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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碩士班、四技】新生註冊應完成事項檢核表 

新生線上註冊期間：111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至 8 月 24 日（星期三） 

請新生依據下列檢核表於期限內完成相關作業： 

註冊期間應完成事項 

頁碼 重要事項 備註 承辦單位 ✔check 

p.1 線上輸入註冊資料 

8 月 3 日~24 日完成 註冊組 

 

p.1 上傳證件照  

p.1 上傳相關文件  

p.4 繳交學雜費 8 月 24 日前完成繳費 出納組  

p.5 欲申請就學貸款 註冊期間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 
生輔組 

 

p.13 欲申請減免學雜費 註冊期間提出申請  

p.21 欲申請學生宿舍 8 月 12 日前（郵戳為憑） 軍訓室  

p.23 線上自主學習課程（四技、二技） 8 月 2 日~9 月 2 日 語言中心  

 

開學日前應完成事項 

頁碼 重要事項 備註 承辦單位 ✔check 

p.26 先修磨課師課程（四技） 請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數位中心  

p.42~49 新生選課 請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課務組  

p.31 志願服務培訓課程－12 小時（四技） 8 月 31 日前 課指組  

p.23 新生先修輔導（四技、二技） 9 月 5 日（線上） 課務組  

p.25 英語文能力分級測驗（四技） 9 月 5 日（線上） 語言中心  

p.24 新生入學輔導（四技、二技） 請見新生專區公告 生輔組  

p.40 上網報名親師成長交流座談會（四技） 9 月 9 日前 學輔中心  

 

開學日後應完成事項 

頁碼 重要事項 備註 承辦單位 ✔check 

p.5 申請就學貸款者，繳交就學貸款資料 繳回學校存執聯、切結書 生輔組  

p.13 申請減免者，繳交減免學雜費資料 繳交相關文件及切結書   

p.41 
申請新生學分抵免 

（須附原校成績單正本乙份） 

開學後 1 週內完成 

本學年重考新生才需辦理 
註冊組 

 

p.20 學生健康檢查（現場繳交 520 元） 9 月 21 日依公告梯次 衛保組  

p.29 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10 月 15 前完成 學習促進組  



 

各單位業務洽詢一覽表 

本校電話 02-22576167 為代表號，撥通後會先進入語音總機。為避免久候，建議在撥

打前可以先查詢受理單位之分機號碼，也能得到最快速、準確的答覆，相關單位之分

機號碼請參見下表： 

※「註冊與入學」辦理業務洽詢區 

業務分類 洽詢內容 受理單位 分機號碼 

註冊 新生資料填寫、學生證照片上傳 教務處註冊組 1205 

學雜費繳費相關 
繳費單、繳費操作、新生提供銀行帳

戶資訊 
總務處出納組 1216 

減免學雜費與就貸相關 減免學雜費、就學貸款 
學務處生輔組 1213 

新生入學輔導 新生入學輔導相關 

新生健康檢查相關 健檢時間地點、健檢表格相關 學務處衛保組 1215 

宿舍相關 住宿申請、入宿時間 
軍訓室 1212 

兵役相關與課程免修 兵役緩徵與儘後召集、國防課程免修 

課程相關 

準大一先修磨課師課程 創新數位教學中心 1685 

新生先修輔導、新生選課、選課系統

操作 
教務處課務組 1204 

新生學分抵免 教務處註冊組 1205 

英語能力分級測驗、英文課程抵免 教務處語言中心 2378 

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教發處學習促進組 1811 

志願服務培訓課程 學務處課指組 1514 

※「各系（科）辦公室」課程與學習洽詢區 

學術單位 分機號碼 學術單位 分機號碼 

國際貿易系碩士班 1239 商貿外語學院 4201、4202 

企業管理系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1704、1705 國際貿易系 1239、1349 

商務管理學院 4203、4204 應用英語系 2241、2341 

企業管理系 1238、1338 應用日語系 2353、2653 

財務金融系 1237、1347 創新設計學院 1367、1368 

會計資訊系 1240、1340 資訊管理系 1313、131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358、1558 商務科技管理系 1366 

休閒遊憩管理系 2325、2326 多媒體設計系 1360、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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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註冊相關訊息 
 

新生線上註冊流程（碩士班、四技） 
 

新生線上註冊期間：111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至 8 月 24 日（星期三） 

新生線上註冊辦理流程，請參閱下方說明 

請至「新生資訊系統」填寫及上傳相關資料 

說明 

網址：https://ns.chihlee.edu.tw/NNSP/sLogin.aspx 

帳號：身分證統一編號(英文字母大寫，共 10 碼)  

密碼：民國出生年月日(第 1 碼加 0，共 7 碼) 

項目 

1.填寫註冊資料 (必填) 

2.上傳證件照 (必填，製作學生證使用)  

3.上傳相關文件 (身分證正面及反面必須上傳； 

畢業證書或學歷證件最晚可於開學前(9 月 12 日)完成上傳) 

4.銀行帳戶資訊 (選填，可於開學後補上傳) 

5.學雜費繳費方式 (必填，提供選項點選) 

6.新生問卷 (選填，可於開學後補填) 

7.資料完成度檢核，並請於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書下方勾選「是」確認送出。 

※悠遊付調查 (選填) 

注意事項 

Ⓞ新生資訊系統適用於電腦版及手機版。 

Ⓞ必填項目為填寫註冊資料、上傳證件照、上傳身分證正面及反面、選擇學雜費繳

費方式及勾選確認個資聲明書，其餘為選填項目，可於 9 月 12 日前完成。 

完成註冊 

當必填資料都完成後，  

會出現「恭喜您完成註冊成為致理人」 

QR code 畫面（如右圖所示）， 

代表您已完成註冊流程。 

https://ns.chihlee.edu.tw/NNSP/s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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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現場註冊須知（二技） 
 

歡迎貴同學成為本校大學部新生。 

一、二技「正取生」報到及註冊方式說明如下： 

（一）通訊報到日期：7 月 21 日及 22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止 

（二）現場註冊日期：8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止 

         現場註冊地點：本校綜合教學大樓 1 樓表演廳 

二、二技「備取生」請依照簡章及本校網站公告說明，於規定時間內備妥相關證件

資料準時到校辦理現場報到與註冊程序。 

三、新生放榜及報到等資訊，請參閱招生網站 https://exam.chihlee.edu.tw/index.php 

現場註冊程序及繳交文件如下： 

註冊程序 項目 說明 

第一關 報到 

1. 繳交副學士學位證書或同等學力證件影本。 

2. 攜帶列印之新生註冊表，請加貼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並於簽名欄簽名及日期。 

3.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書（隨註冊表輸出列

印），請簽名及填寫日期。 

4. 將上述文件繳交至報到處查驗。 

第二關 繳費 繳交學雜費三聯單收據或補繳學雜費差額 

第三關 註冊 
繳回新生註冊表（須完成各關蓋章）及個人資料蒐

集告知聲明書 

 

 

https://exam.chihlee.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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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銀行帳戶資訊填寫注意事項 

 

新生銀行帳戶資訊僅使用於學校撥付各項工讀金、獎助學金、學雜費、補助款及其他各項經費，

皆採用轉帳及匯款的方式辦理。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詢(02)22576167 轉分機 1216 出納組。 

一、請先點選上方的「銀行帳戶資訊」連結，共有二個部分： 

（一）請先上傳銀行存摺封面（上傳之圖檔必須包含銀行、分行，戶名及帳號，格式為 jpg

檔）。 

（二）請詳細填寫銀行帳戶資料（包含銀行名稱、分行名稱、戶名「學生本人」及帳號）。 

二、下列情形為銀行資料不正確，將無法儲存。 

（一）沒有上傳「存摺封面」圖檔（必須包含銀行、分行、戶名及帳號）。 

（二）沒有選取銀行代碼（3 碼）、分行代碼（4 碼）。 

（三）提供「非本人」、「非本國」或「非新台幣」之帳戶。 

（四）帳號長度「小於 10 碼」或「大於 14 碼」。 

（五）帳號包含「非數字」字元（如：- 或空格）。 

三、提供「臺灣銀行」存款帳戶者，直接辦理轉帳；提供非「臺灣銀行」存款帳戶者，須於匯款

金額內扣除（金資中心）資料處理費新台幣 1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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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繳費注意事項 

一、學生應於註冊期間內繳交學雜費，並保留繳費收據。 

二、所修習之課程若需使用電腦教室，須收取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目前為新台幣851元）。 

三、學雜費繳費單列印：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網址：https://school.bot.com.tw） 

    輸入學生的身分證統一編號、學號、生日，即可登入自行列印。 

四、學生辦理休、退學退費標準，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詳如下表）辦理，新生須先註冊才可保留學籍，故退費基準表之

第一點不適用。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 

學生休、退學時間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備註  

一、註冊日（含當日）前申請

休退學者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二、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課

（開學）日之前一日申請

休、退學者 

學費退還三分之二，雜費全部退還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核算者，退還學分費全部、

學雜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

三分之二  

三、於上課（開學）日（含當

日）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

之一申請休、退學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二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核算者，退還學分費、學

雜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

各三分之二  

四、於上課（開學）日（含當

日）之後逾學期三分之

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

申請休、退學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一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

數核算者，退還學分費、學

雜費基數（或學分學雜費）

各三分之一  

五、於上課（開學）日（含當

日）之後逾學期三分之二

申請休、退學者 

所繳學費、雜費，不予退還     

備註：  

一、表列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各校正式公告之行事曆認定之；學校未

明訂註冊日者，以註冊繳費截止日為註冊日。  

二、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應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受理單位正式提

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勒令退學者，退學時間應依學校退學通知送達之日

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行退學申復（訴）而繼續留校上課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三、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而延宕相關

程序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各校不得於學校行事曆所訂該學期開始日前預收任何費用。  

https://school.bot.com.tw/newTwbank/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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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就學貸款申請須知（碩士班、四技） 

 

 

 

 

 

 

 

 

 

 

 

 

 

 

申請資格及條件請參閱下方： 

一、 申請條件（須符合下列 3 個條件之一者，方可提出申請）：  

(一)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合併計算不超過

114 萬元者。在學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補助。 

(二)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至 120

萬以下。在學期間政府提供半額利息補助，另半額利息須自付。 

(三)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在 120 萬以上且

家中有 2 位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須檢附另 1 位兄弟姐妹的學生證

及戶籍謄本至學校（可在開學後先準備好，待生輔組通知後再行繳交），

則在學期間貸款利息全額自付。 

備註：凡享有全部公費者不得申貸。但享有半公費或已申請教育補助者，得申

借扣除公費或教育補助費後差額為貸款金額（申請軍公教子女補助或教

育部就學優待者，僅可辦理差額貸款）。 

※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方式，請依生輔組最新公告為主!!! 

1. 申請就學貸款請於註冊期間內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 

詳細說明可參閱本校新生專區→繳費→就學貸款 

新生專區網址：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2. 攜帶文件如下：（逾時或文件不齊者恕不受理） 

◎ 學雜費註冊繳費單 

◎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第 2 聯對保單之學校存執聯（請先行至銀行完成對保

程序） 

◎ 就學貸款申請暨緩繳學雜費切結書（生活輔導組網站→表格下載） 

◎ 需申請減免學雜費方案者，可先完成各項減免學雜費申請手續後，再依

扣減後金額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 未如期繳交上述資料，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重
要
日
程
簡
易
說
明
，
其
他
步
驟
如
下

下 

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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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學貸款辦理步驟，請參閱下方： 

★ 步驟一 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 申請作業 

1.註冊新帳號（第 1 次申請者）→ 2.登入網站→ 3.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 4.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 

→ 5.貸款金

額之範圍： 

繳費單上可貸

金額為主（如

右所列示）： 

(1) 學雜費 

(2)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3) 學生團體保險費 

(4) 書籍費每學期新台幣 3,000 元整 

（可選擇不貸） 

(5) 生活費(須附低收/中低收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生每學期以 4 萬元為限； 

中低收入戶生每學期以 2 萬元為限 

(6) 住宿費（每學期） 

新生住宿費請先貸款 14,000 元，於宿舍公布後

以實際費用計算 

   A.校內住宿費：精勤館宿舍四人房：9,500 元整 

            新宿舍四人房：14,000 元整 

            新宿舍雙人房：2 萬元整 

   B.華夏科大學舍-圓通雅筑：17,500 元整 

   C.校外住宿費：每學期最高額度新台幣 2 萬元整 

◎ 多貸書籍費者，須等學期中臺灣銀行將貸款金額撥款學校後，才會由總務處出納組辦理撥款。 

◎ 多貸住宿費者，如住宿學校宿舍者，請拿到住宿費繳費單後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忠孝樓 1 樓）

過單，以確認申辦就貸住宿費。如不住宿在學校宿舍者，與上述退書籍費一同辦理。 

★ 步驟二 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 

◎簽約對保時間：應於規定註冊期間至臺灣銀行各分行完成對保 ◎地點：臺灣銀行全省各分行 

第一次

申請 

由父母雙方（或監護人）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

簽約對保手續： 

1. 網路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 國民身分證、印章。 

3. 學雜費繳費單。 

4. 最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

人、法定代理人、配偶及保證人，如

戶籍不同者，須分別檢附）。 

第二次

申請 

如連帶保證人不變，由學生本人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對

保手續： 

1. 網路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 國民身分證、印章。 

3. 學雜費繳費單（自行至學雜費網站列

印）。 

4. 如戶籍地有變更者，須再檢附 3 個月

內戶籍謄本。 

 保證人資格（請依臺灣銀行規定辦理） 

1. 父母親為當然保證人 

2. 父母離異者，監護人為當然保證人。 

3. 父母一方歿者，生存者為當然保證人。 

4. 已婚者，配偶為保證人。 

5. 父母均歿者：未滿 20 歲由法定代理人為保證人； 

滿 20 歲者可另覓適當成年人為保證人。 

★ 步驟三 開學日前至學校繳回就學貸款存執聯、繳費單、切結書，並完成註冊程序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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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收到學生貸款資料，統一彙整後送至財稅中心查核該家庭年收入。建議

同學可先自行試算家庭年收入是否超過資格，如在學期中收到本組的通知，

請依通知單上之說明事項辦理，並依照期限將回條繳回本組；如資格不符，

將通知補繳學雜費。 

四、 就學貸款並非政府給予學生之贈予款項，亦非福利補助，僅是一種優惠貸

款，因此，貸款學生仍應依照借據之約定攤還本息。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

者，會影響在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或其他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同時亦

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日後在國內、國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叮嚀

事項 

★為簡化行政作業，學生申請政府各類助學金（含弱

勢助學、各類減免及就學貸款等）時，除可利用現

行方式申請紙本戶籍謄本，亦可自行至戶政司全

球資訊網「戶政網路申辦服務系統」，列印現行內

政部戶政司新增電子簽章簽署核發、加密等，自

行列印附有騎縫章、押花、浮水印及驗證檢查號

等功能，提供查核。 

★同學在填列貸款資料時，常常輸入錯誤系科院所

及學程；因此，本組特整理出相關資訊，供同學查

詢，以避免錯誤率。 

 

系科辨別檔 

學制 原科系 系統中應選擇科系 學程 

大學部 

國際貿易系 國際貿易(暨商務)(營運)學系 

四技 

企業管理系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金融系 (計量)(數量)財務金融學系 

會計資訊系 會計(與)(資訊)(科技)(系統)學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務科技管理系 (商務)科技管理系 

應用英語系 應用英語學系 

應用日語系 應用日語學系 

資訊管理系 資訊管理(技術)學系 

多媒體設計系 (數位)(多)媒體(創意)設計學系 

休閒遊憩管理系 休閒(與)遊憩(規劃)(與)(事業)管理學系 

研究所 

國際貿易系研究所 國際貿易(暨商務)(營運)學系 

碩士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

究所 
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 

★ 每學期辦理之銀行申請書，請妥善保留。 

★ 本校生活輔導組洽詢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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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暨緩繳學雜費切結書 

學生___________，貸款總金額$___________，至臺灣銀行辦理 111 學年度 1 學期之

就學貸款，如經銀行查核未符申請要件或無法按時補交資料，或個人因素導致銀行未

能核貸撥款者，願無異議於接獲學校通知後，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忠孝大樓一樓出納

組補繳應繳學費。【未完成繳費手續者，視同未註冊者依校規處理。】 

請同學詳閱下列就學貸款還款須知： 

1、畢業後滿一年之日開始，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2、參加教育實習者自實習期滿 1 年起開始償還。 

  3、因故退學者必須於退學滿 1 年起 1 次償還。              

4、出國留學、定居或就業者應於出國前 1 次償還。 

  5、因休學或轉學導致就學期間延長者，一定要向臺灣銀行報備。(02)2968-0172 臺灣銀行板橋分行 

  6、延遲還款者，銀行會將申請資料送至聯合徵信中心列為債信不良往來戶。 

 7、若住址變更，請主動告知臺灣銀行，以免相關資訊無法傳遞。 

立 書 人 

身分別：□一般生  □減免學生  □弱勢學生  □免學費學生  □繁星學生   

姓      名：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 

婚 姻 狀 況 ： □已婚 □未婚   

連 絡 電 話 ： (家 ) ___________  (手 機 ) ______________ 

緊急連絡人: 姓名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 

備註：  

□多貸書籍費＄_____ □多貸校內住宿費＄______ □多貸校外住宿費＄_________ 

□多貸生活費＄______ □少貸學雜費（差額補現）＄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 

                                                                              

承辦單位填寫 

□補繳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851 

□應補繳學雜費＄___________ 

□多貸書籍費＄_____________  

□多貸住宿費＄_____________  

□多貸生活費＄_____________ (需持有低收或中低收證明者) 

□溢貸學雜費＄_____________□備註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內容及存處，僅限於學校與相關服務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

做其他用途。各資告知聲明請參考：http://www.chihlee.edu.tw/files/13-1000-5557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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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就學貸款申請須知（二技） 

 

 

 

 

 

 

 

 

 

 

 

 

 

申請資格及條件請參閱下方： 

一、 申請條件（須符合下列 3 個條件之一者，方可提出申請）：  

(一)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合併計算不超過

114 萬元者。在學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補助。 

(二)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至 120

萬以下。在學期間政府提供半額利息補助，另半額利息須自付。 

(三) 凡學生本人及父母（或配偶）辦理前 1 年之家庭年收入在 120 萬以上且

家中有 2 位子女就讀高中以上學校者，須檢附另 1 位兄弟姐妹的學生證

及戶籍謄本至學校（可在開學後先準備好，待生輔組通知後再行繳交），

則在學期間貸款利息全額自付。 

備註：凡享有全部公費者不得申貸。但享有半公費或已申請教育補助者，得申

借扣除公費或教育補助費後差額為貸款金額（申請軍公教子女補助或教

育部就學優待者，僅可辦理差額貸款）。 

 

※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方式，請依生輔組最新公告為主!!! 

1. 申請就學貸款請於註冊日前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 

詳細說明可參閱本校新生專區→繳費→就學貸款 

新生專區網址：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2. 註冊所需備齊文件如下：（逾時或文件不齊者恕不受理） 

◎ 學雜費註冊繳費單 

◎ 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第 2 聯對保單之學校存執聯（請先行至銀行完成對保

程序） 

◎ 就學貸款申請暨緩繳學雜費切結書（生活輔導組網站→表格下載） 

◎ 需申請減免學雜費方案者，可先完成各項減免學雜費申請手續後，再依

扣減後金額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 未如期繳交上述資料，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重
要
日
程
簡
易
說
明
，
其
他
步
驟
如
下 

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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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學貸款辦理步驟，請參閱下方： 

★ 步驟一 至臺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站 https://sloan.bot.com.tw 申請作業 

1.註冊新帳號（第 1 次申請者）→ 2.登入網站→ 3.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書→ 4.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 

→ 5.貸款金額

之範圍： 

繳費單上可貸

金額為主 

（如右所列示）： 

(1) 學雜費。 

(2)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3) 學生團體保險費。 

(4) 書籍費每學期新台幣 3,000 元整 

（可選擇貸或不貸）。 

(5) 生活費（須附低收/中低收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生每學期以 4 萬元為限； 

中低收入戶生每學期以 2 萬元為限。 

(6) 住宿費（每學期） 

新生住宿費請先貸款 14,000 元，於宿舍公布後

以實際費用計算。 

A. 校內住宿費：精勤館宿舍四人房：9,500 元

整；新宿舍四人房：14,000 元整；新宿舍雙人

房：2 萬元整。 

B. 華夏科大學舍-圓通雅筑：17,500 元整。 

C. 校外住宿費：每學期最高額度新台幣 2 萬元整。 

◎ 多貸書籍費者，須等學期中臺灣銀行將貸款金額撥款學校後，才會由總務處出納組辦理撥款。 

◎ 多貸住宿費者，如住宿學校宿舍者，請拿到住宿費繳費單後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忠孝樓 1 樓）過

單，以確認申辦就貸住宿費。如不住宿在學校宿舍者，與上述退書籍費一同辦理。 

★ 步驟二 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手續 

◎簽約對保時間：應於規定註冊日前至臺灣銀行各分行完成對保 ◎地點：臺灣銀行全省各分行 

第一次 

申請 

由父母雙方（或監護人）陪同學生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簽

約對保手續： 

1. 網路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 國民身分證、印章。 

3. 學雜費繳費單。 

4. 最近 3 個月內戶籍謄本（含學生本人、法定代

理人、配偶及保證人，如戶籍不同者，須分別

檢附）。 

第二次 

申請 

如連帶保證人不變，由學生本人攜帶下列資料至臺灣銀行國內各分行辦理對保

手續： 

1. 網路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 

2. 國民身分證、印章。 

3. 學雜費繳費單（自行至學雜費網站列印）。 

4. 如戶籍地有變更者，須再檢附3個月內戶籍謄本。 

 保證人資格 (請依臺灣銀行規定辦理) 

1. 父母親為當然保證人 

2. 父母離異者，監護人為當然保證人。 

3. 父母一方歿者，生存者為當然保證人。 

4. 已婚者，配偶為保證人。 

5. 父母均歿者：未滿 20 歲由法定代理人為保證

人；滿 20 歲者可另覓適當成年人為保證人。 

★ 步驟三 註冊日至學校繳回就學貸款存執聯、繳費單、切結書，並完成註冊程序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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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收到學生貸款資料，統一彙整後送至財稅中心查核該家庭年收入。建議

同學可先自行試算家庭年收入是否超過資格，如在學期中收到本組的通知，

請依通知單上之說明事項辦理，並依照期限將回條繳回本組；如資格不符，

將通知補繳學雜費。 

四、 就學貸款並非政府給予學生之贈予款項，亦非福利補助，僅是一種優惠貸

款，因此，貸款學生仍應依照借據之約定攤還本息。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

者，會影響在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或其他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同時亦

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日後在國內、國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 

 

 

叮嚀

事項 

★為簡化行政作業，學生申請政府各類助學金（含弱

勢助學、各類減免及就學貸款等）時，除可利用現

行方式申請紙本戶籍謄本，亦可自行至戶政司全

球資訊網「戶政網路申辦服務系統」，列印現行內

政部戶政司新增電子簽章簽署核發、加密等，自

行列印附有騎縫章、押花、浮水印及驗證檢查號

等功能，提供查核。 

★同學在填列貸款資料時，常常輸入錯誤系科院所

及學程；因此，本組特整理出相關資訊，供同學查

詢，以避免錯誤率。 

 

系科辨別檔 

學制 原科系 系統中應選擇科系 學程 

大學部 

財務金融系 (計量)(數量)財務金融學系 

二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 每學期辦理之銀行申請書，請妥善保留。 

★ 本校生活輔導組洽詢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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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暨緩繳學雜費切結書 

學生___________，貸款總金額$___________，至臺灣銀行辦理 111 學年度 1 學期之

就學貸款，如經銀行查核未符申請要件或無法按時補交資料，或個人因素導致銀行未

能核貸撥款者，願無異議於接獲學校通知後，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忠孝大樓一樓出納

組補繳應繳學費。【未完成繳費手續者，視同未註冊者依校規處理。】 

請同學詳閱下列就學貸款還款須知： 

1、畢業後滿一年之日開始，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2、參加教育實習者自實習期滿 1 年起開始償還。 

  3、因故退學者必須於退學滿 1 年起 1 次償還。              

4、出國留學、定居或就業者應於出國前 1 次償還。 

  5、因休學或轉學導致就學期間延長者，一定要向臺灣銀行報備。(02)2968-0172 台灣銀行板橋分行 

  6、延遲還款者，銀行會將申請資料送至聯合徵信中心列為債信不良往來戶。 

 7、若住址變更，請主動告知臺灣銀行，以免相關資訊無法傳遞。 

立 書 人 

身分別：□一般生  □減免學生  □弱勢學生  □免學費學生  □繁星學生   

姓      名：___________          班      級：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 

婚 姻 狀 況 ： □已婚 □未婚   

連 絡 電 話 ： (家 ) ___________  (手 機 ) ______________ 

緊急連絡人: 姓名___________關係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 

備註：  

□多貸書籍費＄_____ □多貸校內住宿費＄______ □多貸校外住宿費＄_________ 

□多貸生活費＄______ □少貸學雜費（差額補現）＄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 

                                                                              

承辦單位填寫 

□補繳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851 

□應補繳學雜費＄___________ 

□多貸書籍費＄_____________  

□多貸住宿費＄_____________  

□多貸生活費＄_____________ (需持有低收或中低收證明者) 

□溢貸學雜費＄_____________□備註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內容及存處，僅限於學校與相關服務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

做其他用途。各資告知聲明請參考：http://www.chihlee.edu.tw/files/13-1000-5557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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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學雜費重要通知（碩士班、四技） 

※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方式，請依生輔組最新公告為主!!! 

