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入學企管系畢業學分審查表-工商(永續發展班)  班級：丁班 

注意事項： 

1. 為避免同學錯失修習畢業資格規定課程機會，請同學配合以本表進行畢業學分自我審查。 

2. 自我審查方式： 

請同學詳細檢查自己已修習之科目名稱、學分數、類別（必選修）是否合本表，可以找同學互相協助二次核對。 

3. 若有需要，請同學自行影印本份資料留存。 

4. 本表僅為督促提早自我檢視之用，如有遺漏未能順利畢業，請自行負責。 

◎ 基本知能(6學分) 

  自選體育課程名稱勿重複，否則該課程不予計入。 

科目名稱 學分 請打勾 

英文(一) 1 □通過 

英文(二) 1 □通過 

實用英文(一) 1 □通過 

實用英文(二) 1 □通過 

英語聽講(一) 1 □通過 

英語聽講(二) 1 □通過 

環境服務學習(一) 0 □通過 

環境服務學習(二) 0 □通過 

體育(一) 0 □通過 

體育(二) 0 □通過 

自選體育 2門 

(請填寫科目名稱) 

  

  

◎ 通識基礎必修科目 (16學分) 

  多修無法列入通識學分， 

  亦不得抵認通識延伸課程學分。 

 

 

 

 

 

 

 

 

 

 

 

 

 

 

 

 

◎ 系必修(60學分) 

部分課程只開上、下學期，請同學多加留意，以免無法順利畢業！ 

◎ 系選修(18學分)  

請留意要修滿 18學分！成績未通過請不要填！ 

企管系開的課程都可以填～先不要管專業學程， 

如何判定專業學程是否通過請填下一頁！ 

◎ 自由選修(16學分)  

範圍為輔系、雙主修、跨領域學分學程、就業學程、微型學程(他系)、PBL課程。 ◎ 通識延伸選修課程 (12學分)  

請留意要修滿 12學分！成績未通過請不要填！ 

必須含指定之院特色課程「企業倫理」始能畢業。 

填科目名稱 填學分 請打勾 填科目名稱 填學分 請打勾 

天 

  □通過 

物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人 

企業倫理 2 □通過 

我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只開上學期 只開下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請打勾 科目名稱 學分 請打勾 

企業永續發展導論 3 □通過 企業永續報告國際認證 2 □通過 

永續管理個案演練 3 □通過 永續企業推動策略 3 □通過 

會計學(一) 3 □通過 會計學(二) 3 □通過 

經濟學(一) 3 □通過 經濟學(二) 3 □通過 

統計學(一) 3 □通過 統計學(二) 3 □通過 

商業英語會話(一) 1 □通過 商業英語會話(二) 1 □通過 

組織行為 3 □通過 管理學 3 □通過 

行銷管理學 3 □通過 行銷管理及個案研討 3 □通過 

 人力資源管理 3 □通過 

上、下學期皆會開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通過 資訊管理 3 □通過 

財務管理 3 □通過 商用英文 2 □通過 

管理數學 3 □通過  

 

科目名稱 學分 請打勾 

天 
宗教哲學 2 □通過 

人生哲學 2 □通過 

人 

台灣政治與民主 

2 6擇 1 □通過 

法律與現代生活 

當代人權議題與挑戰 

生活社會學 

全球化大議題 

經濟學的世界 

區域文明史 
2 2擇 1 □通過 

文化思想史 

物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2 □通過 

自然科學與人工智慧導論 2 □通過 

我 
文學經典閱讀 2 □通過 

語文與修辭 2 □通過 

 

畢業學分結構表 英文畢業資格是否通過（填寫以什麼方式） 

最低學分數 128  

性質 學分數 是否修畢程式設計課程 □通過 

1.基本之能 等於 6 是否修畢兩門全英語 □通過 

2.通識基礎必修 等於 16 畢業條件判斷方式教學

 

3.通識延伸選修 等於 12 

4.本系必修 等於 60 

5.本系選修 至少 18 

6.自由選修 至少 16 

 

學號：            手機：                學生簽名處： 

符合自由學分規定的都先寫～滿 16學分即可喔！ 

企管系開的課程都算系選修！ 

已填過的科目請不要重複填寫！ 

如符合自由學分範疇可列為自由學分。 

如符合自由學分

範疇可列為自由

學分。 

多修別班必修課：如符合自由學分範疇可列為自由學分。 

或可列為系選學分。 

成 

績 

通 

過 

再 

填 

寫 

！ 

填科目名稱 填學分 填科目名稱 填學分 

範例：(跨)(就)(微)○○○○ 2   

    

    

    

    

    

 

成 

績 

通 

過 

再 

填 

寫 

！ 

填科目名稱 填學分 填科目名稱 填學分 

範例：(跨)(就)(微)○○○○ 2   

    

    

    

    

超修的系選學分，若符合自由學分規範，可以寫在自由學分欄位。 

 

★自我審查如有疑義，可洽詢林助理詢問。Email：vivi8924@cycu.edu.tw ★ 



 

