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結構領域】升學選課（由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地圖（共㇐頁） 
 第㇐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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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文(㇐)／2 大㇐英文(二)／2 必 專業溝通英文(㇐)／０  專業溝通英文(二)／０  實用職場英文/2         

 國防科技／1  修              

 體育(㇐)／0 體育(二)／0  水文學／２  土壤力學試驗／１  鋼筋混凝土(㇐)／３  工程地質／２       

必 服務學習／0 大學國文(二)／2 專業 測量學實習／０  流體力學／３    鋼結構設計／３      此【結構領域】之 

修 大學國文(㇐)／2  必修 工程材料試驗／１  結構學(㇐)實習／0    營建法規與實務/3      「建議選修科目」 

  公民參與/1、人文與科技/1  材料力學(㇐)實習／0            若依本系之核心能 

  社會實踐／1、創意思考/1、 精 工程數學(㇐)／３  土壤力學(㇐)／3  基礎工程(㇐)／３  營建管理／３      力與學士班教育目 

   熟 工程材料／２  結構學(㇐)／３          標，則可約略區分 

精熟   課 材料力學(㇐)／３            為下列(㇐)～(六)之 

課程  應用力學／3 程 測量學／３            群組。 

定錨 土木工程概論／1  終端       畢業設計(㇐)／1  畢業設計(二)／１     

課程   課程              

 工程圖學(㇐)／1 工程圖學(二)／1  工程統計／３  動力學／ ２  數值分析／２  三維參數式建模/3      (㇐) 數理基礎解析 

專 計算機概論／2 計算機程式語言／2    材料力學(二)／３           

業 普通物理(㇐)／3 計算機程式語言實習／0               

必 普通物理實驗(㇐)／1 工程倫理／1      結構學(二)／３  鋼筋混凝土(二)／3  結構動力學／３    (二) 結構力學解析 

修 微積分(㇐)／3 微積分(二)／3 建         結構矩陣分析／２     

 微積分(㇐)實習／0 微積分(二)實習／0 議              

   選   混凝土品質控制與檢驗／２  瀝青混凝土鋪面材料／２  特殊混凝土／２      (三) 結構材料學識 

校共同科目：  修              

(1) 通識基礎課程(共１６學分)。    住宅健診／３  鋼結構檢測／３  非破壞檢測概論／２  BIM 於鋼結構建模與應用/3  施工法／２  (四) 結構科技新訊 

(2) 通識選修課程(須修滿１２學分)。        建築物檢測科技／３       

(3) 體育。  (4) 軍訓。  (5) 服務學習(必修０學分)。        量測系統學／２       

(6) 大二進階英文(必修０學分)。      混凝土配合設計／３  BIM 建築資訊模擬與實作/3  鋼筋混凝土房屋設計／２  預力混凝土設計／３  (五) 結構設計應用 

(7) 資訊素養內含六個作業。(必修０學分)        電腦在土木工程之應用／３  軌道工程之興建與維護技術/3  公路設計／３   

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128 學分        施工規劃與估價／２    耐震設計／３   

