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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與叮嚀 

系主任   顏克典 

首先，歡迎各位同學投入休閒與運動管理系(碩士班)所的大家庭！ 

  「大學」之所以為大，除了規模大，更強調培育成人的完美人格與積極的人

生態度，因此，各位同學應清楚自己的目的，立志追求，努力地培養自我內在涵

養與外在能力，發展出形象大、格局大、氣魄大、心胸大、理想大的個人風格。 

  「大學」之學習可謂無所限制，然而因應系科的分類可歸納為「專業學門理

論」、「研究方法論」與「語言溝通與資訊整合能力」，故本系根據學門能力所需，

規劃系統課程，同學們應明瞭課程地圖之學習階層概念，並分年逐步落實。另外，

技職教育體系除理論學習外，更強調專業技能養成，透過「理論學習」、「實務訓

練」、「證照考核」、「就業引導」等模式，將能快速累積各位通識力、專業力、展

現力，成就未來就業競爭力。 

    近年來社會在東西文化衝擊下，知識與文化產生巨大變遷，處在時代洪流 

中，擁有誠懇的態度、專業的實務學力與學位成為生存的基石與保障。本系優質

團隊經歷評鑑一等的洗禮，不斷地成長卓壯，團隊中有熱心的教師與學長姐，可

引領各位在學習與生活上快速契入，接軌大學知能殿堂，希望各位同學能在接下

來的日子，自我承諾，勇於築夢，彰顯個人的價值，培養並呈現最完美的自己。 

  本系團隊對教育有高標準的堅持與執著!對各位更有深深的期許!希望大家

刻意練習成就自己。 

  最後，獻上誠摯的叮嚀與滿滿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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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務發展 

一、設系緣由 

近年以來，政府推出「雙主軸四輪帶動」的體育政策，冀由競技運動實力的

提昇與全民運動風氣的普及，達成國際賽會有表現、國民身體更健康的理想。再

者，基於預防重於治療的共同體認，健康照護的發展趨勢，已由疾病治療擴展及

於養生保健與疾病預防，衛生署推動的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即將健康體能列為主

要議題，視運動為促進健康的優先介入項目。最後，基於追求身心健康與提高生

活品質的理念，休閒已是現代人類生活的重要部份，也是人類維護健康與促進健

康的必要手段，因此，社會大眾的休閒需求已經大幅增加，休閒產業儼然成為明

星產業之一。 

基於上述，本校為配合國家的政策需要與產業的發展需求，爰於民國 91 年，

秉持推展技職教育的宗旨，仿效美國將運動、健康與休閒三大領域整合為一的概

念，規劃申請設系事宜，並於 92 年獲准成立「休閒與運動管理系」，96 年又獲

核准成立「運動健康與休閒系碩士班」，於 100 年考量培育人才連結市場發展趨

勢更名為「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含碩士班)」所期能培育既有運動、健康與休閒

的整體概念，又有各自專擅領域專業知能的優秀人才。 

二、教育目標 

    依據本校發展目標、教育理念，以及本系設立宗旨，設定以下教育目標︰ 

（一） 培育休閒產業、運動產業、樂活產業與樂齡運動產業之經營管理與服務

實務人才。 

（二） 培育具備全方位（競技性運動、健身性運動與休閒性活動）指導能力的  

活動指導人才。 

（三） 培養優質體育、觀光與餐飲師資培育人才。 

（四） 整合優質的師資與完善的設備，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五） 提供相關產業所需的專業服務，提升產學合作能量。 

（六） 提供南部地區相關業界人士回流教育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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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基本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校級 

秉承德智體群美技六育平衡發

展的教育方針，培養學生理性思

辨表達能力、知性觀照創見能

力、感性關懷奉獻能力，期使學

生成為具備專業知能、人文素養

及宏觀視野優質人才。 

語文表達與溝通 

資訊素養與科技 

實務技能與創新 

團隊合作與倫理 

院級 

生活創

意學院 

培養具備深厚理論基礎、創新實

作能力、高雅人文素養及宏觀國

際思維之德術兼修的生活創意

產業優質人才。 

專業理論與實務操作 

創意創新與產業經營 

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 

職場倫理與團隊運作 

生活體驗與高質美感 

在地關懷與全球視野 

系級 

休閒與

運動管

理系所 

培育既有休閒與運動的整體概

念，又有各自專擅領域專業知能

之優秀人才  

一般能力指標/基本素養 

專業能力指標/核心能力 

G 通識力 P 專業力 S 展現力 

L1 藝文賞析與

生活應用 

L2 生命體驗與

身心保健 

S1 社會責任與

人權法治 

S2 科學應用與

環境趨勢 

P1 產業認知 

P2 經營規劃 

P3 專案管理 

P4 活動設計 

P5 科學評估 

P6 安全維護 

P7 養生保健 

P8 處方實施 

A.敬業態度與  

情緒管理 

B.自我特質與  

生涯定向 

C.公民品德與  

服務學習 

D.優勢發展與  

職能展現 

四、專業能力領域人才培育目標 

領域 人才培育目標 

休閒產業管理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人員 

活動專案管理人員 

養生服務經營管理人員 

運動產業管理 

休閒運動產業經營管理人員 

健身運動產業經營管理人員 

競技運動管理人員 

跨領域能力 

微型創業經營管理人員 

旅館產業服務人員 

餐飲產業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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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實施 

教學以符合專業需求、配合學生特質、運用先進科技與設備、提昇教學效果

為依歸，具體措施為：     

    (一)重視提昇教學品質。      (二)啟動學習輔導機制。 

    (三)重視安排實作課程。      (四)建構 e 化教學系統。 

    (五)完善教師教學環境。      (六)妥善運用週邊資源。 

    (七)善用教學評量結果。      (八)加強實務訓練特色。 

六、輔導措施 

（一） 提升專業實務能力。 

（二） 重視規劃實務課程。 

（三） 舉辦實務操作研習。 

（四） 輔導校外職場實習。 

（五） 指導實務專題製作。 

（六） 加強專業考照輔導。 

（七） 鼓勵參加競賽活動。 

（八） 完整 GPS 系統建置。 

七、強化學習 

（一） 學生選課 

1. 掌握學習性向。 

2. 加強修課輔導。 

（二） 學習輔導 

1. 增設就業導向學習型導師。 

2. 落實晤談制度。 

3. 加強補救教學。 

4. 加強證照輔導。 

5. 落實缺課輔導。 

6. 提供課外學習。 

（三） 學習評量 

1. 落實期中預警。 

2. 落實缺課預警。 

3. 鼓勵參加競賽。 

（四） 學習回饋 

1. 收集課程反應意見。 

2. 掌握課程大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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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學習：GPS 建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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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課程架構 

校
訂
課
程 

通識基礎必修：國文(一)、國文(二)、實用中文、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環境與人類生態、英文(一)、英文(二)、英語聽講練習、英語會話、英

文能力檢定、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服務學習
（一）、服務學習（二）、勞作教育(一)、勞作教育(二) 

通 識 必  修：體育一、體育二、體育三、體育四：探索教育、體適能、游泳、水上救生 

通識博雅選修：通識博雅（一）、通識博雅（二）、通識博雅（三）、通識博雅（四） 

2

2 

4 

8 

院
訂 

課
程 

院訂必修：生活美學、創意與創業、跨領域學程學習(0/1) 

院訂選修：微型創業學分學程 
4 

專
業
必
修 

系訂必修：休閒與運動管理導論（0/2）、運動與健康促進、休閒遊憩概論、管理學、行銷管理、專業倫理、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多媒體製作、
網際網路應用、專案管理、休閒與運動管理能力檢定（0/2）、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理人講座、休閒運動傳播、實務專題(一)（1/2）、

實務專題(二)（1/2） 

 

2

4 

專
業
選
修 

網路行銷、休閒服務品質管理、消費者行為、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
分析（一）、（二）、運動賽會管理、休閒運動英文、運動統計法、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傳統民俗活動 

