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1學期【輔系、雙主修】申請公告 
 

一、 適用對象: 

大學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之學生(1.不含延修生 2.入學未滿一年者，不得申請) 

二、 申請、放棄時程: 

時間: 109年 05月 25日(一)至 109年 05月 29日(五) 

三、 申請流程:自入學第二學年起，依上述時程內提出申請 

◎輔系：填寫「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申請表」，併附上系所規定之繳交資料，經雙方系

(組)、學程主管簽章同意，將申請表交由「輔系系所辦公室」，由「系所辦公室」統一收齊後

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備核列冊。 

◎雙主修：填寫「亞洲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申請表」併附上系所規定之繳交資料，經雙方系

(組)、學程主管簽章同意→將申請表交由「雙主修學系辦公室」→系所辦公室統一收齊後送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備核列冊。 

各學系務必於 109年 06月 10(三)中午 12:00前將上述 

申請結果回傳至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本組複審後將於 109年 06月 19日(五)下午 5:00 於教務處網頁上公告審核結果 



 
四、 注意事項: 

1. 欲申請輔系、雙主修者，請依申請之當學年度各學系所訂定之輔系、雙主修課程規劃表為依據；其課程規劃表
請至各學系(組)網站下載。 

2. 修讀輔系、雙主修學生，每學期所修之輔系或雙主修科目學分應與主(本)系所修科目學分合併計算，並登錄於
主(本)系歷年成績單內且應受該學期規定上、下限學分之限制，其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標準者，仍依學則規定
辦理。 

3. 輔系學分應與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其延長修業期限與一般生相同，至多為兩年。 
4. 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限兩年屆滿後，仍未修畢雙主修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申請延長修業期限一

年。 
5. 學生因故放棄或於規定修業期限屆滿，未修足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已修之輔系科目經系(組)、學程主管

認定其性質與主系相關者，得視為選修科目，學分數亦得併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中採計。 
6. 學生因故放棄或於規定修業期限屆滿，未修足雙主修學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其所修之全部專業(門)必修科

目與學分已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格。未達輔系規定者，已修之雙主修學系科目經系(組)、學程主管認
定其性質與本系相關者，得視為選修科目，學分數亦得併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中採計。 

7.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閱「亞洲大學學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實施要點」及「亞洲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實
施要點」。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敬上 
 
 
 

 

 

 

 

 

 

 

 

 



109學年度各系開放「本校」或「中醫大」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繳交資料與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學系 申請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學生修讀輔系專業（門）必修科目，至少修滿

系定必修二十二學分，期中不包括其主系應修

習之相同科目在內，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應

在其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 

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本系有兩個專業學程，欲修習本系雙主修，需

選擇系核心學程及一個專業學程，且應修習健

康管理實習 6 學分。總學分至少應修達 46 學

分。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

學系 

輔系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輔系至少修滿 20 學分，涵蓋系定必修 10 學

分、自由選修 10 學分。但因考選部規定，輔系

修讀課程並不完全符合考選部課程，故無法參

加國考。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雙主修至少修滿 40 學分，涵蓋系定必修 16 學

分、學程選修至少 24 學分以上。學生修讀雙主

修應修畢加修學系所規定之需修習課程。其學

分須在本系畢業最低學分數以外計算，至少另

修習 40 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資格。非生物類

學生需修畢先修科目包括普通化學、普通化學

實驗、普通生物學、普通生物學實驗。考選部

規定 

欲報考營養師同學，應另外加選考選部規定之

實驗及實習課程，以取得資格。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
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學生原系所為 108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 

學生修讀輔系專業（門）必修科目至少應達二

十一學分，凡輔系課程規劃表中之課程已為主

系課程規劃表中所認列之必修課程，應以輔系

其他必修課程抵充之或經輔系主任核准以該系

選修課程抵充之。 

學生為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 



學系 申請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及格者且在原班級 50

％（含）以內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33

學分。 

三、因考選部規定，輔系修讀課程並不完全符

合考選部課程，故無法參加國考。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英文能力證明。 

四、自傳。 

五、讀書計劃。 

六、師長推薦信至少一封。 

七、其它有利之申請文件。 

學生原系所為 108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 

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48 學

分。其中如有與本系相同之科目，至修習之學

分不足 48 學分者，應再加修該加修學系之其他

學程科目補足之。 

學生為 109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 

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及格者且在原班級 50

％（含）以內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者，需修習本系開設

之「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16 學分、「系核心

學程」52 學分， 系專業選修學程(不含「臨床

生理學與病理學總論」、「臨床血液學與血庫學

總論」、「醫學分子檢驗學與臨床鏡檢學總論」、

「臨床微生物學總論」、「臨床生化學總論」、

「臨床血清免疫學與臨床病毒學總論」等課程)

