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實習)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含實習)、
數學、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音樂、生物、物理、化學、
生活科技、法治社會與商業倫理、體育、健康與護理、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通識課程

會計學、數位科技概論、經濟學、企業組織
與管理、初級統計學、Python程式設計、
商業概論、資料科學概論、公司法、數位化
資料處理、稅務法規、中級會計學
(一)(二)(三) 、微積分、財務報表分析、稅務
會計、會計資訊系統、資料庫概論、人工智
慧概論、機器學習概論、財務管理、成本會
計、高等會計學、電腦審計概論、實務專題、
審計學、管理會計學、會計實務訓練(畢輔)、
英語訓練(畢輔)、專業實習

系核心專業必修

會計丙級檢定、會計人生涯規劃、
商業法令與職業道德、記帳士法
規與實務、會計英文選讀、銀行
會計與實務、中級統計學、記帳
士法規與實務、會審法規、政府
會計

審計稅務模組
多媒體概論、網路通訊概論、視
覺化資料分析、電子商務概論、
管理資訊系統、企業資源規劃、
資訊安全與管理、資料庫查詢程
式設計、資料科學應用

資訊應用模組

民法概要、英語訓練(一)(二)、英文能力檢定(一)(二)、商用英文(一)(二)、
商事法、行銷學、投資學、經濟分析、會計溝通與傳播(一)(二) 、成本會
計、管理會計學

一般選修

記帳士、乙級會計事務
技術士

證照

財會人員、成本會計人
員

就業

記帳士、財稅專業能力證照
會計師、內部稽核師

證照

審計及稽核人員
會審人員
稅務行政人員

就業

ERP相關證照
電腦稽核相關證照

證照

電腦稽核人員、ERP顧問人員
XBRL技術人員、管理資訊系統
人員

就業

82
學分

111
學分

27
學分

220
學分

會計與資料科學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會計與資料科學科專科部畢業門檻

專業能力

必須取得Python程式設計相關證照

必須取得其中
一項

1. 勞工委員會會計事務技術士丙級檢定考試

2. 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聯會-初級合格會計專業人才認證

必須取得右列
3～16項中任
一張證照或成
績

3.考試院專技人員普考記帳士考試
4.考試院專技高考會計師考試之專業科目3科(含)以上成績及格。
5.TOEIC多益900分

6.TOEIC多益625分(專科部)；TOEIC多益725分(學院部)
7.勞工委員會會計事務技術士乙級檢定考試
8.考試院舉辦之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含以上)會計人員、審計人員、財稅行
政人員會計及財稅相關科目單科成績達60分以上
9.考試院專技高考會計師考試之專業科目成績及格1至2科者。
10.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證照
11.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考試或相關專業之國際性證照。
12.Microsoft Office專家認證(MOS) –大師認證(Master)(Office2013以後)。
13.無形資產評價師--初級能力鑑定。
14.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聯會-「高級會計專業認證」、「高級審計認
證」。
15.Foundation Level (AIA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in Accounting。
16.獲得專業相關(會計、審計、稅務、資訊)之全國性競賽榮獲前四名之參
與及參賽之隊員或榮獲個人獎項。

英語能力

全民英檢(GEPT) 中級初試以上

托福(TOEFL : Computer-Based Test) 114

托福(TOEFL : Internet-Based Test) 37

多益(TOEIC) 450

國際英語語文能力測驗(IELTS) 3.5級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200

Cambrige Main Suite 中級(PET)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實習)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含實習)、
數學、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音樂、生物、物理、化學、
生活科技、體育、健康與護理、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英語訓練

通識課程

會計學、經濟學、計算機概論、企業組織與管理、基礎程式設計、統計
學、勞作教育、商業套裝軟體(一)、數學二、中級會計學、民法、保險學、
商事法、微積分、貨幣銀行學、財金資訊系統(一)、財務管理、財務報表
分析、銀行會計與實務、人身保險、財產保險、金融機構管理、投資學、
國際金融、金融市場、保險實務

系核心專業必修

商業套裝軟體(二)、英文法、英語會話、英文習作、人際關係、財金概論、
財金生涯規劃、財金資訊系統(二)、國際貿易、財政學、應用微積分、總
體經濟學、金融法規、金融科技概論、財金專題研討、外匯實務、個體
經濟學、國際財務管理、基金管理、金融行銷、衍生性金融商品、財金
專業證照、財金專業選修-微學分、金融實習(一~十八)、研究專題實習、
教育專案實習

專業選修(含一般選修)

