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活產業學院
107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3 月 27 日 ( 星期 三 ) 下午 13 時 10 分
地
點：海淨樓 111 室
主
持：許院長興家
出席人員：何主任振盛、羅智耀老師、江淑華老師、陳碩菲老師。
請假人員 :
列席人員 :
記
錄 : 鄭秋蘭
壹、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項次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1

108 學年度入學適用碩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2

109 學年度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碩士班揨招案，提請討論。 招生處巳發函至教育部。

3

109 學年度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申請碩士班案，提請討論。 招生處巳發函至教育部。

巳通過教務會議。

貳、 主席報告
參、 報告事項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 : 樂活院

案由 : 推選本院 108 年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及擇定教學優良事實,提請討論。
說明 : 依據教學優良教遴選與獎勵辦法辦理
第6條 : 各學院應成立教學優良遴選委員會，置委員至少五人，委員會之組成應
含資深教師或曾獲教學優良教師者，其上限由各學院自行決。
第8條第二款 : 各學系、院除審查教師歷程系統資料外，須蒐集候選人教學優良
事實至少一項， 如徵詢同儕教師或曾被授課學生之意見、問卷調
查、電話訪談、當面晤談或進行觀課等。
決議 :
一、本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當然委員許興家院長、推選委員為林香君老師、
汪雅婷老師、吳仕文老師及韓傳孝老師組成遴選委員會。
二、蒐集事實方式以問卷調查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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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 : 未樂系

案由 : 制訂 108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
一、本案業經 107-7 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依教務處規定，學士班修業規定每學年無更動仍須三級核備(如附件一 P2)。
決議 :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 : 素食系

案由 : 制定 108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修業規定及修訂 106-107 學年度學士班修業規定之認
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提請討論。
說明 :
一、本案業經 107-3 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因 108 學年度課架調整，故修正 108 學年度修業規定(如附件二 P4-7)。
三、106-107 學年度修業規定，調整本系畢業門檻餐飲相關證照種類(如附件三 P8)。
決議 : 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 13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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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03.27 107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一、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
，訂定「學士班修業規定」
（以下
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得延長二年。
三、本學系學士班學生，至少應修滿 128 個學分，始予畢業。
四、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校學分抵免須知辦理。
五、本學系學士班應修課程學分數：
應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及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五學分，不得多於二十
七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至少需修一門課程，至多二十七學分。
六、本學系學生應依規定選修下列相關學分後始可畢業：
（一）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 69 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院）基礎學程 18 學分
2.（系）核心學程 27 學分
3.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1）永續創新學程 24 學分
（2）整合健康學程 24 學分
（二）選修本系或他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三）通識教育課程 32 學分：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規定。
七、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本系課程架構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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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健康與創意素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108 學年入學適用）
修正條文(108 學年入學適用)

原條文(107 學年入學適用)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128學分
（包括通識課程並另須通過校定語
文及資訊檢核科目。檢核辦法另定
之。）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 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70學
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 院基礎學程18學分。
2. 系核心學程25學分。
3. 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至少二

三、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128學分
（包括通識課程並另須通過校定語
文及資訊檢核科目。檢核辦法另定
之。）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 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68學
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 院基礎學程18學分。
2. 系核心學程25學分。
3. 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至少二

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健康蔬食創新研發學程必修15學
1. 健康素食創新研發學程必修15
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2. 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必修15
2. 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必修
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13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5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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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系所發展
調整學程名
稱及學程必
修學分

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健康與創意素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修正條文對照表（108 學年入學適用）
修正條文(108 學年入學適用)

原條文(107 學年入學適用)

