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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為探究我國合宜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

內涵與權重分配。茲分別就焦點訪談會議結果與討論，以及層級分析

問卷結果與討論，重要結論有以下四點，分述如下： 

 

ㄧ、檢視教育制度之變遷，確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建立之必 

  要性 

 

我國大學教育在國際間民主思潮、全球化潮流，知識經濟時代的

衝擊，高級教育普及化商業化的影響下，教育部對於大學的設置與規

範開始採鬆綁態度，辦理高教評鑑工作的角色，也由以往的「主導」，

進而演進到「委由民間機構規劃辦理」的「協助角色」。在在顯示我國

高等教育積極走向學術自主、自由，期望各大學能形成內部「自我規

範」的境界。本研究檢視當前國內外教育評鑑之變遷，順應時代潮流，

確認推動我國建立永續經營之學門評鑑指標及運作機制，是勢在必行

的。 

 

二、分析國內外餐旅學門評鑑指標內涵與架構 

  

    Blank(1993)認為，若要建立客觀、具效度的教育指標，首先應該

選擇教育方案的利害關係人，例如：業者、學生、校友、教師、以及

評鑑專家等，共同參與教育指標的建構，以反應利害關係人不同的關

心面向? 建構合宜之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內涵，本研究參酌先進國

家之學門評鑑制度，考量我國之國情因素，以專家導向之評鑑模式，

經多次討論形成共識，建構具代表性之餐旅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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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客觀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經研究結果，共研提評鑑標準、評鑑層面以及評鑑指標三層架構，

其中建立 7項評鑑指標、20項評鑑層面以及 99項評鑑標準等架構內

涵。 

 

四、研擬合宜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權重 

 

    本研究依據綜合性指標之建構原則，將數個衡量同一現象之指

標，給予適當的權重，以建構一個單一指數。透過 AHP層級分析問卷

結果之結果，本研究研擬出臺灣餐旅學者專家對於學門評鑑指標權重

之分配。  

  

  茲分別就本研究四點重要結論--教育評鑑制度發展之檢視、分析國

內外餐旅學門評鑑指標內涵與架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

內涵以及研擬合宜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權重，於下述各節中探討： 

 

 

   第一節 教育評鑑制度發展之檢視  
 
 

    ? 研究文件分析探討評鑑理論、分析國內外餐旅學門評鑑制度之

內涵與發展趨勢以及探究國外餐旅學門評鑑之指標內涵。重要發現如

下： 

 

ㄧ、先進國家評鑑理論 

 

以評鑑的理論模式而言，雖然過去各種教育評鑑的模式有所不

同，但是其理念均以朝向追求高品質的教育成效為目標。有鑑於 C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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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方案評鑑時所展現的優點與概念，本研究在發展餐旅學門的評

鑑模式時，結合 CIPP 評鑑的架構、關注系所教育內容與學生學習的

觀點，並融入反應式評鑑及消費者導向的評鑑精神。此評鑑模式希望

受評學校能夠經由評鑑的過程，蒐集到豐富的資訊，瞭解利害關係人

的需求，進而加以判斷與做決策，以符合績效責任的觀點，達成方案

持續自我改進的目標。在此分析所得的評鑑指標項目中，每一個評鑑

程式（輸入、處理、輸出、回饋）都可以是為一個單獨的評鑑程式；

在每一個單獨的評鑑程式中，皆包含指標內容之「運作」、「外部」與

「內部」等指標的精神，即有「教育品質保證」及「教育績效責任」

的內涵在內（蕭錫錡，2003；洪久賢、鄧之卿、李銘輝、劉元安，2006）。

而在整體環境背景的前提下，每一個評鑑程式與指標內涵皆須符合國

內餐旅產業及教育環境之現況、以及未來變動趨勢的影響，並且要因

時因地的做彈性調整此評鑑架構乃根據 CIPP 模式、反應式評鑑及消

費者導向評鑑的模式，並發揮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的功能。形成

性評鑑用在方案成分之每一階段結束之時，可讓受評方案有缺失的成

分再重新設計。總結性評鑑用在方案結束之時，做為方案是否成功、

以及學生成分的評判方式，並指出方案是否有不相符(discrepancies)之

處，最後根據決策結果做回饋，以增進方案評鑑的附加效用。其架構

重點在於關心教育的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尤其是學生的學習品質和成

就表現，希望評鑑能達成方案持續改善教育品質的目的。 

    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評鑑已經有三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但是相較

於歐美國家還是顯得經驗不足。因此，本研究藉由美、英、澳等國家

的評鑑理論與發展經驗，並整合國內專家學者的意見，建構具備國際

化與本性化的餐旅評鑑指標與模式。本研究參考 CIPP模式、反應式

評鑑及消費者導向評鑑等模式的精神，關心教育主要利害關係人的觀

點，讓評鑑者能有更全面性的觀點，讓評鑑達成持續改善教育品質目

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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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英台餐旅學門評鑑制度之比較與分析 

 

為了瞭解各國對於其餐旅高等教育評鑑之概況、程序與評鑑指標

內容，本研究針對台灣的高教評鑑中心、台灣評鑑協會、美國 CHEA、

英國 QAA 等四個組織的評鑑內容與概況進行資料的收集、分析與整

理並評析其間的差異點，其說明如下： 

（一）評鑑機構發展特性與評鑑制度 

 

美、英各國自 1980年代開始以委外之專業機構進行餐旅學門或高

等教育的評鑑；我國則根據大學法修正案，自 2004年起委託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進行大規模的「大學校務評鑑」、「科技大學評鑑」

及「大學系所評鑑」等活動，並以教育部為指導單位，仿效歐美國家

的高教評鑑模式，委由法人機構進行評鑑。目前，台灣一般大學以及

技專校院科技大以評鑑機構經費的來源而言，美國 CHEA受教育部補

助，英國 QAA 之補助為大學捐款與政府單位的補助，而台灣的評鑑

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所補助。由上述可見，英美高教評鑑的趨勢皆為委

託公正客觀的專業團體來進行機構與學門品質評鑑的工作。 

    以評鑑性質而言，美國高教評鑑採行認可制，是一種主動規範

(self-regulation)的過程，由大專校院、系所或學程主動提出，並由公正、

非官方之專業認可機構來執行，採同儕評鑑方式，檢視受評單位是否

達到認可標準。 

     

    英國 QAA自 2006年起實施「機構審議制」（institutional audit），

由政府機構介入高等教育機構之品質管制措施，英國政府希望藉由外

部審查的作法，讓大眾獲得清晰客觀的評鑑資訊（蘇錦麗、詹惠雪，

2006），英國之作法屬於強制評鑑。 

 

    目前台灣的高教評鑑性質與英國類似，屬於強制評鑑，係由教育

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進行外部評鑑之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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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公正客觀。之評鑑結果，降低政府政策與人為引導評鑑方向之誤

差。 

（二）評鑑指標取向與功能 

 

美、英二國皆以「品質保證」為評鑑之指標取向，而我國高等教

育評鑑的實施觀念深受英美兩國教育評鑑概念的影響，因此其評鑑作

法也以「品質保證」為原則。以評鑑機構之功能而言，美國 ACPHA

為餐旅專業學門認可機構，負責評鑑餐旅學士學位的方案認可。英國

QAA之評鑑功能則分為學校、方案及行政管理之評鑑。 

 

（三）評鑑方式與週期 

 

美國以各學校機構主動提出認可之申請而進行評鑑外，英國

QAA、我國對於高等教育之評鑑皆為政府強制評鑑制。此外，美、英

二國評鑑皆以五至七年為一評鑑之週期，並於此期間進行必要之二次

評鑑（對於評鑑結果不佳之改善後評鑑）。而我國目前所進行高教評鑑

週期亦改採五年一循環的週期，其對於評鑑結果不佳之學校也實施改

善後評鑑的工作。另根據洪久賢、鄧之卿、李銘輝、劉元安（2006）

研究指出，QAA自 1997至 2001年間，已分階段完成全國各大學各學

科的評鑑工作。自 2006年起新的機構審議制則以六年為一週期，其目

的在於瞭解各受評大學品質管理機制之有效性。 

 

 

（四）評鑑目標與方法 

 

美、英二國主要以自我評估為主，配合同儕評鑑，並輔以現場訪

視評鑑。而美英二國在評鑑結果除了以質的描述評判優劣之外，最後

再做評鑑整體之綜合判斷。我國在九十四學年度起實施的高等教育評

鑑，參照歐美先進國家的評鑑方式來進行評鑑，鼓勵各大學建立自我

評鑑機制，做好「內部自我評鑑」的工作。以評鑑目標而言，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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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機構目的在於提供一個公開的資訊，以保障社會大眾的權益，並

藉由評鑑的過程來協助持續改善教育品質的目的。而我國的高教評鑑

也逐漸朝向歐美先進國家的教育評鑑模式，做為教育永續經營的參考。 

 

（五）評鑑訪視天數與訪視小組成員 

 

美、英二國皆以三天至五天的時間完成訪視評鑑。我國目前的「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的系所訪視評鑑已經彈性調整為兩天至四天；各系

所之訪視評鑑已 2天為原則，但大學部班級數超過三班之系所，實地

訪評則為 4天。而「台灣評鑑協會」的科大系科評鑑仍然維持一天至

兩天的時間，相較於其他國家的訪視時程顯得簡短，如此恐怕對於受

評系所較為深層的問題，無法在評鑑的過程中發現，這是我國在發展

評鑑制度上應該再做觀察與反思的問題。 

     

    訪視小組成員之來源，依美國之情況而言，通常由同級同類的校

長、教師與行政人員或相同專門領域的學者專家所組成，是以稱為「同

儕評鑑」。 

     

    英國 QAA的訪視時間長達 5天，因此在蒐集資料與檔比對上的

時間較為充裕。經洪久賢 2006年訪問 QAA機構指出，QAA的評鑑

小駔成員並非皆為全職人員，但都曾在高等教育機構擔任決策管理要

職之學者，如校長、處長及院長等（洪久賢、鄧之卿、李銘輝、、劉

元安，2006）。QAA新的評鑑人員必須接受三天之訓練，以瞭解評鑑

的意義與技巧。 

     

    我國之評鑑委員，基於同儕評鑑之精神，學門規畫小組遴聘與系

所設立目標相近之同儕 4人、以及業界代表 1人，共 5人組成訪視小

組，進行實地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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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地訪評之歷程 

    美國認可過程之實地訪評訪視小組可經由晤談、實際觀察、書面

資料審閱等方式，瞭解受評學校或系所之狀況。經過上述過程之後，

訪視委員仍需針對該校或該系所之評鑑結果進行討論，以建立共識，

力求評鑑結果之客觀與公平。訪視小組之召集人需負責作為受評學校

或系所及訪視小組的溝通橋樑外，在結束訪視離校之前，須向受評學

校相關人員，進行評鑑結果的口頭報告，這也是所謂的「離校報告」

（exit report）。 

     

    英國在 5天的實地訪評過程中的前四天，主要是在閱讀檔及會晤

不同層級的人員，包括學校高層、系所教職員、學生團體等。實地訪

評最後ㄧ天則是評鑑人原地內部會議，作出初步評判與撰寫評鑑初

稿，受評機構在接獲初稿後可提出回應，最後於訪視後 20週公佈評鑑

報告（QAA,2006）。 

 

    我國的實地訪視過程中，根據評鑑項目內涵，採取實地設施觀察、

座（晤）談、教學現場訪視、資料檢閱及問卷調查等資料蒐集方法，

並向系所主管、教師、行政人員、學生以及畢業校友蒐集資料。以往

評鑑小組會在訪視最後一天時，向各系所提出初步之訪視意見。但目

前的處理方式，類似 QAA的作法，即評鑑訪視最後ㄧ天並不向系所

提出報告，而於訪視後ㄧ段時間內提出報告給受評學校，受評學校在

接獲結果後，可提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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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美英台餐旅學門評鑑之指標內涵與分析 
 
     在教育指標的建構中，學界最常使用「輸入」、「過程」、「輸出」

的架構。Polmp、Huijsman與 Hluyfhout(1992)認為指標在建構時，需

考量背景因素與外在因素，並根據 Stufflebeam所發展之 CIPP評鑑模

式，並以其中的四個要項發展成為四種指標— 背景指標、輸入指標、

過程指標以及輸出指標之模式。本研究參酌當前評鑑研究之趨勢，餐

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其建構之依據如下： 

一、參酌先進國家餐旅學門評鑑制度 

 

借鏡國外健全之餐旅學門評鑑制度，可作為研究實施上的理論依

據與思維方向。 

 

二、參考我國之國情 

   

    教育指標之目的為反應研究者所重視之教育現象，本研究之主要

對象為探討我國合宜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是以除參酌國外經驗外，

更應加入本土特質，以能真實反應我國教育之現象與問題，並能對症

下藥，提出對教育政策適切之改進方向。 

 

三、考量教育利害關係人的想法 

     

    評鑑並非一人單打獨鬥，應是所有利害關係人所需共同參與的， 

是以在建構教育指標上，應考量利害關係人之觀點，方能減低研究者

之主觀意識，並增加利害關係人之間的溝通。本研究邀集評鑑專家以

及餐旅教育學者參與評鑑指標之建構過程，使專家學者表達其看法，

經充分溝通後達成共識，並獲得合宜之指標標準。 

 

四、選取合適之指標，並兼具質化與量化之建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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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標選取考量上，以重要性、有效性、可靠性、比較性、可行

性與簡明性等考量觀點。在指標建構方法的考量上，應將質化的評鑑

指標與量的評鑑指標分別考慮。 
 

五、指標之建構應對公共政策之改善有參考價值 

     

    時值我國因應國際教育改革與提昇教育品質風潮之際，政府在教

育評鑑制度上作大刀闊斧之改革，並廣納各界之意見，以作為改革之

依據。過去我國在餐旅學門評鑑制度上，只能說是有名無實，是以本

研究補強當前評鑑制度上欠缺的這ㄧ區塊，研究目的俾能對未來教育

評鑑制度改革上，提供相關系所與政府當局的參考價值。    

 

六、教育評鑑指標建構應具多面向，並經由簡化後予以呈現，並建立

完善之指標模式。 

   

  Johnston(1980)指出分割性指標之特性在於指標源自於同一教育

現象，是以指標間具有同質性，另一方面由於不同的要素及成分，所

以具有互斥性。 
    再者，美國及英國高教餐旅學門評鑑制度之指標內涵，以及台灣

評鑑協會、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評鑑手冊，據以比較分析國內外餐旅

高教學門評鑑之指標架構如表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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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 
項目 

Standards 
層面Dimens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Indicators 

1.1教育目標
Aims/學校
教育任務
Missions 

1.系所設立宗旨及教育
目標與校務發展計
畫相符合程度 

2.系所教職員與學生對
教育目標嫻熟程度 

1.系所於研究與教
學之發展目標與產
業需求、未來趨
勢、知識發展、技
術進步的相關程度 

1.學校教育宗旨須合於高等教
育目標。 
 

1.方案整體目標清晰性 
 

1.2學門宗旨   1.學門宗旨符合學校教育目標。 
2.學門宗旨內涵須清楚陳述。 
3.學門目標配合學校教育目標 

 

1.宗旨與目標 
Missions and 
Aims 
 
＊目標、特色
與自我改善 
 
＊系務發展 

1.3目標
Objectives/
預期學習成
果 Learning 
outcome 

1.系所教育目標反應在
教學與學習活動為
何？ 

 1.宗旨陳述與學門目標參照國
際餐旅教育趨勢。 

2.宗旨與目標須定期檢視。 
  

1.預期學習成果的清晰性 
2.預期學習成果與方案整體目
標的相關性與達成度 
3.預期學習成果與學門相關性 
4.預期學習成果與授予學位相
關性 5.教育目標與預期學習成
果內容是否與教職員、學生及
外部評鑑者有良好溝通參與 

 