1. 請同學上網填妥資料並列印，並請同學及家長於申請書上簽名並蓋章，同時備妥

相關證件，於規定日期時繳交紙本申請表及應繳文件（如下方說明）。 

繳件說明可參閱本校新生專區→繳費→各項減免學雜費 

新生專區網址：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2. 依開放填寫「新生資訊系統」填寫完成後，即可進入減免學雜費系統申請。 

系統連結：致理首頁→在學學生→減免學雜費及就貸查詢系統→新生/轉學生登入。 

網址：https://register.chihlee.edu.tw/student/student.html 

3. 經由本組審查後，提前完成申請減免學雜費同學，可於規定日自行至臺灣銀行網

站上列印新的註冊繳費單，並依規定註冊日期完成繳費程序。 

一、減免類別及應繳文件如下： 

減免類別 應繳文件 減免比例 

給卹期內（滿）軍公

教遺族子女 

1. 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或軍人遺族就學證明書（查

驗正本，繳交影本）。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首次辦理者須親自到生輔組辦理。 

依減免數額辦

理 

現役軍人子女 

1. 家長軍人身分證（申請單請詳填職銜）。 

2. 學生眷屬補給證（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3.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4. 父母及本人印章。 

學費 30% 

原住民學生 

1.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須有族籍證明，含詳細

記事）。 

2. 父母及本人印章。 

依減免數額辦

理 

低收入戶學生 

1.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查驗正本，繳交影

本，證明期限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各地公所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

證明書。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學、雜費減免 

全免 

中低收入戶學生 
學、雜費減免

60% 

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https://register.chihlee.edu.tw/student/stud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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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類別 應繳文件 減免比例 

特殊境遇家庭之 

子女或孫子女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

身分證明文件（查驗正本，繳交影本，證明期限須

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學、雜費減免

60%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 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如需重新鑑定，

請繳新的身心障礙手冊，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持有鑑輔會證明文件，可先至本校生輔組#1213洽詢。 

＊年收入總額超過 220 萬元者不得申請減免。 

重度-學雜費減

免全免 

中度-學雜費減

免 70% 

輕度-學雜費減

免 40% 

身心障礙學生 

◎年收入審查條件：未婚者（審查前一年度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年收入） 

已婚者（審查前一年度學生本人與其配偶及學生之父、母之年收入） 

家庭應列計人口說明：  

學生婚姻狀態 未婚者 已婚者 離婚或配偶死亡者 

家庭應計人員 

(關係人) 

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 

已成年：與其父母 
與其配偶 為其本人 

二、注意事項： 

1. 請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申請，逾時或文件不齊者恕不受理（未完成辦理者，須繳

納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用）。 

2. 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學期）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領。 

3. 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不得再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之助學金。 

4. 減免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但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

重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 

＊相關問題請洽生活輔導組： 

聯絡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3 或(02)2256-9762。 

服務地點：忠孝樓 1 樓 生活輔導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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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減免學雜費繳交文件範例：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範例說明-申請身障人士子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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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學雜費重要通知（二技） 

※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方式，請依生輔組最新公告為主!!! 

1. 請同學上網填妥資料並列印，並請同學及家長於申請書上簽名並蓋章，同時備妥

相關證件，於規定日期時繳交紙本申請表及應繳文件（如下方說明）。 

繳件說明可參閱本校新生專區→繳費→各項減免學雜費 

新生專區網址：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2. 依開放填寫「新生資訊系統」填寫完成後，即可進入減免學雜費系統申請。 

系統連結：致理首頁→在學學生→減免學雜費及就貸查詢系統→新生/轉學生登入。 

網址：https://register.chihlee.edu.tw/student/student.html 

3. 經由本組審查後，提前完成申請減免學雜費同學，可於規定日自行至臺灣銀行網

站上列印新的註冊繳費單，並依規定註冊日期完成繳費程序。 

一、 減免類別及應繳文件如下： 

減免類別 應繳文件 減免比例 

給卹期內（滿）軍公

教遺族子女 

1. 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或軍人遺族就學證明書（查

驗正本，繳交影本）。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首次辦理者須親自到生輔組辦理。 

依減免數額辦理 

現役軍人子女 

1. 家長軍人身分證（申請單請詳填職銜）。 

2. 學生眷屬補給證（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3.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4. 父母及本人印章。 

學費 30% 

原住民學生 

1.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須有族籍證明，含詳細

記事）。 

2. 父母及本人印章。 

依減免數額辦理 

低收入戶學生 

1.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查驗正本，繳交

影本，證明期限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各地公所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

證明書。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學、雜費減免 

全免 

中低收入戶學生 
學、雜費減免

60% 

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https://register.chihlee.edu.tw/student/stud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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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類別 應繳文件 減免比例 

特殊境遇家庭之 

子女或孫子女 

1.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

區）公所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

證明文件（查驗正本，繳交影本，證明期限須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學、雜費減免

60%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1. 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如需重新鑑定，

請繳新的身心障礙手冊，查驗正本、繳交影本）。 

2. 關係人戶籍謄本正本（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或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 

3. 父母及本人印章。 

＊持有鑑輔會證明文件，可先至本校生輔組#1213 洽

詢。 

＊年收入總額超過 220 萬元者不得申請減免。 

重度-學雜費減免

全免 

中度-學雜費減免

70% 

輕度-學雜費減免

40% 
身心障礙學生 

◎年收入審查條件：未婚者（審查前一年度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之年收入）。 

已婚者（審查前一年度學生本人與其配偶及學生之父、母之年收入）。 

家庭應列計人口說明：  

學生婚姻狀態 未婚者 已婚者 離婚或配偶死亡者 

家庭應計人員 

(關係人) 

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 

已成年：與其父母 
與其配偶 為其本人 

二、注意事項： 

1.請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申請，逾時或文件不齊者恕不受理（未完成辦理者，須繳納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用）。 

2.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學期）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領。 

3.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不得再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之助學金。 

4.減免補助範圍包含學費、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但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

重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 

＊相關問題請洽生活輔導組： 

聯絡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3 或(02)2256-9762。 

服務地點：忠孝樓 1 樓 生活輔導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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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減免學雜費繳交文件範例：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範例說明-申請身障人士子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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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本校配合教育部「公私立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針對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

元之學生給予就學補助。為進一步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請符合資格之同學踴躍提

出申請。 

※視疫情狀況調整辦理方式，請依生輔組最新公告為主!!! 

★本補助為一學年申請一次，上學期申請（上學期須完成註冊手續），下學期補助。 

★申請說明請參閱下列網址公告 

 系統連結：致理首頁→新生專區→繳費→「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新生專區網址：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111 學年度之申請資格如下： 

申請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不包括七年一

貫制前三年、五專前三年、空中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研究所

在職專班及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7 款對象），於修業年限內之學

生，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合計於 70 萬元內：家庭年所得，指最近一次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戶綜合所得總額。 

2.前一年度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於 2 萬元內：家戶年利息所得，指最近一次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家戶利息所得總額。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且存款

本金未逾 100 萬元者，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由學校審核認定。 

3.前一年度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於 650 萬元內：不動產價值，依計

畫每年送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價值為準。但下列土地或房屋之價值，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扣除：詳細資訊請參考申請須知。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新生及轉學生除外，另論文撰寫階段學生如因前

一學期未修習課程致無學業成績可採計，得以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計算）。 

＊家庭年所得（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利息及不動產總額，應計列人口之計算方式如下： 

1.學生未婚者：A.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B.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注意事項：  

1.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學期)已領有助學金者，不得重複申領。 

2.本項補助範圍包含學分學雜費，但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等就學費用。 

3.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者，不得再申請本計畫助學金。 

＊如果有疑問者，歡迎您至生活輔導組詢問，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3。 

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0,r57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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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您們好！本校依據教育部發布之「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學生健

康檢查，期能了解學生健康狀況，以提供學生更周全的健康關懷與照護。教育部新

修訂規定中載明，若家長或學生本身已知悉罹患下列疾病：心臟病、氣喘、癲癇、

糖尿病、血友病、癌症、精神疾病、罕見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等，應主

動告知學校並填寫於本校健康檢查線上系統「健康基本資料」中，作為在校期間健

康關懷之參考。 

※為簡化健康檢查流程，請於 9 月 12 日開學前上網填寫學生基本資料同時，完

成系統中之健康基本資料、生活形態及自我健康評估項目，網址如下：

https://ns.chihlee.edu.tw/NNSPH/。其餘健康檢查細項，則於體檢當日，由醫護人

員評估後填寫。※當天健康檢查不需空腹。 

請依下列說明完成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日期、時間、地點、項目及費用說明如下： 

一、請於規定期間內，先上網填寫學生個人健康資料（網址如上所示），完成學籍

登錄後，才能於體檢當日進行健康檢查。 

二、檢查日期、時間、地點 

日間部 

(1)新生檢查對象：四技、五專 1 年級、五專 3 年級生、二技、碩士 

(2)時間：11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8:20～16:50，屆時請依衛保組公告梯次前往 

(3)地點：本校圖書館大樓 1 樓藝文中心、B2 自習教室 
  

三、檢查項目： 

    生理檢查、尿液檢查、血液常規檢查、B 型肝炎檢查、肝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

血脂肪檢查、胸部 X 光檢查、牙科檢查、醫師會診(當天健康檢查不需空腹)。 

四、檢查費用：520 元整，請現場繳費。 

五、低收入戶之同學免收體檢費 

（請先備妥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且註明班級、學號、姓名、電話） 

承辦單位：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承 辦 人：曾素婕護理師 

聯絡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5 

感謝您的配合！ 

 

  

健康檢查前的注意事項 

https://ns.chihlee.edu.tw/NNS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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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申請須知 

一、本校設有學生宿舍二棟，新宿舍為套房宿舍，精勤館為雅房宿舍；提供男生 120 個床位（新宿

舍）、女生 472 個床位（新宿舍 292 個床位、精勤館 180 個床位），共計 594 個床位（原則上為

4 人 1 寢，2 人房優先提供身障生使用），另於校外設有圓通雅筑學舍（女生 108 個床位，位於

中和區工專路）；以上宿舍均供日間部遠程學生住宿。 

二、111 學年度住宿費： 

(一)校內宿舍：新宿舍 4 人套房每人 14,000 元/學期、2 人套房每人 20,000 元/學期、精勤館 4 人

房每人 9,500 元/學期，住宿費含水電及網路費，住宿者均須繳納，另繳交住宿保證金 500 元

/人，低收入戶學生可免收住宿費，但須繳交網路費，冷氣使用須另購儲值卡。 

(二)校外圓通雅筑學舍：均為 4 人套房，每人 17,500 元/學期，含水費及網路費，住宿保證金 3,500

元/人，寢室內用電須另儲值卡插卡使用，所有學生均須全額繳交住宿費。 

三、新生住宿申請，請上 https://forms.gle/7Cn1K1fCQPDiMY8E9 填寫相關資料後(病史請詳實填

寫，以利後續關懷)，並於 8 月 12 日（星期五）前附上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寄回軍訓室（以郵

戳為憑），逾期者列入候補；確定住宿名單預訂於 8 月 17 日（星期三）前公布在本校軍訓室網

頁，如放棄床位者於一周內提出申請，並視放棄床位狀況，於一周後公告開放候補。 

四、依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理辦法」第 3 條：本校各學制（不含碩士班）學生除設籍

臺北市、新北市（不含雙溪、平溪、貢寮、金山、石門等偏遠地區）者外，均可提出申請（一

年級新生亦受戶籍地限制），並依下列優先順序分配住宿： 

(一)校內宿舍： 

＊擔任宿舍自治幹部者。 

＊家境清寒並列為縣市政府低（中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可申請免繳（補助）住宿費，但
每學期均須於軍訓室擔任服務工作；未完成服務時數者，自次學期起取消優先住宿資格。 

＊五專前三年級之學生。 

＊外籍生、僑生及越南專班生（外籍生、僑生僅限在本校就讀之前 2 年）。 

＊身心障礙學生，由學生輔導中心審核並奉校長核可者。 

＊原住民學生。 

(二)校外學舍： 

＊外籍生、僑生（第 3 年起） 

＊離外島生。 

     (三)進修部學生住校內宿舍須另案簽請核定。 

申請住宿之本國學生須檢附 3 個月以內有效之戶籍謄本，且設籍在該戶籍地 1 年以上，始得

申請；其餘符合優先住宿條件者，須附相關證明。 

五、一般規定： 

(一)住宿一律以兩個學期計（按學期收費），中途辦理退宿或放棄住宿資格者，不退還住宿保證金。

下學期欲辦理退宿者，須於上學期末公告日期內提出退宿申請，逾期未辦理者以繼績住宿論，

新學期須繳交全部住宿費。 

(二)因故經奉准退宿者，退費事宜依照本校之「休、退學退費作業規定」辦理（學期第一週至第六

週退宿者，退住宿費三分之二；學期第七週至第十二週退宿者，退住宿費三分之ㄧ；學期第

十三週(含)以後退宿者，不予退費）；校外圓通雅筑學舍中途退宿者，不予退費。 

(三)申請住宿者，須遵守住宿規定及公約。 

承辦單位：軍訓室 

聯絡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2          傳真電話：02-2255-3732 

郵寄地址：220305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致理科技大學 軍訓室 

住宿申請 QR Code 

https://forms.gle/7Cn1K1fCQPDiMY8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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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學生宿舍住宿申請表 

□五專部□四技部 

□二技部□進修部 
班

級 
          系(科) 

       年        班 
學

號 
 

姓

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話 

本人： 

家長： 

住家： 

病史 □無  □有，說明：    
意願順序 

＊請在框內填寫 1.2.3 

□新宿舍      □精勤館     □圓通雅筑學舍 

＊男生不能申請精勤館，自治幹部統一分配宿舍 

特殊需求(V) 
＊於床位數允許情況下，調整分配 

＊圓通雅筑學舍僅有 4 人房 

□健康寢室-晚上 12 時關燈就寢  □夜貓子-有打電玩習慣  □皆可 

□2 人房        □4 人房        □皆可                

＊申請宿舍之本地學生請檢附三個月內之有效之戶籍謄本正本(含詳細記事；設籍時間須在申請住宿

前一年)，優先住宿生並請提供申請項目之證明。 

校
內
宿
舍
優
先
住
宿 

□宿舍自治幹部 戶籍謄本，由軍訓室審核。軍訓室認證： 

□ 低 ( 中 低 )  

收  入  戶 

戶籍謄本、鄉、鎮、市、區公所具名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1)村、里、鄰長開立之清寒證明無效。 

(2)證明文件須在有效期限內且須含有學生姓名，申請時須繳交正本。每學期須依本校住宿申請及輔
導管理辦法規定完成服務時數；未完成者，下一學期不予提供住宿。 

□五  專  生 
一至三年級 戶籍謄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新生免附） 

□外籍生、僑
生(前 2 年) 在本校就讀之前 2 年，由國際處審核。 國際處認證： 

□身心障礙生 戶籍謄本、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並由學輔中心審核。 學輔中心認證： 

□原住民學生 戶籍謄本上須足以證明原住民身分。 

校
外
學
舍 

□ 續 住 學 生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由軍訓室審核。軍訓室認證： 

□ 外 籍 生 
  (第 3 年起) 

在本校就讀之第 3 年起，由國際處審核。 國際處認證： 

□離(外)島生 戶籍謄本上須為設籍於離（外）島 1 年(含)以上 

□一  般  生 戶籍謄本 

申  請  規  定 

一、住宿申請以一學年為期限，經申請核可者，依程序繳交住宿費（一律包含網路使用費）及住宿
保證金。中途辦理退宿或放棄住宿資格者，不退還住宿保證金。 

二、校內宿舍以新生申請為優先原則，校外學舍分配二至三年級為原則。 

三、樓層及房號由宿委會統一分配，學期結束時應將私人物品搬離，保持宿舍淨空，寒暑假住宿另
依規定申請。 

四、因疫情等特殊原因需徵用宿舍或調整床位得依當時公告配合辦理。 

五、已詳閱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理辦法與學生宿舍住宿公約，並同意依規定辦理。 

本人已瞭解並同意遵守以上所述事項。此致 

致理科技大學                       學生：           （簽章）家長：            （簽章）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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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其他單位相關訊息 
 

新生先修輔導須知（四技、二技） 

111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先修課程 實施計畫 

課  程 說  明 聯絡單位 

四技部大一新生
磨課師課程 

 

一、修讀對象：日四技全體大一新生 

二、報名日期：111 年 6 月 20 日(一)起至 8 月 26 日(五)

止 

三、修課日期：111 年 6 月 20 日(一)起至 9 月 2 日(五)止 

四、成績公布：111 年 9 月 8 日(四) 

五、選課網站：致理磨課師網站註冊與選讀 

    致理磨課師網站：https://moocs.chihlee.edu.tw/  

六、磨課師 MOOCs 課程共 2 門 

七、鼓勵選讀程，成績通過於開學後可辦理學分抵免 

(修課說明：https://reurl.cc/k1gQrq) 

課務組 

分機 1204 

 

創新數位教學

中心 

分機 1685 

全體新生 

線上自主學習 

課程 

一、修讀對象：日四技、日二技全體新生 

二、實施日期：8 月 2 日(二)至 9 月 2 日(五)止 

三、自主學習課程 

(一)英語線上學習課程 

  1.空中英語教學(中級)：1~10 集 

  2.學習網址：本校語言中心網站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88653.php 

 (二)學術倫理線上課程 ( 18 單元，共 6 小時) 

  學習網址：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https://ethics.moe.edu.tw/ 

  

 

語言中心 

分機 2378 

 

教學發展處 

1809 

 

課務組 

分機 1204 

 

全體新生 

先修輔導課程 

一、 實施對象：日四技、日二技全體新生 

二、 實施日期：9 月 5 日(一) 

三、 實施方式：實體上課 

四、 實施內容： 

(一)各系(科)相見歡(線上 Google Meet) 

(二)英語分級測驗(四技) 

(三)學術倫理測驗(二技、四技) 

(四)致理 i 生活 App 介紹影片(二技、四技) 

(五)致理數位學院操作影片(二技、四技) 

商務管理學院 

分機 4203 

商貿外語學院 

分機 4201 

創新設計學院 

分機 1367 

課務組 

分機 1204 

https://moocs.chihlee.edu.tw/
https://reurl.cc/k1gQrq
https://reurl.cc/k1gQrq
https://reurl.cc/k1gQrq
https://aa100.chihlee.edu.tw/p/404-1002-88653.php
https://ethic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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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學輔導須知（四技、二技） 
 

 

一、實施對象：日間部大學部新生（全體大學部新生均應參加） 

二、實施方式：依疫情狀況實體或線上實施 

三、實施內容：依新生專區公告 

              網址：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4,r578.php 

四、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聯絡電話：（02）22576167 轉分機 1213 或（02）22569762 

https://newstudents.chihlee.edu.tw/p/406-1014-94654,r57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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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英語能力分級測驗（四技） 
 

重點事項： 

一、為配合本校實施英文適性分級教學機制，教務處語言中心訂於新生先修輔導期間

實施英語能力分級測驗，測驗成績將做為適性分級分班上課之依據，所以務請準

時參加。測驗當日無法參加者，請務必於事前向教務處語言中心辦理請假手續，

以便擇期安排補測；未事先請假者，將一律編入基礎班（每週須參加一小時之輔

導課程），且不得異議。若疫情未見趨緩，將以手機簡訊通知新生英語能力分級

測驗調整之方式，請同學密切留意手機簡訊。 

二、多益成績達 700 分以上（或其他相當分數之英文檢定）可申請抵免大一英文（全

學年），申請抵免學生須於上下學期各參加校外英語文相關競賽（由語言中心規

範）1 次或多益口說與寫作測驗 1 次。若於該學期結束前未完成規定者，則取消

抵免資格，並須補修該學分。欲申請者，請填妥「致理科技大學基礎通識英文抵

免申請表（全學年）」（請至教務處語言中心網頁內之「表單下載」專區下載），

並檢附英檢成績單，送交教務處語言中心（人文大樓 4 樓 K46）申請。 

三、教務處語言中心聯絡方式：電話：(02)2257-6167 轉 2378；(02)8258-8389 

                             E-mail：t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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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準大一先修磨課師課程（四技） 
 

～新冠肺炎掀起全球防疫潮，利用暑期先修打好基礎～ 

提供致理準大一新生，以全線上修讀的方式提早體驗大學課程 

入學後可認抵正式學分 

※本課程僅限日四技全體準大一新生修讀 

【課程資訊】 

 張淑萍老師 

企業高呼「數位轉型」，「數位力」成為

職場必備技能。本課程分析了職場所

需之數位應用力，規劃實務數位素養與技能主題，以職場

“真實”情境，教導各種數位應用的必備能力，幫助你在

數位的浪潮下挺身而出。 

 曹祥雲老師.劉勇麟老師.蔡殿偉老師 

邏輯思考是現今世界非常重要的技

術，程式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是 21

世紀核心技能的一部分。如果不想被淘汰，一定要來學學

計算邏輯，本課程用簡單易懂動畫輔以教師解析案例，可

以幫助你學會計算邏輯的核心技巧，也可以培養你在職

場上問題解決的根本能力。 

【修課時程】 

1. 開課平台：致理磨課師 https://moocs.chihlee.edu.tw/ 

2. 報名日期：111 年 6 月 20 日(一)至 8 月 26 日(五)止 

3. 修課日期：111 年 6 月 20 日(一)至 9 月 2 日(五)止 

4. 成績公布：111 年 9 月 8 日(四) 

5. 成績申覆：111 年 9 月 12 日(一)至 9 月 16 日(五) 

若成績公布後，對成績有疑慮者，可於期間內線上申請成績覆查。 

6. 先修磨課師入學身分填報作業：111 年 9 月 12 日(一)至 9 月 30 日(五) 

通過課程結業標準取得完課證明者，請於期間內完成【先修磨課師入學身分填報作業】，可於

每學期末註冊組辦理之磨課師課程學分抵免期間，線上申請學分認抵。 

https://moocs.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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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上課呢？】 

      注意! 請勿使用【學號】註冊帳號修課! 

 註冊致理磨課師 

進入致理磨課師網站，點按右上角的 

【註冊】按鈕並填寫以下資料： 

．帳號：自行創建個人帳號 

．姓名：務必填寫中文全名 

【姓氏+名字】。 

．身分：請選擇【高中職學生】， 

並選擇你就讀的學校。 

．以及密碼、性別、電子郵件。 

 

 

 課程報名 

1. 登入致理磨課師後，在網頁下方【111 準大一先修】 

課程專區，點按有興趣的課程。 

2. 於課程資訊頁點按【報名課程】。 

3. 網頁上方跳出確認視窗，點按【確定】後，即完成 

報名。 

 

 

 開始線上自學 

1. 報名後，可直接點按【上課去】按鈕開始線上自學。 

2. 進入課程後，可先瀏覽【課程公告】，觀看課程說明與注意事

項。 

3. 接著點按【開始上課】觀看課程操作指引，即可開始點選影音教

材進行線上學習！ 

4. 課程中還須參與測驗、填寫問卷、議題討論、繳交作業等，逐項

完成課程活動。 

5. 詳細修課方式請參閱操作手冊： 

https://reurl.cc/k1gQrq 

https://reurl.cc/k1gQ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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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準大一新生先修磨課師課程為【全線上】課程，可依自己的學習進度觀看課程影片、完成測

驗、參與議題討論、繳交作業、填寫課前與課後問卷。並記得要在 111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

前完成所有課程活動喔！ 

2. 成績將在 1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公告在致理磨課師的【課程結業紀錄】中，課程總成績達

60 分以上即可通過課程，取得完課證明。 

3. 請留意各門課程結業標準項目，可隨時至【課程介紹】或【課程公告】觀看： 

 

 

 

 

 

 

 

 

 

 

 

 

 

4. 通過課程取得完課證明的同學，請於開學後至 111 年 9 月 30 日(星期五)前完成【先修磨課師

入學身分填報作業】，才可憑完課證明於每學期末註冊組辦理之磨課師課程學分抵免期間，線

上申請學分認抵。 

5. 相關辦理時間請關注【教務處註冊組】網站與【e 致學一起學】FB 粉絲團最新消息喔！ 

6. 如有任何問題，可私訊 FB 粉絲團【e 致學一起學】或寄信至 b208@gm.chihlee.edu.tw 信箱洽

詢。 

 

 

 

 

～致理科技大學 歡迎您～ 

mailto:或寄信至b208@gm.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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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說明 
 

一、「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為畢業要件： 

(一 )學生須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ethics.nctu.edu.tw/）自行觀看學術倫理課程，並

通過總測驗取得修課證明，始得畢業。 

(二)學生須出示「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之「學

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或免修或相關替代措施等證明，

始得領取學位證書。未完成者，不得領取學位證書。 

二、修課標準： 

課程為線上學習，於「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https://ethics.nctu.edu.tw/）中，共 18 個單元，時數 6 小時。 

三、學生線上學習與檢核方式： 

(一)本課程為 0 學分之必修課程，採網路教學方式實施。 

(二)同學不用自行註冊，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身分選擇「必

修學生」，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學號末 5 碼，即可登入。 

(三)登入後，同學應至「課程專區」上課，系統已預選必修課程，同學須先將課

程全部修畢才能進行總測驗。 

(四)總測驗答對率達 85%以上即為通過。未通過者，可持續於平台中進行測驗，

每天測驗次數至多 5 次，超過 5 次，須隔日始能再進行施測。 

(五)同學完成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後，即可於網站下載修課證明。該課程所獲成績

分數不登錄於歷年成績單。 

四、學術倫理為同學進行報告、作業、專題或論文等學習活動時應謹遵之原則，為

使同學在本校學習一切順利，本校將加強敦促同學於入學後第一個月內(11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學術倫理課程。 

五、教學發展處學習促進組聯絡方式：電話：(02)2257-6167 轉 1811。 

 
臺灣學術倫理 

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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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必修學生」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學號末 5 碼。 

步驟一 

步驟二 
登入後，顯示個人資訊狀態首頁 
※若需修改密碼或電子信箱，請於網站上方點選【個人資

料】。 

修課請選擇 

1 【課程專區】 
2 【我的課表與總測

驗】→【單元名稱】
即可進入教材閱讀，
每個單元教材都附有
練習題，請完成練習
題。 

修讀全部單元後，頁面

下方「總測驗」按鈕會
亮起，點入即可測驗。 

3 通過總測驗即完成學
術倫理教育課程。同
學如有興趣，可至
【課程總覽】修讀其
他與學術倫理相關之
專業單元，增進知
識。 

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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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e 大網站－志願服務培訓課程 12 小時（四技） 

