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2 頁 系主任簽章： 
表單編號：AA-R-200 版本 B1 

103學年度 四技日間部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  課程標準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1.畢業學分最少 128學分，包含： 
★共必 20 學分 
★專必 56 學分 
★院必 4 學分 
★專選     32 學分 
★自由學分 6 學分(限本系及通

識以外之專業課程) 
★通識選修 10 學分(含科技通識

2學分/美學通識 2學分/一般通識

6 學分) 
 

2.其他畢業條件 
■ 本組學生畢業前須修畢 投資管

理 模組規定之學分。 
■ 畢業前應符合「健行科技大學學

生外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及

「健行科技大學學生全人發展

地圖實施要點」之規定。 
■ 畢業前應取得學校認列之(1)乙

級證照一張及丙級證照一張或

(2)丙級證照三張(符合校務基本

資料庫)。 
■ 學生於三上(三下、四上)結束前

未能取得第一(二、三)張丙級證

照者，須在三下(四上、四下)各
加選 0 學分的證照輔導課程

(一)(二)(三)。【需提出未通過證

照考試之成績證明方得加選】。 
■ 若證照輔導課程(一)(二)(三)未

達開課人數下限，則得以證照相

關之專業選修課程各二學分抵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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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一) 2/2 共必 國文(二) 2/2 共必 英文(三) 1/2 共必 英文(四) 1/2 共必 
英文(一) 2/3 共必 英文(二) 2/3 共必 體育(選項) 0/2 共必 體育(選項) 0/2 共必 
體育(一) 0/2 共必 體育(二) 0/2 共必 公民社會與倫理 2/2 共必 人文藝術 2/2 共必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_國防科技 0/2 共必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_全民國防 0/2 共必    永續發展 2/2 共必 

服務學習 0/0 共必 服務學習 0/0 共必       

歷史與文明 2/2 共必    投資學(一) △ 1/2 專必 投資學(二) △ 1/2 專必 
生命教育 2/2 共必    財務管理(一) ★ 3/3 專必 財務管理(二) ★ 3/3 專必 
      貨幣銀行學(一) 2/2 專必 貨幣銀行學(二) 2/2 專必 
國際政經分析 2/2 院必 商業禮儀與職場倫理 2/2 院必 商業套裝軟體(一) △ 1/2 專必 商業套裝軟體(二) △ 1/2 專必 

      數量方法 2/2 專必    

經濟學(一) 3/3 專必 經濟學(二) 3/3 專必       

會計學(一) 3/3 專必 會計學(二) 3/3 專必 個體經濟學 3/3 專選 總體經濟學 3/3 專選 

統計學(一)  3/3 專必 統計學(二) 3/3 專必 民法概要 2/2 專選 商事法 2/2 專選 
金融市場與道德倫理★ 2/2 專必 金融機構管理概論★ 2/2 專必 統計軟體應用★ 2/2 專選 租稅規劃★ 3/3 專選 

   保險學★ 3/3 專必 財金專業英語會話★ 2/2 專選 金融行銷★ 2/2 專選 
            
            

         校外實習 3 學分 專選 

必修共計 21/26  必修共計 20/25  必修共計 12/17  必修共計 12/17   

註：★為實務課程；△為實習(實驗)課程；黃底為投資管理模組課程。 



 第 2 頁共 2 頁 系主任簽章： 
表單編號：AA-R-200 版本 B1 

103學年度 四技日間部財務金融系-投資理財組課程標準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 需通過院基礎能力會考。 
■ 實務課程 

畢業前需修滿 48 學分之實務課

程，實務課程請參考各學期開設

實務課程列表。 
■ 實習課程 

須修滿 8/16(學分/時數)實習課程 
 

3.選課注意事項： 
■ 日、夜間部課程不互選，除非開

在星期六共同選修科目。畢業

班，若有特殊情況，得專案處

理。 
■ 選修科目視情況需求，得以增刪

開課或調整開課學期。 
■ 本系學生經核可同意後，修習跨

院系所開設之「整合學分學

程」，准予列入專業選修學分。 
■ 本系學生得申請校外實習，並依

據｢財務金融系學生校外實習辦

法｣辦理相關課程學分之抵免。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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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製作(一) ★ 1/6 專必 專題製作(二) ★ 1/6 專必 證券市場實務★ 2/2 專選 債券市場實務★ 2/2 專選 
國際金融與匯兌★ 2/2 專必 國際財務管理★ 2/2 專必 貨幣市場實務★ 2/2 專選 外匯市場實務★ 2/2 專選 
財務資訊軟體應用(一) 
△ 1/2 專必 財務資訊軟體應用(二

△) 
1/2 專必 機構理財實務 2/2 專選 銀行管理實務 2/2 專選 

財富管理(一) △ 1/2 專必 財富管理(二) △ 1/2 專必 金融商品軟體應用★ 2/2 專選 財務工程資訊系統應用★ 2/2 專選 
期貨與選擇權理論與實務
★ 3/3 專必 不動產投資★ 2/2 專必 企業內部控制與稽核 2/2 專選 金融創新與資產證券化★ 2/2 專選 

      投資心理學★ 2/2 專選 不動產稅賦實務★ 3/3 專選 
人壽保險 3/3 專選 財產保險 3/3 專選 不動產估價理論★ 3/3 專選 外幣商品投資★ 2/2 專選 
財務報表分析★ 3/3 專選 衍生性金融商品★ 3/3 專選 合併與收購 2/2 專選 信託金融業務 2/2 專選 
投資組合分析★ 3/3 專選 成本效益分析★ 3/3 專選 風險管理★ 3/3 專選 公司治理與企業倫理 3/3 專選 

證券法規 2/2 專選 金融法規 2/2 專選 審計學 3/3 專選 成本會計學 3/3 專選 

管理學 3/3 專選 管理會計學 3/3 專選 資產鑑價 3/3 專選 投資技術分析 3/3 專選 
產業分析★ 3/3 專選 基金管理★ 3/3 專選       
創業投資 3/3 專選 應用統計學★ 3/3 專選       

            

   證照輔導課程（一） 0/2 專選 證照輔導課程（二） 0/2 專選 證照輔導課程（三） 0/2 專選 
            

校外實習  專選 校外實習  專選 校外實習★  專選 校外實習★  專選 

必修共計 8/15  必修共計 7/14  必修共計 0/0  必修共計 0/0   

註：★為實務課程；△為實習(實驗)課程；黃底為投資管理模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