1.4自我評鑑機
制 

1..系所自我評鑑機制之
組織與運作為何？ 

2.系所自我改善品質之
機制與成效為何？ 

1.針對前次訪評或
改名科大評鑑意見
之改善情形 
2.各種系務發展相
關委員會運作情形 

 1.校內是否實施內部品質保證 
2.校內實施內部品質保證方法 
3.內部品質保證方法的有效性 
4.是否考量利害關係人對方案
品質改進策略質與量的回饋 
5.對內外部評鑑與過程的反應 
6.自我評鑑的正確性與確實性 
7.確保學術標準品質內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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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Standards 

層面Dimens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2.課程 
Curricula  
 
＊課程設計與
教師教學 
 
＊課程規劃 
 
 
 
 
 

2.1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課程
目標
Objectives 

1.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
理念（例如符合學
生核心能力培養，
以滿足市場需求和
社會發展的情形）
為何？系所課程架
構和內容與設立宗
旨及教育目標間之
關係為何？  

2.系所負責課程規劃設
計之機制為何？定
期開會及決議執行
情形為何？ 

3.系所根據師生對課程
意見回饋，檢討修
正課程規劃情形為
何？ 

4.系所開課滿足學生需
求，以能順利完成學習
之情形為何？ 
 
 
 

1.課程規劃能配合
培育特色及目標，
並兼顧產業需求及
系科本位課程。 
2.課程發展能兼顧
學生專業能力、實
用能力及競爭力。 
3.課程開設能滿足
學生多元選擇之需
求。4.課程總學分
數及各年制學分數
之適切性。 

1.課程設計須合於學門宗旨與
目標。 
2.課程是基於知識、技能、價值
與態度所設立的。 

 

1.課程是否展現出支援 
學生之預期學習成果 
2.課程是否迎合產業與 
研究發展趨勢 
3.課程設計是否讓學生 
獲取學術的與智能的進 
步。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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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2.3核心課程*   1.餐旅業與餐旅專業歷史回顧。 
2.餐旅商品與服務行銷。 
3.有關餐旅商品/及服務區隔，

包括食品服務業管理及/
或住宿管理以及相關服
務操作。 

4.會計程式/實務。 
5.餐旅商品與服務的財務管理。 
6.利益與非利益機構經濟環境。 
7.利益與非利益機構合法環境。 
8.倫理考量與社會政治對影響。 
9.量化方法以及管理資訊系
統，包括電腦運用。 
10.組織理論、行為及人際溝通。 
11.餐旅實務與管理工作經驗 

 

3.1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1.教師根據學生教學意
見回饋，進行教學改
進與提升教學品質
的程度如何？ 

1.實習(驗)課程講
義編撰及教學實施
方式之妥適性 

 1.教學與學習的有效性：教學 
是否與方案目標、預期學習成

果、與課程內容相結合 
2.教學方法相對於課程內容及

方案目標的適當性 

3.教學與學習 
Teaching and 
learning 
 

3.2教學活動
Teaching 
activities 

3-3.系所教師運用多元
教學和提供學生學
習作業與教學評量
情形如何？ 

1.教學妥善運用產
業及社區資源之情
形 

 1.教師是否將其研究、顧問諮 
詢或專業領域之活動應用於 
教學之上 
2.教學活動的有效性：包括教 
學的廣度、深度、速度及挑 
戰；是否有效傳授學門特定 
的、轉移的及實用的知識技巧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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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3.4學習輔導
Learning 
guidance 

1.系所如何透過指引 
手冊或相關管道，提 
供學生有關修課輔導 
2.系所確保學生充分瞭
解學科之教學目標
與內容情形為何？ 

1.學生學習輔導機
制之設置情況 

 1.是否鼓勵學生參與學 
習及促進學生學習 
2.是否提供支援性的學 
習及導引獨立學習 
3.學生的功課負荷 

3.5國際化學習 1.系所為國際學生開 
課，以及鼓勵學生參與 
國際學習活動為何？ 

   

3.5評量
Assessment 

1.系所教師運用多元教
學和提供學生學習
作業與教學評量情
形如何？ 

1.教學評量結果與
運用情形，及其提
升教學品質之成效 

1.學生能在餐旅領域中充份發
展個人興趣與能力。 
2.發展有效學習成果評估方法。 
3.定期評估教學的效能。 

1.評量過程的公正性、一 
致性。 
2.評量策略是否兼備形 
成性的與總結性功能 
3.評量是否根據不同類 
別之學習成就擬定適當 
清晰的評量規準 
4.評量方式的有效性 
5.評量是否能有效溝通 
傳達給學生 

 
 
 
4.資源 
Resources 
 

4.1軟體資源 
(圖書、電腦
軟體、教學
媒體) 

1.系所圖書儀器、資訊 
科技、實驗室、或專科 
教室設備如何？數量 
與品質能否符應學生學
習之需求？ 

 

1.圖書期刊之品質
與充足度。 

1.具有充足之軟體設備。 
2.電腦硬體、軟體及支援性質的
資源，對於教學及研究是充足
的，並足以完成課程目標。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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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4.3教學空間
Spaces 

1.系所空間（如：教師研
究室）與設備，滿足教
師教學與研究需求如
何？ 
 

1.空間的充足度、
使用與分配辦法對
系所研究與教學發
展的助益程度 

  

＊設備與圖書
資源 

4.4資源管理 
(器具材料) 

2.系所管理與維護圖書
儀器、資訊科技、實驗
室、與專科教室設備的
辦法和執行情形如何？
是否有專門人力提供教
學等相關支援服務？ 

1.投入於實習(驗 )
課程之儀器、設
備、工具、材料、
空間之充足度、使
用率與教學擴展計
劃 
2.實習 (驗)課程除
任課教師之外，助
教與技術人員之設
置情形 
3.儀器設備與機器
之維護與保養情形 

1.圖書館館藏須有系統計規劃,
並參酌教職員之建議。 
2.合適的圖書館以及學習資源
以完成教育目標。 
3.餐旅管理學門圖書資源,包括
書籍、期刊、及其他參考教材。 
4.適當的教學資源以符合教學
之所需。 

1.設備資源利用有效性 
2.學習資源的適當性、可 
及性（包括開放時間、 
遠距使用的機會、行政 
與技術的支援服務）及 
維護。 

3.設備（電腦設備及專業 
軟體、包含網路科技）、 
設施（包含實驗室）、以 
及圖書（包含電子資料 
庫、期刊與電子媒體） 
的使用。 
4.連結資源與方案目標 
學習成果的策略 
5.學習資源如何有效的 
幫助教師促進學生達成 
預期的學習成果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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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5.2服務 1.教師提供產、官、學界
社會服務之情形如何？ 

   

5.3推廣服務 2.教師申請和獲得產、官
之研究計畫獎(補)助如
何？以及規劃產、官、
學合作之執行情形為
何？ 
3.教師參與整合性計畫
之情形如何？ 

1.教師產學合作及
研究計劃承接之情
形 
 

  

5.教師 
Faculty 
 
＊研究與專業
表現 
 
＊師資結構與
素養 
 
＊研究與技術
發展 

5.4學術研究 1.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
成果之數量與品質為
何？ 
2.系所師生參與國內和
國際學術或創新活動之
情形如何？ 
3.教師參與整合性計畫
之情形如何？ 
4.教師研究與專業表 
現與社會、經濟、文 
化與科技發展需求之 
相關如何？ 

1.教師研究論文發
表之情形 
2.教師取得專利、
技轉、授權、創新
表現之情形 
3.教師獲獎與榮譽
之情形 
4.教師研究成果與
來自政府部門或法
人機構之經費資助
之間的相稱度 
5.教師取得專業實
務經驗及參加國內
外學術研究或會議
之情形 

 1.個人研究產出 
2.個人聲望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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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6.1成就

Student 
achievemen
t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系所學生參與校內外
競賽之成績表現情
形？ 

2.系所學生通過外語檢
定測驗之情形？ 

台灣評鑑協會 
 
1.學生在校期間取
得證照及獲獎等相
關傑出表現情形。 
2.企業主對該系所
畢業生之評價。 
3.學生就業率及升
學率情形。 
4.該系所畢業生進
入相關職場比例。 
5.系所辦理與職場
相關實務、實習就
業輔導相關活動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1.學生成就是否符合預 
期學生成果 
2.學生成就是否符合所 
授予的學位資格 
3.學生所展現的水準是 
否達到 FHEQ的學門水準 
4.學生是否有效地準備 
好日後就業的角色 
5.學生就業率與升學率 
6.業界對畢業生的評價 

 
 
 
 
6.學生 Student 
 
＊畢業生表現 
 
＊學生成就與
發展 

6.2進步
Student 
progression 

1.系所師生參與國內和
國際學術或創新活動之
情形如何？ 
 

  1.招收進來的學生能力 
是否符合方案的要求 
2.學業支援策略是否能 
配合方案整體目標 
3.學業指導回饋與監督 
等安排是否促進學生學習 
4.個別輔導的安排是否清 
晰的與師生做溝通 
5.對於特別學習需求的學 
生是否有適當的安排 
6.學業支援策略對個人學 
業支持的效果（老師個別 
指導的安排及進步回饋）。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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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面Dimension 
 
6.3畢業生表現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
系所教育目標之程度  
2.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
上之情形如何？ 
3.畢業生對學校所學與
自我工作表現和市場競
爭力之關連滿意度為何 
4.系所蒐集畢業生與相
關機構或人員(例如雇
主、社區、家長… )之意
見，做為系所持續品質
改善之作法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英國 QAA 
 

7.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 

7.1行政人員
Administrat
ive staff 

  1.行政人員能協助教師在教材
的準備、監督、指導學生以及其
他一般事務上。 
2.專任與兼任人員數量的平 
衡性。(專任教師是被聘為提 
供忠告、學術計畫、課程發 
展、方案指導以及教學之用)。 
3.行政人員之服務，包括聘書 
、推展、薪資以及工作負荷等 
是依公平原則與行政倫理。 
4.行政機制是有系統的，並定 
期評估教師效能、生涯效能並 
給予學術上的忠告。5.鼓勵支持 
行政人員朝專業發展。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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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7.2行政運作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主任的領導能力 

台灣評鑑協會 
 

美國 ACPHA 
 
1.學門已充分獨立運作。 
2.學門行政運作有效率。 
3.行政運作能與學校宗旨科系
目標一致。 
4.學門行政組織結構完整。 
5.學門行政組織制度完善。 
6.學門行政組織具有健全的考

核制度。 

英國 QAA 
 
 
1.招生、入學安排的有效性 

7.3學生管理 1.系所提供學生學習輔
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
導等服務如何？ 
2.導師制如何實施？ 
3.系所教師提供學生 
office hour 之情形如 
何？ 
3.系所提供學生各種 
相關課外學習活動 
如何？ 
4.系所提供學生獎助 
學金、工讀等情形如 
何？ 
5.系所輔導學生會運 
作，並建立學生意見反 
應與回饋之機制為何? 

1.該系所辦理與職
場相關實務、實習
與就業輔導相關活
動情形 

1.對學生在教育上,政策、目
標、忠告,諮商與其他相關活動
負責。 
2.提供給學生各種的機會。 
3.對學生進行合宜輔導諮商。 
4.學生應合理參與系所評鑑中。 
5.學生入學、晉級、保留、退學
與畢業要求，要有明確說明與規
定。 
6.學生自他校之修習課程的學
分轉換，要有明確規定。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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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Dimension 
 
 
7.4財務
Finance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台灣評鑑協會 
 
 
1.系所經費的充足
度、來源、使用與
分配辦法對系所研
究與教學發展的助
益程度 

美國 ACPHA 
 
 
 
1.具有達到教育宗旨與目標所
需的財務資源運用之證據。 
2.具有持續達到教育宗旨的財
務運用能力。 

英國 QAA 
 

參考文獻：1.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手冊。 
          2.台灣評鑑協會評鑑手冊。 
          3.Accreditation Commission for Programs In Hospitality Administration(2004). Handbook of accreditation. 
          4.QAA（2000）. Handbook for academic review. 
 

表 4-1 台、美、英餐旅高教教育評鑑指標比較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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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茲就表4-1美英台三國評鑑指標之內涵，歸納下述幾點予以討論： 

 

ㄧ、宗旨與目標 

  美國英國與我國之系所評鑑指標皆強調指標的設立須與系所宗旨

與目標相符合，且重視內部自我評鑑機制的運作及改善教育品質。但

QAA另針對餐旅觀光休閒方案的預期學習成果訂出學術標竿以及高等

教育資格架構（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並據以判

斷方案所訂定之學習結果之適當性。 

  此外，從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以及台灣評鑑協會的指標顯示，我國

的評鑑指標則較強調系的「特色」層面。由於現代餐旅學門增加，評

鑑需要重視各受評系所的自主性與多元發展，因此在指標上特別重視

各系的辦學特色，讓定位清晰的系所能保有其競爭性（洪久賢、鄧之

卿、李銘輝、劉元安， 2006）。 

  

二、課程 

  美英台三國在課程評鑑指標上，皆強調方案的課程設計與其所設
定目標的ㄧ致性，並重視課程和產業發展的相關性。美國的餐旅課程

評鑑指標中，又詳列餐飲核心課程內涵如下： 

 1.餐旅業與餐旅專業的歷史回顧。2.餐旅商品與服務行銷。3.有關  

  餐旅商品/及服務區隔，包括食品服務業管理及/或住宿管理以及   

  相關服務操作。4.會計程式/實務。5.餐旅商品與服務的財務管理。 

  6.利益與非利益機構的經濟環境。7.利益與非利益機構的合法環 

  境。8.倫理考量與社會政治對的影響。9.量化方法以及管理資訊  

  系統，包括電腦運用。10.組織理論、行為以及人際溝通。11.有 

  關餐旅實務與管理工作經驗。 

 

英國QAA的指標中，依照學科的人才培育能力指標，各自發展出

餐飲、觀光與休閒領域的基礎學科範疇。茲說明QAA（2000）「餐旅核

心科目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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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核心科目包括：食物與飲料製作、餐飲服務技術、餐廳/旅館

經營管理、客房/房務管理、餐廳/旅館設計與規劃、食品安全、品質管

理、人力資源管理、法規、服務行銷、消費者行為、財務管理、會計、

組織行為、策略管理、資訊科技、小型企業管理、企業家精神、食品

科學等。此外，學生須增加的其他專業課程包括：外語、業界實習、

零售業、觀光與休閒管理等。 

  因為我國尚未規劃出餐旅學門標竿管理模式，因此在課程發展並
無國定之參照標準，英美兩國對於餐旅課程評鑑指標之完善，正可提

供國之參考。 

 

三、教學與學習 

 

  從英美教學與學習評鑑指標看來，英國QAA相當重視這ㄧ項目之

評鑑，其內容包括：課程內容與傳遞、教師表現、學生評量、教師學

術能力、畢業生就業能力（HEFCE, 2004）。指標反映了學校對於學生

學習經驗之努力，以及教學品質的效果，可說是以「學生為中心」的

指標設立原則（洪久賢、鄧之卿、李銘輝、劉元安，2006）。 

  

  美國在此一評鑑項目中則較少著墨，其原因在於美國在教學上的

評鑑指標與「教師」的評鑑項目融合，是以並未單獨列出教學與學習

這一項指標。 

   

  我國在此一評鑑項目中強調學生國際觀的重要性，以培育未來國

際人才為目標。而QAA的指標上亦強到學生的教育輸出以及海外合作

計畫的重要性，顯示英台兩國皆重視教育與學習邁向國際化的腳步。 

 

四、資源 

 

  美國ACPHA相當重視餐旅專業教室的資源充足性，並強調軟體及

硬體設備充足性，以及與系所目標相符合的程度。較為難得的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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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資源的評鑑指標上，十分以學生的需求為考量，例如：硬體設備