 

親愛的致理新鮮人： 

恭喜你即將成為最具活力、潛力的新鮮人。來到致理，除適應自由學風的校園生活、探索自我

規劃未來、尋覓終身良師益友外，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使命—擔任致理善心大使（投入志願服務的

工作）。 

首先，你需要的是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代表你成為一位合格的青年志工！ 

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需要完成以下培訓課程：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6 小時：基本概念，是成為合格志工的第一步！ 

 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6 小時：進行社會服務所需的重要訓練！ 

志願服務特殊教育訓練課程－6 小時：新生入學輔導中安排。 

請利用暑假期間上網至「臺北 e 大網站」完成上述培訓課程。至於特殊教育訓練課程，本校將

安排於新生入學輔導中完成。所以每位新生在未來一年將可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便能開始累

積志工服務時數，對未來想去國際志工服務者也有幫助！ 

所以，來吧！跟著我的步驟： 

步驟 1 上網搜尋「臺北 e 大」並註冊會員 

請上網搜尋「臺北 e 大」，或是由下方網址找到臺北 e 大的首頁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  

點入連結後再點取上方新手上路，依照其中加入網路會員之流程操作，註冊「台北通【金質會員】」，

申請步驟須實名驗證，請同學務必依相關規定申請加入「金質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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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WEB 網頁版註冊方式】進行實名認證(可使用自然人憑證註冊或身分證驗證註冊) 
★透過【APP 手機版方式】進行實名認證(需下載台北通 APP，且【門號申請人】須與【會員本

人】為同一人，才可使用此驗證方式) 
★若使用【試讀會員方式】登入。使用期限為 1 個月，到期後將刪除資料，使用期間通過學習認

證後，請保存學習證明檔案。 
步驟 2 會員登入 

可選擇兩種不同的會員申請方式，可點選首頁的會員登入之台北通或試讀帳號 

 

步驟 3 登入註冊頁面 

接著就會看到登入頁面，請輸入註冊時所填寫的帳號（如註冊時用手機，則填手機號碼；如果

用 E-mail，則填 E-mail）與密碼；試讀帳號請點註冊，將會得到密碼即可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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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點選同意 

若申請台北通會員完成登入後，會出現第三方應用程式同意畫面，請點選【同意】。 

 

 

步驟 5 登入畫面後，開始選課 

完成台北通會員登入後，頁面將回到台北 e 大介面，請點選左上方的「選課中心」。 

 



34 

步驟 6 搜尋「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名稱 

第一堂課：請於課程搜尋欄中輸入「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選擇→[志願服務]志工基礎教育訓練(6 小時版) 

 

步驟 7 搜尋「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課程名稱 

第二堂課：請於課程搜尋欄中輸入「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 

 

選擇→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高齡志工版)-衛生福利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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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 列印課程證明文件 

證明書取得方式可從【我的課程】中，查詢自己的「學習紀錄」，已完成的課程可勾選列印證

明選項，點擊【列印證明】的按鈕即可列印證明。 

 

步驟 9 學習證明上空白處，請寫班級、學號、姓名、手機號碼、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 

請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及「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高齡志工

版)-衛生福利部提供」各 6 小時課程並通過考試，將可取得 1 張學習證明，右上方會有證明編

號，請將此頁列印下來，新生入學輔導時輔導員會向你收取。學習證明範例如下圖，繳交時請於

左上角寫上班級、學號、姓名、手機號碼、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否則未來無法為各位申請

「志願服務紀錄冊」。 

 

班級：○一 C 

學號：11112345 

姓名：艾致理 

手機：0912-345-678 

出生年月日：95/12/11 

身分證字號：H2232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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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  繳交 1 吋大頭照片，並於照片後面書寫班級、學號、姓名及手機號碼 

背面空白處寫：班級、學號、姓名、手機、身分證字號 

 請給標準 1 吋照片，若提供自行裁切之過大照片，會造成無法蓋鋼印，請留意。 

若使用試讀帳號登入學習課程者，台北 e 大試讀帳號期滿 1 個月將刪除所有紀錄，所以請各位

同學務必完成金質會員註冊或是另行留存相關研習證明，預防萬一！ 

 

 

 

其他說明 

1. 辦理志願紀錄冊必收上述兩項資料：印出紙本台北 e 大課程證明+1

吋大頭照 (皆需要於空白處填寫個資資料)，其中台北 e 大課程證明

亦可用系統繳交，請參考下頁：新生上傳台北 e 大證明操作說明書。 

2. 若您已取得過志願服務紀錄冊，就不需再次進行線上課程訓練；但

請記得攜帶志願服務紀綠冊影本參加致理新生入學輔導，以便輔導員登記及收取。 

3. 若您已通過志工基礎訓練，也無需進行線上課程，可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如研習證書、學習證

明單），請攜帶您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參加致理新生入學輔導，以便輔導員登記及收取。 

4. 若您的證明文件不慎遺失，請重新參與台北 e 大線上課程取得學習證明單。 

5. 完成志願服務培訓相關課程後，服務時數才得以累計，請有要申請相關獎勵的同學特別注意喔！ 

6. 若有台北 e 大系統操作問題，歡迎撥打：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台北通』：1999(外縣市請撥 02-

2720-8889)轉分機 8585 或客服中心專線 (02)2932-0210 分機 341，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8：30~12：00 及 13：30~17：30。 