1

6 

休閒產業管理課群 運動產業管理課群 

模組一 

活動專案管理 

模組二 

養生服務管理 

模組三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

理 

模組四 

休閒運動管理 

模組五 

健身運動管理 

模組六 

競技運動管理 

1.休閒活動規劃 

2.團康活動領導 

3.節慶活動規劃與
管理 

4.會展規劃與管理 

5.冒險休閒活動領

導 

1.足體養生保健 

2.芳香療法 

3.基礎經絡理論
（1/2） 

4.傳統整復推拿基本
常用手法 

5.刮痧與拔罐（1/2） 

1.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
管理 

2.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3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

理 

4.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5.戶外輕食與飲調實務 

1.自行車維護與遊程
規劃 

2.休閒運動指導實務 

3.定向越野運動指導

實務 

4.社群媒體活動管理 

1.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3.健身運動專長（一）核心力
量（1/2） 

4.健身運動專長（二）有氧運
動（1/2） 

5.健身運動專長（三）肌力訓
練（1/2） 

6.健身運動專長（四）功能性
訓練（1/2） 

1.運動訓練學 
2.運動教練學 

3.肌力與體能訓練理
論與實務 

4.運動裁判法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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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共
同
選
修 

解剖生理學、運動營養學、運動技術分析、運動醫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創意藝陣、肢體創作、學期校外實習（9）、創意思考訓練、

生涯輔導、童軍教育原理、合作學習、環境教育、野外生活技能、自然體驗活動、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童軍組織與訓練、童軍團實務、童
軍露營活動、戶外教育概論、童軍活動設計與實施、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休閒養生功法、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露營

與野炊實務、社區休閒產業管理、網球、羽球、撞球、高爾夫、直排輪、棒壘球、水域運動指導實務、運動商品行銷、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專
長術科（一）（二）（三）（四）（1/2）、 

跨
領
域
學
分
學
程 

院訂微型創業學分學程 旅館管理學分學程 飲料調製創業學分學程 

1.會計與財務管理 
2.產業分析與市場調查 

3.微型創業管理 
4.創業法規與稅務規劃實

務 

5.微型創業達人講座 

 1. 旅館管理 

2. 客務與房務實務 

3. 旅館活動企劃 

4. 旅館資訊系統 

5. 旅館管家服務 

1. 飲調實務 

2. 餐飲服務 

3. 飲食文化 

4. 餐飲進階服務 

5. 咖啡萃取與拉花技術 

說明： 

1.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含： 

（1）校訂：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共 34 學分；（2）院訂：必修 4 學分；（3）系訂：必修 24 學分，選修 66 學分（含跨領域學分學程 10

學分）共 90 學分  

2.系訂選修： 

（1）專業選修共同課程部份至少修習 16 學分。 

（2）專業選修必須修習課群中之一個及二個模組課程(例如一個休閒課群模組加二個運動課群模組或一個運動課群模組加二個休閒課群模組)，並於各模組中至
少修習 8 學分。 

（3）據有運動成就欲申請教育部初級運動教練資格者(詳見「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修畢教練專業知識課程（內容如系公告課程），等同完
成模組課程規範。 

3.跨領域學分學程選擇一個整組課程，修習 8 學分。 

4.仍有不足之選修學分，可從其他任一模組選修課程或專業共同選修課程補足。 

5.三年級轉入本系學生模組學分由系主任審核通過後認定。 

6.「休閒與運動管理能力檢定」必修課程，需通過系規定之證照(英語、電腦及休閒與運動相關領域專業)及志工時數 175小時，並完成模組及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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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2019.4.30；系運系務會議通過 

 生創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108062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54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6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24 學分] 

選修 74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66 學分](跨系選修至多 10 學分) 

學生畢業前至少修畢一個所屬學院內開設(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微)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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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06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1007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

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31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通識基礎必修 431004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1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7 服務學習（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0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3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6 服務學習（二） 0/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4 勞作教育（二） 0/1 

院訂必修 40VN32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431A01 休閒與運動管理導論 1/2 院訂必修 40VN33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1A02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1NDE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04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6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38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選修 431N07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431NEH 基礎經絡理論 1/2 專業選修 431N11 運動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AO 解剖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10 運動生物力學 2/2 

專業選修 431N09 運動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431N14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DH 健身運動專長（一）核心力量 1/2 專業選修 431NDI 健身運動專長（二）有氧運動 1/2 

專業選修 431N12 專長術科（一） 1/2 專業選修 431N24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431NDU 傳統民俗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CJ 定向越野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ZD 童軍教育原理 2/2 專業選修 431NZZ 合作學習 2/2 

    專業選修 431NBN 創意藝陣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1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8   學分   34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8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30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9 英語會話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08 多媒體製作 2/3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431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三） 2/2 通識基礎選修  通識博雅（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3 體育(三)  1/2 通識博雅必修 431016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1A36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1017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431A10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40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431N77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必修 431NDW 休閒運動傳播 2/2 

專業選修 431NBU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一) 1/2 專業選修 431NAC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L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3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EK 傳統整復推拿基本常用手法 2/2 專業選修 431N41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431N34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431NBW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二) 1/2 

專業選修 431NDJ 健身運動專長（三）肌力訓練 1/2 專業選修 431N46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431NCK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431NDK 健身運動專長（四）功能性訓練 1/2 

專業選修 431N23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431N70 直排輪 2/2 

專業選修 431N33 運動訓練學 2/2 專業選修 431N45 運動教練學 2/2 

專業選修 431NCL 棒壘球 2/2 專業選修 431NCM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BZ 肢體創作 2/2 專業選修 431NZU 野外生活技能 2/2 

專業選修 431NZF 環境教育 2/2 專業選修 431NYZ 自然體驗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EL 舞蹈 2/2    2/2 

專業選修 431NEM 籃球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29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2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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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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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431A24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431A28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選修 431NCN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E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專業選修 431NCO 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431N49 會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15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CV 戶外輕食與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CP 露營與野炊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EJ 刮痧與拔罐 1/2 

專業選修 431NDV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42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431N50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BV 運動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431NDY 體育統計法 2/2 專業選修 431NCX 撞球 2/2 

專業選修 431NCR 高爾夫 2/2 專業選修 431NBS 運動裁判法 2/2 

專業選修 431NCS 冒險休閒活動領導 2/2 專業選修 400N01 教學助理實務 1/1 

專業選修 431NCW 運動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431NZW 童軍團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BX 肌力與體能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ZX 童軍組織與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1NZY 服務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 2/2 專業選修 431NEB 休閒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431NDZ 社群媒體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EO 運動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431NEN 體育史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4   學分   24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學分 18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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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431025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訂必修 40VN46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431A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1A35 休閒與運動管理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1A36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理人講座 2/2 專業選修 431NBY 運動醫學 2/2 

專業選修 431NCY 休閒運動英文 2/2 專業選修 431NAG 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431NAB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G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431NCZ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DN 羽球 2/2 

專業選修 431NDC 社區休閒產業管理 2/2 專業選修 431NZG 童軍活動設計與實施 2/2 

專業選修 431NDM 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2/2 專業選修 431NZY 戶外教育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1NDB 網球 2/2 專業選修 431NDO 學期校外實習 9/ 

專業選修 431NBT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2     

專業選修 431NDF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431NZN 童軍露營活動 2/2     

專業選修 431NCU 芳香療法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15學分 18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14學分 16小時+(實習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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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課實施辦法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學生選課要點 

91.07.08 教務會議通過  

91.10.0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3.13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6.06.1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3.1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5.28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2.22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9.21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3.0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09.26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相關章則及各項會議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 

(一)選課方式分為初選及加退選，由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及地點，以電腦終端機直接鍵入選課資料。但

情況特殊時，則採選課表劃記方式辦理。 

(二)選課初選前，須於期限內填答該學期所有修習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如未填答完成，則須於課程

初選前填答完成後始得以選課。 

(三)加退選結束後，學生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經電腦印出個人之正式選課單確認簽名繳交至各系科 

彙整送教務處，若發現與所修課程有誤，須在規定期限內至教務處辦理更正，逾時教務處得逕予

註銷不符規定之科目，且該科目成績不予計算並通知各系科及任課老師。 

三、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須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研究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六學分，至多十八學分。 

