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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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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資料說明 

項 
目 
一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七個不同屬性班制在學

生核心能力指標與課程規

劃、教育目標間之整合性，仍

有少許落差且未能分別陳

列，有待加強彼此間的相對應

關係與連結。 

1. 本系大學部、碩博班與在職班七個不同屬性

班制強調理論、實務與教學並重，共同教育

目標皆在培養體育師資、培養體育運動產業

人才、培養體育運動學術研究人才及培養體

育運動行政管理人才，且本系教育目標皆反

映在教學與學習活動上，鼓勵學生積極參與

各類競賽活動與運動指導，增加專業實務的

經驗。同時積極推動體育研究風氣，提昇體

育學術交流。 
2. 本系核心能力訂定基準以體育師資、體育運

動行政管理、運動休閒產業人才以及體育運

動學術研究人才之培育進行規劃；學、術科

並重，以培育學生教學、訓練及研究之多元

能力；強調理論與實際的結合。 

附件 1-1 體育學系核心能

力指標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課程較缺乏聘請業界有

實務經驗教師開課或合作開

課。 

1. 本系過去除延聘運動產業界人才，如台灣

NIKE 常 OO 總經理等專業師資，合開系上

課程外，亦邀請產業師資進行專題演講，以

增加學生獲取職場知識。 
2. 為強化學生理論與實務之結合，本系與運動

相關領域合作，如知名運動行銷公司、各單

項運動協會等等，開設運動產業實習課程，

提供學生累積產業實務經驗。 

附件 2-1 99~100 學年度企

業參訪活動一覽表 
附件 2-1-2 
體育學系延攬產業師資協

助教學計畫 

項 
目 
二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尚未見該系有建立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機制與相關資料。 

1. 本系六大學群皆定期舉行讀書會，並不定期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進行討論演講，不僅學生

受惠，更提供各教師專業成長的機會。 
2. 各專長術科小組教師於學期開始前，定期招

附件 2-2 本系六大學群讀

書會時間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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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教學心得分享會議，討論各專長術科教學

內容及交換教學心得，對於教師在術科專長

教學上有實質的幫助。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校位於台北市都會區，受限

於校園規模，使用面積較小，

使得重要實驗室空間無法有

效配置使用，且田徑場上未整

修完成，致使學習資源受到部

分限制，無法有效發揮功能。

1. 目前學校運動場地的整修與維護主要為本

校體育室之專責業務，田徑場完成修繕時程

非本系能夠決定，體育室日前承諾田徑場將

於 10 月初完成修繕，屆時即可恢復正常使

用，然師大尚有公館校區，該區仍有操場供

授課教師與學生使用，學習資源不致受限。

2. 有關研究（實驗）室空間部分，本系研究所

各學群皆擁有一間研究（實驗）室，各學群

研究室分屬不同校區，並非全部集中在同一

校區中，而在研究室使用主要是以課程教學

為優先，其餘時間均可開放使用 
3. 綜述而論，學習資源對學生而言，實屬充

足，請參照附件 3-1。 

附件 3-1 各學群專用研究

室分配表  
項 
目 
三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校部分訓練場地不足，且晚

間提供民眾付費使用，恐影響

校隊訓練，以及個人職業技能

養成。 

1. 運動代表隊於各場地的使用規範屬本校體

育室專責業務，場地使用與分配非本系所能

決定。 
2. 本校運動場地開放自早上 6：00 至晚上 11：

00，以公平原則平均分配場地優先順序，依

序為課程教學、校隊訓練與教職員工、生使

用；在不影響前述狀況之餘，才會對外提供

付費服務，且對外提供付費服務僅以假日為

主，學生亦可利用平日空暇時間練習職業技

能。 
3. 有關室內各運動場地可使用時間：星期一至

星期五中午 12 時~14 時，晚上 6 時~7 時，

10 時 30 分~11 時 30 分，供一般學生使用；

睌上 7時至 10時 30分為運動代表隊專屬訓

附件 3-2 運動場地使用狀

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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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時間(重量訓練室睌上 6 時~11 時 30 分開