設計及位置對於日間部與夜間部學生是否合適？足見其人性化的考

量。 

  英國QAA亦強調學習資源與教育目標以及學習成果的連結策略，

以及是否達到促進學習的成效，顯示其評鑑以學生為中心的考量。 

  我國除重視軟硬體資源及管理之外，還強調系所空間的狀況。 

三國相比之下，英國及美國指標較以大方向、資源、目標與學生學習

為主，我國則在此部分較少著墨。 

 

五、師資 

   

  美國ACPHA十分重視師資的條件，除詳述師資學經歷條件之外，

並重視師生比例與教學目標達成的關連性，此外，美國亦重視教師對

系所評鑑之參與，以及對教師的鼓勵與支持系統。 

 

  英國與我國皆重視教師之發展，我國在此一項目中還特別強調教

師的服務與學術研究。教師個人的推廣服務、承接計畫能力和學術研

究狀況等，皆為教師的評鑑指標。 

 
六、學生 

  美英台三國對於學生的評鑑指標內容差異頗大，美國ACPHA的評

鑑指標當中，並無單獨設立「學生」這ㄧ項目。分析其原因在於美國

將學生這ㄧ評鑑項目指標，融入於課程、資源與教師這些評鑑項目中。 

 

  英國QAA的指標主要在檢視在校生成就是否符合學位之資格水準，

以及與預期成果的符合程度。此外英國亦重視畢業生在餐旅業界的口

碑與評價。 

 
  我國則是強調學生參加競賽或外語檢定等表現，在畢業生成就方

面，則與英國相似，重視業界對系所畢業生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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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管理 

 

  美國在行政管理評鑑上極為重視，評鑑層面有行政人員（包括行政

人員數量、職責、行政機制的運作、對行政人員的支持）、行政運作（包

括行政運作與系所目標達成程度、行政組織之完善度以及考核制度

等）、學生管理（包括對學生所作之行政事務、學生資料之管理與學分

數規定等），尚包括財務管理。美國將財務管理納入行政管理評鑑。 

    英國則因為將行政管理規於學校層級的機構審核中，是以在學科

審核時，只針對餐旅方案招生入學進行評鑑。 

     我國則是將行政管理運作列入系所評量之內，強調系主任領導能

力之評估。在學生管理上，將提供學生獎助金之機會、學生會的運作，

以及回饋機制列入行政評鑑項目之列。足見美英台三國行政管理評鑑

指標內涵上，頗有差異。 

 

八、台、美、英三國學門評鑑指標之差異分析 

    綜合上述台、美、英三國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之內涵分析，針

對三者之差異性，說明如下： 

（一）指標範疇之差異 

    基本上，台、美、英三國評鑑指標項目皆包含「宗旨與目標」、「課

程」、「教學」、「教師」等範疇。英、美兩國在評鑑指標上皆有「資源」

之評鑑項目。美國評鑑指標上則無「學生」評鑑指標，其原因在於美

國之學門評鑑重視的是學校對學生之支持系統與對學生的服務，評鑑

重點在學校對學生管理上之「機制」與「執行情況」。此點是與台、英

兩國之評鑑項目內涵有明顯差異之處。 

    此外，台灣的高教與科大之評鑑指標中亦有「研究與專業表現」

或「研究與技術發展」之項目，此與美國與英國略有不同，其原因在

於英國將「學術評鑑」與「研究評鑑」分開，美國則將研究評鑑放入

教師評鑑中。至於「行政管理」則只有在美國及及英國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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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標性質之差異 

    英國與美國之評鑑指標皆屬於質化描述之性質。台灣之大學評鑑

指標趨向，採質化與量化兼具之性質。除了提供質化之參考效標外，

各校可針對其特色，將指標加以配分，合計總分為100分。由此可知，

英、美之指標性質較為質化取向，台灣的評鑑指標則為質化與量化兼

具。 

 

（三）學門評鑑指標內涵之差異 

   美英台三國在餐旅學門評鑑指標內涵上有所差異，美國ACPHA以及

QAA unit 25 中，重視餐旅學門的專業性與特殊性，尤其在「課程」

這ㄧ評鑑項目中，ACPHA及QAA之指標描述具有餐旅學門之專業性與特

殊性，並適用於該國之餐旅教育系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QAA已於2006

年取消學門評鑑，只採機構評鑑。 

    至於台灣之大學與科大之系所評鑑指標，只列出系所評鑑指標之

範疇以及參考效標，探究其效標之內涵較無法顯現餐旅系所之獨特

性。我國亟待建立屬於餐旅專業知學門評鑑指標，本研究之結果未來

可提供相關系所在評鑑之參考。 

 

 
第三節 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初稿  

 

  經過文件分析，參酌英美台三國學門評鑑指標內涵作ㄧ統整，研

擬本研究「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初稿如下，其內涵包括七大項目，

二十一項次項目，以及106項指標，說明如下： 

 

壹、餐旅評鑑指標架構初稿   
ㄧ、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 

 1-1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 

   1.1.1系所設立目標符合高等教育目標  

1.1.2系所目標符合學校中長程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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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系所建構明確之願景、任務與目標 

1.1.4系所目標與餐旅業之需求、未來趨勢、知識發展、技術進步的

相關程度 

1.1.5教職員與學生對系所目標的瞭解程度 

1.1.6公開系所目標使社會大眾瞭解 

  1-2預期學習成果 

    1.2.1系所具有重點發展之特色 

    1.2.2擬定達成系所目標之中長程發展計劃 

     1.2.2.1學生能應用知識、技術及人際技巧，對餐旅核心領域中

的複雜問題提出實用性及理論性的建議，以及評估解決方法 

     1.2.2.2學生能確認及評估消費者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並

且做出適當的回應 

     1.2.2.3學生能評估及應用管理的理論、觀念至餐旅的相關領域

當中 

     1.2.2.4學生能分析及評估餐旅的本質與特性 

     1.2.2.5學生能分析及評估商業環境及其對於餐旅業的影響 

     1.2.3系所預期學習成果與系所教育目標的相關性與達成度 

   1.2.4系所教育目標與預期學習成果內容是否與教職員、學生及外部

評鑑者有良好溝通及適當參與 

  1.2.5系所預期學習成果與所授予學位的相關性 

1-3自我改善 

 1.3.1系所自我評鑑機制之組織與運作 

  1.3.1.1系所是否設置自評機制 

  1.3.1.2系所自評機制的運作方法（包括委員會設置、評鑑計畫規劃） 

  1.3.1.3系所自評機制運作的有效性（包括定期檢視、評估與改進） 

  1.3.1.4利害關係人（包括學生、校友、業者等）對系所改進的回饋 

 1.3.2系所自我改善品質之機制與確實性  

1-4發展計畫與特色 

  1.4.1系所重點發展之特色 

  1.4.2擬定達成系所教育目標之中長程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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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系所在課程規劃、師資聘用、資源分配與宗旨目標的配合程度 

二、課程 

 2-1課程設計 

   2.1.1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 

     2.1.1.1迎合產業及社會發展情形 

     2.1.1.2課程符合系所教育目標 

   2.1.1.3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 

  2.1.2.系所課程規劃之機制 

    2.1.2.1系所課程規劃組織運作 

    2.1.2.2定期檢視課程規劃之效能(包括課程目標內涵與實施成效 

          之分析) 

  2.1.3課程結構適當 

    2.1.3.1課程的程式性 

    2.1.3.2核心課程能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能（包括專業知識、技術與

態度） 

    2.1.3.3必/選修課的比例 

    2.1.3.4課程開設能滿足學生多元選擇的需求 

    2.1.4課程內容適合系所中的各個階段（年級階段），且符合其授予  

        資格水準 

  2-2課程內涵 

    2.2.1課程涵蓋餐旅管理領域的基本原則，以及在餐旅管理中的特 

        殊應用 

    2.2.2課程結合餐旅專業知能、技術、管理與科學原則 

    2.2.3餐旅課程架構應包含： 

     2.2.3.1餐飲、住宿的專業知能(含認知、態度、技能) 

     2.2.3.2餐旅領域的管理學科基礎 

     2.2.3.3餐旅業及全球環境 

     2.2.3.4餐旅業的消費者與服務管理 

     2.2.3.5餐旅業界實習 

     2.2.3.6餐旅業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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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組織行為、人際溝通與表達 

     2.2.3.8.會計與財務管理 

     2.2.3.9.生涯與發展 

   2.2.4餐旅核心課程內涵應包括： 

     2.2.4.1餐飲製作與服務、餐旅衛生與安全、餐旅職場安全、餐飲

經營與管理、餐旅人力資源管理、餐旅法規、餐旅行銷管理、

餐旅會計、餐飲採購學、經濟學、餐旅財務管理、餐旅策略

管理、消費者與服務管理、餐旅資訊管理、餐旅外語、餐旅

行政管理、組織與行為管理、溝通與領導、餐旅研究法等 

     2.2.4.2餐旅業界實習 

  2.2.5餐旅核心能力應包括專業知識的深度、專業技能的熟練度以及   

     專業技術之應用 

     2.2.5.1專業知識：餐旅領域知識的批判與理解、對於多元學科及

跨學科學習的理解、對於理論及餐旅專業科目的理解、以批

判的方式解釋並分析所學的資料，獲得研究及解決問題的能

力、對於餐旅業的倫理道德、環境及法規議題之理解與察覺 

     2.2.5.2專業技能：研究及評鑑餐旅特性、理論、典範、原則及概

念；養成批判性思考、獨立思考、創造力思考、描述、分析

及解釋資料的能力、提出解決各式問題的知識、發展推理的

論點及具挑戰性的假設、對自我學習及專業發展負責 

     2.2.5.3專業技術之運用：溝通及展現的技巧、運算及資訊科技的 

         技巧、互動及合作的技巧、解決問題的技巧、自我評鑑與反   

         應能力、計劃及管理學習的能力 

 

三、教學與學習 

  3-1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3.1.1教學與學習的有效性 

      3.1.1.1教學與系所目標、預期學習成果及課程內容相結合 

      3.1.1.2教師將其研究、顧問諮詢或餐旅專業領域之活動應用於

教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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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教學方法對於課程內容及系所目標的適當性 

      3.1.2.1教學妥善運用餐旅產業及社區資源之情形 

   3.1.3教學活動的有效性 

   3.1.3.1教學的廣度、深度、進度與挑戰 

   3.1.3.2是否有效傳授餐旅學門特定、轉移的及實用的知識技巧 

   3.1.4專業科目的教學與學習活動應包含： 

   3.1.4.1專業設施的學習機會（實驗室、實習餐廳及廚房，實習   

       旅館設施） 

   3.1.4.2餐旅業界及職場的接觸（職場實習，業界參訪，專業講 

       座，真實的個案研究） 

   3.1.4.3專業設備的學習機會（專業教室、設備器材） 

   3.1.4.4應用相關的資訊科技系統（IT systems，餐旅資訊系統） 

   3.1.5系所教師運用多元化教學 

    3.1.5.1教學方法及教具數位化程度 

    3.1.5.2教材教具自行開發程度 

    3.1.5.3網路 e-learning教學 

    3.1.5.4專業科目之實務操作 

    3.1.5.5遠距教學之運用程度 

  3.1.6規劃與鼓勵學生參與國際餐旅學習活動（海外參訪） 

  3.1.7系所能主動的協助學生參與學習，挑戰學生的能力，使其達到  

       更高的期望，且持續給予適當的回饋，並告知其改進的方向 

3.2教學品質 

   3.2.1專兼任教師之素質與數量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求程度（包括

具備餐旅管理相關的學歷及能力證明、教師背景與數量以系所的

需求為導向） 

  3.2.2教學品質透過教師發展及教師教學評鑑，維持並提昇其水準 

  3.2.3教師教學科目能與個人專業背景及學術研究領域相結合 

  3.2.4課程能訂定明確的教學大綱(含目標、進度、教法、教科書及參

考書、成績考核方式及 office hour等)及即時上網公告之執行成效 

3.3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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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學生學習輔導機制之設置與落實 

  3.3.1.1學習、生活腐導機制之設置 

3.3.1.2針對特殊學生需求之學習安排 

3.3.1.3增廣與補救教學 

3.3.1.4教師輔導學生情況 

3.3.2實習制度與輔導機制之設置與落實 

3.3.2.1實習制度與輔導機制之設計（包括實習委員會的設置與運作

情形、書面記錄的保存、實習前的面試輔導、心理輔導、實

習中的訪視輔導、個案協助與處理） 

3.3.2.2實習採取輪調制度 

3.3.2.3實習單位依照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生需求來選擇（業者的選擇、

實習單位的適當性） 

3.3.2.4系所協助實習生洽談實習單位薪資、福利、保險、訓練等合

約內容及完成手續 

3.3.2.5實習分發採取公正、公開的原則辦理 

3.3.2.6定期與學生和業者座談，共同檢視實習制度的成效及改進狀

況 

3.3.3升學與就業輔導相關活動之設置與落實  

3.3.3.1應屆畢業生升學輔導制度的建立與執行 

3.3.3.2應屆畢業生就業輔導制度的建立與執行(包括就業輔導及就業

博覽會) 

3.3.3.3對畢業生升學進行追蹤記錄 

3.3.3.4對畢業生就業進行追蹤記錄 

3.4評量 

  3.4.1根據不同類別之學習採取適當多元的評量方式 

  3.4.2訂定公正與一致性的評量規準 

  3.4.3評量能有效的溝通傳達給學生 

  3.4.4評量方式應選擇可提供學習成果的指標 

  3.4.5學習、教學與評量應連接整體的課程設計及發展，賦予學生 

       知識與技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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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 

  4.1教學與研究資源 

    4.1.1系所教學資源之充足性 

        4.1.1.1餐旅圖書儀器數量之適切性 

        4.1.1.2餐旅專業教學設備之足夠性 

        4.1.1.3系所電腦軟硬體設備的充足性 

        4.1.1.4教職員辦公室之充足性 

   4.1.2系所教學資源維護與安全性 

   4.1.3系所教學資源使用狀況 

    4.1.3.1系所學生使用教學資源的充足性 

    4.1.3.2系所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的充足性 

   4.1.4系所教學資源的品質符合師生需求之程度 

4.2教學與研究空間 

   4.2.1系所空間與設備滿足教師教學與研究需求之程度（教室、實驗

室、專業教學空間、會議室、辦公室） 

   4.2.2系所教學空間配置適合教師對學生進行諮商與晤談之用 

   4.2.3系所教學空間配置之適切性(包括每生可使用之平均單位面積) 

   4.2.4系所教學空間具有無障礙空間之設置 

   4.2.5專業教室動線規劃之適切性 

   4.2.6實驗或實習空間之配置圖 

4.3資源管理 

  4.3.1專業教室管理辦法與執行情形 

  4.3.2設置儀器設備維護辦法與執行情形 

  4.3.3教學空間之設備與器具具有使用說明 

4.3.4 實習(驗)課程之助教或技術人員設置情形 

 

五、教師 

 5.1師資 

  5.1.1教師資格與經歷（具備餐旅管理相關的學歷及能力證明、教    

        師專業背景符合系所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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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師資專長配合學生培育目標 

  5.1.3師資專業背景與所受科目相符 

  5.1.4師資人力運用的有效性 

  5.1.5系所提供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的管道與機會  

  5.1.6合格專業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人數與班級比例的適當情形 

  5.1.7師資人力之學位及專長配合課程需要的情形 

  5.1.8教師授課鐘點時數及教學工作負擔之適當情形 

  5.1.9專任教師之比例 

  5.1.10專任教師與學生之比例 

  5.1.11兼任教師佔教師總人數比例 

 5.2推廣服務 

  5.2.1教師提供產官學界之社會服務 

  5.2.2教師申請和獲得推廣服務計畫補助之情況 

  5.2.3推廣合作內容與教育目標配合 

 

5-3學術研究 

  5.3.1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之數量與品質 

5.3.2系所教師參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或實務活動之情形 

5.3.3教師獲獎與榮譽之情形 

5.3.4 教師研究與社會、經濟、文化、科技或餐旅學門發展需求之相

關性 

 5.3.5教師申請和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之情況 

 5.3.6 教師創作或研究與其任教科目的配合度 

 