任選 4 學分，合計 72 學分。 

三、修讀雙主修之學生為符合「醫檢師」國家

考試資格，除上述 72 學分外，另須依本系修業

規定第四條第 7 款，修讀並完成臨床醫檢學程

20 學分(實習至少 800 小時)，及「專業必修課

程」8 學分，才具備參與醫檢師國家考試之資

格。 



學系 申請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心理學系 

輔系 8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學生修讀輔系專業（門）科目，包含系核心課

程 18 學分(必修)，系核心課程選修 6 學分以

上，至少 24 學分。其中不包括其主系應修習之

相同科目在內，學生修習輔系之學分，應在其

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之。 

雙主修 4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四、讀書計劃。 

五、其它有利之申請文件。 

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專業（門）必修科目，包

含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 5 學分、系核心課程 43

學分，合計 48 學分，其中不包括其主系應修習

之相同科目在內，學生修習本系雙主修之學

分，應在其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以外加修

之。 

視光系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或中國醫藥

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英文能力證明。 

四、自傳。 

五、讀書計劃。 

六、其它有利之申請文件。 

一、為符合「驗光師」國家考試資格，欲修習

本系雙主修之學生，須修習本系開設之「以院

為教學核心課程」10 學分、「系核心學程」38

學分以及「視光醫學保健學程」24 學分、「視

光照護管理學程」26 學分及含實習(960 小時)

總計 98 學分，才具備參與國家考試之資格。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雙主修 3 

一、中國醫藥大學與亞洲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申

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英文能力檢定證明。 

四、讀書計畫。 

一、學生須修習亞洲大學聽語系開設之院基礎

課程 4 學分、系核心專業課程 43 學分，以及

「語言治療學程」47 學分或「聽力學程」47 學

分(二選一)，共計 94 學分。 

二、聽語系主修語言治療者，需實習至少六個

月，其中應包括語言、言語、吞嚥及聽力障礙

等實習項目；主修聽力學者，需實習需至少六

個月，其中應包括聽力、語言及言語障礙等實

習項目。 

職能治療學系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為符合「職能治療師」國家考試資格，欲修

習本系雙主修之學生，須修習本系開設之「以院



學系 申請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三、英文能力證明。 

四、自傳。 

五、讀書計劃。 

六、其它有利之申請文件。 

為教學核心課程」18學分、「系核心學程」58學

分與「校內外實習」24學分、「系專業選修學

程」8學分(「長期照護職能治療學程」、「兒童

職能治療學程」二擇一)，總計140學分，才具備

參與國家考試之資格。 

生物資訊 

與醫學工程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需修畢本系規定 20 學

分。 

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48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系核心學程 36 學分

外，專業學程 12 學分中須由二個學程中擇

一，不可跨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33

學分。 

 

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60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系核心學程 33 學分

外，專業學程 27 學分中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

個完整學程。 

行動商務與 

多媒體應用學系 
輔系 10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33

學分。 



學系 申請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雙主修 10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60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系核心學程 33 學分

外，專業學程 27 學分中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

個完整學程。 

資訊傳播學系 

輔系 10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33

學分。 

雙主修 10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60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系核心學程 33 學分

外，專業學程 27 學分中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

個完整學程。 

經營管理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凡本校各學系二年級(含)以上且已就讀本校滿一 

學年，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主系原班級 50％ 

（含）以內者，得申請以本系為輔系。 

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各學系二年級(含)以上之學生。 

二、雙主修至少修滿 45 學分，包含系定必修課

程 21 學分，學程選修課程 21 學分，自由選修

3 學分。 

三、學程選修須從二年級上學期開始，自本學

系開設之三學程中擇一學程主修。 

四、若系定必修或所選之主修學程有科目相同

者，須以本系所開之選修課程或另一個學程選

修科目補足之。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輔系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及格

