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日間部四技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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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教務會議通過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75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4 學分，院必修 4 學分，專業必修 47 學分] 

選修 53 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院選修 9 學分，專業選修 28 學分，跨領域學分學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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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微)學分學程，或所屬學院同意跨院之跨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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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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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

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

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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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基礎必修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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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作教育（二） 0/1 

院訂必修  生活美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二） 2/2 

專業必修  休閒與運動管理導論 1/2 院訂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休閒遊憩概論 2/2 專業必修  財務管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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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禮儀 2/2 

專業選修  基礎經絡理論 1/2 專業選修  健身運動專長（二）有氧運動 1/2 

專業選修  健身運動專長（一）核心力量 1/2 專業選修  運動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解剖生理學 2/2 專業選修  運動生物力學 2/2 

專業選修  運動心理學 2/2 專業選修  專長術科(二)  1/2 

專業選修  專長術科（一） 1/2 專業選修  休閒活動規劃 2/2 

專業選修  傳統民俗活動 2/2 專業選修  休閒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定向越野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創意藝陣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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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三) 2/2 通識基礎必修  英文(四) 2/2 

通識基礎必修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實用中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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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校訂專業基礎必

修 
 多媒體製作 2/3 通識博雅必修  當代臺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運動傷害防護與急救 2/2 校訂專業基礎必修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人力資源管理 2/2 專業必修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 2/2 

專業必修  休閒遊憩資源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必修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傳統整復推拿基本常用手法 2/2 專業必修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健身運動專長（三）肌力訓練 1/2 專業選修  傳統整復推拿全身調理手法 3/3 

專業選修  運動營養學 2/2 專業選修  傳統整復推拿從業實務 2/2 

專業選修  運動訓練學 2/2 專業選修  健身運動專長（四）功能性訓練 1/2 

專業選修  專長術科(三)  1/2 專業選修  運動教練學 2/2 

專業選修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一) 1/2 專業選修  專長術科(四)  1/2 

專業選修  團康活動領導 2/2 專業選修  運動科學儀器操作與數據分析(二) 1/2 

專業選修  食農教育與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足體養生保健 2/2 

專業選修  自行車維護與遊程規劃 2/2 專業選修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棒壘球 2/2 專業選修  渡假村與民宿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舞蹈 2/2 專業選修  水域運動指導實務 2/2 

專業選修  籃球 2/2 專業選修  直排輪 2/2 

        

本學期預定開課   32 學分   37   小時 本學期預定開課   33   學分   3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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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管理 2/2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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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必修  休閒運動英文 2/2 

專業必修  體育統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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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裁判法 2/2 

專業選修  運動賽會管理 2/2 專業選修  運動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肌力與體能訓練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體適能與運動處方 2/2 

專業選修  養生保健事業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社群媒體活動管理 2/2 

專業選修  冒險休閒活動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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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營與野炊實務 2/2 專業選修  芳香療法 2/2 

專業選修  運動商品行銷 2/2 專業選修  運動社會學 2/2 

專業選修  體育史 2/2 專業選修  撞球 2/2 

專業選修  高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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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學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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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能力檢定 0/2 院訂必修  跨領域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實務專題（二） 1/2 院訂必修  生活應用數位科技微學程學習 0/1 

專業必修  休閒與運動產業經理人講座 2/2 院訂選修  學期校外實習 9/9 

專業必修  創意思考訓練 2/2 專業必修  休閒與運動管理能力檢定 0/2 

專業選修  運動醫學 2/2 專業選修  武術 1/2 

專業選修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設計 2/2 專業選修  社區休閒營造 2/2 

專業選修  戶外導覽與解說活動 2/2 專業選修  羽球 2/2 

專業選修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 2/2     

專業選修  運動俱樂部經營管理 2/2     

專業選修  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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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小時+(實習六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