修習本系必修科目學分：64 學分        施工識圖與繪圖/2    BIM 於 RC 結構建模應用/3   

修習本系選修科目學分：至少 27 學分        校外實習導論／１  土木深度實習／9  土木專業實習／９  (六) 工程實習參與 

修習外系選修學分：至少９學分        暑期工程實習／4       

圖解說明： 
第㇐學年、第二學年：課程開課年級 
上學期、下學期：課程開課學期 
工程材料／２：課程名稱／課程學分數 

  畢業條件：最低畢業學分：128 學分。 
  英語能力：建議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 TOEIC 400 分。 
  修習外系 9 學分： 
    1.學分學程所開設課程及所申請學分學程之採計課程。                               2.跨校課程(國內、外)。 
    3.跨系轉學(不同領域的轉學生)，轉學(系)生辦理抵免外系選修科目至多 9 學分。        4.D-School 設計學院課程。 
    5.通識中心所開設的專題製作類課程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 
  前述五類課程皆排除通識(不含專題製作類課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體育、軍訓課程及與本系開設課程名稱相同之科目。 
  另課程名稱或內容相同之科目，若重複選修時，僅採計學分數較高之科目。  
  定錨課程：土木工程概論。                                  
  精熟核心課程：應用力學、工程數學(㇐)、工程材料、材料力學(㇐)、 測量學、土壤力學(㇐)、結構學(㇐)、基礎工程(㇐)、營建管理 
  必修終端課程：畢業設計(㇐)、畢業設計(二)。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工程材料試驗。 
  其他請參閱本系大學部修業須知及校共同科目修課規定。 

畢業建議： 
   畢業後，除經由通過外語檢定考試，以申請就讀國外大學相關碩士班研究所之外；

國內相關【結構領域】碩士班研究所之應考科目則請以當學年度各大專院校正式招生簡
章公布為準。 
（1）本校土木工程學系【結構工程組】碩士班 
（2）國內各大專院校相關結構領域類組之碩士班 

教育目標 

PEO1 知識與技術的應用 

能應用物理學、數學、力學、土木工程相關的基本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專案管理的知能在專業工作中發揮效能。 

PEO2 自我表現 

能適當應用口頭、書面、或圖面等方式有效表達相關的成果。 

PEO3 團隊合作 

能在服務單位融入團隊合作，及提昇土木工程專業倫理之素養。 

PEO4 國際觀 

能藉終身學習吸收國內外知識，適應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 

核心能力 

A：具備使用物理學、數學、力學與土木工程知識之相關能力。 

B：具備設計與執行土壤力學及工程材料實驗，以及分析數據與解釋結果之相關能力。 

C：具備管理技術、測量、量測、資訊處理等工具，分析方法與軟體，及土木工程材料應用的相關能力。 

D：具備結構、大地、運輸工程構造物的相關基本設計能力。 

E：具備專案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相關能力。 

F：具備發掘、分析土木工程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採購、施工、營運與維護相關之問題及處理之能力。 

G：具備專業報告撰寫及簡報之相關基本能力。 

H：具備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I：理解土木工程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大地領域】升學選課（由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地圖（共㇐頁） 
 第㇐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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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2 英文(二)／2 必 專業溝通英文(㇐)／０  專業溝通英文(二)／０  實用職場英文/2         

