2)「數位創

客課程模組」：物聯網開發與應用、創客實務、智慧科技為應修課程。 

(五)修訂本課程標準前後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修訂資訊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對照表 

修訂項目 原課程標準 修訂後課程標準 

課程異動(增刪、必/

選修調整) 

刪除甲班課程標準 

(智慧商務與數位創客技優

專班) 

選修：2 門  增加(2) 

資訊管理實務精進(一)  【四上、選、1/2】 

資訊管理實務精進(二)  【四下、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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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訂資訊管理系進修部二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含營區在職專班)。 

(一)根據 1092 本校期末課程委員會案由 12-通識中心提案修訂，該提案修訂本校二技

通識基礎必修「專業倫理與法治」課程名稱，改為「民主與法治教育」。 

(二)修訂本課程標準前後對照表，如下表所示。 

修訂資訊管理系進修部二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前後對照表。 

修訂項目 原課程標準 修訂後課程標準 

課程異動(增刪、必/

選修調整) 

校訂必修：1 門   刪除(1) 

專業倫理與法治【三下、

必、2/2】 

必修：1 門  增加(1) 

民主與法治教育【三下、必、2/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修訂生活創意學院各系入學新生課程標準，如案由八附件，提請 討論。(生

活創意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生活創意學院 110 年 12 月 14 日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觀光遊憩系日間部四技 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產學攜手「僑生產學-觀光餐旅產業

專班」課程標準。 

(一)此專班已於 110 學年度入學，原課程表因每學期分配學分數不均，導致正課與實

習課程排課困難，故進行課程時段調整與學分修訂。 

(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學制，每週正課上課時段排於 2 日內，其餘為實習時段及休

假日，擬調整每學期之正課為 12 學分及實習課程 4 學分，共 16 學分，修訂之課

程如下表。 

修訂觀光遊憩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產學攜手 

「僑生產學-觀光餐旅產業專班」課程標準對照表 

(三)審認本案自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執行。 

三、修訂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日間部四技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暑期校外實習」原為必修修改為選修；「化妝品檢驗」三上移至三下；「化妝品模

組」與「時尚彩妝組模組」原為「至少完成 22 學分」修改為「至少完成 14 學分」；

「溝通技巧與表達藝術」必修修改為選修。 

四、修訂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日間部四技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修訂項目 課程名稱(學期) 修訂前 修訂後 

課程時段調整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 下 1 上 

餐旅資訊系統 3 下 4 上 

課程學分數調整 

旅館房務實作(2 上) 3 學分 2 學分 

飲料調製(2 下) 2 學分 3 學分 

台灣料理(3 上) 2 學分 3 學分 

葡萄酒品評與賞析(4 下) 3 學分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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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刪除；四上「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刪除；四下「商

品展示設計」調整至四上；四下「商品視覺形象設計」修改課程名稱為「視覺形象設

計」；三下「化妝品香料調配」必修改為選修；四上「新娘秘書婚禮規劃」調整至

四下。 

五、修訂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三下「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刪除；四上「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刪除；四下「商

品展示設計」調整至四上；四下「商品視覺形象設計」修改課程名稱為「視覺形

象設計」；三下「化妝品香料調配」必修改為選修；四上「新娘秘書婚禮規劃」

調整至四下；三下「芳香療法與實習」必修改為選修；化妝品模組刪除「美容儀

器與實驗」課程。 

六、修訂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3D 電腦動畫技優專班」課

程標準。 

因應系課程發展，將原乙班(3D 電腦動畫技優專班)與甲班課程整合成一份通用課程

標準。 

(一)一上加入「遊戲概論」課，「動畫概論」課一上移至一下，一下刪除「角色雕塑」

課。 

(二)三上「3D 角色動畫專題」課，改為「行動內容應用專題」課。三下「虛擬實境」移

至四上。 

(三)「必修 56 學分」修改為「58 學分」，「選修 72 學分」修改為「70 學分」。 

七、增開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門選修課程。 

因應學生反應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修課程「次世代美術」、「數位配樂」、「雲

端科技應用」因故無法選修，擬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增開此 3 門課程。其中「次

世代美術」、「數位配樂」，開授於三年級；「雲端科技應用」，開授於二年級。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各系修訂課程標準時，必修課程之學分數、課程名稱、屬性、開課學

期別等，應審慎調整，以保障學生學習權益。 

案由九：教育學程普通課程內容調整，如案由九附件，提請 審認。(師資培育中心提

案) 

說  明：依 110.8.9 教育部函：「教育學程學生修習辦法」同意備查，爰請將普通課程內容補

正後報部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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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SDGs 英文 中文 說明 

SDG1 No Poverty 消除貧窮 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SDG2 Zero Hunger 消除飢餓 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饑餓，促進永續農業 

SDG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健康與福祉 

確保所有年齡段的健康生活和促進所有人的福

祉 

SDG4 Quality Education 教育品質 
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促進所有人終身

學習機會 

SDG5 Gender Equality 性別平等 實現兩性平等，賦予所有婦女和女孩權力 

SDG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淨水與衛生 確保人人有水和衛生設施的可得性和永續管理 

SDG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可負擔及清潔能源 

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的、 永續的和

現代的能源 

SDG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就業與經濟成長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產

力，確保全民有優質的就業機會 

SDG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工業、創新與基礎

建設 

建設具韌性的基礎設施，促進包容性和永續的

工業化，促進創新 

SDG10 Reduced Inequalities 減少不平等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SDG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永續城市 

使城市和人類住區具有包容性、安全性、 彈性 

和永續性 

SDG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責任消費與生產 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 

SDG13 Climate Action 氣候行動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SDG14 Life Below Water 水中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

性，防止海洋環境劣化 

SDG15 Life on Land 陸地生態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

性，防止土地劣化 

SDG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和平、正義與強大

機構 

促進和平與包容的社會，促進永續發展，為所

有人伸張正義，並在各級建立有效、 負責和包

容的機構 

SDG17 
Partnerships for the 

Goals 

致力於永續的夥伴

關係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業務報告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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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甚麼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1.《SDGs 懶人包》什麼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天下雜誌)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2.個人 Q 版實踐 SDGs 手冊出爐囉!(聯合國 UN 10YFP  #GoodLifeGoals) 

https://csrone.com/topics/5327 

 

3.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文說明)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4.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教育部)  

https://reurl.cc/0jAOeK 

 

5.台灣永續發展目標(國發會) 

https://reurl.cc/LbydZ3 

 

6.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聯合國原文版) 

https://www.globalgoals.org/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
https://csrone.com/topics/5327
https://www.ait.org.tw/wp-content/uploads/sites/269/un-sdg.pdf
https://reurl.cc/0jAOeK
https://reurl.cc/LbydZ3
https://www.globalgoals.org/
https://www.globalgoals.org/
https://www.globalgoa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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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規劃原則 

111.01.03 課程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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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課程規劃，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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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學制畢業最低學分數規劃 

學制 畢業學分數 學制 畢業學分數 

研究所博士 
24 至 30 
(含論文 6(三下)) 

研究所碩士 
30 至 36 
(含論文 6(二下)) 

大學部四技 128 大學部二技 72 

專科部五專 220 專科部二專 80 

四、共同課程規劃原則如下： 

(一)大學部日四技：如表一 

(二)專科部五專：如表二 

(三)大學部各學制專業課程規劃： 

1.品德與專業倫理、創意思考訓練及生涯輔導：各系規劃必修或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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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設計思考能力培育、創業團隊及其他四種類型。 

「創新創業課程」：係指學校得依據不同系科屬性及學生學習需求，開設具適當之設計思考、

創新實踐課程或其他創新自造學習活動之創新創業課程，開設以啟發學生創意思維及創新

想法為主軸之創業課程，增進校園創意及創業精神，且授課教師應具創業實務經驗，或具

設計思考教學能力(1091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3-5 新增欄位)。 

3.「創新教學課程」：係指為改善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及學習成效不佳之情形，有賴學校翻

轉傳統教學模式，透過問題解決等創新教學方法，以學習者為重心，引發學生學習動

機及熱情，提升學習成效。本課程注重引導學校重視教師為學生學習成效之關鍵，形

塑教師教學支持系統，包括制度、社群、評鑑及追蹤輔導等，以支持及促進教師發展

創新教學模式。並關注學生學習內容，以多元方式評估學習成效機制，並追蹤輔導及

回饋教學(1091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3-5 新增欄位)。 

4.程式設計融入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資管系、電競系以外之各系所專業選修課

程。 

「程式設計課程」：「係教育部鼓勵學校針對不同專業領域及應用型態發展客製化之程式

設計課程，使大學因應學生面對數位經濟環境的學習需求，提供學生(不限資訊科技相

關專業領域)修讀程式設計課程機會，藉以提升學生具備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進而增進

學生對邏輯運算及程式設計之基本認知。(1091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3-5 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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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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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發展各單位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以本校、學院、各系教育目標與發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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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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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16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90142974 號，「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

試辦課程革新計畫」，以「電子電機」、「智慧製造及機械」、「民生服務及管理」3 領域

優先進行課程革新試辦。 

7.課程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類別如下： 

□SDG1(消除貧窮) □SDG2(消除飢餓) □SDG3(健康與福祉) □SDG4(教育品質) 

□SDG5(性別平等) □SDG6(淨水與衛生) □SDG7(可負擔及清潔能源) 

□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 □SDG9(工業、創新與基礎建設) □SDG10(減少不平等) 

□SDG11(永續城市) □SDG12(責任消費與生產) □SDG13(氣候行動) 

□SDG14(水中生態) □SDG15(陸地生態) □SDG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SDG17(致力於永續的夥伴關係) □SDG18(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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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開課學分數應適切規劃，以利部份課程需補足上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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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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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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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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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備註 

通識基礎必修
課程(24 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刪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刪除 

體育(一)(二)(三)(四) 各 1/2 課程規劃 4 學期 

服務學習(一)(二) 各 0/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勞作教育(一)(二) 各 0/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實用中文 2/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人權與法治教育(工學院及管理學院) 
2/2 

 