六、學生 

 6-1在校生成就 

6.1.1系所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之成績表現 

6.1.2系所學生在校期間取得餐旅相關證照及獲獎等傑出表現情形 

6.1.3系所學生對日後就業角色的準備程度 

6.1.4在校生參加研究及展演活動的發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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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系所學生在預期學習成果的表現 

6-2畢業生成就  

6.2.1畢業生就業率、升學率與進入相關職場的比例 

6.2.2業界對畢業生的評價 

6.2.3系所蒐集畢業生與餐旅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以作為系所持

續改進參考之做法 

6.2.4畢業生對於學校所學、自我工作表現與市場競爭之關連的滿意

度 

6.2.5系友組織的建立與執行情況 

6.2.6畢業系友的回饋 

 

七、行政管理 

7-1行政運作 

  7.1.1系主任的領導能力 

  7.1.2系所務發展相關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情形 

  7.1.3系所行政對課程與教學的支持程度 

  7.1.4招生、入學安排的有效性 

  7.1.5行政與教學的配合度 

  7.1.6獎助學金的積極推動 

  7.1.7具有專職之專業行政人員配合系所運作 

  7.1.8系所行政組織運作情形（包括考核、招募、福利與差假辦法） 

  7.1.9系所向學生公佈課程訊息之效率 

  7.1.10系所對學生資料保存之完整性 

  7.1.11系所設置教師教學成效獎勵辦法 

 

7-2學生管理 

  7.2.1系所提供學生各項餐旅專業講座及相關課外活動之情況 

  7.2.2系所定期檢視學生之特性，並評估學生的需求和體驗 

  7.2.3系所建立學生意見反應與回饋之機制 

  7.2.4系所具有明確學生入學條件、畢業學分數以及學分轉換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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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財務管理 

  7.3.1系所經費的充足度、來源、使用與分配對系所教學與研究發展

的助益程度 

  7.3.1.1系所經費之運用情形 

    7.3.1.2系所經費充分運用於每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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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焦點團體之研究結果   
     

    焦點團體座談會中，37位學者專家就本研究所擬定之指標架構內

涵作意見表述。本節就「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之資料，彙

整與會專家所提出的意見進行分析。結果分述於下。  

 

一、「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之結果與討論 

     

    ? 研究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初稿共分七個架構，

分別是：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課程、教學與學習、資源、學生、

行政管理等。試就上述七個項目，以及與會專家的其他建議，萃取與

專家之意見結果如下： 

 

（一）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 

       

    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常是國內外教育單位在實施評鑑時，

第一個要處理的項目（Hamalainen,2003；USDE,2006, ACPHA,2005；

QAA,2006）。目標確立時，評鑑實施才有方向與規?。 

     

    與會專家多為嫻熟系所評鑑或資深評鑑人士，以其過去豐厚的經

驗來看，普遍認為系所設立目標這ㄧ項目下的評鑑層面，須兼顧評鑑

過程之先後順序，且指標應扣緊目標。此外，相同概念之指標應予以

合併。茲抽取學者專家之概念如下： 

  

1.調整系所設立目標之順序 

    以我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規劃之系所評鑑指標內涵看來，其指標

項目分別為教育目標/學門宗旨、目標、預期學習成果，自我評鑑機制、

特色與發展。本研究據以將此標準中的評鑑指標歸納成為「系所願景、

任務與目標」、「預期學習成果」、「自我改善」以及「發展計畫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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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與會專家認為，以其資深的系所評鑑經驗來看，評鑑指標應

先有目標、再據以發展特色，規劃預期成果，啟動系所評鑑機制，最

後再談回饋與改善。此觀點與 CIPP的評鑑點頗為吻合。Stufflebeam

（2003）提到教育評鑑的四個步驟為：背景評鑑--「目標」（goal）、輸

入評鑑--「計劃」（plan）、過程評鑑--「行動」（action）、結果評鑑「評

估成果」（outcome），並提供回饋機制。 
         

四個層面與項目一定要扣緊，目前四個層面是扣很緊的的， 
        但是其邏輯有些問題，請將 1.3自我改善移至 1.4，1.4發展 
        計畫與特色移至自我改善（A1） 
     
        另外一個想法，「發展計畫與特色」放在「自我改善」之下， 
        感覺上是一般的能力，因為是系所，第一個是目標，接下來 
        要有回饋機制，是細項的計畫與特色，所以接下來應是發展 
        計畫與特色，確立了特色後再來設計課程，那有了課程則要 
        符合特色與目標，感覺上是特殊的能力部分，因為我們評的 
        不是學校而是系所，所以用 1423可能會更符合（A2）。 
         
       是否在 1.1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之後，先談發展計畫與特色， 

接著是預期學習成果、最後是自我改善，系所應先瞭解其發展 
計畫特色，再談預期學習成果，最後談自我改善才對（B1）。 

 

    本研究採納焦點團體專家之建議，並參酌 CIPP之評鑑觀點，將此

項目之四個評鑑指標順序作調整，調整後之順序為：系所願景任務及

目標、發展計畫與特色、預期學習成果以及自我改善。 
 

2.指標應扣緊系所目標 

    ? 研究由文件分析得知，美國、英國學門評鑑皆強調評鑑指標與 

目標的相符程度，注意內部自我評鑑機制的運作與教育品質的改善

（QAA,2000；ACPHA,2006）。此觀點與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之結果不謀

而合。尤其在本研究焦點團體參與者中具有業界代表身分者，以業界

觀點來看餐旅學門評鑑，亦認為評鑑指標應緊扣住系所目標而設立。 

   

  指標一定要符應層面，指標越簡單越好（B1） 
 
以業界的立場而言… .我們想看到的是系所發展的重點為何，所以目標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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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特色標定出來，由外人來看與評鑑，馬上可以瞭解其原則，再看其
預期效果可能會比較佳，最後才是看自我改善機制，附議陳教授的想法
（A7）。 
 
台灣的系統希望能與國際接軌，美國與澳洲也趨向 QA的概念，英國 QAA
透過品質保證就是自我改進，所以美國用 accreditation認為是比較可以做到
品質保證的，國際目前用 QA品質保證認可是最多的（A4）。 

 

3相同概念之指標應予以合併 

    指標建構需秉持指標與指標間具有互斥之原則，是以若有相同

或重複概念之指標應予以合併。Johnston（1981）認為分割性指標

之特性在於指標源自於同一教育現象，是以指標間具有同質性，另

一方面由於不同的要素及成分，所以具有互斥性。是以相同意義之

指標應予以統整與合併。  

 

         1.1.5「系所的研究與教學之發展目標與餐旅業之需求、未來趨 

  勢、知識發展、技術進步的相關程度」，研究與教學之發展 

  目標，一定要跟系所問題相關，所以不管研究或教學都是一 

  樣的，其兩者可以濃縮為系所目標即可（B2）。 

 

   1.1.3系所建構明確之願景與任務以及 1.1.4系所目標內含清晰陳 

    述兩項可以合併（A1）。 

 

（二）課程 

     

    餐旅教育之內涵緊扣著社會經濟潮流因運而生，是以餐旅教育之

發展與國際趨勢有極大之關聯。課程為教育內涵之實際展現，與會專

家建議課程之設計應緊扣著國際趨勢脈動。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初稿

中，所列之餐旅系所核心課程，專家學者意見呈現兩極端的看法，贊

成之原因在於核心課程之內涵能充分展現系所之特色。不贊成之意見

認為，若羅列核心課程科目名稱，太過僵硬，無法套用。茲彙整專家

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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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課程架構之理念應符合系所目標與國際、社會趨勢 

   

  Su, Miller and Shanklin(1997)認為餐旅課程之評鑑標準應符合未來

五至十年產業界之能力需求，以作為評估之準則。以美國 ACPHA學

門評鑑準則而言，課程評鑑之規準重視與系所宗旨目標 之相符程度，

系所宗旨與目標則是緊扣著國際餐旅教育趨勢而發展的。足見在美國

餐旅學門之課程評鑑規範中，重視課程設計與國際趨勢關連程度

（ACPHA,2005）。英國 QAA評鑑規準重視「課程是否迎合產業與研究

發展趨勢」（QAA,2000）。高教評鑑中心之課程規準中，重視「課程規

劃以滿足市場需求與社會發展之情形」，由上述可見，美英與我國皆強

調課程結構與產業發展之相關性。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中，普遍認為

餐旅業的特殊性，課程設計必須跟得上國際之腳步，培育出來的學生

也需要有國際觀。是以專家的共識與本研究分析之結果頗為ㄧ致。 
   
 
2.1.1.1「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此項指的是本土還是國際 
  ?畢竟目前要由學術來引導業者，業者可能不只需要本土的，因 
  為現在國際化，但目前學術教學仍處在如何帶大家出去玩，但 
  是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將台灣賣出去，台灣面對的是國際競爭， 
  學術所接觸的脈動比業界快，可以告訴學生國際觀（A7）。 

    

以觀光界官方立場，觀光高等教育面臨到的問題是課程到底是 

一個綜合性的課程？還是比較專技性的課程？以學校的立場想 

說別的學校也有的課程，自己也要開，造成廣開科目到每個科 

目的時數壓縮，或是師資來源有問題，開了一些不太相關的課 

程，造成核心課程被消弱掉了（B10）。 

 

2. 課程內涵— 究竟餐旅核心課程應不應羅列，與會專家有兩極之看法 

     

以 QAA在餐旅學科方案的課程評鑑內容上，要求須符合國家層級

之學術標準，已使社會大眾對於該學門品質有所信任。是以在其評鑑

手冊中，明訂餐旅學科之人才培育指標，各自發展出餐旅領域基礎學



 156 

科範疇。這些科目將作為受平單位發展課程時之參考，並非是「必修

課程」。各受評戲所應根據其教育目標，在學術標準的架構下，發展符

合該學科領域的課程內涵。以餐旅領域為例，其核心科目包括：食物

與飲料製作、餐飲服務技術、餐廳/旅館經營管理、客房/房務管理、餐

廳/旅館設計與規劃、食品安全、品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法規、服

務行銷、消費者行為、財務管理、會計、組織行為、策略管理、資訊

科技、小型企業管理、企業家精神、食品科學等。此外，學生須增加

的其他專業課程包括：外語、業界實習、零售業、觀光與休閒管理等

（QAA,2000）。 

     

以美國 ACPHA為例，餐旅學門評鑑在課程評鑑指標這ㄧ範疇中，

相當重視，除了課程設計與目標、課程內涵之外，另有一「核心課程」

之評鑑層面，其中規範餐旅核心課程之內涵為：餐旅業與餐旅專業之

歷史回顧、餐旅商品與服務行銷、餐旅商品與服務區隔、會計與實務、

餐旅財務管理、營利與非營利機構之經濟環境、營利與非營利機構之

法規、組織行為、資訊管理系統、餐旅業界實習等十一個範疇，各範

疇中又羅列核心科目名稱可說是? 細靡遺。 

 

再者，以美國餐旅高等教育課程內涵為例，Chathoth & Sharma

（2007）研究美國44所餐旅、觀光管理學程之核心課程架構，歸納以

下重點： 

1. 餐旅核心課程具有兩種型態：（1）商業管理類，該類核心課程

中有32個不同之課程名稱。（2）餐旅與觀光管理類，該類核心

課程有44個不同之課程名稱。 

2. 有98%的美國餐旅觀光科均開設餐旅觀光管理之「概論」課程。 

3. 有超過50%的餐旅觀光科系開設「餐旅法律」（佔75%）、餐旅行

銷課程（66%）、餐旅人力資源管理（52%）以及餐旅財務管理課

程（50%）。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美國目前餐旅觀光系所之核心課程架構，係

以商業及餐旅觀光管理為主軸，可說是順應目前餐旅產業之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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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至於我國則尚未規劃餐旅學門之標竿管理模式，因此在課程評鑑

上，尚無國定之參照標準。本研究團隊在研擬課程評鑑指標上，參酌

美英兩國之評鑑內涵，據以發展初稿，期透過焦點團體之結果，建構

目前我國所欠缺之餐旅學門課程評鑑之指標。 

   

經過三場的焦點團體會議之結果顯示，與會專家對於餐旅核心課

程之內涵呈現較為紛歧的看法。由於我國餐旅教育性質分為高教與技

職取向，人力培育目標有所不同，在課程設計上也因目標之不同而有

所不同。本研究與會專家中針對課程內涵這ㄧ項目，看法有些分歧。

茲分析原因為：當今我國餐旅等相關系所呈現快速擴增的情況之下，

各式各樣的系所名稱以及不同的教育體制令人眼花撩亂，ㄧ般大眾無

法判斷其特色、教育目標與品質狀況（洪久賢、鄧之卿、李銘輝、劉

元安，2006）。再者，與會學者專家有來自餐旅高教體系，亦有來自技

職體系者，因為背景的不同，對課程的認知上也會有所不同。贊成者

認為評鑑指標中列舉核心課程，正可顯示餐旅學門評鑑與其他學門評

鑑之不同，以及餐旅之專業與獨特性。不贊成的專家認為羅列核心課

程，太過僵硬，無法套用。彙整專家之意見如下： 

 

（1）核心課程不應列得太細，建議只列課程設計原則 

 

    美國 ACPHA與英國 QAA在課程評鑑指標中，皆羅列核心課程與

核心學科範疇，是以在設立指標初稿時，本研究參酌英美之例子，將

核心課程列出。但經過三場焦點團體籲會專家的結果顯示，在此一觀

點呈現較大的歧異，分析如下： 

 

餐旅當中的 2.2.4寫，「餐旅核心課程應包括」，似乎是要大家一 

定都要有這些課程，但是系所可以自訂自身最需要的，應要用 

各校特色去處理，如此列舉會有潛在問題，可能要建立像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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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來設計，可能較佳，太細可能反而無法宏觀來看， 

課程特色是否由各領域自己發展特色，而不要列舉受限，請用 

「宜」包括，非「應」包括，則有規定之意，用字要小心（A1）。 

 

列舉課程會使每個系所都長得一樣，毫無特色可言（A11） 

     列舉課程太過硬性，無法套用（A4） 

      
餐旅的核心課程寫得較條例仔細，餐旅一樣有基礎核心課程與專 
業核心課程，採列舉式可能會誤導大家一定要用這樣的課程名稱 
才可以，餐旅核心課程建議可以用另外兩類一樣用目標的方式與 
課程設計原則呈現會較佳（A8）。 

      

     但是系所可以自訂自身最需要的，應要用各校特色去處理，如 

     此列舉會有潛在問題，可能要建立像觀光的部份來設計，可能 

     較佳，太細可能反而無法宏觀來看（A1） 

     餐旅課程架構如果定死的話，其他學校壓力就會很大，必須要 

     照著走（B7）。 

   

    2.1.3.4為滿足學生多元需求，但後面又明確訂定餐旅核心課內 

    涵。以現在國際趨勢在餐旅課程方面會出現一個很兩極化的問題 

   。以香港理工大學來說，他們是全人教育，並沒有在細分，高餐 

   則有分中餐、西餐、烘焙，景文也是，有分餐旅系及旅館系。這 

   樣一個細分課程結構的內涵，恐怕對應到滿足學生多元需求，如 

   果對應到中餐系或是西餐系，則會在套應上有問題（B5） 
 
   以飯店經理來說，他可能只熟悉餐旅某個領域，並非全都專精。 
   是否在定這些核心科目的話，要以出路為考量，不要訂這麼細。 
   現在研究已經將所有飯店的內容都涵蓋進去了，建議可以將課 
   程向度先分類，例如：客房、餐飲等，再在其項下寫出適合開設 
   的科目有哪些（B7）。 

 

 

（2）增加課程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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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專家認為餐旅課程結構內涵上，宜加強人文素養、研究方法及成

