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選別/學期 110學年 111學年 112學年 113學年

校必

上

A1990-體育興趣選項(A1990  ,[2],半)
＊國文(1)(CHI101 ,[2],半,971011)
E2001-大學英文(1)(E2001  ,[2],半)

＊家庭科學(GENS120,[1],半,001201)
＊程式設計應用(GENS132,[2],半,001321)
＊大學英文(3)(LANG209,[2],半,962091)

＊生活藝術(GENS119,[1],半,001191) ＊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LANG400,[00],
半,964001)

下

A1990-體育興趣選項(A1990  ,[2],半)
＊國文(2)(CHI102 ,[2],半,971021)
E2002-大學英文(2)(E2002  ,[2],半)

＊大學英文(4)(LANG301,[2],半,963011)

院必

上
創意原理(RMD110 ,[2],半,551101)

下
文化創意產業專題研討(RMD301 ,[2],
半,553011)

系(所)必

上

會計學(RMD101 ,[2],半,551011)
休閒遊憩學(RMD103 ,[2],半,551031)
管理學(RMD108 ,[2],半,551081)
休閒運動概論(RMD306 ,[2],半,553061)

統計學(RMD107 ,[2],半,551071)
當代休閒議題講座(RMD207 ,[2],半,552071)
解說及環境資源管理(RMD210 ,[2],半,552101)
休閒行銷學(RMD211 ,[2],半,552111)

創業概論(RMD112 ,[2],半,551121)
(實)休閒產業實務實習(三)(RMD348 ,[3],
半,553481)
(實)休閒產業實務實習(一)(RMD408 ,[3],
半,554081)
(實)休閒產業實務實習(二)(RMD409 ,[3],
半,554091)
資料處理與分析(RMD421 ,[2],半,554211)

休閒產業財務管理(RMD401 ,[2],半,554011)
休閒專題研討(一)(RMD406 ,[2],半,554061)

下

休閒服務學習(RMD131 ,[2],半,551311)
急救訓練(RMD133 ,[2],半,551331)
休閒心理學(RMD204 ,[2],半,552041)

經濟學(RMD102 ,[2],半,551021)
休閒政策與法規(RMD203 ,[2],半,552031)
休閒活動設計與評估(RMD303 ,[2],半,553031)
研究方法(RMD413 ,[2],半,554131)

全球休閒產業趨勢與分析(RMD142 ,[2],
半,551421)
休閒專題研討(二)(RMD407 ,[2],半,554071)

系(所)選

上

基礎休閒日語(RMD122 ,[2],半,551221)
國際文化習俗與禮儀(RMD229 ,[2],半,552291)
健身運動指導法(RMD308 ,[2],半,553081)
特殊節慶與文化活動規劃(RMD449 ,[2],
半,554491)

旅遊醫學(RMD134 ,[2],半,551341)
體驗教育活動設計與實務(RMD149 ,[2],
半,551491)
休閒職場職能(RMD238 ,[1],半,552381)
休閒創意規劃(RMD256 ,[2],半,552561)
休閒農業經營與規劃(RMD270 ,[2],半,552701)
幼兒體能發展指導(RMD271 ,[2],半,552711)
進階休閒產業日語(RMD326 ,[2],半,553261)
運動裁判概論與實務(RMD446 ,[2],半,554461)

民宿經營管理規劃(RMD255 ,[2],半,552551)
企業社會責任(RMD322 ,[2],半,553221)
海外研習(RMD336 ,[2],半,553361)
運動健身產業經營管理(RMD350 ,[2],
半,553501)

永續發展(RMD123 ,[2],半,551231)
休閒社會學(RMD205 ,[2],半,552051)
森林及自然資源經營學(RMD230 ,[2],
半,552301)
運動贊助與賽會管理(RMD447 ,[2],半,554471)
運動媒體與公關(RMD450 ,[2],半,554501)