環境與人類生態(生活創意學院)  幼保系社工組除外 

英文課程(一)(二)(三)(四) 
課程規劃開設如下： 
基礎英文、進階英文、基礎英語聽講練習、進階
英語聽講練習、基礎英文閱讀、進階英文閱讀、
基礎英語會話(1)、基礎英語會話(2)、進階英語
會話(1)、進階英語會話(2)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文能力檢定 0/2  

計算機概論 
2/3 

電子系、電機系、資工系、
資管系、電競系開設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開設「計算機概論」課程
系別除外 

通識博雅選修
課程(8 學分) 

通識博雅課程(一)(二)(三)(四)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專業必修及
選修課程 

工學院各系
自行規劃 

微積分(一)(二) 各 3/3 課程規劃 2 學期必修課程 

物理(一)(二) 各 3/3 課程規劃 2 學期必修課程 

物理實驗 1/2 必修課程 

化學 3/3 必修課程 

管理學院各
系規劃 

商用微積分(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必修課程 

生創學院各
系規劃 

生活美學 2/2 必修課程 

創意與創業 2/2 必修課程 

管理學院及
生創學院各
系規劃 

「程式語言」、「多媒體製作」、
「網際網路應用」等 

各 2/3 課程規劃2門資訊必修課程 

工學院各系
規劃 

「程式語言」、「程式設計」、
「多媒體製作」或「網際網路
應用」等 

各 2/3 課程規劃1門資訊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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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各 2/2 各系自行規劃選修課程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院級必修課程 

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院級必修課程 

實務專題 2/ 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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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專科部五專共同課程規劃 

科目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 備註 

共同必修課

程(100 學

分) 

全民國防教育(一)(二)(三)(四) 各 1/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1/1 刪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1/1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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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護理(一)(二) 各 1/1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國文(三)(四)(五)(六)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英文(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英文(三)(四)(五)(六) 各 2/2 課程規劃 4 學期 

本土語文 2/2 新增，課程規劃於一下 

英語聽講練習 1/2  

英語會話 1/2  

數學(一)(二) 各 4/4 課程規劃 2 學期 

數學(三)(四)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數學(五) 2/2 土木工程科開設 

微積分 2/2 建築科開設 

藝術與生活 2/2  

地理 2/2  

公民與社會 2/2  

音樂 2/2  

歷史 2/2  

生物 2/2  

法律與生活 2/2  

生活科技 2/2  

計算機概論 2/3  

計算機程式 2/3  

物理(一)(二) 各 2/2 課程規劃 2 學期 

物理實驗 1/3  

生涯規劃 1/1  

專業必修 專題製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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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發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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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數位學習課程審查表 

序號 開課單位 開課學制 
開課年級/

班級 
課號 課程名稱 

必修/

選修 
學分 

任課 

老師 

審查 

結果 

1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進修部四技 數位二甲 932A30 3D 場景製作 必 4 李傑琦 通過 

2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進修部四技 數位一甲 932A03 程式設計 必 4 殷聖楷 通過 

3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進修部四技 數位一甲 932N62 數位影像處理 選 2 吳智偉 通過 

4 幼兒保育系 進修部二技 幼保二甲 80A9001 生活資源管理 選 2 賴依青 通過 

5 幼兒保育系 進修部二技 幼保四甲 80A8122 企劃行銷 選 2 賴依青 通過 

6 通識中心 進修部四技 資工一甲  國文（二） 必 2 呂立德 通過 

7 通識中心 進修部四技 妝彩一乙  國文（二） 必 2 呂立德 通過 

8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專 電機一甲  法律素養 必 2 陳龍騰 通過 

9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專 機械一甲  法律素養 必 2 于蕙清 通過 

10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技 機械一甲  台灣開發史 必 2 張順良 通過 

11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技 妝彩三甲  歷代文選 必 2 林秀珍 通過 

12 通識中心 進修部   細說中國文人 選 2 陳秋虹 通過 

13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技   藝術與生活 必 2 施懿玲 通過 

14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技   生命的奧妙 選 2 周明慧 通過 

15 通識中心 進修部四技   生命的奧妙 選 2 周明慧 通過 

16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技 機械三甲  歷代文選 必 2 陳祺助 通過 

17 通識中心 進修部二技 電機三甲  歷代文選 必 2 陳祺助 通過 

18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工管四甲 8068401 企業資源規劃 選 3 李婕漪 通過 

19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工管二甲 6068451 物流管理導論 選 3 陳君涵 通過 

2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工管三甲 8064011 作業研究 必 3 陳坤茂 通過 

21 機械工程系 進修部二專 機械二甲 604F171 品質管制 必 2 熊仁洲 通過 

22 機械工程系 進修部二專 機械一甲 604F101 製造工程 必 2 吳盈輝 通過 

23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二技 電機四甲 8052291 光電工程導論 選 3 黃俊傑 通過 

24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二專 電機一甲 6052211 電子學（一） 必 3 呂榮基 通過 

25 電機工程系 進修部二專 電機二甲 7052561 程式語言 必 3 廖炳松 通過 

26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二專 妝彩一乙 9300052 英文（二） 必 2 周美智 通過 

27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二技 應外三甲 80C2581 進階英文閱讀 必 2 張世娟 通過 

28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四技 應外二甲 60C0921 英文寫作（二） 必 2 張世娟 通過 

29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二專 應外一甲 60C0921 生活美語 必 2 張世娟 通過 

30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二專 餐飲二甲 6340101 生活美語 必 2 張世娟 通過 

31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二技 應外一甲 80C0121 職場英語學習策略 必 2 楊士璿 通過 

32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四技 應外二甲 90CNH21 英文童話故事選讀 選 2 莊媖纓 通過 

33 應用外語系 進修部二專 應外一甲 60C0541 字彙與片語應用 必 2 黃耀鋒 通過 

34 電子工程系 進修部二專 電子二甲 603A291 封測設備概論 必 3 蔡有仁 通過 

35 電子工程系 進修部四技 電子三甲 903P321 電腦網路概論 選 2 蔡有仁 通過 

36 電子工程系 進修部四技 電子四甲 903N781 專案管理 選 2 施松村 通過 

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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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單位 開課學制 
開課年級/

班級 
課號 課程名稱 

必修/

選修 
學分 

任課 

老師 

審查 

結果 

37 電子工程系 進修部二專 電子二甲 603A311 介面控制電路 必 2 林宜賢 通過 

38 餐飲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餐飲一甲 634N011 餐飲專題討論（二） 選 2 邱郁文 通過 

39 餐飲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餐飲四甲 834N121 餐飲生涯規劃與輔導 選 2 陳世穎 通過 

40 餐飲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餐飲四乙 834N122 餐飲生涯規劃與輔導 選 2 陳世穎 通過 

41 餐飲管理系 進修部四技 餐飲三甲 934N521 餐飲網路行銷 必 2 王寶惜 通過 

42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一甲 6096491 商業文書處理 必 3 謝梅桂 通過 

43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一乙 6096492 商業文書處理 必 3 林坤霖 通過 

44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一丙 6096493 商業文書處理 必 3 林謙和 通過 

45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一丁 6096494 商業文書處理 必 3 鐘戊典 通過 

46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一戊 6096495 商業文書處理 必 3 林坤霖 通過 

47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二甲 6096561 商業套裝軟體 必 3 謝梅桂 通過 

48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二乙 6096562 商業套裝軟體 必 3 蔡馥陞 通過 

49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二丙 6096563 商業套裝軟體 必 3 鄭雅方 通過 

50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二丁 6096564 商業套裝軟體 必 3 鄭雅方 通過 

51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專 企管二戊 6096565 商業套裝軟體 必 3 朱國明 通過 

52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甲 8092741 多媒體製作 必 2 羅秀芬 通過 

53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乙 8092742 多媒體製作 必 2 羅秀芬 通過 

54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丙 8092743 多媒體製作 必 2 羅秀芬 通過 

55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丁 8092744 多媒體製作 必 2 馮鼎程 通過 

56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三戊 8092745 多媒體製作 必 2 蔡政宏 通過 

57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氣管三己 8092745 多媒體製作 必 2 蔡政宏 通過 

58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甲 8092811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游睿彬 通過 

59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乙 8092812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游睿彬 通過 

60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丙 8092813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蔡馥陞 通過 

61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丁 8092814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蔡馥陞 通過 

62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戊 8092815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蔡政宏 通過 

63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己 8092816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游睿彬 通過 

64 企業管理系 進修部二技 企管四庚 8092817 資料管理實務 必 2 黃志強 通過 

65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全部 通識博雅 300DY9A 健康密碼 選 2 邱艷芬 通過 

66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全部 通識博雅 300DY9B 健康密碼 選 2 邱艷芬 通過 

67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妝彩二 B 430023B 環境與人類生態 必 2 林綱偉 通過 

68 通識教育中心 日間部四技 妝彩二 B 430044B 進階英語聽講練習 必 2 陳士瑤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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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109.09.16；110.11.16 系務會議通過 

109.09.22；110.12.14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9.28；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9.28；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説明：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必修課程 24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

課程 9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選修課程 33 學分，實習選修課程 18 學分。 

2. 工廠實習(一)、(二)、(三)及校外實習(一)、(二)、(三)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 校外實習(二)與專題實作(一)、校外實習(三)與專題實作(二)係二選一的課程。 

4. 課程標示：*為電腦上機課程。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一學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二學年 

備
註 科目名稱/課程代碼 

第一學期 
第二

學期 
科目名稱/課程代碼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學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通 

識 

基 

礎 

課 

程 

必 華語文教學（一）/K06015 5 10       必 專業華語/K06019 2 4       

必 科技英文（一）/K06016 2 2       必 科技英文簡報與寫作/K06020 2 2       

必 華語文教學（二）/K06017     2 4                

必 科技英文（二）/K06018     2 2                

專
業
課
程 

必 *統計資料分析/K06414 3 3       必 人因工程/K06420 3 3       

必 生產與作業管理/K06415 3 3       必 工廠佈置與物料搬運/K06421 3 3       

必 精密量測與實作/K06416 3 3       選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K06871 3 3       