7. 若有任何志工服務或獎勵的問題，歡迎撥打電話(02)2256-5134（專線）或2257-6167轉分機1514，

找課外活動指導組倪老師詢問，謝謝您的合作！ 

暑期上班時間：週一～週四 9：00-16：00。 

~~~致理科技大學  課外活動指導組  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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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上傳台北 e 大證明操作說明書 

1. 請至「致理科技大學」首頁，點選「在校學生」，將頁面往下滑，再次點選「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 

 

 
2. 進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後，點選頁面上方「我要登入」，輸入您的帳號(學號)、入口網站

之密碼、驗證碼及按下「確認送出」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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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登入後，請點選頁面上方「志願服務記錄」。 

 

4. 點選並成功進入後，請點選「台北 e 大課程記錄」，並按下「新增」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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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下「新增按鈕」後，出現下面資料輸入畫面。請填寫「參與學年度」(輸入 111)、「參與學

期」(輸入 1)「科系名稱」、「學校名稱」、「學號」、「姓名」、「身份證字號」、「性別」、「出生

年月日」、「認證時數」(皆為 12 小時，因此輸入 12)、「證書字號」並上傳證書至「證書圖

檔」。確認資料無誤後，請按下「確認修改」 

 
備註：「證書字號」輸入下圖紅色框框之數字。 

 
6. 完成後，會出現「新增成功」通知，按下確定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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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師成長交流座談會邀請函（四技） 

 

親愛的家長：  

    您好！貴子女以優異成績至本校就讀，深表歡迎。本校創校迄今，向

本嚴管勤教之教育理念，為國培養專技人才。今後貴子女在本校學習端賴 

貴家長之全力配合與協助。茲為加強貴家長對學校校務之瞭解，並與系主

任及班級導師之雙向溝通，本校特訂於 111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舉辦「親師成長交流座談會」，屆時敬請撥冗參加，

至為感荷。 

本次親師成長交流座談會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為：致理科技大學

首頁下方之「近期活動焦點」中點選「親師成長交流座談會」。為統計出

席人數，並準備座談會資料，請貴家長務必於 9 月 9 日（星期五）前完

成線上報名，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如意 

      

 

 

致理科技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敬啟 

 報到地點為本校綜合教學大樓 1 樓中庭(視疫情狀況調整) 

校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若有疑問，請洽詢學生輔導中心 02-6621-5550/02-2257-6167 轉分機 1228） 

報名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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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抵免學分申請公告 
 

主 旨：辦理新生抵免學分申請有關審查事項。 

依 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辦理抵免申請者為本學年重考入學之新生，凡原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可申

請抵免。 

二、辦理程序及日期如下，請務必於期限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事後亦不得以

任何理由申請補辦。 

      （一）碩士班、四技新生 

1.申請日期：開學實際到校後 1 週內 

2.填表須知：通識課程請洽詢通識教育學部辦理抵免 

其他科目請洽詢各系辦公室辦理抵免 

            3.體育不可辦理抵免 

4.高中（職）及五專一至三年級科目不得辦理抵免 

5.碩士班限碩士先修課程或碩士班課程 

6.抵免學分數之限定：四技一年級新生至多抵免 30 學分 

碩士班至多得抵免就讀碩士班規定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不含論文） 

7.請將填妥之學分抵免申請表及原校成績單正本乙份遞交各系辦公室，逾

期不予受理。         

      （二）二技新生 

1.申請日期：開學實際到校後 1 週內 

2.填表須知：通識課程請洽詢通識教育學部辦理抵免 

其他科目請洽詢各系辦公室辦理抵免 

3.五專、二專及大學部四年制一至二年級科目不得辦理抵免 

4.抵免學分數之限定：二技三年級新生至多抵免 34 學分 

5.請將填妥之學分抵免申請表及原校成績單正本乙份遞交各系辦公室，逾

期不予受理。 

                                    

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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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選課須知 
 

 

 

 

＊系統於每日 16:00~16:15 進行資料交換，資料交換期間選課系統暫停服務＊ 

選課流程 時    段 說      明 

新生選課 

第 1 階段 

所有學制新生 

8 月 25 日(四)至

8 月 29 日(一) 

9：00～23：59 

一律網路加（退）選課 

請登入選課網址：http://csportal.chihlee.edu.tw  

帳號即為學號，密碼即為入口網站的密碼，第 1 次登入請輸入身

分證統一編號 （第 1 碼英文字母請大寫） 

1.四技新生： 

(1)僅應日系新生須加選該年級之選修課程 

（請同學參見所屬系科應修科目表） 

(2)原班級必修課程已由系統自動轉入，新生不需加選必修課程 

2.二技新生： 

(1)二技新生須加選「選修通識」 

(2)本階段僅開放新生加選原班級之選修課程 

(3)原班級必修課程已由系統自動轉入，新生不需加選必修課程 

3.碩一新生： 

(1)本階段僅開放新生加選原班級之選修課程  

(2)原班級必修課程已由系統自動轉入，新生不需加選必修課程 

4.本階段選課結束後，各系視選修人數決定課程開（關）課，請 

同學上網查詢選課結果 

新生選課 

第 2 階段 

9 月 8 日(四) 

14:00~23:59 

9 月 9 日(五)至 

9 月 16 日(五) 

9:00~23:59 

【注意事項及特殊需求】 

1.請於本階段選課結束前上網確認個人選課紀錄，逾期則無法辦

理加（退）選，並請同學自行檢查是否有超修或學分不足等情

形 

2.跨學院選課學生須於開學後至系（科）、中心辦公室提出申請，

經系（科）、中心主任同意後，以人工作業方式辦理 

http://csporta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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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課 程 Q & A  

◆選課要選些什麼? 

(一)系（科）專業選修課程 

(二)四技部學院合開之選修課程 

(三)二技部須加選「選修通識」 

◆關於選課的相關資料哪裡可以查詢? 

(一)開課資料及課程授課大綱 

致理首頁→在校學生→課程資訊系統（課表查詢）→點選「開課資料查詢」，再依個人需求點選

欲查詢的課程資料 

同學可利用此系統查詢欲加選課程之教學計畫表、課程綱要等課程資訊，俾於選課前瞭解欲選

讀課程的教學內容 

(二)我忘了選課密碼 

致理首頁→行政單位→圖書資訊處→表格下載→依規定完整填寫[電子郵件帳號密碼處理申請

表]→送交圖書資訊處管理資訊組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6 樓，分機 1286）處理；或該帳號擁

有人須攜帶本人的學生證，親至圖書資訊處管理資訊組辦公室辦理重置密碼事宜 

◆我可以修幾學分? 

各學制各年級每學期可修習總學分數上下限如下表： 

學   制 年   級 
學期（必修+選修） 

最少至最多修業學分數 

選修課最低 

開課人數下限 
備     註 

碩士班 
一 4 至 18 學分 

3 人以上開班  
二 由各系所核定 

二技 
三 16 至 25 學分 1.大學部依各系各年

級班級數開班： 

1 班 20 人開班 

2 班 25 人開班 

3 班 30 人開班 

2.專科部 25 人開班 

3.通識、體育課程 50

人開班 

4.第二外語 40 人開
班 

5.院選修 40 人開班 

修習以下課程之學
分數可外加於修習
學分數上限，亦可包
含於修習學分數下
限： 

1.校內、校外實習 

課程  

2.各學院開設之深
碗課程（4-6 學分） 

四 9 至 25 學分 

四技 

一 16 至 25 學分 

二、三 16 至 25 學分 

四 9 至 25 學分 

五專 

一、二、三 20 至 32 學分 

四、五 12 至 28 學分 

◆你準備好開始選課了嗎? 有些事你不能不知道： 

(一) 日間部各學制上課節次為九節課，提醒同學妥善規劃午間休息與用餐時間。 

節次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時間 
8:20 

| 

9:10 

9:20 

| 

10:10 

10:20 

| 

11:10 

11:20 

| 

12:10 

12:20 

| 

13:10 

13:20 

| 

14:10 

14:20 

| 

15:10 

15:20 

| 

16:10 

16:20 

|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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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課流程 

致理首頁→在校學生→學生選課系統→登入選課系統→開始選課作業→個人帳號、密碼→開

始選課→選好後，查詢「個人選課紀錄」是否加退選成功→線上確認「個人選課紀錄」 

(三) 跨部、跨校選課規定： 

1.所有選修課程皆不得跨部別修課。畢業班學生若因特殊原因需跨部、跨校修課時，請於第 3

階段至系（科）、中心辦公室以人工作業方式辦理加選，且須經系（科）、中心主任同意後，

始得承認該課程學分數。相關規範請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學生校際選課辦法」及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2.請勿重複修習已修習過之課程或未來所屬系上規劃之課程，否則該課程不予認列學分數（不

論必修或選修課，相同課程名稱皆不得重複修習）。因此，建議同學選修他系課程前，須事

先與系上確認，以避免學分承認與否之爭議。 

◆如果錯過了選課時間怎麼辦： 

(一)依學生手冊【學生選課辦法】第 3 條規定逾期不予受理。未辦理「第 1 階段選課」者，可於「第

2 階段選課」辦理，但只能加選已確定開課且尚有餘額之課程。 

(二)未加選成功的科目，即使有上課的事實，仍視同未選課。 

(三)已加選課程不得申請人工退選，加選後不去上課者，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而個人缺曠紀錄（扣

考、退學）及學業成績將受影響（學則第 26 條規定）。 

◆衝堂： 

(一)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學期成績均以零分計算。 

(二)請同學特別留意選課系統所呈現的警示資訊，以免影響個人選課權益。 

◆遠距教學課程： 

(一)遠距教學是指師生透過電腦網路與數位教學平台，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 

(二)遠距教學課程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若有遠距教學課程問題，

可洽進修部課務組，分機 1244）。 

◆注意事項： 

(一)若有違反選課相關規定，由教務處及各系（科）視情節輕重，給予申誡以上處分。 

(二)如蓄意破壞、刪改他人選課紀錄，明顯觸犯刑法之毀損罪及個人電腦資料保護法，應負相關刑

事或損壞賠償責任，並接受校規懲處，後果相當嚴重，切勿以身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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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完畢注意事項： 

停修： 

(一)申請資格：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期中成績 49 分（含）以下科目為限；但有下列情

況者，不在此限： 

(1)學生於當學期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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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以上者，得依「學生選課辦法」針對不及格科目提出申請辦理停修。 

(2)學生因重複修習課程，經系上認定者。 

(3)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如有適應不良等特殊因素，經開課系（科）與職涯發展

暨校友服務處同意者。 

(4)學生修習「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於修課期間通過其所屬之系（科）、中心訂

定之「英語能力檢定」通過標準者。 

(二)停修作業於期中考試結束一週後開始辦理，並以申請一次為限。申請停修學生應於停修作業開

始二週內完成申請，並送交教務處課務組；惟停修後之修讀總學分數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當學

期最低修習學分數。「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停修須於第 17 週結束前完成申請。 

(三)課程停修前已缺曠之紀錄，不得註銷。同學可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查詢停修結果，

在未確認前，同學仍須到班上課；若無故不到課者，個人缺曠紀錄將受影響。詳細規則請參閱

「學生選課辦法」，或洽詢教務處課務組。 

 

扣考：請詳細確認網路「個人選課紀錄」，並準時到班上課，同學須隨時留意個人缺曠課紀錄（扣

考規定請詳閱學則第 54 條及附設專科部學則第 47 條規定）。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學生校際選課辦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諮詢電話 

學校總機：(02)2257-6167、2257-6168 

商務管理學院：企管系服管碩士班 1704、企管系 1238、財金系 1237、會資系 1240、行管系 1358、 

休閒系 2325 

商貿外語學院：國貿系碩士班 1239、國貿系 1239、應英系 2241、應日系 2353 

創新設計學院：資管系 1313、商管系 1366、多設系 1360 

體育組 1232、軍訓室 1212、通識教育學部 2316 

日間部課務組 1204、日間部註冊組 1205、進修部課務組 1244、進修部課務組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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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相 關 資 訊 系 統  

一、入口網站 http://info.chihlee.edu.tw：同學可於「入口網站」之「應用系統」項目連結至下列

與同學相關的資訊系統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 

提供同學查詢成績、曠缺、獎懲及歷年學習紀錄，同學可利用此系統瞭解並規劃學習歷程，

並配合個人未來職涯規劃，瞭解各類相關專業證照，增加職場競爭力。 

 學生資訊系統 

系統內提供同學點選「申請停修」、「申請學分學程」及「教學評量」等線上填寫作業。 

 致理數位學院 

這是一個虛擬的學習平台，提供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網路線上教室，老師可於系統內置放教

材、安排考試、作業等等，當然也少不了線上教學的特殊活動，包括討論與聊天等，讓同

學除了在學校上課外，離開學校後，仍可以進行課業的線上學習。 

 課程學習隨選視訊系統（VOD） 

學校目前已有許多課程教學影片上傳至 VOD 平台，利用這個平台，同學不僅學習個人功

課表內的課程外，也可以自由點選自己有興趣的課程，藉由平台上的教學影片來進行學習。 

 關心 e 起來：這是班級導師與同學之間的輔導聯繫網路平台。 

 減免學雜費及就貸查詢系統：同學申請減免學雜費或就學貸款皆須登入此系統填寫資料。 

（「應用系統」項下，還有許多語言學習資訊平台，同學可多加利用網路資源進行學習） 

二、學生選課系統 http://csportal.chihlee.edu.tw：同學各學期選課，不論是選修（含通識）或必修

課加（退）選，皆須利用此系統來進行選課作業。 

三、課程資訊系統 http://coursequery.chihlee.edu.tw/CourseQuery/：同學可利用此系統依學制、教

師、班級課表、課程名稱、時間、教室查詢、教學計畫表及課程綱要等課程相關資訊，以方便

同學選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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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選課說明（四技、二技） 
 

ㄧ、通識教育介紹 

    本校通識課程規劃，係以生命教育為核心，以服務學習為主軸，透過身教、言教、境教及制教，

並融入品德教育及服務學習的精神與方法，培養學生尊重與關懷的生命態度，以期達到自愛、自信、

自尊，兼具終身學習的習慣，並且能夠熱愛生命，成為專業與通識素養並重，身心靈健全的致理人，

課程培育機制與校訂素養與基本能力關聯圖，如下圖所示： 

 

圖 1  本校通識課程與校訂素養與基本能力培育機制 

    通識課程分為正式結構式課程與非正式潛在課程，正式課程架構，係以跨領域學程理念規劃整

體通識課程；以「核心通識」課程為中心，貫通基礎通識課程、博雅通識(選修通識)課程及專業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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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潛在課程規劃有藝文沙龍、學務活動、環境教育，及體驗學習、服務學習等博雅學習活

動，以契合生命教育之核心理念，營造友善的人際氛圍與學習環境；並以「行動實踐自主學習」整

合博雅教育課程活動與內容，引導學生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與終身學習的能力。通識課程結構圖，

如圖 2 所示： 

圖 2  日四技通識課程結構圖 

本校整合通識教育正式課程與非正式潛在課程成效卓著，屢獲教育部獎勵： 

    ★連續 12 年（100 至 111 年度）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108-110 年度再度續獲「三好校園實踐學校」，兩度獲得「三好校園典範學校」的殊榮。 

★榮獲教育部 109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就學協助機制」績優學校。 

★榮獲教育部 109 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品德影音（微電影）優秀作品。 

★教育部 107 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 

二、通識課程選課說明 

(一) 111 學年度四技部入學新生通識課程應修學分數說明 

四技部學生在校期間至少應修習通識課程 28 學分始能畢業，且應涵蓋： 

1. 基礎通識 16 學分/16 學時：包含國文（4 學分/4 學時）、多元敘事應用（2 學分/2 學時）、

英文（6 學分/6 學時）、體育（4 學分/4 學時）必修課程。 

課程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基礎通識 

(共 16 個學分/ 

16 學時) 

國文 4 4 

多元敘事應用 2 2 

英文 6 6 

體育 4 4 

 

 

基礎通識16 國文 (4)
多元敘事

應用(2)
英文 (6)

體育

(4)

核心通識

2/3H

生涯規劃

與發展 (2)

環境服務教

育與實作

(0/1H)

選修通識

10

人文藝術

(2-4)

社會科學

(2-4)

自然科學

(2-4)

創意跨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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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通識 2 學分/3 學時：包含生涯規劃與發展（2 學分/2 學時）、環境服務教育與實作

（0 學分/1 學時）必修課程。 

課程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核心通識 

(共 2 學分/3 學時) 

生涯規劃與發展 2 2 

環境服務教育與實作 0 1 

3. 選修通識 10 學分/10 學時：包含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創意跨域，每類選修

2-4 學分，合計 10 學分。 

課程別 領域別 學分數 上課時數 

選修通識 

(共 10 學分/ 

10 學時) 

人文藝術類 2-4 2-4 

社會科學類 2-4 2-4 

自然科學類 2-4 2-4 

創意跨域類 2-4 2-4 

(二) 111 學年度二技部入學新生通識課程應修學分數說明 

二技部學生在校期間至少應修習選修通識課程 10 學分（包含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自

然科學類、創意跨域類，每類選修 2-4 學分）始能畢業。 

課程別 領域別 學分數 上課時數 

選修通識 

(共 10 學分/ 

10 學時) 

人文藝術類 2-4 2-4 

社會科學類 2-4 2-4 

自然科學類 2-4 2-4 

創意跨域類 2-4 2-4 

(三) 二技與四技選修通識選課流程說明 

1. 通識選修課程安排在不同的時段（目前擬訂為星期二下午、星期三 6、7 節與星期五上

午），但各系基於專業課程之需要，得於該時段安排各系專業課程。 

2. 二技與四技學生選修「通識選修」之課程選課作業流程，請參考本校選課須知之規定。

相同科目，不得重複選修。 

3. 選修通識並無學期修課限制（四技一年級除外），學生於畢業前修滿各類規定學分即可。 

4. 通識教育學部所開設之通識選修科目為二技與四技學生共同選課，故選修通識科目為

二技、四技共同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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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分學程一覽表 
學程的修讀，能培養自己多元跨域的能力，學校鼓勵同學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讀。可於一年級

下學期線上提出申請修讀【跨域學院、學分學程或微學程】，各學程課程規劃特色與選課方式等相

關資訊與規定，可至各主辦單位或教務處跨領域學習中心網頁查詢。 

111學年度 

學院 
學分學程 微學程 

名稱 主辦單位 名稱 主辦單位 

 MICE雙語 行管系 會展與快閃活動行銷 行管系 

 FinTech 財金系 高資產財富管理 財金系 

   智能投資創新應用 財金系 

   大數據與金融監理 會資系 

   金融數位行銷 財金系 

   銀行授信與不動產鑑價 財金系 

 服務創新商業模式 企管系 商業模式創新創業 企管系 

商務管理 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企管系 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企管系 

 網實通路整合 行管系 新零售營運 行管系 

  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 休閒系 

  咖啡與創意飲食經營 休閒系 

  租稅規劃 會資系 

  整復推拿調理養生 休閒系 

  橘色產業服務 企管系 

 金融雙語行銷跨域學院 商管學院   

   拉丁美洲商貿 國貿系 

 區域商貿 國貿系 東南亞商貿 國貿系 

商貿外語   日本商貿 應日系 

 國際空勤服務 應英系 --  

 外貿數位科技 國貿系 智慧商貿 國貿系 

 全英語國際商務跨域學院 商貿學院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 資管系 智慧雲端行動科技 資管系 

 翻轉農業明日餐桌 資管系 明日餐桌 資管系 

 跨境電子商務 資管系 多元文化跨境電商虛實整合 資管系 

創新設計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商管系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商管系 

  創業家能力 商管系 

  新媒體傳播 多設系 

  全方位整合性行銷 商管系 

  互動媒體 多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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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104.10.22  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8.05.16  107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9.03.12  10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109.11.26  109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 

110.06.24  109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111.05.19  11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第 1 條 為考核及了解學生在本校修業期間之英語學習成效，並將該評量結果做為加強教學的重

點，據以做為調整課程之安排，以提升本校學生在就業或升學時的競爭實力，增進其生

涯發展機會與潛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英語能力檢定」為壹學分零上課時數之必修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但得列為畢業門

檻。取得前項課程學分方式如下： 

一、非應用英語系： 

（一）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四技新生參加本校認可機構之英語能力考試成績(以下以新

制多益為例)達下列標準者： 

1.國際貿易系：達 550 分以上。 

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達 500 分以上。 

3.其餘科系：達 400 分以上。 

4.102 和 103 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新生成績須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

架構(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A2+(普級)以上。 

（二）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四技新生取得全英語專業課程(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學分達下列標準者： 

1.國際貿易系：達 12 學分。 

2.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達 10 學分。 

3.其餘科系：達 8 學分。 

（三）參加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成績及格者。 

二、應用英語系： 

（一）自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日四技新生成績須達 CEFR B2(高階級)以上。 

（二）參加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成績及格者。 

三、為提升進修部各系及五專部各科新生之英語文學習成效，各系(科)得依發展特色與就業需

求彈性選擇開設「英語能力檢定」課程，並訂定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之通過標準。 

第 3 條 本校認可之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類別如下：托福紙筆測驗 (TOEFL-ITP)或托福網路化測驗

(TOEFL-iBT)；全民英檢(GEPT)；多益測驗(TOEIC)；多益普及(TOEIC Bridge)；國際英

語(雅思)測驗(IELTS)；劍橋國際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

測(Linguaskill Business)；劍橋領思實用英語檢測(Linguaskill General)；外語能力測驗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F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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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語能力檢定之認抵限成績單上之「測驗日期」為入學當年度 8 月 1 日起至畢業前有效。 

二、上述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類別之通過分數標準(如附表)，得授權各系(科)視實際情況酌予調

增。 

第 4 條 本校學生採計「英語能力檢定」課程作業方式如下： 

一、本課程由學生於在學期間參加第 3 條其中一項英語能力檢定考試，並且將符合各系(科)訂

定成績標準之成績單影本驗證登記即可(成績單影本若與正本不符，學生須自負相關法律

責任)。 

二、本校學生依各系畢業門檻之規定，如未能於最高年級開始上課前通過英文檢定者，得於最

高年級修習「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0 學分 2 小時)，並於修課結束前，參加一次正式

英檢測驗，如課程考核及格，得採計為「英語能力檢定」課程成績。 

第 5 條 「英語能力檢定」課程成績登錄方式如下： 

一、上述各項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如達各系(科)訂定之最低標準者，成績單上將以「P」

(Pass)登錄為「英語能力檢定」課程的學業成績，未達各系(科)所訂定之最低標準者，將以

「F」(Fail)登錄為「英語能力檢定」課程的學業成績。 

二、本校教務處語言中心針對日間部未能通過上述任一英檢能力考試之畢業班學生，於每學期

開設有「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輔導課程。修畢「語言測驗輔助教學」、成績考核及格且符

合規定者【教務處語言中心將以「P」(Pass)登錄為「語言測驗輔助教學」之課程成績】，

經教務處語言中心驗證後，方可以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抵免「英語能力檢定」課程學分，

並將該課程的學業成績登錄為「C」(Conditional Pass)。 

(一) 為有效利用教學資源，一經選定「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者，不得任意退選，亦不可任

意缺課，若本課程之缺曠課時數累計超過總上課時數之 1/3 者，該課程一律以「F」

(Fail)登錄為「語言測驗輔助教學」的課程成績。惟學生若於修習本課程期間通過其所

屬之系(科)訂定之通過標準，得檢附測驗成績證明，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停修該課

程。 

(二)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之開課方式依本校補救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學生之選

課、上課及成績考核方式另依教務處語言中心訂定之「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輔導課程

執行要點辦理。 

三、本校各系(科)得針對未能通過上述任一英檢能力考試之進修部四技部四年級學生開設單學

期之補救教學課程以抵免「英語能力檢定」課程學分。 

(一) 修習上述之補救教學課程者，還必須於該課程結束前再次報考校外或校園專案英語能

力檢定考試，並且於學校結算畢業成績前取得成績證明，方可取得該課程學分者並視

同通過「英語能力檢定」，取得畢業資格之一。 

(二) 修習上述之補救教學課程者，學生若於修習本課程期間通過其所屬之系(科)訂定之通

過標準，得檢附測驗成績證明，向進修部課務組申請停修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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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英語能力檢定」、「語言測驗輔助教學」或各系(科)開設之補救教學課程皆不計入畢業學

分，並不列計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上限。 

第 7 條 「語言測驗輔助教學」課程其他相關規定如下： 

一、選擇參加校外或校園專案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而不選擇修習「語言測驗輔助教學」或各系

(科)與進修部開設之補救教學課程者，若發生未通過上述任一英檢考試而導致延畢之情

事，學生須自行負責。 

二、因上述情況延畢時，須於延畢期間選修「語言測驗輔助教學」，並在課程結束前，參加一

次正式英檢測驗，且該課程考核及格。 

三、「語言測驗輔助教學」之授課教師以本校專、兼任教師為原則，授課鐘點費依本校規定支

領。若專、兼任教師中無適任者或因課程特別需求，得專案簽請業界人士擔任，授課鐘點

費依本校規定支領。 

第 8 條 英語能力檢定證照之獎勵，悉依本校證照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9 條 本辦法經英語文教育諮詢委員會議審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之第 2 條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得溯及既往至 104 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新

生。 

 

 

附註： 

一、110 學年度起新增多益普及測驗(TOEIC Bridge) 73 分為日四技非應用英語系畢業門檻，CEFR 

B1 為國際貿易系及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門檻。 

二、各項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相關網址： 

（一）TOEFL ITP http://www.toefl.com.tw 

      TOEFL iBT http://www.ets.org/toefl 

（二）TOEIC Bridge / TOEIC http://www.toeic.com.tw  

（三）IELTS http://www.saec.edu.tw/test/IELTS.html  

（四）全民英檢 http://www.lttc.ntu.edu.tw/GEPT.htm 

（五）FLPT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六）BULATS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bulats/bulatsmain.htm 

（七）Cambridge Main Suite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S/MSmain.htm 

 

  

http://www.toefl.com.tw/
http://www.ets.org/toefl
http://www.toeic.com.tw/
http://www.saec.edu.tw/test/IELTS.html
http://www.lttc.ntu.edu.tw/GEPT.htm
http://www.lttc.ntu.edu.tw/FLPT.htm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bulats/bulatsmain.htm
http://www.lttc.ntu.edu.tw/cambridge/MS/MS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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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指標標準表 

類別 

項次 

英語能力檢定 

考試類別 

畢業指標標準 

CEFR A2 (CEFR) A2+ 

非應用英語

系 

畢業門檻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畢業門檻 

國際貿易系 

畢業門檻 

CEF B1 

應用英語系 

畢業門檻 

CEF B2 

一 

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 
337 分以上 

391-399

分 

400 分以

上 
417 分以上 

460 分以

上 

543 分以

上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n/a 21-23 分 24 分以上 31 分以上 42 分以上 72 分以上 

二 
多益測驗 

TOEIC 

225 分以上

(聽力 110 分

以上且閱讀

115 分以上) 

350-395 分 400 分以上 500 分以上 

550 分以上

(聽力 275 分

以上且閱讀

275 分以上) 

785 分以上

(聽力 400 分

以上且閱讀

385 分以上) 

三 

國際英語 

(雅思)測驗 

IELTS 

