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02/15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跨領域學習

• 申請表->註冊組-表單下載
• 抵免修申請->註冊組-課程抵免修系統申請

【跨領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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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學程一覽表

110學年度國立中央大學修習學分學程辦法一覽表
學程所屬

各學分學程網頁
各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申請及認定單位 學程負責老師
台聯大跨校
申請學分學程學院(中心)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企管系 企管系主任

「英文MBA」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企管系 企管系主任

「永續企業」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企管系 企管系主任

「電子商務(EC)」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資管系 資管系主任 V

「會計」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財金系 會計系主任 V

「財務金融」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財金系 財金系主任 V

「財務工程」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財金系 財金系主任 V

「金融科技」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財金系 財金系主任

「企業資源規劃」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ERP中心 ERP中心主任 V

「商業智慧與分析」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ERP中心 ERP中心主任 V

管理學院
客家學院

「社會企業」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尤努斯社會企業
中心、客家系

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
主任、客家學院院長

V

尤努斯社企中心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尤努斯社企中心 社企中心主任

亞洲影響力衡量與
管理研究總中心

「影響力衡量與管理」學分學程 選修辦法
亞洲影響力衡量與
管理研究總中心

總中心主任

http://ba.mgt.ncu.edu.tw/form.aspx?menu=navTeacher2&bid=19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01.pdf
http://ba.mgt.ncu.edu.tw/form.aspx?menu=navTeacher2&bid=19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27.pdf
http://ba.mgt.ncu.edu.tw/form.aspx?menu=navTeacher2&bid=19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43.pdf
http://prospect.im.mgt.ncu.edu.tw/feature.html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34.pdf
http://fm.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03.pdf
http://fm.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02.pdf
http://fm.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26.pdf
http://fm.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62.pdf
http://erp.mgt.ncu.edu.tw/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14.pdf
http://erp.mgt.ncu.edu.tw/index/main.php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49.pdf
http://sbc.mgt.ncu.edu.tw/teaching/course/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52.pdf
http://sbc.mgt.ncu.edu.tw/
http://in.ncu.edu.tw/ncu57170/110/64.pdf
https://aiimm.mgt.ncu.edu.tw/education/program/
影響力學分學程_選修辦法.pdf


110學年度國立中央大學學士班
第二專長目次表

學院 負責單位 第二專長名稱

管理學院
經濟學系 國際金融

經濟學系 國際經貿

第二專長一覽表

http://in.ncu.edu.tw/ncu57170/second/110/8-17.pdf
http://in.ncu.edu.tw/ncu57170/second/110/8-18.pdf


企管系

資管系

財金系

ERP中心

社企中心 經濟系

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



申請及認定單位：ERP中心

學程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企業資源規劃
(ERP)

目的在整合商管領域知識和企業資
源規劃 (ERP)系統功能，培育產業
電子化所需之 ERP 專業人才。

課程內容多元，具備職場人力資源/市場
行銷/系統規劃/會計/資料管理/資訊處
理生產管理……等職能。

商業智慧與分析
(BIA)

目的在於讓學生認識與了解商業智
慧 （Business Intelligence）和商
業分析（Business Analytics）的
知識與相關應用工具。

具備職場數據分析/網路工程……等職能。

◆申請時間：111/2/7(一)至111/2/22(二)
◆申請資格：中央大學學生(學士、碩士、博士)
◆申請文件：申請單及成績單
◆線上說明會時間：2022 / 2 / 22 (二) 12：00~13：00



申請及認定單位：資管系

學程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電子商務(EC)
培養學生具備電子商務(EC)之
跨領域專業能力。

增加跨領域專業就業技能。



「電子商務」學分學程

 必修、選課程 21 學分以上
(不含先修課程 )，即視為修
完課程。

 電子商務 (EC) 學分程規定
如表所列，為先修課程、
核心課程、商務類與資訊技
術類課程，除先修課程、
核心課程為必修外，其餘選
商務類與資訊技術皆可修，
不受限制。



申請及認定單位：企管系

學程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企業管理 奠定企業管理專業人員之基礎。
從事相關專長之工作，或從事相關領
域之研究。

英文MBA

• 為整合臺灣聯合大學系統四
校各系所英文管理學程。

• 提供本校管理學院碩士班學
生以英文教學為主的MBA 學
程。

提升學生謀職與往國外升學的競爭力。

企業永續
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環保意識與
知識的商管人才為目標。

包含綠色企業管理課程，可從企業經
營的高階策略到落實層面的供應鏈管
理、與行銷的技術層次等。



「企業管理」學分學程

1. 本校非管理學院大學部學生均可選修本學程。

2. 本校學生依本辦法規定修得24 (含)學分以上。

3. 學程之修課學分規定如下：
◆選修本學分學程同學應修畢管理學 (BA1003)、企業概論

(MT1021)、資訊管理或資訊管理導論(BA3004、IM1018)、
人力資源管理(BA3005)、財務管理 I(FM2029)、行銷管理
(BA2030)、生產與作業管理(BA3001)及企業政策(BA4000)共
八科二十四學分，始可由學校頒發證明書。

◆上述課程課號前二碼「BA」為企管系所開設的課程，修習同
學須依照企管系的修課順序修讀。

4. 在其他學系選修同名稱、同學分之非上列課號課程，事先應經企
管系認定始可抵免；申請抵免的科目則以三科為限。



「英文MBA」學分學程

 凡修得下列課程15 學分
(含)以上者，在成績單上
將加註「修畢英文MBA
學分學程」，並頒發學
分學程證明書。

 為審核當學期是否為英
文授課，請修課學生於
開學一週內將當學期所
選課程列表送系辦，經
審核通過之課程始得計
入本學分學程。



「永續企業」學分學程

 修得15學分 (含 )以
上，即視為修畢本
學程。



申請及認定單位：財金系

學程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會計
本學程目的在奠定會計專業人員之基礎，
以便爾後能從事各項會計工作。