必 製造程序/K06417 3 3       選 逆向工程與實作/K06872 3 3       

必 品質管理實務/K06418     3 3   選 RFID 應用實務/K06873 3 3       

必 工作研究/K06419     3 3   選 自動化生產實務與實作/K06874 3 3       

選 CNC 實務與實作/K06865     3 3   選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K06875 3 3       

選 産業經營分析/K06866     3 3  必 工廠實習（一）/K06422     3 10  

選 物料管理/K06867     3 3   選 校外實習（一）/K06877   3 10   

選 工程經濟與決策分析/K06868     3 3   選  產業實務專題/K06878    3  3   

選 *電腦輔助繪圖/K06869     3 3          

選 智能企業與供應鏈管理/K06870   3 3          

合計(選修科目 6 選 3) 19 24 28 30   合計(選修 5 選 3、2 選 2) 25 27 9 23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三學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四學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

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

期 

第二學

期 

學分 時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專
業
課
程 

必 工廠實習（二）/K06423 3 10                    

選 校外實習（二）/K06879 3 10           

選 專題實作（一）/K06880 3 3           

案由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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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工廠實習（三）/K06424   3 10                

選 校外實習（三）/K06881   3 10                

選 專題實作（二）/K06882     3 3                

合計(選修科目 2 選 1、2 選 1) 9 23 9 23   合計           

 

  



25 

Fall Semester of 2020 

Curriculum of 2+i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Program,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109.09.16；110.11.16 系務會議通過 

109.09.22；110.12.14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9.28；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9.28；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Minimum credits required for graduation: 72 credits 

Required courses: 48 credits  

(common courses: 15 credits; specialized required courses: 24 credits; internship required courses: 9 credits) 

Elective courses: 51 credits  

(specialized elective courses: 33 credits; internship elective courses: 18 credits) 

Course 

Type 

First Year 

Course 

Type 

Second Year 

Course Title / Course Code 

First  

Semester 

Second 

Semester Course Title / Course Code 

First  

Semester 

Second 

Semester 

Credits Hours Credits Hours Credits Hours Credits Hours 

C
o

m
m

o
n

 C
o

u
r
se

s 

Required 
Chinese Teaching (I) 

/K06015 
5 10     Required 

Advanc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K06019 
2 4     

Required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 (I)  
/K06016 

2 2     Required  
Technic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K06020 

2 2     

Required 
Chinese Teaching (II) 

/K06017 
    2 4             

Required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 (II) 

/K06018 
    2 2             

S
p

e
c
ia

li
ze

d
 C

o
u

r
se

s 

Required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K06414 

3 3     Required 
Human-Factors Engineering 
/K06420 

3 3     

Require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K06415 

3 3     Required 
Plant Layout and Material 

Handling /K06421 
3 3     

Required 
Precision Measurement Practice 

/K06416 
3 3     Elective CAD & CAM /K06871 3 3     

Require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K06417 

3 3     Elective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Practice 
/K06872 

3 3     

Required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 

/K06418 
    3 3 Elective 

RFID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K06873 
3 3     

Required Work Study /K06419     3 3 Elective 
Automated Production Practice 

/K06874 
3 3     

Elective CNC Practice /K06865     3 3 Elective 
Engineering Material Testing and 
Practice /K06875 

3 3   

Electi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K06866 
    3 3 Required 

Industrial internship (I) 

/K06422 
    3 10 

Elective 
Material Management 

/K06867 
    3 3 Elective 

Off-Campus Internship (I) 

/K06877 
  3 10 

Elective 
Analysis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K06868 

    3 3 Elective  
Industrial Practice 
/K06878 

   3  3  

Elective 
*Computer Aided Drawing (CAD) 

/K06869 
    3 3       

Elective 
Intelligent Enterprise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K06870 
  3 3       

Total 

(6 Elective courses of 3) 
19 24 28 30 

Total 

(5 Elective courses of 3 

2 Elective courses of 2) 

25 27 9 23 

Course 

Type 

First Year 

Course 

Type 

Second Year 

Course Title / Course Code 

First  

Semester 

Second 

Semester Course Title / Course Code 

First  

Semester 

Second 

Semester 

Credits Hours Credits Hours Credits Hours Credits Hours 

S
p

e
c
ia

li
ze

d
 

C
o

u
r
s

e
s Required 

Industrial Internship (II) 

/K06423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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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ve 
Off-Campus Internship (II) 
/K06879 

3 10         

Elective  
Thematic Projects (I) 

/K06880 
3 3         

Required 
Industrial Internship (III) 

/K06424 
  3 10       

Elective 
Off-Campus Internship (III) 
/K06881 

  3 10       

Elective  
Thematic Projects (II) 

/K06882 
    3 3       

Total 

(2 Elective courses of 1 

2 Elective courses of 1) 

9 23 9 23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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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課程規劃表 

課程

分類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學

時

數 

修課

學期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備註 

通
識
基
礎
課
程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一上 必 張世娟  

科技英文(一) 2 2 一上 必 龔皇光  

華語文教學(二) 2 4 一下 必 張世娟  

科技英文(二) 2 2 一下 必 龔皇光  

專業華語 2 4 二上 必 張世娟  

科技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二上 必 龔皇光  

專
業
核
心
課
程 

*統計資料分析 3 3 一上 必 洪僖黛 專業理論 

製造程序 3 3 一上 必 李政鋼/業界專家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3 一上 必 鄭榮郎/業界專家  

品質管理實務 3 3 一下 必 洪僖黛 專業理論 

工作研究 3 3 一下 必 鄭榮郎/業界專家  

工廠佈置與物料搬運 3 3 二上 必 鄭榮郎/業界專家  

人因工程 3 3 二上 必 陳格致/業界專家  

專
業
選
修
課
程 

物料管理 3 3 一下 選 高子傑 專業理論 

工程經濟與決策分析 3 3 一下 選 潘昭宏/業界專家  

智能企業與供應鏈管理 3 3 一下 選 陳君涵/業界專家  

產業經營分析 3 3 一下 選 吳富堯/業界專家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3 3 二上 選 李政鋼 專業理論 

自動化生產實務與實作 3 3 二上 選 陳格致/業界專家  

RFID 應用實務 3 3 二上 選 陳君涵/業界專家  

校
內
實
作
課
程 

精密量測與實作 3 3 一上 必 林阿德/業界專家  

CNC 實務與實作 3 3 一下 選 陳騰輝/業界專家  

*電腦輔助繪圖 3 3 一下 選 陳格致/業界專家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3 3 二上 選 熊仁洲/業界專家  

逆向工程與實作 3 3 二上 選 洪宗彬/業界專家  

實
習
課
程
與
專
題 

工廠實習(一) 3 10 二下 必 李婕漪  

校外實習(一) 3 10 二下 選 李龍雨  

產業實務專題 3 3 二下 選 葉俊賢  

工廠實習(二) 3 10 三上 必 李龍雨  

校外實習(二) 3 10 三上 選 李婕漪  

專題實作(一) 3 3 三上 選 李龍雨  

工廠實習(三) 3 10 三下 必 李婕漪  

校外實習(三) 3 10 三下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二) 3 3 三下 選 葉俊賢  

必修 
4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必修課程 24 學分，實

習課程與專題必修課程 9 學分) 

選修 51 學分(專業理論及專業實作選修課程 33 學分，實習選修課程 18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 7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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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課程配當表 
説明：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必修課程 24 學分，校外實習必

修課程 9 學分；專業理論及實作選修課程 33 學分，實習選修課程 18 學分。 

2. 工廠實習(一)、(二)、(三)及校外實習(一)、(二)、(三)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 校外實習(二)與專題實作(一)、校外實習(三)與專題實作(二)係二選一的課程。 

4. 課程標示：*為電腦上機課程。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一學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二學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通識基礎課

程 

必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必 專業華語 2 4       

必 科技英文（一） 2 2       必 科技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必 華語文教學（二）     2 4                 

必 科技英文（二）     2 2                 

專
業
課
程 

必 *統計資料分析 3 3       必 人因工程 3 3       

必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3       必 工廠佈置與物料搬運 3 3       

必 精密量測與實作 3 3       選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3 3       

必 製造程序 3 3       選 逆向工程與實作 3 3       

必 品質管理實務     3 3   選 RFID 應用實務 3 3       

必 工作研究     3 3   選 自動化生產實務與實作 3 3       

選 CNC 實務與實作     3 3   選 工程材料實驗與實作 3 3    

選 産業經營分析     3 3  必 工廠實習（一）     3 10   

選 物料管理     3 3   選 校外實習（一）   3 10  

選 工程經濟與決策分析     3 3   選  產業實務專題    3  3   

選 *電腦輔助繪圖     3 3          

選 智能企業與供應鏈管理   3 3          

合計(選修科目 6 選 3) 19 24 28 30   合計(選修 5 選 3、2 選 2) 25 27 9 23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三學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四學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專
業
課
程 

必  工廠實習（二） 3 10                     

選  校外實習（二） 3 10           

選  專題實作（一） 3 3           

必  工廠實習（三）   3 10                 

選  校外實習（三）   3 10                   

選   專題實作（二）     3 3                 

合計(選修科目 2 選 1、2 選 1) 9 23 9 23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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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05；110.12.08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1；110.12.14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電子工程系僑生產學-電子產業專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79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12 學分，專業必修 67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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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廠實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 △表實習(驗)課程、
＊
表上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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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38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39 英文(二)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3BZ2 職場倫理與文化 2/2 通識博雅選修 403CZ3 科技與社會 2/2 

專業必修 403061 計算機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03A08 電路學 3/3 

專業必修 403A26 微積分 3/3 專業選修 403P67 電子實習 △ 3/3 

專業必修 403B82 工廠實習(一) △ 4/4 專業必修 403B83 工廠實習(二)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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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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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90 中文會話實務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3091 英文會話實務 2/2 

專業必修 403B77 python 程式設計 *△ 3/3 專業必修 403A48 嵌入式系統概論 *△ 3/3 

專業必修 403B78 被動元件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3C36 半導體元件特性概論 2/2 

