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8 日 
附件：學生選課應注意事項（附件一～四） 
主旨：進修部 111 學年度第 1 學期選課日期及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 111 年 6 月 8 日於本校網站課程系統公告 111 學年度第 1 學期課程

資訊，敬請所有同學於公告期間上網查閱課程中、英文課程大綱與
教科書，以供選課參考。 

二、 111 學年度第 1 學期第一階段選課作業自 111 年 6 月 15 日 23:00 起

至 111 年 6 月 20 日 07:00 截止。第二階段加退選課作業自 111 年 
8 月 26 日 23:00 起至 111 年 9 月 9 日 07:00 截止。選課及註冊日請
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二。 

三、 選課期間，所有科目不設定下限基本人數。第一階段選課結束後，
選課人數不足的科目，會由各系決定續開（或停開），確定停開之

課程將移除，並由學生課表中退課；第二階段選修科目未達 25 人

開課人數之課程即停開，學生輔導另外修習其他科目。 
四、 選課辦法第 11 條規定「本班已有開設之必修課程，除經專案簽准

外，不得至其他班選課。」。依教育部來函，每日課程至多 10 節，

請同學注意，勿藉由選修別系或別班同日課程，造成一日修課超過

10 節。 
五、 進二技係屬大三大四，僅限選修進四技 3-4 年級選修課程，進二技課

程不開放進四技 1-2 年級選修。 
六、 進修部有預先配入班級課程，同學可依個人時間自行上網進行加退

選課。其中，通識選修及專業選修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加退選課，請

同學要自行規劃好畢業學分之修課進度。 

預退申請 SIP→學生選課系統→選課問題處理申請→退選課程申請 

選課前 

申請期間：111 年 6 月 10 日(五)下午 15:00 起至 1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23:00 截止。 
退課時間：第一批 111 年 6 月 15 日晚上 23:00 前；第二
批 1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23:00 前。 
選課開放前採批次處理，請同學申請後耐心等候。 

選課期間 自 1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23:00 起，開放全體選課後，請
同學自行於選課系統退課。 



 
七、 暑期不再開設選修課程，請同學選課時要安排妥適，避免未修足夠學

分，而影響個人畢業時程規劃。 
八、 開學第一次上課務必到課瞭解授課教師之要求，方可在選課期間加退

選。 
九、 請同學務必在 111 年 9 月 9 日起至 SIP 學生選課清單，確認本學期

修課科目，若教師點名及教務系統上無課程資料，不可採以任課教

師點名表紙本簽名申請補登，一律不予受理。 
十、 證照課、社團課將於第一階段第二輪 1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23:00

統一開放給進修部全體同學一起選課，詳細課程資料，請參閱附件
三及附件四。 

十一、 111 學年度入學新生班課程（進四技一年級、進二技三年級），於

第一階段選課期間不開放選課。 
十二、 依健行科技大學選課辦法實施細則項次二規定：所有課程（包括

專業及通識必、選修課程）選課時間設限：每階段（每一輪）學

生登錄網站選課後，於第一個五分鐘（晚上 23:00～23:05）內僅
可加選一門課，之後每一分鐘內僅可加選一門課。 

十三、 選課開放與截止時間以本校電算中心電腦時間為準，為防止盜用

帳號加退選課情形，請勿將帳密交由他人選課。 
十四、 請勿在同一台電腦同時間（其中一個帳號尚未登出選課系統），

使用兩個以上不同帳號登入選課系統，此不正常程序將造成系統

判別異常，以致瀏覽器顯示錯誤選課結果，所有選課結果皆以系
統紀錄為準。  

詳細選課資訊，請至

進修部最新消息查看 



 
附件一、進修部 111-1 選課日程表 

作業項目 日期及時間 

公告 111-1 開課資訊 
（網路、佈告欄） 111 年 6 月 8 日(三)20:00 

第一階段選課時間 
（應屆畢業生：進二技四年級、進四

技四年級、延修生、多元培力） 

應屆畢業生 
111年 6月 15日晚上 23:00 

～  
111年 6月 20日早上 07:00 

進修部全體同學 
111年 6月 17日晚上 23:00 

～  
111年 6月 20日早上 07:00 

網路列印學雜費繳費單，請

自行至學生資訊系統中列印 111 年 7 月 14 日(四)起 

第二階段選課時間 
（應屆畢業生：進二技四年級、進四

技四年級、延修生、多元培力） 

應屆畢業生 
111年 8月 26日晚上 23:00 

～  
111年 9月 9日早上 07:00 

進修部全體同學 
111年 9月 1日晚上 23:00 

～  
111年 9月 9日早上 07:00 

請於註冊日前完成學雜費

繳費（免到校註冊） 註冊日 111 年 9 月 1 日(四) 

