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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本位課程發展使用相關文件時程管控表 

階段 文件名稱 完成期限 備註 

課程發展階段 

表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表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表 A3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職稱摘要 

     院部訂一般科目及專業科目必修學分數 

     院四年制技大課程結構 

109.9 

 

表 A4-1  第一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4-2  第二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4-3  第三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5-1  代表性工作職稱一般能力統整表 

表 A5-2  代表性工作職稱專業能力統整表 

表 A6    一般知能分析表 

表 A7    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109.9 

 

教學規劃階段 

表 A8    知能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表 A9    系科課程學分對照表 

表 A10-1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表 A10-2實習及實驗課程綱要表 

109.9 

1.檢附必選修課程總表 

2. 課 程 綱 要 得 依 表

A10-1、A10-2 或由各系

自訂格式或依學校教學

大綱格式 

課程評鑑階段 表 A-11課程發展評鑑檢核表 依新課程實施時間表 

 

備註： 

1.109學年度規劃之本位課程成效，請配合修正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課程總表。 

2.系科本位課程成效須送系課程委員會審核，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3.109學年度本位課程資料紙本請依管控時程表規定期限擲交教務處課務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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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本位課程規劃 系科檢核表【109入學年新生適用】 

系科 保健食品系 

規劃學制 
¢日四技   □進修部四技 

□進二專   □進二技 

本位課程

規劃委員 

校內委員 
黃仕政 張佑安 陳冠仲 

李淑玲 歐欣泙  

校外委員 

游蕙慈 楊勝元 賴英瑄 

   

   

   

   

召開會議 
日期 109年  10 月 27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規劃之模組名稱 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保健食品品質與功能 

畢業門檻/ 

專業證照規定 

1. 學生應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自行至臺灣

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修習指

定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明，使得提出專題

製作口試。 

2. 專業證照:在校期間至少需取得 1 張勞動

部相關證照，否則需加修證照實務相關課

程並通過證照考試，若仍未通過，需再加

修 2 門專業課程，畢業學分至少應達 132

學分。 

系科主任核章	 	 	 	 	 	 	 	 	 學院院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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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保健食品系課程發展使用表件流程說明 

一、 本手冊將技專院校發展學校本位系科課程區分為十一個步驟，十四張表件，整體課程發

展使用表件流程如圖 1-1所示。 

二、 為能讓使用者簡捷明瞭各階段所涵蓋的內容，亦將各階段所須之工作要項、說明及工作

表格整理於表 1-1；若需各階段詳細說明，則請參閱「技專校院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

參考手冊計畫」之期末報告書。 

三、 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各階段亦包含數個行動步驟，每一步驟之過程或結果所需使用的表件，

為便於查詢對照使用，均列於表 1-2「課程發展表件一覽表」。 

四、 如僅局部修訂課程可選擇部分階段修正實施，亦即本模式可視實際需要彈性運用。例如

為配合科技發展，某系僅修訂專業課程，則可自第三步驟開始實施。 

五、 表 A10-1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表 A10-2實習或實驗課程綱要表，及表 A11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評鑑表，係提供各系科在規劃課程時能更周延完整。 

六、 根據上述步驟所發展之課程最後應以課程架構圖呈現，以供讀者了解該系科各課程之定

位與其他課程之銜接關係，舉例如圖 1-2所示。 

七、 表 A11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評鑑表，係針對系所發展的課程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精

神加以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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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表件編號 使用表件名稱 

     

 
檢視我國產業發展特色、產

業結構的變遷及未來五年之

後是否仍有該產業的需求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參考報章雜誌或人力求才網

站的廣告，列出該系科畢業

生可擔任之工作名稱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依「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

列出該系科可從事工作之小

類名稱(三碼者)。 

 A3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職

稱摘要表 

     

 分析三個代表性工作內容列
出職責與任務，並將所需的

職責與任務劃分為一般能力

及專業能力兩類 

 A4-1 第一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A4-2 第二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A4-3 第三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整併共同的工作職責與任務  A5 代表性工作職稱能力統整表 

     

 
分析欲達成代表性工作任務

所應具備的一般知能 
 A6 一般知能分析表 

     

 
分析欲達成代表性工作任務

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 
 A7 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彙整一般及專業知能，並填

入適當的科目名稱 
 A8 知能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考慮師資、設備(含現有、添

購或統整其他系科設備) 

後，訂定一般及專業科目的

學分比例與必選修之學分數 

 A9 系科課程學分對照表 

     

 

考慮知識體系的完整性並依

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

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

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及

確立教學目標 

 
A10-1 

A10-2 

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實習或實驗課程綱要表 

     

 
針對所發展的課程以學校本

位課程發展的精神加以評鑑 
 A11 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評鑑檢核表 

圖 1-1  技專校院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使用表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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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工作要項、說明及其對應工作表格 

工  作  要  項            說   明 工作表格 

表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檢視我國的產業發展的特色

與產業結構的變遷未來五年

之後是否仍有該產業的需

求，並考慮表 A1相關因素，
自行檢核後填入該表。 
 

表 A1 

 

 

 

 

表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參考報章雜誌或人力求才網

站的廣告，列出該系科畢業

生可擔任之工作名稱填入表

A2中。 

表 A2 

 

詢問相關業者看法至少各三

人，將該系科畢業生可擔任之

工作名稱填入表 A2中。 

表 A3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

職稱摘要表 
 

請依「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

之系統說明，輸入系科相關關

鍵字，將可發現從事該系科相

關之職業名稱與不同職業等

級之工作內容。其中「代表性

工作」相當於職業分類典中的

中類(二碼者)，「工作名稱」

相當於職業分類典中的小類

(三碼者)。「工作名稱」欄請

填入職業分類典中該系科可

從事工作之小類名稱 (三碼

者)。 

表 A3 

 

請將表 A2中所列性質相近的
工作名稱加以歸類，並歸類出

至少有三個代表性的工作填

入表 A3，而歸納出來的「代
表性工作」須至少涵蓋所屬工

作名稱的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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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1 第一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4-2 第二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4-3 第三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針對表 A4中之代表性工作，
進行能力分析。將表 A4中中
的三個代表性的工作內容加

以分析，分析各工作內涵所需

的工作職責與任務，如表

A4-1~A4-3所示。此三表格乃
在分析各代表性工作之職責

與任務，並將所需的職責與任

務劃分為一般能力及專業能

力兩類填入表中。 

表 A4-1  

表 A4-2  

表 A4-3 

表 A5 代表性工作職稱能力統整表 

 

將表 A4中的職責或任務整併
為共同的工作職責與任務，相

同者不必重複陳列，代表性工

作能力統整表如表 A5所示。 

表 A5 

表 A6 一般知能分析表 
 

表 A6 乃在分析欲達成表 A4

所列的工作任務所應具備的

一般及專業知能，一般知能包

括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

等，請填入表 A6。 

表 A6 

表 A7 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表 A7 乃在分析欲達成表 A4

所列的工作任務所應具備的

專業知能，專業知能包括專業

技術知識及專業基礎知識，請

填入表 A7。 

表 A7 

表 A8  知能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表 A8為欲成立系科之能力、

知識與課程對照分析表該表

之內容係彙整表 A6 及表 A7

中的一般及專業能力，並尋求

適當的科目名稱填入。 

 

 

表 A8 

表 A9 系科課程學分對照表 表A6及表A7能力分析的結

果，將可作為規劃科目名

稱、科目目標、確立課程大

綱、教學設備的依據，並藉

此發展培育上述工作能力之

課程，並分別填入表 A8、表

A9、表 A10中。 

表 A9 



8 

考慮師資、設備(含現有、添

購或統整其他系科設備 ) 

後，訂定一般科目及專業科

目的學分比例與必選修之學

分數，填入表 A9中。 

 

表 A10-1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請考慮知識體系(學科)完整

性並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

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

將表A8中的各該科目應包括

之知能填入內容綱要欄中，並

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並

確立教學目標。 

表 A10-1 

表 A10-2 實習及實驗課程綱要表 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

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將

表A8中的各該科目應包括之

職責填入單元主題，並將該職

責之任務及該任務相對應之

相關知能分別填入表中的技

能項目及相關知識欄中，並擬

訂單元名稱並確立教學目標。 

表 A10-2 

表 A11 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評鑑檢核

表 
係針對所發展的課程以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精神加以評

鑑。 

表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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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技專校院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使用相關表件一覽表 

填表步驟 表格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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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表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表 A3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職稱摘要 

表 A4-1  第一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4-2  第二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4-3  第三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表 A5-1 代表性工作職稱一般能力統整表 

表 A5-2 代表性工作職稱專業能力統整表 

表 A6  一般知能分析表 

表 A7  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表 A8  知能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表 A9  系科課程學分對照表 

表 A10-1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表 A10-2實習及實驗課程綱要表 

表 A-11課程發展評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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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健食品系之課程架構圖 

ᅺγ*ፐำӦკ֖(سࠔ१଼ߥ

ػҞ
໒วࠔ१଼ߥ
!!!ᆶౢᇙ

፦ࠔࠔ१଼ߥ
!!!ᆶфૈ

ԃભ
!ፐำ

ଣ୷ᘵፐำ ӅӕѸঅ
!!!!!!!!!଼நౢཷፕ
Introduction to Health Industry

நහࢲ!Fdpotpo

!!!!!!!!!१ࠔᆶᔼᎦཷፕ
Introduction of Food and Nutrition

!१ᆶғࢲ
Diet and life

଼நᎦғ!Ifbmui!sfhjnfo

३ނ!Wbojmmb!qmbou

!!!!ύ୯ЎᏢ
Chinese literature

!!!!!ᔈҔύЎ
Bqqmjdbujpo!Dijoftf

मЎ)*Fohmjti!2

मЎ)Β*Fohmjti!3

!!!!!!!!ၗૻཷፕ
Jouspevdujpo!up!Jogpsnbujpo

!!!!!Οബፐำ
Three Creation Course

!୍ܺᏢಞ)*)Β*
Tfswjdf!mfbsojoh!2-!3
!!!!ᡏػ)*)Β*
qiztjdbm!fevdbujpo!2-!3

ӅӕѸঅ ਡЈፐำس ໒วᆶౢᇙኳಔࠔ१଼ߥ ፦ᆶфૈኳಔࠔࠔ१଼ߥ

໒วᆶౢᇙኳಔࠔ१଼ߥ ፦ᆶфૈኳಔࠔࠔ१଼ߥ

!!!!ΓЎ᛬ೌ)*)Β*
Ivnbojujft!boe!Bsut!2-!3

*નᎦ)*)Βޗ!!
Tpdjbm!mjufsbdz!2-!3

!!!!!!ද೯ғނᏢᆶჴᡍ
Hfofsbm!Cjpmphz!boe!Fyqfsjnfou

!!!ද೯ϯᏢ
Hfofsbm!Difnjtusz!

!!!!!༾ғނᏢᆶჴᡍ
Njdspcjpmphz!boe!Fyqfsjnfou

ᔼᎦᏢOvusjujpo

!!!!!ϩϯᏢ
Bobmzujdbm!Difnjtusz!

ғᏢQiztjpmphz!

!!!!!!!१ࠔ༾ғނᆶჴಞ
Gppe!Njdspcjpmphz!boe!Joufsotijq

!!!मЎᏤ᠐
Qspgfttjpobm!Fohmjti

!!!!!ᑧ१ीᆶჴಞ
Nfbm!Eftjho!boe!Joufsotijq

ಔᙃᎦނ଼ߥ!!!!!!!
Nfejdjobm!Qmbout!Ujttvf!Dvmuvsf

ፕཷࠔ१଼ߥ!!!!!!
Introduction to Health Food

ᚲ଼ߥނ१ࠔQfu!Ifbmui!Gppe

              εໆ१ނᇙഢ
Mbshf!Bnpvou!pg!Gppe!Qsfqbsbujpo!boe!Fyqfsjnfou

วሇᏢGfsnfoufe!Gppe

!!!ྣჴ୍)*
Mjdfotf!qsbdujdf!2

!!!!ύᛰཷፕ
Introduction to Herb

!!!!!!१ނᏢচ
Qsjodjqmft!pg!Gppe!Tdjfodf

!!!ྣჴ୍)Β*
Mjdfotf!qsbdujdf!3

!!१ᎦғᏢ
Diet and Health

!!!!!!!!ғڮයᔼᎦᆶ଼ߥ
Mjgfujnf!Ovusjujpo!boe!Ifbmui!Dbsf

Βԃભ
!ፐำ

Οԃભ
!ፐำ

Ѥԃભ
!ፐำ

!!ԾฅࣽᏢ)*)Β*
Obuvsbm!Tdjfodf!2-!3
!!ғࢲᔈҔ)*)Β*
Mjgf!Bqqmjdbujpo!2-!3

ӅӕѸঅ ਡЈፐำس
!ғނϯᏢ
Cjpdifnjtusz
!!१ࠔϯᏢ
Gppe!Difnjtusz
!!१ࠔϩ
Food Analysis

!!!!!!!१ࠔуπᆶჴಞ
Gppe!Qspdfttjoh!boe!Joufsotijq

!!!!!!१ࠔϩჴಞ
Gppe!Bobmztjt!Joufsotijq
!!!!ғނϯᏢჴᡍ
Cjpdifnjdbm!Fyqfsjnfou
!!!१ࠔፁғᆶӼӄ
Gppe!izhjfof!boe!tbgfuz

໒วᆶౢᇙኳಔࠔ१଼ߥ ፦ᆶфૈኳಔࠔࠔ१଼ߥ
              १ᛰҔ⏯ғౢೌמ
Fejcmf!boe!Nfejdjobm!Nvtisppnt!Qspevdujpo!Ufdiopmphz

!!१ࠔғೌמނ
Gppe!Cjpufdiopmphz
ຑࠔૈ۔!!! 
Sensory evaluation

        ၭౢᇙᏢ
Bhsjdvmuvsbm!Nbovgbduvsjoh

!!!ऍ଼ߥ१ࠔ
Beauty Health Food

!!!!!!!ᐒૈ܄ԋϩϩ
Gvodujpobm!Dpnqpofou!Bobmztjt

ᚒᖱ০ࠔ१଼ߥ!
Ifbmui!Gppe!Tfnjobs

       १ࠔфૈ܄ᆶӼӄ܄ຑ
Gppe!gvodujpobmjuz!boe!tbgfuz!bttfttnfou

!!!!!१ࠔፁғݤೕ
Gppe!Izhjfof!Sfhvmbujpot
     १ࠔሺᏔϩ
Gppe!Jotusvnfou!Bobmztjt

 १ࠔబуނ
Food Additives

        १ࠔхးϐфૈᆶӼӄ
Gvodujpo!boe!Tbgfuz!pg!Gppe!Qbdlbhjoh

!!!ғࢲᔈҔ)Ο*
Mjgf!bqqmjdbujpo!4

ӅӕѸঅ ਡЈፐำس
   १ൂࠔϡᏹբ
Gppe!Voju!Pqfsbujpo

!!!!!१ࠔӼӄᆅسڋ
Gppe!Tbgfuz!Dpouspm!Tztufn

!!ғނी
Biostatistics

 ᚒᇙբ)*)Β*
Tqfdjbm!Qspkfdu2-3

໒วᆶౢᇙࠔ१଼ߥ!!!!!!!!!
Ifbmui!Gppe!Efwfmpqnfou!boe!Qspevdujpo

Չᎍᆶᆅࠔ१଼ߥ        
Ifbmui!Gppe!Nbslfujoh!boe!Nbobhfnfou

໒วᆶౢᇙኳಔࠔ१଼ߥ ፦ᆶфૈኳಔࠔࠔ१଼ߥ

!!!!!!!!ਠѦౢჴಞ
Pgg.dbnqvt!Joevtusz!Joufsotijq
         १ࠔຟӸᆶߥᙒೌמ
Gppe!Tupsbhf!boe!Qsftfswbujpo!Ufdiopmphz

!!!!!ਠѦჴಞ
Pgg.dbnqvt!Joufsotijq

      !ബཀౢࠔ໒ว
Dsfbujwf!Qspevdu!Efwfmpqnfou

  ३१ࠔ
Wbojmmb!Gppe

   १ࠔࠔ፦ᆅڋ
Food Quality Control

   ၮ଼ߥ१ࠔ
Tqpsut!Ifbmui!Gppe

!!!!!१ࠔ॥ᓀϩᆶᆅཷፕ
Jouspevdujpo!up!Gppe!Sjtl!Bobmztjt!boe!Nbobhfnfou

     १ࠔπቷᆅ
Gppe!Gbdupsz!Nbobhfnfou

      !ᡏख़ᆅ଼ߥ१ࠔ
Xfjhiu!Nbobhfnfou!Ifbmui!Gppe

!!!!!!!!१ࠔᇡჴ୍
Gppe!Dfsujgjdbujpo!Qsbdujdf

ૈΚ

ၗԏϷᔈҔ

ᇟقϷЎӷၲ߄

Չ٣୍ϐՉ
ი໗ᆒઓϷπբউޑᇡޕ

ڀഢૈΚ

१ࠔᔠᡍϩ

१ࠔπቷፁᆅ
ᇙࣴࠔ१଼ߥ

ᔼᎦቶ௲ػ



11 

貳、本位課程發展相關使用表件 

表 A1 增調系科考慮因素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1.配合國家發展需求………..………..………. 

2.結合地區產業特色…………………..……… 

3.提供產業結構人力需求…………………….. 

4.合乎目前求職求才現況…………………….. 

5.結合學校發展特色與中長程發展目標……. 

6.目前其他學校設置情形與招生情形)………. 

7.鄰近國家人力情形………………………….. 

