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宜大學培育中等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預審表 

申請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行動電話：                 錄取教育學程學年度：                 

系所級別：                  學號：                     E-MAIL：                                                      

申請事由：（以下請擇一勾選） 

□ 師資生辦理學分採認審查   □ 辦理加科         □ 辦理加另一類科  

檢附審查文件：（佐證文件不齊全者，恕無法受理審查） 

□ 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       □ 他校課程之課綱       

審查學系承辦秘書：                         採認學分合計：             學分    

審認說明：                                                                                                

  同意備查文號：教育部 108 年 8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7264 號函 

 

領域專長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38 本校開設課程總學分

數 

499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國際企業學系（含碩士班） 
會計學系    （含碩士班） 
企業管理學系（含 碩士班） 
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 
觀光事業學系（含碩士班） 
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 
經營管理進修學士班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最低
需修習學
分數 

學校開設
課程學分
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申請採認科目名稱/學分數 

(由申請人填寫) 

採認學分數 
(限由審查學系 
承辦秘書填寫) 

組織經營能力 10 66 人力資源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作業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行銷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服務行銷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組織行為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經濟學(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經濟學(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管理學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案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組織理論與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企業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行銷研究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銷售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運籌管理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組織管理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行銷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採購與物料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顧客關係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人際溝通與情緒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中小企業經營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服務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金融能力 8 185 會計學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初級會計學(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初級會計學(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中級會計學(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中級會計學(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中級會計學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高級會計學(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高級會計學(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高等會計學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高等財務會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成本會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管理會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會計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成本會計(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成本會計(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審計學(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審計學(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統計學(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統計學(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審計學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兩岸會審實務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高等管理會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管理決策會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管理會計學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投資學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投資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期貨與選擇權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市場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機構管理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證券市場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銀行管理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貨幣銀行學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報表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報告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證券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分析與企業評價
實務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報分析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證券投資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管理(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管理(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管理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會計資訊系統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評價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管理專題講座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數位金融與整合行銷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風險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保險學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稅務會計(一) 2 選修  採認     學分 

稅務會計(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租稅規劃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不動產金融與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不動產投資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不動產投資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不動產估價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財務管理實務研
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稅務法規專題研討 2 選修  採認     學分 

證券與衍生性金融商
品實務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政府會計 2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師業務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審計實務(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銀行會計與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資訊與行為財務
學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移動能力 6 66 品牌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用英文(一)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用英文(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業英文(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業英文(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業英文導讀(一) 1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業英文導讀(二) 1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企業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行銷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行銷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金融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貿易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會議展覽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運籌管理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禮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財務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國際財務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全球產業競爭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全球領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經英文導讀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業實用英文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進階英文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產業創新能力 6 96 公司法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民法 2 選修  採認     學分 

民法概要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事法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題實作(一)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題實作(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案實作(一)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案實作(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創新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稅務法規(一) 2 選修  採認     學分 

稅務法規(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網路行銷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網路行銷專題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電子商務概論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行動電子商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業簡報製作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證券法規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科技應用與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創新專題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創業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證券交易法與證券交
易實務 

2 選修  採認     學分 

記帳士相關法規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記帳士稅捐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記帳士會計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審法規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公司治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個人租稅規劃 2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租稅規劃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大陸會計與審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鑑識會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公司稽核實務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業思維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公司法、證交法與商
業會計法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畢業專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題研討(一) 1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題研討(二) 1 選修  採認     學分 

資訊應用能力 6 73 APP 程式設計與應用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金融程式 App 應用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大數據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大數據分析商業應用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金資料與軟體應用
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計算機概論(一) 2 選修  採認     學分 

計算機概論(二) 2 選修  採認     學分 

資訊應用概論 2 選修  採認     學分 

程式設計概論 1 選修  採認     學分 

資訊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資訊管理導論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資料庫管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軟體應用 2 選修  採認     學分 

程式設計(一) 1 選修  採認     學分 

程式設計(二) 1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資源規劃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資源規劃-導論與
配銷模組 

3 選修  採認     學分 

企業資源規劃-財務模
組 

3 選修  採認     學分 

ERP-配銷與生管模組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資訊系統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資訊系統研討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用套裝軟體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業簡報製作 3 選修  採認     學分 

商業文書處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財務會計資訊系統 3 選修  採認     學分 



電腦審計 3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大數據分析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計算機概論 3 選修  採認     學分 

職業倫理與態度 2 13 企業倫理 2 選修  採認     學分 

專業倫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社會責任與職場倫理 2 選修  採認     學分 

會計專業倫理 3 選修  採認     學分 

生涯規劃及職場倫理
講座 

1 選修  採認     學分 

資管生涯講座 1 選修  採認     學分 

學術研究倫理 1 選修  採認     學分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本表要求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 38 學分，主修群及群加專長課程之最低學分數請依照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規定

進行規劃。 

3.「資訊應用能力」類課程係屬跨資管專長類課程。 

4.若持勞動部「會計事務－資訊」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可採計為「財務金融能力」中一門科目。 

5.若持勞動部「會計事務－人工記帳」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可採計為「財務金融能力」中一門

科目或「產業創新能力」中一門科目。 

6.若持勞動部「國貿業務」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可採計為「國際移動能力」中一門科目。 

7.若持勞動部「門市服務」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可採計為「組織經營能力」中一門科目。 

8.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條第 2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 18 小時 之業界

實習。自 105 學年度起修習本表專門課程之師資生，除了本表規定各課程類別之最低學分數外，須取得業界實

習機構實習（含參訪學習、體驗、實作、見實）18 小時以上（含），並檢附相關證明供 審查。 

9.「組織經營能力」至少修習 10學分。 

「財務金融能力」至少修習 8學分。 

「國際移動能力」至少修習 6學分。 

「產業創新能力」至少修習 6學分。 

「資訊應用能力」至少修習 6學分。 

「職業倫理與態度」至少修習 2 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