CFP財務規劃顧問、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
險資格證照、個人風險管理師、企業風險管理師、人身保險經紀人/代理
人、財產保險經紀人/代理人、人壽保險管理人員、保險公證人、美國壽
險管理師、、證券商業務員、期貨商業務員、不動產經紀人/估價師、地
政士、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財金風險管理分析師

證照

銀行、證券、保險、投資、財務從業人員

就業

80
學分

108
學分

32
學分

220
學分

財務金融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財務金融科專科部畢業門檻

英語能力

全民英檢(GEPT) 中級複試以上

托福(TOEFL : Internet-Based Test) 57(含)以上

多益(TOEIC) 550(含)以上

國際英語語文能力測驗(IELTS) 4級(含)以上

劍橋博思 BULATS 40(含)以上

專業能力
專業證照類別 認定基準 五專部

銀行類、證券類、保險類、不動產類、一般企業類 單一類別點數不得超過70% 80點

證照種類 證照名稱 證照點數 證照種類 證照名稱 證照點數

銀行類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5 保險類 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資格證照 35

銀行類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25 保險類 個人風險管理師 50

銀行類 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 30 保險類 企業風險管理師 50

銀行類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測驗 30 證券類 投信投顧業務員測驗 20

銀行類 債權委外催收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30 證券類 證券商業務員 25

銀行類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35 證券類 股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25

銀行類 風險管理基本能力測驗 30 證券類 債券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25

銀行類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業人員測驗 30 證券類 期貨商業務員 25

銀行類 初階外匯人員專業測驗 35 證券類 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銷售人員 25

銀行類 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人員資格測驗 40 證券類 資產證券化基本能力測驗 30

銀行類 結構性商品銷售人員 40 證券類 票券商業務人員資格測驗 40

銀行類 進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40 證券類 證券商高級業務員 40

銀行類 授信擔保品估價能力測驗 40 不動產類 不動產經紀人 20

銀行類 金融人員風險管理專業能力 45 一般企業類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測驗 30

銀行類 進階財富管理專業能力測驗 45 一般企業類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程式語言核心能力
40

銀行類 外匯交易專業能力測驗 45 一般企業類 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 20

銀行類 金融科技力知識檢定測驗 30 一般企業類 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 20

銀行類 JCCP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 30 一般企業類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驗 25

保險類 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25 一般企業類 初級無形資產評價師 35

保險類 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25 一般企業類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測驗 45

保險類 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 35 一般企業類 記帳士 50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現代文學習作)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
(含實習)、數學一、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音樂、生物、
物理、化學、生活科技、法治社會與商業倫理、體育、健康與護理、全
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通識課程

會計學、計算機概論、基礎程式設計、經濟學、企業組織與管理、統計
學、法學緒論、民法總則、數學二、中級會計學、稅務法規概要、財政
學、微積分、會計報表實務、貨幣銀行學、商用套裝軟體、所得稅法規、
成本會計、消費稅法規、財產稅法規、租稅申報服務學習、租稅申報實
務、審計學、稅務會計、英語訓練

系核心專業必修

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證、乙級會計事務技術士證、記帳士、中華財政學會
營所稅、中華財政學會營業稅、中華財政學會財產稅、中華財政學會稅務
會計、中華財政學會綜所稅

證照

稅務人員(記帳士、帳務員、租稅規劃人員、稅務會計人員)
稅務會計審計人員(會計師、查帳員、審計員、會計/出納人員)
財務人員(財務部辦事員、助理、成本分析師、財務分析)

就業

80
學分

96
學分

44
學分

220
學分

財政稅務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財稅專業選修-微學分、會計丙檢實習、商業心理學、性別關係、英語證
照輔導(一)(二)、日語(一)(二)、民法債篇、應用微積分、財政稅務專題
(一)(二)、記帳士法規、行政法、個體經濟學、會計證照考試輔導、商事
法、民法親屬與繼承篇、總體經濟學、記帳士證照輔導、公共支出、租
稅理論、關稅制度與法規、高級會計學、民法物權篇、大陸財政與稅務
制度、稅務規劃與救濟、財稅研究、財務管理、證券交易法規與實務、
投資學、財政政策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專業選修



財政稅務科畢業門檻

專業能力

1. 考試院與公營事業各類科相當1職等以上考試及格者。

2. 考試院財稅、會計類科考試專業科目任兩科以上及格者。

3. 勞工委員會會計事務技術士乙級檢定考試及格者。

4. 勞工委員會會計事務技術丙級檢定考試及格者。

5. 勞工委員會其他類科技術士丙級以上檢定考試及格者。

6. 考試院財稅、會計類科考試專業科目任一科及格者。

7. 取得中華財政學會各類科證照考試任一張證書者。

8.
取得台灣金融研訓院或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舉
辦之財金專業證照考試任一張證書者。