大三、大四每學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五學分。 

大一、大二至少十六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二專及五專後二年至少十二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五專前三年至少二十學分，至多三十二學分。 

(二)大學部學生應必修通識分類課程，且每學期以修二門通識分類課程為限(詳細規定通識中心另定

之)；專科部跨科選修及通識課程則以六學分為原則。(詳細跨系科最高學分數由各系科另訂之)。 

(三)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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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次學期得酌予減修學分，其

減修之學分審核由各系科自行核定。但不得違背本條文第(一)項之規定。 

(四)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向各系科查詢並填寫新舊課程

抵免申請表。 

 註：辦理抵免科目學生(轉學或轉科等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四、必修課程： 

(一)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然因抵免造成最低學分數不足得經系主任核可送交教

務處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二)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延修、重修、補修或其他特殊

原因，經系主任及欲修習之本校或他校任課教師、該系主任核可送交教務處核備後，得跨系、跨

科、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然跨系、跨科、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

科目每學期以修二門課程為限。 

五、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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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研究生未達 5 人、大學部未達 20 人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上該科目

不開班。 

(二)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

並認定為本系之畢業選修科目學分，但須由該系所擬訂在畢業學分選修科目中保留一定之學分數

供學生自行選修他系所課程，經系科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始可。 

(三)通識基礎、通識核心及通識博雅課程不得承認為專業選修學分。 

(四)依同等學力標準之規定入學外籍生(簡稱中五學制學生)，應補修學分數及修習科目： 

1.補修應修學分之辦理時程訂於中五學制學生註冊入學後。 

2.應補修學分數下限至少須為 12 學分。 

3.修習科目以專業課程為主，由各系考量學生能力規劃開設。 

六、網路教學科目： 

(一)如欲修習網路教學科目之必、選修科目，得經任課教師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所修習之網

路教學科目如為跨系開設科目，得經任課教師，他系及本系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其修習總學分

數不得超過各系規定之跨系選修科目學分數。 

(二)修習網路教學科目每學期以選修兩門課為原則，但總修習學分以不超過畢業總學分三分之一為

限。 

(三)修習教育部補助各項磨課師課程(MOOCs)，以每 18 小時之課程計 1 學分為原則，並以不超過 8

學分為限。 

七、重補修： 

(一) 二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及延修生如因該學制停招或該學期重補修課程上課時間衝堂得申

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選讀。 

(二) 申請跨部至進修部或跨校重補修最多以二門重補修課程科目為原則。 

八、加退選： 

(一) 本班所開設之課程需自行上網辦理加退選，然修課人數上限依學校規定辦理，在校重修生申請

加退選或欲加退他系、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須經系科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 

(二) 加退選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九、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兩週內至各系組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費，逾期不予受理。 

十、隨低班重修課程者，作如下之規定： 

(一) 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二) 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課。 

(三) 選讀電腦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費。 

(四) 未按規定選課者(如衝突時間或修習學分不合規定等)，除不合規定科目一律刪除，成績不予承認

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校規嚴厲處分。 

(五)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單為準；未選科目雖有成綪，不予承認，已選科目無成績者，

一律以零分計算。 

十一、跨部選課： 

跨部修習課程者，僅限大學部三、四年級學生及延修生並受下列規定限制： 

(一)當學年度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不得跨部修課，然因課程衝堂或未開設無法在本部修課者得跨部修

課，但須提出衝堂或未開課證明。 

(二)跨部修可於當年度畢業者。 

(三)跨部修(含必選修科目)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十二、跨學制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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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為研究需要，經所長核可後，得選修大學部課程，但不計入畢業學分，且最高以六學分為

限。 

(二)大學部(含二技及四技生) 四年級學生，經系主任或所長同意得選修研究所課程，但每學期最高以

六學分為限。 

(三)五專或二專學生如因停招經系主任核可後得跨四技選課。 

(四)二技及四技學生經系主任核可後得互為選修開設於上述學制之課程。 

十三、五專部畢業班學生及延修生重修其原排定於低年級課程(一至三年級) 得跨日間部或進修部四

技一、二年級修課，然該班選課人數不得超出學校規定修課人數。 

十四、學生完成修習學分學程取得學程證明者，學程課程規範至少 9 學分跨域學分數不列入各系訂定

之可跨系或跨院選修學分數之限制。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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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與運動管理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95 年 02 月 18 日系務會議訂定 

96 年 01 月 30 日系務會議修訂 

96 年 09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訂 

99 年 02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訂 

101 年 06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訂 

105 年 10 月 09 日系務會議修訂 

106 年 07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一、 為增進本休閒與運動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務經驗，規範相關實習作業程序，保障實習生

實習權益，依「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學生實習實施辦法」，訂定「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生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為實施本要點，本系另設立實習委員會，委員含系主任、實習機構、實習生家長、實習生代表、

系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實習輔導老師(班導)若干名，負責實習作業要點擬訂、掌理實習課程之規

劃、經費規劃、審議實習作業流程、實習制度管考及評鑑、審議實習廠商之合約、決議實習之各

項相關事務。 

三、 本要點包含下列各項﹕ 

1. 以能提升本系學生專業能力、就業能力及實務經驗為原則，訂定實習場所標準及評選原則。 

2. 實習場所需有良好管理制度及符合環境安全、衛生標準。 

3. 實習評分方式，應明列機構評分項目、標準、百分比。 

4. 明列本系實習生申請實習資格、開課年級、必選修、學分數、實習期間、實習天數、實習時

數等資訊。 

5. 學生申請實習標準作業流程，含申請、甄選、分發、輔導等機制。 

6. 未完成實習工作或未經核准中途離職者，其實習時數與學分不予採認。 

四、本要點應依下列原則辦理實習業務，分派實習生至業界實習，並保持對等原則﹕ 

(一) 本系由系主任指派教師擔任實習輔導老師，為對外聯絡窗口。 

(二) 本系推動實習生至實習場所實習前，應召開實習會議及說明注意事項。 

(三) 本系實習輔導老師隨時保持聯絡該實習生之實習表現狀況，以增加雙 方合作，落實實施輔導制

度。 

(四)本系應與實習單位規範不得令實習生從事危險、違法之實習活動。 

五、本要點應落實推動學生實習計畫並彙整書面資料，如：學生心得、學生職場體驗之實習日誌、教

師輔導訪視學生、學生學習後成效評估等資料，並編撰成冊。 

六、本要點明訂辦理與實習機構簽約，應依校務基本資料庫蒐集實習資料之要求，以本校提供制式實

習合約版本為基礎，經雙方認定有必要增加於合約書者，得自行延伸項次，經學校同意後簽約。 

七、本要點規定應於簽約完成後，始能准許本系學生至該實習單位實習，未經簽約不得自行前往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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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每次辦理實習簽約經雙方用印後，將實習合約書一份送至研發處登錄存查，合約有修訂或中途終

止時亦同。 

九、本要點之實施作業細則，由本系實習委員會定之。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審議，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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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間部校外實習辦法施行細則(依教育部最新核定處理)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校外實習辦法施行細則 

105 年 09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訂 

106 年 07 月 06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一、實習辦法施行細則依據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生實習實施要點第 9

點訂定之。 

二、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生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實為必修 9 學分。 

三、校外實習同學學雜費收費標準；依教育部 89 年 4 月 26 日台(89)技(二)字第 89044211 號函附 

四、各校學生如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部、雜費五分之四為限。 

五、為使校外實習期間，學生作息正常，遵守實習單位工作體制及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六、請假類別：事假、病假、喪假、婚假、公假。 

    本校同學前往各實習業界，先依原單位請假規定及勞基法規辦理，若各實習單位無明示規定則依

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理。各類請假須依規定辦理，並於事後，依規定補足應補實習時數，違者依校規

酌予處分。  

1. 事假： 

(1) 偶發事件得於發生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於三日內完成請假手續。 

(2) 除偶發事件外，一律應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後始准離開。 

2. 病假： 

(1) 身體不適而需就醫，請假天數在三天以下者，（如腹痛、感冒等），得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 

