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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篇
名稱 畢業學分數 畢業證書加註

1 雙主修
原讀學系128學分+加修第二專長學系專業必修科目 （35~40學
分），即128＋35＝163學分以上

載明雙學士學
位

2 輔系
原讀學系128學分+第二專長學系應修學分 （20學分以上），
即128＋20＝148學分以上

畢業證書加註
輔系

3
學分
學程

原讀學系128學分+學程學分（17~22學分，非本系課程可算跨
系選修）故畢業學分在128學分以上

修讀完畢申請
學分學程證書

4 微學程
原讀學系128學分+微學程學分(9~14學分，非本系課程可算跨
系選修），故畢業學分在128學分以上

修讀完畢申請
微學程證書

5 跨系選修
非在本系開課科目表出現之外系課程，學生畢業前必須修讀跨
系課程。

無證明文件



學分學程、微學程、微學分比較

學分學程17-22學分

微學程9-14學分

外系
專業

跨域
選修

本系專
業

我是大哥

我是小弟

我是小小兵

通識自主學習

微學分



學分學程、微學程名稱 負責教師 校內分機 系辦分機

福祉科技學分學程
邱瓊徵<medical@mail.ypu.edu.tw>
林俐岑<litsen@mail.ypu.edu.tw>

2329、2321 2329、2321

銀髮族健康休閒管理學分學程
邱瓊徵<medical@mail.ypu.edu.tw>
林俐岑<litsen@mail.ypu.edu.tw>

2329、2321 2329、2321

動物影像診斷與醫療照護微學程 顧雅真<koyc@mail.ypu.edu.tw> 8911 2306

公共衛生微學程
洪麗真<olive@mail.ypu.edu.tw>
陳志郎<jlchen@mail.ypu.edu.tw>

8664、8471 2321、2336

樂齡健康促進微學程 簡惠卿<huiching82@yahoo.com.tw> 8663 2321

數位病理圖像技術微學程 徐治平<hsucp@mail.ypu.edu.tw> 8166 2326

生醫檢測產業微學程 楊宏基<hcyang@mail.ypu.edu.tw> 8175 2326

護理創新微學程 洪兆嘉<hung0117@mail.ypu.edu.tw> 8675 2331

智慧診斷醫療設備微學程 趙文鴻<wenhong@mail.ypu.edu.tw> 8640 2346

輔具設計微學程
趙文鴻<wenhong@mail.ypu.edu.tw>
林育興<linyh@mail.ypu.edu.tw>

8640、8907 2346

寵物營養與食品衛生微學程 林育興<linyh@mail.ypu.edu.tw> 8907 2346

寵物事業管理微學程 林育興<linyh@mail.ypu.edu.tw> 8907 2346

視覺照護管理微學程 葉豐銘<optfmy@mail.ypu.edu.tw> 8509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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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學程名稱 負責教師 校內分機 系辦分機

香妝品應用微學程 張翔 <hchang@mail.ypu.edu.tw> 8155 231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微學程 林育旨<yuchihlin@mail.ypu.edu.tw> 8479 2336

健康產業管理微學程 詹鴻得<hungder@mail.ypu.edu.tw> 8482 2341

寵物保健食品加工微學程 詹鴻得<hungder@mail.ypu.edu.tw> 8482 2341

健康餐飲智慧行銷微學程 李民賢<minhsien@mail.ypu.edu.tw> 8309 2351

國際健康旅遊微學程 宋惠中<huichung@mail.ypu.edu.tw> 8614 2372

智慧醫療應用微學程 康瀚文<antony@mail.ypu.edu.tw> 2381 2381

智慧創新健康促進微學程
張盈盈<lynnchang@mail.ypu.edu.tw>
林志賢<jslin@mail.ypu.edu.tw>

8623、8296 2316、2361

智慧科技輔助照護微學程 趙文鴻<wenhong@mail.ypu.edu.tw> 8640 2346

醫學影像AI智慧診斷技術及實務微學程 郭宗德<kuoter@mail.ypu.edu.tw> 7512 2346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2781498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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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490527418.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413781193.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305438948.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277984321.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01445751.pdf


微學程名稱 負責教師 校內分機 系辦分機

健康產業科技化服務學分學程
王貴冠< industry@mail.ypu.edu.tw>
沈昭伶<fromrue@mail.ypu.edu.tw>

2287、2316 2287、2316

智慧健康微學程 林侑賢<yohsien@mail.ypu.edu.tw> 8291 2361

企業資訊微學程 劉錦松<csliu68@mail.ypu.edu.tw> 8299 2361

數位創新微學程 林志賢<jslin@mail.ypu.edu.tw> 8296 2361

智慧商貿微學程 張盈盈<lynnchang@mail.ypu.edu.tw> 8623 2316

健康管理微學程 林淑芳<miaomiao@mail.ypu.edu.tw> 2315 2316

管理藝術微學程 韓心甜<candy@mail.ypu.edu.tw> 8604 2316

調理保健微學程 童淑琴<sctun@mail.ypu.edu.tw> 8618 2344

健身指導與行銷微學程 童淑琴<sctun@mail.ypu.edu.tw> 8618 2344

國際文化商務微學程 黃麗雪<rachel@mail.ypu.edu.tw> 8621 2372

生活美學茶藝微學程 卓美惠<marychou@mail.ypu.edu.tw> 8324 2343

文化創意陶藝微學程 卓美惠<marychou@mail.ypu.edu.tw> 8324 2343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C005.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897313014.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897313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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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29461936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284218700.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284218700.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771832401.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771832401.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915294761.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915294761.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49726857.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49726857.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7329266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7329266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27626406.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27626406.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560800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560800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51307485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51307485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687278511.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1298/589810899.pdf
https://edu.ypu.edu.tw/var/file/11/1011/img/687278511.pdf


學分學程申請時間：每學期開放選課期間

申請修讀程序：

1.查詢學程資訊

2.系統申請

3.選課

4.修讀課程

5.修畢規定學分

6.申請學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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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流程：

1.先系統申請：
學生的學號、密碼登入

https://w2.ypu.edu.tw/yu/index2019.html

9

https://w2.ypu.edu.tw/yu/index2019.html


2.(左側欄)選擇:

申請→教務申請作業
→學分學程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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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右側點入學分學程申請

4.中間欄位請選擇:申請學分學程

5.按出送出存檔

以上相同步驟，可查詢學分學程申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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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請通過後，狀態為”核准”後即可選課。

7.再選課(非本班級課程)

(左側欄)選擇:選課作業→學生網路選課→學分學程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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