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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學生培養第二專長，請參考各學院學程資料

 首頁/教學單位/商務管理學院/學分學程

 https://reurl.cc/j86y72

 首頁/教學單位/商貿外語學院/學分學程/微學程

 https://reurl.cc/pgpvm4

 首頁/教學單位/創新設計學院/跨域學分學程與微學程

 https://reurl.cc/rg0vgb

 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跨領域學習中心

 https://reurl.cc/GmapkD

1. 準備申請

https://reurl.cc/j86y72
https://reurl.cc/pgpvm4
https://reurl.cc/rg0vgb
https://reurl.cc/GmapkD


名稱 取證學分 召集老師 名稱 取證學分 召集老師

MICE 雙語 20 葛致慧 會展行銷實務 10 陳慧婷

獎勵旅遊規劃與服務 12 詹悉珍

FinTech 20 郎一全 智能投資創新應用 9 李世欽

大數據與金融監理 9 陳富強

金融數位行銷 9 郎一全

高資產財富管理 9 沈穎倫

銀行授信與不動產鑑價(110) 11 楊適伃

商務管理 服務創新商業模式 20 吳宜靜 商業模式創新創業 9 吳宜靜

幸福產業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20 洪大翔 婚慶服務經營管理 9 洪大翔

網實通路整合 20 陳桂嫻 新零售營運 12 陳桂嫻

咖啡與創意飲食經營 12 鄭雅馨

記帳士培育 12 高麗萍

整復推拿調理養生 9 呂宜蓉

橘色產業服務 9 楊雅棠

金融雙語行銷跨域學院(110) 22 張民忠

區域商貿 22 林郁芬 拉丁美洲商貿 12 陳敬忠

東南亞商貿 12 王珍一

商貿外語 日本商貿 12 倪家珍

國際空勤服務 22 關芳芳 - - -

外貿數位科技 20 何素美 智慧商貿 12 姚政文

雲端行動應用實務 20 黃信博 智慧雲端行動科技 11 黃信博

翻轉農業 明日餐桌 20 林曉雯 明日餐桌 10 林曉雯

創新設計 跨境電子商務 20 蘇啟鴻 多元文化跨境電商虛實整合 10 蘇啟鴻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20 陳明郁 物聯網科技與行銷 10 陳明郁

創業家能力 20 沈介文 創業家能力 10 沈介文

新媒體傳播 10 林子忻

全方位整合性行銷 10 樊祖燁

互動媒體(110) 12 黃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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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學程

 首頁/在校學生/學生資訊系統

 申請時間：本學期第 3 階段選課結束至次學期第 3 階段選課結束前 3 天

 學程修讀資格：大學四年制一年級同學可於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提出修讀申請

 申請後，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核，通過後系統會發 mail 通知



選按學程案名，了解學程的修課內容 按這個按鈕，填寫申請資料

學生申請認定學分學程修讀資格，同一時期內以一學程為限，學分學程修讀資格認定後一學年內不得更改。



 首頁/在校學生/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選課相關功能

 點選 首頁，看到選課相關資訊，修業的限制。

 點選 加選課程，看到本學程這學期開了哪些課程，點選要加選的課程，輸入驗證碼，

就可以加選。

 點選 退選課程，選擇想退選課程，輸入驗證碼，就完成退選。

 點選 選課資料，看到目前選的課程。

選課第1 階段若欲選擇之學程課程原選別為必修課程時，則僅開放3名名額供學程選課

3. 學程選課



 首頁/在校學生/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課程認抵申請

 如果不是在學分學程選課入口選課，記得取得學分後，要做課程認抵申請。

 課程認抵標準，由各學程主辦學系及學程召集老師自行判定及審核。

按送出申請鈕，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核，審核結果會發 mail 通知

4. 課程認抵



 首頁/在校學生/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學程修習完畢審查申請

 學生向學程主辦單位申請審查是否具備取得學分學程資格。

 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查資格，審查通過後由召集老師通知註冊組製作學分學程證書。

 審查通過後，將收到註冊組領取學分學程證書的通知。

按提出申請鈕，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查學程是否修習完畢

5. 學程修習完畢/領取證書



 首頁/在校學生/學生選課系統/學分學程選課/學程相關功能/其他功能/放棄修習申請

** 填寫基本資料、棄修理由即可送出申請

按送出申請鈕， 由學程召集老師審核

6. 放棄學程



常見Q&A

 Q1：學分學程選課名額只能3人，選不到怎麼辦？

 ANS：第1階段選課優先考量各系本班及各系高年級同學之

選課，學分學程僅先開放3個名額；修讀學分學程同學可於

第2階段、第3階段再進行選課，若有學分學程課程已達上

限時，可於第3階段辦理跨部選課(至教務處課務組申請)。

 Q2：如果我在日間部需要選的課都衝堂，是否可以跨部選
修？

 ANS：如果在日間部需要選的課都衝堂，必須經過系科主任

同意，且牽涉到畢業學分認抵，請先與本系辦公室確認，確

認後可於選課第3階段至教務處課務組填寫申請。



 Q3：申請學分學程[微學程]的頁面中有一項「自我評估」要

怎麼寫比較好？

 ANS：「自我評估」是申請人表達修讀動機與目的欄位，讓

召集老師審核時能了解你對學程興趣、動機、期望與目的等

面向，作為取得修讀資格的重要參考。

 Q4：我已有學分學程資格，為了選課，需要再申請微學程

資格？

 ANS：具備學分學程資格就具有該學分學程選課權利，再申

請該領域微學程資格是沒有必要的，系統不會讓再申請微學

程資格通過。如果已改變學習與職能規劃，就將學分學程資

格先放棄，就可以申請微學程。



 Q5：學分學程與微學程有甚麼不同？

 ANS：微學程多為 9~12 學分組成，一般只要修習數門課

程即可完成，畢業要件較容易達成，但仍需搭配系上模組

課程使得完成畢業要件。學分學程包含微學程，多為

20~22 學分。若學生修習完微學程，對相關課程仍十分有

興趣時，則建議可修習學分學程。

 Q6：我該選擇學分學程還是微學程？

 ANS：建議同學在選擇前可至學院網站檢視各學分學程或

微學程的課程內容，同時檢視系上相關模組課程，確認自

身比較喜歡何種課程。如果較喜歡系上模組課程，建議可

搭配喜歡的微學程修習。若真的不喜歡系上模組課程，又

對某個學分學程非常有興趣，則建議可以修習學分學程。



 Q7：我已經在系統上申請學分學程或微學程，請問系統上

為何顯示審核未通過？

 ANS：因申請學分學程或微學程，須經過學程召集人點選同

意才能具備身份，敬請同學稍微等一下。

 Q8：如果我在系統上選錯學分學程，是否可以馬上退掉，

再選擇其它微學程？

 ANS：若已經選讀學分學程成功，則無法馬上選擇新學分學

程；若未選讀學分學程成功(可能學程召集人未點選)，則可

以詢問該召集人是否能拒絕您的申請資料，以利同學重新選

讀學分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