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八學年度四技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必(選)修科目表 

第  一   學    年 第   二     學     年 備     註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國文 2/2 共必 國文 2/2 共必 公民社會概論 2/2 共必 文學與文化 2/2 共必

英文 2/2 共必 英文 2/2 共必 英文字彙與閱讀 2/2 共必 資訊網路 3/3 專必

軍訓 0/2 共必 軍訓 0/2 共必 資訊管理 3/3 專必 資料庫管理系統 3/3 專必

體育 0/2 共必 體育 0/2 共必 資料結構 3/3 專必 統計學(二) 3/3 專必

計算機概論 3/3 專必 程式設計 3/3 專必 統計學(一) 3/3 專必 經濟學(一) 3/3 專必

微積分 3/3 專必 微積分 3/3 專必 會計學(二) 3/3 專必 資訊管理專題報告寫作 1/1 專必

管理學 3/3 專必 會計學(一) 3/3 專必 離散數學 3/3 專選 網頁程式設計 3/3 專必

      生產管理 3/3 專選 線性代數 3/3 專選

         多媒體網頁設計 3/3 專選

            
            

            

            

必修共計 13/17  必修共計 13/17  必修共計 16/16  必修共計 18/18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養具獨立邏

輯思考與推理能力，以提升畢

業生資訊專業知識與經營管

理就業能力。 
★共必(通必)   20 

通選(最少)   10 
專必       73 
專選(最少)   27 
畢業學分   130 

註 1：本系選修科目視情況需

求，得以增刪開課。 
註 2：通識選修包括科技通識 2

學分、美學通識 2 學分、

一般通識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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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年度四技進修部     資訊管理系     必(選)修科目表 

第     三     學     年 第    四     學     年 備     註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科        目 學/時
分/數

備 
註

中國通史 2/2 共必 生命教育概論 2/2 共必 CCNA 認証 3/3 專選 決策支援系統 3/3 專選

人類活動與地球環境變遷 2/2 共必 企業電子化 3/3 專必 行動通訊系統 3/3 專選 行動通訊程式設計 3/3 專選

資訊管理實務專題(一) 3/3 專必 資訊管理實務專題(二) 3/3 專必 資訊資源管理 3/3 專選 企業智慧 3/3 專選

企業資源規劃 3/3 專必 作業系統 3/3 專必 專案管理 3/3 專選 電腦動畫製作技術 3/3 專選

網際網路程式設計 3/3 專必 資訊安全導論 3/3 專必 資料庫進階管理與應用 3/3 專選 資訊倫理與法規 3/3 專選

系統分析與設計 3/3 專必 資訊管理個案分析 3/3 專選 財務管理 3/3 專選 知識管理 3/3 專選

經濟學(二) 3/3 專必 Linux 系統建置與管理 3/3 專選 資料探勘與倉儲 3/3 專選 進階網頁應用系統開發 3/3 專選

伺服器架設規劃 3/3 專選 供應鏈管理 3/3 專選 顧客關係管理 3/3 專選 作業研究 3/3 專選

資訊網路管理 3/3 專選 
企業電子化策略規劃與

設計 
3/3 專選 行動商務 3/3 專選 品質管理 3/3 專選

行銷管理 3/3 專選 數位智慧財產權 3/3 專選 空間資訊系統 3/3 專選 行動化企業 3/3 專選

電子商務 3/3 專選 
客服與供應鏈整體壽期

規劃 3/3 專選 會計資訊系統 3/3 專選 動態供應鏈模擬 3/3 專選

人力資源管理 3/3 專選 廣域網路管理 3/3 專選    無線網路管理 3/3 專選

密碼學 3/3 專選 SQL 語言設計 3/3 專選    模糊系統理論與應用 3/3 專選

遶送協定與管理 3/3 專選          

應用統計套裝軟體 3/3 專選          

物件導向技術 3/3 專選          

必修共計 19/19  必修共計 14/14  必修共計 0/0  必修共計 0/0  

A. 資料庫管理人員課程模組 
1. 資料庫管理系統 
2. 網頁程式設計 
3. 系統分析與設計 
4. SQL 語言設計 
5. 資料庫進階管理與應用 
6. 資料探勘與倉儲 

 
B. 程式設計人員課程模組 

1. 程式設計 
2. 網頁程式設計 
3. 多媒體網頁設計 
4. 網際網路程式設計 
5. 物件導向技術 
6. 進階網頁應用系統開發 

 
C. 企業電子化人員課程模組 

1. 企業電子化 
2. 生產管理 
3. 企業資源規劃 
4. 電子商務 
5. 顧客關係管理 
6. 供應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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