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務及管理
語言文化服務
東協外語跨域

時間:107年9月11日13:00~14:00

地點:D009教室

學程說明會



外語學院學程概述(1)
• 本院設有「商務及管理學程」(簡稱商管學程)
與「語言文化服務學程」(簡稱語文服務學程)
共二項學程；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院開設；管
理學院、財金學院與通識中心支援開設。

• 修讀本院各系應至少加修一項學程始得畢業，
畢業學程之認定，從各系規定。以非外語學院
的系所為輔系或雙主修並修畢規定學分者，不
在此限。



外語學院學程概述(2)
• 本院學程課程規劃表(請參考各類課程規劃表)，
課程至少應修畢18學分方得申請學程證明。

• 修讀本院學程應修學分數為18學分，大學部至
少應有 6學分為非本系所課程。

• 初選--以大三、大四學生優先選課。

• 加退選--開放大一至大四學生選課。

(本院學程實施要點)

http://www.foreign.nkfust.edu.tw/ezfiles/13/1013/img/920/168686634.pdf


• 必修：管理學。（必修）
 新增課程：

資訊網路應用與認證、 大數據商業應用分析、基礎會計與財務報表
分析、日本經濟基礎知識、日本經濟概論、德文國貿實務、商用德
文書信 II、進階商用德語 II、通識：運算與程式設計樂趣、電腦與手
機遊戲製作、嵌入式互動程式設計初階

 停開課程：

資訊網路應用、資訊技術認證、財務報表分析、日本經濟、日本商
業書信Ⅱ、德文貿易實務I、跨領域實務專題（一）、（二）

• 選課方式：

方式一：選修外語學院開設商管課程。
方式二：至管理學院或財金學院修讀各系專業必、選修課程

(不含通識)，說明如下：
（１）課名不同：開放選修 6學分。
（２）課名相同：不限學分數。

商管學程選課



商務及管理學程課程規劃表
必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開設年級 修別 支援單位

管理學 UCM3101 3 三上、下 必修 運籌系、會資系

選 修 課 程(商務及管理課程)

物流管理 UCM4606 3 三下 選修 運籌系
企業概論 UCM3614 3 三上 選修 運籌系
資訊網路應用與認證 UCM3625 3 三上 選修 資管系
行銷管理 UCM3606 3 三上 選修 會資系
網路行銷 UCM3610 3 三下 選修 行銷系
電子商務與法律 UCM3611 3 三下 選修 科法所
國際商法 UCM3615 3 三上 選修 科法所
商事法 UCM3613 3 三上 選修 風管系
大數據商業應用分析 UCM3638 3 三下 選修 資管系
國際貿易實務 UCM3603 3 三上 選修 財管系
基礎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UCM3640 3 三下 選修 會資系
商業倫理 UCM3618 3 三上 選修 金融系
商務契約 UCM3620 3 三下 選修 金融系
個人投資理財 UCM3601 3 三下 選修 財管系
風險管理導論 UCM3622 3 三下 選修 風管系



商務及管理學程課程規劃表
選 修 課 程(各系開設課程)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開設年級 修別 開設單位

商業口語溝通 UDE4677 3 四上、下 選修 應英系

商業寫作 UDE4666 3 四下 選修 應英系

財經英語閱讀 UDE4675 3 四上 選修 應英系

日本零售業管理 UDJ2605 2 二上 選修 應日系

日本經濟基礎知識 UDJ1644 2 一上 選修 應日系

日本經濟概論 UDJ3630 2 二上 選修 應日系

日本產業 UDJ2612 2 二下 選修 應日系

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 UDG4616 2 四下 選修 應德系

德文國貿實務 UDG3121 2 三上 選修 應德系

現代德國企業 UDG3606 2 三上 選修 應德系

中德經貿關係 UDG4609 2 四上 選修 應德系

商用德文書信II UDG4106 2 四上 選修 應德系

進階商用德語II UDG4108 2 四下 選修 應德系



商務及管理學程課程規劃表（107學年度入學學生）

選 修 課 程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開設學期 修別 開設單位

運算與程式設計 UGS1157 2
依通識中
心實際開
課時間為

準

選修 通識中心

多媒體科技概論 UGS3875 2 選修 通識中心

設計思考 UGS1682 2 選修 通識中心

服務創新 UGS0065 2 選修 通識中心

文化創新 UCI1613 2 上、下 選修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科技創新 UCI1612 2 上、下 選修 創新創業教育中心