專業必修 403C34 電子電路(一) 2/2 專業必修 403C35 電子電路(二) 2/2 

專業選修 403P68 數位邏輯設計與實習 △ 3/3 專業選修 403P69 半導體製程技術 3/3 

專業必修 403B84 工廠實習(三) △ 4/4 專業必修 403B85 工廠實習(四)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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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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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B80 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 3/3 通識博雅選修 403AZ1 設計與創作 2/2 

專業必修 403B07 半導體封裝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3X23 封裝設備概論 3/3 

專業必修 403C06 被動元件製程技術 3/3 專業選修 403P52 電子材料 3/3 

專業必修 403B69 電子製圖及佈局實習 △ 3/3 專業選修 403P70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實務 4/4 

專業必修 403B86 工廠實習(五) △ 4/4 專業必修 403B87 工廠實習(六)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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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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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B88 工廠實習(七) △ 4/4 通識博雅選修 403DZ1 運動與體適能 2/2 

專業選修 403X28 測試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3B89 工廠實習(八) △ 4/4 

專業選修 403P38 被動元件製程設備 3/3 專業選修 403P34 物聯網應用實務 △ 3/3 

專業選修 403P39 科技英文 2/2 專業選修 403N90 電腦輔助製圖 *△ 3/3 

專業選修 403P71 可程式控制實習 △ 4/4 專業選修 403P72 人工智慧實務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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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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110.11.24 系務會議通過 

110.12.14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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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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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度工學院學程設置要點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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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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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課程，取得證照對應等級表中規定之相關證照抵免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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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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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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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D 服務學習(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5O05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8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E 服務學習(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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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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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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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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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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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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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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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5O1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必修 435A81 工程力學 2/2 

專業選修 435N50 生涯輔導 2/2 專業必修 435A53 工程材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6 學分 2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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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5003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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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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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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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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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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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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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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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58 測量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65 工程圖學(二) 1/3 

專業必修 435A59 工程圖學(一) 1/3 專業必修 435A80 工程數學(一) 3/3 

專業必修 435A85 數值分析＊ 2/2 專業選修 435R33 工程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N51 創意思考訓練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5 學分 23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8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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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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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68 營建管理與實習 1/3 專業必修 435A71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 2/2 

專業必修 435A84 施工圖 2/2 專業必修 435A72 基礎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N53 結構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2 混凝土技術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N54 鋼筋混凝土(二) 3/3 專業選修 435N63 職業安全衛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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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5N60 三維掃描應用＊ 2/2 專業選修 435N66 結構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5N61 建築資訊模型＊ 2/2 專業選修 435N68 舖面技術 2/2 

專業選修 435R16 工程數學(二) 2/2 專業選修 435R26 水文學 2/2 

專業選修 435R17 流體力學 2/2 專業選修 435R22 工程地質  3/3 

專業選修 435O09 暑期校外實習 2/2 專業選修 435R20 衛星定位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R43 環境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R27 基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O18 無人機設計與實作◆ 3/3 專業選修 435O20 三維視覺化設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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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5O13 地籍測量◆ 2/2 專業選修 435O14 地形測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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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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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5012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5A76 力學分析試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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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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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5A75 工程統計 2/2 院級必修 40TNF1 工程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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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5N72 基礎施工 2/2 專業選修 435R32 品質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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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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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35O17 遙感探測＊ 2/2 專業選修 435N81 深開挖工程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5R21 水土保持工程 2/2 專業選修 435R24 坡地開發工程 3/3 

專業選修 435R23 契約與規範 2/2 專業選修 435N76 地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435R28 專業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R29 進階證照輔導 3/3 

專業選修 435R31 專利研發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5O1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專業選修 435O10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專業選修 435O19 無人機操控及考證◆ 2/2 

專業選修 435O15 測量平差法◆ 3/3 專業選修 435O16 大地測量(含實習)◆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7 學分 10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必修 1 學分 7 小時 

＊為上機課程  ◆為技優班專業選修 

  



32 

110.11.18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11.24 系務會議通過 

110.12.14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印尼二技(2+i)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土木工程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08 學年度入學 課程規劃表 

課程 
分類 

課程名稱 
學
分
數 

學
時
數 

修課
學期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備註 

通
識
基
礎
課
程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一上 必 專(兼)任教師  

工程英文(一) 2 2 一上 必 專(兼)任教師  

華語文教學(二) 2 4 一下 必 專(兼)任教師  

工程英文(二) 2 2 一下 必 專(兼)任教師  

專業華語 2 4 二上 必 專(兼)任教師  

工程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二上 必 王心怡  

專
業
基 

礎
課
程 

材料力學 3 3 一上 必 單明陽  

工程材料 3 3 一上 必 羅晨晃  

土壤力學 3 3 一上 必 王建智  

專
業
實
作
課
程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4 4 一上 必 潘坤勝  

專案管理與實習 3 3 一下 選 王心怡  

工程測量與實習 4 4 一下 必 羅晨晃  

結構學與應用 3 3 一下 必 單明陽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與實作 3 3 一下 必 田坤國  

土壤力學試驗與實作 3 3 一下 選 楊全成  

建築建模資訊 3 3 一下 選 趙鳴  

環境工程與應用 3 3 一下 選 林聖倫  

鋼筋混凝土與應用 3 3 二上 必 湯兆緯  

基礎工程與應用 3 3 二上 必 林冠洲  

材料試驗與實作 3 3 二上 選 彭俊翔  

工程統計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湯兆緯  

深開挖工程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王建智  

鋼結構工程與應用 3 3 二上 選 單明陽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校外實習(一) 3 10 二下 必 王心怡  

專業實習(一) 3 10 二下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一) 3 3 二下 選 田坤國  

校外實習(二) 3 10 三上 必 王心怡  

專業實習(二) 3 10 三上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二) 3 3 三上 選 田坤國  

校外實習(三) 3 10 三下 必 王心怡  

專業實習(三) 3 10 三下 選 李龍雨  

專題實作(三) 3 3 三下 選 田坤國  

必修 
53 學分 (含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基礎及專業實作必

修課程 29 學分，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9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專業實作選修課程 24 學分、校外實習課程選修 18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 7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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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二技(2+i)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土木工程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08 學年度入學 課程配當表 

説明：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53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課程 15 學分，專業基礎及專業實作必修課程 29 學分，校
外實習必修課程 9 學分)；選修 42 學分(專業實作選修課程 24 學分、校外實習課程選修 18 學分)。 

2.校外實習(一)、(二)、(三)係在業界實習的課程。 
3.專業實習(二)、(三)與專題實作(二)、(三)係 2 選 1 之選修課程。 
4.課程標示：▲為專(兼)任教師/業界專家雙師授課。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一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二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通識基

礎課程 

必 華語文教學（一） 5 10    必 專業華語 2 4    

必 工程英文(一) 2 2    必 工程英文簡報與寫作 2 2    

必 華語文教學（二）   2 4         

必 工程英文（二）   2 2         

小  計 7 12 4 6  小  計 4 6    

專
業
基
礎
與
實
作
課
程 

必 材料力學 3 3    必 鋼筋混凝土與應用 3 3    

必 工程材料 3 3    必 基礎工程與應用 3 3    

必 土壤力學 3 3    選 材料試驗與實作 3 3   

4 選 2 
必 電腦輔助繪圖與實作 4 4    選 工程統計與應用 3 3   

必 工程測量與實習   4 4  選 深開挖工程與應用 3 3   

必 結構學與應用   3 3  選 鋼結構工程與應用 3 3   

必 電腦在工程上之應用與實作   3 3  必 校外實習（一）   3 10  

選 土壤力學試驗與實作   3 3 

4 選 2 

選 

選 
專業實習（一）   3 10 

2 選 2 
選 建築建模資訊   3 3 選 

 

專題實作(一)   3 3 

選 環境工程與應用   3 3       
 

選 專案管理與實習   3 3       

小  計(選修科目 4 選 2) 13 13 22 22  小  計(選修科目 4 選 2) 18 18 9 23  

合  計 20 25 26 28  合  計 22 24 9 23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三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四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通識基

礎課程 

              

              

小  計      小  計      

校
外
實
習
課
程 

必 校外實習（二） 3 10           

選 專業實習（二） 3 10   
2 選 1 

       

選 專題實作(二) 3 3          

必 校外實習（三）   3 10         

選 專業實習（三）   3 10 
2 選 1 

       

選 專題實作(三)   3 3        

小  計 9 23 9 23  小  計      

合  計 9 23 9 23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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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適用對象: 108 學年度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師資生及加科登記者。 

領域專長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電機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數 
34  對應任教科別 

 

控制科、電機科、冷凍空調

科、電機空調科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需

修習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電機與電子群

基本專業能力 

10 程式語言 2 必修  

電子學（一） 3 必修  

電路學（一） 3 必修  

電子學實習 2 必修 
2 選 1 

應用電子學與實作 2 必修 

能源與控制技

術能力 

11 微處理機與實習 2 必修  

可程式控制及實習 2 必修 

4 選 1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與實作 2 必修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 2 必修 

可程式控制器實務應用 2 必修 

控制系統 3 必修 
2 選 1 

控制系統工程 3 必修 

機電整合 2 選修 

4 選 1 
機電整合及實習 2 選修 

機電整合實習(一) 2 選修 

機電整合應用 2 選修 

機電整合實習(二) 

先修科目:機電整合實習(一) 

2 選修 
 

太陽光電設置及實習 2 選修 
2 選 1 

太陽光電設置 2 選修 

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 2 選修  

光電工程導論 3 選修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2 選修 

3 選 1 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2 選修 

感測與轉換器應用 2 選修 

綠能與節能科技 3 選修 
4 選 1 

節能光電科技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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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 3 選修 

