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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05月 21日 

（餐旅管理系） 

明道中學同學蒞臨參訪由梁仲正老師協助帶領同學參訪，並

針對系上專業教室、教學設備以及教學方式詳盡介紹說明。 

 
  

 05月 22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舉辦 2012RFID 研討

會，邀請 RFID 公領域

應用推動辦公室副主任

-李正明前來演講，演講

主題：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 

  

 05月 22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舉辦 2012RFID研討會，由瑞賦科技-蔡宗易先生演講：RFID

技術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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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2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舉辦企業實習說明會，由皇尚企業文創行銷總監楊亭鈺與行

銷企劃林政億談談自己本身的經驗給同學們分享，在來一一

序述整個皇尚企業的運作與解說，讓同學們更了解文創與行

銷產業情形。

 
  

 05月 23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統正開發陳一夫行銷部

經理，講題：「會展行銷實務（關係行銷）」。 

  

 05月 23日 

（餐旅管理系） 

台南高工同學蒞臨參訪，由蔡宏儒老師協助帶領同學參訪，

並針對系上專業教室、教學設備以及教學方式詳盡介紹說明。 

 
   

 05月 23日 

（餐旅管理系） 

施慧雯老師協助國際事務處於西餐教室辦理「2012國際藝術

文化節-外籍生美食展」，並由餐旅系學生分組協助指導各國

外籍生烹調製作各種不同國家的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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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4日 

（餐旅管理系） 

曾文家商同學蒞臨參訪，由系學會幹部協助帶領同學參訪，

並針對系上專業教室、教學設備以及教學方式詳盡介紹說明。 

 
  

 05月 24日 

（資訊管理系） 

國立曾文家商學校參訪

本系。 

 

  

 05月 25日 

（企業管理系） 

汪世義老師辦理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舉辦「生命教

育服務學習講座」。 

 
  

 05月 29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技職再造-業界專家協同授課「網路應用概論」，聘請中

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的吳玄玉命題委員演講，講題：「網路

概論」 

 
 05月 29日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國際金融與匯兌」邀請越南統一企業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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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系） 清田總經理，講題：「台越投資現況」。 

 
  

 05月 30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國際行銷」，聘請匯

豐銀行的李姿慧經理演講，講題：「財富管理實現人生目標的

鑰匙」。 

 
  

 05月 31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國際

商情分析」邀請奕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蔡清霖技術副

理，講題：「台灣 IC設計

和晶圓代工產業簡介」。 

  

 05月 31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2012年教學卓越計畫-技職再造-胡倩萍-演講主題：高科技產

業之物流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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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1日 

（餐旅管理系） 

辦理第三屆畢業生「畢勝課」

送舊活動，由系學會籌備規劃

安排一連串精彩表演晚會活

動，場面溫馨歡樂。 

 

  

 06月 01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

程） 

辦理產業參訪活動：中鋼集團、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06月 05日 

（餐旅管理系） 

實習委員召集人梁仲正老師及 99級餐二甲導師林美蘭老師

協助辦理「在校生實習前座談會」講解實習相關規定與注意

事項，使學生了解

實習前應有之準

備與注意事項與

業界經驗分享，期

勉學生順利完成

六個月校外實習。 

  

 06月 06日 

（餐旅管理系） 

辦理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系大會，黃旭怡主任為各位同

學介紹本學期系上重大活動、系學會指導老師鄭淑勻老師以

及梁仲正老師勉勵

各位同學，最後由系

學會介紹本學期辦

理活動、回顧及系學

會收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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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6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國際行銷」，聘請台

灣銀行仁德分行的劉建嘉高級襄理演講，講題：「匯率變動企

業避險與個人

理財之道」。 

 

  

 .06月 07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

家協同授課「職場與壓力

管理」，聘請南區國稅局的

陳燕錚審查科組長演講，

講題：「淺談公職生涯」。 

  

 06月 07日 

（餐旅管理系） 

下營國中同學蒞臨參

訪，由系學會幹部協

助帶領同學參訪，並

針對系上專業教室、

教學設備以及教學方

式詳盡介紹說明。 

  

 06月 09日 

（餐旅管理系） 

分別於日間部、夜間部辦

理 100學年度畢業生撥穗

典禮，由黃旭怡主任為各

位畢業生進行撥穗儀式，

以及畢業班導師為在場畢

業生勉勵加油，場面溫馨

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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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9日 

（資訊管理系） 

舉辦撥穗典禮。 

 
  

 06月 09日 

（國際企業系） 

畢業送舊暨系友活動。 

  

 06月 11日-12日 來自美國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商管學院的院長 Prof. 