配合þ 不配合o 

配合þ 不配合o 

配合þ 不配合o 

配合þ 不配合o 

配合þ 不配合o 

已參考þ 未參考o 

已參考þ 未參考o 

填表說明： 

1.填表時，請參閱下列相關資料填答，依實際情形自行勾選þ，勾選「配合及已參考」
者請檢附相關資料。 

2.表中的檢核項目均應確認是否有欲增調系科的未來人力需求。 

3.表中「配合國家發展需求」、「結合地區產業發展」，請參閱下列統計資料： 
(一)2018 年國內保健食品產值約為新臺幣 830 億，較 2017 年成長約 7.1%，
主 要由於國人健康意識提升、人口結構趨向高齡化及少子化，預防保健意識抬 
頭，使得保健食品需求漸增。 
(二)進、出口值方面，2018 年進口值約為新臺幣 330 億元，較 2017 年成長
約 4%;出口值約為新臺幣 215 億元，較 2017 年成長約 20%，成長力道強勁 
(出口國以中國大陸及新南向國家為大宗)，顯示保健食品除內需持續升溫外， 
業者亦積極拓展外銷市場。 
(三)目前國內市售之保健食品，以產品型態來看，最多者為飲品型態(約佔 46%)， 
其次為一般食品型態(約佔 24%)。未來預估仍將以具方便及易吸收特性之 飲品
為主，並將朝著融合日常飲食、貼近日常生活且更多元之產品型態發展， 其中
以穀類為載體之日常食品(如穀物棒、穀類休閒食品等)是較具開發潛 力之類
型。 
(四)以訴求功效來看，目前主力為調節血脂、腸胃道保健及免疫調節，未來則
以 護眼(包括緩解視疲勞)及免疫調節為訴求功效之產品最具發展潛力;而販售
通路除傳統實體店面及傳、直銷外，預估未來網購電商通路佔比將有明顯 之成
長。 

4.表中「提供產業結構人力需求」，請參閱下列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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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高齡化所衍生對於保健食品相關需求，帶動產業成長，依據調查及推
估結果，109-111 年保健食品產業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約為  1,260~1,400 
人。 

 

5.表中「合乎目前求職求才現況」，請參閱下列統計資料： 
(1) 以下摘述保健食品產業所缺人才之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人才需求條
件 彙總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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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中「目前相關科系的設立情形」，請參閱教育部技職司的技職教育傳播網或高教
司網站。 

7.如果上述考慮事項的答案多數為「配合」，則可考慮設立該系科。 

 
 

表 A2 增調系科畢業生之工作檢核表 

欲設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工作名稱 

該
系
科
畢
業
生
可
從
事
之
工
作 

1.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師 

2. 保健食品研發人員 

3. 食品研發助理 
4. 食品檢驗分析員 
5. 食品技師 
6. 檢驗研究助理 
7. 食品工廠品保人員 
8. 衛生管理人員 

9. 品質管制員 

10. 保健食品專業行銷員 

11. 營養諮詢助理 
12. 研究助理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已查過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 

2. 已參考報刊雜誌或人力求才網站的廣告.. 

3. 已詢問相關產官學界人士其中業界至少
三位以上………………………………….. 

4. 可培養該系科之畢業生從事三項以上的
工作……………………………………….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1.填表時，請參閱下列相關資料填答，依實際情形自行勾選þ。 

2.「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請參閱「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的網站。 

3.請參考報刊雜誌或人力求才網站的廣告，列出該系科畢業生可擔任之工作名稱。 

4.查詢時應考慮未來的人力需求，較常見的人力銀行網站如:  
(1) 104人力銀行 

(2) 1111人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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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1人力銀行(網頁己不存在) 

(4)青輔會求職求才資料庫(己更名為全國 E網,網址為：http://www.ejob.gov.tw/) 

(5)My Job人力銀行 

 
 

表 A3系科畢業生之代表性工作職稱摘要表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工作名稱 代表性工作職稱 

保健食品研發工程師 

保健食品研發人員 

食品研究助理 

1. 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人員 

食品技師 
檢驗研究助理 
食品工廠品管人員 

衛生管理人員 

食品品質管制人員 

食品工廠品保人員 

2. 食品 (或餐飲 )業之分

析、衛生與管理人員 

保健食品專業行銷員 

營養諮詢助理 

研究助理 

3. 營養推廣教育人員 

填表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歸納出來的「代表性工作職稱」是否涵蓋了所屬工作名
稱的 70%以上…......................... 

2. 是否歸納出至少三個代表性工作職稱……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請將表 A2中所列性質相近的工作名稱加以歸類，並歸類出至少三個代表性的工作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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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1 第一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代表性工作職稱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1. 保健食品開發與
產製人員 

一
般
能
力 

G-1-1電腦操作 G-1-1-1了解電腦硬體 

G-1-1-2了解系統軟體 

G-1-1-3了解應用軟體 

G-1-1-4了解資料管理 

G-1-1-5了解多媒體應用 

G-1-1-6了解網際網路 

G-1-1-7了解網路安全 

G-1-2英文運用 G-1-2-1看懂英文專業文件 

G-1-2-2口說英文 

G-1-2-3撰寫英文文稿 

G-1-2-4能聽懂英語 

G-1-3工作態度 G-1-2-1具敬業精神 

G-1-2-2具職業道德 

G-1-2-3具團隊合作精神 

G-1-2-4具主動積極精神 

專
業
能
力 

P-1-1食品科學 P-1-1-1了解營養素之來源及其功能 

P-1-1-2運用營養知識改善健康 

P-1-1-3了解不同食材的用途 

P-1-1-4了解食品可能會對身體造成
的危害，及預防的方法 

P-1-1-5了解目前有哪些食品加工技
術 

P-1-1-6了解食品中主要成分的化學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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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保健食品開發能
力 

P-1-2-1基礎食品加工製造能力 

P-1-2-2 創意產品開發能力 

P-1-2-3保健食品產製能力 

P-1-2-4食品單元操作能力 

P-1-2-5管理食品工廠能力 

P-1-2-6管制食品品質的能力 

P-1-3食品生物技術應用
能力 

P-1-3-1瞭解食品生物技術之基本原理

與其技術之應用 

P-1-3-2具備食品生物技術知識 

P-1-3-3 食品生物技術在保健食品開
發之運用 

P-1-4 保健食品發展趨
勢 

 P-1-4-1了解保健食品的意義與區分 

P-1-4-2了解保健食品的種類 

P-1-4-3了解保健食品安全性與功效性

評估 

P-1-4-4了解中藥材與藥膳保健性產品 

P-1-4-5了解保健食品如何開發 

P-1-4-6了解保健食品未來發展趨勢 

P-1-4-7了解保健食品之購買及服用注

意事項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所列的職責是否有完全涵蓋該工作........................ 

2. 所列的任務是否有完全涵蓋該職責........................ 

3. 是否有教師專家與業界人士共同分析…………… 

4. 職責是否採用先名詞後接動詞敘述………………. 

5. 任務是否採用先動詞後接名詞敘述……………… 

6. 所列的職責是否不超過十八個…………………… 

7. 所列的任務是否不超過六十個………….………..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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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責為完成某項代表性工作職稱的主要部分，正如課本中的章，把整本課本分為幾個
概括的部分，例如秘書工作可分為：文書處理、客人接待、公文收發等項。職責撰寫

時通常採名詞加動詞方式，如：文書處理。 

2.任務為完成某項職責中工作者應達成的部分，正如課本中每章的節，例如文書處理可
分為：輸入文字、排版、列印試算表等項。任務撰寫時通常採動詞加名詞方式，如：

更換火星塞。 

3.代表性工作職稱所需的職責及任務再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一般能力(如:問題解決、
人際溝通…等)；第二大類為專業能力(如:度量口腔溫度、沖泡單品咖啡、灌充汽車冷
煤…等)。 

 
 

表 A4-2 第二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代表性工作職稱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2. 食品(或餐飲)業
分析、衛生與管

理人員 

一
般
能
力 

G-2-1電腦操作 G-2-1-1了解電腦硬體 

G-2-1-2了解系統軟體 

G-2-1-3了解應用軟體 

G-2-1-4了解資料管理 

G-2-1-5了解多媒體應用 

G-2-1-6了解網際網路 

G-2-1-7了解網路安全 

G-2-2英文運用 G-2-2-1看懂英文專業文件 

G-2-2-2口說英文 

G-2-2-3撰寫英文文稿 

G-2-2-4能聽懂英語 

G-2-3從事研究之能力 G-2-3-1能搜尋專業資料 

G-2-3-2能閱讀專業期刊 

G-2-3-3能了解統計方法 

G-2-3-4能設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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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3-5能進行實驗 

G-2-3-6能分析資料 

G-2-4工作態度 G-2-4-1具敬業精神 

G-2-4-2具職業道德 

G-2-4-3具團隊合作精神 

G-2-4-4具主動積極精神 

專
業
能
力 

P-2-1營養學知識 P-2-1-1了解營養素與疾病的關係 

P-2-1-2了解營養素與健康的關係 

P-2-1-3了解營養素與食品的關係 

P-2-2 基礎化學分析能
力 

P-2-2-1分析化學的流程 

P-2-2-2化學測量 

P-2-2-3檢量方法 

P-2-2-4滴定 

P-2-2-5重量與燃燒分析 

P-2-2-6酸與鹼 

P-2-2-7緩衝溶液 

P-2-3 食品檢驗分析能
力 

P-2-3-1具備普通化學常識並實做普通

化學實驗能力 

P-2-3-2具備有機化學常識並實做有機

化學實驗 

P-2-3-3具備生物化學常識並實做生物

化學實驗能力 

P-2-3-4具備食品化學常識並實做食品

化學實驗能力 

P-2-4食品安全衛生 P-2-4-1具備食品中毒與預防知識 

P-2-4-2具備食品添加物之應用及安全

性 

P-2-4-3具備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

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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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 食品儀器分析能
力 

P-2-5-1了解各種分析儀器分析的原
理、構造及其應用 

P-2-5-2熟悉分析的方法與步驟及從
事各種例行分析及研究。 

P-2-5-3了解層析法的分類、運用 

P-2-5-4了解超臨界流層析法的原
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P-2-5-5毛細管電泳層析法的原理、儀

器的構造與運用 

P-2-5-6了解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的
原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P-2-5-7了解螢光-冷光光譜儀層析法
的原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P-2-5-8了解紅外線光譜儀、質譜術與
核磁共振光譜儀分析儀的原

理、的構造與運用 

P-2-5-9了解電分析法的原理、儀器的
構造與運用 

P-2-6 大量食物製備能
力 

P-2-6-1學習大量膳食的供應與管理
工作 

P-2-6-2具備從菜單計劃開始到食物
的製作與供應管理能力 

P-2-6-3瞭解團膳供應之發展歷程 

P-2-6-4具備菜單設計、採購、驗收、
庫房管理之能力 

P-2-6-5具備大量食物製備之品質控
制之能力 

P-2-6-6了解衛生與安全管理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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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列的職責是否有完全涵蓋該工作........................ 

2. 所列的任務是否有完全涵蓋該職責........................ 

3. 是否有教師專家與業界人士共同分析…………… 

4. 職責是否採用先名詞後接動詞敘述………………. 

5. 任務是否採用先動詞後接名詞敘述……………… 

6. 所列的職責是否不超過十八個…………………… 

7. 所列的任務是否不超過六十個………….………..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1.職責為完成某項代表性工作職稱的主要部分，正如課本中的章，把整本課本分為幾個
概括的部分，例如秘書工作可分為：文書處理、客人接待、公文收發等項。職責撰寫

時通常採名詞加動詞方式，如：文書處理。 

2.任務為完成某項職責中工作者應達成的部分，正如課本中每章的節，例如文書處理可
分為：輸入文字、排版、列印試算表等項。任務撰寫時通常採動詞加名詞方式，如：

更換火星塞。 

3.代表性工作職稱所需的職責及任務再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一般能力(如:問題解決、
人際溝通…等)；第二大類為專業能力(如:度量口腔溫度、沖泡單品咖啡、灌充汽車冷
煤…等)。 

 

 
表 A4-3 第三代表性工作職稱分析表 

代表性工作職稱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3. 營養推廣教育
人員 

一
般
能
力 

G-3-1電腦操作 G-3-1-1了解電腦硬體 

G-3-1-2了解系統軟體 

G-3-1-3了解應用軟體 

G-3-1-4了解資料管理 

G-3-1-5了解多媒體應用 

G-3-1-6了解網際網路 

G-3-1-7了解網路安全 

G-3-2英文運用 G-3-2-1看懂英文專業文件 

G-3-2-2口說英文 

G-3-2-3撰寫英文文稿 

G-3-2-4能聽懂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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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3 從事研究之能
力 

G-3-3-1能搜尋專業資料 

G-3-3-2能閱讀專業期刊 

G-3-3-3能了解統計方法 

G-3-3-4能設計研究方法 

G-3-3-5能進行實驗 

G-3-3-6能分析資料 

G-3-4工作態度 

 

 

G-3-4-1具敬業精神 

G-3-4-2具職業道德 

G-3-4-3具團隊合作精神 

G-3-4-4具主動積極精神 

專
業
能
力 

P-3-1食物學原理 P-3-1-1了解食材的理化性質及其所含
營養素 

P-3-1-2 了解製作食品的適當條件及原
理 

P-3-1-3了解食物組成的化學特性 

P-3-2營養學 P-3-2-1了解營養素與健康的關係 

P-3-2-2了解營養素與食品的關係 

P-3-2-3了解營養素之來源及其功能 

P-3-2-4運用營養知識改善健康 

P-3-3食品科學 P-3-3-1了解不同食材的用途 

P-3-3-2 了解食品可能會對身體造成的
危害，及預防的方法 

P-3-3-3了解目前有哪些食品加工技術 

P-3-3-4了解食品中主要成分的化學反

應 

P-3-3-5了解食品的生理機能性及均衡
飲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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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6了解灣食品工業發展 

P-3-3-7了解目前生物技術產業發展 

P-3-4老人營養與保健 P-3-4-1了解生化檢驗值與疾病診斷 

P-3-4-2了解各類疾病之致病原因及營

養對疾病之影響 

P-3-4-3具備生化知識 

P-3-4-4具備生理知識 

P-3-4-5具備細胞生物學知識 

P-3-4-6了解慢性病與防治 

P-3-5 慢性疾病病人
之營養設計與照顧能

力 

P-3-5-1營養照顧之重要性 

P-3-5-2營養支持 

P-3-5-3體重控制與管理 

P-3-5-4心血管疾病之營養照顧 

P-3-5-5消化道疾病之營養照顧 

P-3-5-6肝膽胰疾病之營養照顧 

P-3-5-7糖尿病之營養照顧 

P-3-5-8腎臟病之營養照顧 

P-3-6膳食設計能力 P-3-6-1了解家庭式菜單的擬定及供應
時應注意事項、宴客式菜單的

擬定及上菜順序及中、西餐席

次的安排與入席與餐桌禮儀 
P-3-6-2了解餐室的佈置及餐桌的佈

置、宴客的設計、菜單擬定、

供應時應注意事項 

P-3-6-3了解服務人員應具備的條件、
供應時應注意的事項 

P-3-7大量食物製備能
力 

P-3-7-1學習大量膳食的供應與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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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2具備從菜單計劃開始到食物的
製作與供應管理能力 

P-3-7-3瞭解團膳供應之發展歷程 

P-3-7-4具備菜單設計、採購、驗收、
庫房管理之能力 

P-3-7-5具備大量食物製備之品質控制

之能力 

P-3-7-6了解衛生與安全管理 

P-3-8體適能應用 P-3-8-1了解體重過重與肥胖、減重、飲

食障礙 

P-3-8-2能了解有氧運動與無氧運動、
心肺耐力評估 

P-3-8-3了解身體組成分析儀及其實際
操作說明 

P-3-8-4了解健身器材使用說明 

P-3-8-5了解肌力與代謝關係、老化對
代謝影響、肌力訓練的原則 

P-3-8-6了解柔軟度評估、影響的因素 

P-3-8-7了解運動傷害、休閒時的身體
活動 

P-3-8-8了解運動與老化 

P-3-8-9具備預估壽命與生理年齡、擬
定未來健康體能的計畫、自我

評估並規劃未來的行為目標

之能力 

P-3-9營養評估能力 P-3-9-1了解全國營養調查 

P-3-9-2了解營養素建議攝取量標準 

P-3-9-2了解體位測量 

P-3-9-3了解生化檢驗 

P-3-9-4了解臨床營養評估 

P-3-9-5了解飲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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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9-6了解心理與行為評估 

P-3-9-7了解保健食品與保肝調節 

P-3-9-8了解時事營養議題之討論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所列的職責是否有完全涵蓋該工作........................ 

2. 所列的任務是否有完全涵蓋該職責........................ 

3. 是否有教師專家與業界人士共同分析…………… 

4. 職責是否採用先名詞後接動詞敘述………………. 

5. 任務是否採用先動詞後接名詞敘述……………… 

6. 所列的職責是否不超過十八個…………………… 

7. 所列的任務是否不超過六十個………….………..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1.職責為完成某項代表性工作職稱的主要部分，正如課本中的章，把整本課本分為幾個
概括的部分，例如秘書工作可分為：文書處理、客人接待、公文收發等項。職責撰寫

時通常採名詞加動詞方式，如：文書處理。 

2.任務為完成某項職責中工作者應達成的部分，正如課本中每章的節，例如文書處理可
分為：輸入文字、排版、列印試算表等項。任務撰寫時通常採動詞加名詞方式，如：

更換火星塞。 

3.代表性工作職稱所需的職責及任務再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一般能力(如:問題解決、
人際溝通…等)；第二大類為專業能力(如:度量口腔溫度、沖泡單品咖啡、灌充汽車冷
煤…等)。 

 
 

表 A5-1 代表性工作職稱一般能力統整表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一
般
能
力 

G-1-1電腦操作 G-1-1-1了解電腦硬體 

G-1-1-2了解系統軟體 

G-1-1-3了解應用軟體 

G-1-1-4了解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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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5了解多媒體應用 

G-1-1-6了解網際網路 

G-1-1-7了解網路安全 

G-1-2英文運用 G-1-2-1看懂英文專業文件 

G-1-2-2口說英文 

G-1-2-3撰寫英文文稿 

G-1-2-4能聽懂英語 

G-2-3 從事研究
之能力 

G-2-3-1能搜尋專業資料 

G-2-3-2能閱讀專業期刊 

G-2-3-3能了解統計方法 

G-2-3-4能設計研究方法 

G-2-3-5能進行實驗 

G-2-3-6能分析資料 

G-2-4工作態度 G-2-4-1具敬業精神 

G-2-4-2具職業道德 

G-2-4-3具團隊合作精神 

G-2-4-4具主動積極精神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是否有統整表 A4-1 至表 A4-3
三個表格........ 

2. 如遇有相同職責，是否僅列出一
項…………. 