再生電力 3 選修 

信號與系統 3 選修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需

修習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電機與冷凍空

調技術能力 

11 電路學（二） 3 必修  

電機機械實習 1 必修 
2 選 1 

電機機械及實習 1 必修 

電機機械(一) 3 必修 
2 選 1 

電機機械 3 必修 

電力電子 3 選修  

電力系統(一) 3 選修  

邏輯設計及實習 2 選修 

4 選 1 
邏輯設計與實作 2 選修 

邏輯設計與實務  2 選修 

邏輯電路應用 2 選修 

冷凍空調工程 2 選修  

電磁學 3 選修  

數位系統設計 3 選修  

配電設計 3 選修  

電力監控自動化 3 選修 
2 選 1 

圖形監控與實務 3 選修 

職業倫理與態

度 
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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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領域專長

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電機與電子群－資電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35 

本校培育

之學系所 
電子工程系所、電機工程系所、資訊工程系所、資訊管理系所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需

修習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電機與電

子群基本

專業能力 

10 電路學 3 必修 
2 選 1 

電路學（一） 3 必修 

電子電路(一) 3 必修 
2 選 1 

電子學（一） 3 必修 

電子實習 2 必修 
2 選 1 

電子學實習 2 必修 

程式語言 2 必修  

電子電路

設計能力 

12 單晶片應用及實習 2 必修 
2 選 1 

單晶片實務應用 2 必修 

電力電子 3 選修  

感測與轉換器原理  3  選修  

數位系統設計 3 選修  

電子電路(二) 3 選修 
2 選 1 

電子學（二） 3 選修 

電磁學概論 3 選修  

通訊系統概論 3 選修  

光纖通訊導論 3 選修  

光電元件 3 選修  

智慧型感知應用實務 2 選修  

電路學（二） 3 選修  

計算機應

用能力 

11 計算機概論 2 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 必修 
2 選 1 

電腦網路概論 2 必修 

微處理機與實習 2 必修  

嵌入式系統概論 3 選修  

電工電腦製圖 3 選修  

圖形監控與實務 3 選修  

物聯網應用實務 2 選修  

嵌入式系統介面設計 2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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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2 選修  

行動裝置應用實務 2 選修  

職業倫理

與態度 

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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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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97 年 09 月 08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97 年 09 月 12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102 年 5 月 6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3 年 5 月 1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20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4 月 9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2 月 24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4 月 21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11 月 04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10 日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 為配合政府推動專業證照之政策及提升本系所學生就業能力，並加強學生專業技能學習，特訂

定本辦法。 

2. 日間部四技學生「精密製造技術組」、「精密設計製造組」，於四年級下學期開設必修 0 學分 3 小

時之「機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課程。該班學生在畢業前須取得 CNC 銑床乙級技術士證照、

CNC 車床乙級技術士證照、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以下簡稱 iPAS）工具機機械設計工程

師、iPAS 機器聯網與應用工程師其中乙張，或其他國內具法規效用或產業公會認同之機械與機

電相關專業證照兩張（包含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其中機器人工程師證書須為黃金證書），或通

過本校「多軸加工能力檢定」。 

3. 日間部四技學生「設計製造組」、「機電組」，於四年級下學期開設必修 0 學分 3 小時之「機械與

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課程。該班學生在學期間須取得國內具法規效用或產業公會認同之機械與

機電相關專業證照（包含丙級以上技術士證照）乙張、或通過本校「多軸加工能力、機械與機電

相關檢定」，另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相關證照（iPAS），若同學通過其中一項考科（術科或

是學科），即等同取得專業證照。 

4. 成績證明文件之審查與抵免： 

4.1 取得如本辦法第 2 條、或第 3 條所載之專業證照、或通過本校之專業檢定，得以抵免「機

械與機電技術能力評量」課程。 

4.2 學生必須於四年級上學期期中考週提出專業證照成績證明文件之正本及影印本一份，送至

系所辦公室以便成績評量教師查核，專業證照成績證明文件上之日期必須確認係該生入學

後之日期。 

5.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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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檢定證照種類暨名稱  

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備註 

1 

技師（土木工程技師、水利工程
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大地工程
技師、測量技師、環境工程技
師、環境工程技師、機械工程技
師、冷凍空調工程技師、造船工
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電子工
程技師、資訊技師、航空工程技
師、化學工程技師、工業工程技
師、工業安全技師、工礦衛生技
師、紡織工程技師、冶金工程技
師） 

政府機關 行政院工程會   

2 消防設備士 政府機關 內政部   

3 鍋爐操作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4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技 術士證(單
一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5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技 術士證(單
一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6 
人字臂起重桿操作技 術士證(單
一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7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技術士證
(單一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8 職業安全管理技術士證(甲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9 職業衛生管理技術士證(甲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證(乙
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1 堆高機操作技術士證(單一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2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證(丙
級) 

政府機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3 一般手工電焊技術士(單一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14 半自動電焊技術士(單一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15 
機械停車設備裝修技術士證(乙
丙)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16 昇降機裝修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17 氬氣鎢極電銲技術士證(單一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 

室 
 

18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技術士證(乙
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19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 配管技術士
證(丙級)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20 汽車修護(甲乙丙) 政府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21 機器腳踏車修護(乙丙) 政府機關 交通部公路局   

22 冷凍空調裝修(甲乙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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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備註 

23 自來水管配管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24 
氣體燃料導管配管技術士證(乙
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25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技術士證(乙
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26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技術士證(乙
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27 變壓器裝修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28 工業用管配管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29 重機械操作技術士證(單一級) 政府機關 經濟部礦務局  

30 工業配線(甲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局 

  

31 配電線路裝修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局 
 

32 配電電纜裝修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局 
 

33 室內配線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局 
 

34 網路架設技術士 (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5 工業電子技術士(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6 建築物昇降設備檢查員證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37 
建築物昇降設備專業技術人員登
記證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38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檢查員證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39 
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專業技術人
員登記證 

政府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  

40 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政府機關 
交通部公路總  局各區
監理所 

 

41 汽車檢驗員大型車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2 汽車檢驗員小型車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3 機車檢驗員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4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班主任
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5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教練證
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6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汽車構
造講師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7 汽車駕駛考驗員小型車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  

48 
航空人員檢定證：航空器駕駛員
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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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備註 

49 
航空人員檢定證：飛航工程師證
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50 
航空人員檢定證：航空器維修工
程師證書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51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52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合格證
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53 
工具機機械設計工程師能力鑑定
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54 
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初中級能
力鑑定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55 
3D 列印工程師初中級能力鑑定
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56 
物聯網應用工程師初級能力鑑定
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57 行動 APP 劃師初級能力鑑定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58 
機器聯網與應用工程師初級能力
鑑定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59 
感知系統整合應用工程師初級能
力鑑定證書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  

60 
汽車行車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
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 人員訓練所 

 

61 
機車行車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
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 人員訓練所 

 

62 
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狀態檢
查人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 人員訓練所 

 

63 
汽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狀態檢
查人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 人員訓練所 

 

64 
柴油車排放煙度儀器檢查人員證
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 人員訓練所 

 

65 
汽油車油箱、化油器蒸發氣檢驗
人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保護 人員訓練所 

 

66 機動車輛噪音檢查人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
境保護 人員訓練所 

 

67 
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專業檢驗測
定人員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
境保護 人員訓練所 

 

68 輻射防護人員師級認可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  

69 輻射防護人員員級認可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  

70 輻射安全證書 政府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  

71 

塑膠射出成型工程師能力鑑定證
書： 

1.塑膠技術工程師基礎能力鑑定 

2.初級塑膠射出成型工程師 

3.中級塑膠射出成型工程師 

4.高級塑膠射出成型工程師 

政府機關、 

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
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 

 

72 儀表電子 (甲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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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備註 

73 室內配線 (甲乙丙) 政府機關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經濟部能源局 

  

74 飛機修護 (乙丙)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75 汽車技工執照 政府機關 交通部民航局   

76 農業機械修護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77 氣壓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78 油壓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79 機電整合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0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技術士證(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1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技術士證
(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2 精密機械工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3 
電腦數值控制車床工技術士證(甲
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4 銑床工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5 電腦軟體設計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6 電腦硬體裝修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7 鑄造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8 機械製圖技術士證(甲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89 熱處理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90 紡紗機械修護技術士(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91 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證(乙丙) 政府機關 勞動部   

92 
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工程製圖
類 AutoCAD 2D、3D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93 
TQC 專業設計人才認證：電腦輔
助立體製圖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94 自動化工程師證書 民間機構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協會 

  

95 機器人工程師證書 民間機構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協會 

 

96 品質管制技術師 民間機構 品質管理學會  

97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機械設計工
程師 民間機構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98 品質工程師 民間機構 品質管理學會   

99 
機械專業人才認證：機械工程師
基礎能力鑑定 民間機構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   

100 
太陽能熱水系統專業技術人員講
習訓練 

民間機構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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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證照名稱及級別 種類 發證單位 備註 

101 ITE 網路通訊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2 ITE 數位內容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3 
TQC+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Android 2)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4 
TQC+Android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
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5 
TQC+Android 行動裝置進階程式
設計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6 TQC+Java 程式設計專業人員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7 TQC+ 電腦繪圖設計(Illustrator)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8 
TQC+ 電腦輔助平面製圖
AutoCAD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09 TQC+參數實體設計 Pro/E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110 
LabVIEW 專業認證(CLAD、
CLD、CLA) 

民間機構 電腦技能基金會   

*其他由政府公部門核發(認可)之專業證照，並經本系學生輔導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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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東南亞零售市場與跨國行銷管理」學分學程 

一、學程目標與學習成效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擴展技專校院學生之多元語文能力，辦理東南亞零售市場與跨

國行銷管理學分學程，以泰國零售市場與跨國行銷人才培育為主，讓學生學習東南亞政治、

經貿、產業、法律、社會、文化等相關學分，培養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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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永續經營並期成

