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2 年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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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申復單位：真理大學航空運輸管理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目標、核心能 □違反程序
力與課程設計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該系設立宗旨係以培育航空運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敬覆委員如下：
輸產業專業人才為設立宗旨， 壹、受限於自我評鑑報告篇幅規定，未
惟對欲培育人才之工作職能指
能完整呈現，本系實已分析所欲培
標並未論及，致使課程與培育
育人才之工作職能，並內化於課程
目標間之關聯性與適切性不
設計中，補充說明本系課程設計如
足。(第 1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下 ：
點)
 本系於 90 年設立，原名為航空服
務管理學系，曾參考他校友系課程
設計，包括：高雄餐旅學院航空管
理系
 開南大學空運管理學系
 中華技術學院航空服務管理系
 長榮大學航運管理學系空運組
 Embry-Riddle 航空大學航空商務
管理系與航空管理系
 中國民航大學乘務學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交通運輸系
貳、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建議更改

檢附資料說明
原自我評鑑報告：
圖 1-5-1 校院系核心能力關聯圖
圖 1-5-2 課程地圖
附件 1-3-1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
學計劃表
附件 1-4-2 98 學年第 2 學期第 3
次、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附件 1-4-3 101 學年度課程規劃與
核心能力對照表
附件 1-4-9 101 學年度入學學生課
程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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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名，經多次系務會議討論，99
學年度本系奉准更名為航空運輸
管理學系。本系擬定設立宗旨如
下：
配合政府運輸發展及其觀光旅遊
發展政策，培育航空運輸產業專業
人才，期許學生朝向具備專業職
能、職場倫理，以及國際視野之多
元專長發展，以滿足我國觀光運輸
產業對專業人員之需求。
參、本系擬定教育目標如下：
一、理論為本、獨立思考
強化課程理論基礎，培養學生從中
學習獲取獨立邏輯思考能力，以為
日後就業之管理行政專長。
二、實務導向、產學交流
力求課程內容設計符合實務所
需，並透過產業密集交流指導，以
及業界參訪與實習機制，提高學生
產業認知度，俾使其成為日後產業
才德兼具之人才。
三、宏觀視野、國際觀點
提升學生外語溝通與閱讀能力，使
其具備掌握國際航空運輸資訊動

檢附資料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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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之能力。
肆、本系之核心能力共有六大項：
一、 基礎理論觀念
以下所列須至少涵蓋一項：
1. 理解觀光休閒事業領域之基礎觀念。
2. 理解商學領域相關科目之基礎觀念。
3. 理解航空運輸管理領域之基礎觀念。
二、 進階理論觀念
以下所列須至少涵蓋一項：
1. 能運用航空運輸與觀光旅運專業知
識分析問題。
2. 能運用航空運輸與觀光旅運專業知
識規劃專案。
3. 能運用基礎理論發掘問題或執行跨
領域研究與分析。
三、 實務應用能力
以下所列須至少涵蓋一項：
1. 通過實務操作能力測驗。
2. 熟悉線上作業程序要求。
3. 具備解決實務問題能力。
四、 專業外語能力
以下所列須至少涵蓋一項：
1. 能閱讀外文教科書或教材。
2. 能閱讀專業領域外文資料。

檢附資料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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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具備基本聽說讀寫能力。
五、 團隊合作能力
以下所列須至少涵蓋一項：
1. 團隊作業溝通討論能力。
2. 團隊簡報作業分工能力。
3. 上台口頭簡報發表能力。
4. 台下聆聽簡報提問能力。
5. 問題提問後之回應能力。
六、 專業倫理態度
以下所列須至少涵蓋一項：
1. 能說明航空運輸體系對經濟發展之
影響。
2. 能說明航空運輸相關企業之企業價
值與社會責任。
3. 能理解航空運輸相關產業與服務之
關聯。
4. 能舉例說明職場倫理與倫理錯誤對
社會之危害。
伍、以上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皆於每
學期各科目之課程大綱中載明，並
上網公佈以供學生參考。此外，系
上教師亦針對教育目標、核心能力
及所需具備之技能於各科目第一
週課堂進行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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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陸、本系規劃並載明學生畢業後之出
路：
就業市場：
 民航相關產業：航空產業航機務人
員、空服人員、地勤運務人員（機
坪、行李、聯管中心）
、安檢人員、
訂位票務等。民航局飛航管制員、
航務員。
 觀光產業：旅行社導遊、領隊與旅
館服務人員。
 運輸服務：客運、捷運、高鐵與物
流從業人員。
升學管道：
至於升學管道則以國內外交通運
輸與觀光旅遊相關研究所為主。
柒、本系於原自我評鑑報告附件 1-4-3
中提供課程規劃與核心能力對照
表。學生可藉由此表了解本系欲培
育之人才其所需工作職能指標與
課程間之關聯性（本系提供於公布
欄與系網頁）。以本系二年級必修
科目之航空訂位實務為例。該科目
可作為學生未來從事民航相關產
業與觀光產業之工作職能，而該項