開學（正式上課） 111 年 9 月 2 日(五) 

查詢第二階段選課後是否

需補繳學雜費 111 年 9 月 28 日(三)起 

應補繳學雜費者，請自行

列印繳費單並完成繳費 111 年 10 月 7 日(五)前 

※依健行科技大學選課辦法實施細則項次二規定：所有課程（包括專

業及通識必、選修課程）選課時間設限：每階段（每一輪）學生登錄網站

選課後，於第一個五分鐘（晚上 23:00～23:05）內僅可加選一門課，之後

每一分鐘內僅可加選一門課。 

  



附件二、進修部 111-1 選課注意事項 
一、 第一階段選課期間，除附件三證照課程及附件四社團課程於第二輪(1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23 時)開放全體進修部學生選課外，其他專業課程限本系學生選修；

第二階段課程原則上開放外系，但各系有特殊規定者會於課程清單備註中說明。 

二、 選課基本規定 

＊  請同學務必上網瞭解個人所依據的畢業課程標準，請參考進修部網頁。 

＊  每學期註冊學分數需達 9學分(下限)，不得多於 25學分(上限)，不足者依學則規

定辦理。 

＊  適用 105學年度前課程標準者，通識必修課程重修請參閱通識課程補修規定。 

＊  本班已有開設之必修課程，除經專案簽准外，不得至其他班選課。 

＊  請勿重複修讀相同課名之課程，重複修讀之學分不予計算。 

＊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重選之成績及學分數擇優採計，但以一次為限。 

＊  選課前請先查詢課程內容及選課時間，可避免選課錯誤及因時效問題影響個人選課

權益。除共同課程外，選修非本系之課程皆為選修課程。 

＊  請勿於最後選課時間上網選課，以免因網路壅塞，影響個人權益須自行負責。 

三、 進二技及多元培力同學，選修通識課程者，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 

四、 加退選期間 

＊  已辦理學分抵免作業同學，教務組於第一階段選課前已將完成抵免之課程退課，請

同學於第一階段選課前確認課程是否有誤，若有疑問請至教務組查詢。 

＊  學生加、退選科目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請務必於加退選結束前再次確認個人選課

資料是否正確，逾期不予受理。 

五、 選課後 

＊  學校不寄發繳費單，請同學自行至學生資訊系統列印 111-1學期繳費單。 

＊  111-1學期學雜費繳費單，111/7/14(四)起可於學生資訊系統列印。第二階段選課

後，請同學於 111/9/28(三)後自行上網確認是否需要補繳學雜費，應補繳者請自行

列印繳費單，並於 111/10/7(五)前繳清。 

＊  加退選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或加選課程，惟因情況特殊，經申請許可者，可

在 111/9/15(四)前為之。 

＊  選課完畢後請務必再次查詢所選之科目是否正確，以免事後造成不必要之困擾，若

因個人因素損失權益請自行負責。 

＊  其餘未盡事宜依學則及選課相關辦法辦理。 

 

 

 

 

 

 



六、 登錄電子郵件信箱，確認是否需要更改密碼，請務必於選課前完成變更，若因未

即時變更，延誤選課時效，請自負責任。 

＊ 密碼修改程序 

1.於左側功能選單的「個人設定」中，展開「信箱安全」，點選「密碼設定」進入修

改密碼的頁面。 
2.在修改密碼的頁面中，輸入舊密碼、新密碼並確認新密碼後，點選〔設定密碼〕

按鈕，即完成修改密碼的動作。 

七、 進修部選課系統系統需求 

＊ 限用 Microsoft IE 6.0 以上正式版本的瀏覽器。建議使用 Pentium 800、512M RAM、 
1024*768 顯示以上規格的個人電腦。 

＊ 在校內請勿設定瀏覽器的 Proxy Server 位址，以免存取速度緩慢。 
＊ 建議將網頁暫存設定為每次造訪網頁時更新，避免畫面顯示的錯誤。 



附件三 111-1 學期證照課程 

開課 

系所 
課程名稱 

教師 

姓名 

輔導考取 

證照名稱 

可修 

年級 

人數 

上限 

上課 

時間 
證照可否抵學分 

電子系 
行動裝置應用

程式開發實務 
蔣東建 

TQC+創意 App 程式
設計專業人員 

1~8 40 113-114 否 

電機系 
機電整合與實

習 
劉光發 機電整合丙級 1~8 40 111-114 否 

資工系 

(RHCE)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 

許振銘 
RHCE 

RHCSA  
1~8 30 111-114 

是(RHCE附表 1序 19) 

否(RHCSA) 