放給一般學生使用)。 
4. 自 94 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始，另增加晨間運

動開放時段，時間為週一、週二、週四及週

五早上 6 時~8 時，由學生擔任志工，協助

場館開放；室外場地部分在不影響教學的情

形下，各室外場地皆開放學生使用。場地使

用狀況，請參照附件 3-2。 
□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下設七個班制，服務師生

時間包含週一到週日的日

夜，行政負荷較重；惟僅設有

助理與協助行政教師，處理龐

雜系務，整體行政人力不足，

影響學習與輔導效能。 

目前系上處理行政人力共 9 名，含大學部業務

行政助理 1 名、研究生業務行政助理 1 名、總

務及人事業務行政助理 1 名、體適能業務專案

助理 1 名、協助公文發送助理 1 名、校友會業

務協助行政教師 2 名、系學會業務協助行政教

師 1 名；此外，尚有協助系上行政作業工讀生

2 名，教師授課亦有教學助理可協助其相關行

政作業事項，整體而言，系上行政人力實屬充

足，不致影響學生學習與輔導效能。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在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方

面，該系尚缺乏明確且完整的

統計數據。 

1. 在專業證照統計數據方面，請參照附件

3-3。 
附件 3-3 學生專業證照統

計表 

項 
目 
四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該系教師在運動專項之社會

團體如各單項運動協會、大專

體育總會等組織，擔任重要幹

部或領導者較少，對體育運動

之整體發展未臻完備，殊為可

惜。 

1. 本系師資配合教育目標以培養培養體育師

資、體育運動產業人才、體育運動學術研究

人才及培養體育運動行政管理人才為主

要，因此於校外專業表現亦相當多元，除了

於國、內外學術組織擔任重要職務，包含各

學術期刊之審查委員或編輯、體育學會理事

或顧問等等，在各單項體育運動協會亦擔任

重要理事或顧問，如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

協會、中華民國拔河協會、中華民國壁球協

附件 4-1 本系教師校外專

業服務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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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中華民國

合球協會、中華民國大專體總網球委員會、

中華民國教練協會等等。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運動科學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體育行政碩士學位

班、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特

殊(適應)體育教學碩士學位

班部分】 
研究生之學術研究成果與研

究生人數相比，有偏低現象，

研究能力仍有提升空間。 

1. 本系在職專班教育目為(1)提供體育運動相

關人才回流教育平台，落實終身學習知能；

(2)落實體育運動專業實務與理論整合；(3)
加強有效運用體育運動學術相關知識的能

力，創造學生職場之競爭優勢；(4)拓展學

生多元觀點，培養全方位體育運動專業發

展，如附件 4-2，與日間學制研究生教育目

標不同，主要在於職場應用部分。 
2. 在職進修碩士班採各班別輪開招收，每年招

生人數為 1 班 25 人，與日間學制招生人數

(博士班 22 人、碩士班 56 人)相較下人數較

少，學術產量相對之下亦較少。但每位研究

生在畢業前均需在校外發表或投稿一次。 

附件 4-2 體育學系核心能

力指標(在職專班適用) 
附件 4-3 本系 98-100 學年

度在職專班學生學術發表

情形一覽表 
附件 4-4 本系 98-100 學年

度在職專班學生參加研討

會發表情形一覽表 

項 
目 
五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根據該系多位畢業系友反

應，在校期間若能加強英文能

力與電腦資訊運用能力，將有

助於增加職場就業能力。 

1. 學生若欲加強本身英文與資訊運用能力，學

校有許多課程可供選課進修，並開設多益班

與英語會話班；為鼓勵學生多取得英文檢定

相關證照，特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

系學生參加英語能力檢測補助獎勵辦法」，

對本系學生來說有許多英文資源可獲取。 

附件 5-1 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學系學生參加英語

能力檢測補助獎勵辦法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