 國防科技／1  修              

 體育(㇐)／0 體育(二)／0  水文學／２  土壤力學試驗／１    工程地質／２       

必 服務學習／0 大學國文(二)／2 專業 測量學實習／０  流體力學／３  鋼筋混凝土(㇐)／３  鋼結構設計／３      此【大地領域】之 

修 大學國文(㇐)／2 資訊素養作業㇐、三~六／0 必修 工程材料試驗／１  結構學(㇐)實習／0    營建法規與實務/3      「建議選修科目」 

 資訊素養作業二／0 公民參與/1、人文與科技/1  材料力學(㇐)實習／0            若依本系之核心能 

  社會實踐／1、創意思考/1、 精 工程數學(㇐)／３  土壤力學(㇐)／3  基礎工程(㇐)／３  營建管理／３      力與學士班教育目 

   熟 工程材料／２  結構學(㇐)／３          標，則可約略區分 

精熟  應用力學／3 課 材料力學(㇐)／３            為下列(㇐)～(六)之 

課程   程 測量學／３            類別。 

定錨 土木工程概論／1  終端       畢業設計(㇐)／1  畢業設計(二)／１     

課程   課程              

 工程圖學(㇐)／1 工程圖學(二)／1  工程統計／３  動力學／２  數值分析／２  三維參數式建模/3      (㇐) 數理基礎解析 

專 計算機概論／2 計算機程式語言／2    材料力學(二)／３           

業 普通物理(㇐)／3 計算機程式語言實習／0               

必 普通物理實驗(㇐)／1 工程倫理／1      土壤力學(二)／3    岩石力學／    (二) 大地力學解析 

修 微積分(㇐)／3 微積分(二)／3 建     土壤動力學／3         

 微積分(㇐)實習／0 微積分(二)實習／0 議              

 計算機概論實習／0  選     瀝青混凝土鋪面材料／２        (三) 大地構造學識 

校共同科目：  修              

(1) 通識基礎課程(共１６學分)。        非破壞檢測概論／２    施工法／２  (四) 地工科技新訊 

(2) 通識選修課程(須修滿１２學分)。               

(3) 體育。  (4) 軍訓。  (5) 服務學習(必修０學分)。               

(6) 大二進階英文(必修０學分)。        基礎工程(二)／３  基樁設計與施工／２  耐震設計／３  (五) 地工設計應用 

(7) 資訊素養內含六個作業。(必修０學分)        電腦在土木工程之應用／３  軌道工程之興建與維護技術/3  公路設計／３   

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１28 學分        鋼筋混凝土(二)／２       

修習本系必修科目學分：64 學分        施工識圖與繪圖/2       

修習本系選修科目學分：至少 27 學分        校外實習導論／１  土木深度實習／9  土木專業實習／９  (六) 工程實習參與 

修習外系選修學分：至少９學分        暑期工程實習／4       

圖解說明： 
第㇐學年、第二學年：課程開課年級 
上學期、下學期：課程開課學期 
工程材料／２：課程名稱／課程學分數 

 畢業條件：最低畢業學分：128 學分。 
 英語能力：建議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 TOEIC 400 分。 
 修習外系 9 學分： 
   1.學分學程所開設課程及所申請學分學程之採計課程。                             2.跨校課程(國內、外)。 
   3.跨系轉學(不同領域的轉學生)，轉學(系)生辦理抵免外系選修科目至多 9 學分。      4.D-School 設計學院課程。 
   5.通識中心所開設的專題製作類課程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 
  前述五類課程皆排除通識(不含專題製作類課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體育、軍訓課程及與本系開設課程名稱相同之科目。 
  另課程名稱或內容相同之科目，若重複選修時，僅採計學分數較高之科目。  
 定錨課程：土木工程概論。                                  
 精熟核心課程：應用力學、工程數學(㇐)、工程材料、材料力學(㇐)、 測量學、土壤力學(㇐)、結構學(㇐)、基礎工程(㇐)、營建管理 
 必修終端課程：畢業設計(㇐)、畢業設計(二)。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工程材料試驗。 
 其他請參閱本系大學部修業須知及校共同科目修課規定。 

畢業建議： 
    畢業後，除經由通過外語檢定考試，以申請就讀國外大學相關碩士班研究所之外；
國內相關【大地領域】碩士班研究所之應考科目則請以當學年度各大專院校正式招生簡
章公布為準。 
（1）本校土木工程學系【大地工程組】碩士班 
（2）國內各大專院校相關大地領域類組之碩士班 

教育目標 
PEO1 知識與技術的應用 

能應用物理學、數學、力學、土木工程相關的基本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專案管理的知能在專業工作中發揮效能。 
PEO2 自我表現 

能適當應用口頭、書面、或圖面等方式有效表達相關的成果。 
PEO3 團隊合作 

能在服務單位融入團隊合作，及提昇土木工程專業倫理之素養。 
PEO4 國際觀 

能藉終身學習吸收國內外知識，適應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 

核心能力 

A：具備使用物理學、數學、力學與土木工程知識之相關能力。 

B：具備設計與執行土壤力學及工程材料實驗，以及分析數據與解釋結果之相關能力。 

C：具備管理技術、測量、量測、資訊處理等工具，分析方法與軟體，及土木工程材料應用的相關能力。 

D：具備結構、大地、運輸工程構造物的相關基本設計能力。 

E：具備專案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相關能力。 

F：具備發掘、分析土木工程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採購、施工、營運與維護相關之問題及處理之能力。 

