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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大學部-課程學習導引地圖 
一、緣起 

83年 7月創校時即成立資訊管理技術系日間部四技部及二技部。在 84年

本系成立進修部二年制，配合 86年本校改制科技大學，本系系名更改為資訊管

理系，同年成立碩士班，97學年度第 2學期起，資訊科技研究所博士班整併於

資管系內，系所整併為一系多所，名稱訂為「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資訊科

技研究所(博士班)」。 

為了發揚科技大學的技職本色，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專業能力，本系

課程規劃規劃以兼顧資訊技術與管理涵養之養成訓練，廣開迎合潮流趨勢之資

訊管理相關選修課程，使學生能在求學期間即有機會學習新穎的資管理論、技

術與專業實務，並有機會培養人文素質與社會關懷，以契合本系培育具有知行

合一的資管人才之目標。課程規劃包涵：(1)基礎理論的必修課程；(2)必選修

「管理群組課程」及「資訊系統群組課程」各3門課，為畢業門檻之一；(3)系

列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課程，並設定「程式檢定」為畢業必備基本程式能力之門

檻；(4)「資訊管理實務專題」自三年級上學期開始，為延續3個學期共9個學分

之課程，可提供學生們紮實的專業訓練、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5)四年

級上下學期可選修「資訊管理實習」，由本系教師推薦之資訊管理或相關部門

進行實務運作規劃實習課程，以使學生能有實務的職場經驗；(6)大四下學期「資

訊管理講座」與「資訊產業就業與學習」兩門選修課程，專門聘請業界實務經

驗豐富之主管擔任講師，對於即將就業同學傳授最直接的職場訊息，使學生未

來能盡速進入與適應職場。 

為了符合產業需求，本系隨時掌握科技的潮流及趨勢，由課程規劃委員會

定期召課程規劃委員會及教學品保會議，依據本系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的

培養進行課程規劃的制定。同時，為了課程規劃得以更符合業界及社會對資訊

人才的需求，召開「教育諮詢委員會」，邀請校外學者、專家、畢業系友、及在

校生與會提供建議，以因應專業特性、社會及產業需求、以及學生特質，建立

良好的課程規劃及具體運作機制。此外，藉由教學品保系統的推動，持續檢視

及改善本系課程規劃及課程內容，並確保課程規劃能符合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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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成立旨於培育具知行合一的資管人才，以兼顧資訊技術與管理涵養之

養成訓練，因此，本系所規劃的課程分為管理知能及資訊技術兩大類，除了基

礎理論的必修課程之外，並廣開迎合潮流趨勢之資訊管理相關選修課程，使學

生能在求學期間即有機會學習新穎的資管理論、技術與專業實務，並有機會培

養人文素質與社會關懷。本系並規範有「基礎管理課程」與「系統開發與應用

課程」，學生至少必須選修 3 門課通過，選修課程不可偏廢，為畢業門檻之一。 

面對數位媒體時代的來臨，網路及通訊媒體的使用逐漸侵蝕傳統的平面與

電子媒體的市場，此種趨勢不但改變了一般人的生活型態，更改變了各種相關

產業的生態結構。資訊工作者在新的數位媒體環境中，不但需要具有以往資訊

開發的專業，更需有運用數位多媒體整合的能力，才能立足於新時代的潮流中。

為因應此項變革，本系於 103 學年度成立「數位多媒體組」，輔導學生網頁設計、

遊戲開發、多媒體動畫、電子商務等專業知能，結合資訊管理相關管理課程，

讓學生能夠同時學習資訊與多媒體的基礎理論和實務技能。進修部於 103 學年

度後亦轉型為「數位多媒體組」，並適度調整課程規劃，以因應學生工作需求，

開設相關實務專業課程。 

在教學內容與方法方面，本系藉由教學品保之學生學習歷程分析及課程意

見回饋分析等方法隨時掌握及分析學生的學習情況。一方面，可以因應學生特

質給予諸如補救教學等適時的協助，提升學生的素質，另一方面，亦可以做為

教師持續改進授課內容及方法的依據，以達到適性化教學的目標。 

本系於新生入學當學期，安排有「資管人的規劃」一門課，以向學生們說

明資訊管理的定位，並進行課程解說，引導學生訂定未來四年的修課規劃；透

過專業課程循續漸進的訓練，三年級「實務專題」3 個學期共 9 個學分之課程，

提供學生們紮實的專業訓練、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及四年級「程式能

力檢定／技能檢定」，設定同學畢業所必須具有基本程式能力及專業技能之門檻

外，四年級學生可透過參與校外「產業實習」，了解個案公司實務運作，不僅培育

學生在資訊管理方面的專業技能，增進學生對資訊專業領域的認知，並可培養學生對

資訊管理理論與實務作有效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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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校級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1.校級教育目標：培養專對知能與職業倫理兼備的優質人才。 

2.校級核心能力：專業與實務能力、資訊科技應用能力、溝通協調與團隊

工作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貳、院級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1.院級教育目標：培養具專業知能、職業倫理及國際視野之理論與實務兼