3. 如遇有相同任務，是否僅列出一
項………….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表 A5-2 代表性工作職稱專業能力統整表 

欲設系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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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專
業
能
力 

P-1-1食品科學 P-1-1-1了解營養素之來源及其功能 

P-1-1-2運用營養知識改善健康 

P-1-1-3了解不同食材的用途 

P-1-1-4了解食品可能會對身體造成的危害，及預防的方
法 

P-1-1-5了解目前有哪些食品加工技術 

P-1-1-6了解食品中主要成分的化學反應 

 

P-1-2 保健食品開發
能力 

P-1-2-1基礎食品加工製造能力 

P-1-2-2 創意產品開發能力 

P-1-2-3保健食品產製能力 

P-1-2-4食品單元操作能力 
P-1-2-5管理食品工廠能力 

P-1-2-6管制食品品質的能力 

P-1-3 食品生物技術應
用能力 

P-1-3-1瞭解食品生物技術之基本原理與其技術之應用 

P-1-3-2具備食品生物技術知識 
P-1-3-3食品生物技術在保健食品開發之運用 

P-1-4 保健食品發展
趨勢 

 P-1-4-1了解保健食品的意義與區分 

P-1-4-2了解保健食品的種類 

P-1-4-3了解保健食品安全性與功效性評估 

P-1-4-4了解中藥材與藥膳保健性產品 

P-1-4-5了解保健食品如何開發 

P-1-4-6了解保健食品未來發展趨勢 

P-1-4-7了解保健食品之購買及服用注意事項 

P-2-1營養學知識 P-2-1-1了解營養素與疾病的關係 

P-2-1-2了解營養素與健康的關係 

P-2-1-3了解營養素與食品的關係 

P-2-2 基礎化學分析
能力 

P-2-2-1分析化學的流程 

P-2-2-2化學測量 

P-2-2-3檢量方法 

P-2-2-4滴定 
P-2-2-5重量與燃燒分析 

P-2-2-6酸與鹼 

P-2-2-7緩衝溶液 

P-2-3 食品檢驗分析 P-2-3-1具備普通化學常識並實做普通化學實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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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P-2-3-2具備有機化學常識並實做有機化學實驗 

P-2-3-3具備生物化學常識並實做生物化學實驗能力 

P-2-3-4具備食品化學常識並實做食品化學實驗能力 

P-2-4食品安全衛生 P-2-4-1具備食品中毒與預防知識 

P-2-4-2具備食品添加物之應用及安全性 

P-2-4-3具備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安全評估 

P-2-5 食品儀器分析
能力 

P-2-5-1了解各種分析儀器分析的原理、構造及其應用 

P-2-5-2熟悉分析的方法與步驟及從事各種例行分析及
研究。 

P-2-5-3了解層析法的分類、運用 

P-2-5-4了解超臨界流層析法的原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P-2-5-5毛細管電泳層析法的原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P-2-5-6了解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的原理、儀器的構造
與運用 

P-2-5-7了解螢光-冷光光譜儀層析法的原理、儀器的構
造與運用 

P-2-5-8了解紅外線光譜儀、質譜術與核磁共振光譜儀分
析儀的原理、的構造與運用 

P-2-5-9了解電分析法的原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P-2-6 大量食物製備
能力 

P-2-6-1學習大量膳食的供應與管理工作 

P-2-6-2具備從菜單計劃開始到食物的製作與供應管理
能力 

P-2-6-3瞭解團膳供應之發展歷程 

P-2-6-4具備菜單設計、採購、驗收、庫房管理之能力 

P-2-6-5具備大量食物製備之品質控制之能力 

P-2-6-6了解衛生與安全管理 

P-3-1食物學原理 P-3-1-1了解食材的理化性質及其所含營養素 

P-3-1-2了解製作食品的適當條件及原理 

P-3-1-3了解食物組成的化學特性 

P-3-2營養學 P-3-2-1了解營養素與健康的關係 

P-3-2-2了解營養素與食品的關係 

P-3-2-3了解營養素之來源及其功能 

P-3-2-4運用營養知識改善健康 

P-3-3 老人營養與保 P-3-3-1了解生化檢驗值與疾病診斷 

P-3-3-2了解各類疾病之致病原因及營養對疾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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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P-3-3-3具備生化知識 

P-3-3-4具備生理知識 

P-3-3-5具備細胞生物學知識 

P-3-3-6了解慢性病與防治 

P-3-4 慢性疾病病人
之營養設計與照顧能

力 

P-3-4-1營養照顧之重要性 

P-3-4-2營養支持 

P-3-4-3體重控制與管理 
P-3-4-4心血管疾病之營養照顧 

P-3-4-5消化道疾病之營養照顧 

P-3-4-6肝膽胰疾病之營養照顧 

P-3-4-7糖尿病之營養照顧 

P-3-5-8腎臟病之營養照顧 

P-3-5膳食設計能力 P-3-5-1了解家庭式菜單的擬定及供應時應注意事項、宴
客式菜單的擬定及上菜順序及中、西餐席次的

安排與入席與餐桌禮儀 
P-3-5-2了解餐室的佈置及餐桌的佈置、宴客的設計、菜

單擬定、供應時應注意事項 

P-3-5-3了解服務人員應具備的條件、供應時應注意的事
項 

P-3-6體適能應用 P-3-6-1了解體重過重與肥胖、減重、飲食障礙 

P-3-6-2能了解有氧運動與無氧運動、心肺耐力評估 

P-3-6-3了解身體組成分析儀及其實際操作說明 

P-3-6-4了解健身器材使用說明 

P-3-6-5了解肌力與代謝關係、老化對代謝影響、肌力訓
練的原則 

P-3-6-6了解柔軟度評估、影響的因素 

P-3-6-7了解運動傷害、休閒時的身體活動 

P-3-6-8了解運動與老化 

P-3-6-9具備預估壽命與生理年齡、擬定未來健康體能的
計畫、自我評估並規劃未來的行為目標之能力 

P-3-7營養評估能力 P-3-7-1了解全國營養調查 

P-3-7-2了解營養素建議攝取量標準 

P-3-8-2了解體位測量 

P-3-7-3了解生化檢驗 

P-3-7-4了解臨床營養評估 

P-3-7-5了解飲食評估 

P-3-7-6了解心理與行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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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是否有統整表 A4-1至表 A4-3三
個表格........ 

2. 如遇有相同職責，是否僅列出一
項…………. 

3. 如遇有相同任務，是否僅列出一
項………….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表 A6  一般知能分析表 

  保健食品  系科所需一般知能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 
G-1-1電腦操作 G-1-1-1了解電腦硬體 1.中央處理單元 

2.記憶體 
3.輸入輸出單元 

 G-1-1-2了解系統軟體 1.Windows 介紹 

 G-1-1-3了解應用軟體 1.Office 介紹 

G-1-1-4了解資料管理 1.二進位、十六進位介紹 
2.資料格式介紹 
3.資料庫 

G-1-1-5了解多媒體應用 1.影像 
2.聲音 

G-1-1-6了解網際網路 1.WWW 
2.Email 

G-1-1-7了解網路安全 1.電腦病毒介紹 
2.資訊安全 

G-2-2英文運用 G-2-2-1看懂英文專業文件 英語讀之能力 

 G-2-2-2口說英文 英語說之能力 

G-2-2-3撰寫英文文稿 英語寫之能力 

G-2-2-4能聽懂英語 英語聽之能力 

G-2-4工作態度 G-2-4-1具敬業精神 工作認真，負責盡職 

 G-2-4-2具職業道德 秉持良知，服務人群 

G-2-4-3具團隊合作精神 與人為善，服從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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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4具主動積極精神 積極進取，努力向上 

填表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 是否有列出表 A5-1中一般能力所有的職責與任務…….... 

2. 每項任務是否儘量列出所需的一般知識、職業知識與態度.. 

3. 如遇有相同任務，是否僅列出一項………………..………..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1. 一般知識係指完成代表性工作任務時所需要的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或態度，如:腦
力激盪術、溝通理論、應對技巧、5W1H法…等)。 

2. 跨任務係指非屬於某單一任務，但卻是完成整個職責所需的知能。 
3. 本表一般知能、職業知識、態度等將來可列入一般共同科目、專業理論科目及專業
實習或實驗科目之教學內涵。 

 
 

表 A7  專業相關知能分析表 

  保健食品  系科所需專業相關知能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專業技術及安全知識 專業基礎知識 

P-1-1 

普通生物學與

實驗 

P-1-1-1了解何謂生物學 生物學課程著重同學對生
命現象的基礎觀念，從細

胞之胞器介紹至基因重組

技術之應用，培養學生對

探索生命現象的興趣與能

力。 

 
 

P-1-1-2了解生命的起源
與演化 

P-1-1-3了解生物多樣性 

P-1-1-4了解細胞構造及
功能 

P-1-1-5了解植物的形態
及生理 

P-1-1-6了解動物與人體
的基本生理功能 

P-1-1-7了解生物的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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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普通化學 

 
 

P-1-2-1了解普通化學基

本概念 

解實驗室安全守則及一般注

意事項：包括安全守則、藥

品及毒性物質之管理、廢棄

物之處理等。 熟悉各種儀器

設備之裝設及操作：Heater、

安全吸球、Pipette、電動天

秤、滴定管、pH-meter、分

光光度計等。 透過實驗活

動，培養科學態度，熟練科

學的方法，以解決問題。 

 

P-1-2-2了解原子結構與
電子組態及週期表

與物質的命名 

P-1-2-3了解化學鍵、固
體與液體 

P-1-2-4了解化學計量、
水溶液 

P-1-2-4-5了解反應速率
與化學平衡、酸、鹼與

鹽類、氧化還原反應 

 

P-1-3 

微生物學與

實驗 

認識微生物 
讓學生具備了微生物之基礎

性和應用性等相關知識，其

中包括了微生物構造、生

長、代謝、遺傳及應用等相

關知識，使學生能夠從微生

物的豐富多樣性、微生物在

自然界的中心角色，以及微

生物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中獲得啟發。 

 

微生物的構造 

微生物生長 

細菌的代謝 

微生物的控制 

微生物的遺傳 

P-1-4 

保健食品 

概論 

P-1-4-1了解保健食品概
念 

促進學習者改善自己的飲食

型態，以預防慢性病之發生 

n 健康概論 

P-1-4-2了解健康的飲食
概念 

P-1-4-3了解醣類、油
脂、蛋白質、維生素、

礦物質等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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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4了解保健食品的
常見成分 

P-1-4-5了解保健食品的
的保健功能 

P-1-5 

生物化學 

 

 

P-1-5-1了解分子和生命 使修課學生充分得到生物化

學基礎學理的認識，對大自

然及所有生命現象有一個較

明確的科學描繪輪框， 

n 普通生物學 

n 普通化學 

n 有機化學 

P-1-5-2了解蛋白質結構 

與生物功能 

P-1-5-3 酶:反應、動力學
與抑制作用 

P-1-5-4輔酶、調節作用

抗體及核糖酶 

P-1-5-5 醣類:結構及生
物功能脂質、生物

膜(細胞膜)及細胞
的運輸 

P-1-5-6了解生物訊息的

儲存和傳遞 

了解 RNA的轉譯 
作用:基因密碼和 
蛋白質代謝作用重 
組 DNA及其他領 
域的生物技術。 
RNA的轉譯作用: 
基因密碼和蛋白質 
代謝作用重組 
DNA及其他領域 
的生物技術。細胞 
代謝與生物能量基 
本概念碳水化合物 
代謝電子傳遞鏈產 
生 ATP脂肪酸及脂 
質的代謝胺基酸及 
其他含氮化合物的 
代謝，包括核苷酸 

n 普通生物學 

n 普通化學 

n 有機化學 

P-1-5-7瞭解人體中的代

謝和能量 

P-1-6 

營養學 
P-1-6-1 了解 DNA 和

RNA:結構和功能，DNA

 

說明營養素的組成與分類、

 

營養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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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和轉錄作用 :DNA
和 RNA的生合成 

消化吸收及代謝途徑，並理

解其的生理功能及食物來

源，並提升健康飲食之觀念。 
P-1-6-2了解營養素與健

康的關係 

P-1-6-3了解營養素與食

品的關係 

P-1-6-4了解中藥化學在

中藥研究及開發中的地

位與作用 

P-1-7 

中草藥概論 

P-1-7-1 瞭解中草藥的

起源和發展 

「中藥的起源與發展」、「中

藥的命名、分類、炮製及儲

存」、「中藥的性能」、「中

藥的劑型與用法」等之基本

常識，進而教導學生了解中

藥材之藥用部位及其使用。 

¢保健食品概論 

¢普通化學 

P-1-7-2瞭解中草藥的產

地與採集現況 

P-1-7-3瞭解中草藥的炮

製 

P-1-7-4瞭解中草藥的性

能、配伍 

P-1-7-5中草藥的用藥禁

忌、劑量與用法 

P-1-7-6解表藥、清熱

藥、瀉下藥、祛風濕藥、

化濕藥、利水滲濕藥、

溫裡藥、理氣藥、消食

藥、驅蟲藥、止血藥、

活血化瘀藥、化痰止咳

平喘藥、安神藥、平肝

息風藥、開竅藥等介紹 

P-1-8 食品
包裝之功能

與安全 

 

P-1-8-1讓學生瞭解食品

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種類

的現況及未來發展動態 

使學生了解食品包裝之功能

與安全材料、技術開發的重

要性及所需的專業知識技能

與產品市場行銷技術關聯之

重要性及相關法規 

 

n 微生物學與實
驗 

n 普通生物學 
n 食品衛生與安
全 

P-1-8-2讓學生瞭解食品

包裝之功能與安全在產

品銷售的重要性 

P-1-8-3讓學生瞭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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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的材

料及其開發技術 

P-1-8-4讓學生瞭解食品

包裝之功能與安全開發

及設計的目的與動機 

P-1-8-5 讓學生瞭解食品

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的機

器設備及其應用 

P-1-8-6讓學生瞭解食品

包裝之功能與安全設計

與市場行銷策略的關聯

性 

P-1-9 保健
植物組織培

養 

植物生長與分化 1. 理解保健植物組織培養

的基礎及相關技術。2. 瞭解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的發展。

3. 瞭解保健植物組織培養

對生物科技發展的影響與應

用。4. 瞭解保健植物組織培

養未來的展望。 

n 生物學 

保健植物組織培養基礎 

保健植物組織培養技術

之應用 

健康種苗生產與相關技

術 

健康種苗國內外之應用

與驗證推廣 

P-1-10 

生命期營養

與保健 

P-1-10-1營養基礎概念 
促進學習者了解不同各生命

階段之營養需求及營養照護

方法 

n 營養學 

n 營養學實驗 

P-1-10-2懷孕期營養素

之需求變化及飲食原則 

P-1-10-3哺乳期母乳哺

餵之重要性 

P-1-10-4嬰兒期先天遺

傳疾病之營養照顧 

P-1-10-5幼兒期及兒童

期和青春期生長發育期

之營養原則 

P-1-10-6成年期慢性疾

病之預防 

P-1-10-7老年期退化性

疾病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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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8了解心電圖的

製作 

P-1-10-9了解肺功能的

測定 

P-1-11 

專業英文導

讀 

P-1-11-1科學英文的架

構 

1. 使學生了解常見營養學

專有名詞的意義 

2. 使學生了解科學文獻的

基本架構 

3. 使學生了解閱讀營養英

文文獻的方法 

4. 使學生體會閱讀營養新

知的樂趣 

n 英文 

n 營養學 

P-1-11-2前言的閱讀與

寫法 

P-1-11-3參看科學文獻

前言的寫做技巧與解析 

P-1-11-4材料方法的寫

法 

P-1-11-5如何根據實驗

結果來解釋自己的假說

及引伸的意義 

P-1-11-6結論的基本格

式，短而有力 

P-1-11-7科學性論文參

考文獻的寫法 

P-1-11-8摘要的重要

性、字數限制與需涵蓋

的內容 

P-1-11-9營養專有名詞

的意義及用法 

P-1-12 
食品功能性

與安全性評

估 

P-1-12-1瞭解國內保健

食品種類與銷售現況 

使學生了解保健食品功能與

安全性評估的方法，與安全

劑量的計算方法 

¢保健食品概論 

¢生物化學 

¢食品衛生與安全 
P-1-12-2瞭解我國健康

食品法法規 

P-1-12-3瞭解保健食品

功能的評估方法 

P-1-12-4 讓學生瞭解保

健食品功能的安全性評

估的分類與方法 

P-1-12-5瞭解特殊性毒

性試驗的種類與方法 

P-1-12-6瞭解保健食品

安全劑量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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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3 

釀造食品 

釀造食品的種類與相關

之微生物應用方式 
使學生了解 1.釀造食品的發

展歷史與食品微生物技術的

關係之知識 

2.酒類釀造的知識與技能 

3.醬油釀造的知識與技能 

4.食醋釀造的知識與技能 

5.醱酵乳製造的知識與技能 

n 微生物學 

n 食品微生物學 

米酒、啤酒、水果酒、

蒸餾酒 

麴菌醱酵、半固態製醬 

醋酸菌的生長條件及作

用 

乳酸菌的生長條件及作

用 

P-1-14 

食品工廠管

理 

P-1-14-1了解食品工廠
組織 

了解現代食品工業除應致力

於產品品質提升與創新外，

更要配合卓越經營管理形成

具有競爭 

效能之成本與附加價值條

件，建立市場调查、產品發

展與製造到銷售環節之管理

優勢。 

n 食品科學概論 
n 食品衛生與安
全 

 P-1-14-2了解工廠設施
配置規劃 

P-1-14-3了解品品質保
證制度與管理 Ⅰ、Ⅱ 

P-1-14-4了解物料與物
流管理 

P-1-14-5了解生產管理 

P-1-14-6了解行銷管理 

P-1-14-7了解成本分析
與管理 

P-1-14-8了解人力資源
管理 

P-1-14-9了解工業安全
與衛生 

P-1-15 

食品單元操

作 

P-1-15-1了解各種單元
操作及單元程序	

1. 協助學生對於各單元操

作理論之了解 2.協助學生

對於各單元程序之了解 3.

