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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03月 19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旅館個案討論」，

聘請台南市台糖長榮酒店主任劉文剛演講，講題：「房務

部整房及職場倫理」。 

  

 03月 21日 為使臺南地區更多的企業廠商瞭解本校在產學合作與人才

發展的資源與合作誠意，戴謙校長帶領本校團隊來到官田

工業區，假官田工業區服務中心會議室辦理廠商說說明會

與座談，此次活動是本校所辦理之南臺灣產學論壇的系列

活動，也是產學論壇首次直接到工業區與廠商面對面的座

談。本次座談會活動吸引了將近 100位官田工業區廠商與

服務中心代表到場參加，說明會與座談過程相當熱烈，本

校團隊與廠商代表也有進一步交流，經過此次的交流，相

信本校與官田工業區企業有更深層的合作。 

 
  

 03月 21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管

理學」（四國企一甲）

邀請昕麟庭園藝有限公

司盧昕宏總經理，講

題：「創業歷程及職場

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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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2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台南市玉井區農會黃

澄清總幹事，講題「台灣水果國際行銷暨行銷策略解析

(一)」。 

 
  

 03月 25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經濟學(二)」邀請 J.P. Morgan Chase 

& Co.王鴻嬪前總經理，講題：「人生旅行」。 

 
  

 03月 25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國際行銷專題」，聘

請台灣銀行仁德分行中

級襄理 劉建嘉 演講，

講題：「匯率探討與進

出口實務」。 

 

  

 03月 26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全球宏觀經濟」 邀請 J.P. Morgan 

Chase & Co.王鴻嬪前總經理，講題：「人生旅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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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6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遊憩管理(二)」，

聘請江南渡假村總經理陳鈞坤演講，講題：「遊憩區規劃

實務」。 

  

 03月 27日 

（資訊管理系） 

舉辦「2013 第八屆數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 

 
  

 03月 27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舉辦「KYMCO台灣總公司」企業參訪活動，藉由參訪

KYMCO台灣總公司，瞭解整合全球商品研發策略、採購、

行銷、財務與投資…等企業營運知識、產業趨勢及就業人

力職缺。 

 
  

 03月 29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台南市玉井區農會黃

澄清總幹事，講題：「台灣水果國際行銷暨行銷策略解析

(二)」。 

 
  

 03月 30日 

（國際企業系） 

開辦「行銷企劃證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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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1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休閒事業行銷」，

聘請雄獅旅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店長方泓翔演講，講題：「休

閒事業行銷專題一」。 

  

 04月 03日 

（國際企業系） 

日文歌唱比賽 

 04月 08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會計學」，聘請南

科商旅總經理黃志佳演講，講題：「休閒事業募集資金實

務一分享」。 

  

 04月 09日 

（餐旅管理系） 

台北世貿中心聯誼社人資部張愛德主任與經理蒞臨，此次

來訪主要針對本系大二即將前往實習班級進行實習工作內

容介紹及說明會，讓同學對於實習單位的選填有更進一步

瞭解及認知。 

 
  

 04月 10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大四業界導師活動，邀請寶雅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人資部專員劉俊良，演講：『如何撰寫履歷表

與面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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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0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大四業界導師活動，邀請台新銀行海

佃分行理財專員龍靜美，演講：『進入職場你/妳準備好了

嗎?工作職場經驗分享』。 

 
  

 04月 10日 

（資訊管理系） 

舉辦 TA培訓。 

 
  

 04月 10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 101學年第二學期系 TA培訓座談會。 

 
  

 04月 11日 

（國際企業系） 

TA培訓說明會。 

 
  

 04月 13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辦理「高中職基礎 ERP師資養成班」，推動企業資源規劃

人才養成，培養 e化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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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22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會計學」，聘請南

科商旅總經理黃志佳演講，講題：休閒事業管理實務二分

享」。 

  

 04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新產品開發」，聘

請無患子生技開發

有限公司 總經理 

王瑞閔 演講，講

題：「新產品開發實

務與通路發展」。 

 

 04月 23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金融市場實務」邀請渣打銀行陳盈志

經理，講題：「國際股匯操作實務」。 

 
  

 04月 23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國際商情分析」邀請永洋科技張家綸

經理，講題：「國際企業管理之實業分享」。 

 
  

 04月 23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旅館個案討論」，

聘請台中裕元花園酒店人力資源部主任賴宗成演講，講

題：「旅館危機和應變」。 

  

 04月 23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人力資源管理」，

聘請高統茂飯店總經理蔡百宗演講，講題：「人力資源管

理-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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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23日 「老闆娘學院」開訓典禮。本屆「老闆娘學院」共招收五