3 級以上 3.5 級以上 3.5 級以上 4.0 級以上 4.0 級以上 5.5 級以上 

四 

全民英語能力分

級檢定測驗

GEPT 

初級複試以

上 

中級初試 

160 分以上 

中級初試 

169 分以上 

中級初試 

185 分以上 
中級複試 

中高級複試 

及格 

五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三項筆試總

分 105 分暨

口試級分 S-

1+以上 

三項筆試總

分 120-124

分暨口試級

分 S-1+以上 

三項筆試總

分 125-135

分暨口試級

分 S-1+以

上 

三項筆試總

分 136-150

分暨口試級

分 S-1+以上 

三項筆試總

分 150 分暨

口試級分 S-

2 以上 

三項筆試成

績 195~239

分暨口試成

績 S-2+ 

六 

劍橋領思職場

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Business 

120 分 130 分 132 分 137 分 140 分 160 分 

七 

劍橋領思實用

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General 

120 分 130 分 132 分 137 分 140 分 160 分 

八 

劍橋大學英語能

力認證分級

Cambridge Main 

Suite 

Key English 

Test (KET)

以上 

Key English 

Test 90%以

上(KET B1)

或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45-52% 

(PET A2) 

Key English 

Test 95%以

上(KET B1)

或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53-

69%(PET)

以上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以上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以上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CE) 

總分達 60%

【即 120 分

以上者(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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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車輛停車管理辦法 
  

94.03.23  93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12.22  9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3.03.06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4.08.24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管制出入本校校園之車輛、維護教職員工生之安全、保持校園寧靜及環境景觀，特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汽、機、腳踏車之管理單位為總務處，設有專責管理人員擔任管理工作。 

第 三 條  進入校園之車輛，應遵守校內標誌、標線之指示與規定行駛、停放，並遵守管理人員

之指揮。 

第 四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得憑汽、機車停車證，將汽、機車停放於指定停車場內，並設置身心障

礙者專屬停車位，以方便其停車。 

第 五 條  本校停車位僅供車輛停放，不負保管責任。 

第 六 條  使用人對於各項設施，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因故意或過失造成各項設施損

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章 汽車管理 

第 七 條  本校核發之汽車停車證，種類如下： 

一、教職員工汽車停車證。 

二、兼任教師汽車停車證。 

三、學生汽車停車證。 

四、外賓、學生家長、廠商臨時汽車停車證。 

第 八 條 教職員工於每學年結束、學生於每學期期末（新生為入學期初）時，可向總務處事務

組提出汽車停車證之申請，每人限領乙證，並張貼於前擋風玻璃右下方，以資識別。

教職員工生臨時如有需求，得隨時提出申請，離職、離校時應將該證退還。 

第 九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得憑汽車停車證將自用汽車停放於地下停車場。外賓、學生家長、廠

商車輛應向警衛室辦理登記，領取臨時汽車停車證後，停放於地下停車場或其他指定

之臨時停車位置。 

第 十 條  教職員工如因公務或或特殊原因需隔夜停放者，應於停車前 3 日洽總務處事務組登記；

如係長期隔夜停放，概依本辦法第十六條辦理。 

第十一條  除情況特殊者外，校區內之操場、草地、球場、教學區及未劃停車位之道路旁等一律禁

止任意行駛及停放。 

 

第三章 機車管理 

第十二條  本校核發之機車停車證，種類如下： 

一、教職員工機車停車證。 

二、兼任教師機車停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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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機車停車證。 

四、外賓、學生家長、廠商臨時機車停車證。 

第十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除身心障礙者或公務需要特許停放指定位置外，機車一律由漢生西

路（誠信館左側）之側門進出，並停放於地下停車場，外賓、學生家長、廠商機車於

換妥會客證後，停放於大門警衛室旁之機車停車場內。 

第十四條  教職員工於每學年結束、學生於每學期期末（新生為入學期初）時，可向總務處事務

組提出機車停車證之申請，每人限領乙證，張貼於機車車牌明顯處。教職員工生臨時

如有需求，得隨時提出申請，離職、離校時應將該證退還。 

 

第四章 腳踏車管理 

第十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之腳踏車，一律停放於綜合教學大樓左側，沿圍牆一線排列整齊，不得

停放其他處所。 

 

第五章   收費、退費標準 

第十六條  本校汽、機車停車之收費標準如下：汽車停車費：（一）日間部學生每人每學期 5,000 元，

夜間部學生每人每學期 2,500 元，其餘各學制學生（含暑修生）得依其在校時間，參照

日間部收費標準予以收費；學生之收費，以一學期為一期（8 月 1 日起至翌年 1 月 31

日止及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各為一期）。（二）教職員工汽車於夜間 22：00 至翌日

07：00 停放者，可選擇每月一繳 2,500 元；或每學期繳 9,000 元；或每學年繳 16,000 元。

若臨時停放，經專案核准後，免予收費。機車停車費：日間部學生每人每學期 300 元，

其餘各學制學生（含暑修生）得依其在校時間，參照日間部收費標準予以收費；學生

之收費，以一學期為一期（8 月 1 日起至翌年 1 月 31 日止及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

止各為一期）。身心障礙之學生，得憑其身心障礙手冊，向總務處辦理免費優惠。外賓、

學生家長、廠商之汽機車臨時停車免予收費。 

第十七條  汽、機車停車費繳交後，如有中途申請退費者，應繳回停車證，並得比照「學生休、退

學退費之標準」，申請辦理退費。 

第十八條  汽、機車停車證如有破損、遺失、被竊或車主異動時，應至總務處事務組登記並換取新

證，另酌收工本費。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持有本校汽、機車停車證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撤銷停車證，並停止辦理下期新證： 

一、將汽、機車停車證轉讓、出借、塗改、變造或虛報遺失者。 

二、不遵守停車規定，經勸阻拒不改善者。 

學生違反本條第一款事項時，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處理。 

第二十條  停放於停車場久未移動之車輛（含無牌照汽、機車），經總務處事務組清查通知乙週以

上仍未移動者，視同無主車輛，得委由新北市環保局處理。 

第廿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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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地下停車場管理要點 
                                                      

94.10.13  9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3.06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4.08.24  104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8.06.06  107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正 

 

一、為有效管理本校地下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特訂定本要點。 

二、停車場之管理，由總務處事務組負責，車輛駕駛人須配合現場管理人員引導及指示標誌行駛。 

三、停車場開放時間為上課（班）日上午 6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30 分。 

四、汽車識別證應放置駕駛座左側擋風玻璃明顯處，機車識別證應張貼於車尾，俾利查驗。進入停

車場前，車輛駕駛人應自行開啟大燈，以維安全。 

五、臨時停車使用對象、開放時間規定如下： 

（一）對象：僅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專案活動或核備在案之會議出席人員。 

（二）開放時間：上課（班）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   

六、汽機車如需臨時隔夜停放，須向總務處事務組先行登記；未依規定辦理者，車輛逕行加鎖處理

（住宿生機車不在此限）。 

七、各行政單位辦理各項活動或舉辦會議時，如需使用臨時停車位，請填寫「外賓進出、車輛停放

通知」，由單位主管鈐印後，於活動前 3 天送至事務組管制。 

八、車輛應依劃定之停車格停放，未依規定停放或無車輛識別證者，管理人員可逕行加鎖，開鎖費

用汽車每輛 500 元，機車每輛 100 元，請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若加鎖後車主於 10 日內仍不

申請開鎖，則視同無主車輛，委由新北市環保局處理。 

九、停車場僅提供停車，對停放之車輛及車內物品之遺失或損壞，不負任何賠償責任。遇有災難或

其他事變時，車輛駕駛人應自行將車輛駛離。 

十、停放停車場之車輛，禁放易燃物、爆裂物或其他危險物品及各項違禁物。 

十一、各車輛駕駛人因故意或過失毀損本停車場之各項設施時，應負賠償責任。因未遵守本要點規

定致生損害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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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各系相關訊息 
 

商務管理學院 

壹、發展宗旨與特色 

一、發展宗旨 

本院以培育具智慧創新應用能力且兼具職場倫理與商務管理專業服務人才為宗旨，

並以強化區域重點產業連結及拓展國際接軌為發展特色，因此本院主要以成為智慧創新

實務導向以成為「一流品牌商管學院」為願景，並以「商務服務整合、管理專業創價」為

教育目標，以符合產業需求及職涯發展。 

二、發展特色 

            為培育卓越商務實務人才，投入產業發展，商務管理學院依據院專業特性及發展重點，

並爭取及運用政府資源，擬定人才培育目標，導入校務發展計畫推動內容如下： 

    因應人工智慧(AI)的智慧科技應用興起，配合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

畫，秉承本校「智慧商務」及「智慧生活」之特色發展重點，商務管理學院之主要專業發

展重點及特色領域簡稱 iFUTURE (圖 1)，包括：創新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金融科技 (Fintech)、數位行銷(其內涵為無所不在的行銷，Ubiquitous marketing)、智慧旅

遊(Triptech)、法遵科技(Regtech)、智慧零售與流通(著重無人化服務，Unmanned services)

及消費者體驗(Consumer Experience) 。此外，鑑於橘色經濟崛起，熟齡商機來臨，健康銀

髮族生活休閒、養生照護需求促進產業發展，本校積極營造銀髮服務產業實務學習場域，

發展學生銀髮服務新商業模式企劃與執行力，厚實本校在橘色服務產業人才培育之特色。

如圖 1 所示。 

（一）主要發展策略 

1.「智慧商務」著重於應用科技，包括透過產學合作引進機器手臂飲料機、建置無人送

餐車、聊天機器人、直播通路、金融數位服務、休閒場景體驗等消費者體驗場域驗

證。 

2.「智慧生活」則透過服務科學方法，設計於疫情下滿足目標客群的新生活服務，例如

遠距銀髮關懷、虛擬運動教練、智慧網銀服務等。 

3.將持續精進師資並建置相關教學設備，以期學院發展特色與後疫情時代下的振興商 

  機及人才需求無縫接軌。 

4.因應政府雙語國家發展目標，逐年增加全英語課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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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藍字屬智慧商務範疇，橘字屬智慧生活範疇。 

圖 1  商管學院專業發展重點與特色領域圖(iFUTURE) 

（二）具體作法 

1.完備的系科與組織規模 

學院共設 1 碩士班 5 學系（另附設五專部企業管理、會計資訊、財務金融等 3 科，

共用大學部資源），整合院內資源，先後設立「服務產業研究中心」及「AI 暨大數據研

究中心」，於 109 學年度成立「吳家錄博士保險科技研究中心」，以媒合企業與研究社

群教師進行企業健診或專業服務，以提高師生產業服務能力；培養具跨域知識整合與

應用能力之商務人才為目標，以協助畢業生充分就業，學用合一。 

2.基礎管理與開拓第二外語能力 

開設商務管理學院倫理通識必修課程、編撰「管理學」適性基礎商務教材，推動會

考落實核心能力培育、訂定學院第二外語必修課程，拓展多國籍商務溝通能力。 

3.前瞻資源整合與模組化學習 

依據學院特色建置院級專業教室，進行業界師資、研究社群及課程之資源整合，透

過模組化學習，以培訓基層商務管理人力為主、中高階管理人力為輔，並具備國際化

特性之企業為就業職場之人才。 

4.申請政府相關人才培育計畫補助以及民間企業資源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申請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場域、智慧創新跨域微學程、產業學院、勞動部就業

學程等相關人才培育計畫補助，充實教學資源，聘請業界專家共同授課，並爭取民間

企業產學合作計畫，藉以引進產業最新技術發展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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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養跨領域學程學習與實務能力 

配合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DIGI+）及「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 年)」

之跨域數位人才培育方針，進行課程改革，規劃金融科技、網實通路、數位稽核、服務

創新商業模式等專長為主軸之學分學程/微學程，為培養數位應用實務能力奠立基礎。

分述如下： 

(1)智慧零售與流通 

A.無人化智慧零售：與企業合作於校園建置智慧零售實作場域（馳網雲端無人自動化

茶飲機、OK Mini 智能販售機），培育學生透過實作學習零售業的進銷存運籌作業

之數位管理。 

B.無人化智慧餐飲：透過產學合作，規劃整合多元外送平台、APP 會員管理、無人自

助點餐、多元行動支付等服務之全通路餐飲零售創新模式，做為教學個案。 

C.無人化智慧物流：運用經濟部工業局 AI GO 計畫，進行無人機輕物流暨空拍技術

之種子師資培訓班，發展培育無人機輕物流技術應用人才。未來將進階整合無人車

輕物流，搭配校園特色小木屋輕食，提供校內輕物流運送服務，藉此培育無人化智

慧物流相關之服務與流程設計人才。 

D.網實整合社群電商：透過學分學程與深碗課程，培育網實通路整合人才，並以取得

網實通路整合或社群網站分析相關之證照（如：Google Analytic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GAIQ）為能力檢核機制。另外，與企業合作，將產品上架至電商平

台，進行社群經營、廣告投放及直播節目，培育實務經驗。 

E.人工智慧商務應用：110 學年度開始大三開設「人工智慧商務應用」必修課程，延

續大一至大二之程式設計能力培育。行管系學生參加開發「5G 智慧偵檢健康雞舍」，

利用 5G 技術結合 AI 辨識雞隻健康狀態構想，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舉辦的通訊大賽

「5G 領航創新應用」大賽冠軍。 

(2)金融科技與法遵科技 

申請獲得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金融科技創新實務雲端實作場域」

計畫補助（2 千萬元），建置智能創新應用實驗室、大數據與金融監理實驗室、金融

數位行銷實驗室、高資產財富管理服務中心及智慧網銀研究中心；另外，獲得吳家

錄保險文化教育基金會捐贈成立「吳家錄博士保險科技研究中心」，整合校內外教學

資源，培養智能投資創新應用、洗錢防制偵測、金融數位行銷與高資產財富管理服

務等跨域金融技能優異人才。 

因前述金融科技創新實務之研發與企業合作成果斐然，109 學年度再獲得教育

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場域擴充計畫 1 千萬元的補助，新設置智慧網銀研究中心，培

養授信及不動產鑑估價、視覺傳達設計數位內容製作二類跨域金融技能優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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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設備、證照及與企業合作培訓電腦稽核、洗錢防制等法遵科技人才，並以取得

JCCP 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ICCP 國際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金融科技力能力檢定

等證照做為人才培育之檢核指標。 

(3)智慧旅遊 

深化旅遊產業結合科技之智慧旅遊人才培養：「智慧旅遊導入時期」（107 年），

搭配「旅行業經營管理」、「遊程行程設計」與「旅遊商品行銷」等課程，提升學生

在旅遊服務、旅遊管理、旅遊行銷、旅遊體驗之智慧科技知識學習。「智慧旅遊實踐

時期」（108 年），結合「休閒資訊軟體應用」及「休閒實務專題競賽」課程，完成旅

遊體驗之 APP 開發。「智慧旅遊精進時期」（109 年），結合知名旅遊業界共同舉辦

「智慧旅遊研習營」，藉由研習營強化師生智慧旅遊理論與技能，並導入旅行科技的

運用，培養學生成為智慧旅遊人才。 

(4)橘色服務創新 

成立「橘色產業服務研究中心」，積極營造銀髮服務產業實務學習場域，例如：

設計銀髮旅遊 VR/AR，接軌旅遊產業科技就業；推動銀髮就醫陪伴與打造智慧健康

照明環境；開發桌遊和數位娛樂，拉近銀髮親子關係；研發智能心律測量技術，建

立智慧醫療服務標竿；辦理「養生樂活」銀髮服務活動，發展銀髮服務新商業模式，

培育學生企劃與執行力。 

推動「樂齡大學-青銀交流世代共榮」：辦理推廣教育非學分班課程，落實社區樂

齡銀髮、新住民、榮民榮眷及里民終身學習，強化學校社會責任與公共性。開設「開

放大學-營造終身學習環境」：為強化本校社會責任，積極與各政府機關合作承辦樂

齡大學、勞工大學及婦女大學等開放式大學課程；並在本校設立民間、政府及國家

級各類考場共三十餘項，以方便民眾應考，推動社會創新，協助勞動人力發展與升

級。 

以橘色產業服務為場域，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推動「銀髮就醫陪伴媒合服務」，

以「線上線下(Online to Offline)全通路」整合「大學+地方政府+社區＋醫院」的跨域

合作架構，建構全通路在地關懷銀髮就醫陪伴服務媒合模式，鏈結學校、鄰里、醫

院、社會志工等資源，實現銀髮就醫者安心、家人放心、醫師專心，以及社會愛心

之四心服務，共創四贏健康銀髮就醫陪伴服務生態系統。 

6.逐步增加全英語專業課程比率，提升國際招生能力 

學院自 109 學年度開始，經濟學與管理學開設全英語課程班；110 學年度增加行銷

管理全英語一班，規劃自 111 學年度開始，每年加速增加全英語專業課程（EMI, English 

as a medium for Instruction）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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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架構 

商務管理學院組織架構如圖 2。 

     
圖 2  商務管理學院組織架構圖 

參、人才培育方向 

一、以「培育具智慧創新應用能力且兼具職場倫理與商務管理專業服務人才」為目標，核心能力

包括：商務管理能力、跨域整合能力、國際移動力及職場倫理道德。下設企業管理系、財務

金融系、會計資訊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及休閒遊憩管理系，各系均規劃專精專業模組；另

外，為培育垮域能力，設五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其中 MICE 學分學程內含雙語微學程(圖 3)。 

 
圖 3  商務管理學院發展目標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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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創新實務作法包括：(1)教師均具產業實務經驗至少 3 年或擁有專業證照；(2)著重實

務導向教學；(3)程式設計列為院基本核心能力；(4)人工智慧商務應用為院必修，各系亦

將智慧創新應用納入培育重點。 

三、一流品牌商管學院之指標由外界檢核，包括：(1)社會評價 (全院通過華文商管教育認證組

織迄今最長 5 年期間商管學院教育認證、企業最愛大學生排名私立技職校院第一、爭取國

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證)；(2)對社會及產業之影響力(參與國內外商管學院聯盟、

學生至各產業就業，雇主滿意度高)。 

四、以培訓基層商務管理人力為主、中高階管理人力為輔：商務管理學院以招收學士班為主，

四技（二技）生之專業培訓深度，係以就業目標產業之基層商務管理人力所需能力為主要

考量。碩士班學生則在於培育中高階商務管理人力，由學士班學生中擇優作菁英人力之培

育。本院所屬專業各系及招生學制如表 1。 

表 1  本院所屬專業各系及招生學制 

系（科） 招生學制 

企業管理系 碩士班（日、夜）、日四技、日五專、夜四技、夜二技 

財務金融系 日四技、日二技、日五專、夜四技 

會計資訊系 日四技、日五專、夜四技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日四技、日二技、夜四技、四技自辦專班、四技雙軌 

休閒遊憩管理系 日四技、夜四技、四技國際產學合作班 

肆、專業教室 

表 2  商務管理學院實習（實驗）專業教室名稱及管理單位一覽表 

編號 專業教室名稱 

1 創新商業模式實驗室  

2 聯合研究中心 

3 行銷實驗室 

4 智慧零售實驗牆（場域） 

5 人力資源研討室 

6 活動企劃與專案管理 

7 商務發表專業教室 

8 個案研討室 

9 橘色服務產業研究中心 

10 智能創新應用實驗室  

11 智慧網銀研究中心暨高資產財富管理中心  

12 大數據與金融監理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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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專業教室名稱 

13 國際財金數位資訊整合中心（場域） 

14 高資產財富管理服務中心 

15 金融數位行銷實驗室（吳家錄博士保險科技研究中心） 

16 AI 暨大數據研究中心 

17 會計資訊實驗室（專題研討室） 

18 稅務資訊與會計專業教室 

19 財務稽核資訊實驗室 

20 全球運籌管理專業教室 

21 創新數位行銷實驗室暨 O2O 營運中心實驗室 

22 行銷與流通科技整合應用專業教室 

23 自由經濟港區作業情境教室 

24 O2O 直播行銷實驗室 

25 行銷與創新服務研究室 

26 行銷與流通專題研討室 

27 旅遊渡假資訊中心 

28 休閒活動服務專業教室 

29 導覽解說教室 

30 接待服務實習中心 

31 樂活健康實習中心 

32 國際禮儀教室 

伍、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3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4203、4204 

網址：http://bm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mail：bm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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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管理學院「致商書院」品格活動參與須知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 

 

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管理學院成立「致商書院」，旨在協助全體一年級新生入學後逐漸形

塑符合商務管理各種目標職能著重之品格，學生於四年內透過參加各類品格活動，培養對

各類品格的認知，相關活動之參與列為畢業門檻。 

全院新生依據各類職能對品格要求之重要性，選定五類品格：誠信、敬業、團隊合作、

倫理與熱心，規劃學生參與相關的活動，透過學院共同活動與跨系融合性品格活動之參與，

培養具職能要求之品格特質之人才。學生於畢業前應參加之品格活動如下(列入畢業門檻)： 

一、各系學生於在學四年內應參加的品格活動類別 

學院指定 

一年級活動 

團隊合作：班際合唱比賽、運動會大隊接力或啦啦隊(至少參與一項) 

倫理、敬業：禮儀餐會 

品格電影週：各系指定與誠信、敬業、團隊合作、熱心、倫理相關影片，由導

師[書院導師]帶領討論(提供優秀心得分享獎金) 

系指定活動 企管系 財金系 行管系 會資系 休閒系 

誠信類 1 2 1 1 1 

敬業類    2  

團隊合作類 2     

熱心類 1 1 1 1 2 

倫理類 1 1 2 1 1 

註:上表各系指定參加之活動次數，不含學院指定活動 

二、活動登錄方式 

(一) 學院指定之共同活動由班級幹部(書院-副班代、公益股長)將參加名單證明*交予系

辦匯入系統 

(二) 各系主辦活動由班級幹部將參加名單證明*交予系辦匯入系統 

(三) 同學自行參與的品格活動由同學自行登錄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e-Portfolio 中，系統

自動比對達成次數 

*名單證明:Excel 檔案 

三、推薦各類品格活動 

各項活動的主辦包含商務管理學院與商管學院各系、創新設計學院、學務處(課指組、

學輔中心、衛保組)、通識教育學部，附表是 111 學年度參考活動，若有調整，每年另

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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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商務管理學院「致商書院」推薦之品格相關活動 (111 年度) 

序號 主要培育品格 名稱活動 主辦單位 

預訂舉辦時間 

(實際時間請詢主辦單

位) 

1 

誠信類 

「激發創意，創新致

我」-品德小語大募集 
學務處 

每年 2、3 月開始收集至

5 月中 

2 拾金不昧 學務處 平日 

3 迎新活動 財金系 10 月 20 日後 

4 誠信宣示活動 財金系 依規劃 

1 
敬業類 

迎新活動 會資系 9 月底 

2 租稅益智問答 會資系 12 月初 

1 

團隊合作類 

國內壯遊成果分享會 通識教育學部 每年 9 月底 

2 新生探索教育 通識教育學部 10 月中 

3 運動會-大隊接力 學務處 11 月校慶 

4 運動會(場外啦啦隊) 學務處 11 月校慶 

5 學輔志工培育計畫 學務處學輔中心 每年 3~5 月 

6 國際志工服務 學務處課指組 3 月起徵選 

7 迎新活動 企管系 10 月底(依疫情作調整) 

8 淨灘活動 企管系 3 月~4 月間 

9 國小營 企管系 寒假 

1 

熱心類 

海港社區友善環境工作

坊 
通識教育學部 8 月 

2 淨屋工作坊 通識教育學部 8 月 

3 在地創作成果展及交流 通識教育學部 8 月底 

4 國際志工服務 學務處 3 月起徵選 

5 迎新活動 休閒系 9 月初(依疫情作調整) 

6 舊鞋回收 休閒系 依每年規劃 

7 淨灘活動 休閒系 依行事曆 

8 數位學伴計畫 創新設計學院 
6、12 月徵募 

配合中小學學期 

1 

倫理類 

教育部情感計畫講座 通識教育學部 每年 5 月 

2 迎新活動 各系 
9 月中 

(依疫情作調整) 

3 綠色環保 行管系 依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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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壹、教學目標 

本系碩士班教學旨在結合產業發展趨勢，扣緊就業脈動，培育具數位能力之服務業企劃與

中階管理幹部人才，培育碩士生四項核心能力：服務產業商業模式分析能力、創新服務企劃能

力、服務產業經營問題解決能力、領導能力等，並培育學生優質就業品德、健全工作倫理與卓

越服務精神，訓練學生具備優異數位應用能力。藉由課程與實務相輔相成，以高度專業水準展

現強勁之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成為管理素養與實務職能兼優之最受歡迎卓越企業人才。 

貳、教學特色 

本系碩士班發展一貫朝向與當今產業密切聯結，縮短學用落差，培養業界需求之管理與實

務人才，以及滿足企業界在職人員充電進修需求。 

本系碩士班研究及教學環境極為優良，訂有優渥之教學及獎勵辦法，積極鼓勵師生經由產

學合作，與業界結合之教學與研究；辦理產學研討與論壇，促使教師與業界持續保持接觸，搭

建便於學生就業之機制與管道，以及將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活動，使學生所學能更貼

近實務所需。 

在本校優良的「五高」學府—雇主滿意度高、證照總張數高、就業率高、註冊率高、品德

態度高，2016-2022 年連續 7 年榮獲 1111 人力銀行調查私立科大企業最愛大學第一名，以及

連續 13 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獎助等基礎上，本系經教育部評

鑑獲得一等佳績，以及 109 年華文商管學院認證(ACCBE)通過。近年來，在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特色典範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等資源之支持下，本系碩士班學生不論就業能

力及專業能力方面，都有亮麗成效。 

期許學生能透過「做中學」，從實際操作中培養學生整合專業知識，磨練團隊合作、溝通

協調、領導能力等「軟實力」，成為學生夢寐以求之「全方位、全生命週期的核心就業能力養

成學習環境」。 

參、課程規劃 

碩士班課程透過服務業科技與創新、服務行銷管理、大數據分析方法及服務營運管理專業

能力發展之四大主軸。本系碩士班課程整合各種企業管理領域之專業知識，形塑學生的核心就

業能力，跨越傳統企業管理以企業機能為導向的課程分流方式，除開設服務業經營管理專業課

程外，以及畢業論文實務導向訓練，再輔以引導就業重點標的產業，全方位打造「畢業即能就

業」課程內容與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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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設備 

本系碩士班教學設備完善，設置碩士生專用研究室，另包括人力資源研討室、活動企劃與

專案管理專業教室、商務發表專業教室、行銷研究實驗室、智慧零售實驗牆、自助結帳機器人、

個案研討教室、資訊專業教室、語言教室等商學所需之實務教室。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畢業總學分為36學分（不含論文6學分），其中必修26學分，選修至少10學分。 

（二）第1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6學分，不得多於18學分；其餘學年每學期所修

學分數不得少於3學分，不得多於18學分。 

（三）完成系上所規定的經營管理素養課程。 

二、畢業前須修習服務產業專題討論(I)及服務產業專題討論(II)課程；選修課「人工智慧專題研

討」、「數位行銷專題」、「數位科技應用專題研討」三門中必須選讀一門。 

三、碩士生應至少公開發表論文一篇（含參加論文競賽），並經研究生事務小組認可。 

四、通過系訂「經營管理素養」規範。 

陸、畢業出路 

本系碩士班學生之就業範疇為各型企業之營運、行銷企劃、業務、人力資源、總務等部門

的中、高階管理實務人才，所設定職場目標為服務業分析與企劃人員、服務業管理人員、經理

人員特助等，其就業重點標的為各種公協會與非營利組織之活動企劃部門、各類企業行銷、企

劃、人資、總務等部門、連鎖店營運與管理部門；此外，行銷、公關、企劃、會展與活動等各

類顧問公司，亦是本系碩士班學生可選擇之就業方向。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6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1238 

網址：http://ba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mail：n100@mail.chihlee.edu.tw 

 

 



69 

企業管理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教學旨在結合產業發展趨勢，扣緊就業脈動，培育具智慧創新能力之服務業基層經營

管理人才，養成學生優質就業品德、健全工作倫理與卓越服務精神，訓練學生具備優異資訊應

用能力。藉由推動證照結合課程與技能檢定，輔導學生取得優質之證照，輔以精心規劃之實作

與實習，以高度專業水準展現強勁之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成為管理素養與實務職能兼優之最受

歡迎卓越企業人才。 

貳、教學特色 

本系發展一貫朝向與產業密切聯結，縮短學用落差，培養業界需求之管理與實務人才，以

及滿足企業界在職人員充電進修需求。 

本系研究及教學環境極為優良，訂有優渥之教學及研究獎勵辦法，積極鼓勵師生經由產學

合作，與業界結合之教學與研究，辦理產學研討與論壇，促使教師與業界持續保持接觸，搭建

便於學生就業之機制與管道，以及將產學合作研發成果回饋至教學活動，使學生所學能更貼近

實務所需。 

在本校優良的「五高」學府—雇主滿意度高、證照總張數高、就業率高、註冊率高、品德

態度高，2016-2022 年連續 7 年榮獲 1111 人力銀行調查私立科大企業最愛大學第一名，以及

連續 13 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與「高教深耕計畫」獎助等基礎上，本系經教育部評

鑑，獲得一等佳績，以及 109 年華文商管學院認證(ACCBE)通過，更早於 99 學年度起，即列

入教育部「繁星計畫」科系。近年來，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特色典範計畫」與「高

教深耕計畫」等資源之支持下，本系學生不論就業能力及專業能力方面，都有亮麗成效。 

學生就業能力強化方面，本系獲得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及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補

助，鼓勵學生選修以特定產業就業為導向之跨領域學分學程，結合「產學雙師課程」、「校外

實習」、「實務見習與參訪」等與業界實務接軌之課程，提高學生產業實務知能，做好最佳就

業準備。學生專業能力優化方面，本系從新生開始，即依據適性評估予以專業分流選課輔導，

大二起強化企管專業、語文以及資訊能力，以課程輔導學生取得語文、資訊以及專業證照；大

三、大四之實務專題製作、活動籌辦（如廣告）以及專業實習等教學活動，在在皆期許學生能

透過「做中學」，從實際操作中培養學生整合專業知識，磨練團隊運作、溝通協調等「軟實力」，

成為學生夢寐以求之「全方位、全生命週期的核心就業能力養成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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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規劃 

培養「創新企劃與創業實務」能力、「精實營運與智慧管理」能力及「組織經營與行政資

源管理」能力，為本系專業能力發展之三大主軸。本系課程規劃植基於「具有多元整合能力之

基層管理通才」的觀點，結合「以課程搭配輔導證照或輔導學生參加重點競賽」之策略，重新

整合各種企業管理領域之專業知識，形塑學生的核心就業能力，跨越傳統企業管理以企業機能

為導向的課程分流方式。除企業管理專業課程外，配合強化外語及資訊能力之證照輔導課程，

以及實務專題製作與專業實習課程之實務訓練，再輔以學程選修與引導形成就業重點標的產

業，全方位打造「畢業即能就業」課程內容與學習環境。 

為落實技職教育目標，除加強企業管理基本學理與專業訓練外，積極透過與產業合作及實

作教學，培養學生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 

一、培養實作能力：於畢業班開設「企管專題研究方法」與「企業管理實務專題」課程，使學

生具備實務問題實作能力。 

二、產業實務講座：邀請企業界人士於畢業班講授企業管理實務經驗，期使學生做好最佳就業

前準備。 

三、團隊運作能力：藉由「廣告企劃」等實作活動，落實實作學習目標，提升學生企劃、執行

等實務經驗。 

四、優質實習輔導：大二升大三暑期，開設「企業管理實務實習」課程，輔導學生至合作企業

進行專業實習；大三升大四暑期，開設「就業輔導實習」課程，協助學生及早了解就業市

場；大四開設「就業接軌實習」課程，使學生於就學期間即可至職場進行全職實習，實現

「畢業即就業」之無縫接軌。 

五、實施校外參觀：配合課程教學，進行各類校外參觀見習及訪談。 

六、加強外語能力：加強開設日語、法語、西班牙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等語言課程。 

七、專業證照輔導考照：藉由課程，輔導學生於課程學習後即可考取相關證照，如：專案管理

之中華專案管理學會之專案助理證照、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管理之國際行銷初級人才

認證檢定、商業套裝軟體之全國技能檢定乙丙級、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認證、社群口碑

分析能力認證、EEC 企業電子化資料師－巨量資料處理與分析、商務企劃 TBSA 商務企