語言文化服務學程選課
• 核心課程：(至少4學分)

• 專業課程：(至少4學分)
新增「移地學習-台日現勢探討」/「技術翻譯 II」停開：「台日生活文化論Ⅱ」

• 通識課程：(至少4學分)

新增課程 停開課程

會展規劃與管理 會議管理

觀光導遊領隊實務 觀光領隊導遊證照

會展實務問題與解決 電子商務與法律

東亞語言聽講入門（韓語） 多國語口譯（英德中）

東亞語言聽講初級（韓語） 多國語筆譯（英德中）



語言文化服務學程規劃表
核 心 選 修 課 程：至少4學分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授課學期 (開課)支援單位

會展規劃與管理 UCM3642 2 三上 外語學院(應英系)

會展實務問題與解決 UCM3627 3 三下 外語學院(應英系)

多國語筆譯(英日中) UCM3621 2 三上 外語學院(應日系)

多國語口譯(英日中) UCM3634 2 三下 外語學院(應日系)

觀光導遊領隊實務 UCM3623 2 三上 外語學院(應日系)

東亞語言聽講入門（韓文） UCM3629 2 三上 外語學院(應日系)

東亞語言聽講初級（韓文） UCM3644 2 三下 外語學院(應日系)

觀光心理與行為 UCM3617 2 三上 外語學院(應德系)

旅遊實務 UCM3628 2 三下 外語學院(應德系)



語言文化服務學程規劃表
專業選 修課程 ：至少4學分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授課學期 支援單位

導覽英語 UDE2613 2 二上 應英系

新聞英語 UDE1618 2 三下 應英系

語言與社會 UDE4638 3 四下 應英系

日本地理I UDJ2609 2 二上 應日系

台日生活文化論I UDJ3627 2 一上 應日系

移地學習-台日文化現勢探討 UDJ2623 2 二上 應日系

觀光日語I UDJ3629 2 三上 應日系

觀光日語II UDJ3638 2 三下 應日系

德國社會專題 UDG3601 2 二下 應德系

觀光德語 UDG2608 2 三上 應德系

文學導讀 UDG3616 2 三下 應德系

新聞德語 UDG4613 2 四上 應德系

技術翻譯II UDG4102 2 四下 應德系



語言文化服務學程規劃表（107學年度入學學生）

通識選 修課程 ：至少4學分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開設學期 開設單位

創意與創新 UGS3127 2
依通識中

心實際開

課時間為

準

通識中心

世界遺產導覽 UGS1635 2 通識中心

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 UGS9688 2 通識中心

南臺灣歷史文化 UGS5616 2 通識中心

民主與法治 申請中 2 通識中心



學分學程申請流程

修讀資格申請
學分取得
狀況查詢

申請核發
學程證書

在學期間
至『學程申請系統』查詢

預計畢業當學期
至『學程申請系統』申請

隨時查詢課程修讀狀況

在學期間
至『學程申請系統』申請

點選「證書申請」後
印出紙本證書申請書
＋歷年成績單

學程規劃單位審查

教務處核發證書

印出紙本修讀申請書

主修系所及
學程規劃單位審查

修讀疑問洽詢
學程規劃單位

教務處
學籍系統登錄



學程資訊-外語學院網頁/學程



校網頁/使用者入口/學生



校網頁/學程申請系統



校網頁/學程申請系統/新增學程申請

※

列
印
新
學
程
申
請
書



學分學修習申請書

※

系
主
任
蓋
章→

院
長
蓋
章→

送
至
教
務
處



校網頁/學程申請審查通過



校網頁/學程申請系統/學程學分取得狀況



校網頁/學程證書申請
送交證書申請書時間：畢業當學期

申請資料：申請書+歷年成績單（教學課程網查詢）
※如有下述情形：畢業當學期還在修學程- -請另附選課清單

交換生-申請抵免學程學分- -請加附學分抵免證明



校網頁/線上選課系統/外院學程3年級A班



106學年度新增設選修學程（非畢業門檻）
~東協外語跨域學分學程

說明：因應政府新南向政策所應運而生之東協跨域人才培育缺口，以
東協語言為基礎，納入外院商管學程之商業實務課程2門、規
劃於107學年開設2門東協國情文化課程，自106學年度第2學期
起增設本學程，以培育東協產業適合之外語跨域人才，拓展學
生國際就業競爭力。