Basu, Ph.D. 擔任本院 AACSB 認證的 Mentor。與本院

AACSB 小組成員 40 餘人共聚一堂，進行兩天的討論與學

習。實地訪視後，Dean Basu對南台科大以及商管學院的辦

學績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分享其豐富的 AACSB 經驗，

使得商管學院又更進一步地邁向通過 AACSB認證。 

 
  

 06月 16日 

（財經法律研究所） 

與台南律師公會、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合辦之

「2012 南台法學名家講座」，分別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法律

系馮震宇教授、輔仁大學法律系姚志明教授、東吳大學法律

系林誠二教授、世新大學法律系甘添貴教授等四位法界知名

大師到校為與會來賓帶來精闢及豐富之講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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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6日 

（餐旅管理系） 

辦理 101年四技推甄面試工作。 

 
  

 07月 02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

程） 

辦理產業參訪活動：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香里食品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月 04日-06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

程） 

教師專業成長研習：SAP Business One 師資培訓基礎班。 

 
  

 07月 12日 

（餐旅管理系） 

與台南市文化局合辦「2012 年台南創意芒果冰品作品發表

會」假台南市政府辦理記者會宣導推廣當日活動，記者會邀

請台南市文化局葉澤山局長及盧燈茂副校長到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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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與台南市文化局合辦「2012 年台南創意芒果冰品作品發表

會」，主要為推廣台南愛文芒果，活動包含創意芒果冰品競

賽、創意芒果冰品製作示範、芒果雞尾酒製作，並邀請 22

家芒果冰品廠商、芒果香腸、芒果酥、芒果及相關食品至現

場推廣與展售。由黃旭怡主任、葉佳聖老師、胡永輝老師帶

領學生團隊與台森有機芒果合作，特別研發出代表愛文芒果

之「愛文之吻創意芒果雞尾酒」、「芒果香草雞尾酒冰」、「芒

果圓圓冰」等多樣化創意芒果產品。並邀請台南市政府黃明

亨主任秘書以及戴謙校長、高文民主任秘書蒞臨致詞，以及

獲得世界花式調酒冠軍之廖乙哲同學，利用芒果為主軸研發

出創意芒果雞尾酒，結合花式調酒精湛技術，呈現給所有來

賓。 

 
  

 07月 20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統昶行銷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府

成文化觀光產業協會及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簽約儀式 

 
  

 餐旅管理系 

 
 

葉佳聖老師至台北福容大

飯店訪視實習生 

沈韶儀老師至台南香格里

拉訪視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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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仲正老師至深坑福容飯

店訪視實習生 

鄭淑勻老師至台中長榮酒

店訪視實習生 

 
 

羅尹希老師至台南卡滋卡

滋豬排專賣店訪視實習生 

羅尹希老師至東東粵菜館

訪視實習生 
 

【師生得獎】 

 05月 25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仲正老師帶領團隊盧映瑄、黃家吟、陳盈如、許紋嘉同學

參加「2012年餐

旅管理專題製作

暨創新創業競賽

榮獲創新創業競

賽」於高雄科技大

學舉辦競賽。榮獲

創新創業組第三

名以及獎金

10,000元。 

  

 05月 26日 

（餐旅管理系） 

學生林志叡參加第 18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榮獲國產酒傳

統組佳作。 

  

 06月 02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施坤壽、唐楚君老師指導學生劉艾倫、張耀仁、歐彥烽、蔡

獻中同學至高雄東方設計學院參賽，獲得創業經營組的創意

點子獎以及獎金 1,500元。 

  

 06月 02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施坤壽、蔡雅玲老師指導學生黃群弘、王姿樺、許如慧、曾

郁容同學於 6月 2日至高雄東方設計學院參賽，獲得創業經

營組的創意點子獎以及獎金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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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11日 

（餐旅管理系） 

學生廖乙哲參加 Bar Pro Flair Challenge Asia Final 2012亞

洲國際調酒比賽，榮獲第三名。 

  

 07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學生胡高傑參加 101年台南芒果冰品創意競賽，榮獲第三名。 

  

 07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學生林志叡參加 101年台南芒果冰品創意競賽，榮獲佳作。 

  

 07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學生金郁齡與李雅淳參加 101年台南芒果冰品創意競賽，榮

獲佳作。 

  

 07月 21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與電機系許毅然老師指導學生：陳嘉珮、鄭芸蕙、

