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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96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休閒運動管理學科試題卷
准考證號碼□□□□□□□
說明：
1、總分 100 分，共二題，請將答案依題號順序寫於答案紙內，並清楚註明題號。
2、請將准考證號碼填入本試題卷右上角□□□□□□□內，並於繳交答案卷時同時繳交。
題目：

歡迎報考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本考試目的為協助本所瞭解如何提
供適合的休閒運動管理專業方向以整合您目前專業，以共創未來雙贏。請先詳細閱
讀以下六篇新聞，再回答以下的問題。
一、

請您以這些新聞為參考資訊，說明如何以您目前現職結合休閒運動管
理專業，規劃未來五年的事業發展計畫（80%）。

二、

「三隻小豬」、
「業精於勤荒於戲」、「好逸惡勞」…等，是您常聽到對
於休閒專業發展不利的說法，請說明您如何向您的上司或服務客群，
為「休閒」洗刷冤屈，闡述休閒專業發展的重要性與休閒利益（20%）。

月消費者信心 5 年來新低
中時電子報╱彭漣漪／台北報導 2007-03-28 03:50
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昨天公布三月消費者信心調查，六項指標全數下跌，消費者
信心指數的總數為 67.12 點，較上月下降 0.82 點，創下 5 年 4 個月以來新低。這項調查顯示，
民眾對未來半年的六項指標信心都下跌，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未來半年投資股票時機」
，下降幅
度第二的指標是「未來半年國內物價水準」，其他包括家庭經濟狀況、國內經濟景氣、就業機會
與購買耐久性財貨時機，也都呈現下降。
「民間消費依然低迷，政府期望今年內需能夠加溫，但
目前還看不到這樣的跡象。」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暨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雲鵬分析。朱
雲鵬表示，消費信心下滑，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今年以來，國際油價和基本金屬又開始上漲，
民眾預期物價也將上漲；二是在調查前夕剛發生國際股災，影響投資人信心；三是國內政局不穩。
細看六項指標的絕對分數，六項中有五項低於 100，顯示偏向悲觀，只有「未來半年購買耐久性
財貨時機」一項分數超過 100。此外，多項指標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民眾相當悲觀。80％的人認為
未來半年國內經濟表現會變壞，只有 1％表示會變好；71％的人認為未來半年的家庭經濟狀況會
變壞，只有 2％認為會變好；61％認為未來半年不是買股票的好時機，32％認為是好時機。三月
份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是由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辦，輔仁大學統計資訊系調查，台
灣綜合研究院協辦，調查是於 96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以電話訪問的方式進行，採電腦隨機抽
樣，共訪問 2312 位台灣地區 20 歲以上的民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 2.0 個百
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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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O 周年慶 再創台灣奇蹟
全省百貨周年慶最強檔的太平洋 SOGO 昨天登場，台北店到下午 5 點就破去年首日營業紀錄，
這項奇蹟轟動全球，許多世界名牌化妝品的老闆也前來觀戰，其中台灣製造的「香華天」化妝品
勇奪冠軍，首日即拿下 7200 萬元業績，打敗所有進口品牌。全省太平洋 SOGO 百貨周年慶昨日同
步登場，台北忠孝門市還是最神勇，連捷運都擠爆，大門前人潮洶湧，B1 通捷運側門也水洩不
通，捷運電扶梯一度叫停。中午 11 點開門，人潮向前衝，大門玻璃險被擠破，1 小時最高營業
額達 5 千萬，化妝品區到傍晚已做到 1.1 億業績，吳素吟協理表示，保守推估可破 1.8 億元，全
館 4 億目標應輕易可破，而中壢店也大幅成長 20％。其他百貨表現也不錯，遠東百貨全省業績
已成長 20％，新光三越天母店首日也達到預期目標額。世界八大化妝品集團友情相挺的行銷策
略，
「買 1 送 8」造成空前盛況，蘭蔻專櫃圍了 7 圈動彈不得，2.5 折的雅詩蘭黛「奢華彩妝組」
限量 1 千組，開店不到 1 小時就賣出 700 組，最厲害的是國產品牌香華天，搶購人潮排到後面小
公園，繞了好幾圈，動用了 SOGO 共 13 台收銀機快速結帳，傍晚 6 點就破了 6 千萬，創辦人李善
單拍胸脯保證，當天可做到 7200 萬，等於是 1 天做出去年周年慶全檔的業績。前晚香華天動員
150 名員工，整夜前置作業，清晨 5 點就有消費者排隊。電器也賣得超好，開店 1 小時就有客人
刷了兩台 40 萬元左右的電漿電視、4 套價值 6 萬元的寢具，消費破百萬，再以 18 元加價購買價
值 14 萬元的國際牌按摩椅，這套相當於買百萬送按摩椅的促銷，到傍晚已換送 14 台，賣場捷報
頻傳，營運長汪郭鼎松電話接到手軟，他說，全世界的化妝品大老闆都到 SOGO 現場考察，見證
台灣的賣場奇蹟。

