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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110學年度1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時間：111年01月25日（星期二）上午09時30分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許耀文教務長(兼通識中心主任) 

紀錄：陳達玟 
壹、 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如簽到表 

應到人數：22人，實到人數：12人。 

貳、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智能科技學院 

提案一：制定本院半導體學分跨領域學程與細則，請參閱附件一，請審議。 

說明： 

一、本學程為跨領域專長之整合性課程，以全校師資為基礎，輔以校外業師和產

業界資源於 本校各學院既定之上課時段或共同時段開授，修習學生於各該時

段選讀，總學分最低15學分。 

二、學生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6學分以上為非所屬系內課程。 

辦法：本案經110年12月6日智能科技學院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半導體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 

半導體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草案) 
110 年 12 月 0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1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1.為配合產業整體發展及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與進修競爭力，依據「敏

實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設立跨學院、跨系之半導體跨領域學程，提

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 

2.本學程為跨領域專長之整合性課程，以全校師資為基礎，輔以校外業師和產業

界資源於本校各學院既定之上課時段或共同時段開授，修習學生於各該時段選

讀，總學分最低 15 學分。 

3.本校大學部四技、二技學生得於每學期選課期間，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修習學

程課程。 

4.學生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 6 學分以上為非所屬系內課程。 

5.本學程除通識共同基礎課程需修滿 3 學分(含)以上外，專業選修需修滿 12 學分

(含)以上，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

生所屬學院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經審查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

發學程證明書。如修完所屬院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

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6.院系所開之同性質但名稱與本學程規劃不同之課程，得由學生向該科目授課教

師申請授課內容證明，檢具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提出抵免申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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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程規劃課程之開課系所認可後，將相關證明文件繳交學生所屬學院認定，

記入已修習學分。 

7.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8.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四

技學生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9.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 

1. 修改第８點，刪除(依本校學則規定：四技學生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文字，

其餘照案審議通過。 

2. 應修課程科目資料另案審議。 

3. 修訂後法規如下： 

半導體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 
110 年 12 月 0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1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為配合產業整體發展及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與進修競爭力，依據「敏

實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設立跨學院、跨系之半導體跨領域學程，提

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 

2.本學程為跨領域專長之整合性課程，以全校師資為基礎，輔以校外業師和產業

界資源於本校各學院既定之上課時段或共同時段開授，修習學生於各該時段選

讀，總學分最低 15 學分。 

3.本校大學部四技、二技學生得於每學期選課期間，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修習學

程課程。 

4.學生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 6 學分以上為非所屬系內課程。 

5.本學程除通識共同基礎課程需修滿 3 學分(含)以上外，專業選修需修滿 12 學分

(含)以上，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

生所屬學院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經審查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

發學程證明書。如修完所屬院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

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6.院系所開之同性質但名稱與本學程規劃不同之課程，得由學生向該科目授課教

師申請授課內容證明，檢具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提出抵免申請，並

經學程規劃課程之開課系所認可後，將相關證明文件繳交學生所屬學院認定，

記入已修習學分。 

7.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8.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9.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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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智慧生活應用學院•餐飲管理系 

提案二：110-2新南向合作國際專班之課程科目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10月19日臺教技(四)字第1100140223號函核定通過，「餐

飲管理系餐飲與烘焙管理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並於自110學年度第2學期

辦理招生。 

二、本案經110年12月13日智慧生活應用學院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

過 

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附件：核定招生公文、課程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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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審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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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智慧生活應用學院 
提案三：審議「觀光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及「觀光跨領域學程課程」計劃。 

說明： 

1. 觀光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 

2. 觀光跨領域學程課程表 

觀光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草案）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智慧生活應用學院課規會議通過(110/12/13) 

111 年 01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會議審議 

一、 為配合產業整體發展及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與進修競爭力，依據

「敏實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設立跨學院、跨系之觀光跨領域學

程，提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 

二、 本學程為跨領域專長之整合性課程，以全校師資為基礎，輔以校外業師和

產業界資源於本校各學院既定之上課時段或共同時段開授，修習學生於各

該時段選讀，總學分最低15學分。 

三、 本校大學部四技、二技學生得於每學期選課期間，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修

習學程課程。 

四、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6學分以上為非所屬系內課程。 

五、 本學程需修滿專業選修需修滿12學分(含)以上，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核發學程證明