備的資訊人才。 

2.院級核心能力：資訊專業與實務應用能力、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能力、

自主學習與解決問題能力、專業倫理與國際視野能力。 

參、系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方向與願景 

一、系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一)系級教育目標：培養具紮實的資訊技術與管理知識之學習技能，整合資訊

科技與組織資源之實踐能力，團隊合作與專業倫理之信念，以及人文關懷

與國際觀之涵養兼備的資訊人才。 

(二)系級核心能力  

1.資訊管理組： 

核心能力一：管理知能於組織資源之運用能力。 

核心能力二：資訊技能於資訊系統之應用能力。 

核心能力三：專業倫理、國際視野與團隊合作協調能力。 

核心能力四：資訊管理相關時事議題認知與自主學習能力。 

2.數位多媒體組： 

核心能力一：管理知能於組織資源之運用能力。 

核心能力二：資訊技能於資訊系統之應用能力。 

核心能力三：專業倫理、國際視野與團隊合作協調能力。 

核心能力四：具備創新、設計與多媒體運用能力。 

本系課程亦規劃「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和「電子化企業學程」等二個學

程，結合資訊學院統籌資訊學院與管理學院相關系所資師資，開設的「RFID物

流與供應鏈應用學程」與「RFID應用學程」，等共四個學程，強化學生以專精

的資訊管理技術探討幼教多媒體、電子商務、無線射頻與供應鏈應用等，增加

在未來職場就業及工作發展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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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能夠充分掌握本系現行的必、選修課程，與生涯規劃的互動關

係，特別設計本系學生學群課程導引學群課程導引學群課程導引學群課程導引，及透過課程學習導引地圖課程學習導引地圖課程學習導引地圖課程學習導引地圖之運用，期望

學生瞭解自己的學習需求，啟發其發展的潛能，於規劃畢業出路時能充分運用

及發揮所長。 

 

二二二二、、、、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課程地圖 

    本系依據系所人才培育特色及目標，兼顧社會產業需求、系科本位課

程、學生核心能力的訓練、及三大學群特色，依據本系畢業生進路、課程

規劃及系教育目標關聯性，詳如下圖，規劃本系大學部畢業生未來可從事

的相關職業及其相關課程，詳如本系課程學習引導地圖所示。未來，三大

學群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相關工作包含了： 

1. 資訊技術類：資訊設備管制人員、網路管理工程師、網路工程技術員、

軟體工程師、網頁設計師、資料庫管理師、網路軟體程式設計師、系統

程式設計師、應用軟體程式設計師、電腦動畫(多媒體)設計專業人員。 

2. 管理知能類：資訊助理人員、電腦操作工程師、電腦測試員、業務支援

工程師、業務(企劃)人員、品質管理工程人員、應用軟體程式設計師、

資料庫管理人員、以及其他資訊與管理相關專業人員。 

3. 多媒體應用類：多媒體動畫師、遊戲程式設計師、電腦繪圖人員、網頁設計

師、網路行銷企劃師以及其他多媒體相關專業人員。 



 5

 

圖圖圖圖 1-1 資訊技術類資訊技術類資訊技術類資訊技術類就業導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圖圖圖圖 1-2 資資資資訊管理類就業導向訊管理類就業導向訊管理類就業導向訊管理類就業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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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3 多媒體應用類多媒體應用類多媒體應用類多媒體應用類就業導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就業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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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涯進路導引 
當今各行各業都迫切需要資訊管理專業人才。本系畢業生，除了繼續升學及參加

國家考試外，配合課程／學程的規劃進入在就業市場後亦有相當多的工作可以選擇與

發展，茲以「職涯進路地圖」說明畢業生日後的生涯選擇之方向。 

（一）繼續升學 
本系學生畢業後，須選擇繼續升學的管道，進入國內或國外的研究所與博士班培

養更精的研究／分析能力，日後研修完成取得學位後，可以運用其具備的商業管理知

能於企業資源之諮詢、診斷，在各行業／領域運用資訊技能於資訊系統之專案規劃、

分析、設計、開發與整合之工作，發揮其專業能力；或完成博士學位進入各大學擔任

教職，傳承培育下一代資訊人才，並在學術界發揮研究專長。 

（二）國家及證照考試 
部分本系畢業生所選擇規畫的生涯就業管道之一，乃是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

又分為：公務員考試與證照考試。 

１.公職考試 
公務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則分高考、普考、關務特考以及地方政府特考，高考與地特

