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系主任 陳慧玲



典範科大 教學卓越

最佳產業合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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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績效

本校110學年度學生總人數17,222人，為全國科技

校院第二、私立科技校院第一。

2022年1111人力銀行公布本校為企業最愛私立技職校院

第六名。

2020年Cheers雜誌公布本校連續11年榮獲企業最愛私立

技職校院前二名。

2020年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64億元， 2019年

獲得1.84億元，辦學績效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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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績效

商管學院通過國際商管教育認證 (AACSB) ，國內第一所通過

之私立科大

2006年起，連續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總計8.13億元，

全國科大第二名、私立科大第一名。

2012年起，連續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大計畫補助總計5.22

億元，全國科大第五名、私立科大第一名。

110年度教育部委託辦理國民中小學在職教師雙語教學

學分班，培育國民小學全英語教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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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壹

商管學院發展重點貳

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參

休閒事業管理系介紹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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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肆



民國58年12月

民國61年8月

民國79年8月

民國85年7月

民國88年8月

私立南臺工
業技藝專科
學校

私立南臺工
業專科學校

私立南臺工
商專科學校

南臺技術學院 南臺科技大學

全國第一所專科改制科大一、發展沿革

壹、學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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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

董事長：張信雄博士

校 長：盧燈茂博士

校 地：16.4594公頃

專任教師：561位(助理教授以上87%)

博士學位：446位

學生人數：17,222人

學 制：博士(4) 碩士(22) 學士(25) 學位學程(2)

專科(2)（107學年度招收電機科、資工科各1班）

學 院：工、商管、人文社會、數位設計(4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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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商管學院發展重點

本校最具國際化及學制學程最完整之學院，開設全英文

授課的GMBA碩士班及國際商務、國際金融學程。

實施三明治實習與企業短期實習制度，休閒系與餐旅系

執行半年以上的三明治實習，行流系、國企系、財金系

與企管系執行企業短期實習。

商管學院14系所已通過AACSB國際商管教育認證，為全

國唯一通過世界級認證的私立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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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幣

• 南臺科大啟動南臺幣 落實教學創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T5wtDdn_E


參、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外語自學中心

T.A. Corner

e化教學設施

一

四

三

二優
質
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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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學習預警與輔導機制

• 應用「南臺人學習檔」、「整合式學生學

習地圖系統」全面ｅ化教學及輔導歷程

• 持續推動教學助理制度，強化TA課輔品質

• 提供創業基金，厚植學生創業能力

• 提供補救教學和弱勢助學

• 輔導學生參與國內外專題競賽、行程設計

比賽、創業競賽

•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具

體

做

法

一、學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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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學習制度，學生須跨領域選課，將於畢業證
書加註跨領域學程。

 模組化課程規劃。一貫化創新創業教育。

 建立課程學習檢核點，實施核心知識檢測，經
由平台可收集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回報結果。

 辦理學生企業實習(半年或暑假)。

 服務學習內涵融滲專業及通識課程。

 全校各系開設專業倫理課程。

具

體

做

法

二、課程面

13建立學習「核心知識檢核點」題庫

「核心知識檢測」分析

導入「TA補救教學」

學習

檢核

補救



建構國際化校園環境，強化學生國際移動力

三、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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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33個國家237所海外大學建立姊妹校關係
 美國華盛頓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巴黎第十二大學、奧地利約翰克普
勒大學 、荷蘭方提斯科技大學 、捷克生命科學大學 、 德國康士坦茲
大學、愛沙尼亞塔林科技大學、日本立命館大學、千葉大學、熊本大
學、澳洲西雪梨大學、韓國首爾大學等。

設置海外留學獎學金，獎勵優秀學生出國學習

設置全英語授課學位學程，積極招收外籍學生
 本校電機博士班、機電科技博士班、電機碩士班、機械碩士班、商管
專業學院碩士班等5個全英語授課學位學程，於100年度教育部全英
語學程評鑑全數獲「極力推薦」。並於104學年度設立全英語授課之
國際商務及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15

 提供海外研習語言培訓班，免費提供語言加強課程及出國諮詢輔導
 學生達到語言門檻可獲得獎學金。



學雜費及住宿

校內有五星級13層套房宿舍大樓、13層多媒體數位圖書大樓、

全國唯一環保綠能運動場館「優活館」及多功能「磅礡館」。

另有星巴克咖啡、三間7-11、統一超商皆九折優待，APPLE

校園體驗中心、三百坪藝文中心及南臺書坊。無線網路暢通。

商管學院學雜費(109學年度)

學費 39,000元、雜費 9,135元

學校宿舍費用

● 一人房：約 33,000元/一學期

● 二人房：約 19,200元/一學期

● 三人房：約 12,500元/一學期

● 四人房：約 12,500元/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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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管理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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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教育目標

• 休閒事業管理系之主要目標為：「培育休閒服務
專業之管理人才，使其擁有一般管理的知識之外
更具備休閒觀光和遊憩活動企劃的專業知識及執
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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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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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專任教師
(17位)

