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 

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理由說明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培育中等

學校各學科（領域、群科）

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

照表實施要點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專門中

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實施要點 

配合「中等學校各任

教學科領域群科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

程科目及學分對照

表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母法）修訂法規

名稱。 

一、為提供本校學生辦理中等 

    學校任教專門科目認定之 

    依據，特依「師資培育法」 

    第七條及「中等學校各任 

    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本 

    要點。 

一、國立高雄餐旅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為加強未來教師任教學

科、領域專長之專門知能

，依「師資培育法」第二

條、第七條，「師資培育

法施行細則」第三條，及

「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領

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

施要點」，訂定本要點。 

一、明確立法目的及

    依據。 

二、調整及修正文字

    以行文簡潔。 

二、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 

    程，分為「餐旅群-觀光事 

    業科」及「餐旅群-餐飲管 

    理科」二科。 

二、本中心培育之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分為「餐

旅群-觀光事業科」及「餐

旅群-餐飲管理科」二科。

修正文字以行文簡

潔。 

三、申請任教學科（領域、群 

    科）教師證書登記名稱以 

    專門課程一覽表所列之學 

    科（領域、群科）為準。  

 

三、本要點所稱教育專門課

程科目，可參閱本校培育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

專門課程「餐旅群-觀光

事業科」及「餐旅群-餐

飲管理科」科目及學分對

照表。 

修正文字說明認證

依據。 

四、本校專門課程對照表之科 

    目分成必備與選備科目， 

    必備科目係指擔任各該任 

    教學科（領域、群科）教 

    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 

    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擇修 

    習之科目。 

 

四、本中心培育之師資職前

教育專門課程，依教育部

核定本校各學科要求之

課程學分數： 

 (1)觀光事業科「規劃總

學分數」為 60，應修畢

之「要求總學分數」為

30。其中，要求必備學

分數為 18，要求選備學

分數為 12。 

(2)餐飲管理科「規劃之

修正及刪除部分文

字以簡要說明專門

課程科目分類。 



總學分數」為 60，應修

畢之「要求總學分數」

為 30。其中，要求必備

學分數為 18，要求選備

學分數為 12。 

必備學分超過時，可挪

為選備學分計算，但選

備學分超過時，不得充

當為必備學分。 

五、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採認 
    原則： 
（一）於本校所修習之科目名稱

及學分數與本校專門課

程對照表規定之科目學

分相同者，得予採認；於

他校修習或科目名稱相

近者，均由相關科別之任

教單位專業審查認定

之，其認定結果並送師培

中心存參。 
（二）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超過

「本學分對照表」規定之

學分數者，以本學分表所

列學分數為準，但必修學

分仍應修足規定之學分

數方得採認；反之，如所

修習之科目學分數未達

規定之學分數時，則不予

採認。 
（三）全年修習之科目僅修習一

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

績及格者，均不予採認。 
（四）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

課程科目名稱，以不得相

同或相似為原則，並不得

重複採計學分。 

五、專門課程各科目之採計

學分數以二學分至六學

分為原則，不得超過六學

分。超過者，以六學分計

入要求總學分數。但實修

學分應列在專門課程學

分表內。 

二、具體說明科目及

    學分採認規定 

    並做文字修正。

六、專門科目之學分是否計入原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學

分，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認定之，但其成績計入原

系所（學位學程）計算。

其修習學分數之限制與成

績不及格之相關規定，悉

依本校學則一併處理。 

 一、本點新增。 

二、依本校 185 次行

    政會議決議訂 

    定。 

七、本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

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教育部 99 



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

他任教學科（領域、群科）

專門課程，規定事項如下： 
（一）請於預計修習其他任教學

科（領域、群科）專長專

門課程前向本校提出申

請修習。  
（二）如未向本校申請修習，且

自行修習其他任教學科

（領域、群科）者，則以

提出申請年度，本校報經

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

課程之版本作為認定依

據。  
（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向本校

申請其他任教學科（領

域、群科）專門課程時，

如經認定專門課程仍有

學分不足之問題，得向本

校申請隨班附讀補修學

分，隨班附讀辦法由本校

另定之。 

    年 8 月 16 日台 

    中（二）字 

    0990140446 

   號函說明規範修 

   習其他任教學科 

   專門課程及補修 

   學分之相關規 

   定。 

八、本校專門課程對照表由各學

科專門課程認定小組擬訂，

並徵詢有關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取得共識後，送

師資培育中心彙整，循行政

程序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  

六、各學科專門科目認定之

依據，由各學科認定小組

擬訂，並徵詢有關學系、

所，取得共識後，送師資

培育中心彙整，循行政程

序報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後實施。 

一、點次變更。 

二、依母法第三點

第二款修訂。 

九、各學科認定小組之組成，由

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組

成。其成員超過一科系所以

上時，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洽請認定小組成員中之科系

所(學位學程)主任一人擔任

小組召集人。 

七、各學科認定小組之組

成，由相關科系所組

成。其成員超過一科系

所以上時，由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洽請認定小組

成員中之科系所主任一

人擔任小組召集人。 

點次變更並做文字

修正。 

十、對各學科專門科目及學分有

疑義時，應由各學科認定小

組認定之。 

八、對各學科專門科目及學

分有疑義時，應由各學科

認定小組認定之。 

點次變更。 

 十、各學科認定小組原則上

每學年檢討修正各學科

專門科目一次，如有新增

或修訂，循行政程序報請

核備。 

一、本點刪除。 
二、學分表修正程序

    移列修正之第 
    十三點。 

十一、本校辦理專門課程科目認  一、本點新增。 



證以經報部核定後之版

本為依據，並依學生取得

教育學程修習資格年度

後之版本擇一採認。 

二、明定學分表適用

    對象。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

依相關法規辦理。 
 本點新增。 

十三、本實施要點及學分表經本

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實施要點經本校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後，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後

