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修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學院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化妝品科技組)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標準 

說明：                                            104.05.22 制訂；104.11.26 修訂；105.10.28 修訂；106.04.13 修訂；106.4.27 系務會議通過；          

106.05.24 生活創意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6.06.05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106.06.05 教務會議通過 

一、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畢業總學分至少 136 學分。 

三、化妝品科技組：必修 95 學分【通識基礎 30 學分，專業必修 65 學分】；選修 41 學分【通識博雅 12 學分，專業選修 29 學分(跨系選修

至多 10 學分) 】 

四、學生在學期間必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同等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者依據正修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課程實施要點修讀「英文能力檢定」課

程。 

五、 一、二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8，最低 16。 三、四年級每學期最高修限學分數 25，最低 9。 

六、 *表示須上機。 

七、★為師培課程。 

一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1 國文(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2 國文(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4 英文(一)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5 英文(二) 3/3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7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國際情勢 0/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8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

程 -防衛動員 0/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2 服務學習(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3 服務學習(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1 勞作教育(一) 0/1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2 勞作教育(二) 0/1 

專業必修 430A04 化妝品應用論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4 *計算機概論 2/3 

專業必修 430A02 ★應用色彩學 2/2 生創學院必修  生活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9 皮膚生理學 2/2 專業必修 430A06 美膚學(含實習) 2/3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一)  2/2 專業必修 430A30 生活化學與實驗 2/3 

專業選修 430N03 時尚造型素描 2/2 專業必修 430A52 ★化妝與流行史 2/2 

專業選修 430N05 ★時尚文化美學 2/2 專業必修 430A10 ★化妝品概論 2/2 

專業選修 430N01 指甲護理與彩繪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二) 2/2 

專業選修 430N06 ★美容造型基礎 2/2 專業選修 430Q02 創意思考 2/2 

    專業選修 430Q08 創意美甲製作 3/3 

必修合計 23/28 必修合計 26/3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二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3 實用中文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7 英語聽講練習(二)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6 英語聽講練習(一) 2/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四) 1/2 

通識基礎必修  體育(三) 1/2 專業必修 430C26 生活有機化學與實驗 2/3 

生創學院必修  創意與創業 2/2 專業必修 430A12 *網際網路應用 2/3 

專業必修 430C21 基礎化學 2/2 專業必修 430C27 化妝品原料學 3/3 



專業必修 430C01 *多媒體製作 2/3 專業必修 430C08 化妝品衛生與法規 2/2 

專業必修 430C03 化妝品化學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四) 2/2 

專業必修 430C11 ★彩妝藝術學 2/3 專業選修 430Q04 醫學美容資訊 2/2 

專業必修 430C17 ★專業倫理與生涯規劃 2/2     

專業必修 430C18 專業核心能力(一)檢核 0/1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三) 2/2     

專業選修 430Q01 美容營養學 2/2     

必修合計 21/25 必修合計 16/19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8 學分 35 小時 

三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8 英語會話(一)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09 英語會話(二) 1/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23 環境與人類生態 2/2 通識基礎必修 430016 當代台灣與現代世界 2/2 

專業必修 430C09 化妝品調製學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3 化妝品配方設計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0 美容儀器與實驗 2/3 專業必修 430C14 天然物化妝品學 2/2 

專業必修 430C12 化妝品檢驗 2/3 專業必修 430C28 化妝品開發企劃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五) 2/2 專業必修 430C16 化妝品香料學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裝置與包材 2/2 通識博雅選修  通識博雅課程(六) 2/2 

    專業選修  商品包裝設計與開發 2/2 

    專業選修  ★化妝品行銷管理 2/2 

必修合計 13/17 必修合計 17/19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四年級上學期 四年級下學期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科目類別 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專業必修 430C19 英文能力檢定 0/2 專業必修 430C29 實務專題(二) 1/2 

專業必修 430C20 實務專題(一) 1/2 專業必修 430C25 化妝品工廠實習 2/3 

專業必修 430C30 暑期校外實習 3/6 專業必修  專業核心能力(二)檢核 0/1 

專業必修 430C22 *化妝品商品設計與應用 3/3 專業選修 430Q22 化妝品 GMP 概論 2/2 

專業必修 430C23 
化妝品安全性與有效

性評估(含實習) 
2/3 專業選修 430Q16 生技與化妝品 2/2 

專業必修 430C15 化妝品微生物學 2/2 專業選修 430Q14 抗菌劑與色素 2/2 

    專業選修  商品展示設計 2/2 

必修合計 11/18 必修合計 11/14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本學期開課最高 25 學分 35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