式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並於事後持公立醫院診斷證明，儘速補辦請假手續。 

(2) 請假在三日以上，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外，應儘速持公立醫院之醫

師診斷證明書，向實習單位及學校實習組補辦請假手續。 

3.喪假： 

得於事發當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向指導老師或實習主管報備，並儘速持訃文補辦請假手續（訃

文上含學生姓名，或死亡診斷加家長證明亦可代替訃文）請假日數；父母七天，直系親屬三天，

旁系親屬一天。 

4. 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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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於事前週內檢附請柬，向各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報備請假。請假天數七天。 

六、曠職： 

(1) 未按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逕自休假者得予曠職處分。 

(2) 實習曠職（未請假及請假未准）在連續三天以上者或累計達七天者，其成績以零分計算，並勒

令退學。 

七、上班規定： 

(1) 如實習單位屬性特殊，於業務上需要，經事先安排而有輪班、早班、夜班、兩頭班、等情形、

學生應欣然接受，因業務上實際需要、主管得要求員工加班、學生不得拒絕，必要加班得由主

管安排，填寫加班申請單。 

(2) 本校學生於上班時間因故外出，須經部門主管核准。 

(3) 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宜自我加以檢點，如有優良或不良表現

則依現行學生手冊規章處理，其後果自行負責。 

八、懲罰方面： 

(1)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小過以上處分： 

1.對上司態度傲慢者。 

2.惡意攻訐同事或助長同事間之糾紛者。 

3.挑撥離間，破壞團體秩序，惹事生非者。 

4.在外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5.拾金不報，佔為己有者。 

6.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 

7.服裝儀容不整，有違善良風俗者。 

8.逾假遲歸者。 

9.不假外出者。 

10. 上、下班無故遲到、早退者。 

11. 重覆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情節輕微者 

12. 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情節輕微者。 

13. 具有其他相當於上列之情形者。 

(2)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以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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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上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嚴重或經記過處分後仍不知悔改者。 

2.為他人作不實之證明者。 

3.涉足不良場所（如：賭博、電動玩具場所、色情場所），有損校譽者。 

4.經常違背學校規定，屢勸無效者。 

5.假借名義，從事不正當活動者。 

6.酗酒滋事，有辱校譽者。 

7.國內（外）實習或旅遊時，行為不當，有損校譽者。 

8.不愛惜公物任意破壞。 

9.私自轉換實習單位，未經學校核准同意，情節重大者。 

10. 擅自重覆答應二家以上實習單位，違反誠信影響校譽，情節重大者。 

11.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相當於上列之情形者 

(3) 學生被實習單位退訓處分或有下列行為者，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決議得處退學處分，全案移送

獎懲輔導委員會處理： 

1.校外鬥毆者。 

2.有竊盜或詐欺行為者。 

3.處理實習單位財務有舞弊或侵佔公款行為者。 

4.在實習單位內打架滋事者。 

5.向顧客強索小費者。 

6.未經許可擅將實習單位資產及他人財物攜離該實習單位者。 

7.拒絕執行派定工作或不服調動者。 

8.騷擾或刺探客人私生活。 

9.上班時間內睡覺，使公司蒙受重大損失者。 

10. 介入色情媒介者。 

11. 未經正當手續私自向客人兌換外幣者。 

12. 利用職務謀取不當利益（如受賄、圖利他人）或以實習單位名義對外招搖撞騙者。 

13. 觸犯刑法獲判拘役以上刑罰者。 

14. 訛詐、辱罵或威脅主管者，或散佈謠言損害他人名譽者，或以任何方式使用暴力或誹謗實習

單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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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煽惑他人不服實習單位規定或蠱惑他人怠工，集體請願及製造勞工糾紛者。 

16. 在實習單位內與客人或同事有不道德或猥褻行為者。 

17. 連續曠職三天以上，或半年內曠職累計達七天者。 

18. 參加校外不正當團體或非法組織、流氓或不良少年集團者。 

19. 操行不良，屢誡不聽，不堪造就者。 

20. 故意損毀實習單位、顧客或同事之軟硬體設備。 

21. 為個人或少數人之利益，而嚴重危害他人或影響校譽者。 

22. 攜帶或販賣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列管（1）毒品（2）藥品（3）原料者。 

23. 偽造文書或冒用他人印章，情節嚴重者。 

24. 未依規定在原登記校外實習單位實習，有欺瞞行為者，予以勒令退學處分。 

25. 其它如實習單位人事規章革職規定行為或事項。 

26. 犯有其他重大過失，合於退學或開除者。 

※ 本辦法如有不適之處得另令修訂之。 

 九、重大違規處理程序： 

      各項學生重大違規或退訓，經實習單位或訪視輔導老師至企業單位瞭解後做書面報告，將經過

陳報校長裁示後逕行處理。 

 十、實習方法: 

(1) 實習機構: 

由本系商請觀光、餐旅、休憩事業機構協助，包括國際觀光旅館、觀光旅館、省市級風景特定

區及公民營之渡假村或大型遊樂區等。 

(2) 實習方式:採兩梯次實習，依分配時程實習 

1. 第一梯次：於三年級上學期開始實習 

每年 10 月初公佈實習單位、實習名額人數，開放學生登記，並安排面試，面試通過才算正

式錄取。若登記人數超過業者提供的名額數，以大二下學期之學業、操行平均成績為初選

之標準，若分數相同者，依學業平均成績依序分發面試。學生應於實習前繳交家長同意書(若

實習單位未提供保險福利，實習學生應自行投保意外險。) 

2. 第二梯次：於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實習 

每年 4 月初公佈實習單位、實習名額人數，同時開放學生登記，並安排面試，面試通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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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正式錄取。若登記人數超過業者提供的名額數，以大三上學期之學業、操行平均成績為

標準，若分數相同者，依學業平均成績依序分發面試。學生應於實習前繳交家長同意書(若

實習單位未提供保險福利，實習學生應自行投保意外險。 

3. 實習時間： 

每年 2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及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1 月 31 日止為原則，且應至少六個月，且

滿 960 小時實習時數，未滿 960 小時實習時數者經實習單位同意並向系辦公室報備，可延

長實習日數返校。 

4. 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撰寫實習心得報告，於兩週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給導師評分，未於

規定期限內繳交，視同未實習無學分，並提報實習與設施委員會審議記過處分。 

5. 實習學生務必出席「實習說明會」，未出席者視同放棄實習機會。 

學生填選實習單位，面試時無故未到者，提報實習與設施委員會審議記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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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課程實施要點 

「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課程實施要點 

106 年 08 月 修訂 

一、 為加強學生運動健康休閒理論與實務操作結合暨拓展其職業生涯，凡本系學生應修習「休閒與

運動管理實務」課程，特訂定「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以

作為修習該課程之依據。 

二、 「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為校內服務實務課程，必修計 1 學分，時數需累積達 125 小時以上，

且至少需參加與本系學習領域相關之校外學術性或實務性研習會或研討會一次(至少六小時以

上)，始完成課程修習，並於四年級上學期取得學分。 

三、 本課程實施內容涵蓋「實務服務」與「專業領域學習」二部份，服務時數每天至多六小時計算，

每學期應不少於 25 小時。 

（一） 志願服務培訓：完成中央或縣市政府主管機關舉辦之志願服務基礎訓練，繳交完訓證

明，導師認證簽章。 

（二） 實務服務：與本系專業領域相關之志工服務，累積達 125 小時以上。 

（三） 專業領域學習： 

1. 就業導向學習型導師分組 

分組 負責老師 
就業職場 

(至少填 3 項) 

工作名稱 

(至少填 5 項) 

備

註 

健身 李淑惠老師 

1.健身運動俱樂部 

2.幼兒/兒童體能工作室 

3.社區、職場健身運動中心 

4.國民運動中心 

5.體能顧問公司 

1.個人健身俱樂部運動指導員 

2.團體健身俱樂部運動指導員 

3.幼兒健身運動指導員  

4.中老年健身運動指導員 

5.健身運動俱樂部場館管理人員 

6.健身運動器材行銷專員 

 