亦同。 

一、點次變更。 
二、依母法第三點第

    二款修訂修法 
    程序。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 

及學分實施要點 

97.6.30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123900 號函同意修正 

99.11.14 本校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餐旅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為加強未來教師任教學科、領域專長之專門知

能，依「師資培育法」第二條、第七條，「師資培育法施行細則」第三條，及「中等學校各任

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培育之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分為「餐旅群-觀光事業科」及「餐旅群-餐飲管理科」

二科。 

三、本要點所稱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可參閱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餐旅群-觀

光事業科」及「餐旅群-餐飲管理科」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四、本中心培育之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依教育部核定本校各學科要求之課程學分數： 

 (1)觀光事業科「規劃總學分數」為 60，應修畢之「要求總學分數」為 30。其中，要求必備學

分數為 18，要求選備學分數為 12。 

(2)餐飲管理科「規劃之總學分數」為 60，應修畢之「要求總學分數」為 30。其中，要求必備

學分數為 18，要求選備學分數為 12。 

必備學分超過時，可挪為選備學分計算，但選備學分超過時，不得充當為必備學分。 

五、科目及學分採認原則 

（一）於本校所修習之科目名稱及學分數與本校專門課程對照表規定之科目學分相同者，得予

採認；於他校修習或科目名稱相近者，均由相關科別之任教單位認定之，其審查認定結

果並送師培中心存參。 

（二）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超過「本學分對照表」規定之學分數者，以本學分表所列學分數為

準，但必修學分仍應修足規定之學分數方得採認；反之，如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未達規

定之學分數時，則不予採認。 

（三）全年修習之科目僅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均不予採認。 

（四）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不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不得重複採計學

分。 

六、各學科專門科目認定之依據，由各學科認定小組擬訂，並徵詢有關學系、所，取得共識後，送

師資培育中心彙整，循行政程序報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各學科認定小組之組成，由相關科系所組成。其成員超過一科系所以上時，由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洽請認定小組成員中之科系所主任一人擔任小組召集人。 

八、對各學科專門科目及學分有疑義時，應由各學科認定小組認定之。 

九、各學科認定小組原則上每學年檢討修正各學科專門科目一次，如有新增或修訂，循行政程序報

請核備 

十、本實施要點經本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底線表修正處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領域、群科）教師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97.6.30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123900 號函同意修正 

99.11.14 本校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臨時校務會議通過 
100.7.25 本校 9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7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修正 

第 1、3、4、5、6、7、8、9、10、11、12、13、14 點 
100.11.17 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7.11 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128540 號函修正核定 
 

 

一、為提供本校學生辦理中等學校任教專門科目認定之依據，特依「師資培育法」第七條及「中等

學校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分為「餐旅群-觀光事業科」及「餐旅群-餐飲管理科」二科。 

三、申請任教學科（領域、群科）教師證書登記名稱以專門課程一覽表所列之學科（領域、群科）

為準。 

四、本校專門課程對照表之科目分成必備與選備科目，必備科目係指擔任各該任教學科（領域、群

科）教師必須修習之科目；選備科目則指可以自由選擇修習之科目。 

五、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採認原則： 
（一）於本校所修習之科目名稱及學分數與本校專門課程對照表規定之科目學分相同者，得予

採認；於他校修習或科目名稱相近者，均由相關科別之任教單位專業審查認定之，其認

定結果並送師培中心存參。 
（二）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超過「本學分對照表」規定之學分數者，以本學分表所列學分數為

準，但必修學分仍應修足規定之學分數方得採認；反之，如所修習之科目學分數未達規

定之學分數時，則不予採認。 
（三）全年修習之科目僅修習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均不予採認。 

（四）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不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不得重複採計學

分。 

六、專門科目之學分是否計入原系所（學位學程）學分，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認定之，但其成績

計入原系所（學位學程）成績計算。其修習學分數之限制與成績不及格之相關規定，悉依本校

學則一併處理。 

七、本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他任教學科（領

域、群科）專門課程，規定事項如下： 

(一)請於預計修習其他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前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  

(二)如未向本校申請修習，且自行修習其他任教學科（領域、群科）者，則以提出申請年度，

 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之版本作為認定依據。  

(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向本校申請其他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專門課程時，如經認定專門課

程仍有學分不足之問題，得向本校申請隨班附讀補修學分，隨班附讀辦法由本校另定之。 

八、本校專門課程對照表由各學科專門課程認定小組擬訂，並徵詢有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取得共識後，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循行政程序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九、各學科認定小組之組成，由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組成。其成員超過一科系所以上時，由師資

培育中心主任洽請認定小組成員中之科系所(學位學程)一人擔任小組召集人。 

十、對各學科專門科目及學分有疑義時，應由各學科認定小組認定之。 



十一、本校辦理專門課程科目認證以經報部核定後之版本為依據，並依學生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年度後之版本擇一採認。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 

十三、本實施要點及學分表經本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