為考取會計師之專門課程訓練，就業發展多
為在會計師事務所服務。

財務金融
目的在奠定財務金融專業人員之基礎，以
便爾後能從事各項財務金融工作。

學生習得財務金融專長後，能了解並分析對
企業財務報表及財務狀況。

財務工程

本學程旨在提升我國財務工程相關之研究
與教學，儲備未來優秀財務工程人才，並
鼓勵相關科系優秀學生參與財務工程之研
習。

能真正瞭解不同金融商品的不同評價模式、
假設條件、適用性及限制條件，並充分瞭解
各種不同的避險方法。對於發展財務領域研
究有興趣的同學有極大助益。

金融科技
目的在奠定金融科技專業人員之基礎，培
養金融科技人才。

為全球金融業的發展趨勢，對金融科技 (科
技、金融、商業模式、法規)得以了解全貌，
未來可跨界金融業與IT產業之能力。



「會計」學分學程

 修24 學分以上(含) 。

 會計學分程規定如下：
(1) 必修會計學六分。
(2) 選修其他會計相關課程

十八學分。



「財務金融」學分學程

 各學院各學系(財務金
融系除外)學生均可選
修本學程。

 修24 學分以上(含) 。
 財務金融學分學程學

分規定如下：
(1)必修財務管理六學分，

會計學六學分。
(2)選修其他財務管理相關

課程十二學分。



「財務工程」學分學程

學生修得本學程內規定課
程，即視為修完本學程。

財務工程專業學程修課規
定如下：
(1)修習通過三門核心課程,共

九學分。
(2)至少修習通過三門選修課

程，共九學分。
(3)財金系及統計所學生修習的

上述六門課程中必須包含二
門由外系所開設的課程。



「金融科技」學分學程

必、選修課程24學分以上(含)，即視為
修完本學程。

財務工程專業學程修課規定如下：
(1)修習通過三門核心課程，共九學分。
(2)至少修習通過三門選修課程，共九學分。
(3)財金系及統計所學生修習的上述六門課

程中必須包含二門由外系所開設的課程。



申請及認定單位：社會企業中心

學程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社會企業
提升學生多元創新與社會實踐的
能力。

培養跨領域的社會企業專業人才。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

•綜合管院、客院、通識中心資源，
並結合管院必修課程。
•分成基礎、實作、選修三階段，
可結合社企中心學生團隊(影響力
創業家實驗室)，獨立執行專案。

著重社會影響力管理與衡量、社會
企業、CSR、SDGs、設計思考等
專業知識素養，獲得專案執行經驗。



「社會企業」學分學程

中央大學管理學院、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元智大學管理學院、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
院(以下簡稱兩校四院)之師資，共同開設
跨校之學分學程。

每學年招收兩校之大學部學生，以40人
為限。

本學分學程修習學分規定如下：
(1)本學分學程必修課程須至少修滿8學分(包

含基礎課程與實作課程，實作課程須於
畢基礎課程後方可修習）。

(2)學生修得本學分學程之課程15學分(含)
以上，且各科成績達60 分(含)以上。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學分學程

 修得15學分(含)以上，即視為修畢
本學程。

 本學程之修課規定如下：
(1)本學分程必修課包含「基礎必修」、「創業

必修」、「創業必修」與「實作必修」，與

「實作必修」，須各完成選修至少1門課程。

(2)本學程之微課程「社會企業海外見習」與

「影響力創業家專題」由本校尤努斯社會企

中心開設，課程內容於選期間公告。

(3)企業政策、企管專題、當前經濟議題、財務

管理個案研究資訊系統發展專等五門Capstone

課程，須預先於該課程加退選期間向尤努斯

社會企業中心申請參與並於該學期完成中心

之社會企業專題。



申請及認定單位：
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

學程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影響力衡量與管理
提升本校學生對於環境、永續、
社會及管理實作能力。

鼓勵學生考取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相關
認證，成為跨部門影響力與永續相關
產業專業人才，未來於各行間發揮其
影響力達成永續目標。



「影響力衡量與管理」
學分學程

 修得14學分(含)以上，即視為修
畢本學程。

 本學程之修課規定如下：
(1)本學分程必修課為「專題實作」，
須完成選修 1門課程。
(2)本學分學程選修課程為「環境及永
續」與社會管理2類，須完成各選修
至少 1門課程。



申請及認定單位：經濟系

第二專長名稱 特色
可以獲得的專業技能/

知識或對未來工作的幫助

國際金融 通曉國內外金融的發展趨勢

奠定學生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必選課
程提供相關的新聞、議題與應用，此課
程規劃能刺激學生覺察問題的能力，並
培養其獨立思考與邏輯分析的能力。

國際經貿 通曉國際經貿的發展趨勢

奠定學生國際經貿理論的基礎；必選課
程提供相關的新聞、議題與應用，此課
程規劃能刺激學生覺察問題的能力，並
培養其獨立思考與邏輯分析的能力。



「國際金融」第二專長

 專業科目免修後應
至少有12學分非
屬學生主系、雙主
修、輔系及學分學
程之應修科目。



「國際經貿」第二專長

 專業科目免修後應
至少有12學分非
屬學生主系、雙主
修、輔系及學分學
程之應修科目。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