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觀光航空匯兌實務 觀光航空投資 國際企業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 市場調查與行銷 顧客關係管理 溫泉觀光 旅遊安全與衛生

經濟學概論 管理學概論 觀光與航空經營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職涯經營與發展 遊樂區經營實務 休閒農場經營實務

會計學概論 會展經營實務 行銷管理(實作課程) 服務業管理(實作課程) 專題製作(一) 專題製作(二) 民宿經營實務 銀髮族休閒活動規劃

計算機概論(TQC) 觀光與航空地理 醫療與美容觀光 休閒與遊憩管理實務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觀光行銷 觀光休閒產品創新與設計
休閒不動產開發理論與實

務

觀光與民航資源概論 旅遊與航空運輸實務 世界旅遊與飲食文化 節慶文化與活動管理 旅行業經營管理 觀光多媒體網頁設計 觀光遊憩消費行為 產品創意與行銷

企業經營概論
觀光休閒與航空探索體驗

(實作課程)
觀光工廠實務 餐旅管理 觀光英語(一) 觀光與航空組織行為 會展與導覽英文 門市服務

職涯探索與規劃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選

項)
旅運經濟學 觀光政策與法規 儀態與造型實務 觀光英語(二) 零售業管理 運動觀光

商業禮儀與職場倫理 觀光資料分析
國家公園與森林休閒資源


消費者保護法 整合行銷溝通實務 會展行銷與獎勵旅遊 觀光夜市實務

觀光與遊憩資源規劃 廣告策略與管理 策略管理 品牌管理實務 行程規劃與設計 渡假村經營實務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選

項)
企業資源規劃軟體應用 故事行銷 行銷企劃書撰寫實務 導覽實務 觀光與航空西班牙語(二)

華語領隊導遊證照輔導

(一)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選

項)
觀光與航空服務品質管理


世界文創產業 觀光與航空西班牙語(一) 科技與博物館導覽

觀光實務
華語領隊導遊證照輔導

(二)
航空票務與訂位系統 領隊與導遊實務 國際禮儀師證照輔導

觀光與航空韓語(一) 觀光與航空韓語(二) (證照輔導)
外語領隊導遊證照輔導

(二)

綠色休閒概論 辦公室軟體應用
外語領隊導遊證照輔導

(一)
觀光與航空日語(二)

創意思考與設計 觀光與航空日語(一) 國際貿易實務(二)

暑期校外實習 國際貿易實務(一) 鐵道旅遊與觀光經濟

文化資產概論 觀光休閒產業趨勢分析

暑期校外實習

領隊、導遊、報關人員、領隊

人員、導遊人員、國貿大會

考、行政管理人員、活動企劃

人員、國際貿易乙級、TQC電

子商務會展公司行銷企畫人

員、企業資源規劃師、航空公

司空服員、國際企業管理師、

貿易經營師甲級、電子商務分

析師、ERP軟體應用師、桃園

機場業務人員、銷售及行銷經

理人員、航空公司航務地勤人

員、國際運籌與供應鏈人員、

CES葡萄酒初階侍酒師、旅遊

諮詢及有關事務人員、華語導

遊及領隊(普考)、OP/票務人員/

旅行社人員、ERP軟體應用師

(配銷模組)、航空公司地勤、運

務、票務、訂位人員、航空公

司、倉儲、物流、運輸、場

站、物流管理人員、航空公司

空服人員、航空公司機場運務

人員、航空公司行政地勤人

員、旅遊諮詢及有關事務人

員、華語導遊及領隊(普考)、會

展公司行銷企劃人員、飯店旅

宿接待人員、相關行銷及客服

接待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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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分析、國際貿易大會考、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華語導遊

人員執業證、CES 葡萄酒初階

侍酒師、領隊人員執業證書(華

語)、(AMADEUS) 基礎訂位、

航空人員檢定證： 航空器簽派

員、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考

試及格證書、EEC-EEAE 企業

電子化軟體應用師 - CRM軟體

應用(鼎新)、EEC-EEAE 企業電

子化軟體應用師 - ERP(鼎新配

銷模組)、Certificate in

Marketing[行銷管理](Level 2)、

AL&HA - CHA(旅館管理認證

Certified Hotel Administrator)、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Selling(Chinese)、International

Award in Barista Skills (Chinese)

[國際咖啡調配師]、

(IMQ)Foundation Award in

Management Principles(國際企業

管理師 Pass - With Credit)以

上、(CPL)Certified Perfessional

Logistician物流助理管理師

(Level 1 DL)、Application

Engineer of ERP in Distribution

Module for Date Systems

Workflow ERP GP, Release 2.X[

財務模組]、Application

Engineer of ERP in Distribution

Module for Data Systems

Workflow ERP GP, Release 2.X[

配銷模組]、Application

Engineer of ERP in

Manufacturing Module for Data

Systems Workflow ERP GP,

Release 2.X[生管模組]、國際禮

儀接待員乙級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證照 職類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觀光航空匯兌實務 觀光航空投資 國際企業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 市場調查與行銷 顧客關係管理
客 艙 服 務 進 階 實 務