為國際化之發展特色，而非僅於專屬計畫範圍之語言及產業學分學程。 

二、課程規劃 

核 

心 

課 

程 

課程科目 
學分

數 
主要開課系（所） 備註 

泰語會話 3 管理學院 

核心課程

至少應修

滿七學分

。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 管理學院 

海外實習/海外見習 3 管理學院 

現代管理產業講座 3 管理學院 

亞太經貿市場 2 國企系、企管系 

東南亞國際關係 2 通識中心 

台商經營實務 3 國企系 

專 

業 

課 

程 

企業海外投資與全球佈局/企業海外投資與佈局 2 國企系  

跨文化管理 2 國企系 

國際服務業管理/服務創新 /服務設計與創新 /服

務科學 /服務業管理 / 
2-3 國企系、資管系 

國際企業競爭策略 2 國企系 

國際市場推廣實務 2 國企系 

國際商務溝通與談判/商業溝通與談判 2 國企系 

國際投資 2 金融系 

國際禮儀 2 國企系 

消費者行為/消費者行為分析 2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企業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金融與匯兌/外匯實務 2 國企系、金融系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實務(一) 2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國際財務管理/國際財管 2-3 
國企系、企管系、 

金融系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資管系 

國際行銷管理/國際行銷個案與企劃 2-3 國企系、企管系 

案由五附件 



45 

國際市場調查與分析/企業市場調查/市場調查/市

場調查與分析 
2 國企系、企管系 

國際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全球運籌管理 2-3 
國企系、企管系、 

資管系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APP設計與開發實務/行動裝

置軟體應用 
3 資管系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應用/商業智慧 3 資管系 

通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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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企管系 

零售管理 3 企管系 

流通管理/國際流通管理 2 企管系 

連鎖企業管理/銷售管理  2 企管系 

物流資訊系統 2 企管系 

金流管理 3 企管系 

創新與創業管理/創意與創業 2 企管系、資管系 

金融服務行銷 3 金融系 

國際商展實務/物流中心規劃/設施規劃/會展佈置

實務/會議與展覽實務/ 
2 國企系 

財務規劃實務 3 金融系 

服務品質管理 2 企管系 

顧客關係管理/顧客開發與管理 2 企管系、金管系 

行銷學/行銷管理/行銷企劃實務/策略行銷管理 2 國企系、企管系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雲端科技應用 2 國企系、企管系 

三、取得學分學程修課標準 

1. 核心課程需通過 7 學分(含)以上，專業課程中選修至少 8學分，核心課程及專業課程共計需

修 15 學分(含)以上，15 學分中至少需有 6 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輔系或其他學程應修之

科目，始取得「東南亞零售市場與跨國行銷管理」學分學程證明書。 

2. 本學程之抵免由各系主任認定之。 

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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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 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10.12.16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碩士班（生技美容經營管理產業碩士專班） 

111 年度(春季班)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36 學分(必修 24 學分，選修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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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N0G027 策略管理專題 3/3 必 修 N0G032 經營管理專題 3/3 

必 修 N0G003 企業研究方法 3/3 必 修 N0G033 顧客關係管理專題 3/3 

選 修 N0G027 管理經濟學 3/3 選 修 N0GA48 服務創新與商業模式 3/3 

選 修 N0G003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3/3 選 修 N0GA68 智慧生技美容科技應用 3/3 

選 修 N0G027 資訊安全管理專題 3/3 選 修 N0GA69 生技美容抗老科學專題 3/3 

選 修 N0GA67 
生技美容企業營運風險
分析專題 

3/3 選 修 N0GA59 市場調查與分析 3/3 

選 修 N0GA32 專案管理 3/3 選 修 N0GA16 海外研習 3/3 

    選 修 N0GA36 企業實習(一) 3/3 

最高 15 (15)  必修 6 (6) 最高  15(15)   必修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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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G030 企業分析與診斷 3/3 必 修 N0G025 企業經營實務講座 3/3 

選 修 N0GA70 整合行銷溝通 2/2 必 修 N0G034 論文 6/6 

選 修 N0GA50 巨量資料分析專題 3/3 選 修 N0GA62 經營績效管理專題 3/3 

選 修 N0GA71 生技美容保健產品開發設計 3/3 選 修 N0GA63 商業談判專題 3/3 

選 修 N0GA61 職場倫理與公司治理 3/3 選 修 N0GA72 中小企業經營規劃專題 3/3 

選 修 N0GA33 企業實習(二) 3/3 選 修 N0GA73 生技美容企業服務與管理 3/3 

    選 修 N0GA66 財務分析專題 3/3 

最高 15(15)   必修 3(3) 最高  15(15)   必修 9(9) 

說明： 

(1) 畢業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其中必修 24 學分(含論文 6 學分)，選修至少 12 學分。 

(2) 第一學年每一學期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高於十八學分。 

(3) 入學前未曾修習「統計學」、「經濟學」、及「會計學」等商業基礎各相關 3 學分(含)以上

者，則應補修學分且該補修學分不列入當學期所修學分上限及畢業學分計算。 

  

案由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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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1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10.04.21；110.12.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8.05.17；110.05.2；110.12.16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60 學分] 
      選修 42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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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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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9003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09004 英文(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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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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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系訂必修 409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93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9094 ※勞作教育(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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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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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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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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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學分 2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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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0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97 英語會話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96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3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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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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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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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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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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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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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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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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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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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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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9Q67 電腦會計實務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28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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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409A62 品德與專業倫理 1/2 系訂必修 409A60 策略管理個案研討 2/3 

系訂必修 409A41 策略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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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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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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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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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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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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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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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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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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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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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9R92 社群行銷 3/3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20 社會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00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10 大數據分析概論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理英文 3/3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二)   3/3 

院級選修 40UN160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3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7 學分 18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UN44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案由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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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9Q29 財務報告分析 2/2 系訂必修 409A36 實務專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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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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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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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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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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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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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9Q64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專業選修 409Q87 知識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66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9Q88 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9Q82 零售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9 國際企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3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9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專業選修 409Q84 整合行銷溝通 2/2 院級選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9Q85 中小企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6 企業診斷 2/2     

院級選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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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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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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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1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10.04.21；110.12.0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9.06.11；110.05.21；110.12.16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企業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2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4 學分]〈跨院選修最多 9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院內開設數位

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衛動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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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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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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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9053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09072 服務學習(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9071 服務學習(一) 0/1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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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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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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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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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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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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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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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C00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00D00 體育(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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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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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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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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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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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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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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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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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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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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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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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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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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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1 學分 23 小時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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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訂必修 409A79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系訂必修 409A80 策略管理個案研討 3/3 

系訂必修 409A41 策略管理 3/3 系訂必修 409A21 組織理論與管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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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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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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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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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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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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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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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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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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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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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級選修 40UN110 國際化創業與創新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9R92 社群行銷 3/3 

院級選修 40UN120 企業海外經營跨文化管理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10 國際市場開發與商展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20 社會創業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030 財金資訊服務整合 3/3 

院級選修 40UN070 資訊管理與創意開發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00 東南亞文化與語言 3/3 

院級選修 40UN080 金融投資實務 3/3 院級選修 40UN210 大數據分析概論 3/3 

院級選修 40UN090 實用管理英文 3/3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二)   3/3 

院級選修 40UN160 全球化議題與企業經營講座 3/3     

院級選修 40UM*** 院微學分課群(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 學分 14 小時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09040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UN44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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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9Q29 財務報告分析 2/2 院級必修 40UN41 商務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選修 409Q32 品質管理 2/2 系訂必修 409A36 實務專題 2/4 

專業選修 409Q34 勞資關係 2/2 系訂必修 409A37 管理技能檢定 1/2 

專業選修 409Q35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09Q19 稅務法規 2/2 

專業選修 409Q38 企業營運模擬 2/2 專業選修 409Q30 服務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41 經典研讀 2/2 專業選修 409Q43 科技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9Q54 採購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49 危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64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專業選修 409Q59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66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9Q87 知識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2 零售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8 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2 

專業選修 409Q83 國際貿易實務 2/2 專業選修 409Q89 國際企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09Q84 整合行銷溝通 2/2 專業選修 409Q91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專業選修 409Q85 中小企業管理 2/2 院級選修 40UN192 海外校外實習(二) 9/18 

專業選修 409Q86 企業診斷 2/2     

院級選修 40UN191 海外校外實習(一)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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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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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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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修讀英文檢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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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3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10.11.2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05.21；110.12.16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資訊管理系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76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含院級)必修 5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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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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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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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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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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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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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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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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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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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0B046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B073 服務學習(二) 0/1 

通識基礎必修 40B05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專業必修 40BA02 商用微積分(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B072 服務學習(一) 0/1 專業必修 40BA08 資訊管理導論 3/3 

專業必修 40BA01 商用微積分(一) 2/2 專業必修 40BA31 網頁前端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BA03 管理學 3/3 專業必修 40BA38 Python 程式設計(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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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BA37 Python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選修 40BN02 多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03 資料處理與 VBA 3/3 

     專業選修 40BN04 生涯規劃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30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9/17) 本學期預定開課 23 學分 30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5/11)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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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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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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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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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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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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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BA05 程式設計(一) 2/3 專業必修 40BA13 企業資訊網路 3/3 

專業必修 40BA10 互動式網頁設計 3/3 專業必修 40BA32 程式設計(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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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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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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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BN07 財務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2 作業研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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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0BN08 創意與設計思考 2/2 專業選修 40BN13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一) 3/3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6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7/8)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5 小時(通識基礎必修 3/4) 

第三學年上學期 第三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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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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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0BA39 智慧商務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BN21 創新與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09 資料庫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22 顧客關係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4 3D 多媒體系統設計(二)  3/3 專業選修 40BN23 雲端運算概論 3/3 

專業選修 40BN15 服務科學導論 3/3 專業選修 40BN25 數位行銷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16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26 資訊專業職能輔導 3/3 

專業選修 40BN17 人力資源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27 伺服器管理 3/3 

專業選修 40BN18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36 創客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19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48 機器人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0BN20 統計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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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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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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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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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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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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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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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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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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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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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0BN37 資料探勘應用 3/3 專業選修 40BN45 決策分析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38 服務設計與創新 3/3 專業選修 40BN46 社群行銷與經營實務 3/3 

專業選修 40BN49 資訊管理實務精進(一) 1/2 專業選修 40BN47 資訊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選修 40BN51 暑期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40BN50 資訊管理實務精進(二) 1/2 