者，得申請以本系為輔系。 



學系 申請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修習本學系雙主修之申請資格及條件如

下： 

1.二年級(含)以上或修習本學系輔系課程滿一學

年以上之學生。 

2.須先修畢院定必修課程，且成績均及格者。 

二、雙主修至少修滿 48 學分，包含系核心課程

27 學分，系專業選修學程 21 學分。 

三、學程選修須從二年級上學期開始，自本學

系開設之二學程中擇一學程主修。 

四、若系定必修或所選之主修學程有科目相同

者，須以本系所開之選修課程或另一個學程選

修科目補足之。 

會計與資訊學系 

輔系 1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及格

者，得申請以本系為輔系。 

雙主修 1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修習本學系雙主修之申請資格及條件如

下： 

1.二年級(含)以上或修習本學系輔系課程滿一學

年以上之學生。 

2.須先修畢院定必修課程，且成績均及格者。 

二、雙主修至少修滿 45 學分，包含系核心課程

24 學分，系專業選修學程 21 學分。 

三、學程選修須從二年級上學期開始，自本學

系開設之二學程中擇一學程主修。 

四、若系定必修或所選之主修學程有科目相同

者，須以本系所開之選修課程或另一個學程選

修科目補足之。 

財務金融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及格

者，得申請以本系為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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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修習本學系雙主修之申請資格及條件如

下： 

1.二年級(含)以上或修習本學系輔系課程滿一學

年以上之學生。 

2.須先修畢院定必修課程，且成績均及格者。 

二、雙主修至少須修滿 45 學分，涵蓋系核心課

程 24 學分，至少修習一系專業學程選修 21 學

分。 

三、學程選修須從二年級上學期開始，自本學

系開設之二學程中擇一學程主修。 

四、若系定必修或所選之主修學程有科目相同

者，須以本系所開之選修課程或另一個學程選

修科目補足之。 

財經法律學系 

輔系 10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56

學分。 

雙主修 10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74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系核心學程 56 學分

外，專業學程 18 學分中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

個完整學程。 

外國語文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主系原班級 50％（含）以內者，得申請本系為

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2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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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英文自傳。 

四、英文能力檢定證明。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56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系核心學程 38 學分

外，專業學程 18 學分中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

個完整學程。 

社會工作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學生修讀本系輔系應修畢本系所規定 21 學分之

輔系必修科目，始得取得輔系畢業資格。凡本

系輔系課程規劃表中之課程已為學生主系課程

規劃表中所認列之必修課程，致修習之學分不

足 21 學分者，應再加修本系之其他科目補足

之。。 

雙主修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學生自傳與志願服務證明。 

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應修畢本系所規定 51 學分

之雙主修必修科目及符合本系所訂畢業門檻

者，始得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凡本系雙主修

課程規劃表中之課程已為學生主系課程規劃表

中所認列之必修課程，致修習之學分不足 51 學

分者，應再加修本系之其他科目補足之。 

幼兒教育學系 

輔系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申請日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在原班前 50％（含）以內，得申請本系為

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32

學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學生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申請者之前一學年學

業成績達主系原班級 15％（含）以內，得申請

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50 學分；含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 10 學分，系

核心課程 4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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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49

學分。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75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院基礎 18 學學分，

系核心學程 31 學分外，專業學程 26 學分中須

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個完整學程。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52

學分。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77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院基礎 18 學學分，

系核心學程 34 學分外，專業學程 25 學分中須

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個完整學程。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48 

學分。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70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院基礎 18 學學分，

系核心學程 30 學分外，專業學程 22 學分中

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個完整學程。 

時尚設計學系 輔系 5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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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 

雙主修 3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76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院基礎 18 學分，系

核心學程 29 學分外，專業學程 27 學分中須由

二個學程中選修一個完整學程，剩餘學分數，

由系自由選修課程補足之。 

室內設計學系 

輔系 2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為輔系。 

二、學生修讀本系輔系，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27

學分。 

雙主修 2 

一、本校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申請表。 

二、中文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三、自傳。 

一、凡二年級(含)以上，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均

及格者，得申請本系雙主修。  

二、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至少修滿本系規定 

75 學分；其中除修習本系院基礎 18 學學分，

系核心學程 30 學分外，專業學程 27 學分中

須由二個學程中選修一個完整學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