台灣 22 萬戶年賺 250 萬元以上 平均年花 128 萬休閒
東森新聞報╱記者廖廷娟、黃介亭／台北報導 2007-03-22 14:56
您一年會花多少錢在休閒娛樂上面了呢？根據一項調查，台灣大約有 22 萬戶的有錢人家，
他們在旅行打球這些休閒生活上的花費，平均一年至少從 40 萬到 128 萬不等，比起一般上班族
可能一年只花 9 萬元，至少多了 14 倍以上。一般有錢人到底過什麼生活，住在一坪價值百萬以
上的豪宅，享受優質生活？買下一旺旺總裁的頂級私人飛機，隨心所欲出國旅行？或者加買一艘
豪華遊艇，跟 LV 總裁一樣享受頂級奢華風情？還是一輛代表身分地位的高級代步工具？這些都
可能是其中的選項之一。根據萬事達卡的一項調查統計顯示，台灣目前有 22 萬戶的富有族群，
年收入至少在 250 萬元以上，而他們花費最多的，就是在旅遊及休閒生活上了，平均一戶從 41
萬到 128 萬元不等，算一算這些有錢大戶一年就總共花了 1220 億元來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而
相較於一般民眾平均收入只有 40 多萬，好一點的到百萬元左右，這些一般家庭一年只花九萬元
來吃喝玩樂，等於只有有錢人的 14 分之一。而最近有很多報導指出，貧富差距擴大，包括富裕
階層也出現「貧富」差距，所以這份報告也將台灣的富裕階層分為小富階級與大富階級。報告指
出，台灣在 2005 年時，約有平均年收入 369 萬的小富階級共 17 萬 7 千戶，至於大富階級有 3 萬
8 千 8 百戶(平均年收入在 961 萬元)，兩者佔台灣總人口數的 2.9%。而計算的標準是針對亞洲已
開發國家，以年收入 7 萬 5 千美元(約台幣 247 萬)到 20 萬美元(約台幣 660 萬)為小富階級的標
準，超過者為大富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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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縣／春吶消毒 墾丁警民大誓師
東森新聞報╱記者陳明道／恆春報導 2007-03-22 10:36
昨(21)日屏東縣警察局長陳家欽、恆春分局長李金龍、檢察官許英輝與墾丁地區福華飯店張
總等 230 家民宿飯店業者，共同宣示「擁抱音樂、拒絕毒害大誓師」
，讓下月登場的「春吶」
，不
與色情及毒品劃上等號，變成一個具有健康安全的墾丁音樂季。昨日下午 14 時 30 分，由屏東縣
警察局、恆春警察分局、國家公園管理處、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屏東縣政府文化局、屏東縣恆
春鎮公所、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墾丁警察隊，會同恆春地區約 230 餘間的民宿、飯店業者共同宣示
堅決反對毒品，全力針對下月初舉辦的墾丁音樂季戶外演唱活動，作事先「防毒、
「消毒」等相
關事宜進行溝通後，最後一起肩並肩，展開一場反對毒品大誓師，獲得業者熱烈響應。有鑑於前
幾年春天音樂季的活動，不僅僅於會場有不肖民眾混入音樂會場及周邊進行毒品交易及食用，甚
者有利用民宿、飯店自行於房間內舉辦搖頭轟趴；昨日宣示活動，特由屏東縣警察局長陳家欽主
持，與墾管處等行政單位、各民宿、飯店業者共同宣示：支持合法音樂活動、提倡正當休閒娛樂、
協助觀光產業發展，但是反對各種不法情事，堅決抵抗毒品入侵，並與各業者一同大聲的喊出：
毒品，走開！今年度墾丁地區目前為止共計有 8 至 9 場不同地點欲舉辦春天吶喊，目前比較確定
的地點為鵝鑾鼻公園與貓鼻頭公園為墾丁公園管理處所公告可以舉辦的地點，其他場次分別位於
墾丁國家公園以外的範圍，為了大力宣導反毒，恆春警察分局長李金龍展示宣傳海報，籲請業者
響應張貼宣導，會中強調警方取締毒品侵入的決心，表示不論是國家公園範圍內或國家公園範圍
外，警方強力取締不法的決心是不會更改的。另外傳聞有業者欲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強行舉
辦春天音樂季活動，恆春警分局長李金龍表示，一切配合主管機關依法行政，若必須強制執行，
警方不會手軟，絕對會以堅決態度執行公權力，絕不容許違法情事發生。
［記者陳明道／恆春報導］屏縣警局長陳家欽昨日爆料情資顯示，台北的坐檯 KTV 小姐已被
「包滿」而預訂一空，將於下月到墾丁參加搖頭派對及性派對。為免毒品侵入，昨日與墾丁民宿