本控制，應增加在課程中，且應界定核心課程之範圍與對象。 

 

       核心課程方面，餐旅成本控制跟一般業界是完全不同的， 

目前餐旅界是最缺乏的，應納入餐旅核心課程中。 
人文化的教育同樣很重要，學分數的調配一直是個問題， 
技職體系是在做「職訓」或是在做「技職教育」？不能 
一味回饋業者的需求，但該如何拿捏（C4）。 

        
說故事的能力可能要培養，心裡建設部分，觀光產業的心理 
建設是很重要的，但是畢業於觀光，工作於相關產業的不到 
10％，比例很低，因為心理建設不足，無法適應（A9）。 

 
美學部分是很重要的，同樣美學有其專業的部分，很多人因 
為在學校師資與設備的關係，美食學的相關背景就很缺乏（A10） 

   
       像是餐旅研究法的部分，這是屬於大學的哪部分是專業還是 
        技能？ 
       應要擬定範圍，研究法也應明訂到哪個階層二專二技需要的 
       都不同，其實業界還是需要研究的人才，問題是學校與業界 
       教的有些脫節，課程內涵應該都要擬定清楚（B4）。 
    
       餐旅的核心課程寫得較條例仔細，餐旅一樣有基礎核心課程 
       與專業核心課程，採列舉式可能會誤導大家一定要用這樣的 
       課程名稱才可以，餐旅核心課程建議可以用另外兩類一樣用 
       目標的方式與課程設計原則呈現會較佳（B6）。 
 

    Chathoth & Sharma（2007）認為，過去餐旅系所在課程設計上，

較偏重迎合學術之需求，而忽略業者真正所要的人才需求為何，缺乏

一個整體宏觀的考量，是以造成學生在畢業後就業的障礙。兩位學者

建議，從人口生態學的觀點而言，課程設計要務是確認餐旅產業的發

展趨勢，學界並需了解業界所要人才之需求條件所在。 

    在本研究焦點團體的結果顯示，與會專家亦建議課程增列的內

涵，要與實際業界環境相契合，顯示國內外學者觀點頗為一致。 

     此外，與會專家學者均認為餐旅課程的內涵應扣緊國際趨勢與符

合產業發展趨勢，以餐旅教育實施優質的美國高等教育之例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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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hoth & Sharma（2007）研究指出，目前餐旅系所課程發展方現應

以「知識創新」、「迎合產業需求」為主，其建議餐旅系所在課程設計

上，需考量以下方向： 

    1.能力之控管：考慮學生真正該具有何種能力。 

    2.衛生與安全：過去20年以來，餐旅環境之公共安全與食品衛生， 

      已是餐旅業者必學的重要課題。 

    3.不動產與人力資本：由於全球經濟環境瞬息萬變，為掌握國際   

      脈動，課程內涵宜加強不動產與人力資本之學習上。 

    4.科技：二十一世紀是科技時代，餐旅環境須藉由科技的運用，     

      促進產業之效率，也是學生必學之課題。 

    5.新管理學：餐旅課程內涵與國際發展息息相關，餐旅課程內涵 

      上，建議加入行銷、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以及經營管理等 

      內涵。 
     

 

（三）教學與學習 

     

    餐旅高等教育有技職與高教兩大區塊，與會專家認為課程與教學

具有高度關聯性。但因為餐旅高等教育系所屬性有高教與技職兩大屬

性，視以因為屬性不同，課程結構與教學內涵也因有所不同。Rappole 

(2000)認為，過去十年來，美國餐旅系所屬高教取向者，在課程結構上，

藉由兼具重視「技術」與「管理」之取向，而與技術取向之餐旅系所

有所不同。Rapple並建議，各餐旅系所若是將廚藝課程上，融合管理

的概念，那麼，餐旅系所的畢業生，將會更受餐旅業者的青睞。 

  由此可知，課程與教學設計上，「切合產業需求與發展」，是餐旅

系所亟需考慮的方向。 

    此外，專家認為餐旅系所在教學上，尤應重視與國際接軌及與產

業界交流之機會。 

     

    以英美餐旅學門評鑑為例，QAA的「教學與學習」評鑑指標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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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極為重視之評鑑核心，其內容包括：課程內容與傳遞、教師表現、

學生評量、教師學術能力，以及畢業生的就業能力（HEFCE,2004）。

此外，QAA對於學生學習支援與輔導機制格外重視，充分顯示「以學

生為中心」之評鑑模式（洪久賢、鄧之卿、李銘輝、劉元安，2006）。

美國則是將「教學」與「課程」融合為ㄧ，並認為教學為課程之具體

展現（ACPHA,2006）。 

     

    至於我國高教評鑑中心強調教學方法、教學活動、教學品質、國

際化學習以及評量。與英美較為不同的是，我國高教評鑑將「國際化

學習」列入高教評鑑指標中，例如：系所是否為國際學生開課？系所

是否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等。以我國高教評鑑為例，彭宗平

（2007）於「2007年高等教育績效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以元智

大學教學評鑑系統實施績效責任為例，頗值得國內高等教育評鑑之參

考。彭宗平（2007）說明該校系統涵蓋完整的教育過程，從課程檔案

的建立、選課輔導、期初教學問卷調查與回饋修正、期中評量預警與

學習輔導、期末教學評量與回饋、學習成效評估，再循環回饋為課程

評鑑之輸入資訊。並教學目標的檢討、教學與學習需求調查、教學資

源發展與維護、虛擬教室與資訊平臺、國際化環境、助教培訓、教學

專案等納入。由我國高教評鑑與元智大學的例子，充分顯示我國高教

評鑑與國際接軌之決心與作為。 

    本研究專家建議餐旅教學上更應強調拓展學生國際觀的重要性，

亦即教學之國際化。足見本研究結果切合我國高教評鑑之方向與精神。 

 

     ? 研究經由焦點團體所建構之「教學與學習」評鑑指標中，側重

「教學方法與活動」、「學習輔導」、「評量」充分展現以「利害關係人」

為考量之評鑑模式，此內涵也與英國 QAA學科審核之內涵不謀而合。 

    除此之外，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之專家討論結果認為，餐旅高等

教育評鑑之「教學與學習」指標建構上，除考量「以學生為中心」的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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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與學習應有國際化之視野 

 培養國際視野是我國目前高等教育評鑑極為重視的ㄧ環，本研究

與會學者專家也有一致的共識。 

  

  3.1.6的海外參訪，是否必要?或許要更明確（A7）。 

不要只寫海外參訪，參加國際比賽或交流皆可（A10） 

國際化的作法有很多，不只是海外參訪，國際與會交流 

也可以，可能要修改。教學活動看得出產業界之間的交 

流會較佳（A11）。 
 
是否要注意教學有與政策配合，學生才能瞭解時事脈動（A7） 

 

2. 教學應重視與產業界之交流 
      
教學活動看得出產業界之間的交流會較佳（A9）。 

 

（四）資源 

   

    資源是外部評鑑的傳統項目，也是最容易衡量的「輸入」（input）

指標項目（Harvey,2000）。以英美兩國為例，QAA餐旅學科審核特別

重視學習資源與教育目標、學習成果的的連結策略，以及是否達到促

進成果之成效，顯示期評鑑以學生為中心的觀念。美國 ACPHA亦強

調資源與課程目標達成的程度，並強調資源之設置，應考慮不同屬性

的學生需求（例如：日間部與夜間部的學生對於設備需求上有所不

同），並顧及餐旅之專業性（例如：明列餐旅專業設備包括對餐飲、客

房、財務管理等實習設備），足見英美兩國在「資源」評鑑上，係以學

生為考量要點。 

    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在資源評鑑上，亦重視符應學生需求之考量，

以及滿足教師教學與研究之需求，但對於「餐旅專業資源」之描述，

則較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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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應該還是有差異，應越簡化越佳 

高教體系偏重理論研究，設備來講比技職體系，在高教體系上 

應該要強化設備的要求（A5）。 

 

2.系所資源之充足性如何評量？ 

   ? 研究與會專家認為餐旅系所之設備應與一般系所之設備有所

不同，且應力求專業化。至於設備「充足性」之評鑑，則應以何種標

準來評鑑，值得思考。這ㄧ部份之研究結果，可補足我國餐旅學門評

鑑「專業設備」實施評鑑上的參考。 

 

   4.1.1之「系所教學資源之充足性」這ㄧ指標，要如何評鑑，感到質疑，該

以量化標準呢？還是質化標準？值得思考（B7）。 

   

（五）教師 

     

    英國餐旅學科評鑑上重視教師之發展，並將教師學術研究評鑑另

做單獨評鑑，是以在 QAA的餐旅學科審核中，並沒有單獨對教師的學

術研究進行評鑑。 

      

    美國 ACPHA餐旅學門評鑑中的教師評鑑較為重視教師的資歷以及 

學歷要求，例如資歷與資格必須合於該領域專業與所指定的層級、須 

具備碩士以上學歷或相當的專業成就。並重視教學教學工作之展現， 

例如：教師須展現所指定工作：包括教學、忠告、學術計畫、研究、 

課程發展方案指南，並具適當展現教育宗旨之能力。並鼓勵與支持教 

師之專業發展與成長。教師實際參與在課程發展與評鑑工作，及學術 

政策的制定與實行上。足見美國在教師評鑑上重視教師之教學、研究 

與服務方面之評比。 

      

     以我國高等教育評鑑為例，彭宗平（2007）以元智大學的教師評

鑑實施狀況為例，該校教師評鑑之目的。其教師評鑑項目可分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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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輔導暨服務，教師可自行決定參加與否及參與項目，惟仍須達

到「教師學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對象為任職滿一年之講師級以上

專任教師。教師評鑑之頻率為每十年實施ㄧ次。評審結果採「汰劣」、

「協助」與「獎優」措施，未達「教師學年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者，

提請校教評會審議確認。若評等績優者，核給績效獎金、獎牌等，另

再選出傑出教師受邀參與相關之經驗分享活動。 

 

  元智大學在教師評鑑上充分展現認可制之精神，認可結果保證受

評對象均能達到最低品質要求之閥值（threshole）。可供做我國之參考。

本研究與會專家除贊同教師評鑑需重視師資、學術、研究與專業表現

之外，在專業表現評比項目應詳細列出，較能展現餐旅系所教師之特

色。 

 

1.應增列教師專業表現這個指標層面 

  與會專家認為教師之「專業表現」有很多項目可以考評，不應只是 
籠統列出，應予詳細列出較為公平。 
 
 餐旅教育其特定目標，尤其是老師部分，師資、推廣服務、研究， 
 符映了高等教育的目的，可是餐旅觀光休閒可能專業的表現一定 
要，不只是學業研究上，技能一定要，實用導向，用研究來支持 
會更有效果（A1） 
 
專業的方面的專業表現，應該是詳細寫出來，像是做國宴、帶學 
生比賽、教學得獎、研發等（B1）。 
 
專業表現是一個面向，向下應再詳述（B5）。 
 
專業的方面的專業表現，應該是詳細寫出來，像是做國宴、帶學 
生比賽、教學得獎、研發等（A10）。 

教師應與特長結合（A3） 

 

（六）學生 

 

以英美兩國為例，英國 QAA主要在檢視在校生成就符合學門學位

的資格水準，以及其達成預期的學習成果，美國餐旅學門認可規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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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特別強調學生表現之認可，反倒是在「教學與學習」項目中，出

現較多以學生為中心的評鑑指標。英美兩國在「學生」的評鑑認可上，

側重層面較為不同 

   

我國高教評鑑指標中的「學生」一項，內容與英美差異頗大。我

國強調「檢視學生參加競賽或外與表現」、「系所參與學術創新之情

況」，並重視「畢業生」在業界之聲望與表現。 

   

? 研究參酌國內外情況，將學生評鑑歸納出「在校生表現」與「畢

業生成就」大項目。在校生的指標部份，本研究較為貼近我國高教評

鑑中心之規準，重視在校生參加語文檢定與外語競賽之表現，較為量

化取向的評鑑方式。  

在「畢業生表現」指標方面，英國 QAA與我國有皆對畢業生表現

有所規範，除調查畢業生的升學率之外，亦針對業者對畢業生之評價

作ㄧ調查。研究發現，兩國在學生評鑑這ㄧ指標中，均以「結果」為

導向。 

 

但本研究焦點團體與會專家認為，業界在評鑑學生表現時，十分

重視態度的部份，較不去看學生證照的張數多寡。說明與會專家觀點

如下：  

    

   以證照張數來看學生表現與品質，這種方式恐怕會有問題 

   （B1） 

   業界來看皆會看態度部分，內部主管其實都會看高職與大學 

   同學態度上的差別，大學學生對於倫理的課程較無認知，證 

   照也無認知要去拿到，能力難評定，業界會用考核表來評定 

   ，但客觀性有些問題（A12） 

   

   同樣的問題，「畢業系友的回饋」如何衡量?能力限定的問題。 

    學生實習時間短，要評比學生工作態度，無法評到太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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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來看皆會看態度部分，內部主管其實都會看高職與大學同 

    學態度上的差別，大學學生對於倫理的課程較無認知，證照也 

    無認知要去拿到，能力難評定，業界會用考核表來評定，但客 

    觀性有些問題（B5）。 

    
       
          證照要如何定位？如何評鑑？因為評鑑是引導學校發展，證照 
     要配合學校的定位拿證照不等於在該領域具有專業能力（B1） 

 

（七）行政管理 

 

在美國 ACPHA餐旅學門認可規範中，在「行政人員」評鑑項目

中多所著墨。主要分四大項目，ㄧ是行政人員之資歷與表現，規範行

政人員在協助系所教師之情況、行政人員的聘任資格。二是行政運作

機制的考核，包括系所運作機制是否符合系所宗旨與目標。三是學生

管理，包括學生招募、學籍、成績處理、入學與退學標準訂定、系所

修習學分數等。四是財務管理，主要是考核系所財務運用是否達到教

育宗旨。 

 

    英國 QAA的行政管理規範與美國較不相同，由於英國之行政管理

審核，是歸屬在學校層級之機構評鑑中，所以餐旅學門評鑑規範中，

只針對學生招生、入學等項目做考核。 

 

    我國高等教育評鑑行政管理指標中，與英美有很大之不同，我國

之規範強調「系主任領導」一項。本研究在擬定評鑑指標架構中，將

英美台三國行政管理之指標集大成。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本研究這個指

標內項目中，行政運作這ㄧ項目較為零散，有些指標可以納入其他評

鑑項目之中。分析其原因在於行政工作內涵即為教學、研究、行政體

系之間的協調與溝通，是以與會專家認為可與其他項目ㄧ併評鑑即

可。再者有些學者也提及，「行政評鑑」屬於校務評鑑之範圍，系所評

鑑就不需單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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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專家認為在「行政運作」這ㄧ評鑑標準中，有些指標項目可移

到其他評鑑標準中，有些則應刪除（例如獎學金機制），有些則是與前

述指標項目重複。 

 

    行政運作感覺很零散，是否要再整理一下，財務運作移至行政運 

  作一項即可。行政運作應放入與業界配合的面向，朝這個方向努 

  力，替學生服務（A!2）。 

 

     獎助學金機制，系所可能較難做到，可以考慮刪除（B11） 

 
       財務管理可能較難評定，是技術性的東西，難度較高，評學 
         校可以但是評系所恐怕較難（A1）。 

 

二、對於評鑑指標整體架構之其他建議 
 

（一）餐旅高教體系有「高教傾向」與「技職傾向」兩大區塊，建議 

      在設立評鑑標準上應有所區隔。 

     

    洪久賢（2004）認為，餐旅教育層級涵蓋專科、學士、碩士、博

士班；學制包括二專、五專、二技、四技、大學、研究所、在職碩士

班、日夜間部、進修部、推廣班，性質可說是相當多元。由於餐旅教

育的蓬勃發展，逐漸衍生餐旅教育的多元性，是以各系所在人才培育

目標上，也有所差異。與會專家基於餐旅高教體系有「高教傾向」與

「技職傾向」兩大區塊，建議在設立評鑑標準上應有所區隔。茲分析

學者專家所述如下： 

 

