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科技大學生活科技學院美容系
文創旅遊與保健觀光專業特色整合學程施行細則
一、本施行細則依據「建國科技大學學程施行辦法」
，為培養學
生第二專長以提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並促進各系（所）
之學門專長交流，本院得依據本辦法設立學程供學生修習。
二、本校大學部四年制二年級（含）以上及二年制（含進修部
及進修學院）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三、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科目，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內向原修讀
系所主任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四、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如附件，全部課程應修畢 18 學分，方發
給學程證明，其中 6 學分以上為非本系課程，可列入畢業
學分計算。
五、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
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學程之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
成績計算。
七、凡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由本院、系（所）確
認後，由本校發給學程專長證明。如修完本系應修學分，
但未完成本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
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八、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依本校規定：二、四技學生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
九、本施行細則經本院教學與課程委員會通過後，送教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申請人基本資料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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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旅遊與保健觀光」專業特色整合學程
必修基礎課程(至少 4 學分)
商  1.設計圖法(含實習)/立體商品圖法(2 學分)
設  2.PS 影像處理技法/數位影像設計(2 學分)
系  3.平面構成/創意平面構成(4 學分)
機  1.電輔機械製圖(一)(2 學分)
械  2.電輔機械製圖(二)(2 學分)
系  3.電腦輔助設計(一)(2 學分)
應
外
系




1.國際禮儀(2 學分)
2.人際關係與溝通(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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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旅管理 (2 學分)
2.休閒遊憩概論(3 學分)
3.休閒遊憩事業概論(3 學分/2 學分)
4.休閒服務管理實務 (3 學分)
5.休閒服務管理(2 學分)

必修專業課程(至少 5 學分)
 1.視覺設計 (4 學分/3 學分)
 2.廣告設計 (3 學分)
 3.AI 向量繪圖技法/向量繪圖技法(2 學分)
 1.機械設計實務(一)(2 學分)
 2.機械設計實務(二)(2 學分)
 3.電腦輔助設計(二)(2 學分)
 1.觀光學概論(3 學分)
 2.觀光英語或觀光日語(2 學分)
 3.導遊英語或導遊日語(3 學分)
 4.領隊英語或領隊日語(3 學分)
 1.運動科學概論 (2 學分/3 學分)
 2.健康管理 (2 學分/3 學分)
 3.休閒行銷管理(2 學分)
 4.運動生理學(2 學分)
 5.運動觀光(2 學分)




1.觀光學概論 (2 學分)
2.觀光消費者行為(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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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學 (3 學分)/經濟學概論 (2 學分)
2.觀光行政與法規(2 學分)





1.美容電腦輔助設計(一) (2 學分)
 1.美容電腦輔助設計(二) (2 學分)
2.管理學概論(2 學分或 3 學分)
 2.美容營養學(2 學分)
3.美容業經營管理(2 學分)
 3.自由基與抗老化科學(2 學分)
特色選修課程(至少 9 學分)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2 學分)-商設系
 瑜珈 (2 學分)-運休系
廣告文案 (2 學分)-商設系
 氣功與養生保健(2 學分)-運休系
設計行銷概論 (2 學分)-商設系
 冒險觀光指導實務 (2 學分)-運休系
設計攝影 I (2 學分)-商設系
 遊程設計 (2 學分)-運休系
設計計畫專案 (2 學分)-商設系
 基礎解剖學(2 學分)-運休系
創新商品設計 (2 學分)-商設系
 運動處方(2 學分)-運休系
設計美學 (2 學分)-商設系
 自行車領隊實務(2 學分)-運休系
設計思潮 (2 學分)-商設系
 運動營隊活動實務(2 學分)-運休系
設計攝影 II (2 學分)-商設系
 觀光學概論 (2 學分)-觀光系
品牌形象策略與識別 (2 學分)-商設系
 經濟學 (3 學分)/經濟學概論 (2 學分) -觀光系
創意思考與方法 (2 學分)-商設系
 旅行業經營管理 (2 學分)-觀光系
當代設計美學(2 學分)-商設系
 旅館管理 (2 學分)-觀光系
設計行銷概論 (2 學分)-商設系
 觀光行政與法規 (2 學分)-觀光系
角色與公仔造形設計 (2 學分)-商設系
 遊程規劃與設計 (2 學分)-觀光系
設計思潮(2 學分)-商設系
 餐旅概論 (2 學分)-觀光系
廣告文案(2 學分)-商設系
 日文(一)或初級日語(一)(2 學分)-應外系
模具設計概論 (3 學分)-機械系
 日文(二)或初級日語(二)(2 學分)-應外系
塑膠模具設計 (3 學分)-機械系
 英語會話（一）(2 學分)-應外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3 學分)-機械系
 英語會話（二）(2 學分)-應外系
品質管理 (2 學分)-機械系
 觀光英文 (2 學分)–應外系
運動科學概論 (3 學分)-運休系
 進階日語（一）(2 學分)-應外系
健康管理 (2 學分)- 運休系、美容系
 進階日語（二）(2 學分)-應外系
公共關係與危機處理 (2 學分)-運休系
 美容保健食品(2 學分)–美容系
休閒產業經營分析 (2 學分)-運休系
 時尚攝影 (2 學分)-美容系
溫泉遊憩服務管理 (3 學分)-運休系
 創意概論(2 學分)-美容系
休閒社會學 (2 學分)-運休系
 時尚文化美學(2 學分)-美容系
運動傷害防護/運動傷害與防護 (2 學分)-運休  醫學美容(2 學分)-美容系
系
 皮膚生理學 (2 學分)-美容系
渡假村經營管理實務(2 學分)-運休系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2 學分) / 美容與文化創意產
運動觀光 (2 學分)-運休系
業概論 (2 學分)-美容系
運動處方 (2 學分)-運休系
 藝術與生活美學 (2 學分)-美容系
銀髮族運動指導實務 (2 學分)-運休系
 創意化妝與實習 (2 學分)-美容系

※課程中應至少 6 學分以上為跨系課程
※總修習學分至少 18 學分始得發予學程證明

學生簽名：

系主任簽章：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