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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娛樂事業管理學系課程架構表 

 

說明： 

1.  通識課程 28學分，含核心課程 16學分；博雅課程 12學分；服務教育(一)(二)課程必修  0  學分。；體育(一)(二)

課程必修  0  學分。 

2.  國際學院必修 24 學分。 

3.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必修 31 學分。。 

4.  娛樂事業管理學系選修 45 學分,  課程可選擇學術課程,實務課程或學術暨實務課程，任一學術或實務領域

修滿 15 學分方可領取學術課程或實務課程或兩者領域證書。學生可選修國際學院其他系或全英學程所開

的選修作為其他選修，最多可承認 15 學分。 

5.  選讀實務課程學生，至少應修習一門校外實習選修課程。 

6.  學生於修業年限內，除修滿總畢業學分數外，並應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作業規定：(1)  全

民英檢 GEPT中高級  (2)  托福 TOEFL PBT/ITP/IBT分數 527/527/70 (3)  多益 TOEIC分數 750 (4)  國際英語語言測

驗 IELTS 分數 5.5 (5)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FCE 級  (6)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

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 Level 3 級  (7)  網路全民英檢 NETPAW 中高級，方具畢業資格。 

7.  學生畢業前須完成「國際研習」,  關於國際研習的規定請參閱”義守大學國際學院學生國際研習辦法”。 

8.  選擇到國外實習的學生，須自行尋找實習單位，並先向本系提出申請經本系初審通過，本校核准後方可出

國實習。實習學分總計只核定畢業學分至多 9 學分。關於實習的相關規定請參閱”義守大學娛樂事業管理學

系學生實習作業要點”。 

娛 

樂 

事 

業 

管 

理 

學

系 

通識教育課程 

院必修課程 

系必修課程 

系選修課程 

博雅課程 

服務與知識 
實踐課程 

總結課程 

英語能力 

國際研習

學術課程 

學術暨實務課程

跨院系(微)學分學程

學術課程

28 學分, 22  ％ 

  24 學分, 19  ％ 

31 學分,24％ 

    30 學分, 23  ％ 

必修  3  學分 

必修  2  學分 

必修  1  學分 

必修  0  學分 

必修  0  學分 

必修  10  學分 

實務課程

 必修 0 學分 

體育健康課程  必修 0 學分 

核心課程   必修 16 學分 

選修 12 學分 

實務課程

院共同基礎核心

院必修課程 必修  21  學分 

必修  18  學分 

其他選修 
（學生可從國際學院其他系或全英學程課程自由選課） 

    15 學分, 12  ％ 

畢業總學分: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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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娛樂事業管理學系課程規劃表 

課程類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修 

開課 

學年學期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核心課程 

語文能力 

A85A01  華語文學  3 

必修 9學分 

一上 

A85A02  英語閱讀  3  一上 

A85A03  英文寫作  3  一下 

人文素養 

(四選一) 

