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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械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普通物理
(三)指定必修科目：應用力學(一)(2)、應用力學(二)(2)、熱力學(3)、機械設計(3)、流體
力學(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九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二學分
二、電機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除電子工程系以外之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電路學(一、二)(6)、電子學(一、二)(6)、信號與系統(3)、計算機概
論(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六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三、電子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除電機工程系以外之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電路學(一)(3)、電子學(一)(二)(6)、電子學實習(一)(1)、數位邏輯設
計(3)、電磁學(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七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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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四、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3)
(三)指定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二十學分
(四)應修學分：二十學分
五、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微積分、化學(一)(二)
(三)指定必修科目：化工熱力學(3)、反應工程(3)、單元操作與輸送現象(一、二)(6)、程
序設計(3)
(四)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六、營建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十二學分學分為本系所開之專業必修）
七、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四年制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生產管理(3)、品質管理(3)、工程經濟(3)、作業研究(一)(3)、工作研究(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四年制專業必修課程任選六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一學分
八、企業管理系：
四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會計學、管理學
(三)指定必修科目：財務管理(3)、行銷管理(3)、組織理論與管理(3)、人力資源管理(3)、生產
與作業管理(3)
(四)任選必修科目：管理會計(3)、企業政策(3)、資訊管理(3)、商事法(3)、國際企業管
理(3)、管理心理學(3)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二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專科或大學時須修習過會計學、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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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定必修科目：財務管理(3)、行銷管理(3)、組織理論與管理(3)、人力資源管理(3)、生產
與作業管理(3)
(四)任選必修科目：管理會計(3)、企業政策(3)、資訊管理(3)、商事法(3)、國際企業管
理(3)、管理心理學(3)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九、資訊管理系：
四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計算機概論、微積分
(三)指定必修科目：系統分析與設計(3)、資料庫管理系統(3)、資訊網路(3)、管理資訊系統(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任選四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二年制：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系統分析與設計(3)、資料庫管理系統(3)、資訊網路(3)、管理資訊系統(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一學分
十、財務金融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會計學、經濟學
(三)指定必修科目：財務管理(二)(3)、投資學(3)、貨幣銀行學(3)、金融機構管理(3)、國
際財務管理(3)
(四)任選必修科目：本系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中任選三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一、會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會計學（或會計學(一)）、經濟學（或經濟學(一)）
(三)指定必修科目：中級會計學(一)(二)(6)、成本與管理會計(一)(二)(6)、、審計學(一)(二)(6)
(四)任選必修科目：稅務法規(一)(二)(6)、稅務會計(3)、會計資訊系統(3)、高等會計
學(一)(3)、財務報表分析(3)、公司法(3)、票據法(3)，任選二科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二、工業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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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4)、基本產品設計(一)(4)、產品設計(一)(4)共計 12 學
分
(四)任選必修科目：
1.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專業必修課程（基本設計一、二，基本產品設計一、二，產
品設計一、二，專題設計一、二等主軸課程除外）十二學分
2.非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十二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三、視覺傳達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4)、視覺資訊設計(一)(5)、品牌設計(一)(5)
設計學院學生：文字造形與編排(一)(2)、文字造形與編排(二)(2)、視覺資訊設計
(一)(5)、品牌設計(一)(5)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十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六)其他規定：全部修課科目皆須依序由低年級修至高年級課程
十四、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一)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室內設計(一) (4)或建築設計(一)(4)擇一修習、室內設計(二) (4)或
建築設計(二)(4)擇一修習、室內設計(三)(4)或建築設計(三)(4)擇一修習、室內設
計(四)(4)或建築設計(四)(4)擇一修習
(四)任選必修科目：(略)
(五)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六)其他規定：(略)
十五、應用外語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輔系前所修之校共同必修英文科目皆需達80分）
(三)指定必修科目：初級寫作(一)(2)、初級寫作(二)(2)、口語練習(一)(2)、口語練習
(二)(2)、閱讀與思考訓練(一)(2)、閱讀與思考訓練(二)(2)
(四)任選必修科目：由本系專業必選修課程任選12學分。
(五)應修學分：共需修習二十四學分。
十六、文化資產維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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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文化與社會研究(3)、文化資產導論(3)、文物保存概論與保存倫理
(2)、文化資產經營導論(3)、文化資產美學(3)
其餘十學分則由學生於本系課程中自由選讀。
(四)應修學分：二十四學分
十七、數位媒體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2)、基本設計(二)(2)、畢業專題製作(一)(5)、畢業專
題製作(二)(5)，共十四學分學分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十四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八學分學分
十八、創意生活設計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基本設計(一)(4)、創意生活設計(一)(4)、創意生活整合設計(一)(4)
共計十二學分學分
(四)任選必修科目：
1.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專業必修課程（基本設計一、二，創意生活設計一、二，創
意生活整合設計一、二、創意生活專題設計一、二等主軸課程除外）十一學分
2.非設計學院學生：本系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十一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十九、資訊工程系：
(一)可選讀系別：全校其他各系
(二)先修科目：無
(三)指定必修科目：數位邏輯設計(3)、數位邏輯設計實習(1)、資料結構(3)、計算機演
算法(3)、計算機組織(3)、作業系統(3)、計算機網路(3)
(四)任選必修科目：其他報部本系專業必修科目任選四學分
(五)應修學分：二十三學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