啟發各單元操作設計及計算 

¢食品加工 

¢食品化學 

 
P-1-15-2了解洗滌的目

的及注澺事項 

P-1-15-3了解粉碎的方

法及種類 

P-1-15-4了解分離的目

的及方法 

P-1-15-5了解各式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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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 
P-1-15-6了解乾燥的理

論及各種乾燥方法 

P-1-15-7了解混合的目

的及機械種類 

P-1-15-8了解蒸發濃縮

的目的 

P-1-15-9了解食品包裝

之功能與安全的形態及

材料 

P-1-16 

香草食品 

P-1-16-1 認識香草 從嗅覺與視覺、基礎植物

學、修剪與繁殖、有機栽培

到病蟲害防治的認識與操

作，並從食品安全角度學會

新鮮花草茶、乾燥花草茶

包、濃縮香草醬泥、香草手

工餅乾、香草奶酪與醬汁、

香草油、各式三明治、油醋

沙拉手工香草餅乾製作等專

業技術 

¢食品衛生與安全 

¢生物學 

¢生物化學 

P-1-16-2香料歷史 

P-1-16-3綠手指課程 

P-1-16-4香草各論 

P-1-16-5 動手玩香草食

品 

P-1-17 

健康創意料

理 

P-1-17-1國內養生料理

種類與銷售現況 

使學生了解國人健康問題與

飲食習慣，開發健康創意料

理 

¢食品營養概論 

¢食品衛生與安全

¢膳食設計 

¢食物學原理 

P-1-17-2國人健康問題

與飲食習慣 

P-1-17-3健康料理分類

與膳食設計方法 

P-1-17-4健康料理創意

發想與可行性評估 

P-1-17-5健康創意料理

開發與製備 

P-1-18 

食藥用菇生

產技術 

P-1-18-1菇菌之浸漬培
養 菇菌的種類繁多，型態各

異，分布很廣，與人類的關

係密切。本課程主要著重介

紹菇菌的分類、重要菌種，

並了解菇菌的基本形態構造

與生長繁殖，及其在農業、

食品和工業上的發展與現

況。 

n 微生物學 

n 普通生物學 

P-1-18-2菇菌之栽培 

P-1-18-3菇菌的分類、
型態與構造 

P-1-18-4菇菌的生長與
繁殖 
P-1-18-5培養基的選擇
與製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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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8-6菌種分離與保

存方法 

P-1-18-7菇菌之浸漬培
養 
P-1-18-8菇菌之栽培 

P-1-18-9藥用菇類:靈

芝、雲芝、樟芝、冬蟲

夏草等 

P-1-19 

飲食與慢性

疾病 

P-1-19-1飲食、營養、保

健與慢性疾病之關係 

介紹飲食、營養、保健與慢

性疾病之關係，並且認識健

康飲食與預防慢性疾病之作

用，更進一步探討慢性疾病

之預防與健康管理 

n 食品科學概論 
n 營養學概論 
n 生理學 P-1-19-2認識慢性疾病 

P-1-19-3代謝症候群 

P-1-19-4肥胖及慢性疾

病 

P-1-19-5高血壓及高血

脂 

防治討論  

P-1-19-6慢性疾病防治

策 

略基本理論概述  

P-1-19-7營養素與疾病

相 

關性 

P-1-19-8健康飲食 

P-1-19-9運動與健康 

P-1-20 

保健食品開

發與產製 

P-1-20-1保健食品種類

簡介 

教導學生學習: 

1. 保健食品的種類及其活

性成分 

2.產製之相關設備介紹 

3.原料之製備原理與技術簡

介 

4.不同劑型的開發的技術與

原理 

5.產製相關機器設備之操作 

6.原料萃取濃縮設備之操作 

7.不同劑型的操作技術 

n 食品科學概論 

n 食品加工 

P-1-20-2保健食品產製

之相關設備介紹 

P-1-20-3保健食品原料

之製備原理與技術簡介 

P-1-20-4保健食品不同

劑型的開發技術與原理

簡介 

P-1-20-5保健食品的萃

取技術 

P-1-20-6保健食品的濃

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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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0-7保健食品的錠

劑製備技術 

P-1-20-8保健食品的膠

囊製備技術 

P-1-20-9保健食品的飲

品製備技術 

P-1-21 

農產製造學 

P-1-21-1瞭解國內農產

製造之現況 

使學生了解農產製造之化學

性與物理性技術及相關的安

全知識 

¢食品化學 
¢微生物學 

¢生物化學 
P-1-21-2瞭解農產製造

之範圍 

P-1-21-3瞭解農產製造

之原料 

P-1-21-4瞭解農產製造

之用途 

P-1-21-5瞭解農產製造

之製造技術 

P-1-22 

創意產品開

發 

P-1-22-1讓學生瞭解保

健食品現況及未來發展

趨勢 

使學生了解保健食品創意產

品開發的重要性與所需的專

業技術、相關法規及行銷技

術。 

n 保健食品概論 

n 生物化學 

n 中草藥概論 

P-1-22-2讓學生瞭解國

內外產品開發的動態 

P-1-22-3讓學生瞭解創

意產品開發的法規 

P-1-22-4讓學生瞭解創

意產品開發目的及動機 

P-1-22-5讓學生瞭解創

意產品開發的功能性評

估及機器設備的應用 

P-1-22-6讓學生瞭解創

意產品開發的行銷定位 

P-1-23 

食品加工與

實習 

P-1-23-1使學生了解食

品加工之概念 

使學生了解食品加工之概

念、食品加工的重要性、食

品加工原料及其加工特性、

食品腐敗與劣變及食品保藏

原理、蔬果加工之技術與原

理、嗜好品加工之技術與原

理及學習麵包、水果酒、果

醬、貢丸、蛋黃醬之製作。 

n 食品科學概論 

 

P-1-23-2使學生瞭解食

品加工的重要性 

P-1-23-3使學生了解食

品加工原料及其加工

特性 

P-1-23-4使學生瞭解食

品腐敗與劣變及食品

保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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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3-5使學生瞭解穀

類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P-1-23-6.使學生瞭解蔬

果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P-1-23-7.使學生瞭解嗜

好品加工之技術與原

理 

P-1-23-8.使學生學習麵

包、水果酒、果醬、

貢丸、蛋黃醬之製作 

P-2-1 

生理學 

P-2-1-1了解身體的組成 使學生了解醫學及所有關於
人類健康和生理活動等專業

領域所需的科學。本課程將

著重在各生理系統的機制、

調控和功能的探討，課程內

容基礎理論與實用並重，以

奠定學生良好的生理學基

礎。 

 

P-2-1-2了解細胞的構

造、生理、基因的調控

與能量代謝 

P-2-1-3了解細胞與外在

環境的關係、物質的運

輸、膜電位及細胞傳訊 

P-2-1-4了解神經細胞的

分類、功能、及專有名

詞的介紹 

P-2-1-5中樞神經系統的

構造和功能 

P-2-1-6腦神經和脊體神

經自主神經系統的構造

和功能 

P-2-1-7介紹內分泌腺

體、激素的種類及作用

和調控的機制 

P-2-1-8肌肉的種類、功

能、收縮的機制 

P-2-1-9循環系統的功能

及組成、心臟、血管、

淋巴系統功能 

P-2-1-10免疫系統的防

禦機制、免疫細胞、抗

體介紹 

P-2-1-11呼吸系統的結

構、氣體交換、吸呼調

節、血紅素及氧氣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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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12腎臟的構造和

功能 

P-2-1-13消化系統的構

造和功能 

P-2-1-14生殖系統的構

造和功能 

P-2-2 

分析化學 

P-2-2-1 瞭解分析化學

之各種分析實驗方法，

有古典分析如滴定分

析、重量測定分析及儀

器分析如色層層析、光

譜分析 

使學生了解食品檢驗分析之

各種方法，與各式濃度的計

算方法 

¢食品衛生與安全 

¢保健食品概論 

¢普通化學 

¢微生物學 

P-2-2-2瞭解食品加工如

食品概論、營養知識、

食品衛生、工業安全等

現況 

P-2-2-3瞭解實驗室基本

操作如食品成份分析、

食品微生物檢驗、食品

器具、容器之檢驗、水

質檢驗、加工食品品質

檢測、食品添加物檢驗 

P-2-2-4瞭解各種濃度的

計算方法 

P-2-3 

食品衛生與

安全 

P-2-3-1具備食品中毒與

預防知識 

食品中毒與預防、食品添加

物之應用及安全性、環境賀

爾蒙的危害、食品加工條理

過程產生之致癌性物質、食

品標章及意義、食品安全管

制系統、 

食品安全評估 

n 保健食品概論 

P-2-3-2具備食品添加物

之應用及安全性 

P-2-3-3具備食品安全管

制系統、食品安全評估 

P-2-4 

食品儀器分

析 

P-2-4-1了解各種分析儀

器分析的原理、構造及

其應用 

了解各種分析儀器分析的原

理、構造及其應用，並使學

生熟悉分析的方法與步驟，

俾能靈活運用，以能從事各

種例行分析及研究。 

n 普通化學 

n 分析化學 

n 有機化學 

n 生物化學 P-2-4-2熟悉分析的方法

與步驟及從事各種例行

分析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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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3了解層析法的分

類、運用 

P-2-4-4了解超臨界流層

析法的原理、儀器的構

造與運用 

P-2-4-5毛細管電泳層析

法的原理、儀器的構造

與運用 

P-2-4-6了解紫外光-可見

光光譜儀的原理、儀器

的構造與運用 

P-2-4-7了解螢光-冷光光    

譜儀層析法的原理、儀

器的構造與運用 

P-2-4-8了解紅外線光譜
儀、質譜術與核磁共振

光譜儀分析儀的原理、

的構造與運用 
P-2-4-9了解電分析法的

原理、儀器的構造與運

用 

P-2-5 

食品分析與

實習 

P-2-5-1實驗室安全及食
品分析重要性之介紹 

使學生了解食品分析之相關

知識、學習分析之各項技能

及實驗安全之嚴謹態度 

¢分析化學與實驗 

 
P-2-5-2以乾燥法測定水

分含量 

P-2-5-3以 Somogyi法測

定食品中還原醣含量 

P-2-5-4以 Bertrand法測

定食品中還原醣含量 

P-2-5-5以 Kjeldahl法測

定食品中蛋白質含量 

P-2-5-6以高溫灰化法分

析食品中之灰分含量 

P-2-5-7以滴定法測定果

汁中之維生素 C含量 

P-2-5-8以蒸餾法測定食

品中亞硫酸鹽含量 

P-2-5-9食品中酸性色素

之鑑定及分離 

P-2-5-10食品中胺基態

氮含量之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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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食品微生物

學與實習 

P-2-6-1食品中的微生物 

1. 瞭解食品與微生物之關

係(益處、壞處)。 

2. 瞭解如何控制食品中的

微生物。 

3. 瞭解食品安全管制系

(HACCP)和食品衛生管理

法。 

4. 熟悉食品中毒病源菌的

檢驗。 

5. 熟悉一般食品微生物檢

驗流程。 

 

¢微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 

P-2-6-2食品的變敗與微

生物的關係 

P-2-6-3利用微生物製造

食品 

P-2-6-4食品微生物的檢

測 

P-2-6-5食品指標微生物

與食品安全管制 

P-2-6-6優格之製造 

P-2-6-7水的細菌檢查 

P-2-6-8生菌數的檢驗 

P-2-6-9食品中毒菌的檢

驗 

P-2-7 

食品化學 

P-2-7-1食品化學之範疇
及重要性 

使學生了解食品中化學之相

關知識、學習如何利用各種

化學反應提升食品之品質及

加工性等技能、建立嚴謹的

態度解析食品 

¢微生物學 

¢生物化學  

¢營養學 

P-2-7-2水在食品中之作

用、水活性、安定性 

P-2-7-3單醣、寡醣、多

醣 

P-2-7-4油脂結構、物理

性質、化學反應及加工

性 

P-2-7-5胺基酸、胜肽及

蛋白質結構及其功能性 

P-2-7-6脂溶性及水溶性

維生素及其在加工過程

之變化 

P-2-7-7礦物質之種類及

其在加工過程之變化 

P-2-7-8酵素之反應動力

學、及其在食品加工之

應用 

P-2-7-9食品中的各種色

素 

P-2-7-10食品之味覺、嗅

覺、基本滋味及各種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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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及香味物質 

P-2-8 

應用微生物

學 

P-2-8-1瞭解微生物之構

造與功能 

瞭解微生物之醱酵生產，菌

株在食品、基因改造作

物等相關生物技術，與

微生物分析及檢測之原理、

方法並提供微生物應用之理

論及安全操作之知識。  

¢微生物學 

¢食品微生物學  

¢普通生物學  
P-2-8-2 瞭解微生物之

分離、培養與保存

技術  

P-2-8-3 瞭解微生物酵

素之生產技術  

P-2-8-4瞭解分生技術在

微生物上之應

用  

P-2-8-5瞭解微生物在產

業上之應用 

P-2-8-6瞭解微生物之分

析與檢測技術 

P-2-9 

生物統計 

P-2-9-1緒論   

P-2-9-2描述性統計 

P-2-9-3推論統計 

P-2-9-4連續變項檢定 

P-2-9-5類別變項檢定 

P-2-10 

官能品評 

P-2-10-1食品的感官性

質與人類五官感覺 

使學生認識感官品評歷史、

了解感官品評重要性、了解

食品感官品評應用範圍、了

解食品感官品評其應用目的 

¢食品加工 

¢食品化學 

  

P-2-10-2食品感官品評

之場所 

P-2-10-3食品感官品評

之樣品處理 

P-2-10-4食品感官品評

員之選擇及訓練 

P-2-10-5食品感官品評

之方法 

(定性差異性) 

P-2-10-6食品感官品評

之方法 

(定量差異性) 

P-2-10-7食品感官品評

之方法 

(描述分析) 

P-2-10-8消費者型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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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 

P-2-10-9食品感官品評

數据之統計分析 

P-2-11 

食品安全管

制系統 

P-2-11-1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 GHP 

使學生了解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與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的操

作	

¢食品衛生與安全	

¢生物學	

¢微生物學	

¢生物化學	

P-2-11-2食品法規現況 

P-2-11-3防治食品中毒 

P-2-11-4實施 HACCP系

統之預備步驟 

P-2-11-5製程之危害分

析與重要管制點計畫 

P-2-11-6製程及品質、倉

儲、運輸、檢驗與量測、

客訴、成品回收、文件

管制、教育訓練、

HACCP、矯正措施及確

認系統之建立 

P-2-12 

大量食物製

備 

P-2-12-1健康飲食新觀

念 

使學生了解健康飲食新觀念

與從業人員衛生管理，大量

食物製備計畫與管理。 

¢食品衛生與安全 

¢膳食設計 

¢食物學原理 

P-2-12-2從業人員衛生

管理 

P-2-12-3膳食供應計畫

書 

P-2-12-4菜單設計與成

本控制 

P-2-12-5大量食品採購

與驗收規格 

P-2-12-6大量製備標準

食譜卡 

P-2-12-7廚房設計規劃

與設備/貯存與庫房管理 

P-2-13 

機能性成分

分析 

P-2-13-1機能性成分分

析之簡介及其重要性 

使學生了解保健食品機能性

成份之各種分析方法、學習

各項機能性分析技能、建立

分析之正確態度 

¢普通化學 

¢分析化學 

¢食品分析 

P-2-13-2樣品製備 

P-2-13-3常用儀器之介

紹 

P-2-13-4醣類之有效成

分分析 

P-2-13-5蛋白質類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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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分 

P-2-13-6脂質類之有效

成分 

P-2-13-7水溶性維生素 

P-2-13-8脂溶性維生素 

P-2-13-9礦物質類之有

效成分 

P-2-13-10其他機能性成

分 

P-3-1 

食品與營養

概論 

P-3-1-1食品與營養素相

關性 

1. 讓同學瞭解食品與營養

學的基礎概念 

2. 讓同學瞭解如何由食品

獲得基礎的營養 

3. 讓同學瞭解食品中所含

有的機能性成分 

4. 讓同學瞭解如何根據不

同生命期作飲食設計 

 

P-3-1-2水分 

P-3-1-3蛋白質 

P-3-1-4脂質 

P-3-1-5礦物質 

P-3-1-6維生素 

P-3-1-7能量平衡 

P-3-1-8均衡飲食 

P-3-1-9生命期營養 

P-3-2 

營養評估 

P-3-2-1 了解全國營養調

查 
暸解營養與健康及疾病之間

關係發展的歷史，並清楚營

養篩檢與評估的定義、重要

性、應用目的與應用方法 

n 營養學 
n 膳食療養學 

P-3-2-2了解營養素建議

攝取量標準 

P-3-2-2了解體位測量 

P-3-2-3了解生化檢驗 

P-3-2-4了解臨床營養評
估 
P-1-15-5了解飲食評估 

P-1-15-6 了解心理與行

為評估 

P-3-3 

食物學原理 

P-3-3-1 常用計量單位換

算、常用器具及正確的

秤量方法 

1.以食物組成份的化學特性

之教學為主，使學生瞭解不

同食材的理化性質及其所含

營養素。 

2.使學生瞭解製作食品的適

當條件及原理。 

3.使學生體會製作食品點心

n 營養學概論 

P-3-3-2 水在食物置備上

的特性與重要性 

P-3-3-3 油在食物置備上

的特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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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4 醣類之化學特性

與反應、代糖之認識 

的樂趣。 

P-3-3-5 澱粉之種類、澱

粉之特性與反應 

P-3-3-6 穀類種類與特

性、各種穀類之認識 

P-3-3-7 米、麵粉之種類

與特性、麵粉之認識 

P-3-3-8 蛋類介紹、乳化

特性 

P-3-3-9 肉類、魚貝類之

理化特性與營養價值 

P-3-3-10豆類、蔬果之理

化特性與營養價值 

P-3-4 

膳食設計與

實習 

P-3-4-1了解家庭式菜單
的擬定及供應時應注意

事項、宴客式菜單的擬

定及上菜順序及中、西

餐席次的安排與入席與

餐桌禮儀 

1.瞭解食物製備及營養的相

關知識。 

 

2.熟練各種烹調法的技能及

培養正確的烹調觀念及實作

能力 

 

n 營養學概論 
n 生理學 
n 食物學原理 

P-3-4-2了解餐室的佈置

及餐桌的佈置、宴客的

設計、菜單擬定、供應

時應注意事項 

P-3-4-3了解服務人員應
具備的條件、供應時應

注意的事項 
P-3-5 

體重管理 
P-3-5-1身體能量運用的
基本概念 

以運動時的能量代謝教學為

主，使學生瞭解不同身體活

動量時身體所需營養素，以

及由不同食物攝取來達到生

體需求。 

 
n 營養學 
n 生理學 

P-3-5-2介紹六大類的性
質及種類、代謝、提供

熱量的角色、運動時對

營養素需求及身體內分

泌的變化 

P-3-5-3肝醣超載現象的
理論及技術實務 

P-3-5-4運動增能劑的種
類及運用 

P-3-5-5自由基、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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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及老化 

P-3-5-6專項運動員之特
殊營養需求 

P-3-6 

運動營養 
P-3-6-1身體能量運用的
基本概念 

以運動時的能量代謝教學為

主，使學生瞭解不同身體活

動量時身體所需營養素，以

及由不同食物攝取來達到生

體需求。 

n 生理學 
n 營養學 
 

P-3-6-2介紹六大類的性
質及種類、代謝、提供

熱量的角色、運動時對

營養素需求及身體內分

泌的變化 

P-3-6-3肝醣超載現象的
理論及技術實務 

P-3-6-4運動增能劑的種
類及運用 

P-3-6-5自由基、抗氧化
劑及老化 

P-3-6-6專項運動員之特
殊營養需求 

P-3-7 

素食營養學 

P-3-7-1營養學概要及了

解人體營養所需 

1.由素食者的角度出發，介

紹營養學相關概念。並了解

飲食的特殊性與獨特性。  

2. 介紹六大營養素、生命期

營養外，亦針對素食者介紹

相關素食食材，與菜單之規

劃方法。  

¢營養學 

¢生命期營養 

¢食品加工 
P-3-7-2 各生命週期營

養素之需求 

P-3-7-3素食之定義與分

類 

P-3-7-4 素食者之營養

素需求與相關疾病 

P-3-7-5素食者菜單設計

及飲食原則  

P-3-7-6 了解市售素食

加工產品之原料與製程  

P-3-8 

飲食養生學 

P-3-8-1食物中之機能成
分 

讓學生瞭解(1)食物中的機能

性成分 (2)不同體質及年齡

人的飲食原則 (3)四季飲食

原則 (4)飲食禁忌 

 