劃能力檢定、門市服務管理之全國技能檢定乙丙級、企業資源規劃之 ERP 證照等。 

八、專業模組授課：分為「創新企劃與創業實務」、「精實營運與智慧管理」及「組織經營與行

政資源管理」三大類專業課程模組，實施專業教學。 

九、企業經營模擬：提供接近企業真實情況之動態學習情境，強調企業經營各類數據分析與判

讀，養成學生決策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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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設備 

本系教學設備完善，包括人力資源研討室、活動企劃與專案管理專業教室、商務發表專業

教室、行銷研究實驗室、智慧零售實驗牆、自助結帳機器人、個案研討教室、資訊專業教室、

語言教室等商學所需之實務教室。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畢業總學分為130學分，其中必修77學分，選修至少53學分（本系33學分）。 

（二）第1至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三）第4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四）完成系上所規定的職場素養檢定。 

二、應通過證照檢定： 

（一）通過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以及本系「英語能力檢定」施行細則。 

（二）通過系訂專業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專業證照檢定」施行細則。 

（三）通過系訂資訊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資訊證照檢定」施行細則。  

三、在學期間須修畢「與本系性質相近的跨領域學分學程」、「一個本系課程模組及一個微學

程」、「一個輔系」或「一個雙主修」，未通過者不具畢業資格： 

（一）組織經營與行政資源管理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模組選修科目20學分）。 

（二）創新企劃與創業實務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模組選修科目20學分）。 

（三）精實營運與智慧管理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模組選修科目20學分）。 

四、「校外實習」課程說明： 

（一）「校外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課程包括「企業管理實務實習(暑)」、「就業輔導實習

(暑)」、「就業接軌實習」等任一門課程。 

（二）暑假實習課程：大二升大三之暑假實施，修習課程為「企業管理實務實習(暑)」，大

三升大四之暑假實施，修習課程為「就業輔導實習(暑)」；開設3學分，同一機構連

續實習8週，實習時數不低於320小時為原則。學期實習課程：大四上下學期實施，

修習課程為「就業接軌實習」，開設9學分，至少為期4.5個月，除定期返校之活動，

將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得申請認列本課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陸生、外

籍生及僑生得申請免修本系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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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

等學力資格入學本系四年制一年級者，除須符合本系規定之畢業總學分數修讀規範外，應

另增加畢業應修學分數12學分。 

六、各組專題成果須於畢業前至少參加1次相關之校外競賽，並報備系辦公室競賽報名訊息及

結果，「企管實務專題」課程之學期成績於校外競賽完成後，大四下學期期末前評定。 

七、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八、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除可升學本系所設之「企業管理系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外，企業管理系之畢業資格，

亦極有助於經由推薦甄試或一般考試，升學廣泛之眾多國內外相關研究所。 

◎就業發展 

本系學生之就業範疇為各型公民營企業之營運、行銷企劃、業務、人力資源、總務等部門

的基層或中階管理實務人才。非營利組織與連鎖經營活動企劃、行銷、人資、總務等部門；此

外，行銷、公關、企劃、會展與活動等各類顧問公司，亦是本系學生可選擇之就業方向。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6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1238 

網址：http://ba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mail：n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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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遵循技職教育之精神，藉由與企業的深化產學合作，強化實務導向的金融科技人才培

育，更聚焦於產業接軌、職場導向的課程學習，透過沈浸式校外實習建構學生實務能力，以培

育出卓越且品德智能兼具之理財規劃與風險管理專業人才、投資實務專業人才，及企業財務管

理專業人才。 

系培育目標：「培育具資訊科技應用能力之企業財務或金融人才」 

貳、教學特色 

本系依學校定位「培育卓越商務實務人才之創新學習型大學」規劃就業導向的專業課程，

開設就業學程與市場接軌，聘任業界師資進行實務教學，與企業建立產學夥伴關係，提供就業

實習機會，完成就業的無縫接軌作業，並實施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來強化品德教育。同時

因應產業的變化趨勢，配合國家經濟及產業發展所需，培育學生成為跨界財金與資訊的π型人

才。本系重點發展特色如下： 

   一、專業分流聚焦，培育跨域人才。 

  二、運用在地資源，守護學子就業。 

  三、強化教師實務，業師雙軌教學。 

  四、職場導向課程，接軌就業市場。 

五、養成德智人才，培育正面能量。 

六、發展社區關懷，推展社會教育，善盡社會責任。 

參、課程規劃 

本系整體課程規劃以紮實的財務金融與資訊專業知能「硬實力」為基礎，並提供學生在人

文涵養、溝通協調、社會關懷等方面的「軟實力」，俾利學生具備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提升語文

程度，增進溝通領導技巧，強化解決問題的「巧實力」，成為專業長才與人文素養並重的金融界

菁英。 

本系課程發展係以「就業導向」為基礎，秉持「畢業即能就業，上班即能上手」的教學理

念，培育符合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人才。課程規劃原則，以下列為主要考量因素： 

一、通識與專業並重。 

二、國際與在地並重。 

三、理論與實務並重。 

四、品德與學業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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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生除了通識教育及財金專業基礎課程外，為使學生能對財金專業知識深入學習，有

利未來就業發展，學生就下列三個專業課程模組擇一選修： 

一、理財規劃與風險管理模組：職場角色包括銀行辦事員、保險顧問、理財顧問、數位金融人

員與金融類公務人員等，故規劃個人租稅規劃、信託金融、人身保險、財產保險、匯兌交

易實務與財富決策系統等相關課程。 

二、投資實務模組：職場角色為證券營業員、期貨營業員、投信投顧人員、證券分析師、數位

行銷人員與金融類公務人員，故規劃產業分析、證券投資分析、財務報表分析、固定收益

證券分析、財金決策系統與金融風險管理等課程。 

三、企業財務管理模組：職場角色為財務會計人員、財務稽核人員、財務分析人員、財務顧問、

數據分析人員與財稅行政類公務人員，故規劃中小企業財務資源、企業租稅規劃、財務軟

體應用、財務稽核與財務個案分析等相關課程。 

肆、教學設備 

一、大數據與金融監理實驗室 

透過 PBL 問題導向學習法讓學生了解在 Fintech 下監理科技的實務應用，並訓練學生

了解國際洗錢防制理論，透過完整理論架構與大數據電腦稽核之實務演練，深入淺出帶領

學生了解洗錢防制及法令遵循。 

二、智慧網銀研究中心暨高資產財富管理中心 

以數位科技提供之服務為目標，培育學生成為新世代財富管理顧問，讓學生未來可以

協助銀行顧客進行全球資產配置與風險分析，配合教室進行實作課程包含資產管理系統、

風險分析與避險策略等，培育學生成為全方位財務金融人才。 

三、智能創新應用實驗室 

透過程式設計學習，進而讓學生於智能創新理財領域中發揮運用，培育理財程式撰寫

能力，提供顧客理財服務，著重「智慧投資與程式交易、機器人理財實作」等課程，強化

學生對程式力之發展基礎。 

四、金融數位行銷實驗室 

以金融業務為主，提供多元化行銷與整合，培育學生整合性媒體操作及策劃粉絲專頁

能力，結合社群媒體及 Google Analytics 之操作，提升學生金融商品與顧客關係連結之設

計能力。 

五、國際財金數位資訊整合中心 

仿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實境，播放全球金融即時行情等各種投資理財資訊，同時亦可

做為校園電子公布欄，以及創意資訊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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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畢業總學分為130學分，其中校訂必修28學分，學院必修17學分，系訂專業必修課

程35學分，選修至少50學分（本系30學分）。 

（二）第1~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三）第4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必須符合下列系訂畢業門檻規範： 

（一）通過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以及本系「英語能力檢定施行細則」。 

  （二）通過系訂專業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三）通過系訂資訊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資訊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 

三、完成下列其中一個課程模組及一個微學程或本系認可之跨領域學分學程： 

（一）理財規劃與風險管理模組。 

（二）投資實務模組。 

（三）企業財務管理模組。 

（四）各學院開設學分學程，詳如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或本系所認列之學分學程，詳如

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四、本系學生應修讀實習相關課程至少2學分，惟實習畢業學分至多認列11學分，相關規定依

據本系「致理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陸生、外籍生及僑生得申請免修本系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五、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

等學力資格入學本系四年制一年級者，除須符合本系規定之畢業總學分數修讀規範外，應

另增加畢業應修學分數12學分。  

六、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七、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一、可報考國內外相關科系研究所 

◎就業發展 

一、銀行業：存放款業務、票券、匯兌及各項國內外金融商品之投資操作與管理工作。 

二、保險業：產、壽險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投資與外勤業務推廣與管理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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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券業：證券經紀、自營、投資理財、證券分析及證券業內部管理等性質之工作。 

四、一般企業：企業金融、資金運用、調度、公司理財等與企業財會稽核相關之業務。 

五、公職人員考試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4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1347、1237 

網址：http://fd100.chihlee.edu.tw/front/bin/home.phtml 

E-mail：q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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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人才培育目標，以培育具備品格及數位應用能力，並兼具會審與稅務的專業人才為重

心。強調會計、審計和稅務專業知識的傳授，以及資訊系統之應用，輔以兩岸會計、投資理財

及外語能力等專業之灌輸與訓練，使學生不僅具備會審與稅務專業實務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並

有能力處理企業投資理財之問題，成為各產業之會審與稅務專業人才。具體而言，本系日四技

之教學目標為：「培育具備品格及數位應用能力之會審、稅務或跨領域的專業人才」。 

貳、教學特色 

本系依教育目標及教學研究之發展方向，衡量客觀環境條件，考量時代趨勢與需求，確

立以培育具備會審專業知識、稅務及會計資訊應用能力之中高階會計專業人才為主要目標。

依此，就本系重點發展之特色說明如下： 

一、以品德教育為基礎 

本校一向重視品德教育，除連續榮獲教育部頒發「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品德教育推廣

與深耕學校」、「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及「友善校園獎」外，在歷次「企業最愛大學」、

「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的結果，均名列前茅。本系學生畢業後所從事之職務多與財務有

關，具備高尚的倫理操守與職業道德，為必備的條件；因此，本系特別重視學生品德之培

養，舉凡學生對會計職業的理想、從事會計活動時應積極主動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擔任

會計職務應遵守的職業責任、完成會計工作所必要會計職業技能，會計人所需具備的正直、

誠實、廉潔與超然性，均為本系之教育重點。 

二、培養競爭力 

（一）培育學生基本核心能力 

為達成本系的教育目標，培養就業市場所需之人才，本系特訂定六大能力（含基礎

商管知識應用能力、審計與稅務專業能力、財會專業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品

德與職場倫理素養及語文應用能力）為本系學生之核心能力，除列為學生之畢業門

檻外，並規劃相關課程與之配合，且設定專業衡量指標檢驗其成效。 

（二）推動專業考證 

為提昇學生之就業競爭力，專業證照的取得為重要之必備條件。本校為推動考取證

照之風氣，訂有各種證照獎勵辦法；本系配合學校政策，在課程規劃中，亦兼顧相

關證照之取得，並開設證照輔導班。會計專業、稅務、會計資訊及語文證照之取得，

為本系推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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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昇外語能力 

本系為強化學生之外語能力，因應全球化競爭趨勢，培養具國際視野之人才，積極

加強英語授課，特針對四技部一年級學生之英文課程，區分為 A(菁英)、B(普通)、

C(基礎)三級授課，藉由小班制教學，提升英文的教學品質；在二年級亦開設國際

職場溝通英文 2 學分 3 小時之全學年課程。 

（四）落實實務實習 

為落實技職體系之教育理念，本系積極開設實務相關課程，並推動學生至業界相關

單位從事實習工作。本系之課程設計，即規劃四技部三年級全體學生必須至國稅局

參與報稅活動；本系亦與業界維繫良好關係，積極與各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合作，

學生於四年級下學期可選擇至事務所進行 4.5 個月之職場實習。 

（五）加強資訊應用能力教育 

為因應會計 4.0 時代的來臨，本系未來將持續加強資訊應用能力的教育，積極推動

學生取得「企業資源規劃(ERP)」與「電腦稽核」相關證照，並增加程式力及人工

智慧商務應用的課程，以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參、課程規劃 

本系乃結合會計與資訊課程綜合科系，課程內容規劃除加強原有商學系之會計、管理課程

外，亦有提升競爭力之會計專業課程、稅務專業課程、會計資訊課程、實務實習課程，並配合

資訊系統及商業電腦應用課程，以期擴展學生的學習領域，增加學生將來就業之競爭性。本系

課程規劃之理念如下： 

一、落實以理論為體，以實務為用之技職教育精神。 

二、培養學生兼具會計專業與資訊科技之應用能力。 

三、輔導學生參加各類考試並取得專業證照。 

四、規劃社區租稅與會計服務課程，增加學生實習機會。 

技職教育之重點，在於學生未來就業能力的培養；因此本系之課程規劃，除各專業理論

課程之傳授外，特別著重於「課程兼顧證照」、「理論與實務結合」及「強化語文及資訊課

程」，本系課程規劃依專業發展，以培養學生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以下就本系課程特色加以

說明： 

一、課程規劃內容 

依據學生未來發展及未來就業能力的培養，規劃為「會計模組」、「審計稅務模組」兩個

模組，及「租稅規劃」微學程和「大數據與金融監理」微學程，學生畢業前須完成一個

模組課程和一個微學程課程。模組課程及微學程相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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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模組 

課程內容著重會計專業能力的加強，主要培養財會專業人員，以高級會計專業認

證(成本會計、公司法)及考會計師為目標。 

（二）審計稅務模組 

課程著重於審計與稅務專業能力的加強，主要培養稅務、查帳及稽核專業人員，

以取得中華財政學會實用級財稅能力證照、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高級會計專業

認證(稅法)證照為目標。 

（三）租稅規劃微學程 

學生修習本學程後應可報考租稅相關證照考試，進而從事稅務管理諮詢職務，可 

培養第二專長，另藉由本次微學程專業培訓計畫提升商管學院學生對於租稅相關

課程之學習成效。 

（四）大數據與金融監理微學程 

本微學程課程乃為協助提升學生之就業力並使其專業能力或產業認同，並考取與

就業直接相關之證照。技專校院金融相關系科學生之就業職能，從傳統即將被取

代的櫃台及營業員，拓展到以資訊科技能力為基礎之金融科技相關職務。預估修

習學程的學生將有較高之就業率。 

二、課程兼顧證照 

為培養學生之就業競爭力，本系以取得專業證照列為畢業門檻，課程之規劃亦兼顧證

照之取得，彙整如下： 

（一）會計學、中級會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有助於「記帳士」、「會計

事務乙級」及「高級會計專業認證（中級會計）」證照之取得。 

（二）會計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財務模組、企業資源規劃-配銷模組、企業資源規劃

-生管模組等課程，有助於「ERP 財務模組」、「ERP 配銷模組」及資訊相關證照之

取得。 

（三）稅務法規、稅務會計、租稅申報實務，有助於稅務方面證照如記帳士、個人租稅申

報實務、營業事業租稅申報實務、稅務會計實務之取得。 

（四）審計學、電腦審計等課程，有助於「傑克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JCCP)」與「國際

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ICCP)」及「高級會計專業認證(審計學)」證照之取得。 

三、理論與實務結合 

本系之課程設計，除會計、資訊與稅務相關之理論課程外，實務課程的設計亦為一大特

色，例如：「產業實務講座」、「會計實務專題」、「職場實習」（4.5 個月）、「會計實務實

習」（3 個月）、「職場實習(暑)」、「報稅服務實習」等課程，皆強調理論與實務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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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語文與資訊課程 

為加強學生外語能力，本系針對大學部日四技學生就學四年的期間，規劃一系列英文相關

課程。基礎英文課程均採小班分級教學，以強化學生的英文能力及取得語文證照。 

為因應人工智慧(AI)時代的來臨，本系未來持續加強資訊應用能力的教育，積極推動學

生取得「企業資源規劃(ERP)」與「電腦稽核」相關證照，增加「計算邏輯與程式應

用」、「程式設計」及「人工智慧商務應用」的課程，以提升學生資訊應用能力及就業競

爭能力。 

肆、教學設備 

一、「會計資訊專業教室」，設有會計相關專業軟體等設備，提供會計、審計、會計資訊系統

等專業課程之講授，及會計實務專題師生討論及專題發表之演練場地。 

二、「稅務資訊專業教室」，設有稅務相關專業軟體等設備，提供稅務等專業課程之講授，及

會計實務專題師生討論及專題發表之演練場地。 

三、「財務稽核資訊實驗室」，設有會計專業軟體等設備，並安裝 ACL 電腦審計軟體、文中

資訊系統，提供實務教學情境，活化教學。 

四、「會計資訊實驗室」，為「會計實務專題」課程討論及實務操作演練用，可提供學生討論

及成果展覽、教師研習使用。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畢業總學分為 130 學分，其中校訂必修 28 學分、院訂必修 17 學分、系訂必修 36

學分，系訂選修至少 49 學分。 

（二）系訂選修學分至少 1/2 學分在本系修課。 

（三）第1~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四）第 4 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2 學分。 

二、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必須符合下列系訂畢業門檻規範： 

（一）通過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理」，及本系

「學生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二）通過系訂專業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學生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三）通過系訂資訊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學生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四）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實施要點」。 

（五）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須完成【一個經本系認可之跨領域學分學程】或【一個本系課程

模組(會計模組、審計稅務模組)及一個微學程】或【一個輔系或一個雙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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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須修習 3 年級第 2 學期「報稅服務實習」課程，並完成國稅局實習活動且取得學分。 

四、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國內外研究所 

◎就業發展 

   會計師事務所之審計與記帳人員、企業之財務、會計、投資、預算及稽核人員、公務機關之

會審與稅務人員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3 樓 

電 話：02-2257-6167 轉 1240 

網  址：http://ai100.chihlee.edu.tw/front/bin/home.phtml 

E-mail：o100@mail.chihlee.edu.tw 

Facebook：o100@mail.chihlee.edu.tw 

 

 

 

 

 

 

 

 

 

 

 

 

 

 

 

 

 

 

 

 

http://ai100.chihlee.edu.tw/front/bin/home.phtml


8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基於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配合政府推動「亞洲矽谷智慧商業服務應用推動計畫」、

新興服務業「流通運輸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畫」等政

策，以「成為技職領域行銷與流通培育系所之領導品牌」為願景，以培養智慧商務應用之優秀

行銷與流通管理人才為教育目標，並培養學生具備 SMILE 特質：Service Thinking 服務思維、

Marketing 行銷專業、Innovation, Integration 創新、整合、Logistics 流通/物流專業，以及 Ethics 

倫理品德。 

貳、教學特色 

本系具有優良「四高」條件－得獎數高、證照數高、就業率高、雇主滿意度高。整體發展

特色如下： 

一、課程特色 

本系部分重點課程，依據教學進度配合舉辦實作競賽活動，啟發學生創新創意，增強

學生專業能力與團隊精神。目前課程實施創意與實作競賽活動如下： 

（一）Top Marketing and Sales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配合課程「行銷管理」，透過競賽活

動，訓練學生主題構想、創意性、邏輯性、企劃書撰寫與現場銷售表達能力。 

（二）商品行銷展覽競賽：配合課程「會展規劃與實作」，透過展覽規劃與成果競賽，發

揮創新力。 

（三）OMO 電商經營實務成果展：配合深碗課程 OMO 電商經營實務，透過「無店面公

會」合作廠商，導入實習、產學及電商產業實作人才之培育。 

（四）實務專題競賽：配合課程「行銷與流通管理實務專題」，使學生能應用所學，針對

實務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培養研究能力與團隊合作能力。 

（五）本系重視學生職場核心能力之養成，採多元創意教學，提升學生軟、硬實力，因而

榮獲多項全國性競賽佳績，例如 2018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球賽榮獲世界冠

軍（word 2013）；經濟部國貿局舉辦之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曾榮獲多次冠

軍及亞軍；第七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榮獲銀獎；2021 年新北市專業

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全國總決賽冠軍及團體獎冠軍等；2021 全國大專校院第

十一屆 Top Marketing and Sales 國際行銷企劃競賽榮獲季軍、最佳實務應用獎及優

勝等；2021 通訊大賽-5G 領航創新應用競賽榮獲冠軍；2022 第 25 屆俄羅斯阿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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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榮獲銀牌；2022 第 21 屆馬來西亞 MTE 國際發明展暨發

明競賽榮獲金牌及優勝獎。 

（六）日間部學生須通過英語能力、資訊能力、專業能力檢定及校外實習為畢業條件，提

升學生個人優勢及國際競爭力。 

二、迎接雙贏時代的證照策略 

本系與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航空貨運承攬公會、中華民國外銷企

業協進會等公協會合作，推廣與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提升職場能力。目前「電子商務」、

「流通概論」、「專案管理」、「物流管理」、「會議展覽概論暨個案」、「國際行銷管

理」、「門市服務管理」、「顧客關係管理」、「商業軟體應用」等課程已融入專業證照

教學與輔導。 

三、實施校外實習，加強學生軟實力與未來就業力 

本系積極與企業界建立產學合作，爭取學生實習機會，培養做中學、學中做經驗。開

設暑期 320 小時之「專業實習」、「進階實務實習」課程，以及大四下學期 4.5 個月之「就

業接軌實習」。合作單位包括 PChome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商蝦皮娛

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GOMAJI 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東方超捷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免稅店）、台灣博報堂股份有限公司、生活市集_創業家兄

弟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優衣庫有限公司、遠雄集團、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

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等多家知名企業。透過實習，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工作

態度與合作能力、職場倫理之軟實力，健全品德人格之發展，使學生成為「品德好、態度

好、能力好」之職場人員。就業率、雇主滿意度高為本系特色，106~108 學年度畢業生畢

業後一年平均就業率高達 93.53%，106~108 學年度雇主對本系畢業生整體表現滿意度高

達 96.61%。 

    四、跨領域學分學程培養第二專長 

政府推動「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將會議展覽服務業列為重要新興發展產業，

本系開設全校性之「會議展覽管理學分學程」，使本校跨領域之學生，都能因修習本學程，

整合會議展覽人才所需的跨領域能力。另外，自 105 學年度起，配合國家生產力 4.0 的推

動，物流領域透過雲端應用、大數據分析等先進科技，採用「智慧運籌模式」連結企業上、

下游採購及製造活動，零售通路趨勢發展為「網實通路整合」的銷售環境，開設「網實通

路整合學分學程」。透過理論課程結合專業證照考試、校外實習、校外競賽，培育會議展

覽行銷、全通路管理優良人才。會議展覽管理學程因辦理績優，獲教育部 2011~2012 年獎

勵補助案。會議展覽、全球運籌管理跨領域人才培育分別具有特色，並獲得教育部 102~106

年獎勵教學卓越計畫之補助。網實通路整合學分學程因應產業發展所需，前後分別與阿里

巴巴、無店面公會簽約合作，建立緊密之產學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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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規劃 

符合專業發展及人文關懷的特性，以培養學生專業知識、實務能力及人文素養。以政府政

策與產業人力需求為依據，邀請產業專家共同研擬，以學生就業需求為導向，培養學生軟硬實

力。 

一、本系課程設計重視「理論基礎」與「職場實務應用」，以兩模組兩學程聚焦就業為主（「行

銷企劃」模組、「流通經營管理」模組、「MICE 雙語學分學程」、「網實通路整合學分

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結合「英語能力」、「科技應用」、「校外實習」，培育學生

軟、硬實力。 

二、專業必修課程： 

（一）「行銷企劃模組」：行銷管理、行銷研究、行銷企劃實務、國際行銷管理、行銷與

流通管理實務專題規劃與執行。 

（二）「流通經營管理模組」：流通概論、電子商務、物流管理、門市服務管理、全球運

籌管理、行銷與流通管理實務專題規劃與執行。 

（三）跨領域「MICE 雙語學分學程」：課程內容涵蓋展覽活動規劃與執行、會展獎旅規

劃與執行、會展外語溝通、設計與科技應用等四類課程，學生必須修滿核心必修 10

學分，選修課程四領域各 1-2 門課程，選修合計 10（含）學分以上，共計 20（含）

學分以上，即可提出申請學校頒發之學程證明書。 

（四）跨領域「網實通路整合學分學程」：課程內容涵蓋實體流通管理實務及虛擬流通管

理實務等兩類課程，選修課程二領域各任選 6 學分(含)以上，且跨系課程至少 1/3，

修讀總學分至少 20（含）學分以上，即可提出申請學校頒發之學程證明書。本學程

涵蓋 O2O 虛實通路之管理課程，並結合智慧運籌、流通、電商之實踐場域，朝向

物聯網及大數據分析之整合應用。 

（五）其他：財務管理、職場英文、企業倫理、產業實務講座、英語能力檢定、資訊能力

檢定、專業能力檢定。 

肆、教學設備 

一、「全球運籌管理專業教室」，採用與實務界同步使用之行銷與物流資訊系統，提供情境教

學。 

二、「行銷與流通專題研討室」，多項教學模擬系統，創造良好學習與研究環境。 

三、「創新數位行銷實驗室暨 O2O 營運中心實驗室」，多項教學模擬系統（產品履歷資訊系

統、POS 銷售時點系統、RFID 自動採購系統、Call Center 等），提供數位通路教學情

境，活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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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2O 直播行銷實驗室」，模擬電子商務辦公環境與直播及即時影像處理，提供學生模擬

實習場域，可立即培養出業界所需要之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人才。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第1-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第4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必須符合下列系訂畢業門檻規範： 

（一）通過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以及本系「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須知」。 

  （二）通過系訂專業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三）通過系訂資訊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資訊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四） 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三、在學期間須修畢【本校任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或【一個本系課程模組(行銷企劃模組、

流通經營管理模組)及一個微學程】或【一個輔系或一個雙主修】。 

四、應修讀校外實習課程： 

「校外實習」為本系日四技之必修課程，本課程可以修習「專業實習」或「進階實務

實習」或「就業接軌實習」之任一門課程，得申請認列本課程。 

（一）暑期實習課程開設3學分，大二升大三之暑假實施，修習課程名為「專業實習(暑)」，

大三升大四之暑假實施，修習課程名為「進階實務實習(暑)」；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8週，實習時數以不低於320小時為原則。 

（二）就業接軌實習開設9學分，至少為期4.5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間，

除定期返校之課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將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三）校外實習【專業實習(暑)、進階實務實習(暑)、就業接軌實習】，本系日四技畢業學

分至多認列實習課程9學分（日二技畢業學分至多認列實習課程6學分）。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之學生、陸生、外籍生及僑生得申請免修本系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五、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六、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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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國內外各大專校院商業及管理之研究所，例如經營管理研究所、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

企業管理研究所、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全球運籌管理研究所、物流與航運管理研究所、運

輸與物流工程研究所等。 

◎就業發展 

一、行銷領域之企劃、客服、業務、專案管理、市調、商品推廣人員 

二、會議展覽領域之企劃、行銷、物流、接待、推廣人員 

三、物流供應鏈產業之企劃、營運、業務、客服人員，例如海空運輸業、海空貨運承攬業、國

際物流業 

四、流通領域之企劃、業務、行銷、物流、客服人員，例如大型賣場、購物中心、連鎖企業、 

 房仲業、百貨公司 

五、電子商務領域之企劃、行銷、專案人員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2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1358 

傳真：02-6621-5552 

網址：http://ml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信箱：mf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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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遊憩管理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教學目標「為綠色觀光旅遊產業培育企劃或接待服務與技術指導人才」。 

貳、教學特色 

本校地處交通樞紐，人口稠密，百業俱興，因此，結合本校學區鄰近地區旅遊與渡假相關

產業的發展及特殊都會休閒特色，集結旅遊渡假與運動休閒相關產業資源，傳授學生全方位的