飯店業者約法 3 章，如發現搖頭轟趴而不檢舉者，如被警方查獲，將成立建設、衛生、消防及環
保等稽查人員會同消保官，依法前往斷電斷水、查緝逃漏稅及拆除違規的隔間裝潢，給予不合作
而包庇毒品氾濫的業者嚴厲處分。21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恆春警分局舉行的恆春半島春天音樂
季拒絕毒害誓師大會上，200 多家民宿飯店業者與檢警人員，相繼爆料過去春吶的搖頭毒品可能
捲土重來，一起研商拒絕毒害入侵墾丁對策，馬爾地夫董事長張榮南說，去年春吶期間發現南灣
沙灘變成搖頭轟趴派對的溫床，大批可能吸毒的青年男女趟在沙灘至清晨 5 時，顯示沙灘也是藏
毒的場所，籲請警方加強取締。
與會的縣警局偵查大隊業務組長蔡河清提供小秘訣供業者參考，如在房間內聞有異味，或有
多人進出可疑時，應報警處理，恆春偵查隊長曾文宏則要求業者注意抄下可疑車輛的車牌，並事
先檢修監視錄影器材，以便提供警方獲得有利的辦案線索，至於與會的檢察官許英輝強調檢察官
介入，是為了查緝毒品而採取締行動，籲請業者配合，共同努力辦好健康安全的墾丁春天音樂季
活動。壓軸縣警局長陳家欽發言，提出這次配合墾管處及縣府文化局，辦好恆春半島春天音樂季
活動，執法的立場要做到「健康」
、
「安全」等 2 大要求，聽取業者心聲後，作成結論時，以去年
擔任高市刑警大隊長的取締毒品經驗分享，因吸毒的搖頭業者從 PUB 陣地轉移到 KTV 包廂，作搖
頭轟趴派對及性派對，以致高市不少家 KTV 店變成搖頭店，每到週 6 就客滿。於是高市刑警大隊
為了抓毒品，會同市府成立查緝小組前往查緝毒品，與服務生協定，發現可疑跡像即報警取締，
如不合作而被查獲毒品的 KTV 店家即倒大霉，發現違規的隔間即打掉，嚇得業者全力配合，才使
得毒品不再侵入 KTV 店變成搖頭店。據此經驗談，縣警局長陳家欽爆料可靠的情資顯示，台北的
坐檯 KTV 小姐已被搖頭族「包滿」一空，將於下月帶著這群小姐，浩浩蕩蕩南下墾丁參加室內搖
頭派對及性派對，這段期間可能化明為暗，利用地方民宿及飯店的房間，作吸毒的轟趴派對場所，
警方嚴陣以待，將採高市成立查緝小組，會同消保官前往查緝毒品，籲請業者多作功德，發現毒
品侵入即報警取締，警方會保密檢舉人，最起碼要趕走毒品侵入，以「不要賺這種錢」而趕走毒
品遠離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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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台灣是否開放設賭場 半年內提報告
中央社╱中央社 2007-03-20 18:29
（中央社記者唐佩君台北二十日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張景森今天證實，台灣是否開
放申設賭場，半年內就會提出報告，且原本選址是只限在離島，不排除擴大至全國經濟弱勢地區。
但他強調，最後要不要開放，還是要看民意，關鍵在立法院。張景森表示，台灣要不要開放賭場，
這個問題已經吵了十餘年，昨天在行政院舉行的離島建設基金會議上，並未有要開放賭場的建
議。但他透露，目前最新的進度是，經建會確實有「受命研究」
。他說明，新加坡原本相當反對
開放賭場，但現在也贊成，顯示這其中應該有相當大的誘因，才使得政策丕變，因此，經建會身
為行政院財經幕僚，有必要先深入瞭解，蒐集各國資訊，最快在半年就會公布研究結果。不過，
張景森指出，單只發展博弈產業是過去的看法，經建會認為，台灣要做的是發展綜合大型觀光休
閒產業，在大型投資案中，除有飯店、娛樂設施及會展場所外，並允許以一定比例的樓地板面積
提供為賭場。據經建會蒐集的資料，以新加坡為例，總理李顯龍在 2005 年 4 月提出一份「發展
綜合型度假區」企劃書，在國會上宣布撤銷 40 年來的賭禁，允許建造兩個世界級綜合型度假勝
地，希望以附設賭場方式振興旅遊業。張景森強調，新加坡以賭場為誘因，開發大型投資，據估
計，一個案子投資金額都超過 100 億美元，以這麼大的案子，社會接受度高，做法值得台灣參考。
但他表示，新加坡原本就有賭馬、體育賭博活動，但是在台灣賭博是有刑法上問題，若要發展綜
合休閒觀光產業，取得特許執照地區一定要先除罪化。他說，大約在二週前，在南部八縣市首長
座談會中，大家也討論到如果將除罪化應訂定觀光條例中，而不應只在離島條例中，這樣一來，
也代表未來申設賭場不只限於離島地區。張景森表示，未來台灣要開放設賭場地區應是經濟弱勢
區。相關資料顯示，例如像雲林等可能符合經濟弱勢區，但這些都是研究方向，還需再研究，最
後能否開放，要看民意支不支持。