考都是分發到一般行政機關做公務員，關務則是負責關務人員相關工作。在這些考試

中，多半都設有資訊處理類科，招收資訊相關專長的人員進入公職。 

考MIS的考試有1.關務 三等2.身心 三等 四等3.警特4.高考5.地方政府特考 三等 

四等 6.退除役轉任公務員 三等 四等7.交通鐵路 三等 四等等8經濟部國營事業招

考，如台電、中油、台船、自來水、漢翔等。 

相關網址： 

考選部 http://wwwc.moex.gov.tw/lp.asp?CtNode=2624&CtUnit=421&BaseDSD=49 

高普考 http://www.public.com.tw/StudyZone/public/newpublic/index.asp 

初等考 http://www.public.com.tw/StudyZone/public/primary/index.asp 

地方特考 http://www.public.com.tw/StudyZone/public/locality/index.asp 

關務特考 http://www.public.com.tw/StudyZone/public/newcustom/index.asp 

姜子維MIS 國考資訊管理討論園地(高考、普考、地方政府特考、關務特考)- 

筆記五部曲: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johnmis  

國營事業 http://www.中油招考.tw/moea_about_01.html 

2.證照考試 
歷年來本系畢業生就業率均相當高，招收學生除了原有之專業資訊技術證照外，積極

鼓勵學生考取證照如CISCO之CCNA、Java之SCJP、Linux之LPI、經濟部ITE資訊管理類

或相關領域之證照等。此外，也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之次專長學程、參加校外全國性

實務系統競賽、論文發表等等，歷年來本系大學畢業生考取公私立大學研究所碩士班

人數亦維持相當之數量。此外，本系並加入昇陽電腦學術計畫(Sun Academic 

Initiative，SAI)，配合規劃各類相關之技術課程，學生透過課程的學習，通過居業

界領先地位之認證考試，在暑期規劃之「菁英課程」可輔導該課程超過半數之學生取

得Java之SCJP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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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名稱 發證單位/證照類別 

(OCJP)Oracle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Oracle Certified Expert/國際證照 

(OCE)Oracle Database: SQL Certified Expert 
(OCA)Oracle Database: DBA 

Administration (需先通過 OCE 證照)    
Oracle Certified Expert/國際證照 

(CCNA) Cisco Certified Network Associate Cisco Career Certified/國際證照 

Unity 應用能力認證(Unity Certified User) Unity Technologies/比照乙級 

CRM 顧客關係管理商品分析師專業證照 Microanalysis Certification 

EMA 創業管理分析師考照班專業證照 微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P Business One 
Builder Taiwan Education Service 
/國際證照 

CPPM 中華專案管理師 
(NPMA)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CPPM 比照
乙級 

TQC+ 非線性剪輯 Premiere Pro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比照乙級 

TQC-WD 網頁設計類-DreamWeaver - 專業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比照乙級 

TQC-IP-影像處理 Photoshop-專業級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比照乙級 

Autodesk Maya 專業 3D 多媒體設計 Autodesk/國際證照 

Autodesk 3ds Max 專業 3D 多媒體設計 Autodesk/國際證照 

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ERP(鼎新配銷模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比照乙級 

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ERP(鼎新財務模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比照乙級 

企業電子化軟體應用師-ERP(鼎新生管模組)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比照乙級 

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請參閱本本本本系綱頁系綱頁系綱頁系綱頁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公公公公告告告告    

https://webim.cyut.edu.tw/p/412https://webim.cyut.edu.tw/p/412https://webim.cyut.edu.tw/p/412https://webim.cyut.edu.tw/p/412----1043104310431043----5015.php?Lang=zh5015.php?Lang=zh5015.php?Lang=zh5015.php?Lang=zh----twtw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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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 

本系亦積極推動各項學生進入職場之準備工作，如校園徵才活動、編印就業輔

導手冊、及企業與學生之就業媒合，並舉辦各種就業輔導講座，輔導學生包括如何

面談、口試及如何適應職場生活的各項活動就業前應有的心理準備及就業後正確的

工作態度，並提供參加面試時應注意事項及技巧。並配合每年就業博覽會舉辦事宜，

鼓勵學生參與，本系主辦或協助學校辦理就業相關活動。 

本系因有「資訊管理實務專題」，使學生在三學期接受紮實的專業訓練、團隊

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學生可選修「資訊管理實習」課程，到資訊管理或相關部

門進行實務運作之實習課程，具備實務的職場經驗；以及大四下學期「資訊管理講

座」與「資訊產業就業與學習」兩門選修課程，故多數學生在大三大四即了解自己

的性向，接觸就業職場，開始學習資訊管理相關業務工作，在不同的工作領域上皆

有出色的表現與發展。 

本系就業本系就業本系就業本系就業代表性工作職稱代表性工作職稱代表性工作職稱代表性工作職稱::::    

工作名稱 代表性工作職稱 

1.訊設備管制人員                

2.網路管理工程師                

3.網路工程技術員                

4.資料庫管理人員                

網路工程技術員 

1.網路軟體程式設計師            

2.系統程式設計師                

3.應用軟體程式設計師            

4.電腦動畫(多媒體)設計專業人員  

程式設計師 

1.多媒體動畫師                 

2.遊戲程式設計師               

3.電腦繪圖設計師               

4.網頁設計師                   

5.網路行銷企劃師               

6.其他多媒體專業人員           

多媒體設計師 

1.資訊助理人員                 

2.電腦操作工程師               

3.電腦測試員                   

4.業務支援工程師               

5.業務(企劃)人員               

6.品質管理工程人員             

7.其他資訊與管理相關專業人員   

技術服務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