技職學校與高等教育在各項目層次應該有所不同，如高 

等教育在證照展現的部份便應該與一般高職有所區隔。 

另外課程內容與設計方面，實務與理論比例調配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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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學生的成就，故不應只是看課程設計或課程 

內涵是否具有，應該就其實質的內容部份去看，才會 

有較具體的成效（C8）。 

 

在證照展現的部份便應該與一般高職有所區隔。另外 

課程內容與設計方面，實務與理論比例調配會直接影 

響學生的成就，故不應只是看課程設計或課程內涵是 

否具有，應該就其實質的內容部份去看，才會有較具 

體的成效（C8）。 

 

        餐旅觀光休閒這一個領域裡面，現在分為兩個體系， 

        一個技職，一個是高教體系，這兩個系統他最終的目 

        標有一點點不同（A2） 

         

        那麼是不是將來在高教和技職這個將來要評鑑是不是 

        同用一個標準?還是說技職的會偏重在就業這一塊?還 

        是高教會注重在研究這一塊?這各部分我提了一個要 

        看到將來個科系設立目標方面可能要做各區別（A2） 

 

         建議把高等教育育與技職教育這兩部分分開。各校 

         先訂定其目標之後，再請評鑑委員來看其是否達到 

         這些目標（B10）。 

針對高等教育而言應分為大學類的與技職類的作一 

分野，我也在思考像我們明道管理學院它是一個比 

較技職取向的，我要如何把學生投身道業界作一個 

服務業的各項準備。這樣的業界需求反應在綜合大 

學這樣一個教育目標，學生若無法投身產業界的， 

可能就喪失其培育目標（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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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指標應建構排序與權重 

     

     我國系所評鑑是以「效標參照」模式來進行結果評判，此外在評

鑑記分的彈性運用上，各受評學校在評鑑指標重要性的分配上，可有

訂定權重比例的空間，以強化辦學特色項目（洪久賢、鄧之卿、李銘

輝、劉元安，2006）。 

    與會專家受此一政策之影響，多認為及贊成指標需建構排序與權

重，以彰顯系所之特色發展。茲整理專家意見如下； 

         

    指標部分若要排名，權重要區分，高教體系研究教學或管理權重要增 

    加，可以有彈性的作法；此評鑑指標應該技職高教兩者皆可使用。 

    認可一定有通過與不通過或是待觀察，一定要有等級，並且有一定的 

    標準，既然如此一定要有權重，若是自我肯定，則權重就不是那麼重 

    要，外部評鑑一定要有明確分數，權重到底要多少，沒有定論，要看 

    餐旅觀光休閒的特性，項目的權重可以給予範圍，像是 10-20，總共 

    加起來就是 100，讓系所自行決定評定幾分（A4）。 

  

權重問題，可以做出兩套，有所伸縮性，讓技職與高教有所區別也 

都可用。指標部分若要排名，權重要區分，高教體系研究教學或管 

理權重要增加，可以有彈性的作法（C1）； 
    
應先確認一下架構，其目的、量化必須明確能評估之原則。再看指 
標時比較能清楚來檢視。大家可以思考這樣的評鑑指標要怎樣下分 
數，以便日後操作上的參考… . 我會覺得評鑑固然有其權重的問題 
，但重點應該在其比較容易操作的重點，否則會評的時候會有問題 
出現（B3）。 

 

（三）評鑑標準與評鑑層面是否加上權重的考量 

 

與會專家對於評鑑指標是否應加入權重分配，認為權重可凸顯

系所特色，也有專家建議以層級分析法（AHP）進行權重處理，此

點與本研究量化研究方法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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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之前曾參考國外評鑑，可在各項評鑑標準上加上權數的考 

量。如第一層項目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1、課程*3、教 

學與學習*2、資源*3、教師*3、學生*1、行政管理*1，但權 

數的評定較為主觀（C1）。 

   

     第二層項目，如第一項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的指標下， 

子項目預期學習成果及發展計劃與特色可以加重，建議與會 

的學者專家可一同去評定各項子項目所占比重的權數，之後 

整合再進行平均值、眾數的分析（C1）。 

 

如果按照這指標去看，是不是全部的學校都會一樣。每個學 

校其背 景與複雜性不同，他們的特色是不是能夠在其中顯 

現出來，會成為同一個模子（C3）。 

 

… … .可以在評鑑之後再進行權數的規劃，可以看一下該學校 

是屬於什麼樣的學校，哪些東西與之較為符合，而如此可以 

有較多的空間去根據學校的特色來選擇哪些做為其評鑑的 

指標而彈性調整（C3）。。 

 

可以利用平衡計分卡的概念，因其下面衡量的變數權重也不 

同，再加以 AHP，以此概念可以達到質量並重的效果 

（C4）。 

 
外務評鑑一定要有明確分數，權重到底要多少，沒有定論， 
要看餐旅觀光休閒的特性，項目的權重可以給予範圍，像 
是 10-20，總共加起來就是 100，讓系所自行決定評定幾分。 

 

（四）考慮量化結果的差異 

   

        與會專家建議本研究若進行量化方式，需考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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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之差異。分析如下： 

       

        量化的機制是否考慮到學生本身的差異，因學生入學時其相 

        關背景的差異以致其程度便有所不同，而使其評鑑的成果就 

        有明顯的差異，量化的結果無法完全陳述學生進步的程度， 

        技職體系與高教體系一同評鑑會造成更大的差異（C5）。 
 
      固然最後還是要看結果，但可能進來的質不同而影響了最後 

的果，所以可看其過程的努力，即成長的百分比，如果中間 
的落差愈大，其改變愈大，學校的努力與進步也愈大，將結 
果與過程都列入評比，而不是單純只看結果數字的呈現，結 
果當然也要參考，不過比重的部份可以做調整（C6）。 

 
 
（六）考量業界與學界之間的差異與鴻溝 

    過去在餐旅業界與學界在培養餐旅專業人才上，往往各有各的看

法，也在認知上有鴻溝，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成員為餐旅業界產學界

代表，透過雙方表達意見，互相對話，頗能建立共識。業界與學界專

家均提出以下看法： 

    

1.高教與技職之間認知的差異 

 

實習時學生待一年，不斷有新的學生進來，使得訓練無法 

順利地持續進行。學生的心態不是希望去服務別人，反 

倒是希望被服務。教學的廣度與深度應要達到平衡。高等 

教育評鑑與技職評鑑的區隔〈因高等教育與其他技職教學 

方向與理念有別〉。業界與學界考量角度有所差異（C5）。 

 

學生技能方面的落差原因為何?是否為基礎不夠？評鑑是否 

應增加基礎科目？學生表現好壞在於老師教學是否認真， 

是否能使學生對產業產生興趣並投入職場（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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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課程中，管理的課程是否太多了？職場不缺這樣 

的人才，而導致高等教育畢業人才無法適用。但學歷是不 

可檔的，故課程要兼顧理論與實務（C8）。 

 

高等教育與技職的方向與理念不一，對於評定的標準也應 

不同，所以科系本身的定位應要區隔清楚（C10）。 

 

『一年實習，兩次分發，多元配套』是高餐解決實習問題 

的思維，一年實習之中有兩次分發，而多元配套是指選擇 

願意配合要求的業者為『關鍵夥伴』，形成「共構課程」， 

以落實教育理念（C3）。 

 

課程照上，但成立輔導班，學校出資讓老師加班去輔導 

考照。管理課程應以專業為導向，研究所學術方面的課 

程可為選修課程，實際上學校不需要開那麼多管理方面 

的課程，應該是在課程的內容回到實務的根本（C3）。 

 

瑞士洛桑學院回來的，可就任經理，但台灣畢業的在就 

業市場上卻只是領班，是否應回到課程設計方面再增 

加實務性質的課程（C9）。 

 

三、專家對本研界評鑑指標之建議  

 

1.海外參訪會有經濟上的困難(指標 3.1.6)。 

2.實習的輪調制度是否必需？（指標） 

3.系所的無障礙空間是否必需。(指標 4.2.4) 

4. 師資的部份合格專業助理教授可加上含技術人員會更有彈性，

而學術研究的部份是否可以加入教科書的編寫與產學合作的計

劃（指標 5.1.6）。 

5. 高等教育中，管理課程多而實務課程少，但畢業生又必須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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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開始做起。 

6. 本科系出來的畢業生是否為其他行業所適用，因有其共通性，

應該是互通有無的。領隊證導遊證與語文能力證照亦為業界評

定員工的一個指標。 

7. 人文化的教育同樣很重要，學分數的調配一直是個問題， 

技職體系是在做「職訓」或是在做「技職教育」？不能一味 

回饋業者的需求，但該如何拿捏？ 

8.指標內容「實習工作具多樣性」應該更加具體說明。 

 

四、評鑑指標與項目之修正 

   

綜合北中南三場專家會議之討論結果，作為本研究工具之參考依

據。進而參考文獻，且經審慎討論，修正如下：本研究團隊作成如下

結果： 

（一）確認七大項指標標準不變，順序亦不變。 

 

（二）二十一項指標層面增刪的部份，如下述： 

   1.由於專家反應「7.3財務管理」ㄧ項較難評估，故予以刪除。原  

    「7.2學生管理」改為「行政電腦化」。 

   2.由於原 3.2教學品質的四項指標項目，經過合併或刪除處理後，  

     該項層面下並無指標項目，故將該層面整個刪除。 

3.學者專家建議，評鑑標準 5「師資」的部份，原本三個指標層面 

     中，宜增加「專業表現」這ㄧ項。是以本研究新確認之指標層面 

     改為二十項。 

 

4.「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這ㄧ評鑑標準中的四項評鑑層面之  

      順序有所調整，修正為： 

    1.1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 

    1.2發展計畫與特色 

    1.3預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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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自我改善 

 

5.原 106項評鑑指標刪除下列九項指標，增加兩項指標項目，確  

      認後之指標項目為 99項。 

    （1）刪除 1.1.7系所目標須定期檢視與更新 

（2）刪除 1.2.5.系所預期學習成果與所授予學位的相關性 

（3）刪除 1.4.3系所在課程規劃、師資聘用、資源分配與宗旨目 

標的配合程度 

（4）刪除 3.2.3教師教學科目能與個人專業背景及學術研究領域 

相結合。 

（5）刪除 4.2.2系所教學空間配置適合教師對學生進行諮商與晤

談之用。 

（6）刪除 4.2.4系所教學空間具有無障礙空間之設置 

（7）刪除 7.1.6積極推動獎助學金的機制 

 

（8）刪除 7.2.1系所提供學生各項餐旅專業講座及相關課外活動

之情況 

（9）刪除 7.2.2系所定期檢視學生的特性並評估學生的需求和體 

驗，以及其滿意度 

    （10）增加一指標項目為「系所網頁建置」（新編碼為 7.2.1）、「行 

政作業電腦化」（新編碼為 7.2.2） 

    

6.指標項目內涵移動者，說明如下： 

 

（1）原 3.2教學品質這ㄧ指標層面中，3.2.1「專兼任教師之素質

與數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求程度（包括具備餐旅管理相關

的學歷及能力證明、教師背景與數量，以系所的需求為導

向）」，因與師資這ㄧ層面重疊，故移至 5.1師茲層面中。 

（2）3.2.2教學品質透過教師發展及教師教學評鑑，維持並提昇其

水準，併入 5.1.5之指標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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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課程能訂定明確的教學大綱(含目標、進度、教法、教

科書及參考書、成績考核方式及 office hour等)及即時上網公

告之執行成效，移至 3.1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這ㄧ指標層面

中。 

    （4）原 7.2「學生服務」這一指標層面更名之後，原指標 7.2.3系

所建立學生意見反應與回饋之機制、7.2.4系所具有明確學生

入學條件、畢業學分數以及學分轉換之標準，併入 7.1「行政

運作」中。 

7.次指標刪除之項目如下： 

1.2.2項下之五項次指標項目刪除。 

經焦點團體所確認之評鑑標準及評鑑層面之架構，如圖 4-1所示 

 

七、確認後計有 99項指標，最後再經研究小組研商及修正文字敘述，

最終內涵如表 4-2所示。 

 

五、小結 

     

 針對焦點團體會議結果，綜述與討論如下： 

 

（一）與會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所建構之七大評鑑指標項目，均給予 

肯定與贊同。並認為架構十分完整，並具有實施之可行性。 

 

（二）建構「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這ㄧ評鑑項目時，應注意其 

  邏輯順序、內涵應緊扣系所目標來建構。 

 

（三）建構「課程」之評鑑上，課程內涵應符合國際趨勢，重視各項   

  之自我特色，且不建議羅列核心課程之科目，以免過於僵化，顯   

  現不出系所之特色。 

 

  （四）教學與學習上，建議系所增列「增加國際交流」之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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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資源評鑑項目上，餐旅系所之設備應與一般系所之設備有所 

    不同，且應力求專業化。至於設備「充足性」之評鑑，則應以何   

    種標準來評鑑，值得思考。 

 

  （六）在教師評鑑項目上，與會專家認為教師之「專業表現」有很多 

    項目可以考評，不應只是籠統列出，應予詳細列出較為公平，並 

    應增加「教師進修」。 

 

（七）在學生之評鑑項目上，應重視學生的業界實習經驗以及態度之  

  評鑑。 

 

（八）不同背景之學者專家，對於評鑑指標的看法上可能產生差異 

    本研究所召開之焦點團體會議成員為台灣餐旅界之產官學界之代 

  表與評鑑專家，在討論過程中，研究團隊發現以下之差異性。 

  

（九）不同學校屬性之代表或評鑑專家，對於評鑑指標合適性的看 

   法有所差異 

     

  台灣餐旅高等教育性質有兩大屬性，一為高等教育取向，另一為

技職教育取向。兩個不同學校屬性之學者，在討論評鑑指標合適性時，

產生看法之差異，尤其在「課程設計」、「課程內涵」、「資源管理」、「行

政運作」等指標層面上，看法上較為歧異，值得後續進一步之研究。

此外，由於本研究所邀集之評鑑專家並非具有餐旅領域之專業背景，

在部分指標項目之看法上，如「課程」這一評鑑標準上，因為學門屬

性與專業度各有不同，所以在看法上有所差異。 

 

 （十）不同區域之學者專家對於評鑑指標之看法產生差異 

 

    本研究共召開北中南各一場共三場之焦點團體會議，經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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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同場次之學者專家，對於評鑑指標之看法，產生歧異現象。南

部之學者專家在評鑑指標認知上，較為「技職取向」，北部與中部之學

者專家則較為「高教取向」，此研究結果可引發未來進一步研究之動機。 

 

  （十一）本研究所建構之指標內涵，其適用性需進一步檢驗 

   

  本研究所研擬之餐旅高等教育指標架構與內涵，係考量國內外文

獻、國情與評鑑趨勢，兼具質量之研究方式所建構之客觀性指標，期

能一體適用於國內餐旅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中，然其適用性如何，有待

後續研究中驗證。 

 



                       圖 4-1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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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 
項目 Standards 層面 Dimension 評鑑指標 

1.1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
Vision, mission and 
objectives 

1.1.1系所設立目標符合高等教育目標 
1.1.2系所目標符合學校中長程發展目標 
1.1.3系所建構明確之願景、任務與目標 
1.1.4系所目標與餐旅業之需求、未來趨勢、知識發展、技術進步的相關程度 
1.1.5教職員與學生對系所目標的瞭解程度 
1.1.6公開系所目標使社會大眾瞭解 