面臨高齡社會到來，弱勢老人安養問題刻不容緩
門諾醫院歷經十年募款，為銀髮族預備一座安養生息的處所
【記者賴乾驌/台北報導】2007-03-06
早在民國 82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高齡人口)就已達 7%，成為聯合國所定義的邁向高齡
化的國家(aging country)。而根據經建會在 94 年及 95 年所公布的資料，台灣的高齡人口將在
民國 107 年達到 14%，進入高齡化國家(aged country)之列，與南韓在 21 世紀上半期並列為全
世界高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預估至民國 140 年，我國的老年人口依賴比將高達 64%，即台灣平
均每一位工作年齡(15-64 歲)的人口要撫養 0.64 位 65 歲以上的長者。此一沉重負擔再加上景氣
低迷想與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影響下，導致許多子女無力或無心照料年老的長輩，再加上國內公益
性專業的老年照顧機構不足，逐漸失去謀生與行動能力的老年人口乏人照料的問題，將對整個社
會造成極為嚴重之影響。門諾醫院與相關機構總執行長黃勝雄指出：近六十年來，門諾醫院秉持
「為最弱小的弟兄姐妹服務就是服務主」的宗旨與理念，默默在花蓮守護著花東地區民眾的健
康。早期東部主要的需求在於醫療資源協助，但隨著時代變遷，門諾的發現老人的問題，也是相
當需要予以關注。除了拓展送餐、日托、在宅服務、守護連線協助等服務之外，門諾發現讓長者
在宅老化固然很好，但到了某一程度，對於需要長期服藥的長者，一定要有機構事的照護才適合。
尤其當老人家的視力和聽力逐漸減退，且在宅服務人員不能每天探視時所引起的危險，遠大於機
構式照護所帶來的衝擊。於是，門諾開始積極著手專業照顧社區的籌備。以「重建老人健康生活
型態」為設計理念，結合醫療照護、居住安養、教育藝文、觀光休閒、社會服務及二度就業於一
體，將居家、社區與機構式服務做有效的整合，期望發展出本土化之長期照護服務模式，並作為
老人與身心障礙事工之專業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與研發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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