¢營養學 

n 食品科學概論 
 

 

 

P-3-8-2食材屬性(溫、

熱、寒、涼、平)分類與

飲食原則 

P-3-8-3四季與食物顏色

(青、赤、黃、白、黑)

的飲食原則 

P-3-8-4熱、寒、實、虛(血



49 

虛、氣虛、陰虛、陽虛)

體質的飲食原則 

P-3-8-5幼兒、青少年、

孕婦、老年人的飲食原

則 

P-3-8-6不同食材的功

能、成分組成、飲食原

則 

P-3-8-7傳統與科學驗證

的飲食禁忌 

P-3-9 

飲食與慢性

疾病 

P-3-9-1何謂癌症 了解癌症之疾病基本特性，

探討癌症疾病之國內外流行

病學概況，並且透過癌症疾

病控制的基本理論概述，進

一步探討飲食與慢性疾病疾

病之相關性 

n 生物化學 
n 食品科學概論 
n 營養學概論 
n 生理學 
n 食物學原理 

P-3-9-2癌症發生的秘密 

P-3-9-3癌症之介紹 

P-3-9-4檢查癌症症狀的

方法 

P-3-9-5食物中致癌性之

危險因素 

P-3-9-6食物之營養成份

介紹 

P-3-9-7營養要素與癌症 

P-3-9-8脂質、蛋白質及

碳水化合物與癌症 

P-3-9-9自由基與抗氧化

劑和癌症關係 

P-3-9-10與飲食有關之

毒物學 

P-3-10 

營養與長期

照顧 

P-3-10-1 

高齡社會健康照顧緒論 

1.使學生了解營養在老人長

期照顧中扮演之重要角色。 

2.妥善運用各種營養素預防

與輔助治療老化等相關疾

病。� 

¢營養學 

¢生理學  

� 

P-3-10-2 

老化生理學 

P-3-10-3 

老人營養學 

P-3-10-4 

長期照顧 

P-3-10-5 

老人與醫療照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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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0-6 

預防營養醫學在長照中

的重要性 

P-3-11 

老人營養保

健 

P-3-11-1 

介紹老化遺傳性疾病 

瞭解老化機制、生理變化與

營養素的需求 

¢生物學 

¢生理學 

¢病理學 

¢食品營養概論 

¢營養學 

P-3-11-2介紹老化有關

之基因結構和功能。 

 

P-3-11-3 

介紹各種抗氧化劑可能

的抗老化作用與機制 

P-3-12 

藥膳與保健 

P-3-12-1讓學生瞭解藥

膳保健食品市場現況及

未來發展趨勢 

使學生了解藥膳保健產品開

發的重要性和所需的專業知

識與技能及市場開拓的行銷

技術及相關法規 

¢食物學原理與實

驗  

¢生物化學與實驗 

¢食品與營養概論 

 

P-3-12-2讓學生瞭解藥

膳原料的來源及種類 

P-3-12-3讓學生瞭解藥

膳與養生保健的相關性 

P-3-12-4讓學生瞭解藥

膳保健產品開發目的及

動機 

P-3-12-5讓學生瞭解藥

膳保健產品開發的功效

性評估及法規 

P-3-12--6讓學生瞭解藥

膳保健產品的行銷與經

營管理 

P-3-13 

保健食品行

銷與管理 

P-3-13-1介紹目前市場

上保健食品的種類 
1.使學生瞭解目前市場上保

健食品的種類 

2.使學生瞭解我國保健食品

法規與健康食品認證類別 

3.使學生瞭解現行保健食品

銷售通路種類 

4.使學生學習到保健食品行

銷與管理的方法 

 

P-3-13-2介紹我國保健

食品法規與健康食品認

證類別 

P-3-13-3介紹現行保健

食品銷售通路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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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3-4教導學生之保

健食品行銷與管理的方

法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有列出表 A5-2中專業能力所有的職責與任務…….. 

2.每項任務是否儘量列出所需的專業技術及安全知識…. 

3.每項任務是否儘量列出所需的專業基礎知識…....…….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1.專業相關知能包括專業技術及安全知識及專業基礎知識兩大類。 

2.專業技術及安全知識係指完成代表性工作任務時所需要的技術性知識，如：行
銷技巧、錐度原理、戴維寧定理等等。 

3.專業基礎知識係指完成代表性工作任務時所需要的基礎性知識，如熱力學第一
定律、牛頓運動定律、畢氏定理等等。 

4.跨任務係指非屬於某單一職責的任務，但卻是完成整體職責所需的知能。 
5.本表之任務為未來「專業實習或實驗科目」之技能項目教學內容綱要，專業技
術及安全知識為「專業理論科目」之內容綱要或「專業實習或實驗科目」之相

關知識教學內涵，專業基礎知識為「專業基礎科目」之教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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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能力與科目對照分析表 

保健食品系系科能力與科目對照 

所需職責 所需任務 	 知能(含一般知識、職業知識、

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等 

科目名稱 

保健食品開

發與產製人

員 

食品工廠 

食品生技公司 

坐月子中心 

老人安養中心 

P-1-1 普通生物學 

P-1-2 普通化學 

P-1-3 微生物學 

P-1-4 保健食品概論 

P-1-5 生物化學 

P-1-6 營養學 

 P-1-7 中草藥概論 

 P-1-8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

全 

 P-1-9 保健植物組織培養 

 P-1-10 生命期營養 

 P-1-11 專業英文導讀 

 P-1-12 食品功能與安全性評

估 

 P-1-13 釀造食品 

 P-1-14 食品工廠管理 

 P-1-15 食品單元操作 

 P-1-16 香草食品 

 P-1-17 健康創意料理 

 P-1-18 食藥用菇生產技術 

 P-1-19 飲食與慢性疾病 

 P-1-20 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P-1-21 農產製造學 

 P-1-22 創意產品開發 

 P-3-13 保健食品行銷與管理 

 P-1-23 食品加工與實習 

食品 (或餐

飲)業之檢驗

分析、衛生

與管理人員 

食品工廠 

餐盒業工廠 

便當公司 

大型連鎖餐廳 

食品生技公司 

GMP認證公司 

P-1-1 普通生物學 

P-2-1 生理學 

P-1-2 普通化學 

P-1-5 生物化學 

P-2-2 分析化學與實驗 

P-1-3 微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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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營養學 

P-2-3 食品衛生與安全 

P-2-4 食品儀器分析 

P-2-5 食品分析與實驗 

P-2-6 食品微生物與實習 

P-1-4 保健食品概論 

P-2-7 食品化學 

P-2-8 應用微生物學 

P-2-9 生物統計 

P-1-14 食品工廠管理 

P-1-15 食品單元操作 

P-2-10 官能品評 

P-1-8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

全 

P-2-11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P-2-12 大量食物製備與實驗 

P-2-13 機能性成分分析 

營養推廣教

育人員 

食品生技公司 

食品工廠 

坐月子中心 

餐廳經營業 

網路行銷業 

學校及研究機構 

老人安養中心 

P-3-1 食品與營養概論 

P-1-1 普通生物學 

P-1-5 生物化學 

P-2-1 生理學 

P-1-6 營養學 

P-3-2 營養評估 

P-3-3 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P-3-4 膳食設計與實習 

P-1-10 生命期營養 

P-3-5 體重管理 

P-3-6 運動營養 

P-3-7 素食營養學 

P-3-8 飲食養生學 

P-3-9 飲食與慢性疾病 

P-3-10 營養與長期照顧 

P-3-11 老人營養保健 

P-3-12 藥膳與保健 

P-2-12 大量食物製備與實驗 

P-3-13 保健食品行銷與管理 

填表說明: 
1. 將表 A4中的一般及專業能力列入表 A6，並尋求適當的科目名稱填至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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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目名稱應以能涵蓋較多的職責、任務或知能為考量。 
3. 科目名稱可以一般科目、專業實習(或實驗) 、專業科目的方向來考量，甚至有些能
力可以利用產學合作、專題製作等科目來完成。 

4. 該科目的授課時數至少以一學期兩學分為原則。 
5. 可考慮傳統學科名稱但也應考慮加以統整使涵蓋較多之知能而達成二學分以上教
學科目之原則。 

6. 科目的組成應考慮科目學習的統整性、連貫性、邏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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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系科課程學分及時數對照表 

保健食品系  系科課程學分對照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或代碼) 

學分

數 
時數 必

修 
選修 總學分數/總

時數 
百分比

(%) 

共
同
必
修 

中國文學 2 2 V  36/39  

應用中文 2 2 V  

英文（一）（二） 4 4 V  

資訊概論 3 3 V  

三創課程 2 2 V  

自然科學

(一)(二) 
4 4 V  

人文藝術

(一)(二) 
4 4 V  

社會素養

(一)(二) 
4 4 V  

生活應用

(一)(二)(三) 
6 6 V  

服務學習（一）

（二） 
1 4 V  

體育（一）（二） 4 4 V  

健
康
學
院
必
修 

健康產業概論 2 2 V  15/15  
益康森活 2 2 V  
飲食與生活 2 2 V  
食品與營養概

論 
3 3 V  

香草植物 3 3 V  
健康養生 3 3 V  

專
業
科
目 

第
ㄧ
學

年 

     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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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學
年 

普通生物學與

實驗 
2 2 V    

普通化學 2 2 V  
微生物學與實

驗 
2 2 V  

營養學 2 3 V  
分析化學 2 2 V  

食品微生物與

實習 
2 3 V  

生理學 2 2 V  
膳食設計與實

習 
2 2  

V 

專業英文導讀 2 2  V 

保健植物組織

培養 
2 2  V 

保健食品概論 2 2  V 
寵物保健食品 2 2  V 
大量食物製備 2 2  V 
發酵學 2 2  V 
證照實務(一) 2 2  V 

中草藥概論 2 2  V 
食物學原理 2 2  V 
飲食養生學 2 2  V 

證照實務(二) 2 2  V 
生命期營養與

保健 
2 2  V 

第
三
學
年 

食品化學 2 2 V    
生物化學 2 2 V  
食品分析 2 2 V  
食品加工與實

習 
3 3 V  

食品分析實習 2 3 V  
生物化學實驗 1 2 V  
食品衛生與安

全 
2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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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用菇生產

技術 
2 2  V 

食品功能性與

安全評估 
2 2  V 

農產製造學 2 2  V 
食品生物技術 2 2  V 

食品儀器分析 2 2  V 

食品包裝之功

能與安全 
2 2  V 

食品法規 2 2  V 
食品添加物 2 2  V 

官能品評 2 2  V 

美容保健食品 2 2  V 
保健食品專題

講座 
2 2  V 

機能性成分分

析 
2 2  V 

第
四
學
年 

生物統計 2 2 V    

食品單元操作 3 3 V  

食品安全管制

系統 
2 2 V  

保健食品開發

與產製 
2 3 V  

專題製作

(一)(二) 
2 2 V  

校外產業實習 6 6  V 

保健食品行銷

與管理 
2 2  V 

食品貯存與保

藏技術 
2 2  V 

創意產品開發 2 2  V 

食品工廠管理 2 2  V 
校外實習 3 3  V 

運動保健食品 2 2  V 
香草食品 2 2  V 
食品品質管制 2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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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管理保健

食品 
2 2  V 

食品風險分析

與管理概論 
2 2  V 

食品認證實務 2 2  V 

合計  128 136   128/136 100%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都包括了表 A10中的所有科目名稱..…………….…………. 

2.是否有考慮可開課學分數、各科目所涵蓋的能力數量、學校特色發
展及學生特質，訂定一般科目及專業科目的學分比例….... 

3.是否有考慮師資、設備(含現有、添購或統整其他系科設備)訂定各科
目學分數…………………………… 

4.是否依填表說明 4.訂定必選修科目………………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是þ  否o 

填表說明: 

1. 將表 A8中的科目名稱登錄至本表，並依一般科目(含通識課程)及專業科目分別填入表
中。 

2. 考慮可開課學分數、各科目所涵蓋的能力數量、學校特色發展及學生特質，訂定一般
科目及專業科目的學分比例。 

3. 訂定各科目學分數應考慮現有師資、儀器設備，若專任教師不足，則以兼任或客座方
式補足；現有設備不足則需添購或統整其他系科設備。 

4. 必修科目的認定應以：(1)科目所含的能力數量較多者；(2)較為基礎核心者；(3)科目中
所含的能力在各工作中重複性較高者；(4)必選修的比例亦可參考技職一貫課程訂結
構。 

表 A10-1 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綱要表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保健食品概論 

英文科目名稱：Basics in functional foods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食品化學、營養學、生物化學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了解食品中有哪些機能性成分 

2. 使學生了解如何藉由飲食維持身體的健康 

3. 使學生了解如何申請健康食品認證 

4. 使學生體會開發健康食品的困難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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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節數 

健康食品與健康補助食品

的定義、法規與分類 

定義、健康食品管理法、 2  

安全性試驗 慢性試驗、亞急性試驗、急性試

驗、致畸胎試驗、致癌性試驗、

致突變性試驗 

2  

功能性試驗 動物相關功能試驗、功能性成分

鑑定 

3  

食品中之功能性成分之分

類 

蛋白質類、脂質類、醣類、維他

命類、礦物質類、發酵微生物類、

藻類、藥草植物成分、蜂產品類 

4  

蛋白質類 蛋白食品、蛋白質酵素分解物食

品、牡蠣抽出物食品、蜆抽出物食

品、緑貝食品、鱉粉末食品、鯉抽

出物食品 

2  

脂質類 γー次亞麻油酸食品、含 EPA精製
魚油食品、含 DHA精製魚油食
品、大豆卵磷脂食品、月見草油、

鱉油食品 

2  

醣類 葡萄糖胺食品、果寡糖類食品、

黏多醣‧蛋白食品、食物繊維食

品、甲殼質食品 

3  

維他命類 米胚芽油、小麥胚芽油、大麥胚

芽油、薏仁胚芽油、含維他命 E

植物油、含維他命 C食品、含類

胡蘿蔔素食品 

2  

礦物質類 含鈣質食品 1  

發酵微生物類 酵母食品、乳酸菌（生菌）利用

食品、植物發酵食品、植物萃取

物發酵飲料、納豆菌培養物食品 

2  

藻類 綠藻、螺旋藻 1  

菇類 香菇類、靈芝類 2  

藥草植物成分 黑棗抽出物食品、梅肉萃取食

品、蝦夷五加食品、高麗人蔘食

品、真菰食品、苜蓿食品、蘆薈

食品、麥類嫩葉食品、武靴葉食

品、大豆異黃酮食品、銀杏葉萃

取物食品、大蒜食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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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產品類 蜂王乳、花粉、蜂膠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

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

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生物化學 

英文科目名稱：Biochemistr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 1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普通生物學、普通化學、有機化學 

教學目標： 

生物化學是一門以有機化學為基礎來詮釋生命現象的科學，是一門生命科學類

相關科系必修的基礎學科。 

研修畢整學年的課程將使修課學生充分得到生物化學基礎學理的認識，對大自

然及所有生命現象有一個較明確的科學描繪輪框，如果要以參與國內研究所考試做

為指標，第一次認真修完本課程的同學應可拿下 55%之分數，其餘 45%要靠同學的努

力複習以及廣泛蒐集考題、參考其他相關書籍及近期的生化科技報導。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分子和生命 生物化學:生命舞台的起點 

生物訊息的流通:細胞通訊作用 

生物分子與水 

胺基酸、胜肽及蛋白質 

1 

1 

2 

4 

 

生物分子的活性反應 蛋白質結構與生物功能 2  



61 

酶:反應、動力學與抑制作用 

輔酶、調節作用抗體及核糖酶 

醣類:結構及生物功能 

脂質、生物膜(細胞膜)及細胞的
運輸 

2 

4 

4 

4 

生物訊息的儲存和傳遞 DNA和 RNA:結構和功能 

DNA 複製和轉錄作用:DNA 和
RNA的生合成 

4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綱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中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

課程中需教授之能力），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綱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營養學 

英文科目名稱：Nutri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營養學概論、生理學 

教學目標： 

    了解營養素與健康的關係、營養素與食品的關係、營養素之來源及其功能及運用

營養知識改善健康，以作為飲食設計以及臨床營養學的基礎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食物的消化與吸收 了解體內消化器官的構造以及消

化作用，理解體內吸收營養素的機

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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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類 了解醣類的分類與分子構造、學習

醣類在體內的消化吸收及代謝途

徑，並理解醣類的生理功能及食物

來源                              

9  

 

 

蛋白質 

了解蛋白質的組成與分類、學習蛋

白質品質的評定方法、了解蛋白質

在體內的消化吸收及代謝途徑，並

理解蛋白質的生理功能及食物來

源                            

9  

 

脂質 了解脂質的定義與分類、理解脂質

的生理功能及食物來源，並學習脂

質在體內的消化吸收及代謝途徑                          

9  

巨量礦物質 了解巨量及微量元素之區分，了解

巨量礦物質之生理功能及食物來

源、我國 DRIs之建議量，及各種

補充劑之安全性，並釐清如何攝取

適量的礦物質以避免缺乏和過量 

3  

 

微量礦物質 

了解微量礦物質之生理功能及食

物來源、我國 DRIs之建議量，及

各種補充劑之安全性，並釐清如何

攝取適量的礦物質以避免缺乏和

過量 

3  

脂溶性維生素 了解脂溶性及水溶性維生素之區

分，了解脂溶性維生素之功用、毒

性、性質及食物來源、我國 DRIs

之建議量，及各種補充劑之安全

性，並釐清如何攝取適量的維生素

以避免缺乏和過量                         

3  

水溶性維生素 了解脂溶性維生素之功用、毒性、

性質及食物來源、我國 DRIs之建

議量，及各種補充劑之安全性，並

釐清錯誤的觀念                            

3  

水分與電解質 了解水分與電解質對人體的重要

性，了解體內水分的調節及內分泌

的功能                          

3  

能量代謝 了解人體熱量的測定的方法，並認

識基礎代謝率，了解影響個人能量

需求的因素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63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中草藥概論 

英文科目名稱：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二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瞭解中草藥的起源和發展 