10位 7位

兼任教師 14位



三、系所重點發展策略

一、學程化的規劃

二、專業證照輔導

三、三明治實習

四、畢業生就業輔導機制

20南臺科技大學



三、系所重點發展策略

1. 學程化的規劃

•遊憩管理學程

• 訓練學生具備戶外遊憩實作與辦理活動的能力。
著眼於旅遊過程中的遊憩活動設計，因此所學必
需涵蓋景觀設計、美學及如何帶領遊客從事體驗。

•旅遊管理學程

• 學習觀光旅遊產業之各種專業服務技能，如行程
設計分析、國民旅遊及領隊導遊實務、民宿與渡
假村經營管理課程等最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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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重點發展策略

1. 學程化的規劃

•專題製作

• 訓練學生整合在學期間所學得的知識運用於活動
規劃和執行，本系專題製作分為三種類型：研究
型、 活動型、比賽型

•活動參與

• 實際演練規劃辦理和執行活動的能力 – 迎新、日
本參訪、USR計畫(鹽水和神農街)

22南臺科技大學



上: 迎新
下: 啦啦隊

接待日本姊妹校同學
體驗葉拓及刈包



三、系所重點發展策略

2. 專業證照輔導

• 本系自95年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設專業的證照
輔導班，協助學生取得各種證照， 符合畢業門檻。

• Abacus 航空訂位、導遊領

隊、自行車C級領隊、潛水

證照、遊程規劃師、會議

展覽專業人員證照、活動

引導員、日語檢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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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證照輔導

• 本系自110年開始培訓優秀同學到澳洲學校進行海外

研習，並取得澳洲國家專業證照Certificate 4 或

Diploma文憑。



三、系所重點發展策略

3. 三明治實習

•辦理業界實習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學生於大三赴業界實習一學期
合作廠商包含旅行社、五星飯店、
渡假村、民宿、農場、健身中心、生
活產業

•另積極推動海外實習(新加坡、

日本)，可選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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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重點發展策略

4. 畢業生就業輔導機制

•推動就業學程、系友協助開設職涯輔導講座等。

•本校每年舉辦就業博覽會，邀請企業直接到校

進行企業與產業說明會，同時提供本校學生正

當且安全的求職歷程與資訊，並為企業尋求合

適人才，共創互惠互利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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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實習

證照輔導

特色學程

基礎課程

29南臺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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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所設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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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產品開發室 (T313)



四、系所設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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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休閒旅遊行動科技實驗室(T314)

多媒體電腦教室 (T509)



四、系所設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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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規劃室 (T501-6)

會展會議教室 (T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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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所設備介紹

戶外遊憩體驗 RV
鐵馬課程 - 自行車



會議室 (T0003)

四、系所設備介紹

VR



選擇南臺休閒系原因

三明治實習，並提供海外實習 (新加坡、日本)

澳洲專業證照培訓 (加強英語並取得澳洲國家證照)

國際交流機會 (日本 - 接待和參訪)及交換生

強調產學結合 (活動規劃執行、地方行銷、USR計畫)

導入戶外教學 (潛水、導覽解說)

輔導考取專業證照 (導遊領隊、會展、航空訂位)

輔導海外就業 (日本、新加坡)

交通便利、學習資源豐富



結語

大台南縣市合併升格後，觀光發展受到重視，不
論旅行社、旅館、觀光工廠發展、觀光醫療…等
就業機會均增多

台南市之觀光特色及資源逐步整合，與日本直航
班次均逐步增加，觀光人次均有顯著成長，學生
就業機會增多。

安平港遊艇碼頭開發廠商(亞果集團)和本系密切
合作(海洋教育、帆船課程、實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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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新創蔗田(原南科
育成中心)」



111學年度招生管道類別與名額表

招生名
額

技優
甄審

甄選
入學

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

日四技 85 ----

商業與管理群 30 商業與管理群 1

外語群英語類 15 外語群英語類 1

餐旅群 35 餐旅群 1

青儲 2

日二技 36 7

進修部四技 60

碩士班 15

碩專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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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進修部全面單獨招生

•採用網路報名及現場報名(四月初到聯合登記分放
榜後)

•四技進修部，單獨招生報名費每人200元，入班
宣傳有填寫就讀意願表以及現場報名者可免收報
名費

•最低錄取分數：只要報名就有機會

•沒有考統一入學測驗的同學也可以參加

•在校畢業成績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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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進修部 新的改革

節
數

上課時間

11 18:20~19:05 彈性排課 下班後有充裕的時間到校

12 19:05~19:50

休息10分鐘

13 20:00~20:45

14 20:45~21:30
下課後到大橋火車站(走路5

分鐘)回高雄、嘉義皆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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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間調整





進修部同學常見問題

• 轉系(一學期後即可申請)

• 住宿限女性25人，由學務處安排

• 就學貸款和弱勢補助

• 好不好畢業?

• 科系畢業出路?

• 夜間部上課時間(19:05~21:30)

• 學費? (進修部是繳交學分費，需多少學分繳多
少錢，商管學院1學分是1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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