111入學企管系專業學程認定表-工商(永續發展班) 班級：丁班  

每一學程應修習至少 15學分，只要有修過的課圈起來～滿 15學分即完成 1個學程！每一門課程只能擇一學程抵免 

 

學程 專業課程 

財務金融 

財務報表分析與實作、財務報表分析、理財規劃與策略、投資學、證券分析及投資管理、銀行管理、財政學、保險學、管理會計、財務管理個案

研討、國際金融、期貨與選擇權、投資銀行、中小企業投資實務、行為經濟與投資分析、金融機構管理實務、金融科技與商業實務、金融科技與

區塊鏈 

◎專題研究(一)(二)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企業管理實習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行銷與服務業

管理 

服務業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為甲班必修課，也算在專業學程 15 學分裡喔~ 

消費者行為、國際行銷管理、服務業行銷、高科技行銷、策略行銷、運動行銷、網路行銷、廣告創意行銷、廣告學、零售管理、形象品牌管理、媒體與公關、健

康促進概論、醫務管理概論、長期照護概論、醫療機構組織理論管理、健康實務管理、高齡健康服務、長照實務講座、銷售管理實務、社會企業行銷實踐、服務

業品質管理、醫療資訊管理、市場研究、市場研究實務、通路管理與活化實務、消費心理學、企劃實務、新南向國家商情、大陸台商管理個案研討、大陸台商升

級轉型實務、中國大陸經營管理實務、產業分析、產業競爭分析、連鎖企業管理、國際企業個案研討、新南向-越南面對面、永續整合行銷溝通、零售管理講座、

平台經營與行銷策略 

◎專題研究(一)(二)、商管社會責任實踐(一)(二)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企業管理實習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科技與創新

創業 

科技管理、創新與創業管理 為乙班必修課，也算在專業學程 15 學分裡喔~ 

科技管理導論、科技溝通、專案管理、知識管理、科技法律與智慧財產權、高科技產業分析、技術創新與價值創造、創新管理、無形資產評價概

論、物流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赴大陸就業與創業實務、ISO 9000 國際標準認證、創新服務與社會企業、人工智慧導論、跟著科學去旅行、當

代管理學、循環經濟與永續發展、物流管理講座、旅遊業管理實務、當代商業實務 

◎專題研究(一)(二)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企業管理實習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工商組 經營管理班 

(必要：六擇一) 

請自行勾選檢核 

財務金融學程 □通過 行銷與服務業管理學程 □通過 科技與創新創業學程 □通過 

人力資源管理學程 □通過 商業大數據應用學程 □通過 永續經營管理學程 □通過 

說明： 

一、 學程證書大約 4、5月會公告申請，請同學留意 FB或是系官方網頁公告。限本系大學部學生提出申請。 

二、 課程抵免相關規定如下： 
  (一)「專題研究(一)(二)」必須在本系專任教師同意指導下方得選修。修畢「專題研究(一)(二)」者，共計得 6學分，但僅得以 3學分認列為本系專業學程課程之中， 

且應由專題指導教授決定其歸屬學程。 

  (二) 修畢「商管社會責任實踐(一)(二)」者，共計得 6學分，但僅得以 3學分認列為「行銷與服務業管理」或「人力資源管理」學程之專業課程。 

  (三) 「企業管理實習」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依學生之實習內容與學程之相關性，決定「企業管理實習」之歸屬學程。 

  (四) 任一科目僅能自所有學程擇一抵免。修習非本系所開設之科目，其學分原則不予抵免。 



 

學程 專業課程 

人力資源管

理 

績效管理、薪酬管理、組織理論與發展、人際關係、服務業人力資源管理、國際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國大陸人力資源管理實務講座、團隊管

理、人力資源專題、卓越領導人才養成講座、經營管理與產業分析、企業商務談判、企業危機管理、英語簡報技巧、商業簡報製作實務 

◎專題研究(一)(二)、商管社會責任實踐(一)(二)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企業管理實習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商業大數據 

應用 

應用統計分析、VBA 程式設計、統計分析視覺化、商業智慧與資料分析、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電子商務與社群行銷、跨境電子商務實務、商業模式與價值創

造、人工智慧與程式應用、巨量資料行銷研究、R 程式設計、綠色數據與 Python 

◎專題研究(一)(二)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企業管理實習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永續經營管

理 

企業永續發展導論、永續企業推動策略、企業永續報告國際認證、永續管理個案演練為丁班必修課，也算在專業學程 15 學分裡喔~ 

永續發展實務講座、永續金融與公司治理、永續組織與人力發展、綠色供應鏈管理、永續投資與社會影響力 

◎專題研究(一)(二) 、商管社會責任實踐(一)(二)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企業管理實習 抵免相關規定看上面說明二 

本表不會每學期更新，每學期可能會有新開的選修課，請同學可以依照系上公告自行將課程認列自所屬學程喔！ 每學期專業學程開課表：https://reurl.cc/qZvWxN  

 

如有任何問題請先看畢業條件判斷方式教學 若有疑義，請聯繫系辦公室林助理：vivi8924@cycu.edu.tw 

mailto:vivi8924@cy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