張榮傑、吳展榮參加「第二屆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

賽」，作品名稱：SolarControl（智慧型太陽能控制系統），

榮獲大專創意應用組金牌獎（第一名）。 

 
  

 會計資訊系 吳佳津同學參加 101 年

全國孝行獎選拔活動，

其孝行深獲評審肯定，

獲台南市政府核頒孝行

楷模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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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資訊系 教育部為鼓勵全國技專校院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培養創

新思考模式，提昇學術研究與實務發展技能，並獎勵師生發

揮創意，展現績優實務專題製作成果，每年度皆舉辦「全國

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今年於 101 年

05月 24日(四)至 05月 26日(六)假高雄物流園區 6樓展出，

並於 05月 26日(六)上午

11:00 由技職司李彥儀司

長親臨會場主持頒獎典

禮。曾碧卿老師所指導的

2 個團隊雙雙獲獎。其中

由學生王仁伯、張瑞仁、

蕭閔哲、呂文斌、梁景棠

所組成的團隊以『智慧型

插座─「ITSC」加值與創

業企劃』勇奪管理類群第

一名；王禹宗、張心雨、

黃美芳、林佳潔、王志

德、謝孟諭、洪廷宜、黃

采薇以『不只生活創意工

作室』榮獲商業類群佳作獎。 

 
 

【其  他】 

 餐旅系施慧雯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業師協同授課，邀請台北西華大飯店主廚湯

鴻增至餐旅二甲、餐旅二乙協同授課，課程名稱「西餐製備與實習」，共計授課六週，

24小時。 

 餐旅系余梅香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業師協同授課，邀請悠活麗緻酒店楊惠玫經

理至餐旅二甲、餐旅二乙協同授課，課程名稱「客務作業管理」，共計授課六週，12

小時。 

 餐旅系葉佳聖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業師協同授課，邀請大億麗緻經理葉東璋以

及瑪琪哈朵咖啡店店長洪岫孟至夜餐旅一甲、餐旅一乙協同授課，課程名稱「飲料製

備」，共計授課六週，18小時。 

 餐旅系梁仲正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設餐旅服務丙級證照輔導課程，課程共計授課

36小時，將於 7月份輔導 20位同學參與即測即評測驗。 

 餐旅系順利完成接洽與分發（99級）餐旅二甲全班 58位學生到包含晶華酒店等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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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家著名合作餐旅實習單位進行六個月校外專業實習，並將由 11位老師協助到各單

位進行實習生訪視工作。 

 餐旅系蔡宏儒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設烘焙丙級證照輔導課程，課程共計授課 36

小時，並於 6月份輔導 20位同學參與在校生技能檢定。 

 餐旅系施慧雯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設西餐丙級證照輔導課程，課程共計授課 36

小時，並於 5 月份輔導 20 位同學參與在校生技能檢定，共有 14 人考取證照，通過

率 70%。 

 餐旅系蔡宏儒老師於 05月 26日-06月 03日協助辦理 101年度在校生烘焙技能檢定

包括烘焙食品－西點蛋糕、烘焙食品－麵包、烘焙食品－餅乾，本次檢定共有 67位

考生參加術科測試考試。 

 餐旅系施慧雯老師於 05月 27日協助辦理行政院勞委會辦理 101年度在校生西餐烹

調技能檢定本次檢定共有 18位考生參加術科測試考試。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擔任行政院勞委會第 42屆全國技能競賽西點製作命題與三區分區

賽總裁判長。 

 餐旅系蔡宏儒老師擔任行政院勞委會第 42屆全國技能競賽西點製作中區分區賽裁判

長。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擔任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系、中州科技大學自評委員。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擔任經濟部美食科技化評審委員。 

 餐旅系黃旭怡主任、施慧雯老師、蔡宏儒 3位老師申請 101學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海

外實習)計畫案，3件全數通過獲得補助。 

 餐旅系沈韶儀總務長、黃旭怡主任、鄭淑勻助理教授、羅尹希助理教授、林美蘭助理

教授、施慧雯專技講師等 6位教師參加 CHE全英文受訓與全英文考試，全數考取參

加美國國際餐旅教師認證 CHE(Certified Hospitality Educator)，為國際餐旅教育最高

國際認證。 

 國企系 100學年大學部鷹揚計畫，楊維珍老師 05月 21日赴台南高商宣導。 

 國企系梁文科老師 07月 02日-07月 05日赴金門立三營造有限公司企業研習。 

 國企系許淑媖老師獲外交部計畫 07 月 14 日帶領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赴加勒比海地

區聖文森進行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