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2-玄奘大學學生修業規定

玄奘大學 104 級日間學制學生修業規定(節錄)
中華民國 104年7月15日第49次教務會議通過
學士班
一、學系專業課程及通識課程分別依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 104 級課程科目表修習。
二、學生除修習本級別開設之專業必選修課程，亦得選修本系開設之其他課程，並得
列入專業 選修應修學分數中。
共
同 三、104級學生可跨院系選修至多 20 學分，認列於本系專業選修畢業學分。
修業規定 四、本校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以上或同等之相關官方測驗，或參加相關替
代方案達標準，並提供證明書影本，始可畢業。
五、104級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勤毅教育(服務系列)36小時及勤毅教育(學習系列)36小時
認證，始可畢業。

合計

通識課程

其他修業規定

應修學分數

學系

30

共同必修

核心必修

博雅選修

4

26

一、共同課程包括共同必修與自由選修。共
同必修為「國文」/2學分(2小時)、
「英 語
(一)」/2學分(2小時)、
「英語(二)」/2 學
分(2 小時)、
「體育(一)」/0 學分(2小時)、
「體育(三)」
「體育(二)」
/0學分(2小時)、
/0 學分(2 小時)、
「體育 (四)」/0 學分
(2 小時)，合計 6 學分； 自 由 選 修 為
「國防課程」
、
「 體 適 能 課 程」
，不列計
為畢業學分。
二、核心必修課程包括「生命倫理教育」(生
命系列)/1 學分(2 小時)、
「生命倫理教
育」(倫理系列)/1學分(2小時)、
「公民生
活」/2 學分、
「職涯知能與發展」/2 學
分(2 小時)，合計 6 學分。其中「公 民
生活」課程依公民生活課程實施辦法辦
理。
三、博雅選修課程每門課為2學分，分成
「人 文」
、
「社會科學」及「數理自然」三大 領
域，每領域至少修習2門課，合計18 學
分。
四、各學系學生修讀所屬學系列舉之博雅選
修排除課程，將不列計為通識博雅選修
領域學分。
五、科目前方標示「*」為進階課程，限二年
級以上(含)者修。
六、其他修業規定，依各院系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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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應外系
(英語組)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畢業
各項應修學分數
學分 通識
院
系
數 課程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30
10
48
44
1.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各
級別規定依通識中心公告為準)。
2.院必修：10學分(經濟學概論/2、資訊
概論與應用/2、跨文化溝通/2、服務
業管理/2、職場倫理/2)
3.本系專業必修48學分、專業選修課程
40學分；本系學生得修習外系之選修
課程，惟本系所認列之學分數，以20
學分為上限。
4.本系學生得於大三以上選修「專業實
習(一)」與「專業實習(二)」，惟其
歷年學業成績須經本系系務會議審
查，通過後方得選修。
5.選修實習課程之前，依實習課程分流
之不同，需先修畢兩門相關課程：
(1)觀光商務類: 英語商務溝通、專業
英語簡報。
(2)文教產業類: 兒童英語教學、多媒
體輔助英語教學。
二、本系學生畢業前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測
驗、多益（TOEIC）550以上、雅思（IELTS）
4.0以上、網路化托福（TOEFL iBT）57
以上、紙筆型態托福（TOEFL IPT）460
以上、劍橋國際英語認證測驗
（ Cambridge Main Suite ） 通 過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台
大語言測驗中心的外語能力測驗
（FLPT）150以上、劍橋博思職場英語
檢測（BULATS）通過Level 2、大學院
校英語能力測驗（CSEPT）第一級170分
以上或第二級180分以上、或達到同等
級之相關外語測驗成績，以上英語能力
檢定至少擇一應試並提供證明書影本
至系辦，始可畢業；惟參加兩次英語檢
定考試未達標準者，得於大四下學期修
習「英語檢定輔導」課程修習及格者始
可畢業，但該門課程學分不得列入最低
畢業學分中。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成績之
等級對照，依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之標準
為計。
三、中五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至少12 學分。
四、入學前已有多益（TOEIC）達550分以上
者，可抵免英文字彙與閱讀(一)、英文
文法(一)、英語聽講練習(一) , 計12
學分及免修英文字彙與閱讀(二)、英文
文法(二)、英語聽講練習(二)，計12學
分；惟免修12學分仍需改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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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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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1.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各
級別規定依通識中心公告為準)。
2.院必修：10學分(經濟學概論/2、資訊
概論與應用/2、跨文化溝通/2、服務
業管理/2、職場倫理/2)。
3.本系專業必修56學分、專業選修課程
32學分；本系學生得修習外系之選修
課程，惟本系所認列之學分數，以20
學分為上限。
4.本系學生得於大三以上選修「專業實
習(一)」與「專業實習(二)」，惟其
歷年學業成績須經本系系務會議審
查，通過後方得選修。
5.選修實習課程之前，需先修畢兩門相
關課程: 日語企業與經營、日本歷史。
二、入學前已有日語能力試驗N3級合格者，
可免修初級日語(一)(二)、初級日語會
話 ( 一 )( 二 ) 、 初 級 日 語 聽 講 練 習
(一)(二)計24學分；惟免修24學分仍需
改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
三、入學前已有日語能力試驗N2級合格者，
可免修初級日語(一)(二)、初級日語會
話 ( 一 )( 二 ) 、 初 級 日 語 聽 講 練 習
( 一 )( 二 ) 計 24 學 分 及 抵 免 中 級 日 語
(一)(二)、中級日語聽講練習、高級日
語聽講練習，計12學分，惟免修24學分
仍需改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
四、本組學生畢業前皆須通過「日語能力試
驗N2級」，始可畢業；惟參加兩次日語
檢定考試未達標準者，得於大四下學期
修習「高級應用日語」課程修習及格者
始可畢業，但該門課程學分不得列入最
低畢業學分中。
五、中五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至少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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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企管系
(經營管
理組)

