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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及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訓

練目的，特訂定本系畢業專題施行細則。 

第二條、因應畢業專題施行細則，由學生事務委員會負責規劃，以推動後續相關工作。 

第三條、畢業專題修習之相關規定： 

一、本系畢業專題之修習時間，訂於大三下學期開始，至大四畢業。 

二、畢業專題類型可分為『實務企劃』、『研究調查』等兩類。 

三、畢業專題以分組方式進行，每組人數為四至六人；本系五年一貫學程之預研生，得一

人一組；如遇特殊狀況授權系主任處理。 

四、畢業專題分組同一學制得跨班及跨模組進行。 

五、畢業專題若無法如期完成，由各組之指導老師延長其修習時間。 

六、畢業專題須採中文或英文撰寫，內容及格式須符合本系『畢業專題撰寫格式規範』。 

第四條、延聘指導老師之相關規定 

一、畢業專題指導老師需為本系專任教師。 

二、畢業專題指導老師以一位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二位，每位老師各學年最多指導二組。 

三、修習畢業專題學生應於大二下學期期中考至期末考結束前，選定指導老師與繳交『指導

畢業專題同意書』(附件一)，經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送系辦公室彙整造冊，另副知學生

事務委員會。 

四、未如期選定指導老師者，將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指定指導老師，不得有異議。若至大三開

學前仍未繳交『指導畢業專題同意書』者視同自動延長修業時間。如有不可抗拒之原因，

需提出書面報告向學生事務委員會申訴。 

五、學生因特殊原因需更換指導老師或換組時，須填具『變更畢業專題指導老師申請書』(附

件二)，並經原任指導老師、新任指導老師及系主任同意，送系辦公室彙整歸檔並副知

學生事務委員會後，始可更換。 

第五條、轉學（系）生及雙主修同學之相關規定 

一、大三之轉學（系）生於轉入本系後，應於轉入之當學期選修畢業專題。轉學（系）生得

不受第三條第三款之人數限制。 

二、雙主修之同學於選修本系為雙主修者，應於選修本系之當學期修習畢業專題。雙主修同

學得不受第三條第三款之人數限制。 



第六條、畢業專題考試之相關規定 

一、畢業專題考試以公開口頭發表審查及書面審查方式進行，畢業專題小組應於口頭發表前

繳交畢業專題初稿、畢業專題海報並填具『畢業專題發表類型表』(附件三)經指導老師簽名

同意後，繳交至系辦彙整始可進行考試。 

二、畢業專題考試應於大四下學期結束前完成。未如期完成者，視同延長畢業年限，直至

專題考試完成。 

三、畢業專題口頭發表審查： 

(一)於大四下學期舉辦，並由學生事務委員會推薦校外具有休閒產業相關背景之專

家、學者，由系主任遴選 2至 3位為審查委員，以學生口頭發表後進行評分，結果由

審查委員填具『畢業專題口頭發表評審表』(附件四、五)送系辦公室彙整造冊。 

(二)『實務企劃』類畢業專題評分項目包含： 

1.專題內容方面佔 40%： 

A.創新性(12%)。 

B.實用性(12%)。 

C.預期效益(8%)。 

D.方法與過程(4%)。 

E研究動機(4%)。 

2.報告表現方面佔 45%： 

A.簡報技巧及服裝儀容(30%)。 

B.問題回應(15%)。 

3.海報佔 15%： 

A.資訊內容完整性(5%)。 

B.主題表達明確性(5%)。 

C.色彩運用與版面設計(5%)。 

(三)『研究調查』類畢業專題評分項目包含： 

1.專專題內容方面佔 40%： 

A.主題創新與價值(10%)。 

B.內容完整性(30%)。 

2.報告表現方面佔 45%： 

A.簡報技巧及服裝儀容(30%)。 

B.問題回應(15%)。 

3.海報佔 15%： 

A.資訊內容完整性(10%)。 

B.版面設計(5%)。 

(四)口頭發表時間以每組 20分鐘為原則，得依當年度畢業專題發表組數進行調整，每

組發表時間應留 5分鐘進行評審評論與提問。 

(五)畢業專題發表評分結果依評分結果擇優獎勵，並另設若干鼓勵獎項。 

四、畢業專題書面審查由畢業專題指導老師進行書面評分，並填具『畢業專題書面評審

表』(附件六)，經指導老師簽名後繳交至系辦公室彙整。 

 

第七條、畢業專題之審查 

一、考試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公開口頭發表審查成績佔 50%及書面審



查成績佔 50%。 

二、畢業專題報告如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通過畢業專題考試之學生，應將畢業專題紙本(二冊)及電子檔於畢業離校前，繳交系辦公

室，未如期繳交者，將無法辦理離校手續。 

第八條、本施行細則未盡事宜，另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議討論決議辦理。 

第九條、本施行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畢業專題【指導同意書】 

本人同意指導大學部學生畢業專題，學生名單如下 

 姓名 學號 

組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指導老師(簽名) ___/___/___ 

系 主 任（簽章） ___/___/___ 

繳交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於大二下學期結束前，繳交題目與選定老師，題目經指導老師同意後送系所辦公室彙整。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系級、姓名、學號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

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參加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

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分機 7465）。 

  



附件二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畢業專題【異動申請書】 

原組別 異動後 

 姓名 學號  姓名 學號 

組長   組長   

組員 1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5   

異動事由  

原指導老師 

(簽名) 
___/___/___ 

新指導老師 

(簽名) 
___/___/___ 

系 主 任 

（簽章） 
___/___/___ 

繳交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系級、姓名、學號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

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參加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

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分機 7465）。 

  



附件三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畢業專題【發表類型】 

題目  

題目類型 

(由指導老師勾選) 
□實務企劃 □研究調查 

 姓名 學號 

組長   

組員 1   

組員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指導老師(簽名) ___/___/___ 

繳交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系級、姓名、學號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

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參加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

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分機 7465）。 

 



附件四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畢業專題【實務企劃類口頭發表評分表】 

題目  

項目 意見 分數 

專題內容

(40%) 

創新性 12% 
  

實用性 12% 
  

預期效益 8% 
  

方法與過程 4% 
  

研究動機 4% 
  

報告表現

(60%) 

簡報技巧及服裝

儀容 
30% 

  

問題回應 15% 
  

海報 15% 
  

合計 
 

評分老師:               (簽名)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系級、姓名、學號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

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參加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

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分機 7465）。 

  



附件五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畢業專題【研究調查類口頭發表評分表】 

題目  

項目 意見 分數 

專題內容

(40%) 

主題創新與價值 10%   

內容完整性 30%   

報告表現

(60%) 

簡報技巧及服裝

儀容 30%   

問題回應 15%   

海報 15%   

合計  

評分老師:               (簽名)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系級、姓名、學號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

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參加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

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分機 7465）。 



附件六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畢業專題【書面評審表】 

題目  

口頭發表分數 

(50%) 
 

姓名 學號 
書面審查分數 

(50%) 

   

   

   

   

   

   

   

註：發表分數由學生事務委員會負責填入。 

指導老師:               (簽名)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為辦理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目的，需蒐集您的系級、姓名、學號等個人資料（辨識

類：C001辨識個人者），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

有欄位未填寫，可能對您參加畢業專題發表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行使查閱、

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分機 7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