學識理論與實務技能課程，強化學子多元化的職場技能，引導學生在畢業前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以提升市場競爭力。本系之教學與研究發展方向為： 

一、連結本校會展活動管理的特色，持續加強會展旅遊規劃與管理相關之產學合作與交流。 

二、結合地方文化特色與休閒需求，為提昇大台北地區民眾休閒生活品質而努力。 

三、迎合全球節能減碳議題，投入綠色休閒與遊憩管理相關之學習。 

四、順應資通訊科技（ICT）的發展，致力推廣休閒產業優化創新服務之應用。 

五、因應全球化趨勢，最終期能強化我國友善的國際化旅遊環境與提昇休閒服務品質。 

參、課程規劃 

本系以「樂活（LOHAS）」概念及活動企劃能力為核心特色，針對「綠色旅遊服務」與

「渡假服務管理」產業，培育優質服務、技術指導與專業管理的人才。課程規劃發展全方位、

多元化與多屬性的休閒旅遊、渡假服務、獎勵旅遊規劃與管理、體適能指導及健康促進等專業

技術培養，並開設證照輔導課程、外語課程、資訊課程、實習課程等，兼顧學生專業知能及技

能，培養競爭優勢，奠定學生未來就業或進修之紮實根基。 

肆、教學設備 

本系建置之專業教室與教學設備計有：旅遊渡假資訊中心（致理實習旅行社）與相關專業

軟硬體、榕園實習咖啡坊及飲料調製設備、國際禮儀教室及餐旅服務考照設備、健康測量與

SPA 專業設備、體適能指導相關設備及體適能健康促進中心重量特訓設備等。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及畢業門檻，方得畢業。 

（一）畢業總學分至少130學分： 

1. 包含校訂必修課程28學分。 

2. 學院必修課程17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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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3學分、會計學3學分、管理學3學分、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2學分、程式設

計2學分、第二外語2學分、人工智慧商務應用2學分。 

3. 系訂專業必修課程28學分。 

4. 選修至少57學分（本系至少37學分）。 

（二）每學期修業學分數：第1~3學年16～25學分，第4學年9~25學分。 

二、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必須符合下列系訂畢業門檻規範： 

（一）通過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以及本系「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二）通過系訂專業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三）通過系訂資訊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資訊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四）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

點」。 

（五）須完成【一個本系課程模組及一個微學分學程 】或【本校「MICE 雙語」、「服

務創新商業模式」、「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三者之一的跨領域學分學程】

或【一個輔系或一個雙主修】。 

（六）須通過「校外實習」課程。 

三、校外實習課程說明： 

「校外實習」為本系之必修課程，修讀「休閒產業實習(一)」、「休閒產業實習(二)」

課程得申請認列校外實習，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四、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五、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參加國內外休閒事業管理、觀光旅遊及運動健康與休閒等相關研究所考試 

◎就業發展 

本系畢業生職場發展包括： 

一、從事「綠色旅遊服務」相關之旅遊活動規劃與服務管理專業人員，例如：領隊與導遊從業

人員、旅行社相關工作人員、休閒活動規劃師、獎旅企劃行銷人員及旅遊服務人員等工作。 

二、從事「渡假服務管理」相關之樂活休閒及餐旅服務管理專業人才，例如：渡假村/飯店餐旅

服務人員、體適能企劃與技術指導員、運動中心設施經理人員、婚慶企劃師及餐旅企劃行

銷人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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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人文大樓 1 樓 K16 

電  話：02-22576167 轉 2325；02-8258-8390（專線） 

網  址：http://sh100.chihlee.edu.tw 

E-mail：mh100@mail.chihlee.edu.tw 

 

 

 

 

 

 

 

 

 

 

 

 

 

 

 

 

 

 

 

 

 

 

http://sh100.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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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外語學院 

壹、組織系統 

商貿外語學院下設國際貿易系（碩士班、日四技、五專部、夜四技）、應用英語系（日四

技、五專部、夜四技）、應用日語系（日四技、夜四技）等 3 系，並成立有「區域商貿產學中

心」、「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全外語區域商貿資訊整合中心」等 3 處產學研發中心及

「新南向小語種教學與認證中心」、「技職雙語教育研究與實證中心」等 2 處外語教學發展中

心。 

 

圖 1  商貿外語學院組織架構圖 

貳、發展目標與特色  

本學院之教育宗旨，在於培養學生國際商貿素養、國際溝通能力和國際生活能力。學生的

國際商貿素養是本學院教育養成的核心價值，嫻熟的外語能力則是國際化溝通的工具，而良好

的心理素質與調適能力，則是未來國際化社會必需的生活能力，故本學院以國際商貿力、國際

語言力、國際適應力做為本學院養成教育的三個主軸，藉以培育精外語、通商貿、懂科技、具

國際觀，擅跨文化商務溝通，能適應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知識貿易等跨領域需求，能跨境就

業等各類商貿外語複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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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商貿外語學院發展策略 

參、課程規劃 

本學院系所課程規劃，以培育兼具深厚外語能力、商貿知識、人文涵養與國際視野之國際

商貿人才為目標。課程設計配合國內外經貿、商業、觀光、傳播、翻譯、跨文化研究與英、日

語教學等社會需求，以多元的教學方式，搭配具啟發性的教學活動，有效提升學生國際商貿力、

國際語言力及國際適應力。 

考量學院的專業教學資源統整，專業課程發展國際貿易系係以「貿易業務經營」、「貿易

市場開發」及「貿易金融服務」為專業核心，「商貿外語」、「會議展覽」、「虛實整合（OMO）

貿易」為特色應用領域；應用英語系、應用日語系則以培養英、日語聽說讀寫譯「五技」紮實

的語文能力為專業核心，「國際空勤」、「會議展覽」及「跨境電子商務」為特色應用領域。 

本學院核心課程規劃如下： 

商貿經營面－管理學、商用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智慧物聯網程式設計 

外語溝通面－商貿外文、商貿外語簡報、第二外語 

職能統整面－國際商貿講座、職場實習 

此外，因應區域經濟整合及台商全球布局，培育以貿易專業為導向、熟稔區域商情，

並能良好運用語言能力之國際商貿人才，實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因此，本學院特依我國

主要之經貿發展區域－東南亞、拉丁美洲及日本，設置有跨領域、跨國際、產學契合式之

「區域商貿學分學程」，結合學生海外實習/見習/研修，縮短學用落差，並培育學生跨境

就業力；此外，本學院並配合臺灣北部雙空港（松山、桃園）業務的快速發展，特設置「國

際空勤服務學分學程」，客製化培育國際航空服務人才；此外，並前瞻外貿 4.0 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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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Merge Offline；OMO）貿易的創新發展，特設置有「外貿數位科技學分學程」，

培育善用資訊科技的智慧創新國貿人才。 

肆、未來發展 

一、教學設施面：優化國際校園環境 

本學院除設有「國際貿易系碩士班」外，並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英國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美國西南明尼蘇達州立大

學(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愛爾蘭國家學院(National College of Ireland)、泰

國宣素那他皇家大學(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等名校合作推動雙聯學位。近年

來並持續引進外師、增設全外語授課課程、強化數位語言學習平台、優化商貿外語園區教

學資源，以強化校園國際化程度。 

二、學生學習面：商貿外語溝通無礙 

制訂本學院「職場致用語文」教學提升計畫，訂定大一基礎英語、大二國際職場溝通

英語/雙外語、大三商貿外文、大四境外職場應用等外語核心課程，推動多元語種語測檢

定，培育學生英、日、韓、西班牙、法、德、越南、泰國、印尼語、馬來語等商貿文書、

商貿溝通與商貿簡報能力。 

三、課程發展面：推動境外研修實習 

結合本校 107 所境外姊妹校、台商海外企業，積極爭取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

惜珠」、「學海築夢」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補助，戮力推動學生海外研修/見學、海外實

習/見習及辦理雙聯學位，強化學生國際就業/移動力。 

四、職涯進路面：創新加值全球移動 

辦理就業接軌式產業學院及就業學程，再造全球化國際商貿技優課程。除精進學生多

元外語能力外，並積極培育學生具備資訊統合、大數據（Big Data）分析，能協助企業發

展跨境電子商務、國際市場開發等國際商貿創新能力，進而無縫轉銜至商貿、外語、金融、

觀光、傳播、跨境電商等行業就業，期使學生能布局全球化職涯發展。 

伍、連絡方式 

辦 公 室：人文大樓 2 樓 K26 

電   話：02-2257-6167 轉 4202 

傳真專線：02-2257-5113 

綱   址：http://cf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 - mail：cf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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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系碩士班 

壹、教學目標 

配合專業與產業發展趨勢，並依據本系自身條件前提下，本系碩士班秉持提升學生專業能

力、開拓學生知識視野、優化學生職涯發展之使命，以「培育能專精智慧商貿經營，具跨域整

合能力之新世代中高階網路貿易人才」為教育目標持續努力。 

貳、教學特色 

一、課程面以「國際經貿」及「跨境電子商務」領域做為課程主軸，並強調課程的實務應用性。 

二、授課師資具備豐富學養與業界資歷，授課內容兼具理論與實務之結合。 

三、首創「海外實習」課程，培養國際觀與強化職場競爭力。 

四、鼓勵碩士生畢業論文進行實務應用性之研究，並發表於研討會及學報，強化理論與實務應

用結合之學習成果。 

五、訂定多元語文畢業門檻，提升外語能力，以具備全球就業力。 

參、課程規劃 

一、 培養台灣進出口貿易服務業的專業營運與管理人才，台灣進出口產業以彈性、效率做為主

要營運價值，為協助廠商產品進入市場而提供專業服務，故而對於關務、船務、貨運代理、

物流與客服等產業人才有著高度需求，為此本系碩士班以此做為規劃重點之一，例如開設

「國際採購暨貨運代理實務」、「物流與通關實務」、「服務貿易經營專題」等課程以培

訓專業。 

二、 台灣進出口貿易部門面對海外市場開發與營運，需要專業市場營運與國際業務人才，另外

對於面對國際貿易流程所引發的貿易糾紛也需要擁有解決之能力，為此本系碩士班開設

「國貿產業發展與變遷」、「國際品牌經營與市場代理」、「經濟地理與市場分析」、「外

貿業務開發與經銷商管理」、「國際經貿法規專題」、「貿易糾紛與救濟實務」、「商務

談判」等課程來累積實力。 

三、 配合電子商務的發展，結合進出口貿易部門擴大市場的策略，本系碩士班開設「電子商

務」、「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與管理」、「商業智慧應用分析」、「網路行銷與數據分析」、

「電子商務金融與實務」等課程來連結發展趨勢。 

四、 為提供進出口貿易部門營運人才與高階管理人才的需要，本系以創業輔導為課程設計架

構，於碩士班設立「國貿創業實務專題」、「貿易生產管理實務」、「貿易經營個案分析」、

「網路創業與個案分析」等，期望能提供青年創業與創新所需具備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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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設備 

一、全球經貿科技應用實驗室 

成立一個具有國貿專業軟體的電腦教室，依照各年級國貿相關課程的內容，購置相關

的軟體，使老師、學生在教、學的過程及學生在證照取得中均能受益。老師透過電腦教室

的硬體及軟體的協助，進行專業課程的授課，學生透過軟體的協助，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

專業證照的取得，達到課程的授課及知識的學習之最大效能及效率。 

二、商貿智慧虛擬互動中心 

本教室供學生團體互動、情境模擬之需，並採一人一機，方便電子商務平台、網路及

軟體之運用，另搭配全套 VR 設備，亦可用於虛擬展攤設計，培育學生成為展場行銷及跨

境電商營運人才，運用於虛擬商展設計與實作、國際會議展覽、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英

文聽力與閱讀練習等課程。透過此教學實作與運用的環境，增進學生創新及實務、實作能

力，進行全國商品展競賽及校外電子商務競賽等培訓，以獲取佳績。 

三、網紅及商品攝影棚 

使用專業性攝影工具及直播平台，配合課程提供實務體驗操作；利用專業數位攝影設

備拍攝商品，從數位單眼相機的使用、打燈的方式及後製的技巧，拍攝出所需之成品參加

電商競賽。 

四、新外貿 4.0 社群實驗室 

本實驗室主要目的供碩士班學生上課使用，利用短焦投影書寫螢幕讓碩士班學生能

在課堂上討論、進行小組式演練與學習。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二、第 1 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 4 學分，不得多於 18 學分。 

三、須通過本系規定之語言能力檢定。 

四、應修科目表及修業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一、海外台商與企業之貿易業務與國際採購 

二、國內主要電子商務平台公司營運管理 

三、台灣關鍵產業等進出口業務與裝貨運輸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5 樓                        電   話：02-2257-6167 轉 1239 

網 址：http://it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 - mail：m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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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系 

壹、教學目標 

全球企業交易大多以 B2B 的方式在網路上完成，面對市場行為的轉變，未來網路貿易與

跨境電商不僅僅是企業通路的選擇，也改變跨界貿易生態圈。為培育相關人才，本系培育網路

貿易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並推動精緻實用的貿易運籌專業教育，期待提供學生自我發展所需

之博雅認知與成長機會，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提昇語文程度，增進溝通領導技巧，強化解決問

題的能力，成為具有終身學習能力的學生；而在就業職能的強化上，實作課程以貿易運籌實務

與跨境電商營運做為發展重心。 

本系的願景：「培育台灣貿易產業新世代網路貿易優秀人才 」 

系發展目標：「培養國際貿易領域中品德智能兼具之初、中階貿易服務經營專業人才、國

際市場開發專業人才，及跨境電商營運專業人才」 

貳、 教學特色 

一、全人化的人格教育：透過身教、言教、境教及制教，培養學生愛、尊重與關懷的生命態度，

提供學生在人文、社會、自然、輔導等方面的博雅認知與成長機會，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提升語文程度，增進溝通領導技巧，強化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期達到自信、自尊，不僅具

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亦熱愛生命，成為人文與科技素養並重的學生。 

二、國際語言能力的培育：實施英文小班分級教學，並設定全民英檢、多益測驗等為本系學生

畢業門檻。強調外語情境訓練，透過輔導、競賽與課程設計，提高學生語文之能力。利用

課程設計連貫性英語學習計畫，加強學生聽、說、讀、寫之專業技能。同時，開設日語、

韓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等第二外語（含進階商用第二外語）選

修課程。 

三、國貿商品展實作教學活動：「國際貿易模擬商品展」創立至今已邁入第 35 個年頭，協展

廠商超過 400 家以上。其宗旨是希望創造一個學生能實際體驗國貿實務課程實作流程的

環境，該活動旨在讓學生可透過模擬進出口廠商籌辦國際性商展之情境，達成理論與實務

結合之實作教學效果。學生可從校內國貿模擬商品展、兩岸校際國際貿易模擬商展活動之

相關系列競賽中，獲得實務經驗與業界肯定。 

四、發展會展服務人才培訓中心：以培育「會議展覽服務業」所需之專業人才，課程規劃包含：

會展概論暨個案、會展英語、會展專業英語(英) 與 3D 虛擬展場設計等內容。除了輔導學

生赴新加坡參加國際會展證照考試外，並提供學生至外貿協會所主辦的台北國際電腦展

及大型國際會議實習會展服務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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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領域的學程設計：本系課程跳脫傳統貿易的思維，引進網路貿易與電子商務行銷的模式

與方向，結合網路貿易產業未來趨勢與創新創業的機會，提供學生多元化知識領域課程，

並培養其辨析及思維，進而提升其對不同領域之整合能力。其中專業領域規劃「外貿數位

科技學分學程」，下設智慧商貿微學程，及「區域商貿學分學程」，下設東南亞商貿、拉

丁美洲商貿及日本商貿微學程等，以及其他由全校各學院所設置之學程，提供套裝選修組

合，以深化同學專業學習成就，擴展就業空間。 

參、課程規劃 

一、專業語文訓練 

英語聽力與閱讀練習、商貿外語簡報、商貿外文、日語、韓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越南語、泰語、印尼語、進階貿易英文、語言測驗輔助教學、商貿英語會話、商貿英語進

階會話 

二、商業基礎課程訓練 

經濟學、統計學、商業統計與數據分析、商事法 

三、資訊課程訓練 

商用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智慧物聯網程式設計、顧客關係管理、網路行銷與行動商

務、雲端貿易資訊管理、ERP 配銷系統、ERP 財務系統、雲端顧客關係管理實務 

四、貿易經營課程訓練 

國貿法規、國際貿易實務、國貿原理與政策、國際商貿講座、國際禮儀與跨文化溝通

技巧、國貿經營專題、專題實務發表、全球運籌管理、貿易經營個案分析、國際貿易支付、

東南亞商貿與文化概論、國際經貿現勢、貿易測驗與評估、物流管理、關稅實務、關稅法

規 

五、會議展覽人才訓練 

會展概論暨個案、會展英語、會展專業英語(英) 

六、國際企業課程訓練 

管理學、行銷管理、商業心理學、國際商務談判、專案管理、市調與數據分析實務、

國際行銷管理、國際服務業管理 

七、金融課程訓練 

會計學、財務管理、國際財務管理、投資學、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國際匯兌、財務

報表分析、網路科技金融、衍生性金融商品、商貿金融實務、共享經濟與跨境募資、互聯

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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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跨境電子商務訓練 

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與比較、電商經營個案分析、電商投資環境

與風險評估、網路貿易創業與創新企劃管理、Google Analytics/Adwords 實作 

肆、教學設備 

一、全球經貿科技應用實驗室 

成立一個具有國貿專業軟體的電腦教室，依照各年級國貿相關課程的內容，購置相關

的軟體，使老師、學生在教、學的過程及學生在證照取得中均能受益。老師透過電腦教室

的硬體及軟體的協助，進行專業課程的授課，學生透過軟體的協助，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

專業證照的取得，達到課程的授課及知識的學習之最大效能及效率。 

二、網紅及商品攝影棚 

使用專業性攝影工具及直播平台，配合課程提供實務體驗操作；利用專業數位攝影設

備拍攝商品，從數位單眼相機的使用、打燈的方式及後製的技巧，拍攝出所需之成品參加

電商競賽。 

三、商貿智慧虛擬互動中心 

本教室供學生團體互動、情境模擬之需，並採一人一機，方便電子商務平台、網路及

軟體之運用，另搭配全套 VR 設備，亦可用於虛擬展攤設計，培育學生成為展場行銷及跨

境電商營運人才，運用於虛擬商展設計與實作、國際會議展覽、電子商務與網路貿易、英

文聽力與閱讀練習等課程。透過此教學實作與運用的環境，增進學生創新及實務、實作能

力，進行全國商品展競賽及校外電子商務競賽等培訓，獲取佳績。 

伍、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第1-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第 4 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 9 學分，不得多於 25 學分。 

二、第二外語課程至少修習一門 2 學分。 

三、須通過本系規定之英語能力檢定、專業能力檢定、資訊能力檢定。 

四、在校期間應修習校外實習課程。 

五、在校期間應至少修習本校任一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或一個本系課程模組及一個微學程，或

一個輔系或一個雙主修。 

六、在學期間至少參加全校性或校外性競賽 2 次，其中校外性競賽至少 1 次。 

七、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八、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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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之研究所進修 

◎就業發展  

一、國貿業務及物流人員：貿易部門業務專員、國外部門英文秘書、大陸經貿派遣人員、貿易

部門船務押匯人員、海運/空運進出口業務人員、保稅/報關專責人員 

二、國際會展及行銷人員：國際貿易業務開發人員、國際採購人員、產品行銷/行銷企劃人員、

會展場地服務業從業人員、會議展覽行銷企劃人員 

三、網路貿易及電子商務人員：國際採購人員、國際採購管理人員、電子商務營運人員、電子

商務業務人員、電子商務行銷企劃人員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綜合教學大樓 5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1239 

網址：http://it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mail：m100@mail.chihlee.edu.tw  

 

 

 

 

 

 

 

 

http://www.104.com.tw/jobbank/cust_job/job.cfm?jobsource=104_sj&jobnum=3281404&invoice=28018142000&page=4&hotjob_chr=100700&monitor_pix=1024_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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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英語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配合我國經濟發展及建設，根據本校發展利基，發展重點在於結合本校商務管理學院、

商貿外語學院以及創新設計學院之系科，共同培育符合社會需求之應用英語人才。因此本系鼓

勵學生在強化語文專業的同時，亦應培養第二專長領域，以期將英語能力與第二專長領域相結

合，並具有工作倫理道德與服務精神。同時推動證照結合課程觀念，配合技能檢定，輔導學生

取得語文、資訊及專業證照，提高專業水準，以提升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成為知識與技能兼備

的人才。本系大學部自民國89年創系，日間部現有學制為四技，共12班；附設五專部自民國56

年創科，現有10班。 

貮、教學特色 

一、語言能力的培育：實施英文適性分級教學，並設定英文畢業門檻（詳細規劃請參照本系四

技部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須知）。強調外語情境訓練，透過輔導、競賽與課程設計，提高學

生英語文能力。利用課程設計連貫性英語學習計畫，加強學生聽、說、讀、寫、譯之專業

技能；同時，開設德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韓語、越語、泰語及印尼語等第二外語

選修課程。 

二、強化學生就業能力：本系鼓勵同學選修以特定產業就業為導向之跨領域學分學程，結合產

學雙師課程、校外實習、企業見習與參訪、服務學習、海外實習、實務實習(暑)、職場實

習等與業界實務接軌的課程設計，輔導學生增加產業實務認知，做好就業準備。為優化學

生的專業能力，本系自學生大一起即開始強化其英語、專業以及資訊能力，以課程輔導學

生取得語文、資訊以及專業證照。大三、大四的應用英文實務專題製作、活動籌辦以及專

業實習，期能透過「做中學」的策略，從實際操作中培養學生整合專業知識，以及磨練團

隊運作、溝通協調等「軟實力」，期能在卓越的基礎上，建構「全方位、全生命週期的核

心就業能力養成的學習環境」。 

三、全人化的人格教育：透過身教、言教、境教及制教，培養學生愛、尊重與關懷的生命態度，

提供學生在人文、社會、自然、輔導等方面的博雅認知與成長機會，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增進溝通領導技巧，強化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培養自信特質，不僅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

亦熱愛生命，成為人文與科技素養並重的學生。 

四、跨領域的學程設計：提供學生多元化之知識領域課程，並培養其辨析及思維，進而提升其

於不同領域之整合能力。其中專業領域規劃： 

（一）會議展覽(MICE)學分學程：培育「會議展覽服務業」所需之專業人才，課程規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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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會議展覽概論暨個案、會展活動規劃與實作、廣告管理實務，及國際商務溝通

等內容。提供學生至外貿協會主辦的台北國際電腦展、大型國際會議實習會展服

務及海外實習之機會。 

（二）國際空勤服務學分學程：因應國際化空勤服務人才需求，本系結合校內相關領域及

航空業界師資，打造語言及專業之空勤服務專精人才，發展空勤服務學分學程。

主要課程內容涵蓋職場溝通英語、第二外語、客艙機組員實務應用、彩妝及禮儀

等專業培訓，以利學生未來就業機會。 

此外，由全校各學院所設置之其他學程，提供套裝選修組合，以深化同學專業學習成就，

擴展就業空間。 

參、課程規劃 

本系整體課程以推動精緻實用的應用英語技職教育為目標，除了紮實的專業語文知能「硬

實力」外，並期待提供學生在人文涵養、溝通協調、社會關懷等方面的「軟實力」，俾利學生具

備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提升語文程度，增進溝通領導技巧，強化解決問題的「巧能力」，以培養

自信特質，不僅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亦熱愛生命，成為兼具專業長才與人文素養的業界菁英。 

本系課程發展係以「就業導向」理念為基礎，秉持「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的教學理

念，藉此培育符合就業市場所需的技職專業人才。課程之規劃原則，主要考量下列因素：通識

與專業並重、國際與本土並重、理論與實務並重、品德與學業並重。 

本系為落實技職教育的目標，除加強基本學能與專業訓練外，並積極透過與產業合作及實

作教學，培養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能力。 

一、為培養學生實作的能力，於三年級開設「實務專題企劃」，並於四年級開設「實務專題製

作」課程，使學生具備專題製作的基本能力。 

二、於畢業班開設「國際商貿講座」課程，邀請業界人士蒞臨本系講授實務經驗，期使學生做

好就業前的準備工作。 

三、大三、大四開設「實務實習(暑)」、「海外實習」，讓學生至國內或國外合作企業進行專

業實習，及早了解就業市場的需求；四年級下學期開設「職場實習」，讓學生在學期間即

可至職場進行全職實習，完成畢業即就業之接軌。 

四、校外參訪：不定期配合課程教學，進行校外參觀及訪談。 

五、加強第二外語能力：開設德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韓語、越語、泰語及印尼語等第

二外語課程。 

六、推動證照：本系多項課程設計與證照考試結合，如英文－TOEIC、商貿外文－劍橋領思-職

場英語(Linguaskill Business)、資訊課程－輔導考微軟MOS證照及TQC等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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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業模組規劃：以「國際服務與行政」、「國際商務」為本系專業課程二大模組。開設「國

際經貿現勢」、「服務業管理」、「展覽實務英文」等選修課程。 

肆、教學設備 

本系教學設備完善，每間教室皆具備 e 化數位講桌，並有 3D 情境互動智慧學堂、語言自

學教室、創意智慧共享教室等專業實務教室。 

伍、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可報考國內外各領域研究所 

◎就業發展 

一、可擔任英語教師、英語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者，以及其他與英語相關之專業工作 

二、可擔任一般商務或國際商務人員、會展產業人員、空勤服務或旅遊業人員 

陸、連絡方式 

辦公室：人文大樓 6 樓 K66 

電話：02-2257-6167 轉 2241、2341；02-2253-7375（專線） 

網址：http://ae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mail：p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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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日語系 

壹、教學目標 

有別於傳統的日本語文學系，本系培養具備日語聽、說、讀、寫、譯「五技」紮實語文能

力，並兼具商貿實務能力及人文涵養與服務倫理之應用日語專業人才。 

貳、課程規劃 

一、培養日語基礎與溝通能力 

重視學生日語聽、說、讀、寫、譯「五技」紮實的語文能力之養成，基礎科目採取分班分

級教學制，加強語言訓練；輔以課外輔導，補救教學及優質軟硬體設備，打造完善日語學

習整體環境，強化學生日語基礎能力。 

二、創新商務特色日語課程 

系專業課程模組分為「商貿應用模組 」與「服務業應用模組」兩大系統，強化實務應用

之日語能力。「日潮行銷服務與實務」、「日文秘書實務與商務禮儀」、「日語導覽演練」、

「日語電子商務」、「會展日語」、「日本經營實務」等商務特色日語課程，開闊學習視

野。 

三、兼顧英語及資訊等專業能力 

除日語之外，設有英語檢定畢業門檻，要求學生達到一定水準之英語能力。另開設相關輔

導證照考試課程，幫助學生在畢業前取得日語和英語檢定證照，以及資訊等專業實務證照，

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四、養成接軌產業的實踐能力 

開設雙師教學課程以及國際商貿講座（產業現況及就業準備相關演講），安排業界師資授

課、企業參訪、各種產業實務專題演講，加強專業實務資訊的吸收與應用。推動學生校外

和海外實習，積極強化學生與業界的連結合作，畢業後立即成為業界所需求的人才。 

五、增加跨領域專業 

全校開設有多元的專業實務跨領域學分學程以及就業學程，可供學生選擇和修習。學院內

學分學程有「區域商貿學分學程」、「外貿數位科技學分學程」及「國際空勤服務學分學

程」，另有「日本商貿微學程」、「東南亞商貿微學程」、「拉丁美洲商貿微學程」及「智

慧商貿微學程」。 

六、透過海外實習增加實戰經驗 

提供赴日本企業實習機會，每年有 30 個以上名額，培養學生職場能力的同時，也開闊學

生國際視野。截止目前為止已選送超過百人次學生赴 JAL 日航東京成田、沖繩、九州、

北海道公司、Naba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日本機場地勤、觀光飯店及相關企業實習（6 個

月），亦有泰國、墨西哥及新加坡的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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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日本研習與留學，培養「知日」人才 

透過實際交流互動，提升學生的日語運用能力與對日本的認識，培育具備國際觀的「知日」

人才。與日本各大學簽署國際交流協定和交換留學生協定，每年選派 20 名以上學生赴日

短期研習，短期交換留學的名額也有 30 名。與友好之日本大學或民間團體，不定期舉辦

教育交流活動；結合旅行業資源，舉辦小導遊活動；開設「跨文化溝通實務」課程，透過

線上交流活動，增加日語運用機會；每年舉辦大型台日學生專題聯合發表會，切磋琢磨學

習及研究成果。 

參、教學設備 

本系建置有雲端多功能教室、日本商貿跨域實驗室、日本文化教室、數位化語言視聽教

室、多媒體電腦教室以及商務情境空間等專業教室，專業教室各具特色，除了皆配置有最先

進的數位設備之外，亦有日本文化情境布置、文物展示以及日語學習之圖書資源收藏等空

間；另有模擬日本商貿、日式服務業之跨域應用情境，不僅提供學生學習日本語言文化的優

質環境，也打造出體驗日本經營實務與觀光服務業之實踐場域。 

肆、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畢業總學分為130學分，其中系訂專業必修58學分，選修至少44學分（本系30學分）。 

（二）第1~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三）第4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必須符合下列系訂畢業門檻規範： 

（一）畢業時須取得「日本語能力試驗」二級或其他相同等級測驗之日語能力證書，相關

規定請參照本系「日語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二）通過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以及本系「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三）通過系訂資訊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本系「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三、完成以下任一跨領域學習要求： 

（一）任一個微學程及一個本系課程模組（「服務業應用」或「商貿應用」課程模組）。 

（二）任一個學分學程 

（三）一個輔系 

（四）一個雙主修 

    本系模組課程朝向跨領域、整合性、聚焦的方向規劃，以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機會。本系

課程模組分為「商貿應用模組」及「服務業應用模組」，請參照本系課程模組修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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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修讀校外實習課程： 

        本系學生畢業前必須修習本系開設之任一實習類課程至少一門，且4學分以上；選修

實習課程不受每學期修業學分上限之限制，但國內實習課程學分至多認抵本系選修9學分；

海外實習課程學分至多認抵本系選修13學分。系上實習課程（國內、海外）學分至多認抵

本系選修13學分。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陸生、外籍生及僑生得申請免修校外實習必

修課程。 

五、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六、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伍、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之研究所進修 

◎就業發展  

一、一般貿易公司或外銷廠商或日商公司中之秘書、貿易助理等 

二、相關產業中之業務、採購、行銷企劃人員等 

三、觀光旅遊業中之導遊領隊人員、行銷企劃、事務人員、飯店服務人員等 

四、傳播出版業中之日文翻譯、編輯人員等 

五、其他日語專業服務人員等 

六、透過日本企業實習，有機會在日本就業 

陸、連絡方式 

辦 公 室：人文大樓 5 樓 K56 

電   話：02-2257-6167 轉 2353 

傳真專線：02-2259-7422 

綱   址：http://jp100.chihlee.edu.tw/ 

E - mail：mb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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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學院 

