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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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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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0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106.12.25 教務會議修訂

108.07.16 系務會議修訂

一年級上學期 一年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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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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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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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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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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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05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0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

106.12.2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修訂；106.12.25 教務會議修訂

108.07.16 系務會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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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選修 46989 智能企業與物流管理 2/4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理實務 1/1     

專業選修 46990 智慧生產與品質管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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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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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2 智慧製造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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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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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1 精實生產技術應用概論 3/3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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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