G：具備專業報告撰寫及簡報之相關基本能力。H：具備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I：理解土木工程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測量與資訊領域】升學選課（由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地圖（共㇐頁） 
 第㇐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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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2 英文(二)／2 必 專業溝通英文(㇐)／０  專業溝通英文(二)／０  實用職場英文/2         

 國防科技／1  修              

 體育(㇐)／0 體育(二)／0  水文學／２  土壤力學試驗／１    工程地質／２       

必 服務學習／0 大學國文(二)／2 專業 測量學實習／０  流體力學／３  鋼筋混凝土(㇐)／３  鋼結構設計／３      此【測量資訊領域】 

修 大學國文(㇐)／2 資訊素養作業㇐、三~六／0 必修 工程材料試驗／１  結構學(㇐)實習／0    營建法規與實務/3      之「建議選修科目」 

 資訊素養作業二／0 公民參與/1、人文與科技/1  材料力學(㇐)實習／0            若依本系之核心能 

  社會實踐／1、創意思考/1、 精 工程數學(㇐)／３  土壤力學(㇐)／3  基礎工程(㇐)／３  營建管理／３      力與學士班教育目 

   熟 工程材料／２  結構學(㇐)／３          標，則可約略區分 

精熟  應用力學／3 課 材料力學(㇐)／３            為下列(㇐)～(六)之 

課程   程 測量學／３            類別。 

定錨 土木工程概論／1  終端       畢業設計(㇐)／1  畢業設計(二)／１     

課程   課程              

 工程圖學(㇐)／1 工程圖學(二)／1  工程統計／３            (㇐) 數理基礎解析 

專 計算機概論／2 計算機程式語言／2               

業 普通物理(㇐)／3 計算機程式語言實習／0               

必 普通物理實驗(㇐)／1 工程倫理／1 建     測量平差法／２        (二) 測量檢校解析 

修 微積分(㇐)／3 微積分(二)／3 議              

 微積分(㇐)實習／0 微積分(二)實習／0 選              

 計算機概論實習／0  修   地形測量／３  航空攝影測量／２  大地測量／２      (三) 測量檢校學識 

校共同科目：     地形測量實習／０           

(1) 通識基礎課程(共１６學分)。              (四) 電腦資訊科技 

(2) 通識選修課程(須修滿１２學分)。               

(3) 體育。  (4) 軍訓。  (5) 服務學習(必修０學分)。               

(6) 大二進階英文(必修０學分)。        施工識圖與繪圖/2    施工法／２  (五) 工程施作應用 

(7) 資訊素養內含六個作業。(必修０學分)            工程測量／２   

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１28 學分            公路設計／３   

修習本系必修科目學分：64 學分               

修習本系選修科目學分：至少 27 學分        校外實習導論／１  土木深度實習／9  土木專業實習／９  (六) 工程實習參與 

修習外系選修學分：至少９學分        暑期工程實習／4       

圖解說明： 
第㇐學年、第二學年：課程開課年級 
上學期、下學期：課程開課學期 
工程材料／２：課程名稱／課程學分數 

 畢業條件：最低畢業學分：128 學分。 
 英語能力：建議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 TOEIC 400 分。 
 修習外系 9 學分： 
   1.學分學程所開設課程及所申請學分學程之採計課程。                             2.跨校課程(國內、外)。 
   3.跨系轉學(不同領域的轉學生)，轉學(系)生辦理抵免外系選修科目至多 9 學分。      4.D-School 設計學院課程。 
   5.通識中心所開設的專題製作類課程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 
  前述五類課程皆排除通識(不含專題製作類課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體育、軍訓課程及與本系開設課程名稱相同之科目。 
  另課程名稱或內容相同之科目，若重複選修時，僅採計學分數較高之科目。  
 定錨課程：土木工程概論。                                  
 精熟核心課程：應用力學、工程數學(㇐)、工程材料、材料力學(㇐)、 測量學、土壤力學(㇐)、結構學(㇐)、基礎工程(㇐)、營建管理 
 必修終端課程：畢業設計(㇐)、畢業設計(二)。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工程材料試驗。 
 其他請參閱本系大學部修業須知及校共同科目修課規定。 