2. 瞭解中草藥的產地與採集現況 

3. 瞭解中草藥的炮製 

4. 瞭解中草藥的性能、配伍 

5. 中草藥的用藥禁忌、劑量與用法 

6. 解表藥、清熱藥、瀉下藥、祛風濕藥、化濕藥、利水滲濕藥、溫裡藥、理氣藥、
消食藥、驅蟲藥、止血藥、活血化瘀藥、化痰止咳平喘藥、安神藥、平肝息風藥、

開竅藥等介紹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引導學生對中藥能有完整的認

識，從而有助於學生對中草藥生

物技術的概念更進一步的認識 

2  

中草藥的起源和發展 了解中草藥的起源和發展 2  

中草藥的產地與採集現況 了解中草藥的產地與採集現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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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的炮製 了解中草藥的炮製原理與技術 2  

中草藥的性能 了解中草藥的性能 2  

中草藥的配伍 了解中草藥的配伍技術 2  

中草藥的用藥禁忌 了解中草藥的用藥禁忌 2  

 

中草藥的劑量與用法 

 

了解中草藥的劑量與用法 

 

2  

解表藥、清熱藥、瀉下藥、

祛風濕藥、化濕藥、利水滲

濕藥、溫裡藥、理氣藥、消

食藥、驅蟲藥、止血藥、活

血化瘀藥、化痰止咳平喘

藥、安神藥、平肝息風藥、

開竅藥等介紹 

介紹各類藥劑之性質與應用 1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 

英文科目名稱：The function and safety of food packaging 

學年、學期、學分

數： 

第 三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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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學習: 

1. 讓學生瞭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種類的現況及未來發展動態 

2. 讓學生瞭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在產品銷售的重要性 

3. 讓學生瞭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的材料及其開發技術 

4. 讓學生瞭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開發及設計的目的與動機 

5. 讓學生瞭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的機器設備及其應用 

6. 讓學生瞭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設計與市場行銷策略的關聯性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瞭解包裝的定義、

包裝的功能、包裝

的分類及瞭解食品

包裝之功能與安全

種類的現況及未來

發展動態 

3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種類簡介 

了解包裝材料的特

性及其性能指標 

9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原理與方法 

了解環境因素、微

生物對包裝食品變

化的影響及其控

制，  

9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基本技術方法

及其設備 

瞭解與學習食品的

充填、袋裝、裝盒

與裝箱、封口、貼

標、捆扎包裝技術

及設備 

9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專用技術方法

及其設備 

瞭解與學習防潮包

裝、活性包裝及脫

氧包裝、食品無菌

包裝及微波食品包

裝之功能與安全等

技術。 

9  

各類食品包裝之功

能與安全 

了解各類食品包裝

之功能與安全如:果

蔬類、畜禽肉類、

水產品、蛋、奶及

飲料類等食品包裝

之功能與安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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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標準與法

規 

瞭解國際及國內食

品包裝之功能與安

全標準與法規及食

品包裝之功能與安

全技術規範與質量

保證 

6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設計 

瞭解食品包裝之功

能與安全策略和設

計方法、包裝造型

與結構設計、包裝

設計與印刷，  

3  

食品包裝之功能與

安全設計與行

銷 

瞭解食品包裝之功

能與安全設計與市

場行銷策略的關聯

性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

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

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

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

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完整學

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生命期營養與保健 

英文科目名稱：Life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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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學期、學分

數：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營養學與營養學實驗 

教學目標：促進學習者了解不同各生命階段之營養需求及營養照護方法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生命期營養之簡介 營養基礎概念 2  

懷孕期營養 營養素之需求變化

及飲食原則 

2  

哺乳期營養 母乳哺餵之重要性 4  

嬰兒期營養 先天遺傳疾病之營

養照顧 

4  

幼兒期營養 生長發育期之營養

設計原則 

4  

兒童期營養 生長發育期之營養

設計原則 

4  

青春期營養 生長發育期之營養

設計原則 

4  

成年期營養 慢性疾病之預防 4  

老年期營養 退化性疾病之預防 4  

綜合討論 時事營養議題之討

論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
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
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
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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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
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完整學

科...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專業英文導讀 

英文科目名稱：Instruction to reading research papers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英文、營養學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了解常見營養學專有名詞的意義 

2. 使學生了解科學文獻的基本架構 

3. 使學生了解閱讀營養英文文獻的方法 

4. 使學生體會閱讀營養新知的樂趣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科學英文的架構 
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

與討論、結論的基本架構 

4  

前言的閱讀與寫法 參看科學文獻前言的寫做技巧與

解析 

4  

材料與方法 材料方法的寫法 4  

結果與討論 如何根據實驗結果來解釋自己的

假說及引伸的意義 

4  

結論 結論的基本格式，短而有力 2  

參考文獻的寫法 科學性論文參考文獻的寫法 2  

摘要的閱讀與寫法 摘要的重要性、字數限制與需涵

蓋的內容 

4  

常見營養英文專有名詞 營養專有名詞的意義及用法 4  

動詞時態變化 科技英文常用動詞變化 4  

助動詞的時態和其含意 can, could、may, might、which, that…

用法的差異及含意之不同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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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

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否o 

是R否o 

是R否o 

 

是R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功能性與安全性評估 

英文科目名稱：Food functional and safety evalua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二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保健食品概論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國內保健食品種類與銷售現況 

2. 我國健康食品法法規 

3. 保健食品的安全性評估的分類與方法 

4. 保健食品安全劑量的計算方法 

5. 保健食品功能的評估方法.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了解保健食品的開發技術及市場

銷售概況 

2  

保健食品種類簡介 了解保健食品的種類及其活性成

分之認識 

6  

我國健康食品法法規 了解我國健康食品法法規 2  

保健食品的安全性評估的分

類 

了解保健食品的安全性評估的分

類 

2  

保健食品的安全性評估的方

法 

了解保健食品的安全性評估的原

理與方法 

6  

保健食品安全劑量的計算方

法 

學習安全劑量的計算方法與結果

判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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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功能的評估方法 學習保健食品各類功能的評估方

法 

1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

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

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

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

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工廠管理 

英文科目名稱：Food factory management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四學年、第二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食品科學概論、食品衛生與安全 

教學目標：使學生了解現代食品工業除應致力於產品品質提升與創新外，更要配合卓

越經營管理形成具有競爭效能之成本與附加價值條件，建立市場调查、產品發展與製

造到銷售環節之管理優勢。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食品工業的意義 
現代工廠的管理 

2  

食品工廠組織  組織結構與構成 

適應性的現代組織結構 

2  

工廠設施配置規劃 食品工廠之廠址選擇 

細部佈置規劃與建廠設置 

2  

 

食品質保證制度與管理 食品法規概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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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Ⅱ ISO9000 

食品 GMP 

HACCP 

物料與物流管理 物料管理基本概念 

物料分類、驗收、領發料及退料 

物料倉儲管理、盤點及存量管制 

物流功能與目標 

4  

生產管理 生產計畫、排程 

工作分派及生產管制 

2  

行銷管理 行銷程序與決策 

消費者市場與購買行為分析 

行銷策略 

3  

成本分析與管理 基本財務報表認識 

財務操作及融資決策 

 

2  

人力資源管理 員工選用與訓練 

工作評價與職位分類 

考續與獎懲 

薪資管理與員工福利 

3  

工業安全與衛生 工業安全的意義 

意外事故分類與損失 

工作安全分析 

安全衛生計畫與訓練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

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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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單元操作 

英文科目名稱：food unit opera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四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一、協助學生對於各單元操作理論之了解 

二、協助學生對於各單元程序之了解  

三、啟發各單元操作設計及計算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課程導引與概論 2  

單元操作及單元程序 了解各種單元操作及單元程序 2  

洗滌 了解洗滌的目的及注意事項 2  

粉碎 了解粉碎的方法及種類 2  

分離 了解分離的目的及方法 4  

過濾 了解各式過濾器材 4  

乾燥 了解乾燥的理論及各種乾燥方法 4  

 

混合 了解混合的目的及機械種類 4  

濃縮 了解蒸發濃縮的目的 4  

包裝 了解食品包裝之功能與安全的形

態及材料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

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

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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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香草食品 

英文科目名稱：Herbs Processing Food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二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認識香草 

2. 香料歷史 

3. 綠手指課程 

4. 香草各論 

5. 動手玩香草食品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
學
參 
考
節
數 

備註 

認識香草 I--嗅覺與視
覺 

首堂課將帶領學員親自觀察各種香草植物，
以嗅覺及視覺雙重饗宴，進入奇妙的香草世

界。 

2  

認識香草 II--基礎植物
學  

2  

香料歷史 介紹辛香料的歷史及產業，並現場觀察各種
辛香料。 

2  

綠手指課程 I—介質、
水分、陽光與肥料 

了解栽培香草時所使用的各種土壤介質、水
份管理方式、光線管理及肥料施用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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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手指課程 II—修剪
與繁殖 

使用扦插法、分株法繁殖香草，並帶回家栽
培。 

2  

綠手指課程 III—有機
栽培與病蟲害防治 

介紹香草植物有機栽培方法與常見病蟲害及
防治方法。 

2  

香草各論 I 介紹薄荷、香蜂草、甜菊、洋甘菊、迷迭香、
薰衣草、月桂、蒔蘿、茴香及其效用。 

2  

 

香草各論 II 
介紹鳳梨鼠尾草、檸檬馬鞭草、檸檬香茅、
檸檬百里香、紫蘇、巴西利、羅勒、馬郁蘭、

奧勒岡、百里香及其效用。 

2  

動手玩香草 I：新鮮花
草茶的製作 DIY製作花草茶飲料並介紹效用 

2  

動手玩香草 II：乾燥花
草茶包的製作 乾燥花草茶包的製作 

2  

動手玩香草 III：濃縮
香草醬泥的製作 濃縮香草醬泥的製作 

2  

動手玩香草 IV：香草
手工餅乾與新鮮香草

茶製作 
陽明山花卉試驗中心參觀 

2  

動手玩香草 VIII：香草
手工餅乾與香草起司

醬製作 
陽明山天蕊農場香草花園參觀 

2  

動手玩香草 VII：香草
奶酪與醬汁製作 親手製作創意手工香草肥皂 

2  

動手玩香草 VIII： 
香草油製作、各式三明

治、油醋沙拉 

利用採收的香草製作香草料理油、香草醋、
各式三明治及油醋沙拉 

2  

動手玩香草 IX： 
手工香草餅乾製作 利用各種香草親手製作手工香草餅乾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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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知識，

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

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
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
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 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 食藥用菇生產技術 

英文科目名稱：Cultivation of mushroom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微生物學 

教學目標： 

菇菌的種類繁多，型態各異，分布很廣，與人類的關係密切。本課程主要著重介

紹菇菌的分類、重要菌種，並了解菇菌的基本形態構造與生長繁殖，及其在農業、食

品和工業上的發展與現況。 

教材大網：本課程主要著重在菇菌的部分，內容包括:菇菌的分類、型態與構造、菇

菌的生長與繁殖、培養基的選擇與製備、菌種分離與保存方法、菇菌之浸漬培養、菇

菌之栽培、藥用菇類:靈芝、雲芝、樟芝、冬蟲夏草。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培養菇菌之基礎 菇菌的分類、型態與

構造 
菇菌的生長與繁殖 
培養基的選擇與製

備 
菌種分離與保存方

法 

12  

菇菌之生產 菇菌之浸漬培養 

菇菌之栽培 

18  

個論 藥用菇類:靈芝、雲

芝、樟芝、冬蟲夏草

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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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中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

課程中需教授之能力），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飲食與養生 

英文科目名稱：Diet and health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四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1) 介紹飲食、營養、保健與慢性疾病之關係 (2)認識健康飲食 (3)認識

營養素 (4)認識慢性疾病 (5)健康飲食與預防代謝症候群 (6)慢性疾病之預防與健

康管理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飲食、營養、保健與

慢性疾病之關係 

介紹飲食、營養、保健與慢性疾

病之關係 
4  

認識慢性疾病 常見慢性疾病的發生與病因 4  

代謝症候群 健康飲食與預防代謝症候群 4  

肥胖及慢性疾病 肥胖及慢性疾病之相關性 4  

高血壓及高血脂防

治討論  

高血壓之成因與健康危害 4  

慢性疾病防治策略

基本理論概述  

慢性疾病防治策略基本理論概述  4  

營養素與疾病相關

性 

營養素及食品特殊生理機能性 4  

健康飲食 慢性疾病之預防與健康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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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健康 身體活動量對慢性疾病的預防與

治療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

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

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

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
性、連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
以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保健食品開發與產製 

英文科目名稱：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health food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保健食品的種類及其活性成分 

2. 保健食品產製之相關設備介紹 

3. 保健食品原料之製備原理與技術簡介 

4. 保健食品不同劑型的開發的技術與原理 

5. 保健食品產製相關機器設備之操作 

6. 保健食品原料萃取濃縮設備之操作 

7. 保健食品不同劑型的操作技術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了解保健食品的開發技術及市場

銷售概況 
3  

保健食品種類簡介 了解保健食品的種類及其活性成 9  



78 

分之認識 

保健食品產製之相關設

備介紹 

了解保健食品產製設備之原理與

應用 

9  

保健食品原料之製備原

理與技術簡介 

了解保健食品不同原料(浸膏、粉

末及顆粒)的製備原理與技術 

9  

保健食品不同劑型的開

發技術與原理簡介 

了解保健食品的錠劑、膠囊、散

劑、冲劑及飲品等不同劑型開發

技術的原理 

9  

保健食品的萃取技術 學習萃取技術(超臨界萃取、水萃
取及溶劑萃取)及應用 

3  

保健食品的濃縮技術 學習減壓濃縮及冷凍乾燥技術及

應用 

3  

 

保健食品的錠劑製備技

術 

學習錠劑劑型的製備技術及應用 3  

保健食品的膠囊製備技

術 

學習膠囊劑型的製備技術及應用 3  

保健食品的飲品製備技

術 

學習飲品及冲劑的製備技術及應

用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

（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

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

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

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農產製造學 

英文科目名稱：Agro-manufacturin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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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 二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了解農產製造之重要: 增進農產品變形效用、增進農產品時間效用、增進農產品位

置效用、增進農產品所有權效用、增進農產品變服務效用 

2.了解農產製造之範圍: 鹽漬類、乾製類、釀造類 

3.了解農產製造之原料: 農產、林產、水產與畜產 

4.了解農產製造之用途: 食用品、調味品、嗜好品、藥用品、香料品 

5.了解農產製造之製造方法: 化學性-應用酵素及微生物之製造 

                          物理性-粉碎、混合、蒸煮、烘炒、蒸發及濃縮、蒸溜、

壓榨、揉捻、過濾及乾燥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農產製造之重要 了解增進農產品變形效用、增進

農產品時間效用、增進農產品所

有權效用、增進農產品服務效用 

4  

農產製造之範圍 了解鹽漬類農產製造 4  

了解乾製類農產製造 4  

了解釀造類農產製造 4  

農產製造之原料 農產原料、水產原料 2  

林產原料、畜產原料 2  

農產製造之用途 食用品、調味品 4  

嗜好品、藥用品、香料品 4  

農產製造之製造法 了解化學性-應用酵素及微生物

之製造技術 

4  

了解物理性-粉碎、混合、蒸煮、

烘炒、蒸發及濃縮、蒸溜、壓榨、

揉捻、過濾及乾燥等技術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80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創意產品開發 

英文科目名稱：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及瞭解: 

1.保健食品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2.國內外產品發展的動態及種類 

3.國內外產品開發所需的法規 

4.產品開發目的及其動機 

5.創意產品開發的功能性評估 

6.產品開發所需機器設備的操作及應用 

6.創意產品開發的行銷技術及市場調查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保健食品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及

了解保健食品開發現況及市場銷

售概況 

9  

國內外產品發展動態及其種

類介紹 

瞭解國內外產品發展的動態、種

類及其活性成分之認識 

9  

國內外產品開發法規之介紹 了解國內外保健食品開發法規規

範及差異性 

9  

產品開發目的及其動機 瞭解市場上創意產品開發的目

的，進而學習如何研究開發新產

品及其步驟 

3  

創意產品開發的功能性評估 瞭解市場上創意產品開發功能性

評估種類及學習功能性評估的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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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方法及技術 

創意產品開發所需機器設備

的操作及應用 

學習產品開發機器設備的種類及

原理 

6  

 

創意產品開發所需機器設備

的操作及應用 

學習產品製備技術及其實際操作 3  

創意產品開發的行銷技術 學習行銷計畫策略:如產品定

價、銷售通路、行銷方式技術、

產品定位導向、人員訓練、售後

服務等專業技術及服務。 

3  

創意產品開發的市場調查 學習創意產品開發的市場調查程

序步驟及分析：市場機率；產品

型態發展；試銷售測試及市場行

銷。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

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衛生與安全 

英文科目名稱：Food Sanitation and Safet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食物學原理、營養學概論、微生物學 

教學目標：使學生能認識食品衛生的重要性，了解食物中毒種類與原因及加工調理或

環境有害物質之作用機轉毒性與案例等，以期透過此課程之學習，提供一安全衛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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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主要掌控方法。 

1. 瞭解飲食上所隱藏之生物性和物理性的危機 

2. 明白如何預防食品之生物性的危機和選擇安全的食品 

3. 瞭解食品衛生安全的相關知識，考證照時更能注重衛生，避免失分 

4. 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上，期有衛生安全的飲食概念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食品衛生管理法、食品法規管理

制度及國際食品規範、 
4  

現代食品安全問題 生物技術應用、基因改造食品、

奈米技術對食品安全之疑慮 

2  

食品安全評估 風險分析在食品安全之應用、食

品品質及安全認證制度、食品追

溯系統 

4  

食物中毒病原菌與細菌性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病原菌的分類和各病原

菌的介紹 

2  

天然毒素 植物性和動物性毒素、食品中的

天然致癌物 

4  

黴菌毒素 黴菌毒素及其毒性、黃麴毒素介

紹 

2  

食品添加物及其安全性 食品添加物的定義與範圍、毒性

與安全性、行政管理、有害性食

品添加物及其毒性 

4  

有害性金屬 金屬毒性的基本概論、各有害金

屬之介紹 

2  

食品加工衍生之有害物質 食品中硝酸鹽、亞硝酸鹽及亞硝

酸基化合物、 

2  

食品中之環境污染物 殘留農藥、多氯聯苯的特性及用

途、毒性、對人體的危害、環境

污染及污染途徑、戴奧辛 

4  

食物過敏 常見過敏食物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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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儀器分析 

英文科目名稱：Instrumental analysis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 

教學目標： 了解各種分析儀器分析的原理、構造及其應用，並使學生熟悉分析的

方法與步驟，俾能靈活運用，以能從事各種例行分析及研究。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層析法緒論 層析法的簡介、分類、運用 3  