A85AC1 

A85AC2 

A85AC3 

A85AC4 

現代文明史 

世界文化 

簡報技巧 

第二外國語 

3  必修 3學分  一下 

醫學基本  A93A28  健康醫學密碼  2  必修 2學分  一下 

資訊能力  A93A20  程式設計(Python)  2  必修 2學分  二下 

服務教育課程 
A93A17  服務教育(一)  0  必修 

0 學分 

一上 

A93A18  服務教育(二)  0  一下 

體育健康課程 
A93A15  體育(一)  0  必修 

0 學分 

二上 

A93A16  體育(二)  0  二下 

博雅課程 

A85___  國際學院通識選修課程 3 

選修 

12 學分 

TBA 

A85___  國際學院通識選修課程 3  TBA 

A85___  國際學院通識選修課程 3  TBA 

A85___  國際學院通識選修課程 3  TBA 

院共同基礎核心課程  A85E01  管理學與管理實務  3  必修 3學分  一下 

院必修課程 

A85805 經濟學(一)  3

必修 

21 學分 

一上 

A85804 會計學(一)  3 一上 

A85808 資料處理  3 一上 

A85803 統計學(一)  3 一下 

A85809 個人理財  3 一下 

A85806 行銷管理  3 二上 

A85807 人力資源管理  3 二上 

系 

必 

修 

課 

程 

學術暨實務課程 

A76118  娛樂管理實務  1 

必修 
10 學分 

一上 

A76277 創意思考與創新  3  二上 

A76513  活動與會展管理  3  二下 

A76225  專案管理  3 二下 

學術課程 

A76115  娛樂產業概論  3 

必修 
18 學分 

一上 

A76119  美學  3  一下 

A76220  商用英文  3  二上 

A76221  敘事方法概論  3  二下 

A76227  研究方法  3  三下 

A76450  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3  四上 

實務課程  A76521  專題製作(一)  2  必修 2學分  四上 

總結課程  A76440  專題製作(二)  1  必修 1學分  四下 

系必  畢業門檻 
A76000  英語能力  0  必修 0學分  四上 

A76345  國際研習  0  必修 0學分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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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修 

開課 

學年學期 

系 

選 

修 

課 

程 

學術暨實務課程 

A76505 服務管理 3

  學術暨實

務課程 

+ 

學術課程 

+ 

實務課程 

加總 

須滿 

= 

45 學分 

二上或二下

A76507  3D 電腦動畫  3  三上或三下

A76508  連環畫藝術  3  三上或三下

A76230  國際觀光  3  三上或三下

A76274  談判技巧  3  三上或三下

A76329  電腦多媒體應用  3  三上或三下

A76351  糾紛管理  3  三上或三下

A76336  流行音樂行銷策略  3  三上或三下

A76211  旅館管理  3  四上或四下

A76422  危機管理  3  四上或四下

A76432  勞資關係  3  四上或四下

學術課程 

A76222  文化社會學  3  二上或二下

A76256  運動賽事管理  3  二上或二下

A76237  電影理論解讀  3  二上或二下

A76339  學術英文  3  三上或三下

A76354  敘事哲學  3  三上或三下

A76356  媒體及傳播學  3  三上或三下

A76272  經濟學(二)  3  一下 

A76273  會計學(二)  3  一下 

A76276  統計學(二)  3  二上 

A76320  博弈機率學  3  三上或三下

A76346  亞洲流行文化  3  三上或三下

A76250  博弈心理學  3  三上或三下

A76470  媒體與公共關係  3  四上或四下

實務課程 

A76506 學習技巧 3 一上或一下

A76509  休閒心理學  3  一上或一下

A76522  觀光餐旅導論  3  一上或一下

A76523  簡報與溝通技巧  3  一上或一下

A76254  博弈管理  3  二上或二下

A76504  製片管理  3  二上或二下

A76270  博弈服務技術(一)  3  二上或二下

A76234  電腦軟體應用  3  二上或二下

A76524  消費者行為  3  二上或二下

A76527  靜態攝影實務  3  二上或二下

A76519  活動主持實務  3  二上或二下

A76235  動態影像製作  3  二上或二下

A76236  音效製作  3  二上或二下

A76238  2D  影像藝術及設計  3  二上或二下

A76349  劇場經營與管理  3  三上或三下

A76327  餐飲管理導論  3  三上或三下

A76353  數位音效設計  3  三上或三下

A76355  領導學  3  三上或三下

A76357  數位媒體設計  3  三上或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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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型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選修 

開課 

學年學期 

A76358  製片管理實務  3  三上或三下

A76359  大型會展規劃  3  三上或三下

A76360  婚禮規劃與執行  3  三上或三下

A76326  電子商務  3  三上或三下

A76344  俱樂部管理  3  三上或三下

A76271  博弈服務技術(二)  3  三上或三下

A76348  娛樂場營運  3  三上或三下

A76526  動態攝影實務  3  三上或三下

A76414  娛樂產業個案研究  3  四上或四下

A76416 
旅遊景點與主題樂園

管理 
3  四上或四下

A76431  娛樂及會展行銷  3  四上或四下

A76456  國際禮儀  3  四上或四下

A76469  就業與發展趨勢  3  四上或四下

A76471  娛樂產業當代議題  3  四上或四下

A76437  當代議題  3  四上或四下

A76453  節慶管理  3  四上或四下

A76461  活動實務  3  四上或四下

A76510  數位行銷與社群媒體 3  四上或四下

A76520  跨文化認知  3  四上或四下

A76525  娛樂政策與法規  3  四上或四下

A76438  劇本創作  3  四上或四下

校外實習課程 

A76310 產業實習 5

 

