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04.17 課程及選課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107.05.10 系所務會議通過 

107.5.24 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教務會議通過 

正修科技大學 進修部四技金融管理系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畢業總學分至少為 128 學分 

必修 80 學分[含通識基礎必修 22 學分，專業必修 58 學分] 
選修 48 學分[含通識博雅選修  8 學分，專業選修 40 學分](跨院選修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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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3 英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4 英文(二) 2/2 

國防通識必修 933009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國際情事 0/2 國防通識必修 93301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
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1 人權與法治教育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2 ＊計算機概論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5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6 體育(二) 1/2 

專業必修 933203 會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4 會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5 經濟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06 經濟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07 民法概要 2/2 專業必修 933248 財金書報導讀 2/2 

專業必修 933208 管理學 2/2 專業選修 933801 商事法 2/2 

專業必修 933242 品德與專業倫理 2/2 專業選修 933859 生涯輔導 2/2 

    專業選修 933863 創意思考訓練 2/2 

必修：17/20  必修：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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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013 英語聽講練習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4 英語會話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7 體育(三)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08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5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933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必修 933211 統計學(一) 2/2 專業必修 933212 統計學(二) 2/2 

專業必修 933210 財務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3215 銀行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18 ＊多媒體製作 1/2 專業必修 933219 投資學 2/2 

專業必修 933235 貨幣銀行學 2/2 專業必修 933236 信託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49 金融科技概論 2/2 專業必修 933250 ＊財金軟體應用 1/2 

專業選修 933820 企業內部控制 2/2 專業選修 933804 總體經濟學 2/2 

專業選修 933845 基礎日文 2/2 專業選修 933846 實用日文 2/2 

專業選修 933864 簡報技巧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12 租稅規劃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65 金融科技應用 2/2 

必修：14/16 必修：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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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博雅選修 /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933220 財務報表分析 2/2 專業必修 933227 理財規劃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24 保險學 2/2 專業必修 933237 不動產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38 期貨與選擇權 2/2 專業必修 933245 投資組合分析 2/2 

專業必修 933243 共同基金 2/2 專業選修 933815 保險商品規劃實務 2/2 

專業必修 933251 ＊金融資訊與程式交易 2/2 專業選修 933822 金融創新商品 2/2 

專業選修 933809 消費者行為 2/2 專業選修 933850 成本與管理會計 2/2 

專業選修 933827 證照輔導 2/2 專業選修 933851 市場調查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47 證券交易理論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52 雲端服務與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66 中小企業財會法規與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60 數位行銷 2/2 

專業選修 933867 外匯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68 財金大數據分析 2/2 



必修：10/10 必修：6/6 

第四學年上學期 第四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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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232 風險管理 2/2 專業必修 933233 金融管理個案研討 2/2 

專業必修 933241 金融商品行銷 2/2 專業必修 933246 退休理財規劃 2/2 

專業選修 933821 財金英文 2/2 專業選修 933819 溝通與談判 2/2 

專業選修 933823 產業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32 投資型保險商品 2/2 

專業選修 933825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業選修 933834 財務規劃實務 2/2 

專業選修 933836 投資技術分析 2/2 專業選修 933856 創業資金規劃 2/2 

專業選修 933855 債券市場 2/2 專業選修 933857 國際金融市場研討 2/2 

專業選修 933829 校外實習 3/3 專業選修 933858 財富管理個案研討 2/2 

必修：4/4 必修：4/4 
說明：(1)107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2)＊表示須上機。 

      (3)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0學分，最低 9學分。 

      (4)四年級上學期「校外實習」以校外實習為限，且總時數不可低於 320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