9.
取得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或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舉辦之證照檢定考試任一張證
書者。

10.
獲得全國性或地區性財稅、會計相關之競賽前三名者(參賽人數
或隊伍需15人或15組以上)。

11. 多益550分以上、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相同等級證照以上者。

※取得上述1.至3.任意一項者，或取得上述4.至11.任兩項者。

英語能力

全民英檢(GEPT) 中級初試以上

托福(TOEFL : Computer-Based Test) 114

托福(TOEFL : Internet-Based Test) 37

多益(TOEIC) 450

國際英語語文能力測驗(IELTS) 3.5級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200

Cambrige Main Suite 中級(PET)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實習)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 (含實習)、
數學一、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音樂、生物、物理、化
學、生活科技、法治社會與商業倫理、體育、健康與護理、全民國防教
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通識課程

會計學、經濟學、計算機概論、企業組織與管理、基礎程式設計、統計
學、勞作教育、英語聽力與會話(一)(二)、中級會計學(含實習)、數學二、
國際貿易實務一(含實習)、商事法、英語閱讀與寫作、微積分、國際貿易
證照輔導、國際貿易資訊系統、國際經濟學、國際企業管理、行銷學、
貨幣銀行學、國際職場英語(一)(二)、國際貿易專題、貿易法規、國際行
銷管理、商用英文、國際匯兌

系核心專業必修

丙級國貿業務技術士
特考專責報關人員
國貿大會考

證照

國貿人員、國貿助理、
船務/報關人員、保
稅人員

就業

82
學分

106
學分

32
學分

220
學分

國際貿易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日文(一)(二)、西班牙文(一)(二)、德文(一)(二)、韓文(一)(二)、民法、商
務套裝軟體、英語聽力與會話(三)、商用日文(一)(二)(三)、商用西班牙文
(一)(二)(三)、商用德文(一)(二)(三)、商用韓文(一)(二)(三)、貿易契約、市
場調查、財務管理、英文財經報導導讀、國際市場分析、職場英語簡報
與演說、投資學、供應鏈管理、跨文化商務溝通、財務報表分析、財經
時事分析、國際商法、

專業選修(含一般選修)

經濟分析、貿易契約、
國際商法

國際經貿

商用套裝軟體、國際
市場分析、進階跨文
化商務溝通、市場調
查(一)、(二)

國際企業經營
中級會計學(二)、財
務管理、英文財經報
導導讀、財務報表分
析、投資學

國際財務金融

助理國際專案管理師、
初階商務企劃員、
TQC專業人士人員

證照

行銷企劃助理、特別
助理、人事助理

就業

證券投資分析員、期
貨商業務員、投信投
顧業務員、內控人員

證照

金融營業、投資理財、
銀行辦事、融資信用
業務人員

就業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國際貿易科畢業門檻

語言能力

英語類

TOEIC多益 650分(含)以上

IELTS雅思 4級(含)以上

TOELF iBT

托福測驗
57分(含)以上

第二外語

日檢

JLPT
N4(含)以上

西文檢定

DELE
A1(含)以上

法文檢定

DELF-DALF
A1(含)以上

德文檢定

Start Deutsch
A1(含)以上

韓文檢定
TOPIK

1級(含)以上

專業能力

國貿類 A.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全國技術士國貿業務」檢定合格

行銷類 B.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門市服務」檢定合格

會計類 C.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會計事務」檢定合格

財務類 D. 證券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合格

1.第A.B.C項丙級以上檢定合格。

2.第D項為證券商業務員以上合格

3.國貿大會考及格或A.B.C.D任一項達成即可

英語類1張+第二外語1張+專業能力1張=畢業門檻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現代文學習作)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
(含實習) 、數學一、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音樂、生物、
物理、化學、生活科技、法治社會與商業倫理、體育、健康與護理、全
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英語訓練(畢輔)

通識課程(一般科目)

會計學、計算機概論、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勞作教育、企業概論、
基礎程式設計、數學(二)、辦公室應用軟體、中級會計學、商事法(一)、
成本與管理會計、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資料庫管理、微積分(一)、
門市服務、勞資關係、電子商務、管理數學、財務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
物流管理、企業實務專題(一)(二)、進階應用英文、資訊管理、國際企業
與行銷、零售管理、組織行為、國際貿易實務