書，經審查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發學程證明書。如修完所

屬院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

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六、 院系所開之同性質但名稱與本學程規劃不同之課程，得由學生向該科目授

課教師申請授課內容證明，檢具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提出抵免

申請，並經學程規劃課程之開課系所認可後，將相關證明文件繳交學生所

屬學院認定，記入已修習學分。 

七、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八、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

定：四技學生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九、 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觀光跨領域學程課程表 
觀光跨領域學程課程計劃表：修習滿 15 學分授予學程證明 

學程必/選修 課程名稱（學分／時數） 開課系所 

學程必修 

微學分課程(一)-領隊與導遊實務一(1/1) 觀光系 

微學分課程(二)-領隊與導遊實務二(1/1) 觀光系 

微學分課程(三)-觀光資源概要一(1/1) 觀光系 

微學分課程(四)-觀光資源概要二(1/1) 觀光系 



敏實科技大學 

教務處 
會議紀錄 

 
 

6 ／ 7 

訂 

裝 

線 

微學分課程(五)-遊程規劃與設計(1/1) 觀光系 

微學分課程(六)-旅館經營與管理(1/1) 觀光系 

學程選修 

門市服務(2/2) 觀光系/餐飲系 

中式宴會料理(3/3) 餐飲系 

飲食文化(2/2) 觀光系/餐飲系 

西式甜點蛋糕(3/3) 餐飲系 

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2/2) 觀光系/餐飲系 

菜單規劃與膳食設計(2/2) 觀光系/餐飲系 

酒吧與飲料管理(3/3) 餐飲系 

餐飲微型創業(3/3) 餐飲系 

餐飲管理(2/2) 觀光系/餐飲系 

中餐烹調實作(3/3) 餐飲系 

翻糖藝術蛋糕(3/3) 餐飲系 

民生科技概論(3/3) 工管系 

電子商務(3/3) 工管系 

行銷管理(3/3) 工管系 

人力資源管理(3/3) 工管系 

管理學(2/2) 工管系 

統計軟體應用(3/3) 工管系 

企業資源規劃 I(3/3) 工管系 

財務管理(3/3) 工管系 

備註： 
一、 本學程為跨領域專長之整合性課程，以全校師資為基礎，輔以校外業師和產業界資源

於本校各學院既定之上課時段或共同時段開授，修習學生於各該時段選讀，總學分最

低15學分。 

二、 本校大學部四技、二技學生得於每學期選課期間，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修習學程課

程。 

三、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6 學分以上為非所屬系內課程。 

四、 本學程需修滿專業選修需修滿12 學分(含)以上，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

檢具歷年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經審查無誤並簽請

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發學程證明書。如修完所屬院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

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1. 修改第８點，刪除(依本校學則規定：四技學生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文

字，餘照案審議通過。 

2. 修訂後「觀光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其餘照案審議通過。 

觀光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 
110年12月13日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智慧生活應用學院課規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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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01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配合產業整體發展及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與進修競爭力，依據

「敏實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設立跨學院、跨系之觀光跨領域學

程，提升就業及進修競爭力。 

二、 本學程為跨領域專長之整合性課程，以全校師資為基礎，輔以校外業師和

產業界資源於本校各學院既定之上課時段或共同時段開授，修習學生於各

該時段選讀，總學分最低15學分。 

三、 本校大學部四技、二技學生得於每學期選課期間，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修

習學程課程。 

四、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6學分以上為非所屬系內課程。 

五、 本學程需修滿專業選修需修滿12學分(含)以上，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

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申請核發學程證明

書，經審查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發學程證明書。如修完所

屬院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

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 

六、 院系所開之同性質但名稱與本學程規劃不同之課程，得由學生向該科目授

課教師申請授課內容證明，檢具成績單及申請書向學生所屬學院提出抵免

申請，並經學程規劃課程之開課系所認可後，將相關證明文件繳交學生所

屬學院認定，記入已修習學分。 

七、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八、 選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九、 本施行細則經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