企管系
(觀光行
銷組)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畢業
各項應修學分數
學分 通識
院
系
數 課程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128
30
10
0
40
48
一、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
二、本系院必修10學分，系必修29學分，組
必修11學分，模組課程/選修課程等48
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四、專業選修得認列他系專業課程20學分。
五、在學期間需取得管理相關證照乙張（不
含「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證照）。
六、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
預研期間本系碩士班所開之課程，不限
科目，均可修習，惟以16學分為限。其
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一貫修讀學士
及碩士學位辦法」與本系「碩士班預備
研究生甄選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至少12學分。
八、本院共同必修10學分(管理學概論2學
分、資訊概論與應用2學分、跨文化溝通
2學分、服務業管理2學分與職場倫理2
學分) 。
128
30
10
0
40
48
一、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
二、本系院必修10學分，系必修29學分，組
必修11學分，模組課程/選修課程等48
學分（得跨院系選修不超過20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四、專業選修得認列他系專業課程20學分。
五、在學期間需取得管理相關證照乙張（不
含「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證照）。
六、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
預研期間本系碩士班所開之課程，不限
科目，均可修習，惟以16學分為限。其
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一貫修讀學士
及碩士學位辦法」與本系「碩士班預備
研究生甄選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至少12學分。
八、本院共同必修10學分(管理學概論2學
分、資訊概論與應用2學分、跨文化溝通
2學分、服務業管理2學分與職場倫理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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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系
(餐飲組)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畢業
各項應修學分數
學分 通識
院
系
數 課程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128
30
10
0
54
34
一、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
二、院必修10學分，本系專業必修54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34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四、專業選修得認列他系專業課程20學分。
五、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至少12學分。
六、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
預研期間選修本校其他學系碩士班所開
之課程，不限科目，均可修習，惟以16
學分為限。
七、其他:
1.本系全年性(一)(二)(三)(四)之科目
不擋修，選修課程可分開認列學分。
2.「中餐」、「西餐」、「烘焙」實務
烹調課程皆為3學分4小時。
3.「中央廚房管理實務」課程為2學分4
小時。
4.「食品加工學與實作」課程為2學分3
小時。
5.學生於在學期間需取得語文或餐旅相
關證照乙張。

餐旅系
(旅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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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
二、院必修10學分，本系專業必修54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34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四、專業選修得認列他系專業課程20學分。
五、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課程至少12學分。
六、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
預研期間選修本校其他學系碩士班所
開之課程，不限科目，均可修習，惟以
16學分為限。
七、其他:
1.本系全年性(一)(二)(三)(四)之科目
不擋修，選修課程可分開認列學分。
2.學生於在學期間需取得語文或餐旅相
關證照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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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藝創系

時尚系

學系其他修業規定
畢業
各項應修學分數
學分 通識
院
系
數 課程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128
30
12
0
30
56
一、通識課程：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
二、本系專業必修42學分，專業選修56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數128學分。
四、可跨院、跨系等選修學分20學分。
五、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通識或系選修
課程至少12學分。
六、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
預研期間修讀本校視傳系碩士班所開之
預研生選修課程，至多可認列18學分。
七、需參加校外全國性公開徵選之藝術或設
計競賽或專業證照檢定2次以上並檢附證
明。
128 30
12
0
44
42
一、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30學分。(核
心課程12學分、博雅18學分)
二、本系專業必修56學分(含院必修)、專業
選修42學分。
三、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
四、可跨院、跨系等選修學分20學分。
五、中五學制入學學生除應修畢128畢業學分
外，並應於入學二年內加修本系專業選
修6學分及通識選修6學分，共計12學分。
六、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
預研期間修謮本校視傳系碩士班所開之
預研生選修課程，至多可認列18學分。
七、需參加校外全國性公開徵選之設計競賽2
次以上(含1次服裝設計、整體造型創作
或金工珠寶設計)並檢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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