畢業建議： 
    畢業後，除經由通過外語檢定考試，以申請就讀國外大學相關碩士班研究所之外；
國內相關【測量與資訊領域】碩士班研究所之應考科目則請以當學年度各大專院校正
式招生簡章公布為準。 
（1）本校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2）國內各大專院校相關測量與資訊領域類組之碩士班 

教育目標 
PEO1 知識與技術的應用 
   能應用物理學、數學、力學、土木工程相關的基本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專案管理的知能在專業工作中發揮效能。 
PEO2 自我表現 
   能適當應用口頭、書面、或圖面等方式有效表達相關的成果。 
PEO3 團隊合作 
   能在服務單位融入團隊合作，及提昇土木工程專業倫理之素養。 
PEO4 國際觀 
   能藉終身學習吸收國內外知識，適應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 

核心能力 
A：具備使用物理學、數學、力學與土木工程知識之相關能力。 
B：具備設計與執行土壤力學及工程材料實驗，以及分析數據與解釋結果之相關能力。 
C：具備管理技術、測量、量測、資訊處理等工具，分析方法與軟體，及土木工程材料應用的相關能力。 
D：具備結構、大地、運輸工程構造物的相關基本設計能力。 
E：具備專案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相關能力。 
F：具備發掘、分析土木工程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採購、施工、營運與維護相關之問題及處理之能力。 
G：具備專業報告撰寫及簡報之相關基本能力。 
H：具備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I：理解土木工程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營建管理領域】升學選課（由第二學年至第四學年）地圖（共㇐頁） 
 第㇐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此【營建管理領域】

之「建議選修科目」

若依本系之核心能

力與學士班教育目

標，則可約略區分

為下列(㇐)～(六)

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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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2 英文(二)／2 必 專業溝通英文(㇐)／０  專業溝通英文(二)／０  實用職場英文/2        

 國防科技／1  修             

 體育(㇐)／0 體育(二)／0  水文學／２  土壤力學試驗／１  結構學(二)／３  工程地質／２      

必 服務學習／0 大學國文(二)／2 專業 測量學實習／０  流體力學／３  鋼筋混凝土(㇐)／３  鋼結構設計／３      

修 大學國文(㇐)／2 資訊素養作業㇐、三~六／0 必修 工程材料試驗／１  結構學(㇐)實習／0    營建法規與實務/3      

 資訊素養作業二／0 公民參與/1、人文與科技/1、  材料力學(㇐)實習／0            

  社會實踐／1、創意思考/1、 精 工程數學(㇐)／３  土壤力學(㇐)／3  基礎工程(㇐)/3  營建管理／３      

   熟 工程材料／２  結構學(㇐)／３          

精熟  應用力學／3 課 材料力學(㇐)／３            

課程   程 測量學／３            

定錨 土木工程概論／1  終端       畢業設計(㇐)／1  畢業設計(二)／１    

課程   課程             

 工程圖學(㇐)／1 工程圖學(二)／1  工程統計／３      三維參數式建模/3      (㇐) 數理基礎解析 

專 計算機概論／2 計算機程式語言／2               

必 普通物理(㇐)／3 計算機程式語言實習／0  工程經濟／3            (二) 營建管理解析 

修 普通物理實驗(㇐)／1 工程倫理／1               

 微積分(㇐)／3 微積分(二)／3 建 物業管理概論／２        工程資訊管理導論／２    (三) 營建管理學識 

 微積分(㇐)實習／0 微積分(二)實習／0 議         營建財務概論／３     

   選   管理科學／3    智慧城市與土木工程/2      (四) 營建管理新訊 

   修              

選  普通物理(二)／３    專案管理／３    施工規劃及估價／２  契約與規範／２  施工法／２  (五) 營管運作應用 

修  普通物理實驗(二)／１          軌道工程之興建與維護技術/3  工程爭議調解仲裁實務/2   

                 