專業選修 40BN52 學期校外實習(一) 9/9 專業選修 40BN53 學期校外實習(二) 9/9 

專業選修 40BN54 海外校外實習(一) 9/9 專業選修 40BN55 海外校外實習(二) 9/9 

專業選修 40BN56 智慧科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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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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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三、大四每學期修課學分最低為  9 學分，最高為 25 學分。 

3.「院級選修」課程擇一修讀，該學分認定為跨系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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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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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技優甄審入學生應自下列二項課程模組中擇一完成應修課程修畢：(1)「智慧商務課程模組」：智慧商務導論、數位行銷實務、智慧科技為

應修課程；(2)「數位創客課程模組」：物聯網開發與應用、創客實務、智慧科技為應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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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3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10.11.2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05.21；110.12.16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二技進修部 資訊管理系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2 學分【含校訂必修 10 學分，專業必修 32 學分】 

             選修 30 學分【含專業選修 30 學分】跨院選修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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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訂必修 80B001 歷代文選 2/2 校訂必修 80B006 民主與法治教育 2/2 

校訂必修 80B002 實用英文 2/2 專業必修 80B206 伺服器管理 3/3 

專業必修 80B201 管理資訊系統 3/3 專業必修 80B213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3/3 

專業必修 80B204 企業資訊網路 3/3 專業必修 80B214 智慧商務導論 3/3 

專業必修 80B205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 3/3 專業選修 80B801 生產與作業管理 3/3 

專業必修 80B212 Python 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80B803 服務科學導論 3/3 

專業必修 80B216 數位媒體應用 3/3 專業選修 80B817 人工智慧導論 3/3 

    專業選修 80B818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80B821 程式設計進階 3/3 

合計 19 學分 19 小時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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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A00 通識課程(一) 2/2 校訂必修 800B00 通識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80B209 物件導向系統分析 3/3 專業必修 80B215 資訊安全 3/3 

專業必修 80B210 專案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B811 知識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B805 供應鏈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B812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業選修 80B806 APP 設計與開發實務 3/3 專業選修 80B813 軟體工程 3/3 

專業選修 80B807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3 專業選修 80B814 創新與創業管理 3/3 

專業選修 80B808 智慧科技應用 3/3 專業選修 80B815 雲端運算概論 3/3 

專業選修 80B819 數位行銷實務 3/3 專業選修 80B816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80B820 資訊管理個案研討 3/3 

合計 20 學分 20 小時 合計 17 學分 1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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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3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10.11.23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修訂通過 

110.05.21；110.12.16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二技進修部 資訊管理系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營區在職專班)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72 學分：必修 42 學分【含校訂必修 10 學分，專業必修 32 學分】 

             選修 30 學分【含專業選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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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B001 歷代文選 2/2 校訂必修 80B006 民主與法治教育 2/2 

校訂必修 80B002 實用英文 2/2 專業必修 80B307 資料庫管理 4/4 

專業必修 80B301 管理資訊系統 2/2 專業必修 80B309 數位行銷實務 2/2 

專業必修 80B302 Python 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80B901 生產與作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80B303 套裝軟體應用實務 2/2 專業選修 80B902 程式設計進階 4/4 

專業必修 80B304 企業資訊網路 2/2 專業選修 80B903 服務科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80B305 資料分析與統計應用 2/2 專業選修 80B904 物聯網開發與應用 2/2 

專業必修 80B306 智慧商務 2/2 專業選修 80B905 人工智慧導論 2/2 

    專業選修 80B818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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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B004 通識課程(一) 2/2 校訂必修 80B005 通識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80B310 系統分析與設計 4/4 專業必修 80B312 資訊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必修 80B311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80B313 資訊安全 4/4 

專業選修 80B906 供應鏈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B912 知識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B907 APP 設計與開發實務 4/4 專業選修 80B913 企業資源規劃 2/2 

專業選修 80B908 雲端運算概論 2/2 專業選修 80B914 軟體工程 2/2 

專業選修 80B909 智慧科技應用 2/2 專業選修 80B915 創新與創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B910 社群行銷與經營實務 2/2 專業選修 80B916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4/4 

專業選修 80B911 顧客關係管理 2/2 專業選修 80B917 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2/2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合計 18 學分 1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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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5「僑生產學-觀光餐旅產業專班」課程規劃會議通過 

110.12.1 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05.21；110.12.14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產學攜手『僑生產學-觀光餐旅產業專班』課程標準 

説明： 
1.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91 學分[含基礎及通識必修 10 學分，專業必修 81 學分]；選修 37 學分[含通識

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 
2. 產業實務實習（一）~（八）係在業界實習之課程，計 32 學分。 
3. ＊表示須電腦上機、★表示合作廠商指定必選修科目。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一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二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基礎 

課程 

必 國文（一）（二） 2 2 2 2  必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2    

必 英文（一）（二） 2 2 2 2         

通識 

課程 
選 職場安全與衛生（自然）   2 2  選 運動與體適能（生命）   2 2  

小  計 4 4 6 6  小  計 2 2 2 2  

專
業
課
程 

必 合
作
廠
商 

專
業
實
習 

產業實務實習（一） 4 4    必 產業實務實習（三） 4 4    

必 產業實務實習（二）   4 4  必 產業實務實習（四）   4 4  

必 觀光學 2 2    必 餐旅英語 2 2    

必 餐飲服務實務★ 2 2    必 餐旅銷售技巧 2 2    

必 旅遊日語 2 2    必 旅館房務實作★ 2 2    

必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2    選 旅遊電子商務 2 2    

必 國際禮儀   2 2  選 會展規劃與管理 2 2    

必 中餐進階廚藝   2 2  必 飲食文化   2 2  

必 旅館客務實作★   2 2  必 西餐進階廚藝   3 3  

       必 觀光行銷   2 2  

       必 飲料調製   3 3  

小  計 12 12 10 10  小  計 14 14 14 14  

合  計 16 16 16 16 32 合  計 16 16 16 16 32 

課
程 

屬
性 

必
選
修

別 

第  三  學  年 

備 
 

 
 

註 

必
選
修

別 

第  四  學  年 
備    

註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基礎 

課程 

              

              

通識 

課程 
選 職場倫理與文化★（社會）   2 2  選 邏輯與思考（人文） 2 2    

小  計 0 0 2 2   2 2 0 0  

專
業
課
程 

必 合
作
廠
商 

專
業
實
習 

產業實務實習（五） 4 4    必 產業實務實習（七） 4 4    

必 產業實務實習（六）   4 4  必 產業實務實習（八）   4 4  

必 遊程規劃實作 2 2    必 異國料理 2 2    
必 台灣料理 3 3    選 餐飲微型創業 2 2    
必 烘焙進階實務 3 3    選 航空票務與訂位 2 2    
選 導覽解說 2 2    選 餐旅督導實務 2 2    
選 消費心理學 2 2    選 餐旅資訊系統 2 2    
必 觀光行政與法規   2 2  必 實務專題製作   2 2  
必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2 2  必 服務業品質管理   2 2  
必 領隊與導遊實務   2 2  選 創業小吃製作   2 2  
選 餐旅客訴應對與情緒管理   2 2  選 餐旅成本控制   2 2  
選 宴會管理   2 2  選 餐旅連鎖事業經營   2 2  
       選 葡萄酒品評與賞析   2 2  

小  計 16 16 14 14  小  計 14 14 16 16  

合  計 16 16 16 16 32 合  計 16 16 16 16 32 

案由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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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2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10.11.24 系務會議修正 
108.03.2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8.04.17 系務會議通過 

108.08.3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8.09.12；108.12.12 系務會議修正 
109.04.1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29 系務會議修正 
109.09.1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9.17 系務會議通過 

108.05.22；109.09.23；110.12.14 生活創意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06.03；109.09.28；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 

108.06.03；109.09.28；1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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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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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專業必修 58 學分] 
選修 4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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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

院之(微)學分學程。 

3. ＊表示須上機、★為師培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彩妝模組課程、化妝品模組課程 

4.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辦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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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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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25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6 服務學習(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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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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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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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430B36 時尚造型設計畫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21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6   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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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28 英語會話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7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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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34 化妝品原料學(一) 2/2 專業必修 430A16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D08 ◎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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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0B01 基礎化學 3/3 專業必修 430D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選修 430R24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B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0N33 創意美甲製作 2/2 專業選修 430B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B0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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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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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A14 ★多媒材創意設計 2/2 

專業必修 430A59 美體雕塑與紓壓 3/3 專業選修 430Q17 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 2/2 

專業必修 430A60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B25 萃取技術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30N34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B1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430Q19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R08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0R09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Q27 商品視覺形象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N36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0R50 ◎時尚精品賞析 2/2 專業選修 430N42 舞台表演藝術 2/2 

跨領域選修 409A34 ◎行銷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0N31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跨領域選修 409R62 ◎精品行銷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R49 ◎流行與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0B24 化妝品檢驗 3/3 

    跨領域選修 409Q50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跨領域選修 439531 ◎生活精品設計製作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3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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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D24 化妝品香料調配 2/2 專業必修 430D36 專業人才輔導 0/1 

專業選修 430R52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選修 430B28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0R72 溝通技巧與表達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0B27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H48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3/3 專業選修 430R45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B23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25 商品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N52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0R48 新娘秘書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0R17 婚禮規劃與諮詢 2/2 

專業選修 430R73 ◎香氛藝術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9Q30 ◎服務業管理 3/3 跨領域選修 409Q59 ◎顧客關係管理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3  學分   6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   學分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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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模組課程(至少完成 14 學分) 

基礎化學3/3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2/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化妝品檢驗3/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3/3 

萃取技術與實驗3/3 化妝品開發企劃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3/3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2/2 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2/2 

 
 
 
時尚彩妝組模組(至少完成 14 學分) 

指甲護理與彩繪2/2 美姿美儀學2/2 ★時尚品牌經營2/2 ★飾品設計2/2 美容專業外語2/2 

醫學美容資訊2/2 ★美容營養學2/2 新娘秘書實務2/2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習(二) 2/3 ★芳香療法與實習3/3 

婚禮規劃與諮詢2/2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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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正；110.11.24 系務會議通過 