下

人力資源管理(RMD109 ,[2],半,551091)
多元文化論(RMD111 ,[2],半,551111)
基礎休閒英語(RMD121 ,[2],半,551211)
冒險運動(RMD169 ,[2],半,551691)
運動傷害防護(RMD171 ,[2],半,551711)
水上活動與安全指導(RMD173 ,[2],半,551731)
環境產業(RMD234 ,[2],半,552341)
生活美學與文化創意產業(RMD260 ,[2],
半,552601)

自然保護區經營(RMD263 ,[2],半,552631)
兒童遊戲設計與指導(RMD273 ,[2],半,552731)
球類運動指導(RMD315 ,[2],半,553151)
進階休閒產業英語(RMD325 ,[2],半,553251)
休閒資源與環境規劃(RMD436 ,[2],半,554361)

樂齡體適能指導(RMD272 ,[2],半,552721)
會議展覽管理(RMD327 ,[2],半,553271)
海外參訪(RMD332 ,[2],半,553321)

休閒電子商務(RMD405 ,[2],半,554051)
運動場館規劃與管理(RMD444 ,[2],半,55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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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中心（主任、所長）簽名：＿＿＿＿＿＿＿＿＿＿＿＿＿＿＿＿ 院長簽名：＿＿＿＿＿＿＿＿＿＿＿＿＿＿＿＿ 製表日期：110年8月5日

範例說明：

管理學    （FINA112 , [3]      , 半/全　  ,501121  ）

科目名稱  （學科簡碼, [學分數] , 學期/學年,學科代碼）

＊：博雅學部、外系(所)開設的課程。

■：本學年度新增學科。

▲：本學年度修改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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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規範

(1) 畢業總學分最低：128學分
(2) 校訂必修：18學分 , 博雅精選最低：10學分
(3) 院訂必修：4學分
(4) 系訂必修：51學分
(5) 學籍分組必修：0學分
(6) 系組選修學分數：45學分(專業選修最低：12學分)

實習學分說明

依學習實習相關規範為主
(1) 系訂必修：校外實習9學分, 校內實習：0學分
(2) 系訂選修：校外實習0學分, 校內實習：0學分

通識畢業條件說明

1.通識課程含基礎課程16學分、特色課程2學分及興趣自選10學分，畢業前至少須修畢28學分。
2.博雅精選分【人文思維】、【美學涵養】、【公民社會】、【全球視野】、【自然科學】、【智慧數位】、【運動與健康促進】、【外語學用與文化】八大領域課程，自大一
上開始修習，畢業前須修畢5門課程，跨4個領域課程，合計10學分；惟以外國學；惟以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者，畢業前僅須修畢博雅精選10學分課程，不受五大學群限制。
3.未修畢學系開設之程式設計相關必修課程者，畢業前需修【畢智慧數位領域】課程1門。
4.大學英文(1)(2)(3)(4)採學期擋修制度，須依序修習及格。

院訂畢業條件說明

系組訂畢業條件或其他條件說明

1.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通識必修28學分，系必修55學分，選修45學分】
2.凡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同學至少須選擇一個模組修習(單一模組須修畢模組必修4學分，選修8學分，共計12學分)，可選讀多個模組修習。                  
3.本系與他系同學修滿所選之模組規定學分，可取得模組認證；跨模組選修之學分若未達10學分則僅能併於畢業學分之本系選修學分計算。                  
4.學生欲至海外實習需修畢休閒產業外語課程(英語或日語)共計4學分，課程不得跨級選修，且須為同一語系。                  
5.本系學生須在三年級時選擇上下任一學期至業界完成7-8個月之實務實習活動；三年級*課程為配合實習學期上下對開。                  
6.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入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增修至少12個畢業學分，意指以同等學力入
學之學生，最低畢業學分140學分(通識必修28學分，專業必修55學分，選修45學分，增修學分12學分)，同等學力入學「增修學分」科目與「選修」科目不得重複採計。        
          
7.本系學生須至少考取兩張證照、參與一次全國性競賽，並修畢任一領域學分學程方能畢業，詳細規定請參照本系畢業門檻要點。                  
8.表列選修課程可依本系發展需求增減課程。                  
9.依照每學年取得經費而進行開設大四就業學程之精品咖啡烘焙、杯測與經營學程、環境教育人員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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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訂畢業條件說明