1.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1.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葷食
 素食
 素食
2.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2.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乙級
 米粒類
 米粒類
 漿(粿)粉類（米漿型、一般漿糰、
 漿(粿)粉類（米漿型、一般漿糰、
特殊漿糰）
特殊漿糰）
 熟粉類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3.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3.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4.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4. 西餐烹調-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西點蛋糕
 麵包
 麵包
 餅乾
 餅乾
6. 烘焙食品-乙級
6.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料調製-丙級、乙級
7. 飲料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
（60A）、進階（60B）
（60A）、進階（60B）
11. 食物製備
11.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 關證照）
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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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勞動部證
照調整。
刪除第 2 項
乙級。
新增第 4 項
乙級。
新增第 11
項。

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108.03.27 107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

本系為督促學士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學士班修業
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系修業年限為四年，得延長二年，具身心障礙學生，修業最多可延長四年。

三

本系學生畢業至少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通識課程並另須通過校定語文及資訊檢核
科目。檢核辦法另定之。）其修習之課程如下：
（一） 通識教育課程32學分。
（二） 本系學士班主修領域學分數70學分，由以下三個學程組成：
1. 院基礎學程18學分。
2. 系核心學程25學分。
3. 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至少二選一（配合核心學程規劃）。
（三） 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 健康蔬食創新研發學程必修15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2. 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學程必修15學分、選修12學分，合計27學分。

四

本系學生選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數為15至27學分。
（二） 四年級每學期至少修習1門課，至多27學分。

五

修習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 修習本系學士班專業學程者，須修得「實務專題製作(一)」、「實務專題製作
(二)」、「專業實習(一)」、「專業實習(二)」上述至少一門課程，學分數不限。
（二） 修習「專業實習(一)」須同時選修「實習專題製作(一)」
，修習「專業實習(二)」
需同時選修「實習專題製作(二)」。

六

本學系學分抵免方式，應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經系主任審核通過後，酌予抵免。

七

本系學士班學生於在學期間須完成以下檢核測驗：
通過並取得餐飲相關證照乙級證照一張或丙級證照兩張（其中一張證照至少為餐飲
相關證照，其他認可證照種類如附件一）。

八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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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此為《修業規定》之附件）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1.

2.

3.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素食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米粒類
 漿(粿)粉類（米漿型、一般漿糰、特殊漿糰）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4.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麵包
 餅乾
6.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料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60A）、進階（60B）
11. 食物製備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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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附件三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修正對照表（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修正條文(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原條文(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1.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1.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葷食
 素食
 素食
2.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2.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乙級
 米粒類
 米粒類
 漿(粿)粉類（米漿型、一般漿糰、
 漿(粿)粉類（米漿型、一般漿糰、
特殊漿糰）
特殊漿糰）
 熟粉類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3.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3.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4.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4. 西餐烹調-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西點蛋糕
 麵包
 麵包
 餅乾
 餅乾
6. 烘焙食品-乙級
6.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料調製-丙級、乙級
7. 飲料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
（60A）、進階（60B）
（60A）、進階（60B）
11. 食物製備
11.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 關證照）
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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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勞動部證
照種類調
整。
刪除第 2 項
乙級。
新增第 4 項
乙級。
新增第 11
項。

附件一
（此為《修業規定》之附件）

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學系
106-107 學年入學適用 認可餐飲類相關證照種類
1.

2.

3.

中餐烹調-丙級、乙級
 葷食
 素食
中式米食加工-丙級
 米粒類
 漿(粿)粉類（米漿型、一般漿糰、特殊漿糰）
 熟粉類
 膨發類（一般膨發、特殊膨發）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乙級

 水調（和）麵類
 發麵類
 酥（油）皮、糕（漿）皮類
 特殊傳統技藝麵食類
4. 西餐烹調-丙級、乙級
5. 烘焙食品-丙級
 西點蛋糕
 麵包
 餅乾
6. 烘焙食品-乙級
 麵包、餅乾
 西點蛋糕、麵包
 西點蛋糕、餅乾
7. 飲料調製-丙級、乙級
8. 餐飲服務-丙級
9. 門市服務-丙級、乙級
10.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合格證書-基礎（60A）、進階（60B）
11. 食物製備
12.

其他（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管理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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