數媒系 網頁設計 黃瓊緯 
Adobe 

Dreamweaver 
1~8 50 113-114 否 

機械系 TQC證照輔導 曾裕民 TQC+ 實體設計 1~8 50 111-114 是 

土木系 
電腦在土木工

程之應用(一) 
王坪 TEKLA 1~8 30 111-114 否 

室設系 裝修木工 侯志慶 
家具-丙級 

家具-乙級 
1~8 30 111-114 

是(勞動部乙級) 

否(勞動部丙級) 

車輛系 
汽車修護證照

輔導 
徐榮鴻 汽車修護-乙丙級 1~8 50 111-114 

是(勞動部乙級) 

否(勞動部丙級) 

工管系 
六標準差管理

(證) 
李國樑 六標準差綠帶證書 1~8 50 111-114 否 

國企系 
華語領隊導遊

(一) 
蔡金芳 

中華民國領隊導遊
普通考試 

1~8 50 113-114 
是(考選部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 

資管系 
軟體專案管理

師實務 
陳皆成 

(APMP)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Level C) 

1~8 50 111-114 否 

企管系 
金融商品證照
輔導課程 

徐幼玲 證券商業務人員 1~8 50 111-114 否 

財金系 
信託業務證照
輔導 

王忠建 信託業業務人員 1~8 50 111-114 否 

行銷系 
ERP財務模組
證照輔導 

李宥緹 
ERP軟體應用師財

務模組乙級證照 
1~8 60 111-114 否 

餐旅系 
國際禮儀接待
員證照輔導 

黃鈺芳 國際禮儀接待員 1~8 60 111-112 否 

應外系 
職場英文能力
訓練(一) 

邱建宇 
TOEIC 多益證照輔
導 

1~8 50 113-114 
是(附表 1序 35) 

TOEIC550分以上可抵免 

應外系 
日本語能力訓
練 

吳亞琪 
JLPT 日本語能力
檢定(以 N4-N5 為
主) 

1~8 50 111-112 是(附表 1序 46) 
 N3以上可抵免 

證照課程將於 111 年 6 月 17 日晚上 23:00 開放 
全體同學選課。 



111-1 學期證照課程輔導之證照簡介

開課 

系所 

輔導考取 

證照名稱 
證照簡介 

電子系 
TQC+創意 App 程
式設計專業人員 

「TQC+創意 App程式設計專業人員」技能認證，可以做為行動裝置 
Android系統程式撰寫的基礎養成，能奠定流程思考並培養程式邏輯，可
依不同需求完成個人化的手機 App。 

電機系 機電整合丙級 從事機電整合相關工作之技術認定。 

資工系 
RHCE 

RHCSA 

Red Hat Certified Engineering (RHCE) 證照考取必須先通過 Red Hat 
Certified System Administrator(RHCSA)國際認證，而 RHCE為本系重點
證照之一，所以欲培養出具備 RHCE能力之學生，基礎之 RHCSA國際認證
不可或缺，因此該證照極具院系特色之關聯性。此外，數十年來，
RHCSA/RHCE國際認證一直被國際評選為前十大最具價值之國際 IT認證，
無論是企業接受度或薪資水準。直至目前為止，本人已成功輔導一百多位
學生考取到 RHCSA國際認證。 

數媒系 
Adobe 

Dreamweaver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ACA) 原廠認證可證明您具備使用 Adobe 
數位溝通工具的能力。使用 Adobe Dreamweaver 進行網頁製作測驗可驗
證運用 Adobe Dreamweaver 軟體進行網頁設計的入門級技能。 

機械系 TQC+ 實體設計 

TQC+ 實體設計認證，係為工程設計領域之專業實體設計能力鑑定。為考
核「機械設計專業人員」與「產品設計專業人員」必備專業技能之一。實
體設計提供最佳品質及最精確的數位模型，具詳細規劃產品的形狀、簡單
易用、性能卓越、功能強大等特性。建置的數位模型，不但可信度高，同
時具有完整的關聯性。透過彈性的工作流程和流暢的使用者介面，有效提
升個人的工程生產力。 

土木系 TEKLA 
學生將具備鋼結構建模之技術，以及未來從事 BIM工作之專業知識，滿足
營造業 BIM人才之需求。 

室設系 
家具-丙級 

家具-乙級 
考取家具木工證照為裝潢產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在室內裝修工程領域的技
術認證。

車輛系 
汽車修護-乙丙

級 
從事汽車修護、檢驗等相關行業之必要技術認定門檻。 

工管系 
六標準差綠帶證

書 

此課程將由業界實務經驗豐富的六標準差大黑帶授課，此課程不限定科
系，歡迎各學院對於品質改善技巧有興趣的同學來修。六標準差管理已經
普遍使用在各企業中(製造業、服務業、餐飲業、銀行業、物流業等)解決
品質問題，六標準差綠帶是企業界解決各項問題(品質、成本與交期)的專
業人員之一，學習此課程將會提升同學的品質管理領域的技能，協助同學
於未來的職涯規劃上再更上一層樓。 