▲依「實踐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檢測實施要點」規定，本校學生畢業前需通過「中文能力」、「體適能能力」及「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方具畢業資格。
【中文能力】
1.參加「中文會考」檢核通過；未通過者可自費參加中文補救教學課程並及格。
2.參加全民中檢中高等(含)以上檢測通過，惟僑生只需中等以上，但應中系學生須達高等以上檢測通過，始通過檢核。
3.外籍生無中文能力畢業門檻。
【體適能能力】
1.修畢「體育」必修課程，並通過「體適能標準」檢測。
2.體適能檢測項目為心肺適能(800/1600公尺跑走)、肌耐力(一分鐘仰臥起坐)、柔軟度 (坐姿體前彎)及瞬發力(立定跳遠)共四項，四項中二項符合教育部訂標準
者(百分等級常模 20為通過標準)，則通過體適能檢定。
3.適應體育班學生及持公立或教學型醫院證明不宜劇烈運動者可申請免測，該項  成績由術科成績代替。
4.補救機制說明：體適能檢測項目四項中三項不符教育部訂標準者，應依其未通過項目參加本校為該項目舉辦之體適能加強班課程。加強班課程完成率達百分之六十者，進行體
適能後測，通過體適能後測者，體適能能力註記「加強班通過」。
【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
1.依據「實踐大學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作業規定」，學生須通過本規定之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方可畢業。
2.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採多元認證，達到以下認證標準之一者，視為通過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
  (1)採英語文能力測驗標準：
     A.一般生：CEFR B1級以上（同等於多益測驗550分）。
     B.運動績優、原住民族專班學生：CEFR A2級以上（同等於多益測驗225分） 。
  (2)採其他外語文能力測驗標準：
     外語文檢定如德、法、義、日、韓、西、俄等考試並達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B1（Threshold）以上標準者；應用日文學系依其學系專業另訂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規定。
  (3)採非測驗檢定標準：
     達到以下認證標準之一者，視為通過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
 A.至非華語國家進行交換一學期（含）以上並完成本校學分轉換後，至少九學分及格者。
 B.參加由三個（含）以上國家人士與會之國際研討會、學術或工作營隊進行15分鐘（含）以上英外語學術發表、作品發表或展演之詮釋，以及接受提問回答，並由系所相關教
師給予推薦，繳交相關資料至語言中心進行審核與認證。
 C.完成至少6學分（含）之校內全英語授課課程。惟本項方案不適用台北校區全英授課學士學位學程、應用外語學系及高雄校區各系之學生。
 D.參加全國性或跨校英語文競賽，成績獲得前三名者。
3.學生於入學前取得官方英外語檢定（公開測驗）之成績並達標準，其證明文件（合格證書或成績單正本）上所記載之測驗日期必須在學系受理申請日前三年內始為有效。於本
校就讀期間內（大一開學日至大四畢業日）所取得之英外語檢定（公開測驗或本校校園考）達標準之成績則不在此限。
4.領有聽、視、語障等障礙類別手冊或具有因功能障礙，嚴重影響語言學習之身心障礙學生，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向本校諮商中心申請並報請語言中心核定者，不在此限。
5.母語為英語之學生依規定，經語言中心核可後，至所屬學系辦公室辦理通過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登錄作業；母語為非英語者則不得以母語檢定測驗申請外語文能力測驗標
準。
6.於各學系大四開設0學分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課程，並於歷年成績單標示通過(P)或不通過(F)。
7.未達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者，可選擇下列方式取得通過資格：
  (1)付費修習本校推廣教育部開設之英語文畢業能力指標補救課程，本課程為單學期課程，不計學分，每學期授課36小時。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本校英外語文畢
業能力指標；低收入戶學生得免費上課。惟各學系自訂之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不同於本校英外語文畢業能力指標者，其補救課程依各學系規定辦理之。
  (2)若學生已嘗試2次（含）以上之上述補救方案且皆無法順利通過者，得申請自學修習線上數位課程（語言中心所購置的教材）並完成認證至少60小時以上，且於完成課程後
參加模擬測驗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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