教練與裁判 洪國欽老師 

1.各單項運動委員會 

2.各級學校(中小學、高中、大

學) 

3.各單項運動運動俱樂部(網

球、羽球、高爾夫…) 

1.各單項運動教練 

2.各單項運動裁判 

3.各單項運動競賽企劃人員 

4.運動用品銷售人員 

5.運動俱樂部管理人員(網球、羽

球、高爾夫…) 

6.球具維護人員 

 

休閒運動 
莊濱鴻老師 

郭信聰老師 

1.戶外活動專業公司、俱樂部 

2.水域休閒活動專業公司、俱

樂部 

3.專業休閒運動器材公司 

4.自行車產業 

5.個人休閒運動工作室 

1.戶外活動專業指導教練 

2.水域休閒活動專業指導教練 

3.專業休閒運動器材銷售 

4.自行車產品銷售員 

5.自行車組裝與維修技師 

6.自行車導遊與領隊 

 

民宿與度假村 
江哲超老師 

何秉燦老師 

1.度假村  

2.餐廳、飯店 

3.民宿 

1.度假村、民宿或飯店客務、房

務、業務人員/主管 

2.餐廳內/外場人員/主管 

 

https://www.1111.com.tw/corp/71716702/?agent=_7171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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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組證照學習：英文證照（依學校規定）、專業證照（每一模組至少一張）。 

3. 資訊電腦證照學習：資訊技能證照(中英文缮打證明除外)。 

4. 完成個人 GPS 內容建置。 

（四） 其他經系主任認可之活動。 

四、本課程時數認定注意事項：  

   （一）凡參加研討會、研習會及講習會者，活動結束後，提交主辦單位核發之參加證書（明）以

憑認定，服務時數每天至多六小時計算，由導師認證簽章。 

   （二）凡擔任與本系專業領域相關之實務服務者，服務時數每天至多六小時計算，活動結束後，

由輔導老師簽章，導師認證。 

   （三）凡參加其他經系主任認可之活動者，依前述辦理。 

   （四）轉學(系)生依轉學(系)學期為基準，扣除之前實務服務時數(每學期 25 小時計)。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旅行社 

5.觀光相關產業 

3.餐廳業務人員/ 

4.旅遊產業諮詢客服人員/主管 

5.觀光產業業務人員/主管  

活動企劃管理 唐國峰老師 

1.度假村/民宿 

2.運動產業 

3.活動企劃公司 

4.公關顧問公司 

1.活動企劃人員 

2.公關企劃人員 

3.運動賽會企劃人員(經理人) 

4.企劃行銷人員 

5.策展人員 

6.市場調查/分析人員/社區營造

人員 

 

養生服務技能 劉文禎老師 

1.休閒遊憩業 

2.養生保健業 

3.個人工作室 

1.休閒養生指導人員 

2.社區養生活動指導員 

3.經絡、足體、推拿服務人員 

4.經絡、足體、推拿經營管理人

員 

5.養生餐飲會館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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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就業導向」學習型導師輔導紀錄表 

系級：                       姓名：                   學號： 

時間(請圈選)：106、107、108、109 學年度 

日期 時間 時數 就業導向領域 
學習型導

師審核 
輔導內容紀要 主任檢核 

       

   
    

   
    

   
    

   
    

   
    

   
    

   
    

   
    

   
    

   
    

   
    

   
    

   
    

   
    

1.每學期至少晤談輔導 8 次。 

2.每學年繳交學習型導師輔導心得報告至少一份。 

3.紀錄單請逕行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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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學習型導師」輔導心得報告 

姓    名：                                          

學    號：                                                         

就業導向領域：                                                         

學習型導師：                                        

時    間：     年     月     日(106、107、108、109 學年度) 

輔導心得報告(至少一千字) 

 

 

 

 

 

 

 

 

 

 

 

 

 

 

 

 

 

 

 

 

 

 

 

 

 

學習型導師評核：                  

導師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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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照片: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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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志工服務紀錄表 

系級：                       姓名：                   學號：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工作內容 時數 
認證單位 

核章 

      

  
    

  
    

  
    

  
    

  
    

  
    

  
    

  
    

  
    

  
    

  
    

  
    

  
    

  
    

本學期服務時數合計______小時，繳交實習心得報告______份。  

備註： 

1. 每學期繳交班導師實習心得報告至少一份。 

2. 完成實習總時數 125 小時，則不需再繳交心得報告。 

3. 紀錄表請逕行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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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休閒與運動管理實務」志工服務實習心得報告 

姓    名：                             

學    號：                             

服務單位：                             

服務期間：                             

1.單位簡介：(或課程介紹) 

 

 

 

 

 

 

 

2.工作內容： 

 

 

 

 

 

 

 

3.服務成果對學生實務能力之提昇情形： 

 

 

 

 

 

 

4.服務成果對學生未來就業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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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務過程照片：(八張以上)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導師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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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務專題實施辦法(依教育部與學校統一核定處理) 

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 

 

95 年 09 月 制訂 

100 年 08 月 修訂 

一、 為提昇本系學生之專業素養，強化實務與解決問題之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二、 實務專題為二學分必修課程，主要實施於日間部之必修課程。 

三、 專題研究之主題得為運動科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產業之行銷、財務、生產、人力資源、資訊、

研究發展等管理領域之實際問題為主，以符合技職教育之特色。 

四、 實務專題採用分組方式進行，以每組最多二至四人為原則；各組得請系內專任教師一人擔任指

導老師，並於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提出分組組員與指導老師名單，經系主任審核通過後實施。 

五、「實務專題」又分實務專題(一)、實務專題(二)二課程，於四年級時分上、下兩學期分別修習，實

務專題(一)需完成實務專題計畫之撰寫(專題計畫撰寫方式依學術論文或技術報告書方式，技術

報告書方式依教育部規定之)，由指導老師口試通過後，始得承認其學分。 

六、實務專題(二)須撰寫專題報告，且該專題報告須經由本系教師組成口試委員公開口試通過後，始

得承認其學分。專題口試的舉行，以下學期四月份為原則。 

七、口試委員除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指導老師遴聘本系相關專長教師二名共同組成。實務專

題成績計算的項目與方式，請參考附件一。 

八、經第一次口試通過後之專題，得有資格參加本系優秀專題之遴選。優秀專題遴選委員係由本系教

師組成。優秀專題的名額，各學制每班有特優一組，佳作二組為原則。 

九、獲選為優秀專題的小組，其成員除由學校頒發的獎狀乙只外，特優組、佳作組亦可分別獲得獎學

金鼓勵。 

十、獲選為本系優秀專題，應配合校內專題成果的展示，及以本系名義對外參加專題競賽或發表，不

得藉故推托。 

十一、專題報告不可剽竊他人作品或涉及侵犯著作權法；違者，則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二、專題研究於口試及格後二週內，應繳交專題報告電子檔及書面資料一式三冊。以上未按規定繳

交者，視同未完成專題課程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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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實務專題報告編輯格式，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封面內容與顏色由學校統一規定。 

（二）A4 紙張規格且以電腦 Word 以上之標楷體、12 點、單行間距進行編輯。 

（三）須附目錄索取。 

（四）版面格式依 Word 文件原始設定之邊界為準（上下 2.54cm，左右 3.17 cm），且編頁碼

（頁尾置中對齊）。 

（五）報告應裝訂成冊，裝訂於左邊，開口朝右。 

（六）專題文獻之引用，請依最新版 APA 英文格式與體育學報引用文獻中文格式撰寫，繳交

完整報告與 24 份討論紀錄表，未按上述規定之格式繳交，視同未完成專題報告。 

 (七)實務專題撰寫方式： 

         1. 封面 

         2. 前序部份 

            (1) 論文口試委員與所長論文通過簽字證書(審定書) 

            (2) 電子檔上網授權書 

            (3) 中文摘要…..(以小寫羅馬數字如 i, ii, iii，置於每頁下方中央部位) 

            (4) 英文摘要…………………………………………………………(同上) 

            (5) 謝  誌……………………………………………………………(同上) 

            (6) 目  次……………………………………………………………(同上) 