          校外實習導論／１  土木深度實習／9  土木專業實習／９  (六) 工程實習參與 

          暑期工程實習／4       

                 

校共同科目： 
(1) 通識基礎課程(共１６學分)。  
(2) 通識選修課程(須修滿１２學分)。 
(3) 服務學習(必修０學分)。  
(4) 體育。 (5) 軍訓。 
(6) 大二進階英文(必修０學分)。 
(7) 資訊素養內含六個作業。(必修０學分)。 
本系學士班畢業學分：１28 學分 
修習本系必修科目學分：64 學分 
修習本系選修科目學分：至少 27 學分 
修習外系選修學分：至少９學分 

畢業條件：最低畢業學分：128 學分。 
英語能力：建議通過英檢中級初試或 TOEIC 400 分。 
修習外系 9 學分： 
  1.學分學程所開設課程及所申請學分學程之採計課程。                            2.跨校課程(國內、外)。 
  3.跨系轉學(不同領域的轉學生)，轉學(系)生辦理抵免外系選修科目至多 9 學分。     4.D-School 設計學院課程。 
  5.通識中心所開設的專題製作類課程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 
  前述五類課程皆排除通識(不含專題製作類課程-「高階專題-實作型課程」)、體育、軍訓課程及與本系開設課程名稱相同之科目。 
  另課程名稱或內容相同之科目，若重複選修時，僅採計學分數較高之科目。  
定錨課程：土木工程概論。                                  
精熟核心課程：應用力學、工程數學(㇐)、工程材料、材料力學(㇐)、 測量學、土壤力學(㇐)、結構學(㇐)、基礎工程(㇐)、營建管理 
必修終端課程：畢業設計(㇐)、畢業設計(二)。。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工程材料試驗。 
其他請參閱本系大學部修業須知及校共同科目修課規定。 

畢業建議： 
畢業後，除經由通過外語檢定考試，以申請就讀國外大學相關碩士班研究所之
外；國內相關【營建管理領域】碩士班研究所之應考科目則請以當學年度各大
專院校正式招生簡章公布為準。 
（1）本校土木工程學系【營建管理組】碩士班 
（2）國內各大專院校相關營建管理領域類組之碩士班 

本系教育目標 
PEO1 知識與技術的應用 

能應用物理學、數學、力學、土木工程相關的基本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專案管理的知能在專業工作中發揮效能。 
PEO2 自我表現 

能適當應用口頭、書面、或圖面等方式有效表達相關的成果。 
PEO3 團隊合作 

能在服務單位融入團隊合作，及提昇土木工程專業倫理之素養。 
PEO4 國際觀 

能藉終身學習吸收國內外知識，適應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 

本系核心能力 
A：具備使用物理學、數學、力學與土木工程知識之相關能力。 
B：具備設計與執行土壤力學及工程材料實驗，以及分析數據與解釋結果之相關能力。 
C：具備管理技術、測量、量測、資訊處理等工具，分析方法與軟體，及土木工程材料應用的相關能力。 
D：具備結構、大地、運輸工程構造物的相關基本設計能力。 
E：具備專案管理、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相關能力。 
F：具備發掘、分析土木工程生命週期規劃、設計、採購、施工、營運與維護相關之問題及處理之能力。 
G：具備專業報告撰寫及簡報之相關基本能力。 
H：具備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I：理解土木工程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