檢附資料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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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職能指標可培養學生「基礎理論觀
念」
、
「實務應用能力」
、
「專業外語
能力」
、
「專業倫理態度」等四項核
心能力。而學生可藉由修習該科目
而達到至少一項技能來達成該核
心能力，進而符合本系之教學目
標。
捌、本系亦參考 IATA 專業培訓課程，
藉以檢核本系航空專業課程規
劃。並融入觀光運輸概念元素，設
計四年課程規劃表，以滿足學生多
元需求。換言之，本系旨在培育航
空運輸產業專業人才，透過本系特
有之航空專業教室與專業教師之
課程規劃及產業結合之演講、參訪
與校外實習機制，培養學生具備航
空運輸之本職學能，並兼具航空周
邊觀光運輸之運作概念，以滿足我
國運輸觀光產業對專業人員之需
求。
教師教學與學 □違反程序
習評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較少安排學生校外參訪，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敬覆委員如下：
原自我評鑑報告：
然學生表示希望能多安排校外 壹、本系配合課程需要，近年來舉辦多 表 3-3-1 歷年企業參訪資料
參訪，以瞭解實務運作，顯示
次企業參訪活動，期盼讓同學結合
學生對於學習實務的渴望。(第
課程所學，與業界接軌，以達到更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3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

申復意見說明
佳的學習效果，歷年企業參訪資料
簡述如下：
 98 學年度桃園國際機場參訪
 100 學年度高雄關稅局參訪
 101 學年度中華航空公司與桃園國
際機場參訪、亞洲航空公司參訪、
高雄關稅局參訪
貳、同學於畢業前平均皆能有三至四
次的參訪機會，但受限於地緣關
係，本系參訪單位以南部為主，由
於航空運輸相關產業主要集中於
北部，故較不利本系學生之參訪活
動。由於同學對企業參訪活動反應
良好，本系將持續舉辦相關企業參
訪活動，以增進同學學習實務的渴
望。
參、此外，本系同學於畢業前皆需利用
寒暑假時間至業界進行為期二個
月的校外實務實習，實習成績經實
習單位考核及格後才得以達到本
系畢業標準。藉由校外實習之實務
經驗，同學可評估業界用才現況，
加強本身不足之處，及早為就業進
行準備。

檢附資料說明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學生輔導與學 □違反程序
習資源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學生輔導紀錄中，部分僅記錄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敬覆委員如下：
問題，並未提及解決或改善方 壹、本校各系通用之學生輔導紀錄表
法，或部分改善方法過於空
(附件1-2-8 學生輔導紀錄表)僅須
泛，缺乏執行的方式和目標。
填寫輔導原因、時間、地點，略述
(第 4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輔導內容，並勾選學期表現不理想
的原因、以及輔導作為。輔導紀錄
表送交系主任簽名後，由系辦公室
與導師留存。
貳、必要時可將該學生輔導紀錄表轉
介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健康因素)、
諮商輔導組(家庭、心理、感情、
性向或興趣)、生活輔導組(經濟因
素)或授課教師(學業問題)，進一步
協助解決。
參、另補充評鑑實地訪評現場呈現資
料：真善美下午茶輔導紀錄表「真
善美聚餐記事」。因個人資料保護
法規範，故將學生名字去除。此表
格因格式不同，不僅可清楚記錄問
題，並可記錄具體的解決與改善方
法。
肆、本系已建置完整學生學習輔導機
制，選課輔導、成績預警、補救教
學等輔導制度運作順暢。導師制度

檢附資料說明
原自我評鑑報告：
附件 1-2-8 學生輔導紀錄表
評鑑實地訪評現場呈現資料：
附件 3-1 真善美下午茶輔導紀錄
表「真善美聚餐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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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完善，「真善美下午茶」有效發揮
學習和生活輔導功效，有助穩定學
生學習情緒，提升學習意願和學習
動機。惟評鑑實地訪評現場部分文
件或因擺放方式欠佳，造成誤導，
深感歉意。
學術與專業表 □違反程序
現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教師在學術成果的發表，集中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敬覆委員如下：
原自我評鑑報告：
在少數教師，尚有改善空間。 壹、本系教師結構與流動之情形呈現 附件 4-1-3 專任教師發表期刊論
(第 5 頁，待改善事項第 4 點)
於原自我評鑑報告第 18 頁表 2-2-1
文資料表
中。目前仍任職於本系之專任教 附件 4-1-4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
師，自 96 學年度起至 101 學年度
論文資料表
第一學期，人數分別為 3、5、6、
6、7、8 人。
貳、依據原自我評鑑報告附件 4-1-3
專任教師發表期刊論文資料表所
示，各學年度上述仍任職本系之專
任教師及發表期刊論文人數簡述
如下：
96 學年度: 專任 3 人，發表 3 人。
97 學年度：專任 5 人，發表 4 人。
98 學年度：專任 6 人，發表 5 人。
99 學年度：專任 6 人，發表 4 人。
100 學年度：專任 7 人，發表 5 人。
101 學年度：專任 8 人，發表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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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依據原自我評鑑報告附件 4-1-4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論文資料表
所示，各學年度上述仍任職本系之
專任教師及發表研討會論文人數
簡述如下：
96 學年度: 專任 3 人，發表 3 人。
97 學年度：專任 5 人，發表 4 人。
98 學年度：專任 6 人，發表 6 人。
99 學年度：專任 6 人，發表 6 人。
100 學年度：專任 7 人，發表 5 人。
101 學年度：專任 8 人，發表 4 人。
肆、系上專任教師因學術專長或發展
取向差異，投入研究、教學及專業
證照之時間各有不同，是以研究成
果產出各異。但多數教師每人每年
均有期刊論文或研討會論文之發
表記錄，系所教師學術與專業表現
之質與量，應能符合所屬學門普遍
認可之學術成果，且仍自我期許鞭
策不斷成長。

檢附資料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