            (7) 表  次……………………………………………………………(同上) 

            (8) 圖  次……………………………………………………………(同上) 

         3. 主文部份 

            (1) 第一章  緒  論……………(阿拉伯數字，置於每頁下方中央部位) 

            (2) 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同上) 

            (3) 第三章  研究方法………………………………………………(同上) 

            (4)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同上) 

            (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同上) 

(6) 引用文獻…………………………………………………………(同上) 

         4. 後篇部份 

            (1) 附  錄……………………………………………………………(同上) 

            (2) 個人小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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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技術報告格式： 

         1. 封面 

         2. 前序部份 

            (1) 論文口試委員與所長論文通過簽字證書 

            (2) 電子檔上網授權書 

            (3) 中文摘要…..(以小寫羅馬數字如 i, ii, iii，置於每頁下方中央部位) 

            (4) 英文摘要…………………………………………………………(同上) 

            (5) 謝  誌……………………………………………………………(同上) 

            (6) 目  次……………………………………………………………(同上) 

            (7) 表  次……………………………………………………………(同上) 

            (8) 圖  次……………………………………………………………(同上) 

         3.主文部份 

            (1) 第一章  研發理念…………(阿拉伯數字，置於每頁下方中央部位) 

            (2) 第二章  學理基礎………………………………………………(同上) 

            (3) 第三章  主題內容………………………………………………(同上) 

            (4) 第四章  方法技巧………………………………………………(同上) 

            (5) 第五章  成果貢獻………………………………………………(同上) 

(6) 引用文獻…………………………………………………………(同上) 

         4. 後篇部份 

            (1) 附  錄……………………………………………………………(同上) 

            (2) 個人小傳…………………………………………………………(同上) 

            備註：技術報告之內容說明與書寫要點以教育部技術報告升等之規定為依據。 

十五、本系專任教師除兼任行政職務外，均有義務指導本系學生之專題，且每位教師至多指導三組學

生。 

十六、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應遵行校頒「實務專題、專題研究及畢業設計」實施辦法。 

十七、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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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學年度 

「實務專題」討論紀錄表 

學生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地點 
 

次數 第    次 

本次討論議題 前次問題完成情形 

  

結論： 

指導老師簽名：  填表人：  

備註:每學期至少 12 張，「實務專題」(一)、(二)至少共 24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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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修部暨進修校院 

(一)四年制四技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標準課程表        1080524            

◎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必修 68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46 學分』  

                   選修 60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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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05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02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06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931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國際情勢(一)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19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04 體育(一)  1/2 國防通識必修 931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 防衛動員(二) 

0/2 

專業必修 931A01 休閒遊憩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09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1A03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931A38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1A42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必修 931A11 休閒養生科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931A18 老化與保健 2/2 專業必修 931A28 團康活動規劃 2/2 

專業必修 931A06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營管

理概論 
2/2 專業必修 931A39 運動休閒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1A10 運動科學概論 2/2 專業必修 931A30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合計 17學分 20小時(17/128) 5+0+12+0 合計 16學分 20小時(33/128) 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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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010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12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11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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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014 體育(四)  1/2 

專業必修 931A12 多媒體設計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1015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931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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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A40 會計與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1A16 網際網路應用 1/2 

專業必修 931A32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必修 931A33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01 休閒社會學 2/2 專業必修 931A09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931N02 營養保健 2/2 專業選修 931N63 養生保健功法 2/2 

專業選修 931N04 瑜珈 2/2 專業選修 931N77 運動場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79 觀光政策與法規 2/2 專業選修 931N81 領隊與導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1N05 觀光地理 2/2 專業選修 931N82 餐旅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80 房客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13 創意調酒 2/2 

專業選修 931N07 咖啡烘焙與調製 2/2     

合計 16學分 18小時(49/128) 3+2+7+4 合計 15學分 18小時(64/128) 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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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年制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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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016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專業必修 931A19 專業倫理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31A20 運動傷害防護 2/2 專業必修 931A34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1A41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2/2 專業選修 931N24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72 健身運動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25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78 兒童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931N75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1N16 墊上核心 2/2 專業選修 931N42 中老年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931N17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931N65 養生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18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 2/2 專業選修 931N66 長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19 特色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67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931N74 露營與野炊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1N32 有氧舞蹈 2/2 

專業選修 931N20 導覽解說 2/2 專業選修 931N84 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 2/2 

專業選修 931N21 宴會與會議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34 高級管家服務 2/2 

專業選修 931N83 飲料調製 2/2 專業選修 931N35 餐廳規劃與管理 2/2 

        

        

合計 18學分 18小時(82/128) 0+2+8+8 合計 18學分 18小時(100/128) 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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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A23 創意與美學訓練 2/2 專業必修 931A24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理人講座 2/2 

專業必修 931A37 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 0/0 專業選修 931N47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36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931N48 休閒產業微型創業 2/2 

專業選修 931N37 鄉村旅遊與休閒 2/2 專業選修 931N50 度假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68 餐旅服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70 水療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931N69 公共關係與整合行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931N76 運動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931N41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931N52 社區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931N29 職場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931N53 水域活動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43 健美與塑身 2/2 專業選修 931N55 旅遊糾紛與危機處理 2/2 

專業選修 931N44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931N85 旅遊資訊系統 2/2 

專業選修 931N45 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1N57 餐飲微型創業 2/2 

專業選修 931N46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2/2     

合計 14學分 14小時(114/128) 0+0+2+12 合計 14學分 14小時(128/128) 0+0+2+12 

 

註:「休閒與運動管理檢定」課程需完成專業證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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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六日班二技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註:「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課程需完成專業證照考核。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週末班二技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表 108061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72學分(必修46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8學分，系訂必修38學分」，選修26學分「含通識選修4學分」)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

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課程(一) 2/2 
通識基礎 

必修 
S31003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2 

通識基礎必修 S31002 歷代文選 2/2 專業必修 S31A07 鄉村旅遊與休閒 2/2 

專業必修 S31A43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必修 S31A08 運動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02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S31A09 行銷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21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82 健身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S31A04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22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必修 S31A05 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02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06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選修 S31N03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01 體適能活動（一） 2/2 專業選修 S31N04 養生保健餐飲 2/2 

    專業選修 S31N25 健身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26 養生保健功法 2/2 

    專業選修 S31N07 領隊導遊實務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16/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12/6）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課程(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S31001 實用英語 2/2 

通識基礎必修 S31004 台灣開發史 2/2 專業必修 S31A24 休閒活動領導 2/2 

專業必修 S31A12 電子商務與網路應用 2/2 專業必修 S31A42 度假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23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20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14 運動傷害防護 2/2 專業選修 S31N16 休閒產業微型創業 2/2 

專業必修 S31A15 特色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84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專業必修 S31A16 社區休閒營造與服務 2/2 專業選修 S31N18 養生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必修 S31A41 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 0/0 專業選修 S31N10 水療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S31N08 體適能活動（二） 2/2 專業選修 S31N20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S31N27 公共關係與整合行銷傳播 2/2 專業選修 S31N21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83 戶外輕食與飲調實務 2/2 專業選修 S31N22 職場與社區運動指導 2/2 

專業選修 S31N11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S31N23 休閒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S31N61 水域活動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S31N24 航空票務 2/2 

專業選修 S31N13 導覽解說 2/2     

專業選修 S31N14 旅程規劃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8 小時（10/8） 本學期開課最高 18 學分 19 小時（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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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課實施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選課要點 
96 年 6 月 15 日 部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0 月 03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01 月 02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05 月 28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03 月 18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2 月 22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06 月 06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本校相關章則及各項會議而訂定。 

二、選課方式： 

(一) 選課方式分為初選及加退選，由學生在規定時間內及地點，以電腦終端機直接鍵入選課資料。

但情況特殊時，則採選課表劃記方式辦理。 

(二) 選課前，須於期限內填妥前一學期所有修習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如未填答完成者，須於第一

階段選課前填答完成後，始得選課。 

(三) 加退選結束後，學生於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經電腦印出個人之正式選課單確認簽名繳交至各系