1.2發展計劃與特色 
Planning and features 

1.2.1系所具有重點發展之特色 
1.2.2擬定達成系所目標之中長程發展計劃 

1.3預期學習成果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 

1.3.1系所教育目標反應在教學與學習活動之程度 
1.3.2系所預期學習成果的清晰性與周延性 
1.3.3系所預期學習成果與系所教育目標的相關性與達成度 
1.3.4教師、學生及外部評鑑者參與預期學習成果之訂定。 

1.系所設立目標
與自我改善 

1.4自我改善
Self-improvement 

1.4.1系所設置自我評鑑機制與運作辦法 
1.4.2系所自我評鑑機制的有效性 
1.4.3利害關係人（包括學生、校友、業者等）對系所改進的回饋 
1.4.4系所定期檢視與更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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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standard       
 
 
 
2.課程 
Curricula  

2.1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 

評鑑指標 
 
2.1.1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理念 
  2.1.1.1符合產業、社會發展及國際脈動的情形 
  2.1.1.2課程符合系所教育目標 

2.1.1.3課程規劃兼顧理論與實務 
2.1.1.4課程規劃與系所重點發展特色相結合 

2.1.2.系所課程規劃之機制 
  2.1.2.1設立系所課程規劃組織 
  2.1.2.2定期檢視課程規劃之效能(包括課程目標內涵與實施成效之分析) 
2.1.3課程結構適當 
  2.1.3.1課程的程式性(包括課程由淺而深、先修與後修的順序) 
  2.1.3.2核心課程能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能（包括專業知識、技術與態度） 
  2.1.3.3必/選修課的比例適當 
  2.1.3.4課程開設能滿足學生多元選擇的需求 
2.1.4課程內容適合系所中的各個階段（年級階段） 
2.1.5系所具有明確學生入學條件、畢業學分數以及學分轉換之標準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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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dimension 
 
2.2課程內涵 

Curriculum content 

評鑑指標 
2.2.1課程涵蓋餐旅管理領域的基本原則，以及在餐旅管理中的特殊應用 
2.2.2課程結合餐旅專業知能、技術、管理與科學原則 
2.2.3餐旅核心能力應包括：知識的深度、技能的熟練度、專業態度 
  2.2.3.1知識(knowledge)：餐旅領域知識的批判與理解、對於多元學科及跨學科學習的理解、對

於理論及餐旅專業科目的理解、以批判的方式解釋並分析所學的資料，獲得研究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對於餐旅業的倫理道德、環境及法規議題之理解與察覺 

  2.2.3.2技能(skill)：研究及評鑑餐旅特性、理論、典範、原則及概念；養成批判性思考、獨立思
考、創造力思考、描述、分析及解釋資料的能力、提出解決各式問題的知識、發展推理
的論點及具挑戰性的假設、對自我學習及專業發展負責 

2.2.3.3專業態度(attitude)：溝通及展現的技巧、運算及資訊科技的技巧、互動及合作的技巧、解
決問題的技巧、自我評鑑與反應能力、計劃及管理學習的能力 

2.2.4餐旅課程架構包含：  
  2.2.4.1基礎核心課程：提供學生餐旅領域的基礎知能，使學生對餐旅產業有廣泛的認知，並具

備以下之專業能力：經濟學(economics)、會計學(accounting)、營養學（nutrition）、餐旅
外語(包括英、日語 foreign languages)、餐旅衛生與安全(sanitation and security in 
hospitality)、消費者行為(consumer behavior)、餐旅法規(hospitality law) 

  2.2.4.2專業管理課程：提供學生在餐旅領域中（住宿及餐飲）管理的知能，使學生須具備以下
之餐旅專業能力：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會計（Accounting）餐旅管理(hotel/ restaurant operations management)、行
銷與觀光（marketing & tourism）、組織行為與人際溝通(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服務業管理(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2.4.3專業技術課程：提供學生在餐旅領域中（住宿及餐飲）操作性的技術，使學生具備以下
之專業能力：操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客房經營(front office operations)、餐
飲製作與服務(food and beverage preparation and service)、旅館/餐廳設計與規劃(design 
and planning in hospitality)、 

2.2.4.4專業統整課程：餐旅業界實習(hospitality internship)、餐旅專題製作（seminar）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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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standard 
 
3.教學與學習 
Teaching and 
learning 

3.1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ities 

評鑑指標 
 
 
3.1.1教學與學習的具有效性 
  3.1.1.1教學與系所目標、預期學習成果及課程內容相結合 
  3.1.1.2課程能訂定明確的教學大綱(含目標、進度、教法、教科書及參考書、成績評量方式及 office 

hour等)及即時上網公告之執行成效 
  3.1.1.3教師能將其研究、顧問諮詢或餐旅專業領域之活動應用於教學之上 
3.1.2教學方法對於課程內容及系所目標的適當性 
  3.1.2.1教學妥善運用餐旅產業及社區資源之情形 
3.1.3教學活動的有效性 

3.1.3.1教學的廣度、深度與進度 
3.1.3.2能有效傳授餐旅學門的知能(包含:認知、情意、技能) 

3.1.4專業科目的教學與學習活動,包含： 
3.1.4.1學習運用專業設施與設備（包括:專業教室、實驗室、實習餐廳及廚房，實習旅館、設備
器材）的機會 
3.1.4.2餐旅業界及職場的接觸（例如:職場實習，業界參訪，專業講座，真實的個案研究） 
3.1.4.3應用與整合相關的資訊科技系統（例如:IT systems，餐旅資訊系統） 

3.1.5系所教師運用多元化教學（包含:教學方法、教材、教具） 
3.1.6規劃與鼓勵學生參與國際餐旅學習交流活動（例如：海外參訪、海外觀摩、競賽、交流活動） 
3.1.7系所能主動的協助學生參與學習，挑戰學生的能力，使其達到更高的期望，且持續給予適當
的回饋，並告知其改進的方向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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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dimension 
 
3.2學習輔導 Learning 

guidance 

評鑑指標 
 
3.2.1學生學習輔導機制之設置與落實 
  3.2.1.1學習、生活輔導機制之設置 

3.2.1.2針對特殊學生（身心障礙）需求之學習安排 
3.2.1.3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提供增廣與補救教學 
3.2.1.4學生生活輔導機制之運作 

3.2.2實習制度與輔導機制之設置與落實 
3.2.2.1實習制度與輔導機制之設計（包括實習委員會的設置與運作情形、書面記錄的保存、 
   實習前的面試輔導、心理輔導、實習中的訪視輔導、個案協助與處理） 
3.2.2.2針對不同的實習階段，提供不同的實習單位 
3.2.2.3實習單位依照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生需求來選擇（業者的選擇、實習單位的適當性） 
3.2.2.4系所協助實習生洽談實習單位薪資、福利、保險、訓練等合約內容及完成手續 
3.2.2.5實習分發採取公正、公開的原則辦理 
3.2.2.6定期與學生和業者座談，共同檢視實習制度的成效及改進狀況 

3.2.3升學與就業輔導相關活動之設置與落實  
3.2.3.1應屆畢業生升學輔導制度的建立與執行 
3.2.3.2應屆畢業生就業輔導制度的建立與執行(包括就業輔導及就業博覽會) 
3.2.3.3對畢業生升學進行追蹤記錄 
3.2.3.4對畢業生就業進行追蹤記錄及分析 

3.3評量 Assessment 

3.3.1根據不同類別之學習採取適當多元的評量方式 
3.3.2訂定公正與客觀的評量規準 
3.3.3評量能有效的溝通傳達給學生 
3.3.4評量結果能有效傳達給學生，並據以改進教學 
3.3.5學習、教學與評量應與整體的課程設計及發展緊密結合，以增進學生知能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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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教學與研究資源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resources 
(圖書、期刊、電子資
料庫、電腦軟體、教學
媒體、電腦、專業設
備、辦公室) 

評鑑指標 
 
4.1.1系所教學與研究資源之充足性 

4.1.1.1餐旅圖書期刊數量之適切性 
4.1.1.2餐旅專業教學儀器設備之足夠性 
4.1.1.3系所電腦軟硬體設備的充足性 

4.1.2系所教學與研究資源維護與安全性 
4.1.3系所教學資源使用狀況 

4.1.3.1系所學生使用教學與研究資源的充足性 
4.1.3.2系所教師使用教學與研究資源的充足性 

4.1.4系所教學與研究資源的品質符合師生需求之程度 

4.2教學與研究空間 
Spaces 

4.2.1系所空間與設備滿足教師教學與研究需求之程度（教室、實驗室、專業教學空間、會議室、
辦公室、教師研究室） 

4.2.2系所教學空間配置之適切性(包括每生可使用之平均單位面積) 
4.2.3專業教室動線規劃之適切性 
4.2.4實驗或實習空間配置圖之適切性 

標準 standard 
 
4.資源 
Resources 

4.3資源管理  
Resources management 
(器具材料) 

4.3.1專業教室管理辦法與執行情形 
4.3.2儀器設備之維護辦法與執行情形 
4.3.3教學空間之設備與器具有清楚的使用說明 
4.3.4實習(驗)課程之助教或技術人員設置情形 
4.3.5專業教室與場地的使用頻率 
4.3.6實習場所符合衛生安全規定 
4.3.7專業實習廢棄物（如：廚餘、油煙）處理之適切性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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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師資 Faculty 

評鑑指標 
 
5.1.1教師資格與經歷（教師具備餐旅管理相關領域之學歷、能力、專長與經驗） 
5.1.2師資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 
5.1.3教師專業背景與所授科目相符 
5.1.4師資人力運用的有效性 
5.1.5系所提供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的管道與機會 
5.1.6教學品質透過教師發展及教師教學評鑑，維持並提昇其水準 
5.1.7合格專業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含技術人員）教師人數與班級比例的適當情形 
5.1.8教師授課鐘點時數及教學工作負擔之適當情形 
5.1.9專任教師與學生之比例 
5.1.10兼任教師佔教師總人數比例 
5.1.11專/兼任教師之比例 

5.2推廣服務 Services 

5.2.1教師提供產官學界之社會服務 
5.2.2教師獲得推廣服務計畫補助之情況 
5.2.3推廣合作內容與教育目標配合 

5.3學術研究 Research 

5.3.1系所教師參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或實務活動之情形 
5.3.2教師獲獎與榮譽之情形 
5.3.3教師研究與社會、經濟、文化、科技或餐旅學門發展需求之相關性 
5.3.4教師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之情況 
5.3.5 教師創作（含著作）、研究與其任教科目的配合度 

標準 standard 
 
5.教師 
Faculty 

5.4專業表現（實用導向） 

5.4.1教師專業表現成果之數量與品質（包括擔任大考之命題委員、當評審、監評委員、國際裁判、
參加競賽獲獎、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教學研發獲獎等）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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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dimension 
 
6.1在校生成就 Student 

achievement 

評鑑指標 
 
6.1.1系所學生參與校內外競賽之成績表現 
6.1.2系所學生在校期間取得餐旅相關證照情形（技職） 
6.1.3在校生申請或參加研究及展演活動的情況 
 

 
6.學生 Student 

6.2畢業生表現 Graduate 
performance 

6.2.1畢業生就業率、升學率與進入相關職場的比例 
6.2.2業界對畢業生的評價 
6.2.3系所蒐集畢業生與餐旅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以作為系所持續改進之參考 
6.2.4畢業生對於學校所學、自我工作表現與市場競爭之關連的滿意度 
6.2.5系友組織的建立與執行情況 
6.2.6畢業系友對母校的回饋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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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行政運作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標準指標 
 
7.1.1系所主管的領導能力 
7.1.2具有專職之專業行政人員配合系所運作 
7.1.3系所務發展相關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情形 
7.1.4系所行政組織之運作情形（包括：招募、聘任、考核、福利與差假辦法） 
7.1.5系所設置教師教學成效獎勵辦法 
7.1.6系所經費的充足度、來源、使用與分配對系所教學與研究發展的助益程度 

7.1.6.1系所對於校內及校外經費之管理運用情形 
7.1.6.2系所經費充分運用於每位學生 
7.1.6.3財務管理透明化 

7.1.7招生、入學安排的有效性 
7.1.8系所行政對課程與教學的支持與配合程度 
7.1.9系所向學生公佈課程訊息之效率 
7.1.10系所對學生資料保存之完整性 
7.1.11系所督導系學會的運作情況 
7.1.12系所建立學生意見反應與回饋之機制 
  

 
 

7.2行政電腦化 
e-computeralized 

7.2.1系所網頁之建置 
7.2.2 行政作業電腦化 

 

 

表 4-2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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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層級分析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及北、中、南三場專家會議的結果，建立「餐

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內涵架構」重要結果，據以發展「餐旅高等

教育學門評鑑指標項目權重調查」，作為問卷調查之工具。 

  
本研究之 AHP層級分析問卷內涵之訂定，係依據焦點團體會議之

研究結果而設計。經焦點團體會議所確認之評鑑指標架構共分為評鑑

標準、評鑑層面以及評鑑指標三個層級。本研究之層級分析問卷依據

所確立之第一及第二個評鑑層級而設計，將所確認之 20項評鑑層面設

計成兩兩相對之指標，邀請參與焦點團體會議之學者專家填答意見，

利用AHP層級來分析不同背景之專家對於不同之評評鑑層級作重要性

的判斷，以決定各指標間的權重關係。本研究之層級分析問卷共發放

36份問卷，回收 33份，剔除 3份填答不完整之問卷，實際有效問卷為

30份有效問卷，問卷結果如下述； 

 

ㄧ、指標架構 

  本研究層級分析問卷結果建構第一層級、第二層級評鑑指標，架

構如圖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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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發展（24.5%） 

課程（14.7%） 

教學與學習（15.6%） 

資源（12.2%） 

教師（17.2%） 

學生（12.7%） 

行政管理（3.2%） 

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42%%） 

發展計畫與特色（28.3%） 

預期學習成果（17.4%） 

自我改善（12.4%） 

課程設計（53.9%） 

課程內涵（46.1%） 

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61.5%） 

學習輔導（23.4%） 

評量（15%） 

教學與研究資源（67.4%） 

教學與研究空間（17.7%） 

資源管理（14.9%） 

師資（46.5%） 

推廣服務（9.7%） 

學術研究（18.2%） 

專業表現（25.6%） 

在校生成就（56.1%） 

畢業生表現（43.9%） 

行政運作（72.9%） 

行政電腦化（27.1%） 

圖4-2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權重分配架構圖 
（）數字表權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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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層級指標內含說明 

 

（一）第一層級及標內涵與順序 

依據層級分析問卷之結果，說明第ㄧ層級之指標標準之權重百分

比及排序，如表 4-3所示。 

 

表 4-3第一層級指標內涵與權重分配 

 

評鑑標準名稱 權重百分比 排序 

1.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 24.5% 1 

2.課程 14.7% 4 

3.教學與學習 15.6% 3 

4.資源 12.2% 6 

5.教師 17.2% 2 

6.學生 12.7% 5 

7.行政管理 3.2% 7 

   

 

（二）第二層級指標內涵 

  ? 研究共建構二十項第二層級指標，敘述如下： 

 

（一）目標與自我改善(Objectives and self-improvement) 

    包括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Vision, Mission, Aims and 

Objectives）、發展計畫與特色(Development and Plans)，預期學習成果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四項層面。 

 

（二）課程(Curricula)：包括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課程內含

(Curriculum Contents)二項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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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包括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Teaching Methods and Activities)、學習輔導(Guidance、Assessment)三

項層面。 

 

（四）資源(.Resources)：包括教學與研究資源(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Resources)、教學與研究空間(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Spaces)、資源管理(Resource Management)等三項層面。 

 

（五）師資(Faculty)：包括師資(Faculty)、推廣服務(Services)、學術研

究(Research)、專業表現(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四項層面。 

 

（六）學生(Student)：包括在校生成就(Students’ Achievement)、畢業生

成就(Graduates’ Performance)二項層面。 

 

（七）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行政運作(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行政電腦化(E-computeralization)兩層面。 

   

三、評鑑層面權重分配 

 