院必修及系核心專業必修

商業文摘導讀(一)(二)、英語會話(一)(二)、企業倫理、民法、英語能力檢
定(初級)(中級)、生涯規劃、日文(一)(二)

普通選修

門市服務技術士、乙
級就業服務技術士證、
TIMS行銷企劃證照

證照

行銷、銷售人員、業
務開發、市場開發人
員

就業

82
學分

116
學分

22
學分

220
學分

商事法(二)、網頁設計、新產品行銷、經營管理實習(一)(二)(三)(四)(五)、
貨幣銀行學、網路應用與管理、微積分(二)、流通管理法規、投資學、金
融市場、公共關係、行銷研究、供應鏈管理、品質管理、策略管理、廣
告學、創業管理、消費者行為、企業實務講座、經濟分析、商業談判、
企管英文文摘導讀(一)(二)、就業接軌實習、財經時事分析、品牌管理、
企劃案製作、經營法規、企業經營實務(畢業門檻課程)、微學分(最高採計
2學分)

專業選修

企業管理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
驗、EFOP企業財務
經營規劃師

證照

人資管理員、金融業
務人員、期貨交易人
員、會計人員

就業

全球運籌關務從業
人員、物流基層管
理人員

證照

品保人員、資訊助
理人員、物流人員、
數位行銷人員

就業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企業管理科專科部畢業門檻
專業能力

A.人力資源類 勞動部「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

B.資訊類

1.經濟部ITE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2.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TQC

3.勞動部職訓局電腦類乙、丙級證照

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之證照

C.行銷類

1.勞動部「門市服務丙級技術士」

2.中華民國外銷企業協進會之證照

3.台灣行銷科學學會之證照

D.會計類 勞動部「會計事務技術士」

E.財務類

1.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之證照

2.台灣金融研訓院之證照

3.台灣財富管理規劃發展協會之證照

4.微析科技之證照

F.作業管理類

1.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ERP學會)之證照

2.中華民國物流協會之證照

3.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之證照

4.中華六標準差管理學會之證照

5.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之證照

6.國際貿易大會考試務中心之證照

7.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證照(外貿協會)

8.美國國際物流協會(SOLE)之證照

G.外語類 英語以外其他外語證照

至少取得A.B.C.D.E.F.G等七大類證照中任五張

英語能力

全民英檢(GEPT) 初級複試

托福(TOEFL : Computer-Based Test) 114

托福(TOEFL : Internet-Based Test) 37

多益(TOEIC) 500

國際英語語文能力測驗(IELTS) 3.5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170

Cambrige Main Suite 初級(KET)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現代文學習作) 。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 (含實習)。
數學一、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法治社會與商業倫理、藝術生活、
音樂、生物、物理、化學、生活科技、體育、健康與護理、全民國防教
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通識課程

計算機概論、會計學、經濟學、管理學。

數學二、微積分、統計學、資料結構、管理數學。

程式設計(一)(二)、電子文件製作、資料處理、資料庫基礎應用、電腦網
路、電子商務、網站應用程式設計、資訊管理導論、管理資訊系統、
行動應用程式設計、資料庫管理系統、作業系統、資訊管理個案研討。

系統分析與設計、專題工具應用、資訊系統專案設計(一)(二)。

系核心專業必修

勞動部資訊相關乙級/丙級證照、MTA（Python/Java）、OCP Java SE 
Programmer、MTA（Security Fundamentals）、MTA（Networking 
Fundamentals）、Adobe Photoshop、CCNA

證照

程式設計師、系統分析師、資料庫管理師、網路規劃工程師、企業資訊
化顧問及一般商業機構或政府機關之資訊部門工作等。

就業

82
學分

101
學分

37
學分

220
學分

資訊管理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運算思維、多媒體製作導論、多媒體整合製作、互動設計、行動商務、
國際證照、Linux系統導論、電腦輔助設計、數位學習、物聯網應用、
人工智慧概論與應用、大數據概論與應用。

行銷管理、企業資源規劃、顧客關係管理、企業網路應用、人力資源管
理系統、社會網絡分析、知識管理。

英語會話(一)(二)、應用微積分、日文、職場英文、心理學、溝通技巧。

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微學分、微學程、學程)。

專業選修(含一般選修)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五專畢業後取得副學士學位。可繼續就讀二技資管系，亦可報名插大、
轉學考，取得學士學歷。本系訂有六年一貫副學士、學士學位實施要點。
可達連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

升學



資訊管理科專科部畢業門檻

資

訊

技

術

類

A組

1.入學時最新版之「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動中心資訊專業證照研析報告」
－證照分級表之中、高階證照（不含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2.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
在學期間任一單次考試答對二題(含)以上。