國企系 
中華民國領隊導
遊普通考試 

從事導遊領隊相關工作之必要證照。 

資管系 

(APMP) 
Adv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Level C) 

1.大型資訊系統開發工作，需要結合各個不同部門或不同專業領域的人
員，組成專案開發團隊，藉由團隊合作才能夠順利完成。因此，具備專案
管理技能，可以提升企業軟體專案成功率、降低專案成本、大幅提升企業
整體競爭力。2.擁有國際級專案管理證照，能夠與國際接軌無障礙，大幅
提升個人職場競爭力。3.良好的專案管理技能，可以協助企業承包政府或
大型、國際型、利潤高之專案。並且增強客戶之信心、擴大事業版圖。4.
本證照適合於系統專案經理人、系統管理者、SI系統整合工程師、SD系
統開發工程師、及欲提升專案管理能力者，以及執掌團隊管理的專案主
管，需要對公司內外部進行專案說明與帶領專案運行的專案經理人。



開課 

系所 

輔導考取 

證照名稱 
證照簡介 

企管系 證券商業務人員 從事證券相關工作之必要證照，接受有意從事股票投資民眾委託買賣各類
在公開市場交易的金融商品，故業務員大致上的工作就是接單、下單。 

財金系 信託業業務人員 

依據信託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具備信託專門學識
或經驗準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信託業業務人員應具備之信託
專門學識或經驗之一：一、參加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或其認可之金融專業
訓練機構舉辦之信託業務專業測驗，持有合格證書」，經中華民國信託業
商業同業公會認可並委託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測驗。 

行銷系 

ERP軟體應用師

財務模組乙級證

照 

鼎新 ERP系統是華語地區百大企業普遍使用的資訊整合系統，幫助企業在
內部營運個循環執行業務及幫助決策判斷，因此擁有財管證照相當於得到
進入大型企業工作的門票，具有使用 ERP系統操作能力對企業來說是優先
選才的考量之一，具有進入大企業工作的優先門票！ 

餐旅系 國際禮儀接待員 該證照講義為外交部禮賓司編製-國際禮儀手冊，統整食衣住行育樂需要
注意的各項禮儀與禮節，不論在旅遊、生活上、職場上都非常實用。 

應外系 
TOEIC 多益證照
輔導 

TOEIC多益證照有助於學生在未來就業職場上基準英語能力的培養，很多
企業、學校或政府機構使用多益測驗作為職場英語能力檢定的國際標準。 

應外系 

JLPT 日本語能
力檢定(以 N4-N5
為主) 

適合想在短期內打好日語基礎或預定前往日本打工度假及留(遊)學前最佳
的學習選擇。授課內容「說、聽、讀、寫」並重，精心規劃的文法歸納及
會話練習外，課程還特別針對 N4-N5日本語能力試驗設計，循序漸進、淺
顯易懂，課堂上豐富的考題練習，幫助學生掌握各種答題技巧，輕鬆通過
試驗。 

證照課程將於 111 年 6 月 17 日 
晚上 23:00 開放全體同學選課。 

  



附件四 111-1 學期社團課程 

序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可修 
年級 

人數 
上限 

上課 
時間 

上課 
地點 

1 社團-橋牌 楊富堯 1~8 50 413-414 A814 

2 社團-桌遊 姚志鴻 1~8 50 511-512 A814 

3 
社團-桌遊

(二) 
姚志鴻 1~8 50 513-514 A814 

4 社團-籃球 劉戈凱 1~8 50 211-212 
體育館 

2 樓 

5 
社團-籃球

(二) 
劉戈凱 1~8 50 213-214 

體育館 

2 樓 

6 
社團-有氧舞

蹈尊巴 
林文存 1~8 40 311-312 F201 

7 
社團-有氧舞
蹈尊巴(二) 

林文存 1~8 40 313-314 F201 

8 社團-桌球 風貞豪 1~8 50 311-312 
體育館 

2 樓 

9 
社團-桌球

(二) 
風貞豪 1~8 50 313-314 

體育館 

2 樓 

10 
社團-籃球

(二) 
洪祥洲 1~8 50 411-412 

體育館 

2 樓 

11 社團-體適能 林泉寶 1~8 40 607-608 F201 

12 
社團-體適能

(二) 
林泉寶 1~8 40 609-610 F201 

13 社團-排球 詹富鈞 1~8 50 607-608 
體育館 

2 樓 

14 
社團-排球

(二) 
詹富鈞 1~8 50 609-610 

體育館 

2 樓 

社團課程將於 111 年 6 月 17 日 
晚上 23:00 開放全體同學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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