壹、學院發展與特色 

一、發展背景與宗旨 

創新設計學院結合科技、商業與設計三位一體，以「強化軟性實力，發展創新應用」

為核心，立基於本校的商務傳統，邁進雲端科技、大數據、萬物互聯、人工智慧產業。除

了網路智能科技外，本學院將進一步結合美學經濟、文化創意，以培育科技創新與設計應

用人才，迎接全球產業從過去降低生產成本的競爭態勢，升級邁入美學經濟的體驗時代。

結合臺灣原有的製造、科技優勢與多元文化融合的設計創意，在產業或技術價值鏈中導入

創意設計，透過跨領域合作來擴大研發成果，讓傳

統產業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外，科技產業亦可運用設

計重塑品牌形象，增加產品全球競爭力。 

二、發展特色 

結合工業 5.0 培養學生具備虛實整合、人機合

作、創新設計、智慧科技跨領域能力，並以社會 5.0

應用新一代資通訊技術(ICT)，跨越年齡、性別、區

域、語言藩籬，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課題，追求以

人為本新經濟社會加值技術趨勢，營造永續經營及

創造「共享」價值商業模式。 

 

 

 

 

 

 

 

 

 

 

 

 

 

                                   

圖 1 學院課程資源特色整合 

圖 2 學院發展目標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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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院組織架構 

 

 

參、課程規劃 

創新設計學院以「為永續社會創新，為未來生活設計」為發展目標，立基於本校的商務專

業傳統，發展美學經濟文創產業，培育創新設計應用人才，因此規劃「資訊與多媒體概論」、

「程式設計」、「創業管理」及「科技法律與倫理」為院訂必修課程，以奠定學生基礎能力，

強化學生對於最新科技發展研發與應用，再以美學為基礎，發展創意思考設計，並將設計成果

應用於商務科技行銷，擴展學生視野，並結合實務工作經驗與課堂學理知識，分析智慧財產權

相關重要法律及職場倫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提升人文素養，以創意強化學生未來職場競爭

力；另「國際職場溝通英文(一)、(二)」，則以增強學生國際移動力。基於院核心能力培育目

標，本學院規劃之院核心課程如表 1 所示。 

一、學院必修課程 

      表 1  院訂必修課程與院核心能力連結對照表 

核心能力 

院訂必修課程 

開課 

學期別 

設計
力 

自造
力 

科技
力 

國際
力 

人本
力 

資訊與多媒體概論(2 學分) 一上      

程式設計(3 學分) 一下      

圖 3  創新設計學院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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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院訂必修課程 

開課 

學期別 

設計
力 

自造
力 

科技
力 

國際
力 

人本
力 

國際職場溝通英文(一)(2 學分) 二上      

國際職場溝通英文(二)(2 學分) 二下      

創業管理 二下      

科技法律與倫理 四上      

二、學分學程規劃 

院內學分學程開設，以前瞻務實的課程規劃，落實培養本院學生核心能力，配合文創

產業的興起，培養具智慧應用、媒體設計、服務創新三位一體的專業人才。為落實多元領

域人才培育，校內系所跨院合作，結合各院所長，開設院際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程。本

院學分學程及微學程規劃如下： 

      表 2  創新設計學院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程開設一覽表 

項次 學分學程 
規定修習 
學分數 

項次 微學程 
規定修習 
學分數 

1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 20學分 1 智慧雲端行動科技 11學分 

2 翻轉農業明日餐桌 20學分 2 明日餐桌 10學分 

3 跨境電子商務 20學分 3 多元文化跨境電商虛實整合 10學分 

4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20學分 4 創業家能力 10學分 

   5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10學分 

   6 新媒體傳播 10學分 

   7 全方位整合性行銷 10學分 

   8 互動媒體 11學分 

肆、未來發展 

本學院以「發掘、培育、接軌、實作、提升」為努力方向，從發掘產業及人才需求開始，

參考政府推動 5+2 產業創新做為驅動經濟成長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擬定培育「DD＋IT＋PA

＋IR＋SD」跨領域人才為目標，即以數位設計(Digital Design - DD)為基礎、智慧科技(Intelligent 

Technology - IT)為核心、實務應用(Practical Application - PA)為關鍵、創新研究(Innovation 

Research - ID)為導向及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D)為教學培育目標。學院三系通

過 IEET 國際認證 CAC、EAC 及 TAC，除有利於海外招生，並開啓與國際接軌多元管道。學

院採用 PDCA 循環，透過周而復始重複執行「規劃－執行－查核－修正」，來確保三系發展特

色方向符合業界需求。優化課程實用性，強化實務專題製作，增加實習設備更新，提供萌發青

年創業動能，孕育創新創意種子，建立互動裝置科技應用與智慧生活實驗操作，深化專業核心

技能，提升學生實務能力。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強化學生專題製作能力、整合學院培育重

點特色人才，培養具備「畢業即就業」之能力。學院發展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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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化學習環境，活化資源應用 

學院建置跨境電商、創客基地、未來超市、夢想工坊、綠色基地等多個專業實作實習

場域，提供 AR 與 VR 影音互動設備、3D 掃描列印、機器人、物聯網等智慧開發設備，

讓同學藉實作學習場域，進行貼近生活的相關實作演練，以培養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能力。 

二、強化專業技能，鏈結產業需求 

因應「超零售」新趨勢，以「串連全通路資訊」、「AI 驅動數據價值」、「體驗優

先」創造超零售價值，學院整合 AI 科技跨域應用，建構「人機合作智慧應用」NEXT 實

驗室，將智慧製造與學院現有生產、零售及通路類產業實作場域，串接擴大延伸「一條龍」

智慧產銷體驗加值服務，以達創新加乘效果。透過「師徒制」、「雙師制」、「合作制」

或「學長制」讓社群成員進行資訊、知識、經驗分享，並藉由跨系專題共同合作，增進跨

領域學習機會，養成產業所需職能，減緩學用落差，增進與業界無縫接軌，提昇全球化職

涯發展機會。 

三、結合在地需求，實踐社會責任 

強調在生活中教育學生，對於環境生態永續經營須規劃長遠目標，主動發掘在地需求、

解決問題。學院不僅以經濟為主導，將環境與社會納入考量「永續經濟」，並以大學社會

責任計畫促進都市、郊區與城鄉間社經與環境正面連結。因應臺灣 2025 年超高齡時代來

臨，以促進銀髮族健康，進而解決高齡化社會所衍生的各種問題，從解決問題培育農業電

商、智慧生活等跨域硬實力和社會關懷軟實力並具之社會公民。 

伍、連絡方式 

辦 公 室：圖書館 5 樓 

電   話：02-2257-6167 轉 1367、1368                 

傳      真：02-2257-5113 

網   址：http://id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E - mail：id100@mail.chihlee.edu.tw   

 

 

 

 

 

 

 

 

http://id100.chihlee.edu.tw/bin/home.php
mailto:id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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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 

我們的職責，在於你培養成業界炙手可熱的人才 

在你就讀致理資管的四年，我們將幫助你釐清就業目標、聚焦業界技能， 

培養具科技、商業、行銷思維的跨領域人才 

釐清目標  

指引你就業方向的燈塔 

我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讓致理資管的小孩，都能找到自

己的職場方向。這四年的課程，你可以自由選擇聚焦在網

路行銷、程式撰寫、資訊安全三大方向，教授也將根據你

的性格、興趣、專長，推薦適合你修讀的學分學程、跨系

選課、第二外語，幫助你對自己志願有更深層的認識。 

 

 

 

實務課程 

要學，就要學職場上派得上用場的技能 

在我們家，你不僅能夠「學」，還能夠「做」。我們不以

理論研究為教育方向，而是強調專業技術與實務的結

合，包含業師授課、專題製作、校外競賽、證照考取、

職場實習，藉由大量的操作機會與產學合作，讓你畢業

就成為善於解決問題的職場即戰力！ 

 

 

 

智慧創新 

讓你站在科技趨勢的第一線 

在擁有扎實的商業教育的致理科技大學，我們資管系以發

展商務智慧科技為核心，結合人工智慧、5G、物聯網、大

數據分析、人機協力等新一代商業趨勢作為課程方向，培

養你成為具備虛實整合、創新商務應用、智慧科技跨領域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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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指引 

三個模組課程，除了延續必修課程所培育資管人核心能力外，透過各個模組課程規劃與修讀引

導，讓學生得以往其想望的就業職類，培養職場所需能力。 

 

模組名稱 智慧體驗服務模組 

模組特色 

以程式開發為訓練基底，並透過課程指引，學生可選擇全端工程師(程式設計

師、網站程式設計師、網站開發人員)、App開發工程師或測試工程師並搭配著

進階應用課程，接觸AI技術與應用。 

模組課程名稱及目標 

選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模組 

必選 

  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一)3/3 

行動裝置

應用程式

開發 3/3 

    

必選 

小計 
0 0 3 3 0 0 0 0 

模組 

選修 

 動態網頁

設計入門

3/3 

作業系統

與應用 3/3 

網頁程式

設計 3/3 

Android 軟

體框架及

核心服務

整合 3/3 

人機互動

技術 3/3 

深度學習

理論與應

用 3/3 

 

 虛擬實境

應用 3/3 

資料結構

3/3 

物件導向

程式設計

(二)3/3 

AI 人工智

慧應用 

3/3 

資料倉儲

與採礦 

3/3 

  

   資訊志工

2/2 

創意機器

人設計應

用 3/3 

機器學習

理論與應

用 3/3 

  

    智慧投資

與程式交

易 3/3 

軟體品質

與系統測

試 3/3 

  

選修 

小計 
0 6 6 8 12 12 3 0 

必+選 0 6 9 11 12 12 3 0 

總計 53(必 6 選 47) 

顏色標

示對應

職能 

淺綠   前端、後端、全端程式設計師 

黃色   APP 開發工程師 

白色   應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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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 電子商務應用模組 

模組特色 

本模組以資管人具備基礎程式與網路概念為利基，發展網路整合行銷，包括網站

架設、SEO等零售電子商務人員、網路行銷企劃人員，並搭配創新商業模式、創

業類課程，提供想創業的學生更多課程支持。 

模組課程名稱及目標 

選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模組 

必選 

  

  

大數據網

路行銷應

用實務 3/3 

互聯網金

融 3/3 

  

必選 

小計 
0 0 0 0 3 3 0 0 

模組 

選修 

 行銷管理

3/3 

電商流通

連鎖管理

3/3 

企業資源

規劃 3/3 

創業與創

新行銷實

務 3/3 

第三方支

付 3/3 

創業模擬

經營實務

3/3 

 

 多媒體導

論 3/3 

平台基礎

課程 2/2 

文字探勘

與行銷應

用 2/2 

客戶開發

與管理 3/3 

知識管理 

(3/3) 

網路直播

與對話商

務技術 3/3 

 

  大數據資

訊管理 3/3 

商務溝通

(英)3/3 

 創新與專

利 3/3 

  

  元宇宙技

術應用與

商業模式

3/3 

資訊志工

2/2 

 商業流程

與企業應

用整合設

計實務 3/3 

  

選修 

小計 
0 6 11 10 6 12 6 0 

必+選 0 6 11 10 9 15 6 0 

總計 57(必 6 選 51) 

顏色標

示對應

職能 

淺橘   網路行銷企劃人員 

深橘   零售電子商務人員 

白色   創業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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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名稱 雲端資訊服務模組 

模組特色 

本模組以網路管理人員(網路支援人員、雲端資訊服務人員)與網路資安工程師為

兩大培育人才主軸，搭配著IoT的應用課程，以及證照輔導來增加學生入職前即

戰力的準備。 

模組課程名稱及目標 

選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模組 

必選 

  網路服務

管理 3/3 

  ISMS 管理

系統實務

3/3 

  

必選 

小計 
0 0 3 0 0 3 0 0 

模組 

選修 

 雲端與物

聯網 3/3 

資訊安全

導論(3/3) 

雲端視覺

化設計 3/3 

伺服主機

架設服務

管理 3/3 

網路安全

管理(3/3) 

網路攻防

技術與實

戰 3/3 

網路服務

實務 3/3 

 資訊系統

導論(英) 

2/2 

物聯網智

能應用 2/2 

進階網路

服務管理

3/3 

創意機器

人設計應

用 3/3 

虛擬機器

應用實務

3/3 

深度學習

理論與應

用 3/3 

 

  雲端技術

應用 3/3 

區塊鏈技

術與應用

3/3 

 機器學習

理論與應

用 3/3 

  

   資訊志工

2/2 

    

選修 

小計 
0 5 8 11 6 9 6 3 

必+選 0 5 11 11 6 12 6 3 

總計 54 (必 6 選 48) 

顏色標

示對應

職能 

淺籃   網管工程師 

深藍   資安工程師 

白色   應用領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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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門檻協助你，成為能力認證通過者 

 國際移動基礎能力 

學生畢業前至少應通過一種本校所認定具公信力英文檢定考試(以多益為例：多益總分達400)，或 EMI

課程達 8 學分，或修讀英文補救教學通過(需檢附歷年成績單及多益考試一次成績單)。 

 資管專業能力 

總畢業學分數至少 130 學分，並完成任一專業課程模組，同時取得資訊類證照總點數共 20

點。 

 跨域競爭能力 

取得跨領域學分學程 或 微學程 或 輔系 或 雙主修，讓自己擁有π型人的不敗戰鬥力。 

 實戰就業能力 

1.完成 Capstone 專題課程的「實務專題指標認證」，確保能統整自己所學的實戰力。 

2.通過校外實習的歷練，讓自己未畢業前就有社會即戰力。 

 

資訊管理系暖心陪伴 

 圖書館大樓 5 樓電梯開門第一眼‧就是我 

 02-2257-6167  #1313  ‧來電給你問 

 ‧歡迎賴上我 



114 

商務科技管理系 

壹、教學目標 

一、服務創新：以行銷企劃為核心，主要課程包括：高科技行銷、數位行銷、商務創新企劃、

雲端商務管理、服務創新、創意撰寫與呈現等。 

二、資訊科技應用：以資訊科技為核心，主要課程包括：程式設計、計算邏輯與程式應用、網

頁設計、Python 網路爬蟲與資料分析、Web 程式設計、伺服端網頁程式設計、物聯網開

發與應用、行動裝置 APP 開發、資料庫設計與實務等。 

三、智慧型財產權與創業管理：以智慧型財產權與創業為核心，主要課程包括：創業管理、創

業與投資管理、智慧財產權、智慧財產評價以及智慧財產權爭訟等課程，教導學生關於專

利檢索、專利分析與佈局以及專利攻防等知識，培養學生創業的能力。 

四、國際觀點養成與發展：除了重視英文之外，我們也積極輔導及鼓勵同學考取國際證照、進

行兩岸產學與實習、參與兩岸或國際競賽及展覽、輔導海外遊學等等。 

五、就業導向與就學輔導：本系課程主要是輔導同學養成商務企劃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與

跨領域管理能力，同時還開設「創業家能力學分學程」以及「物聯網科技與行銷學分學程」，

輔以專題與實習的搭配，以幫助學生在職場上有所發揮。另一方面，我們也針對有志升學

者，透過師徒制的方式，在大二即可與老師溝通，請求協助與輔導。 

貳、教學特色 

一、發展特色包括：跨境電子商務、數位行銷、雲端商務管理、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

慧、APP 開發。 

二、ENii 的強調與貫穿：我們許多課程都強調實作（Executive）、溝通（Negotiation）與創新

（Innovation），並在各年級，儘量透過團隊競賽的方式，養成同學們將成員專長整合

（Integration）的能力。 

三、辦學認真績效卓越：本系連續兩次獲得教育部評鑑一等及通過 IEET 國際認證。 

（一）連續 10 年（97~106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二）連續 5 年（107~111 年）榮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四、優良五高特色：註冊率高、證照數高、就業率高、品德態度高、雇主滿意度高。 

五、參與競賽屢創佳績，重要獲獎包括：   

（一）2017：第廿八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獲 1 面金牌 1 面銀牌、第十三

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獲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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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第十三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獲亞軍、第十一屆千里馬盃模擬創業競賽

獲銅獎、韓國 WiC 世界創新發明大賽獲 1 面金牌及 1 組特別獎、2018 E 化

系統創意應用競賽獲第一名、第二名及1組佳作、第三屆新創盃2組冠軍、3組亞軍及2

組季軍。 

（三）2019：馬來西亞發明展獲 3 面銀獎及 1 面大會特別獎、2019 E 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獲第

一名、第二名及 3組佳作、TBSA第八屆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獲全國總決賽冠軍

及分區決賽第一名。 

（四）2020 : 青年啟動．創業台灣創業競賽 1 組第一名、新創千里馬創業競賽【創意式電

梯簡報】潛力獎、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地區決賽 1 組第三名、致青

春．創未來 1 組金獎、1 組優等獎及 1 組最佳人氣獎、第六屆德明盃全國技

專校院行動商務創意競賽 1 組冠軍、1 組亞軍及 1 組季軍。 

（五）2021：E 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榮獲 1 組佳作、「新北市英文菁英盃」榮獲國內專業

級、第六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榮獲 3 組冠軍、3 組

亞軍及 6 組季軍、第七屆德明盃全國技專校院行動商務創意競賽榮獲 1 組

冠軍及 6 組季軍。 

（六）2022：第廿一屆馬來西亞 MTE 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獲 1 面金牌、1 面銀牌及華人

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榮獲大專校院-專業英文詞彙組團體亞軍等。 

參、課程規劃 

一、透過執行力、協商力、創新力與整合力的課程設計，培養學生成為能夠運用資訊科技的數

位行銷人才，或是能夠與行銷企劃協同合作的資訊科技人才，期望學生成為企業最愛跨領

域發展的 T 型人與π型人。 

二、本系現有二個課程模組： 

（一）服務創新模組(SI)：課程以行銷企劃為核心，主要課程包括：人力資源管理、數位

行銷、商務創新企劃、營收預估與財務管理、服務創新、創意撰寫與呈現等。   

（二）資訊科技應用模組(ITA)：課程以資訊科技為核心，主要課程包括：智慧生活產品

應用、伺服端網頁程式設計、智慧財產權、行動裝置 APP 開發、資料結構、資料庫

設計與實務等。 

三、各模組大一都有課程演練競賽，大二有師徒制，大三進行專題，大四參與實習。 

四、課程之外，我們還規劃了各種學分學程及微學程，包「物聯網科技與行銷學分學程」、「創

業家能力微學程」、「物聯網科技與行銷微學程」及「全方位整合性行銷微學程」，引導

同學們的學習能夠聚焦於特定產業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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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設備 

一、本系有 2 間專屬的電腦教室、4 間師生討論與專題製作空間，另有多間與其他單位共用的

專業教室、語言教室與各種開放空間，皆有冷氣與電腦投影簡報設備。 

二、管理與資訊科技類圖書約 30,000 冊。 

三、服務創新模組（SI）課程可用軟體包括：EZOAPP、鼎新 WF-ERP、ERP 應用人才數位課

程、3D 印表機、高速攝影機。 

四、資訊科技應用模組（ITA）課程可用軟體包括：APP Inventor、ENDIVA 網路商店系統、

VMware 軟體、物聯網互動體驗套件組、行動裝置 App 體驗設計套件組、人工智慧互動體

驗套件組、AI 自動園藝植栽互動體驗套件組、物聯網生醫互動體驗套件組，php、mySQL、

Python、Arduino 應用軟體。 

伍、 畢業資格 

一、採學分制，修滿規定年限，修足規定科目學分，方得畢業。 

（一）第1至3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16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第4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9學分，不得多於25學分。 

二、另有相關畢業門檻之要求，包括英語能力檢定、專業證照檢定、資訊能力檢定。 

三、在校期間完成本系任一課程模組 (服務創新模組或資訊科技應用模組)。 

四、在校期間完成本校任一微學程或任一跨域學分學程或一個輔系或一個雙主修。 

五、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六、通過院訂專業能力，相關規定請參照本院「大智移雲增能學習實施要點」。 

七、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本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本系過去畢業生考取過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經濟研

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技職教育研究所、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

資訊工程研究所，以及大眾傳播研究所等。 

◎就業發展 

一、入門定位：科技產業的管理、行銷、資訊、企劃或服務人員。 

二、未來前景：科技產業的中高階管理人才，包括執行長、資訊長、行銷長、知識長、創新長

等。 

三、選讀服務創新模組（SI）的畢業生：可往數位行銷、活動企劃、業務專員、專案助理、顧

問公司、企業電子化或電子商務專員等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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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讀資訊科技應用模組（ITA）的畢業生：可往程式設計、網頁設計、資料分析、網路規

劃、行動 APP、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資管人員等方向發展。 

五、因為課程的多元化，本系畢業生也具備跨界人才潛能，可往使用者體驗設計師（UX 

designer）、行銷說書人（Story-Teller）、方案架構師（Solution Architect）、協同專案經

理（Coordinate PM）、策展人（Curator）、專利工程師（Patent Engineer）發展。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圖書館大樓 3 樓 

電話：02-2257-6167 轉 1366 

網址：http://www1.chihlee.edu.tw/dept/md100 

E-mail：md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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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設計系 

壹、教學目標 

本系旨在培育具備設計創作與資訊科技整合能力的多媒體設計人才。為因應當前美學經

濟、創意經濟時代的人才需求，本系將「數位影音」、「互動媒體」列為目前的兩大發展主軸，

且符合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培訓具備全人學養、多元應用與整合能力、理論與實務兼具的優

質專業人才。 

貳、教學特色 

本系致力於營造一個創意創新、活潑有趣、快樂學習、充滿關愛與積極進取的優質環境。

經由豐富多元的課程設計、完善專業的學習輔導，並在「教學卓越」的品質保證下，培育學生

「專業技術能力」、「多元應用能力」、「善用設備能力」及「美學職場倫理」，以因應創新

時代的到來。本系在「實務化、在地化、虛擬化」特色經營下快速成長，無論在課程發展、教

學環境、教師素質、產學合作研究成果、學生學習成就及發展等方面，均有優異表現。 

參、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設計的目的在培養多媒體應用領域的專業設計人才，並以「數位影音」、「互動

媒體」為兩大課程模組。在四年學習過程中，首先以素描、創意發想、資訊多媒體概念、電腦

繪圖及攝影等基礎課程為開端。從基本的文字、聲音、影像、圖片到2D及3D動畫設計製作、

視訊音效剪輯處理、數位教材設計製作、互動藝術、虛擬實境、新媒體科技應用及展示設計等

進階課程，再加上畢業專題、校外實習、活動展演等多元實務課程，培育學生成為兼具理論與

實務的多媒體設計長才。 

本系整合性專題實作課程分二學年執行，結合業界專家共同指導，協助學生整合與運用設

計知識與技術，磨練專業技能、獨立思考、創新思考、文書處理和解決問題等總整課程專業技

能，並培育學生發掘、分析及因應複雜設計問題的能力。專題製作以分組方式進行，包括提案、

製作、審查，以及辦理校內外成果展，培育學生計畫管理、溝通協調、尊重多元觀點與團隊合

作能力。學生在紮實的畢業專題訓練之後，對提昇其專業能力與就業適應力，均有莫大幫助。 

為了進一步提昇學生專業的硬實力和日後工作職場上的競爭力，本系教師積極爭取科技

部、教育部相關單位或私人企業的多媒體設計類型相關計畫，並將計畫內容融入教學課程與活

動，擴大學生參與機會，將理論所學付諸實現，對學生實務經驗的累積有相當大的助益。此外，

本系亦與多媒體相關業者結合，開設校外實習課程，讓學生在校期間即可至業界實習，吸取職

場經驗，以利後續就業順利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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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設備 

專屬專業教室與實驗室 9 間：虛擬攝影棚、高階數位錄音間、多媒體專題實驗室、數位內

容專業實驗室、創新發想實驗室、愉悅式學習科技（Apple Mac）實驗室、3D 高階動畫處理實

驗室、多媒體數位創作中心、數位攝影棚等。學院特色教室 4 間：創客基地、跨境電子商務中

心、未來超市、文創雲端產學設計中心等。另採購 Adobe CS 全校授權軟體、Autodesk 3ds Max

及 Maya 軟體、數位成音音效等軟體。 

伍、畢業資格 

一、大學部畢業生必須修滿「數位影音」、「互動媒體」任一模組課程學分數及任一微學程，

或完成本校任一跨領域學分學程學分數(參見本校學分學程列表)。 

二、「校外實習」為本系必修課程，可以修習「校外實習(暑)」、「進階校外實習(暑)」或「產

業實習」之任一門課程，得申請認列本課程。本系畢業學分至多認列實習課程 12 學分。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陸生、外籍生及僑生，得申請免修校外實習必修課程。 

三、學生須實作畢業專題及參加畢業展演活動。 

四、系訂英語能力檢定，相關規定請參照「致理科技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五、學生須依創新設計學院「專業能力認證實施辦法」取得證照或競賽累計點數 20 點（含）

以上方能畢業。各項證照及競賽認定辦法，請參見本系系網「資訊證照或競賽點數表」。 

六、通過校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學生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七、應修科目表及相關規定事項請詳閱多媒體設計系網頁，並依公告為準。 

陸、畢業出路 

◎升學進修 

國內外設計研究所、數位學習相關研究所、數位科技研究所、科技藝術研究所等。 

◎就業發展 

可從事工作職務有：動畫師、遊戲設計師、數位影音剪輯師、數位影音特效師、廣告影視

專業人員、數位學習規劃師、數位教材設計師、數位媒體設計師、數位內容發展師和多媒體網

頁設計師等。 

柒、連絡方式 

辦公室：和平大樓 1 樓 D15 

電  話：02-2257-6167 轉 1360  

網 址：www.md.chihlee.edu.tw 

E-mail：mc100@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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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學校簡介 

校史 

民國 50 年，政府推行 4 年經建，亟需商業專業人才，時任覺五、覃吉生、李植泉、巫光亞諸

先生，均為素負德望之教育先進；而梁秉權、陳學進、李庭耀、李潔、 甘邦華、李景賢、丁耀熹、

范麟、田逢吉、季德馨、李正及張增榮諸先生，多為基督教友，交稱莫逆，遂決定共襄盛舉，興學

報國。 

民國 54 年 9 月 2 日奉教育部核准設校，董事會推舉任覺五先生為首任董事長，敦聘覃吉生先

生為首任校長。 

同年 10 月，招收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科各 1 班、銀行保險及會計統計科各 2 班，新生共 320

名。嗣於 56 年奉准增設商業文書科，57 年設立二年制技藝部商業會計科。61 年，又奉准設立二年

制夜間部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科，同時停招日間部二年制技藝部商業會計科。63 年，遭逢世界能

源危機，學校經營更加困難，幸賴梁秉權先生不計毀譽，獨立支撐，使學校度過重重難關，並逐漸

成長茁壯。64 年，董事會改組，推選梁先生接任董事長。72 年二專夜間部增設會計統計科 1 班，

75 年開辦推廣教育中心，77 年二專夜間部增設商業文書科 1 班，78 年二專夜間部增設銀行保險科

1 班。87 年設立專科進修學校，89 年改制為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90 年增設進修學院。104 年

8 月奉准改名為科技大學。 

本校校名「致理」，取法《大學》致知明理，及基督教服膺真理之義，實融合中西聖哲修身濟

世之精神，亦符合創校諸君子興學之理念；而校訓「誠信精勤」，則期望致理人以誠信立身，精勤

成己，終身奉行不渝。 

校園建設方面，在覃吉生與解宏賓兩位校長治校期間，先後完成忠孝、仁愛、和平、信義 4 棟

行政與教學大樓，使規模初具。繼由何伯超與陳寬強兩位校長完成誠信館、精勤館及圖書館 3 棟大

樓。誠信館為學生集會及體育活動場所。精勤館為學生宿舍，提供遠道學生住宿之用。圖書館擁有

現代化設備，收藏圖書 27 萬餘冊，中、外語期刊報紙 1,700 餘種，並有電化教學設備，建置資訊

網路，融圖書典藏、多媒體視聽資源於一體。第 5 任校長張長芳先生於 83 年接任， 85 年完成本

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勾勒本校發展與建設藍圖，並逐年更新舊有校舍。90 年綜合教學大樓完

工，設備完善，兼具教學、行政與會議功能。張校長任內殫精竭慮，學校由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

第 6 任校長楊極東先生與第 7 任校長朱自力先生持續整修校舍、擴建校門及美化校園。第 8 任校

長尚世昌先生自 95 年上任後，戮力從公，陸續完成校內重要建設，包括地下 3 層汽機車停車場；

98 年人文大樓竣工；103 年 8 月完成精勤館整修，並新建乙棟地下 1 層、地上 9 層之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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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4 月在淡水另闢第二校區，建置探索教育體驗營地，同年奉教育部核准改名科技大學；108

年 2 月改建誠信館為地下 1 層、地上 6 層之多功能智慧型教學大樓，竣工後將提供全校師生更優

質的學習環境與活動空間。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由陳珠龍先生接任第 9 任校長，在諸前任校長奠

定之基礎上，持續推動校務發展工作。 

     展望未來，深信在董事長領導、陳校長全力推動及所有教職員工生與校友之齊心努力下，本校

將成為國際知名之優質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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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交通路線圖 
 

本校地址：220305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313 號 

交通安全提醒事項： 

  一、本校新生騎乘機車者，來校時嚴禁停放校園四周；凡具有新生身分(有駕照

者)，可於入學前憑證明文件停放機車停車場，待開學後再申辦機車停車證。 

二、出入本校地下停車場，請務必遵守交通安全規則，違反相關條例者，禁止停

放車輛。 

  

機
車
道 

汽
車
道 

致理停車場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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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路線說明：  

1. 搭乘捷運板南線者，請至新埔站下車，往 1 號出口，沿文化路 1 段直走至第一銀行後右轉，

即可到達（步行約 5 分鐘）。  

2. 搭乘捷運新北環狀線者： 

 請至新埔民生站(Y16)下車，沿民生路 3 段直行，右轉步行文化路 1 段，即可到達（步行

約 6 分鐘）。 

 請至板橋站(Y15)下車，沿新站路直行，右轉步行文化路 1 段，即可到達（步行約 10 分

鐘）。 

3. 搭乘公車者，有 99、245、264、310、656、657、701、702、806、813、910、920、1070、

藍 33、藍 35...等，或至大眾運輸轉乘查詢網站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或 http://e-

bus.tpc.gov.tw/)查詢。  

4. 搭乘火車（高鐵）者，請至板橋站下車，由前站北 2 門出口右轉步行文化路 1 段，即可到達

（步行約 10 分鐘）。  

5. 經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五股交流道下靠左直行，接 64 號快速道路（東向），至板橋

交流道（民生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至文化路，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6. 經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往板橋方向出口，接 64 號快速道路（西向），

往萬板路出口方向下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

達。  

7. 由台北市方向到校者：  

a. 經台北市華江橋，直走文化路 2 段、1 段，過民生路口後至第一銀行右轉，即可到達。  

b. 經台北市光復橋，直走中山路至民生路口右轉，途經民生大橋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

迴轉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c. 經台北市萬華區華翠大橋，往板橋車站方向直行至終點下橋，往新莊方向右轉民生路

直走，至迴轉道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d. 經台北市萬華區萬板大橋，下橋直行萬板路至民生路口右轉，直行民生路至迴轉道，

迴轉往文化路方向，右轉文化路直行，即可到達。  

8. 由桃園方向到校者：  

a.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新海大橋，走新海路接漢生西路至文化路口左轉，即可到

達。  

b. 由省道台一線（縱貫線）經大漢橋，直走民生路至文化路口右轉，即可到達。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http://e-bus.tpc.gov.tw/
http://e-bus.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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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校園導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