三上或三下

A76311 實習專題報告 4 三上或三下

A76242 校外實習(一)  3 二上或二下

A76243 校外實習(二) 3 二上或二下

A76244 校外實習(三) 3 二上或二下

跨院

系學

分學

程 

影視娛樂管理學程 
由娛樂事業管理學系主辦，電影與電視學系共同合作協

辦開設。 

相關學分學

程規定及課

程資料可至

本系或課務

組 網 頁 查

詢。 

國際活動企劃管理 

學程 

由娛樂事業管理學系主辦，大眾傳播學系及休閒事業管

理學系共同合作協辦開設。 

休閒餐旅設施規劃與

管理學程 

由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主辦，休閒事業管理學系、餐旅

管理學系與娛樂事業管理學系共同合作協辦開設。 

跨文化全球視野跨領

域微學程 

由娛樂事業管理學系主辦，國際觀光餐旅學系、國際財

務金融學系及傳播產製英語學士學程共同合作協辦開

設。 

註：以上課程規劃為配合學生需求，系(所)得增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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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娛樂事業管理學系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四年課程計畫表 

 

＊本系總畢業學分數為  128  學分，分下列七項： 

(一)通識核心課程必修  16 學分 

(二)通識博雅課程選修  12  學分 

        1.多選四選一通識核心課程必修可承認為通識博雅課程選修 

        2.至多承認非國際學院全英授課之通識博雅課程 6學分 

(三)服務教育課程必修  0  學分 

(四)體育健康課程必修  0  學分 

(五)院必修  24  學分（包括 1門院共同基礎核心必修課程） 

(六)系必修  31  學分：學術暨實務課程  10  學分，學術課程  18  學分，實務課程  2  學分，總結課程  1  學分 

(七)系選修  45  學分：至多承認國際學院他系、英語學位學程選修  15  學分，跨學院(微)學分學程依規定辦理。 

備註： 

1.學生於修業年限內，除修滿總畢業學分數外，並應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暨作業規定」，始具畢業資格。

2.學生畢業前須完成「國際研習」課程，關於國際研習規定，請參閱「義守大學國際學院學生國際研習辦法」。 

大一課程表（109）                                                          大二課程表（110） 

類

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

修 
備註

類

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

修
備註

通

識

必

修 

A85A01  華語文學  3    必  核心   通

識

必

修 

A93A15 體育（一）  0  必  

A85A02  英語閱讀  3    必  核心   A93A16 體育（二）    0 必  

A93A17  服務教育（一）  0    必      A93A20 程式設計(Python)    2 必 核心

A85A03  英文寫作    3  必  核心   院
必
修

A85806 行銷管理  3  必  

A93A28  健康醫學密碼    2  必  核心   A85807 人力資源管理  3  必  

A85AC1  現代文明史   

3  必  核心
系

必

修

A76277 創意思考與創新  3  必 共同

A85AC2  世界文化    A76220 商用英文  3  必 學術

A85AC3  簡報技巧    A76221 敘事方法概論    3 必 學術

A85AC4  第二外國語    A76513 活動與會展管理    3 必 共同

A93A18  服務教育（二）    0  必    A76225 專案管理    3 必 共同

院 

必 

修 

A85805  經濟學(一)  3    必   

系

選

修

課

程

A76276 統計學(二)  3  選 學術

A85804  會計學(一)  3    必    A76254 博奕管理  3  選 實務

A85808  資料處理  3    必    A76256 運動賽事管理  3  選 學術

A85E01  管理學與管理實務    3  必    A76504 製片管理  3  選 實務

A85803  統計學(一)    3  必    A76222 文化社會學  3  選 學術

A85809  個人理財    3  必    A76270 博弈服務技術(一)  3  選 實務

系

必

修 

A76115  娛樂產業概論  3    必  學術

 