課程規劃：

本學程規劃學分數為16學分計有：

1.東協語言課程：6學分--由泰語、印尼語、越南語、緬甸語中選擇1種語言
並依級數循序修讀6學分

2.外院東協國情文化課程：4學分

3.外院商管學程-商業實務課程：6學分

修課規定：本學程為選修，鼓勵同學修讀，惟不列入「外語學
院學程實施要點」所規範之必修學程。



東協語言選修課程：同一語種至少6學分 (開課)支援單位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泰語 (一) UCL0611 2 越南語(一) UCL0811 2

泰語(二) UCL0621 2 越南語(二) UCL0821 2

泰語(三) UCL0631 2 越南語(三) UCL0831 2

泰語(四) UCL0641 2 越南語(四) UCL0841 2

印尼語(一) UCL0711 2 緬甸語(一) UCL0911 2

印尼語(二) UCL0721 2 緬甸語(二) UCL0921 2

印尼語(三) UCL0731 2 緬甸語(三) UCL0931 2

印尼語(四) UCL0741 2 緬甸語(四) UCL0941 2

東協國情文化課程： 4學分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授課學期 (開課)支援單位

東協經貿及產業發展現況與問題 UCM3631 2 三上 外語學院

東協文化概覽 UCM3646 2 三下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商務及管理學分學程課程-商業實務課程：6學分

課程名稱 永久課號 學分數 授課學期 (開課)支援單位

管理學 UCM3161 3 三上/三下 運籌系、會資系

國際貿易實務 UCM3603 3 三上 財管系

東協外語跨域學分學程（非畢業門檻之學程）



學分學程選課說明會-

Q&A時間



常見疑問

Q：學程怎麼申請修讀？

A：請由首頁→學生→學生服務系統→登錄學程申請系
統申請即可，若要查詢修讀狀態，路徑相同！

Q：學程何時可以申請？

A：學程為書面申請，建議大一時以班為單位統一申請，
經系主任蓋章後，送院辦審核，通過審核後，統一送
交教務處登錄，約7個工作天同學即可查詢狀態

Q：可以中途改換學程嗎？

A：可以，若要改換，請重送學程申請書。畢業當學期
請送確定申請的學程資料即可！

http://aais15.nkfust.edu.tw/program_apply/


常見疑問
Q：同1門課兩個學程都有，是不是兩邊都可以承認？

A：不可以，只能承認一邊。

Q：同一門2學分課程若博雅通識+學程或系選修課程+學程同時可
以承認，學分計算是2+2嗎？

A：學分只有2學分，不會重複，但可承認取得學程學分資格（
2+0）！

Q：兩個學程的課可以隨便選修，到時候選擇18學分來抵一個學
程？

A：不可以，本院學程實施要點（13）規定：修習二項(含)以上學
程者，每項學程均需修滿 18 學分，遇相同之科目時不得抵免
，惟必修科目可辦理免修。兩個學程只能依學程規劃表修讀
，且不可以跨抵。



Q：已經選擇輔修、雙主修，還需要修學程嗎？

A：非外語學院的系所為輔系或雙主修並修畢該系
所規定學分者，不需修讀學程。

舉例來說：

日-輔系或雙主修為應英 /應德：→學程必修！

英-輔系或雙主修系所為：風管/金融/行銷…等系時→ →免
修學程，但是輔系或雙主修未通過或退選輔系或雙主
修，學程仍應擇一修讀！

※重要提醒：輔系與雙主修同學請注意！！！
輔系與雙主修免修讀學程，畢業學分數門檻不變！

（應修完 畢業學分128 + 輔系應修學分 或 畢業學分128 + 雙主修應修學分）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

Q：學程證書怎麼申請？何時要申請？
A：1.請由首頁→學生→學生服務系統→登錄學程申請系統→選

擇證書申請書列印！

2.大四下加退選結束後即可申請，請繳交「證書申請書、個
人歷年成績單」記得於申請書簽名、標註學程修讀課程（
18學分即可），並請班代統一收齊後繳交院辦審查！

3.無法準時畢業者，因學程證書與畢業證書一起發放，若申
請學期無法領取，跨學期原證書銷毀，請延畢同學於確定
可畢業當學期提出學程證書申請書籍相關資料即可！

http://aais15.nkfust.edu.tw/program_apply/


Q：東協外語跨域學程是外院學生必修之畢業門檻學
程嗎？？？

A：不是！不是！不是！
外院必修且為畢業門檻之學程：

商務及管理學分學程、

語言文化服務學分學程
兩個擇一修讀即可！

加選東協外語跨域學程

為自己未來就業加值競爭力！

重要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