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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過去學生延畢或休學比例略

高，可能與分數要求較多有

關，現已調整改變，惟調整後

之效果仍然有待觀察（第 1 頁，

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98-100三學年的休學與復學人數

統計(詳如附件一)，休學人數與

復學人數相當，無關學分數多

寡。 
(2) 休學個案都經導師與主任晤

談，大多為經濟、工作與生涯規

劃等因素，或是畢業學分數已修

畢，只差論文寫作，因此暫時休

學。 
(3) 本系大學畢業學分數為 128，全

國一致；碩士畢業學分數 38，略

低於全國管理碩士學分數。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延畢或休學的比例略高是一個

確實的現象，學分只是其中一個因

子，系所應進行檢視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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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課程數甚多，但有些課程

為隔年開課，甚至未開課（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4 點）。 

(1) 大學部 98 學年未開課程數為 18
門，100 學年未開課程數已降至

7 門課。碩士班 98 學年未開課程

數為 13 門，100 學年未開課程數

已降至 6 門課，已逐漸改善。 
(2) 隔年開課主要考量學生在正常

修業年限間均可有修課機會，並

不影響學生的學習權益，而非開

不出來。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98 至 100 年均屬此次評鑑的

範圍，平均未開之課程數確實偏多，

訪評意見僅為事實陳述。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學士班會計與統計課程使用英

文教科書，對部分數理基礎及

英文較弱的學生恐加重其學習

困難（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 

(1) 在許多專業基礎課程上，本系採

用專業英文教科書，希望提升學

生在專業能力上之英文能力與

國際視野，這些課程授課大綱另

有提供許多相關中文參考書可

以參閱，因此並無問題。 
(2) 對於學習困難學生，本校教務處

有提供課程助教與補救教學措

施，協助此類學生增進學習成

效。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雖有補救措施，英文授課

確實加重基礎課程知識吸收的困

難，教學仍須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依

歸，訪評意見為事實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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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碩士班之課程、教師教學內容

及學生學習與學士班未有具體

區隔（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本系大多數課程無此問題，大學

部與碩士班專業領域課程皆有

一致連貫性，但是碩士班課程深

度較廣且強調研究議題探討與

前瞻研究發展。 
(2) 碩士班學生背景多元，對於非運

動休閒領域畢業之學生，於碩班

課程初期，會補足其基本知識。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依實地訪評的資料檢視與訊息

蒐集，仍有部分碩士班之課程、教師

教學內容及學生學習與學士班未有

具體區隔。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部分碩士班之

課程、教師教學內容及學生學習與學

士班未有具體區隔。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大都來自各

縣市，目前課程規劃及時間安

排較為無法考量學生上課時間

壓力及交通安全（第 5 頁，待

改善事項第 1 點）。 

(1) 本系在開課規劃上，均有事先調

查與協調學生之開課科目及時

間，除週間上課外，尚有週末及

寒暑假彈性開課，本系有充分考

量在職專班在學習上之需求。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依實地訪評的資料檢視與訊息

蒐集，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大都來自各

縣市，部分課程規劃及時間安排較為

無法考量學生上課時間壓力及交通

安全。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大都來自各縣市，部分課程規劃

及時間安排較為無法考量學生上課

時間壓力及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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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依據該校「學生班會組織通

則」，每月須召開 1 至 2 次班

會。目前該系班會召開情況不

一，雖各班導師每週皆有排定

兩小時的班會時間，但根據資

料顯示該項活動並未完全落實

（第 7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系為提供學生更優質輔導與服

務，多年來均採取以下策略： 
(1) 本系學生互動時間除班會之

外，尚有提供 office hours，提供

師生間交流管道。 
(2) 各班班會未必在週會時間舉

辦，大多數以該班學生多數選課

時段辦理班會。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依據實地訪評資料檢視，訪評

意見為事實陳述，申復意見未針對原

訪評意見說明。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目前該校與該系專業之相關圖

書館藏不足，不符師生教學、

學習與研究所需（第 7 頁，待

改善事項第 4 點）。 

本系是以發展休閒運動產業相關主

題研究為主，所需期刊、圖書除與其

他系所可共用外，本系對海洋遊憩、

戶外休閒遊憩推荐特定圖書與期

刊。檢附本校近年來資料庫、圖書、

期刊投入經費統計表如附件 3-1。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相較其他國立大學相似科系，

該系與休閒產業經營直接相關的圖

書館藏確實較少。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該系雖訂有多益 590 分以上之

畢業門檻，惟大多數畢業生均

以修習 1 門語言課程方式來抵

免；且從畢業生對自我專業能

力之滿意度調查顯示，外語能

(1) 本系為本校大學部最早訂定英

文畢業門檻學系。 
(2) 本系英文畢業資格不單是以多

益檢定為主，尚有其他相當等級

之英文檢定，均為促進學生增進

英文能力與就業機會。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強調「大多數畢業生

均以修習 1 門語言課程方式來抵

免」，訪評意見反應實地訪評的資料

檢視與訊息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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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力仍較為缺乏，現有修課方式

抵免門檻之合理性有待檢討

（第 11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3) 多益 590 分門檻接近臺灣多益檢

定的平均水準，本系希望提供學

生可挑戰之門檻。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之調查分

析回饋於課程檢討部分，未在

課程委員會紀錄中顯示，落實

之方式有待檢討（第 11 頁，待

改善事項第 2 點）。 

課程檢討均於系務會議及課程委員

會中進行，相關調查分析回饋意見均

有在正式會議中口頭報告，也一併落

實在課程修訂方案上，惟未充分以會

議文字紀錄參照。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強調「未在課程委員

會紀錄中顯示，落實之方式有待檢

討」，申復意見亦符合「未充分以會

議文字紀錄參照」之事實。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部分】

碩士班畢業生從事之工作類型

多為商業，其次為資訊傳播產

業及公家機關，相較之下從事

運動管理產業與休閒產業的系

友較少，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

之工作類型亦以其他產業較

多，與該系專業之連結有待加

強（第 11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1) 本系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為

管理學碩士學位(MBA)，協助在

職專班學生的專業職能轉型，建

立第二專長發展，以及產學關係

網絡。 
(2) 畢業後工作類型涉及個人生涯

規劃發展，本系提供進入運動休

閒產業職場的資格，畢業生之專

業發展仍需 3-5 年觀察。 
(3) 我們發現目前運動產業的產值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申復意見未直接針對原訪評意

見進行說明，本訪評意見反應實地訪

評的資料檢視與訊息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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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僅佔全國總產值的約 6%；總就

業人數佔全國總就業人數之

0.53%，所以在相關專業就業人

數比例相對低。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