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 奘 大 學 102 級 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課程科目表
一年級
網路經濟/3
(Internet Economics)
資訊多媒體/3
(Informatics and
Multimedia)

專業必修課程(合計：45 學分)
二年級
三年級
系統分析與設計/3
電腦網路/3

四年級
資管專題實作/3

(Computer Networks)

(System Analysis and

(Project Practice in

程式設計/3

Desig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gramming Languages)

管理數學/3

管理資訊系統導論/3

(Managerial Mathematics)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計算機概論/3

資料庫管理系統/3

資料統計與分析/3

專題討論/3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Seminar)

資訊管理導論/3

資訊數理基礎/3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Fundamental

(Field Project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資訊管理專題/3

Mathematics of Computer
Science)

專業選修(共 53 學分)
資訊模組

管理模組

網站架設實務/3

創業管理企畫概論/3

(Web-Hosting Practice)

(Introduc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網路技術與應用/3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網頁程式設計/3

電腦遊戲行銷策略/3
(Marketing Strategy in Electronic Games)

電腦遊戲產業概論/3

(Web Page Design and Programming)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Game Industry)

視覺化程式設計/3

電子商務概論/3

(Visual Programming)

(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 Commerce)

電腦遊戲智能/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lectronic Games)

數位內容製作與管理/3

專案管理/3
(Project Management)

資訊使用性/3

(Digital Conte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Usability)

數位視訊原理與實務/3

管理科學概論/3

(Digital Video Theory and Practice)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Science)

手機程式設計/3
( Cell-Phone Programming)

資料庫設計與應用/3
(Database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多媒體整合與實作/3
(Multimedia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XML 程式設計與應用/3
(XML Programming and Applications)

電腦遊戲設計/3
(Computer Game Design )

多媒體系統/3

資料探勘/3
(Data Mining)

網路社群/3
(Internet Community)

市場產品行銷決策/3
(Product Marketing Decisions)

電子企業經營管理/3
(e-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網路行銷與價值創新/3
(Internet Marketing and Value Innovation)

供應鏈管理/3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ultimedia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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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概論/3

網路消費心態/3

(Introduction to Image Processing)

(Internet Consumer Attitude)

電腦繪圖與動畫/3

知識管理/3

(Computer Graphics and Anim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遊戲測試/3

顧客關係管理/3

(Game Test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資訊安全與專業倫理/3

科技書報導讀/3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Ethics)

(Selected Reading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策略管理/3
(Strategic Management)

學系修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通識課程：依通識課程規定 30 學分。
二、本系專業必修 45 學分，專業選修 53 學分。
三、須經系上同意後，可跨院、跨系或跨學程選修學分至多 10 學分。
四、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五、一貫修讀學士及碩士(限預研生適用)，預研期間除了碩士班二年級論文研討(2 學分必
修)之外，均可修習，惟以 18 學分為限。
六、在學期間需取得資訊管理相關證照乙張。
院級修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院學生不得選修通識課程「經濟與生活」科目，選修者不列計畢業學分。
二、本院與設計學院合作設置跨院系[微型創業]學分學程，修讀至少 20 學分(需修畢必修
11 學分)方得申請學分學程證書。(修讀本學分學程可認列為各院系跨院系選修學分)。
三、本院與通識中心設置跨院系[運動休閒與賽會管理]學分學程，修讀至少 20 學分(需修
畢必修 10 學分)方得申請學分學程證書。(修讀本院開設之學分學程可認列為各院系跨
院系選修學分；修讀通識中心開設之課程可認列為通識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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