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1090424 
109.5.6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通過 

109..系所務會議通過 
109..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6.15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9.25教務會議通過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6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 42 學分』  

                  選修 6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56 學分』跨系選修最多 9 學分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勢(一) 
0/2 國防通識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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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休閒遊憩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1/2 

專業必修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必修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休閒與運動產業概論 2/2 專業必修  國際禮儀 2/2 

專業必修  運動科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必修  養生保健功法 2/2 專業選修  經絡養生保健 2/2 

        

合計 17學分 20小時(17/128) 合計 16學分 20小時(33/128)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多媒體設計 1/2 通識基礎必修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人力資源管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專業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必修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選修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必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刮痧與拔罐調理 2/2 專業選修  足體養生保健 2/2 

        

合計 16學分 18小時(49/128) 合計 15學分 18小時(64/128)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年制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專案管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網路行銷 2/2 專業必修  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必修  休閒與運動傳播 2/2 專業選修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專業選修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社群媒體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戶外輕食與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瑜珈 2/2 專業選修  運動賞析 2/2 

專業選修  旅館管理 2/2 專業選修  客務與房務實務 2/2 

專業選修  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餐飲服務 2/2 

        

        

合計 18學分 18小時(82/128) 合計 18學分 18小時(100/128)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 

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專業必修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戶外導覽與解說活動 2/2 專業選修  社區休閒營造 2/2 

專業選修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專業選修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運動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 2/2 專業選修  創意調酒 2/2 

專業選修  墊上核心 2/2 專業選修  有氧舞蹈 2/2 

專業選修  旅館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旅館管家服務 2/2 

專業選修  飲食文化 2/2 專業選修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2/2 

        

合計 14學分 14小時(114/128) 合計 14學分 14小時(12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