    ? 研究質性研究結果，建構 20項評鑑層面，並經過層及分析問卷，

徵詢專家對於同ㄧ指標標準下的評鑑層面，作兩兩指標層面間的權重

比較。茲依七項評鑑標準之順序，分別說明該指標標準項下，各評鑑

層面的權重分配，如表 4-4~表 4~10所示： 

 

（一）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 

     

    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系所願景、

任務與目標」、「發展計畫與特色」、「預期學習成果」、「自我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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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如表 4-4所述： 

 

表 4-4目標與自我改善中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 0.420 1 

發展計畫與特色 0.283 2 

預期學習成果 0.174 3 

自我改善 0.124 4 

   

  在目標與自我改善項下之四個評鑑層面排序依次為系所願景任務

及目標、發展計畫與特色、預期學習成果、自我改善。此順序焦點團

體會議專家所建議修改之程式不謀而合。北區焦點團體會議之專家建

議系所評鑑先要有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之後再談發展計畫與特色，

接著是預期學習成果、最後是自我改善，系所應先瞭解其發展計畫特

色，再談預期學習成果，最後談自我改善才對。 

 

    以美國「麥爾康國際教育卓越品質獎」（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s,MBNQA）為例（Woodhouse,2007），該獎項為評選教育

單位教育卓越之獎項。其評估策略是要建立「良好計畫」

（well-conceived）以及「良好執行」（well-executed）的評估策略。其

具體方針清楚界定評估的目標，並開宗明義強調確認機構的目標。其

次則是強調品質改進的對象與範疇，並訂定達成目標的方法，這些方

法須依循著機構之目標來訂定，並建立如何評估結果之明確指引，最

後是改善與回饋機制的運作。簡言之，即強調評估過程「設立目標」、

「計畫」、「執行」、「評估」與「回饋」之間的連結與效能。此評估過

程與本研究層級分析結果之排序十分吻合。 

 

（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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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課程設計」、「課程內涵」等二

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如表 4-5所述： 

 

表4-5課程中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課程設計 0.539 1 

課程內涵 0.461 2 

   

在課程項下的兩項評鑑層面排序分別為課程設計，再者為課程內

涵。黃旭鈞（2004）提出，先進國家在提升教育品質的腳步下，視課

程品質的改進為其中相當重要的ㄧ環節。課程品質的優劣可說是影響

教學與學習成效的重要關鍵之ㄧ。他並認為進行課程品質管理時，應

把握以下四個概念： 

1.提升課程品質：強調如何計畫、研究、發展、設計、評鑑與改    

 革課程。 

2.促進教學成效：強調教師的教學有方向性、主題性，並能增進 

 教師團隊間的合作與分享。 

3.改進學習成果：考慮課程內容安排的多樣向與公平性，提供優 

 質課程。 

4.增進教育效能：有效整合課程、教學及評量三要務。 

  

  此外，Burton、Middlewood與 Blatchford（2001）提出課程品 

1.教育目的的願景：所指的是課程的目的應符合系所願景與目標。 

2.策略面向：包括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學科名稱以及學習環境， 

  即為傳遞課程之方法。 

3.結構面向：包括教學制度、資源等，也就是課程內涵。 

 

  由上述可知，課程品質管理的三大面向：目標、策略與結構是密

不可分，環環相扣的。是以本研究層級分析結果，課程評鑑的兩大層

面— 課程設計與課程內涵的權重是相當的，顯示在課程評鑑而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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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與內涵是同樣重要的。此結果也呼應國內外學者之說法。 

 

（三）教學與學習 

     

    教學與學習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學習輔導」、「評量」等三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

如表 4-6所述： 

 

表 4-6教學與學習中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0.615 1 

學習輔導 0.234 2 

評量 0.150 3 

 

在教學與學習項下的三項評鑑層面排序分別為教學方法與教學活

動，再者學習輔導，最後為評量。教學與學習之評鑑內涵ㄧ向為英國

高教評鑑指標極為重視的ㄧ環，英國 QAA的評鑑手冊中，對於教學這

ㄧ區塊多所著墨，並認為教學是提升教學品質的首要之務

（QAA,2006）。 

除了好的教學方法與活動之外，教學後的評量與學生學習之輔導

也極受國外高教評鑑所重視。此外，Woodhouse（2007）提出，以「麥

爾康國際教育卓越品質獎」（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s,MBNQA）為例。其評估指標之ㄧ，為建立以「學習為中心」

的教育價值與概念，其主要觀點為：設立以學生為主的高標準與期望、

考量學生不同的學生速度與學習型態、強調主動學習、運用形成性評

量來修正對學生個人之學習經驗、評估學生對於使用自我評量所達成

之進步與澄清觀念之程度、強調學生所學知識的運用能力等評估。 

 

由上觀點可顯示，國外在教學評鑑中，十分強調以「學生為中心」

的學習方法與活動，強調學生之個別差異與輔導，並重視教學執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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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回饋，進而修正，以達提升教學品質之效。 

? 研究經層級分析所建構之排序，在教學與學習中，首重教學方

法活動（61.5%），其次時重視學生之個別差異並強調輔導之功能

（23.4%），再者透過評量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15%），並獲得教學上

之回饋，進而修正教學。研究結果與國外評鑑之情況可說是不謀而合。 

   

（四）資源 

 

    資源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教學與研究資源」、「教學與研

究空間」、「資源管理」等三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

如表 4-7所述： 

 

表 4-7資源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教學與研究資源 0.674 1 

教學與研究空間 0.177 2 

資源管理 0.149 3 

   

在資源項下的三項評鑑層面排序分別為教學與研究資源，教學與

研究空間，最後為資源管理。 

 

 

（五）教師 

    教師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師資」、「推廣服務」、「學術研

究」、「專業表現」等四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如表

4-8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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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教師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師資 0.465 1 

推廣服務 0.097 4 

學術研究 0.182 3 

專業表現 0.256 2 

 

「教師」這一評鑑標準中的指標層面排序略有不同。學者專家在

此項評鑑層面之排序，以「師資」為首要條件，其次是「專業表現」，

再則是「研究」，最後則是「服務」。顯示國內學者對於教師的評比上，

教學更甚於研究，行有餘力才談及服務。然而國外關於教師評鑑之研

究結果中，與本研究之結果略有不同，根據 Badri & Abdulla (2004)研究

顯示，國外對於教師學術獎項的評比規準中，日益重視「研究」，且在

教師評鑑的三大項評比--教學、研究與服務，研究又比教學與服務更為

重要，國外許多大學院校在教師學術獎的評比項目上，將研究這一項

的比重放得最重。是以在「教師」評鑑標準的排序上，國內外學者專

家觀點略有不同。澳洲則是將「研究」與校務或系所評鑑區隔，另項

評比。 

 

（六）學生 

     

    學生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在校生成就」、「畢業生成就」、

等二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如表 4-9所述： 

表 4-9學生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在校生成就 0.561 1 

畢業生成就 0.439 2 

 

在資源項下的兩項評鑑層面排序分別為在校生成就，接著為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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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就。這ㄧ部分兩個指標的相對權重值相近，表示填答之專家普遍

認為「學生之成就」，在校生及畢業生的表現是同等重要的。 

 

 

（七）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這ㄧ評鑑標準中，向下共有「行政運作」、「行政電腦化」、

等二個評鑑層面，經過層級分析之結果，排序如表 4-10所述 

 

表 4-10行政管理中之評鑑層面權重分析 

指標名稱 相對權重值 排序 

行政運作 0.729 1 

行政電腦化 0.271 2 

     

在行政管理項下的兩項評鑑層面排序分別為行政運作，接著為行政

電腦化。這ㄧ部分兩個指標的相對權重值相距較多，表示填答之專家

普遍認為「行政運作」是行政管理最重要的ㄧ環，而行政電腦化是提

升行政效率的良方，但若沒有好的行政制度與規劃，行政運作效能是

不彰的。 
 

小結： 

  澳洲品質保證局（Australian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 AUQA）主席

Dr. David Woodhouse（2007）認為，在目前社會大眾期許高等教育執

行績效品質的觀念下，各大學宜透過外部評鑑與內部評鑑之機制，來

達成品質保證與績效之責任。大學唯有妥善運用外部評鑑與內部評鑑

機制，充分發揮其功能，大學之績效方有其意義與效果。 

     

    本研究第一層級七項評鑑標準，經層級分析問卷發現，其權重百

分比依序為：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24.5%，教師：17.2%，教學

與學習：15.6%，課程：14.7%，學生：12.7%，資源：12.2%，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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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2%。請見表 4-11所示。 

     

    根據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結果顯示，與會之學者專家普遍認為係

所評鑑首重的就是目標之確認，有明確之目標後，才能設立其他具體

運作機制，而本研究層級分析之對象亦為參與焦點團體之專家學者，

是以呼應層級分析結果，在評鑑標準的排序上，「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

改善」這一評鑑項目的權重百分比最高。 

     

    此外，層級分析百分比第二高為「教師」，分析其原因在於系所設

立目標後，需有人力執行與規劃，是以系所師資的質與量，是執行系

所評鑑的關鍵人物。 

     

    再者，排序第三與第四的是「教學與學習」及「課程」，這兩項在

層級分析結果是相當的。此外，根據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結果，與會

學者專家大多認為「課程」與「教學」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 

     

    「學生」與「資源」權重百分比是相當的，且次於「課程」與「教

學」，根據本研究焦點團體顯示，專家認為教學與課程的權重分配，要

比學生及資源來得多，此觀點也與層級分析問卷結果相吻合。 

     

    至於「行政管理」這一項目，由於有些學者專家認為「行政管理」

不應歸屬在系所評鑑中，而應歸屬在學校評鑑，學者普遍覺得此一項

目非是必要，是以在權重分百分比上所佔的比例最少。 

 

    在第二層級評鑑項目的權重分配上，層級分析問卷結果顯示，各

項評鑑層面之順序與焦點團體會議結果所確認之順序大致相符。唯獨

在「教師」這一評鑑標準中的指標層面排序略有不同。學者專家在此

項評鑑層面之排序，以「師資」為首要條件，其次是「專業表現」，再

則是「研究」，最後則是「服務」。顯示國內學者對於教師的評比上，

教學更甚於研究，行有餘力才談及服務。然而國外關於教師評鑑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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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中，與本研究之結果略有不同，根據 Badri & Abdulla (2004)研究

顯示，國外對於教師學術獎項的評比規準中，日益重視「研究」，且在

教師評鑑的三大項評比--教學、研究與服務，研究又比教學與服務更為

重要，國外許多大學院校在教師學術獎的評比項目上，將研究這一項

的比重放得最重。是以在「教師」評鑑標準的排序上，國內外學者專

家觀點略有不同。澳洲則是將「研究」與校務或系所評鑑區隔，另項

評比。 

 
表 4-11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權重分配表 
 

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權重分配表 
項目（Standard） 權重   排序 層面（Dimension） 權重 排序 

系所願景、任務及目標 0.420 1  
預期學習效果 0.283 2 
自我改善 0.173 3  

1 系所設立目標與 
自我改善 

0.245   1 

發展計畫與特色 0.124 4  
課程設計 0.539 1 2 課程 0.147   4 
課程內涵 0.461 2 
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0.615 1 
學習輔導 0.234 2 

3 教學與學習 0.156   3 

評量 0.150 3 
教學與研究資源 0.674 1 
教學與研究空間 0.177 2 

4 資源 0.122   6 

資源管理 0.149 3 
師資 0.465 1 
專業表現 0.256 2 
學術研究 0.182 3 

5 教師 0.172   2 

推廣服務 0.097 4 
在校生成就 0.561 1 6 學生 0.127   5 
畢業生表現 0.439 2 
行政運作 0.729 1 7 行政管理 0.032   7 
行政電腦化 0.271 2 

 

之研究結果可作為我國餐旅相關科系在實施內部評鑑時，提供各系所

檢驗各評鑑項目之具體參考方向。同時，研究結果亦可提供外部評鑑

機構，作為訂定餐旅系所評鑑之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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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不同背景專家對評鑑指標看法之差異 
     
    為探究本研究目的— 比較不同背景之學者專家對於評鑑指標看法

之差異，問卷除進行層? 分析外，進一步再分析不同背景填答者，對

於指標意見之差異性分析。首先將研究填答者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餐

旅學者」、「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將上述三大類填答者對

於本研究七大項「評鑑標準」之權重比例尺，轉換成數值，以 SPSS 13.0

版電腦軟體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目的在於了解參與本研究餐

旅學者、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對於評鑑指標之意見表達上，是

否具有差異。 

    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如表 4-12所示，結果敘述如下： 

一、三組專家對於「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

學者意見之平均值為 2.6397，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16.6943，餐旅

官方代表之平均值為 1.2750，經過 ANOVA考驗達顯著差異（p＜.05），

達顯著差異，表示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

家間，對於「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評鑑標準之看法具有差異性。 

 

二、三組專家對於「課程」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課程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學者意見之平均值為

1.2936，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0.6680，餐旅官方代表之平均值為

0.5000，經過 ANOVA考驗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

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家間，對於「課程」評鑑標準之看法差異。 

 

三、三組專家對於「教學與學習」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教學與學習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學者意見之平
均值為 2.9614，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3.1329，餐旅官方代表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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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不同背景專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評鑑標準 各組平均數 Levene 

統計量 

分子 

自由度 

分母 

自由度 

顯 著
性 

系所設立目標
與自我改善 

M1:2.6397 

M2:16.6943 

M3:1.2750 

9.323    2    28 .001＊ 

課程 M1:1.2936 

M2:0.6680 

M3:0.5000 

2.958   2    28 .068 

教學與學習 M1:2.9614 

M2:3.1329 

M3:1.7500 

1.92   2    28 .202 

資源 M1:3.4568 

M2:3.1886 

M3:3.3450 

1.324   2    28 .282 

教師 M1:2.2691 

M2:2.2486 

M3:2.0550 

0.309   2    28 .737 

學生 M1:1.5511 

M2:0.2594 

M3:1.5625 

7.131   2    28 .003＊ 

行政管理 M1:3.0398 

M2:2.2381 

M3:1.1667 

0.978   2    28 .389 

M1：代表第一組專家在此一評鑑標準中之意見平均值 

M2：代表第二組專家在此一評鑑標準中之意見平均值 

M3：代表第三組專家在此一評鑑標準中之意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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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為 1.7500，經過 ANOVA考驗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餐旅教育學者、

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家間，對於「教學與學習」評鑑標

準之看法沒有差異。 

 

四、三組專家對於「資源」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資源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學者意見之平均值為

3.4568，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3.1886，餐旅官方代表之平均值為

3.3450，經過 ANOVA考驗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

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家間，對於「資源」評鑑標準之看法沒有

差異。 

 

五、三組專家對於「教師」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教師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學者意見之平均值為

2.6391，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2.2486，餐旅官方代表之平均值為

2.0550，經過 ANOVA考驗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

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家中，對於「教師」評鑑標準之看法沒有

差異。 

 

六、三組專家對於「學生」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學生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學者意見之平均值為

1.5511，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0.2594，餐旅官方代表之平均值為

1.5625，經過 ANOVA考驗達顯著差異（p＜.05），表示餐旅教育學者、

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家中，對於「學生」之評鑑標準之

看法具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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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組專家對於「行政管理」意見之差異分析 

    表 4-12顯示，在行政管理這ㄧ項目中，餐旅教育學者意見之平均

值為 3.0398，餐旅業者之意見平均值為 2.2381，餐旅官方代表之平均

值為 1.1667，經過 ANOVA 考驗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餐旅教育學者、

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三組專家中，對於「教師」評鑑標準之看

法沒有差異。 

 

    綜上而論，本研究之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界代表以及餐旅官方

代表在本研究所建構之七大評鑑標準之看法上，在「系所設立目標與

自我改善」以及「學生」兩大標準中，呈現看法間的差異。而在「課

程」、「教學與學習」、「資源」、「教師」以及「行政管理」上，三組專

家的看法上未具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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