109.04.10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4.29 系務會議通過 

109.09.17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09.09.17 系務會議通過 

109.09.23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9.09.28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10.02.0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10.03.02 系務會議通過 

109.06.05；110.05.26；110.12.14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6.15；110.06.07；111.01.03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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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1. 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最低 16。 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最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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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3. ＊表示須上機、★為師培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彩妝模組課程化妝品模組課程 

4.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辦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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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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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

衛動員 
0/2 

通識博雅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51 服務學習(一) 0/1 通識博雅必修 430052 服務學習(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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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30A58 ◎美膚保養實務 3/3 生創學院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0B15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B16 ★應用色彩學 2/2 

專業選修 430B36 時尚造型設計畫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20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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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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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34 ◎化妝品原料學(一) 2/2 專業必修 430N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D08 ◎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43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3/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0N33 創意美甲製作 2/2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選修 430B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0B0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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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430B01 基礎化學 3/3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跨領域選修 409Q50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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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61 ★整體造型設計  4/4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A14 ★多媒材創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0N28 化妝品香料調配 2/2 

專業必修 430A59 ◎美體雕塑與紓壓 3/3 專業選修 430B28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30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N34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N31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選修 430R09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B1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430R45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B25 萃取技術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30N42 舞台表演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0B24 化妝品檢驗 3/3 

專業選修 430N36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0Q19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專業選修 430B19 彩繪與特效化妝 2/3 

專業選修 430R50 ◎時尚精品賞析 2/2 專業選修 430R49 ◎流行與藝術 2/2 

跨領域選修 409R62 ◎精品行銷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9531 ◎生活精品設計製作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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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A62 畢業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D36 專業人才輔導 1/1 

專業選修 430R72 溝通技巧與表達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0R66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 430R08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R65 視覺形象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Q25 商品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N52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0B27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R73 ◎香氛藝術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B22 新娘秘書婚禮規劃 2/2 

    跨領域選修 409Q59 ◎顧客關係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9Q30 ◎服務業管理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3   學分   7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   學分   3   小時 

 

化妝品模組課程(至少完成 14 學分) 

基礎化學3/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化妝品檢驗3/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3/3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2/2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3/3 萃取技術與實驗 3/3 化妝品開發企劃2/2 商品展示設計 2/2 化妝品香料調配 2/2 

 
 
 
時尚彩妝組模組(至少完成 14 學分) 

指甲護理與彩繪2/2 ★時尚品牌經營2/2 ★飾品設計2/2 醫學美容資訊2/2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2/2 

★芳香療法與實習3/3 ★美容營養學2/2 美容儀器與實驗2/2 新娘秘書婚禮規劃2/2 美容專業外語2/2 

創意美甲製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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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6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10.11.24 系務會議修正 

110.02.19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110.03.02 系務會議通過 

110.05.26；110.12.14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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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專業必修 61 學分] 
選修 43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及所屬學
院內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1. 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最低 16。 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最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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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須上機、★為師培課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彩妝模組課程化妝品模組課程 

4. 依本系「核心能力暨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辦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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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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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防

衛動員 
0/2 

通識博雅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51 服務學習(一) 0/1 通識博雅必修 430052 服務學習(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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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生創學院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40VN11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D07 美姿美儀學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C08 ◎化粧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430B15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A58 ◎美膚保養實務 3/3 

專業選修 430N64 美睫與淨膚美容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專業選修 430B16 ★應用色彩學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1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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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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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9 ◎彩妝藝術學 3/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D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D34 ◎化妝品原料學(一) 2/2 專業必修 430N27 ★時尚彩妝創作 3/3 

專業必修 430D20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D08 ◎化妝品調製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43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3/3 專業必修 430D12 髮型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選修 430N33 創意美甲製作 2/2 專業必修 430D26 ★服裝造型 2/3 

專業選修 430B05 ★◎時尚品牌經營 2/2 專業選修 430B0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專業選修 430B01 基礎化學 3/3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跨領域選修 409Q50 ◎消費者行為分析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16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9   學分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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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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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11 創意彩妝設計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61  ★整體造型設計  4/4 

專業必修 430D16 ★時尚髮型設計 3/3 專業必修 430D23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A14 ★多媒材創意設計 3/3 專業選修 430B28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專業必修 430A59 ◎美體雕塑與紓壓 3/3 專業選修 430N28 化妝品香料調配 2/2 

專業必修 430A30 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R04 ★◎美容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0N34 ★飾品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N31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專業選修 430R09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選修 430B1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專業選修 430R45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B24 化妝品檢驗 3/3 

專業選修 430N42 舞台表演藝術 2/2 專業選修 430B25 萃取技術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30N36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3/3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0Q19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專業選修 430B19 彩繪與特效化妝 2/3 

專業選修 430R50 ◎時尚精品賞析 2/2 專業選修 430R49 ◎流行與藝術 2/2 

跨領域選修 409R62 ◎精品行銷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R19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39531 ◎生活精品設計製作 2/2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4   學分  15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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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0D22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D29 實務專題(二) 1/2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0A62 畢業製作 2/3 專業選修 430R66 學期校外實習 9/18 

專業選修 430R72 溝通技巧與表達藝術 2/2 專業必修 430D36 專業人才輔導 1/1 

專業選修 430R08 美容專業外語 2/2 專業選修 430B22 新娘秘書婚禮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0Q25 商品展示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65 視覺形象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0R06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0B27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0R73 ◎香氛藝術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52 生技與化妝品 2/2 

    跨領域選修 409Q59 ◎顧客關係管理 2/2 

    跨領域選修 409Q30 ◎服務業管理 3/3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3   學分   7   小時 本學期預定必修開課  1   學分   2   小時 

 

化妝品模組課程(至少完成14學分) 

基礎化學 3/3 化妝品原料學(二) 3/3 化妝品檢驗 3/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3/3 化妝品專業技術訓練 2/2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3/3 萃取技術與實驗 3/3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商品展示設計 2/2 化妝品香料調配  2/2 

時尚彩妝組模組(至少完成14學分)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時尚品牌經營 2/2 ★飾品設計 2/2 醫學美容資訊 2/2 時尚產業教育訓練 2/2 

化妝品檢驗 3/3 ★美容營養學 2/2 美容儀器與實驗 2/2 新娘秘書婚禮規劃 2/2 美容專業外語 2/2 

芳香療法與實習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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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2 系務會議通過 
110.11.23 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5.26；110.12.14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06.07；111.01.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過 

110.06.07；11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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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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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28 學分] 

選修 7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62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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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數位科技微學分學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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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國際情勢 

0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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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8 服務學習(一) 0 1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9 服務學習(二)  0 1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5 國文(一)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06 國文(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E00 英文(一) 3 3 通識基礎必修 400F00 英文(二) 3 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7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 3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1 勞作教育(二) 0 1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0 勞作教育(一)  0 1 通識博雅選修 300B00 通識博雅課程(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24 環境與人類生態 2 2 院級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A00 通識博雅課程(一) 2 2 專業必修 432A27 *平面設計專題 2 3 

院級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 2 專業必修 432A43 *基礎 3D 製作 3 3 

專業必修 432A01 設計概論 2 2 專業必修 432A42 動畫概論 2 2 

專業必修 432A49 遊戲概論 2 2 專業選修 432N98 *數位色彩應用 2 2 

專業選修 432NF0 *數位影像處理 2 2 專業選修 432ND4 *基礎動畫 3 3 

專業選修  432ND3 基礎素描 2 2      

必修合計 16 22 必修合計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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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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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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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0 實用中文 2 2 通識博雅選修 300D00 通識博雅課程(四)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2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H00 英文(四) 2 2 

通識基礎必修 400G00 英文(三) 2 2 專業必修 432A32 *影音動畫製作專題 2 3 

通識博雅選修 300C00 通識博雅課程(三) 2 2 專業選修 432N11 *互動媒體設計 3 3 

專業必修 432A36 *故事與分鏡 3 3 專業選修 432NA4 *數位雕刻 3 3 

專業必修 432A28 *人機互動設計 3 3 專業選修 432NF3 *材質與燈光 3 3 

專業選修 432N10 創意思考訓練 2 2 專業選修 432NF5 *雲端科技應用 2 2 

專業選修 432N85 *3D 建模 3 3 跨領域(視傳) 439A02 符號與圖象應用 2 2 

專業選修 432N87 *美術場景設計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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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視傳) 439A01 文字造形 2 2      

必修合計 13 14 必修合計 5 7 

本學期預定開課   22   學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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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2A44 *行動內容應用專題 2 3 專業必修 432A45 *多媒體應用專題 2 3 

專業選修 432N52 *後製與剪輯 3 3 專業選修 432N20 *動作捕捉與編輯 3 3 

專業選修 432NA1 *數位配樂 2 2 專業選修 432NB6 *行銷企劃與製作 3 3 

專業選修 432NB8 *次世代美術 3 3 專業選修 432ND1 *後製與特效 3 3 

專業選修 432NF8 *3D 動畫 3 3 跨領域(視傳) 439A04 品牌形象設計 2 2 

跨領域(視傳) 439A03 設計材料學 2 2 專業選修 432NF6 *虛擬實境 3 3 

必修合計 2 3 必修合計 2 3 

本學期預定開課   13   學分   1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1   學分   12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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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2016 英文能力檢定 0 2 專業必修 432A47 *實務專題（二） 2 2 

專業必修 432A46 *實務專題(一) 1 1 專業必修 432A22 數位內容講座 2 2 

專業選修 432N63 *數位出版設計 3 3 專業必修 432A48 數位內容技能檢定 0 1 

專業選修 432NA7 *數位科技藝術 3 3 院級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 1 

專業選修 432NE7 暑期校外實習 3 3 院級必修 40VN50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 
微學程學習 

0 1 

專業選修 432NF4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9 專業選修 432NE9 學期校外實習(二) 9 9 

     專業選修 432N64 美學經濟 2 2 

     專業選修 432N66 科技與法律 2 2 

     專業選修 432NF7 *作品集設計 2 2 

必修合計 1 3 必修合計 4 7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2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0   學分   13   小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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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需電腦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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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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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