A76234 電腦軟體應用  3  選 實務

A76118  娛樂管理實務  1    必  共同 A76505 服務管理  3  選 共同

A76119  美學    3  必  學術 A76524 消費者行為  3  選 實務

系

選

修 

A76506  學習技巧  3  選  實務 A76527 靜態攝影實務  3  選 實務

A76509  休閒心理學  3  選  實務 A76519 活動主持實務  3  選 實務

A76522  觀光餐旅導論  3  選  實務 A76235 動態影像製作  3  選 實務

A76523  簡報與溝通技巧  3  選  實務 A76236 音效製作  3  選 實務

A76272  經濟學(二)    3  選  學術 A76237 電影理論解讀  3  選 學術

  A76273  會計學(二)    3  選 學術   A76238 2D  影像藝術及設計  3  選 實務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19/20  A76242 校外實習(一)  3  選 實務

 

A76243 校外實習(二)  3  選 實務

A76244 校外實習(三)  3  選 實務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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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娛樂事業管理學系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四年課程計畫表 

大三課程表（111）                                                      大四課程表（112） 

類

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

修 
備註

類

別

科目 

代號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

修
備註

系必修  A76227  研究方法    3  必  學術  

系

必

修

A76450 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3  必 學術

系

選

修

課

程 

A76507  3D電腦動畫  3  選  共同

A76508  連環畫藝術  3  選  共同   A76521 專題製作(一)  2  必 實務

A76326  電子商務  3  選  實務   A76440 專題製作(二)    1 必 總結

A76320  博弈機率學  3  選  學術   A76000 英語能力  0  必 畢業門檻

A76327  餐飲管理導論  3  選  實務   A76345 國際研習  0  必 畢業門檻

A76351  糾紛管理  3  選  共同  

系

選

修

課

程

A76211 旅館管理    3  選 共同

A76329  電腦多媒體應用  3  選  共同   A76453 節慶管理  3  選 實務

A76336  流行音樂行銷策略 3  選  共同   A76461 活動實務  3  選 實務

A76349  劇場經營與管理 3  選  實務   A76432 勞資關係  3  選 共同

A76344  俱樂部管理  3  選  實務   A76470 媒體與公共關係  3  選 學術

A76346  亞洲流行文化  3  選  學術   A76456 國際禮儀  3  選 實務

A76250  博弈心理學  3  選  學術   A76414 娛樂產業個案研究  3  選 實務

A76348  娛樂場營運  3  選  實務   A76416 旅遊景點與主題樂園管理  3  選 實務

A76271  博弈服務技術(二) 3  選  實務   A76422 危機管理  3  選 共同

A76274  談判技巧  3  選  共同   A76431 娛樂及會展行銷  3  選 實務

A76230  國際觀光  3  選  共同   A76469 就業與發展趨勢  3  選 實務

A76526  動態攝影實務  3  選  實務   A76471 娛樂產業當代議題  3  選 實務

A76339  學術英文  3  選  學術   A76437 當代議題  3  選 實務

A76353  數位音效設計  3  選  實務   A76510 數位行銷與社群媒體  3  選 實務

A76354  敘事哲學  3  選  學術   A76520 跨文化認知  3  選 實務

A76355  領導學  3  選  實務   A76525 娛樂政策與法規  3  選 實務

A76356  媒體及傳播學  3  選  學術   A76438 劇本創作  3  選 實務

A76357  數位媒體設計  3  選  實務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5/1 

A76358  製片管理實務  3  選  實務    

A76359  大型會展規劃  3  選  實務

A76360  婚禮規劃與執行  3  選  實務

A76310  產業實習  5  選  實務

A76311  實習專題報告  4  選  實務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0/3 

 
（系所章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