3.本系程式能力競賽認證優勝（由本系競賽委員會認定）。

4.勞動部資訊相關乙級以上證照。

B組

1.入學時最新版之「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動中心資訊專業證照研析報告」
－證照分級表之初階證照（不含 Microsoft Office 系列）。

2.勞動部資訊相關丙級證照。

3. 電腦技能基金會下列證照：
（1） TQC+基礎物件導向程式語言(C#) 
（2） TQC+程式語言(Python 3) 
（3） TQC+網頁資料擷取與分析 (Python 3) 
（4） TQC+網站程式設計 (ASP.NET C#) 

4.微軟：MTA（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5.微軟：Microsoft Azure Administrator Associate

6.Adobe：Graphic Design & Illustration using Adobe Illustrator

7.臺灣國際計算機器程式競賽暨檢定學會「大學程式能力檢定(CPE)」，
在學期間參與考試至少答對一題。

8.本系程式能力競賽認證優選（由本系競賽委員會認定）。

資

訊

管

理

類

B組

1. 阿里巴巴跨境電商應用師。

2. Google Adwords fundamentals : Google廣告入門

3. Google 業務銷售認證

4. Google Analytics : Google 分析師認證

5. Google 行動網站評量

6. TQC 人工智慧應用與技術

7. GRMBP 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師 - 乙級

8. TQC 企業電子化社群行銷管理師

語

言

類

A組

1. 依各項英檢與 CEF 架構對照表（教育部認可英語證照標準）- CEFR 語言
能力參考指標 B2 以上。

2. JLPT日文N1級(含)以上

3.其他由本系課程委員會認定之語言類證照

※在學期間取得A 組任一證照。
※在學期間取得B 組證照，【五專學生須達任三張以上】，且至少須含一張程式設計（語言）
證照或檢定。

本表以109學年度公告資料製作，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



國文(一)(二)(三)、國文四(含實習) 、英文(一)(二)(三)、英文四 (含實習)、
數學一、地理、歷史、公民與社會、藝術生活、音樂、生物、物理、化
學、生活科技、法治社會與商業倫理、體育、健康與護理、全民國防教
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通識課程

會計學、經濟學、管理學、計算機概論、統計學、英語聽講練習(一)(二)、
英文寫作(一)(二)、基礎程式設計、第二外語字彙與會話、第二外語閱讀
與文法、勞作教育、英語聽力與表達(一)(二)、第二外語寫作與翻譯、英
語文結構、中英筆譯、專業英語溝通、西洋文學概論、中英口譯入門、
英文商業文摘導讀、資訊技能、專題製作、時事英文導讀、英語解說與
發表、商用英文與會話、語言與文化、跨文化溝通

系核心專業必修

研究專題實習、教學專業實習、教學專案實習、研究方法、校外實習、
英語訓練

一般選修

語言證照(英語、日語、德語、西班牙語、法語、韓語)、資訊相關證照
(MTA國際證照、Google分析個人認證執照等)、商業相關證照(阿里巴巴
跨境電子商務專業能力認證、TQC物聯網技術應用證照等)

證照

英（外）語教學、翻譯暨口譯人員、航空旅遊運輸、文化創意、公務機關

就業

80
學分

110
學分

30
學分

220
學分

應用外語科專科部課程地圖

觀光旅遊實務英文、餐旅英文、數

位化資料處理、網頁與多媒體製作、

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國際企

業管理、網路行銷、國際貿易實務、

組織行為、創新與專案管理、統計

軟體運用、財務管理、作業與服務

管理、資訊管理

英語商務溝通模組

英美短篇小說選讀(一)(二)、兒童

英語教學導論、兒童教學活動設

計、心理與電影、進階第二外語

(一)(二) 、英語修辭學、進階中

英口譯、語言學概論、電影文學

賞析入門、電影文本分析入門、

研究方法

文化語言與翻譯模組

本表預計於110學年度起公告實施，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應用外語科專科部畢業門檻

專業能力

GEPT全民英檢 中級複試

TOEFT iBT網路托福 61

TOEIC多益 700

IELTS雅思 5.0

Linguaskill劍橋領思
Linguaskill Business  140
Linguaskill General   140

日文檢定JLPT N3

西班牙文檢定DELE A1

法文檢定DELF-DALF A1

德文檢定 A1

語言類1張=畢業門檻

本表預計於110學年度起公告實施，詳情請依該系科網站公告為準

學術倫理課程6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