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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目的】(107 入學適用) 
本學程目的為結合院內各系之課程特點與特色，使學生能夠對院內各系課程有所暸解，

進而增進企業的經營績效，為產業創造出更多元的人才，將所學之專業知識與結合實

習實際應用，增加自我附加價值進而提高就業機會。 
  

【培育專長】 
培育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以期畢業後能立即投入相關就業市場發揮其所長。 
  

 【學程課程】 
（一）選讀條件 

本校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各系學生，得申請選讀本學程。 
（二）修課規定 

學生修得學程內課程 16 學分以上(含)，其中包含：觀光餐旅概論、觀光餐旅服務業管

理、經營管理概論、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旅行業概論、博弈事業概論、觀光資源概

要、食物製備原理、食材辨識與機具維護、營養學、旅館管理概論、形象塑造與社交

禮儀、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運輸學、航空暨運輸英語、航空際運輸票務實務、網頁

設計、電子商務概論、行銷管理、物流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凡在本校修

習通過上述之任何課程均予以承認。選修課程：跨域特色課程，至少須修過 3 門為他

系所開之課程。本學程之課程及學分是否採計於畢業學分，由各系自行認定。其餘注

意事項詳見萬能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1.共同承認課程 
  

科目名稱 系所 
學分/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名稱 系所 

學分/

時數 

開課

學期 

觀光餐旅概論 
觀休系、

餐飲系、

旅館系、

航服系 

2/2 一上 經營管理概論 

行銷系、

企管系、

資管系 

2/2 一上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2/2 一下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2/2 一下 



科目名稱 系所 
學分/時

數 

開課

學期 
科目名稱 系所 

學分/

時數 

開課

學期 

旅行業概論 觀休系 2/2 一上 食物製備原理 餐飲系 2/2 一上 

博弈事業概論 觀休系 2/2 一上 食材辨識與機具維護 餐飲系 2/2 一上 

觀光資源概要 觀休系 2/2 一下 營養學 餐飲系 2/2 一下 

旅館管理概論 旅館系 2/2 一上 運輸學 航服系 2/2 一上 

形象塑造與社交禮儀 旅館系 2/2 一上 航空暨運輸英語 航服系 2/2 一上 

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 旅館系 2/2 一下 航空暨運輸票務實務 航服系 2/2 二上 

網頁設計 資管系 3/3 一上 行銷管理 行銷系 3/3 一上 

電子商務概論 資管系 3/3 一下 物流管理 行銷系 3/3 一下 

財務管理 企管系 3/3 二上 人力資源管理 企管系 3/3 二下 

  
2.選修課程 
  

科目名稱 系所 學分/時數 開課學期 

跨域特色課程 
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

系、行銷系、企管系、資管系 
2/2 一下 

跨域特色課程 
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

系、行銷系、企管系、資管系 
2/2 一下 

跨域特色課程 
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

系、行銷系、企管系、資管系 
2/2 二上 

  
本系未開設之課程可至外系選修，但課程需與本系相關，並於選課前提出申請且經系主任核

准後，始得列入畢業學分，惟畢業學分內最多含 9 學分外系課程。 



  
【預期成效】 

本學程結合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各系之間專業課程與各系精選特色課程，預期達到培

訓學生具有更精進之觀光餐旅暨管理相關從業概念；除增進學生生實習與就業技能，

另促進人力資源充分運用，提高畢業生就業率。 



萬能科技大學跨院、系學程修讀申請表  (107入學適用) 
系 別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E-mail  

學程開課院系別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系、 
行銷系、企管系、資管系 

學 程 名 稱 觀光餐旅暨管理多元學習學程 學程應修畢最低學分 18 學分 

學 程 說 明 

學生修得學程內課程 18 學分以上(含)，其中包含學程必修課程計 12 學分，須

全部修畢；選修課程：跨域特色課程，至少須修過 3 門為他系所開之課程。本

學程之課程及學分是否採計於畢業學分，由各系自行認定。其餘注意事項詳見

萬能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辦法。 

   

學 程 科 目 科目代碼 
選課 
() 

學分 
(時數) 

所屬 
學期 

修課別 
(必/選) 

學期 
成績 

1. 觀光餐旅概論  一上 2(2)  必修  
2.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一下 2(2)  必修  
3. 經營管理概論  一上 2(2)  必修  
4.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一下 2(2)  必修  
5. 旅行業概論  一上 2(2)  必修  
6. 博弈事業概論  一上 2(2)  必修  
7. 觀光資源概要  一下 2(2)  必修  
8. 食物製備原理  一上 2(2)  必修  
9. 食材辨識與機具維護  一上 2(2)  必修  
10. 營養學  一下 2(2)  必修  
11. 旅館管理概論  一上 2(2)  必修  
12. 形象塑造與社交禮儀  一上 2(2)  必修  
13. 旅館安全與衛生管理  一下 2(2)  必修  
14. 運輸學  一上 2(2)  必修  
15. 航空暨運輸英語  一上 2(2)  必修  
16. 航空暨運票務實務  二上 2(2)  必修  
17. 網頁設計  一上 3(3)  必修  
18. 電子商務概論  一下 3(3)  必修  
19. 行銷管理  一上 3(3)  必修  
20. 物流管理  一下 3(3)  必修  
21. 財務管理  二上 3(3)  必修  
22. 人力資源管理  二下 3(3)  必修  
23. 跨域特色課程  一下 2(2)  選修  
24. 跨域特色課程  一下 2(2)  選修  
25. 跨域特色課程  二上 2(2)  選修  
導 師 簽 核 本系系主任簽核 開課系承辦人簽核 開課系系主任簽核 院 長 

     

修畢學程資格審查 □符合核發學程証明書資格 □不符合 審查人簽核  

教 務 處 審 核  □符合核發學程証明書資格 □不符合 審查人簽核  



學生修讀學程注意事項：(有關學生部分) 
第一條 學生修畢各學程最低學分數依各學程規定。 
第二條 學生修讀各學程之科目學分，除另有規定者外，均得列入其畢業學分數計算，其成績計算方式應

依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修讀學程，不受各系選修外系學分數上限規定之限制，如因修讀學程課程，須延長修業年限

者，至多以二年為限。 
第四條 學生修讀學程向各學程設置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修讀。修讀各學程之學生，其選課及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悉依本校學則及教務規章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流程： 
 
 
  
 
 
 
 
 
 
 

學生每學期至學程

開課單位填申請表

(選課)並上網選課 

學程設置單位留存申請表， 
各影印一份於教務處、院存查， 
並 審 查 修 畢 學 程 資 格 

教務處註冊組查核

核 發 學 程 証 明 書 
各 單 位 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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