（學程）彙整送教務組，若發現與所修課程有誤，須在規定期限內至教務組辦理更正，逾時教務

組得逕予註銷不符規定之科目，且該科目成績不予計算並通知各系（學程）及任課老師。 

三、每生每學期修習學分： 

(一) 大學部二技、四技暨專科部二專學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九學分。 

(二) 大學部學生應必修通識分類課程，且每學期以修二門通識分類課程為限(詳細規定通識教育中心

另定之)；專科部跨科選修以六學分為原則。(詳細跨修最高學分數由各系科另訂之)。 

(三) 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向各系（學程）查詢並填寫

新舊課程抵免申請表。 辦理抵免科目學生(轉學或轉系（學程）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

述之規定。 

四、必修課程： 

(一) 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然因抵免造成最低學分數不足得經系（學程）主任

核可送交教務組核備後得修習高年級所排定之科目。 

(二) 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學程）、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延修、重修、補修或其他特殊原

因，經本系（學程）主任及修習科目所屬系（學程）主任核可送交教務組核備後，得跨系（學

程）、跨部或跨校修習他系所排定之必修科目。 

五、選修課程： 

(一) 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大學部未達 20 人及專科部學生未達 25 人原則上該科目不開班。 

(二) 選修科目，如欲修習他系（學程）、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得經本系（學程）主任及該科目所屬

系（學程）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並認定為本系（學程）之畢業選修科目學分，各系（學程）擬

訂學生自行選修他系（學程）課程學分數，經系（學程）會議通過後，送教務組備查始可。 

六、網路教學科目： 

(一) 如欲修習網路教學科目之必、選修科目，得經本系（學程）主任之核可後修習，跨系（學程）

開設科目，得經本系（學程）主任及該科目所屬系（學程）主任之核可後修習，但其修習總學

分數不得超過各系（學程）規定之跨修科目學分數。 

(二) 修習網路教學科目每學期以選修兩門課為原則，但總修習學分以不超過畢業總學分三分之一為

限。 

七、跨部（校）修課： 

(一) 進修部學生（含延修生）須重補修課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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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修部學生（含延修生）因就讀學制、系（學程）停招，無法於本部（校）重補修課程者。 

(三) 申請跨部（校）修課須經雙方系（學程）主任核可，每學期最多以四門課程為限。 

(四) 跨部（校）修課之學分費，依隨班修課班級或該校收費標準繳費，若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同時，

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 

申請跨部（校）修課者，應符合優先修習其當學期本班開課之必、選修科目原則後，始得申請。 

八、加退選： 

(一) 本班所開設之課程需自行上網辦理加退選，修課人數上限依學校規定辦理，在校重修生申請加

退選或欲加退他系（學程）、他班、跨部或跨校課程須經本系（學程）主任及該課程所屬系（學

程）主任之核准。 

(二) 加退選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九、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兩週內至教務組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費，逾期不予受理。 

十、隨低班重修課程： 

(一) 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二) 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課。 

(三) 選修電腦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費。 

(四) 未按規定選課者(如衝突時間或修習學分不合規定等)，除不合規定科目一律刪除，成績不予承認

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校規嚴厲處分。 

(五)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單為準；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不予承認，已選科目無成績者，

一律以零分計算。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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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週六日班二專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表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專校二專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1080524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80 學分(必修 62 學分「通識基礎必修 21 學分，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3 學分、系

訂必修 38 學分」,選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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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01 國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3 國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2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4 英文(二) 3/3 

專業必修 731A01 休閒遊憩概論 2/2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5 計算機概論 3/3 

專業必修 731A03 管理學 2/2 專業必修 731A44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3/3 

專業必修 731A50 運動與健康促進 2/2 專業必修 731A07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必修 731A05 服務業管理 2/2 專業必修 731A10 體適能活動（二） 2/2 

專業必修 731A35 安全教育與急救 2/2 專業選修 731N11 休閒活動規劃與領導 2/2 

專業必修 731A19 運動科學概論 2/2 專業選修 731N01 休閒養生功法 2/2 

專業必修 731A06 體適能活動（一） 2/2 專業選修 731N02 球類場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04 水域活動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05 客務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06 咖啡烘焙與調製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必 20）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必 16 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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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14 中山學說與現代思潮 2/2 通識基礎必修 731011 現代世界史 2/2 

通識基礎必修 731007 音樂欣賞 2/2 專業必修 731A15 創意與美學訓練 2/2 

校訂專業基礎

必修 
731A11 多媒體製作 3/3 專業必修 731A16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 3/3 

專業必修 731A12 老化與保健 3/3 專業必修 731A21 運動場館經營管理 3/3 

專業必修 731A14 墊上核心 2/2 專業必修 731A18 健美與塑身 2/2 

專業必修 731A13 健身運動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25 不同群體運動指導 2/2 

專業必修 731A49 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 0/0 專業選修 731N15 經絡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731N07 足部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731N16 長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09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17 度假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10 溫泉產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18 養生村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03 營隊與團康領導 2/2 專業選修 731N19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12 創意茶飲與冰品 2/2 專業選修 731N20 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731N13 房務管理實務 2/2 專業選修 731N21 高級管家服務 2/2 

專業選修 731N24 創意調酒 2/2 專業選修 731N22 宴會與會議管理 2/2 

    專業選修 731N23 餐廳規劃與管理 2/2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必 14 選 6） 本學期開課最高 20 學分 20 小時（必 12 選 8） 

註:「休閒與運動技能檢定」課程需完成專業證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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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課實施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附設專科進修學校選課辦理要點 

96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03 月 16 日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10 月 1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選課方式： 

    一般選課，每學期結束前須由各系科自行統一辦理完畢下一學期之選課手續。 

二、修習學分之規定： 

（一）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八學分（含二十八學分）。 

（二）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處理原則向各系科查詢並填寫新

舊課程抵免申請表。 

（三）辦理抵免科目學生其所修之學分數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三、 連續性課程科目選課規定： 

 該科目第一次修習應按各階段之先後順序，不得任意顛倒（英文一、英文二）。 

四、 必修課程： 

（一）低年級原則上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 

（二）必修課程，學生選課以修習本系科、本班所排定之科目為原則，但因重、補修或其他特

殊原因而造成衝堂，經欲修習之任課教師、該系科主任核可後送交教務組核備並得修習

他系他班排定之科目。 

五、 選修科目其選修人數未達二十五人者原則上該系科目不開班。 

六、 跨系科選課學生應先經原系科之核准並於選課表蓋上系科章後再經所修之系科主任及任課教師

同意後始得辦理該科目選課手續。 

七、 加退選： 

（一）學生申請加退選須經系科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 

（二）加退選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至教務組辦理完畢，逾期不予受理。 

八、 延修生：延修生務必在開學兩週內至教務組辦理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繳費，逾期不予受理。 

九、 隨低班重修課程之規定： 

（一）所有課程均可辦理重（補）修，但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 

（二）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課。 

（三）選讀電腦上機課程需另繳上機費。 

（四）未按規定選課者（如衝突時間或修習學分不合規定等），除不合規定科目（由教務組決定）

一律刪除，成績不予承認外，如經查明確有故意矇騙等情形者，按校規嚴厲處分。 

（五）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單為準；未選科目雖有成績，不予承認，已選科目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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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十、 跨部重（補）修選課規定： 

   （一）高年級學生若不能隨低班又未開設重補修班之科目可重（補）修時，如科目、學分及教學

內容相同者，經核准得申     

          請跨部至進修部修讀（低年級不得至進修部修課）。 

（二）其申請修課之手續，需經各系科主任及進修部核可同意。 

（三）選讀至多二科為限。 

十一、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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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資簡介 

專任教師主要學歷、經歷與擔任課程一覽表 

職稱 姓名 主要學歷 E-mail/分機號碼 擔任課程 

講座教授 方力行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 海洋研究

院海洋生物化學博士 

lsfang@csu.edu.tw 
(07) 731-0606#6131 

海洋生態與環境、水域環

境與規劃、休閒產業專題

講座、生態休閒研究、運

動健康與休閒講座 

特聘教授 薛福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學士 
blackwhale@csu.edu.tw 
(07) 731-0606#6125 