(一)(全英文)

客 艙 服 務 進 階 實 務

(二)(全英文)

經濟學概論 管理學概論 觀光與航空經營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 職涯經營與發展 零售業管理 客貨損害處理實務

會計學概論 會展經營實務 行銷管理(實作課程) 服務業管理(實作課程) 專題製作(一) 專題製作(二) 航務管理 離境管制系統

計算機概論(TQC) 觀光與航空地理 航空客運管理實務★ 航空貨運管理實務★ 客艙服務與安全管理★ 航站運務實務★ 空廚服務實務 班表設計與規劃

觀光與民航資源概論 旅遊與航空運輸實務 航空專業英文(一)★ 航空專業英文(二) 航空消費行為分析★ 行銷企劃書撰寫實務★ 航空貨運承攬實務 供應鏈管理實務

企業經營概論
觀光休閒與航空探索體驗

(實作課程)
旅運經濟學 航空美學形象實務 航空英文進階(一) 多媒體行銷★ 國際商務談判實務 國際海空運輸與保險實務

職涯探索與規劃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選

項)
民航政策與法規 航空與觀光產品行銷★ 會展活動規劃與管理 航空英文進階(二) 物流中心管理實務 航空事故與人為因素

商業禮儀與職場倫理 儀態與造型實務 廣告策略與管理 消費者保護法 倉儲物流系統實務 海關模擬系統實務 航空安全與危險品管理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選

項)
企業資源規劃軟體應用★ 策略管理 航空站經營與管理 產品創新與設計 文化創意行銷

航空票務與訂位系統證照

輔導(一)★

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選

項)
國際貿易實務(一) 故事行銷 會展與導覽英文 航空法規與手冊

觀光與航空韓語(一)
航空票務與訂位系統證照

輔導(二)
飛行常客獎勵計劃★ 品牌管理實務 飛航管制實務 導航原理與實務

觀光與航空韓語(二) 觀光與航空服務品質管理 整合行銷溝通實務 飛航計畫實務 世界文創產業

辦公室軟體應用
全球運籌管理實務(證照

輔導) ★
觀光與航空組織行為 航空氣象原理 低成本航空管理

航空地勤管理★ 觀光與航空日語(一)
企業資源整合系統實務

(證照輔導)
飛航環境概論 航空簽派實務

創意思考與設計 觀光與航空日語(二) 時尚與流行文化 基礎航空器概論

暑期校外實習 國際貿易實務(二) 觀光與航空西班牙語(一) 航空資料分析

觀光與航空人力資源管理

★
國際禮儀師證照輔導 觀光與航空西班牙語(二)

行銷分析、國際貿易大會考、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華語導遊

人員執業證、CES 葡萄酒初階

侍酒師、領隊人員執業證書(華

語)、(AMADEUS) 基礎訂位、

航空人員檢定證： 航空器簽派

員、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考

試及格證書、EEC-EEAE 企業

電子化軟體應用師 - CRM軟體

應用(鼎新)、EEC-EEAE 企業電

子化軟體應用師 - ERP(鼎新配

銷模組)、Certificate in

Marketing[行銷管理](Level 2)、

AL&HA - CHA(旅館管理認證

Certified Hotel Administrator)、

International Introductory Award

in Selling(Chinese)、International

Award in Barista Skills (Chinese)

[國際咖啡調配師]、

(IMQ)Foundation Award in

Management Principles(國際企業

管理師 Pass - With Credit)以

上、(CPL)Certified Perfessional

Logistician物流助理管理師

(Level 1 DL)、Application

Engineer of ERP in Distribution

Module for Date Systems

Workflow ERP GP, Release 2.X[

財務模組]、Application

Engineer of ERP in Distribution

Module for Data Systems

Workflow ERP GP, Release 2.X[

配銷模組]、Application

Engineer of ERP in

Manufacturing Module for Data

Systems Workflow ERP GP,

Release 2.X[生管模組]、普通級

無人機操作證乙級、國際禮儀

接待員乙級

領隊、導遊、報關人員、領隊

人員、導遊人員、國貿大會

考、行政管理人員、活動企劃

人員、國際貿易乙級、TQC電

子商務會展公司行銷企畫人

員、企業資源規劃師、航空公

司空服員、國際企業管理師、

貿易經營師甲級、電子商務分

析師、ERP軟體應用師、桃園

機場業務人員、銷售及行銷經

理人員、航空公司航務地勤人

員、國際運籌與供應鏈人員、

CES葡萄酒初階侍酒師、旅遊

諮詢及有關事務人員、華語導

遊及領隊(普考)、OP/票務人員/

旅行社人員、ERP軟體應用師

(配銷模組)、航空公司地勤、運

務、票務、訂位人員、航空公

司、倉儲、物流、運輸、場

站、物流管理人員、其他資訊

專業人員、航空公司空服人

員、航空公司機場運務人員、

航空公司行政地勤人員、旅遊

諮詢及有關事務人員、華語導

遊及領隊(普考)、會展公司行銷

企劃人員、飯店旅宿接待人

員、相關行銷及客服接待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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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證照 職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