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跨領域瑞智樂活技優實作學程」選讀辦法 

第一條 因應高齡化社會發展趨勢，整合護理學院、健康科技管理學

院及全人教育中心之專業領域教學資源，以跨領域學習及專

題製作方式，修習高齡健康促進及長期照護之實作、專題、

實習、工作坊等實務相關課程，培養學生跨領域合作，學習

以創新方法解決長期照護相關產業問題之能力，並輔導取得

相關證照或發展第二專長，以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特訂定

「跨領域瑞智樂活技優實作學程」選讀辦法（以下簡稱本學

程）。 

第二條 本學程設計之課程、學分及時程如附件一，課程內容包括「核

心課程」、「專題製作」、「指定選修」（實作或潛在課程）三大

類別。 

一、「核心課程」：此為基礎課程，目的是奠定學生高齡健康

促進及長期照護之基礎專業知識及實作應用能力。 

二、「專題製作」：以分組方式依長者健康需求設計及完成健

康促進介入專題，培養學生跨領域團隊合作及解決長照

實務問題之能力，鼓勵學生創新輔具研發，專題成果參

賽、發表或申請專利。 

三、「指定選修」：包含實作課程及潛在課程，依不同人才類

組所需，選修指定課程，學習老人照護、失能失智預防

及健康促進活動帶領等技能，並輔導學生取得相關證照。

「實作課程」指學程學分表中各系所列選修課程，課程

中有融入實作教學或長照機構相關實習。「潛在課程」指

與高齡健康促進或長期照護相關之實作研習、證照輔導、

工作坊或相關活動，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跨領域競爭力，須依校級微學分辦

法申請認列。 



第三條 技優生遴選機制 

一、遴選資格：本校各系有意願學習高齡健康促進及長期照

護之知能者均可申請。 

二、申請方式：本學程應辦理遴選作業，申請日程以公告為

準。遴選方式以資料審查為主，申請時需依招生資訊繳

交申請表(附件二)及相關資料。 

第四條 本學程至少應修畢 18學分，其中必修「核心課程」及「專題

製作」共 8學分，其餘指定選修 10學分為「實作課程」或「潛

在課程」。 

第五條 學生修畢未列於學分表中之課程與本學程必選修課程相同或

相似者，經承辦單位審查通過後得辦理認列為本學程學分。 

第六條 學生於規定期限內修畢學程規定之課程且成績及格者，由學

校發予「跨領域瑞智樂活技優實作學程證書」。 

第七條 修習本學程之各課程學分，經各系、院課程委員會審核，呈

報校級學分抵免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可抵免或認列該系之相

關畢業學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訂時

亦同。



附件一：學程課程科目及學分時數表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開課/協同單位 

學分
數 

開課時程/ 

備註 

核心課程

(必修 4學分) 

老化與健康促進 護理學院 2 四技 

長期照護實作 (或高齡者照顧應用) 
護理學院、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2 四技/二技 

專題製作 

(必修 4學分) 

跨領域溝通與實務專題 護理學院 2 四技二上 

智齡創新專題 護理學院 2 四技/二技 

護理實務專題製作(上) 護理系 2 二技一下 

護理實務專題製作(下) 護理系 2 二技二上 

專題/專案導向實習 
護理學院、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3 四技/二技 

專題製作(I)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2 四技三上 

專題製作(II)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2 四技三下 

實務專題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 四技三下 

實務專題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 四技四上 

實務專題(一)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三下 

實務專題(二)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四上 

專題實作(一)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1 四技三上 

專題實作(二)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1 四技三下 

專題實作(三)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1 四技四上 

指

定

選

修 

︵ 

10 

學 

分 

︶ 

實

作

課

程 

實習 
護理學院、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3 四技/二技 

另類輔助療法 護理系 2 四技二上 

慢性病臨床運動處方 護理系 2 四技二下 

長期照護護理學 護理系 2 四技三下 

實證護理 護理系 2 四技/二技 

高齡創新照護 護理系 2 二技一上 

長期照護與管理 護理系 2 二技二上 

失智症早期介入照護 護理系 2 二技二上 

放射醫學服務學習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2 四技二上 

超音波學實驗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 四技三下 

長期照護管理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二上 

健康促進與衛教服務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四上 

銀髮健康管理與保健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二下 

穿戴物聯網與健康管理雲服務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二下 

健康照護機器人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二上 

健康大數據分析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三上 

健康 APP 程式設計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2 四技二上 

3D列印與設計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2 四技三上 

大數據健康應用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2 四技三下 

社區服務學習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 四技二下 

體適能活動設計理論與實務 全人教育中心 2 限四技二 

水中適能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肌力與體能訓練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背包客的輕旅行－遊程規劃與體驗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附註： 

1. 本學程至少應修畢 18學分，其中必修「核心課程」及「專題製作」共 8 學分，其餘指定選

修 10學分為「實作課程」或「潛在課程」，完成學程課程者由學校發予「跨領域瑞智樂

活技優實作學程證書」。 

2. 微學分認列：依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認列。 

3. 各系開設課程及時間，依該學期實際開課及教務處公告為準。 

銀髮族健康促進實務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養生實務：當張三丰遇上黃飛鴻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生命的樂章－心與鼓的交響樂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瑜珈與身心芳療 全人教育中心 2 四技 

潛

在

課

程 

老人體驗營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依校

級微

學分

辦法

認列 

 

「老化體驗與無齡動感」工作坊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全人教育中心 

 

老人餐點體驗營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全人教育中心 

 

銀髮族「軟質飲食與半流質飲食」 
工作坊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全人教育中心 

 

「食的安全與養生飲食」工作坊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全人教育中心 

 

延緩失能失智活動指導員人才培訓課程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照服員培訓課程 
長期照護研究所、 
護理系  

方塊踏步指導員課程 長期照護研究所、 
全人教育中心  

銀髮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證照輔導課程 全人教育中心  

銀髮族平衡防跌檢測員證照輔導課程 全人教育中心  

水中體適能指導員(AFIC)證照輔導課程 全人教育中心  

銀髮族重量訓練指導員證照輔導課程 全人教育中心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課程 全人教育中心  

銀髮族養生保健諮詢師 全人教育中心  

初階健康管理師證照輔導課程 醫務暨健康管理系  

健康促進或長期照護 
相關工作坊及證照課程 

護理學院、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 
全人教育中心 

 

總學分 18學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