運動休閒事業經理人講

座、球類運動、運動與休

閒專題講座、休閒與運動

管理機構實習 

特聘教授 蔡崇濱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競技運動

組碩士 

k0555@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27 

競技運動指導理論與實

務、健康促進、運動訓練

法、運動賽會管理、休閒

與運動管理導論、運動與

健康概論、體能檢測與運

動處方、運動健康促進、

老人體能活動設計與指

導 

教授 陳文泰 輔仁大學體育系學士 
winta9668@yahoo.com.tw 
(07) 731-0606#6109 

畢業專題實習、賽會與活

動管理、球類運動 

教授 朱文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 
k5135@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2137 

運動社會學、網球 

教授 

兼院長、體育

室主任 

莊文典 國立菲律賓師範大學運動教育碩士 
chuang@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29 

運動休閒事業經理人講

座、生涯輔導、運動營隊

經營管理、危機處理、團

康活動規劃與設計、生涯

規劃、品德與專業倫理 

教授 

兼推教中心

組長 

曾仲葛 美國卡內基麥倫大學機械博士 
james.tseng@gcloud.csu.edu.tw 
07-7358800#3832 

運動生物力學 

副教授 王銘揚 輔仁大學體育系學士 
volleyballwmy@yahoo.com.tw 
(07) 731-0606#6119 

運動裁判法 

副教授 劉文禎 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碩士 
k0293@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14 

國術、健身運動指導理論

與實務、老人體能活動設

計與指導 

副教授 李健美 密西根聖母大學教育系碩士 
leechienmei@yahoo.com.tw 
(07) 731-0606#6106 

羽球、有氧運動 

副教授 唐國峰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 
k0059@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30 

休閒遊憩概論、休閒活動

規劃與設計、休閒活動領

導 

副教授兼系

主任 
顏克典 

國防醫學院生理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ktyen@ 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07 

解剖生理學、運動生理

學、運動生物力學、健身

運動指導理論與實務 

副教授 

兼學院行政 
李龍淵 

美國加州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管理研究所博士 

lee15hb@gmail.com 
(07) 731-0606#6115 

人力資源管理、主題樂園

經營管理、統計學、休閒

產業趨勢研究 

副教授 江哲超 澳洲維多利亞大學觀光休閒行銷博士 
chechao888@yahoo.com.tw 

077310606-6134 

服務業管理、創意生活產

業經營管理、旅館管理、 

生態旅遊 

mailto:lsfang@csu.edu.tw
mailto:blackwhale@csu.edu.tw
mailto:k0555@gcloud.csu.edu.tw
mailto:winta9668@yahoo.com.tw
mailto:k5135@gcloud.csu.edu.tw
mailto:chuang@gcloud.csu.edu.tw
mailto:james.tseng@gcloud.csu.edu.tw
mailto:volleyballwmy@yahoo.com.tw
mailto:k0293@gcloud.csu.edu.tw
mailto:leechienmei@yahoo.com.tw
mailto:k0059@gcloud.csu.edu.tw
mailto:ktyen@csu.edu.tw
mailto:lee15hb@gmail.com
mailto:chechao88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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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主要學歷 E-mail/分機號碼 擔任課程 

副教授 李俊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計算

機組碩士 

charter@ 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8266 

多媒體製作、網際網路應

用 

副教授 吳志銘 
國立體育學院教練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sugicalwu@gmail.com 

07_7310606#6135 

健康促進、運動與健康概

論、健身運動指導 

助理教授 

兼系所行政 
李淑惠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 

k0242@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08 

婦幼運動指導、運動管理

學、畢業專題製作、運動

與休閒統計法、幼兒體能

活動設計與指導 

助理教授兼

體育室行政 
謝謨郁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 

moyu@ 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17 

水域活動、運動賽會管理 

助理教授 陳泰良 

美國阿肯色州立漢德森大學碩士 

PHILIPPIN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教育研究所博士 

tailiang530@yahoo.com.tw 
(07) 731-0606#6126 

籃球、健康體適能、定向

運動、運動與體適能、水

域活動、球類運動 

助理教授兼

體育室行政 
洪國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 

hungchin@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12 

網球、休閒活動、競技運

動指導理論與實務、運動

訓練學、運動教練學 

助理教授 薛凱峯 
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marat1014@hotmail.com 

(07) 731-0606#6113 
管理學、運動行銷學、休

閒事業人力資源管理 

助理教授 

兼衛保組組

長 

林川景 

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研究所碩

士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學士 

ching@ 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18 

高爾夫球指導法、休閒運

動、體能檢測與運動處

方、高爾夫球場管理實務 

助理教授 莊濱鴻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大學碩士 
robin@ gcloud.csu.edu.tw 
(07) 731-0606#6120 

網球、籃球 

助理教授 何秉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博士 

國立嘉義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evanptho@gmail.com 
(07) 731-0606#6123 

運動賽會管理、節慶活動

規劃與管理、休閒農業與

鄉村旅遊、觀光資訊管理 

助理教授兼

研考處資料

管理組組長 

張豪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物學系碩士  

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研究院碩士  

hwrdhhchang@gmail.com 
(07) 731-0606#6455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

理、旅程規劃、休閒遊憩

資源規劃專題 

講師 杜俊良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學士 
sock5141@yahoo.com.tw 
(07) 731-0606#6110 

網球、保齡球 

講師 郭信聰 

USA  ARKANSAS HENDERSON STATE 

UNIVERSITY 運動休閒研究所碩士 

PHILIPPIN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教育研究所博士 

ken04031967@yahoo.com.tw 
(07) 731-0606#6111 

游泳、水上救生 

mailto:charter@csu.edu.tw
mailto:sugicalwu@gmail.com
mailto:k0242@gcloud.csu.edu.tw
mailto:moyu@csu.edu.tw
mailto:tailiang530@yahoo.com.tw
mailto:hungchin@gcloud.csu.edu.tw
mailto:marat1014@hotmail.com
mailto:ching@csu.edu.tw
mailto:robin@csu.edu.tw
mailto:evanptho@gmail.com
mailto:hwrdhhchang@gmail.com
mailto:sock5141@yahoo.com.tw
mailto:ken0403196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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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規章 

一、日間部 

處室 單位 校內分機 網站 

日 

間 

部 

教務處 

招生處 2729 
正修科技大學學則 

http://120.118.215.132/reg_cou/index.htm 

正修科技大學日間部抵免學分辦法： 

http://120.118.215.132/reg_cou/抵免學分辦法.htm 

教學預警制度實施辦法： 

http://120.118.215.132/reg_cou/預警退選辦法.htm 

註冊 

及課務組 
2162 

學生 

事務處 

生活 

輔導組 
1117 生活輔導組：http://eca.csu.edu.tw/index1.php 

課外 

活動組 
1121 課外活動組：http://eca.csu.edu.tw/index2.php 

衛生 

保健組 
1124 衛生保健組：http://eca.csu.edu.tw/index3.php 

學生輔導

中心 
1126 學生輔導中心：http://120.118.215.79/web/ 

進 

修 

部 

教務組 2284 

教務法規：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Nightedu/academicweb/academic.

htm 

學務組 2749 
學生事務法規： 

http://night.csu.edu.tw/index.php 

附設

進修

學院 

教務組 2709 
教務法規：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cram/c.htm 

學務組 2732 
學生事務法規：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cram/myweb/index_sf.htm 

正修

科技

大學 

電話：(07)731-0606 

      (07)735-8800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http://120.118.215.132/reg_cou/index.htm
http://120.118.215.132/reg_cou/抵免學分辦法.htm
http://120.118.215.132/reg_cou/預警退選辦法.htm
http://eca.csu.edu.tw/index1.php
http://eca.csu.edu.tw/index2.php
http://eca.csu.edu.tw/index3.php
http://120.118.215.79/web/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Nightedu/academicweb/academic.htm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Nightedu/academicweb/academic.htm
http://night.csu.edu.tw/index.php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cram/c.htm
http://www2.csu.edu.tw/csitshow/cram/myweb/index_sf.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