高效能液相層析法 
高效能液相層析法的原理、儀器

的構造與運用 

3  

氣相層析法 氣相層析法的原理、構造與運用 3  

高效能液相層析法及氣

相層析法實習 

利用化學物質分析的實作過程來

熟悉儀器的操作 

6  

層析學 介紹層析法的基本理論 3  

超臨界流體層析儀 
超臨界流層析法的原理、儀器的

構造與運用 

3  

毛細管電泳 
毛細管電泳層析法的原理、儀器

的構造與運用 

3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 
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的原理、儀

器的構造與運用 

3  

螢光-冷光光譜儀 
螢光-冷光光譜儀層析法的原

理、儀器的構造與運用 

3  

光譜儀實習 
利用化學物質分析的實作過程來

熟悉儀器的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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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光譜儀 
螢光-冷光光譜儀的原理、儀器的

構造與運用 

3  

紅外線光譜儀、質譜術與

核磁共振光譜儀 

紅外線光譜儀、質譜術與核磁共

振光譜儀分析儀的原理、的構造

與運用 

6  

電分析法 
電分析法的原理、儀器的構造與

運用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

（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

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

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

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化學 

英文科目名稱：Food Chemistr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生物學、普通化學、食品原料學 

教學目標：使學生了解食品中化學之相關知識、學習如何利用各種化學反應提升食

品之品質及加工性等技能、建立嚴謹的態度解析食品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食品化學簡介 食品化學之範疇及重要性 2  

水分 水在食品中之作用、水活性、安

定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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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 單醣、寡醣、多醣 4  

脂質 油脂結構、物理性質、化學反應

及加工性 
4  

蛋白質 胺基酸、胜肽及蛋白質結構及其

功能性 
4  

維生素 脂溶性及水溶性維生素及其在加

工過程之變化 
4  

礦物質 礦物質之種類及其在加工過程之

變化 
4  

酵素 酵素之反應動力學、及其在食品

加工之應用 
4  

色素 食品中的各種色素 4  

呈味及香氣物質 食品之味覺、嗅覺、基本滋味及

各種呈味及香味物質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應用微生物學 

英文科目名稱：Applied microbiolog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二  學年、第 二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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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學習: 

1.微生物之分離、培養與保存  

2.微生物代謝  

3.微生物酵素之生產與純化  

4.分子生物技術與微生物  

5.食品產業與應用微生物  

6.基因改造作物與應用微生物  

7 .藥劑產業與應用微生物  

8 .環保產業與應用微生物  

9 .微生物之分析及檢測技術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了解微生物之分離、培養與

保存  
2  

微生物代謝  了解微生物之生化代謝，生產可

供利用之微生物產物 

4  

微生物酵素  了解微生物酵素之生產與

純化之技術  

4  

分子生物技術與微生

物  

了解 DNA 相關技術在微生

物之應用  

4  

食品產業與應用微生

物  

了解微生物在食品產業上

之技術與應用 (食品發酵、

飲料 )  

6  

基因改造作物與應用

微生物  

了解微生物在基改作物之

技術與應用  
4  

藥劑產業與應用微生

物  

了解微生物在藥劑產業之

應用 (抗生素、荷爾蒙製劑 )  

4  

 

環保產業與應用微生

物  

了解應用遺傳基因改造菌株來清

除環境污染 

4  

微生物之分析及檢測技術 了解微生物之分析及檢測技術之

開發與應用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

（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

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

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

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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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
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生物統計 

英文科目名稱：Biostatistics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瞭解常用的統計方法及適用時機。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1.生物統計及變項種

類介紹 

2. 母群體、樣本與抽
樣 

6  

描述性統計 1.資料的整理及表現 

2.常用的統計圖表 

3.常用的統計值 

6  

推論統計 1.常態分佈 

2.中央極限定理 

3.假說檢定原理 

6  

連續變項檢定 1.單一樣本檢定 

2.兩獨立樣本 T檢定 

3.兩相依樣本 T檢定 

4.信賴區間 

5.變異數分析 

8  

類別變項檢定 1.卡方檢定 

2.費氏精確檢定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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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綱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中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

課程中需教授之能力），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綱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
完整性 

4.除了表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
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官能品評 

英文科目名稱：food sensory evalua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四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一、認識感官品評歷史 二、了解感官品評重要性 三、了解食品感官品評應用範圍 

四、了解食品感官品評其應用目的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課程導引與概論 2  

食品的感官性質與人類五官

感覺 

了解各種感官品質與人類五官感

覺的關係 

2  

食品感官品評之場所 了解感官評場所對感官品評之重

要 

2  

食品感官品評之樣品處理 了解進行感官品評樣品應該如何

處理 

2  

食品感官品評員之選擇及訓

練 

了解食品感官品評員之種類 2  

食品感官品評之方法 

(定性差異性) 

了解感官品評方法中之定性差異

分析 
6  

食品感官品評之方法 

(定量差異性) 

了解感官品評方法中之定量差異

分析的理論與應用 

6  

 

食品感官品評之方法 

(描述分析) 

了解各種描述分析之測試 6  

消費者型感官品評 了解消費者型感官品評的種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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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及如何設計問卷 

食品感官品評數据之統計分

析 

了解統計分析於食品感官品評之

重要性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

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

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英文科目名稱：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3  學年、第 2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熟知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GHP 

2. 了解國內食品法規與食品安全 

3. 學會設定製程之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 

4. HACCP管制文件之規劃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GHP 了解國內衛生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現況 
2  

食品法規現況 了解國內食品法規現況 6  

防治食品中毒 防治食品中毒 4  

實施 HACCP系統之預備 了解 HACCP系統之操作管控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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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則 

製程之危害分析與重要

管制點計畫 

了解製程之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

點的設定 

6  

GHP:製程及品質 製程及品質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2  

GHP:倉儲、運輸、檢驗與

量測、客訴、成品回收、

文件管制、教育訓練 

倉儲、運輸、檢驗與量測、客訴、

成品回收、文件管制、教育訓練

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4  

 

HACCP、矯正措施及確認

系統之建立 

HACCP、矯正措施及確認系統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

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

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機能性成分分析 

英文科目名稱：Analysis of functional composi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保健食品原料學、分析化學、食品分析、儀器分析 

教學目標：使學生了解保健食品機能性成份之各種分析方法、學習各項機能性分析技

能、建立分析之正確態度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機能性成分分析之簡介

及其重要性 

機能性成分分析之主要內容及其

重要性 
3  

樣品製備 取樣、細化、萃取、濃縮、乾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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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儀器之介紹 分光光度計、HPLC、GC 6  

醣類之有效成分分析 多醣體、寡醣、醣胺類 6  

蛋白質類之有效成分 酵素、胜肽、胺基酸 6  

脂質類之有效成分 固醇類、脂肪酸 6  

水溶性維生素 維生素 C及 B群 6  

脂溶性維生素 維生素 A、D、E、K 6  

礦物質類之有效成分 Ca、Se、Ge、Ze 6  

其他機能性成分 Cordycepin、adenosine、lycopene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與營養概論 

英文科目名稱：Introduction of food and nutri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健康概論 

教學目標：促進學習者改善自己的飲食型態，以預防慢性病之發生。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基礎營養概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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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飲食 在美味與營養間取得平衡 2  

醣類 醣類的營養價值與食物來源 4  

 

油脂 油脂的營養價值與食物來源 4  

蛋白質 蛋白質的營養價值與食物來源 4  

能量平衡與體重控制 熱量及標準體重之計算 4  

維生素 維生素在人體之作用 4  

礦物質 礦物質在人體之作用 4  

生命期營養 不同生命階段之營養需求 4  

綜合討論 時事營養議題之討論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營養評估 

英文科目名稱：Nutritional assessment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臨床營養學  

教學目標： 

    暸解營養與健康及疾病之間關係發展的歷史，並清楚營養篩檢與評估的定義、

重要性、應用目的與應用方法 

教材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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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全國營養調查 瞭解營養調查的目的、國人營養

調查變遷、及國人營養健康與飲

食狀況、並實際應用 24小時回憶
法與飲食頻率問卷 

2  

營養素建議攝取量標準 瞭解日常飲食建議攝取量的發展

歷史、制定過程，並了解如何應

用日常飲食建議攝取量做為營養

評估的工作 

2  

體位測量 瞭解體位測量在營養評估上之意

義、並熟悉正確測量技巧及判讀

與臨床運用 

4  

 

生化檢驗 瞭解生化檢驗應用於營養評估上

之優缺點、並瞭解營養與疾病對

數值之影響，以做出最適合的判

斷 

4  

臨床營養評估 瞭解正確營養評估上之技巧與方

法、並正確尋求與掌握病患營養

不良問題，而有效降低其併發症

與死亡率 

4  

飲食評估 瞭解飲食評估的目的與考慮因

素、並認識飲食成分表、應用程

式及電腦輔助系統 

2  

心理與行為評估 瞭解營養狀態與飲食行為和情緒

間的關係、並熟悉與營養狀態相

關的心理和行為評估之項目與內

容 

2  

機能評估 瞭解身體生理機能之評估方法及

意義、並認識身體機能正常與否

對營養代謝之影響 

2  

住院病人營養評估 學習由營養狀況篩檢方法，找出

營養狀況為高危險群者，進一步

深入評估與追蹤 

4  

營養評估之運用 學習由營養評估探討疾病之預

防，並學習由營養評估結果，介

入營養教育、飲食建議、運動及

生活習慣以改善營養狀況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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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體重管理保健食品 

英文科目名稱：Weight management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四學年、第二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營養學、生理學 

教學目標：由於社會經濟結構與飲食習慣的改變，肥胖已成為慢性病導因之ㄧ，而

飲食的控制是維持良好體重不二法門，此課程將探討減重時之安全與健康觀念，並

強調不同年齡減重注意事項。 

1.飲食控制的技巧。 

2.不同年齡層減重時應注意事項。 

3.飲食與體重控制之課堂理論與實務操作。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導論 肥胖的定義與對健康的危害 2  

體位評估方法 肥胖症與代謝症候群、體位評估

方法 

2  

肥胖之原因 減肥原理、常見減肥陷阱與迷

失、不同飲食對減肥的影響 

4  

飲食控制原則 1.減肥飲食原則 

2.食物代換、飲食記錄、計算每

日熱量指導 

4  

 

飲食烹調對熱量控制之 進食＆烹調技巧、認識空熱量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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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物、認識調味料及其應用 

食物選擇面面觀 市售食品選擇、認識營養標示 2  

外食技巧面面觀 外食之食物選擇及注意事項 4  

不同年齡之體重控制原

則 

兒童、青少年、孕婦、中老年人、

高齡者之體重控制策略 

6  

疾病與體重管理 慢性病患體重控制策略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5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運動保健食品 

英文科目名稱：Sports nutri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四學年、第一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營養學、生理學 

教學目標：本課程的教學目標有二，一是討論營養增能技術(Nutritional Ergogenics) , 利

用營養物質來增加運動者的優勢。二是探討一般保健運動者所關心的運動營養保健主

題。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導論 身體能量運用的基本概念 2  

碳水化合物 介紹碳水化合物的性質及種類、

代謝、提供熱量的角色、運動時

碳水化合物及內分泌的變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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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 脂肪的性質及分類、代謝、運動

中脂肪的利用和代謝及運動期間

脂肪的補充。 

3  

 

蛋白質 蛋白質的性質、消化、吸收與代

謝、運動時蛋白的需求與補充。 

3  

維生素 維生素的性質、功能及種類、運

動時維生素的需求與補充 

3  

礦物質 礦物質的簡介、水份和電解質的

補充 

3  

體重控制與運動 身體的組成、肥胖的原因、運動

及非運動澸重法、 

3  

肝醣超載現象的實際運用

及理論 

肝醣超載現象的理論及技術實務 3  

運動增能劑 運動增能劑的種類及運用 3  

自由基、抗氧化劑及老化 自由基與老化理論、運動與自由

基、抗氧化物質的種類及補充 

3  

專項運動員之特殊營養需

求 

介紹各種專項運動員之營養需求

及補充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素食與保健 



97 

英文科目名稱：Vegetarian nutrition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四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營養學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營養學概念 

2. 生命期營養 

3. 素食之定義與分類 

4. 素食者之營養素需求與相關疾病 

5. 素食者菜單設計及飲食原則 

6. 了解市售素食加工產品之原料與製程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近代素食風潮盛行原因與概述 3  

營養學概念 人體所需之六大營養素 3  

生命期營養 了解各生命週期所需之營養素 6  

素食之定義與分類 

 

素食(純素，奶素，蛋素，奶蛋素，

五辛素)之定義與分類 

3  

素食者之營養素需求與相

關疾病 

 

素食者易缺乏之相關營養素介紹 6  

素食者菜單設計及飲食原

則 

 

設計不同類型素食者之菜單，並

研發營養美味適合各生命週期素

食者之菜單 

9  

市售素食加工產品之原 

料與製程 

市售素食產品之分類，及原料與

製程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是R 否o 

是R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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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飲食養生學 

英文科目名稱：讓學生瞭解(1)食物中的機能性成分 (2)不同體質及年齡人的飲食原則 
(3)四季飲食原則 (4)飲食禁忌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四  學年、第一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食品營養概論、營養學、食物學原理與實驗 

教學目標：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食物機能性成分 食物中之機能成分 4  

飲食應用原則及分類 食材屬性(溫、熱、寒、涼、平)

分類與飲食原則 

6  

四季飲食原則 四季與食物顏色(青、赤、黃、白、

黑)的飲食原則 

4  

不同體質與飲食原則 熱、寒、實、虛(血虛、氣虛、陰

虛、陽虛)體質的飲食原則 

6  

不同年齡飲食原則 幼兒、青少年、孕婦、老年人的

飲食原則 

6  

常見功能性食材各論 不同食材的功能、成分組成、飲

食原則 

6  

飲食禁忌 傳統與科學驗證的飲食禁忌 4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是R 否o 

是R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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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藥膳與保健 

英文科目名稱： Herbal dietary and health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食品市場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2. 讓學生瞭解藥膳原料的來源及種類 

3. 讓學生瞭解藥膳與養生保健的相關性 

4.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產品開發目的及動機 

5.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產品開發的功效性評估及法規 

6.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產品開發的步驟與機器設備操作及原理 

7.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產品的行銷與經營管理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食品市場

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3  

養生保健的中醫理論簡介 了解了醫養生保健概念 9  

常用於藥膳之中藥及其作用 認識中醫四診、八綱、藥物及

食物的四氣五味歸經等學說在

藥膳中的應用 

9  

常用於藥膳之食物與其作用 了解市場上藥膳的特點 3  

常用於藥膳之食物與其作用 了解市場上藥膳的應用與藥膳

的功效性。 

9  

藥膳保健性產品種類 了解市場上銷售藥膳保健性產

品的現況 

3  

藥膳保健性產品開發步驟及方式 瞭解藥膳保健產品開發的步驟

與機器設備操作及原理 

6  

 

藥膳保健性產品開發步驟及方式 瞭解藥膳保健產品開發所需的

機器設備原理及操作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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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

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

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保健食品行銷與管理 

英文科目名稱：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of health food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四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瞭解目前市場上保健食品的種類 

2. 使學生瞭解我國保健食品法規與健康食品認證類別 

3. 使學生瞭解現行保健食品銷售通路種類 

4. 使學生學習到保健食品行銷與管理的方法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讓學生瞭解藥膳保健食品市場現

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3  

介紹目前市場上保健食品的種

類 
目前市場上保健食品的種類 

9  

介紹我國保健食品法規與健康

食品認證類別 

我國保健食品法規與健康食品認

證類別 

9  

介紹現行保健食品銷售通路種

類 

傳統店鋪(藥局、大賣場)、網路、

傳銷與直銷、食品生技公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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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之保健食品行銷與管

理的方法 

(1) 物流系統建立 

(2) e化管理 

(3) 如何增加產品附加價值 

(4) 網路行銷、物流、宅配之

marketing 5 P (Product、Price、

Place、Promote、People) 

27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

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

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填表說明: 
1. 將一般及專業理論課程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 欲達成本科目之教學目標，應在大專程度範圍內將其系統知識加入，以成為一門完整學
科。例如：要學會乘除則應加入加減之運算的知能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 

3. 應考慮知識體系(學科)完整性並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將
表 A8中的各該科目應包括之知能填入內容綱要欄中，並擬訂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並確
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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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2 實習及實驗課程綱要表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普通生物學與實驗 

英文科目名稱： Biolog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一學年第 1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生物學課程著重同學對生命現象的基礎觀念，從細胞之胞器介紹至  

         基因重組技術之應用，培養學生對探索生命現象的興趣與能力。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生命化學 
由巨分子的形成瞭解生命的起源，及

細胞如何形成 
4  

細胞（一）(二) 細胞的結構、細胞的種類、細胞內的

胞器介紹 

4  

細胞如何分裂 真核生物與原核生物之細胞週期、癌

症與細胞週期、減數分裂 

4  

 

遺傳學基礎 瞭解孟德爾定律、基因型與表現型、

染色體與遺傳、人類遺傳疾病 

4  

基因如何運作（一） 認識 DNA，探索 DNA的結構 4  

基因如何運作（二） 基因如何製造蛋白質、基因表現的調

控、癌症與突變 

4  

基因技術 遺傳工程在醫學上的進展與農作物的

改良 

2  

基因組學 人類基因組計畫及基因微陣列 4  

單細胞生物 瞭解細菌及病毒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引

發人類重要的疾病 

2  

真核生物 真核生物的演化及原生生物的分類 2  

動物門的演化 了解動物的一般特徵，最簡單的動

物、兩側對稱、體腔的出現，胚胎的

重新設計 

4  

脊椎動物發展史 脊椎動物演化，魚類、兩棲類、爬蟲

類、鳥類、哺乳類的演化概觀 

2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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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普通化學 

英文科目名稱：Chemistr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一學年第 1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材並配合重點整理，並輔以動畫、影片等，授課務求幫助同學建構正確觀念，以奠定

後續專業課程的基礎，克服學化學為重要基礎科目，課程內容包括基礎科學的一般性

知識。因此化學知識的加強與銜接確屬必要，基於同學們背景的差異，慎選教習上的

斷層。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基本概念 化學的重要性 
科學及科學方法 

1  

原子結構與電子組

態 

原子模型的建立 

原子序與質量數 

同位素 

電子軌域 

電子組態 

4  

週期表與物質的命

名 

週期表簡介 

電子組態與週期表 

元素的週期性 

3  

化學鍵、固體與液體 化學鍵 

離子鍵的形成 

共價鍵的形成 

分子的幾何形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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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鍵 

分子間的作用力 

固體、液體與氣體的

模型 

化學計量 原子與分子 

亞佛加厥數 

原子量、分子量、莫

耳數與莫耳濃度 

重量百分組成 

化學式的種類 

化學反應方程式 

化學計量 

4  

水溶液 水的性質 

溶液的濃度 

溶液的稀釋 

4  

反應速率與化學平

衡 

反應發生的條件 

反應速率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

素 

可逆反應與化學平

衡 

平衡常數 

勒沙特列原理 

4  

酸、鹼與鹽類 酸與鹼的性質 

布忍斯特-羅瑞的酸

鹼學說 

路易士酸鹼學說 

酸與鹼的強度 

酸鹼中和與鹽類 

輕標值（pH值） 

酸鹼滴定 

指示劑 

4  

氧化還原反應 氧化數 

氧化還原反應的平

衡 

常用的電化電池 

電解與電鍍 

腐蝕 

4  

有機化學 有機化合物的來源 

結構式與同分異構

現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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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基與命名 

烴的分類 

飽和烴 

不飽和烴 

脂環烴與芳香烴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綱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中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課程中需教授

之能力），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綱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微生物學與實驗 

英文科目名稱：Microbiolog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一學年第 1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生物學、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 

教學目標： 

讓學生具備了微生物之基礎性和應用性等相關知識，其中包括了微生物構造、生長、代

謝、遺傳及應用等相關知識，使學生能夠從微生物的豐富多樣性、微生物在自然界的中心角

色，以及微生物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中獲得啟發。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微生物的重要性、微生物的研究

範圍、微生物之簡史、微生物

之分類地位、利用顯微鏡觀察

微生物 

2  

微生物的構造 原核細胞、核細胞  4  

微生物生長 養分的需求、養分吸收方式、養

分利用型式、微生物之培養、

培養基種類 (化學合成培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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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複合培養基、選擇性培養

基、鑑別培養基)、菌種之保

存、細菌之生長(細菌分裂、世

代時間、生長曲線、生長之測

量方法)、影響生長之環境因子 

細菌的代謝 同化作用、異化作用、能量之產

生、醣類之異化代謝、光合作

用、醣類之生合成 

4  

微生物的控制 微生物控制原理、微生物死滅之

速率、微生物抑制之作用、微

生物控制之物理方法、微生物

控制之化學方法 

4  

微生物的遺傳 遺傳物質之結構及功能  (基因

型、表現型、DNA、DNA之複

製、RNA與蛋白質合成)、細菌

基因表現之調控  (抑制及誘

發、操縱組基因表現)、突變 

(突變之種類、致突變原、突變

菌株之鑑定)、基因轉移及重組

(轉型、接合生殖、轉導作用、

質體與轉位子)。 

6  

微生物的應用 食品微生物、農業應用微生物、

環境應用微生物。 

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綱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知識

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中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課程中需教授

之能力），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綱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
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
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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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名稱： 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 保健植物組織培養 

英文科目名稱：Plant Tissue Culture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 1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植物生理學 

教學目標： 

1. 理解植物組織培養的基礎及相關技術。 

2. 瞭解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的發展。 

3. 瞭解植物組織培養對生物科技發展的影響與應用。 

4. 瞭解植物組織培養未來的展望。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植物生長與分化 1. 緒論 
2. 植物生長與分化 

6 
 

植物組織培養基礎 1. 組織培養的體系與重點 

2. 無菌播種 

3. 癒傷組織的誘導、繼代培養與再生 

4. 莖頂培養 

5. 器官培養 

6. 花藥培養 

7. 胚培養 

36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

之應用 

1. 細胞融合 

2. 植物組織培養在遺傳工程上之應用 

3. 在二次代謝物生產上之應用 

12 

 

健康種苗生產與相

關技術 

1. 無菌組織培養技術與繁殖技術 

2. 應用病毒之移除與檢驗技術 
12 

 

健康種苗國內外之

應用與驗證推廣 

1. 健康種苗在農業的實際利用 

2. 荷蘭的花卉健康種苗繁殖體系 

3. 健康種苗的驗證與推廣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中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且課程

中需教授之能力），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

是 þ   否o 
是 þ   否o 
是 þ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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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
門完整學科 

 
是 þ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釀造食品 

英文科目名稱：Brewed food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學年、第   學期、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微生物學、食品微生物學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釀造食品的發展歷史與食品微生物技術的關係之知識 

2.酒類釀造的知識與技能 

3.醬油釀造的知識與技能 

4.食醋釀造的知識與技能 

5.醱酵乳製造的知識與技能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瞭解釀造食品的發展歷

史與食品微生物技術的

關係 

釀造食品的種類與相關之微生物

應用方式 
4  

瞭解酒類釀造 米酒、啤酒、水果酒、蒸餾酒 8  

瞭解醬油釀造 麴菌醱酵、半固態製醬 8  

瞭解食醋釀造 醋酸菌的生長條件及作用 4  

瞭解醱酵乳製造 乳酸菌的生長條件及作用 8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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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健康創意料理 

英文科目名稱：The Health and originality cooking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食品衛生與安全，食物學原理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國內養生料理種類與銷售現況 

2. 國人健康問題與飲食習慣 

3. 健康料理分類與膳食設計方法 

4. 健康料理創意發想與可行性評估 

5. 健康創意料理設計 

6. 健康創意料理開發與製備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了解國內養生料理種類與銷售現

況 

4  

國內外養生料理種類簡介 市場調查認識了解養生料理 4  

國人健康問題與飲食習慣 了解國人健康問題與飲食習慣 2  

健康料理分類與菜單設計

方法 

了解健康料理分類，學習膳食設

計方法 

4  

健康料理創意發想與可行

性評估的方法 

健康料理創意發想與可行性評估 6  

健康創意料理設計 新產品上市前準備與評估 6  

健康創意料理開發與製備 開發健康創意料理 10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

（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

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

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

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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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加工與實習 

英文科目名稱：Processing and practice of food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食品科學概論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使學生了解食品加工之基本概念 

2. 使學生瞭解食品加工的重要性 

3. 使學生了解食品加工原料及其加工特性 

4. 使學生瞭解食品腐敗與劣變及食品保藏原理 

5. 使學生瞭解穀類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6. 使學生瞭解蔬果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7. 使學生瞭解嗜好品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8. 使學生了解如何製作水果酒 

9. 使學生了解如何製作果醬 

10. 使學生了解如何製作貢丸 

11.使學生了解如何製作蛋黃醬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食品加工概論 使學生了解食品加工之基本概念 3  

食品加工原料及其加工特

性 

了解食品原料成分特性 6  

食品腐敗與劣變 了解食品品質劣變及其因素 6  

食品保藏原理 了解食品加工保藏及其方法 6  

穀類加工 了解穀類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6  

蔬果加工 了解蔬果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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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品加工 了解嗜好品加工之技術與原理 6  

麵包製作 學習麵包製作過程 3  

水果酒製作 學習水果酒製作過程 3  

果醬製作 學習果醬製作過程 3  

貢丸製作 學習貢丸製作過程 3  

蛋黃醬製作 學習蛋黃醬製作過程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礎

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

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

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生理學 

英文科目名稱：Physiology 
學年、學期、學分

數： 

第ㄧ學年、第二學期、3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生物學 

教學目標：使學生了解醫學及所有關於人類健康和生理活動等專業領域所需的科

學。本課程將著重在各生理系統的機制、調控和功能的探討，課程內容基礎理論與

實用並重，以奠定學生良好的生理學基礎。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身體的功能 了解身體的組成、

基本組織及恆定、

迴饋控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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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生理 了解細胞的構造、

生理、基因的調控

與能量代謝 

3  

細胞及細胞外環境

互動 

了解細胞與外在環

境的關係、物質的

運輸、膜電位及細

胞傳訊。 

3  

 

神經系統:神經元及

突觸 

了解神經細胞的分

類、功能、及專有

名詞的介紹 

3  

中樞神經系統 中樞神經系統的構

造和功能 

  

週邊和自主神經系

統 

腦神經和脊體神經

自主神經系統的構

造和功能 

3  

內分泌系統 介紹內分泌腺體、

激素的種類及作用

和調控的機制 

6  

肌肉 肌肉的種類、功

能、收縮的機制 

3  

循環生理 循環系統的功能及

組成、心臟、血管、

淋巴系統功能 

4  

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的防禦機

制、免疫細胞、抗

體介紹 

4  

呼吸系統 呼吸系統的結構、

氣體交換、吸呼調

節、血紅素及氧氣

運送 

4  

腎臟生理 腎臟的構造和功能 3  

消化系統 消化系統的構造和

功能 

3  

生殖系統 生殖系統的構造和

功能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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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

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

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
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
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
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
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一門完整學

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分析化學 

英文科目名稱：Analytical chemistr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一  學年、第 二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7. 各種濃度表示法 

8. 古典分析與儀器分析介紹 

9. 食品成份分析 

10. 食品微生物檢驗 

11. 食品器具、容器之檢驗 

12. 水質檢驗 

13. 加工食品品質檢測 

14. 食品添加物檢驗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實驗分組及分析化學簡略介紹 3  

各種濃度表示法 了解各種濃度計算方式及演練 6  

古典分析與儀器分析介紹 了解古典分析與儀器分析性質與

差異 

9  

食品成份分析 了解食品成份分析原理與技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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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微生物檢驗 了解食品微生物檢驗原理與技術 6  

食品器具、容器之檢驗 了解食品器具、容器之檢驗原理

與技術 
3  

水質檢驗 了解水質檢驗相關原理與技術 3  

 

加工食品品質檢測 加工食品品質檢測技術及應用 6  

食品添加物檢驗 食品添加物檢驗技術及應用 8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基

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

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能內容

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為
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分析與實習 

英文科目名稱：Food analysis and practice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2學年、第 2學期、1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分析化學、食品化學 

教學目標：使學生了解食品分析之相關知識、學習分析之各項技能及實驗安全之嚴

謹態度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食品分析之簡介 實驗室安全及食品分析重要性之

介紹 
3  

水分分析 以乾燥法測定水分含量 3  

還原醣分析(Somogyi) 以 Somogyi法測定食品中還原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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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還原醣分析(Bertrand) 以 Bertrand法測定食品中還原醣

含量 

6  

蛋白質分析 以 Kjeldahl法測定食品中蛋白質

含量 

6  

灰分分析 以高溫灰化法分析食品中之灰分

含量 

6  

維生素 C分析 以滴定法測定果汁中之維生素 C

含量 

6  

食品中亞硫酸鹽含量分

析 

以蒸餾法測定食品中亞硫酸鹽含

量 

6  

酸性色素分析 食品中酸性色素之鑑定及分離 6  

胺基態氮分析 食品中胺基態氮含量之測定 6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
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品微生物與實習 

英文科目名稱：Food Microbiology and Laboratory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二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微生物學與微生物學實驗 

教學目標： 

1. 瞭解食品與微生物之關係(益處、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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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如何控制食品中的微生物。 

3. 瞭解食品安全管制系(HACCP)和食品衛生管理法。 

4. 熟悉食品中毒病源菌的檢驗。 

5. 熟悉一般食品微生物檢驗流程。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課程簡介 食品微生物的發展、食品中微生

物的生長和食品相關的重要微生

物 

3  

食品中的微生物 微生物食品中的分布和影響微生

物生長的因子 

3  

食品的變敗與微生物的

關係 

腐敗與發酵、食主要成分的降

解，肉類、海產類、乳品類、穀

類和蔬菜之腐敗 

6  

 

利用微生物製造食品 

以菌體為食品、代謝產物製造食

品、發酵產物製造調味料和特定

保健功能的藻菌類 

6  

食品中的病源微生物 細菌、病毒、寄生蟲和黴菌毒素 3  

食品的保存 
化學藥劑、高溫、低溫、幅射、

控制溼度和調氣保存法 

3  

食品微生物的檢測 微生物的計數和快速檢驗法 3  

食品指標微生物與食品

安全管制 

GMP、HACCP和食品衛生管理法 

市售食品與微生物相關的問題 

3  

優格之製造 以市售優格活菌為菌母製造優格 3  

水的細菌檢查 水中大腸桿菌群檢測方法--多管

發酵法 

3  

生菌數的檢驗 
依CNS生菌數的檢驗方法檢驗食

品 

3  

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檢驗 以金黃色葡萄球菌學習檢驗方法 3  

沙門氏菌之檢驗 以沙門氏菌學習檢驗方法 3  

食品微生物檢驗 美食街取樣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

（Attitudes）、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

業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

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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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的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大量食物製備 

英文科目名稱：Quantity Food Service and management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 三 學年、第 一 學期、 2 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食品衛生與安全 

教學目標： 

教導學生學習: 

1. 健康飲食新觀念 

2. 從業人員衛生管理 

3. 膳食計畫書 

4. 菜單設計 

5. 大量食品採購與驗收規格 

6. 成本控制 

7 廚房設計規劃與設備/貯存與庫房管理 

8. 大量食物製備實作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了解健康飲食新觀念 2  

從業人員衛生管理 了解良好作業規範 4  

膳食計畫書 學習擬定供膳計畫書 2  

菜單設計 了解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方法 6  

大量食品採購與驗收規

格 

學習大量食品採購與驗收規格 4  

廚房設計規劃與設備/貯

存與庫房管理 

學習保健食品各類功能的評估方

法 

4  

 

大量食物製備實作 學習大量食物製備實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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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

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知

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
成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食物學原理 

英文科目名稱：Theory of food science   
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 

教學目標： 

1. 以食物組成份的化學特性之教學為主，使學生瞭解不同食材的理化性質及其所含

營養素。 

2. 使學生瞭解製作食品的適當條件及原理。 

3. 使學生體會製作食品點心的樂趣。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內容網要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實驗操作手則 常用計量單位換算、常用器具及

正確的秤量方法 

3  

食物的加熱與冷卻 熱能傳送方式、傳熱介質實驗 3  

水 

水在食物置備上的特性與重要

性、影響水沸騰的因子、溶質對

水沸點之影響 

3  

 

油 
油在食物置備上的特性與重要

性、乳化實驗、不同油炸溫度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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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醣類 醣類之化學特性與反應、代糖之

認識、糖漿之冷水試驗、糖果之

製造原理 

6  

澱粉 澱粉之種類、澱粉之特性與反

應、市售澱粉之認識、澱粉加熱

實驗、澱粉糊化實驗 

6  

穀類 種類與特性、各種穀類之認識 6  

米、麵粉 

種類與特性、麵粉之認識、麵筋

之製作、探討影響麵筋形成因

子、麵粉餐點製作原理、蔥油餅

之製作 

6  

蛋類 蛋類介紹、乳化特性、雞蛋布丁

之製作 

3  

肉類與魚貝類 理化特性與結構、營養價值 3  

豆類 理化特性與營養價值 3  

蔬菜、水果 理化特性與營養價值 3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單元主題：為各項知能之彙整 

※內容網要：為各項知能即一般知識、職業知識、態度；專業技術安全知識；專業

基礎知識，加上補充之知能（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

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

知能內容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內容網要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
貫性、完整性 

4.除了表 A6所敘述的行業知能，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知能，以成
為一門完整學科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系科名稱：保健食品系 

科目名稱：膳食設計與實習 

英文科目名稱：Diet design and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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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學期、學分數：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2學分 

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營養學、食物學原理 

教學目標： 

應用烹調技術及營養概論的原理原則，做好膳食設計工作，並實際參與各類

膳食的供應，以增加經驗。 

教材大網：  

單元主題 技能項目 
相關知

識 

教學參 

考節數 
備註 

緒論 了解營養與健康之關

係、膳時計畫的實

施、食物的選擇與購

買 

烹調技

術 

3  

膳食計畫  

 

了解膳食計畫的重要

性、均衡飲食的意

義、食物的選擇與購

買 

烹調技

術 

6  

菜單設計 了解菜單的分類、菜

單設計方法、菜單卡

的設計、菜單的成本

控制、 

烹調技

術 

6  

基礎飲食設計 

 

了解標準體重算法、

每日熱量計算、三大

營養素的熱量分配、

三餐的配份、菜單設

計 

烹調技

術 

6  

生命期飲食設計  

 

了解菜單設計的重要

性、標準量的計算、

三餐配份、擬定菜

單、營養素分析、調

整菜單、檢討並修正

菜單 

烹調技

術 

9  

中餐的供應  

 

了解家庭式菜單的擬

定及供應時應注意事

項、宴客式菜單的擬

定及上菜順序及中、

西餐席次的安排與入

席與餐桌禮儀 

烹調技

術 

6  

自助餐的餐食供應  餐室的佈置及餐桌的

佈置、宴客的設計、

烹調技

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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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擬定、供應時應

注意事項 

茶會供應  

 

餐室及餐桌佈置、菜

單擬定供應時應注意

事項 

烹調技

術 

3  

餐室服務人員必備條件  

 

了解服務人員應具備

的條件、供應時應注

意的事項 

烹調技

術 

3  

1. 教學目標（歸納為四項）：分別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Attitudes）、

其他各一項 

2. 單元主題：為各項任務之彙整 

3. 技能項目及相關知識：各該科目應包括之任務及該任務相對應之相關知能，加上補
充之技能及相關知識（表 A8上未列，但為達知識或技能的完整性，課程中需教授之

技能及相關知識），撰寫方式係以不含動詞的任務方式呈現 

※三者之關係：教學目標＞單元主題＞技能項目及相關知識 

檢核項目 是否符合 

1.是否將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是否將教學目標、綱要名稱或單元名稱填入本表 

3.所填入的行業任務是否有考慮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
完整性 

4.除了表 A7所敘述的行業任務，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的任務，以成為一
門完整課程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是R   否o 

填表說明: 

1.將實習、實驗科目名稱、上課時數及學分數填入本表。 

2.依學生學習的順序性、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等特性將表 A8中的各該科目應包括之
職責填入單元主題,並將該職責之任務及該任務相對應之相關知能分別填入表中的技能
項目及相關知識欄中,並擬訂單元名稱並確立教學目標。 



122 

表 A-11 技專校院學校本位系科課程發展檢核表 

欲設系科名稱：  保健食品系   

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是否符合 

1. 是否有組成課程發展的團隊………………….. 

2. 是否有備妥課程發展所需的相關文件………… 

3. 課程是否符合教育部的規範…………………… 

4. 該系科全體教師是否有參與的機會…………... 

5. 該系科學生是否有參與的機會…………...….. 

6. 課程發展過程是否有與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等共
同討論………………………………… 

7. 欲設系科是否有考慮配合學校發展特色……… 

8. 課程是否針對學生，能引起學習動機…………. 

9. 是否有考慮結合校內外(社區)資源…….……….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符合þ 不符合o 

填表說明： 

1.填表時，請依實際情形自行勾選þ。 

2.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檢核表的指標建立，應兼顧課程發展的過程面與成果面，各校在
應用這些指標時可視各校的實際情況範圍予以增補修訂。 

3.各檢核指標項目中應盡力蒐集質化與量化的資料，以發展適切的檢核工具，方能了解
課程或課程發展的問題及其深層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