十名學員，課程內容涵概「勞資關係處理」、「網路行銷」、

「人際溝通技巧」、「企業租稅規劃」、「職業婦女情緒

管理」、「商業法律知識」、「健康飲食管理」、「投資

理財實務」、「財產繼承與贈與」、「婦女醫學保健常識」、

「有氧舞蹈」、「餐桌禮儀」、「彩妝與整體造型」等十

多項實用的主題。由於學員們都是長期忙於照顧家庭與事

業的老闆娘、或是女性企業負責人或高階幹部，對於有機

會回到學校進修並且認識來自各行各業的姐妹，都感到非

常興奮，咸認這是一個進修充電與拓展人際關係的最佳機

會。 

 
  

 04月 24日 

（資訊管理系） 

舉辦在校生校外實習座談會。 

 
  

 04月 24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大二企業參訪，參訪地點：心路基金

會一家工廠及呷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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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24日 

（資訊管理系） 

舉辦大二企業參訪。 

 
 04月 25日 

（國際企業系） 

在校生校外實習座談會。 

 
  

 04月 26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喬陞機器股份有限公

司黃國哲業務

經理，講題：「商

展定義、商展效

益、參展的決

定」。 

 

  

 04月 29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新產品開發」，聘

請駿新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翁瑞侑 演講，講題：「新產

品設計與原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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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29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國際貿易實務」)邀請裕鼎國際有限

公司劉錦隆經理，講題：「國貿實務經驗分享」。 

 
 04月 29日 

（餐旅管理系） 

本校高階主管早餐會報由施慧雯老師與蔡宏儒老師帶領同

學製作西式餐點及美式餐包以及提供外場服務，與會長官

皆對同學的服務表現表示滿意並獲得一致好評。 

 
  

 04月 29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國際行銷專題」，

聘請台灣銀行仁德分行中級襄理 劉建嘉 演講，講題：「匯

率變動企業避險與個人理財之道」。 

 
  

 04月 30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遊憩管理(二)」，

聘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站長吳漢

恩演講，講題：「遊憩區之活動導入」。 

  

 04月 30日 

（餐旅管理系） 

葉佳聖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辦理業界導師協同授課活

動，邀請大億麗緻酒店人資部黃俐玲副理蒞臨餐旅四甲演

講，指導畢業生求職面試技巧，以及社會新鮮人進入職場

應注意事項，在場同學皆表示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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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30日 

（國際企業系） 

大二企業參訪-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夢時代購物中心。 

 
  

 04月 30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人力資源管理」，

聘請關子嶺統 茂溫泉飯店旅客中心主任蔡明成演講，講

題：「人力資源管理」 

  

 04月 30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人力資源管理」聘

請大億國際旅行社 執行副總曾映嬅演講，講題：「人力資

源管理」。 

  

 04月 30日 「2013第六屆全國高中職商業經營企劃案競賽」已是連續

第六年舉辦，今年共有來自全國各地 25所高中職 141個

隊伍報名參賽，經過評審初選，入圍獲得機會上臺簡報的

只有 28隊、另有 30隊受邀在會場以壁報方式呈現，競爭

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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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02日 

（餐旅管理系） 

本校辦理「102 年度推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

部控制制度 經驗交流研討會」，由胡永輝老師帶領同學製

作以台南小吃為主題之餐盒以及由蔡宏儒老師帶領同學製

作下午茶敘及餐盒。 

 
  

 05月 02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經濟學(二)」邀請交通部航港局-中部

航務中心刁冠超科員，講題：「海港自由貿易港區發展概

況介紹」。 

 
  

 05月 03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喬陞機器股份有限公

司黃國哲業務經理，講題：「商展籌畫、展後檢討、結論

及其他」。 

  

 05月 03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國際行銷管理」邀請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李榮興海外業務推展小組砂糖分組執行秘書，講

題：「砂糖產業海外投資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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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03日 

（餐旅管理系） 

由蘇榮裕、連振杰老師帶領大二甲乙兩班同學至義大皇冠

酒店參訪，由館內工作人員協助帶領同學參觀並解說飯店

房間、餐廳，以及其他各樓層設施，增進同學對於旅館的

認知。 

 
  

 05月 06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管理決策」，聘請

盛貽熱浸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 李重瑩 演講，講題：

「管理決策在工廠實務上的應用」。 

 
  

 05月 06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國際貿易實務」邀請裕鼎國際劉錦隆

經理，講題：「Sailing to the unknow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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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07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舉辦 2012年台灣休閒民宿經營研討會。 

  

 05月 07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國際商情分析」邀請華碩電腦王祖健

資深產品經理，講題：「華碩電腦之全球營運概況」。 

 
  

 05月 07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國際金融與匯兌」邀請兆豐銀行蘇文

玉經理，講題：「銀行的匯兌業務」。 

 
  

 05月 07日 

（國際企業系） 

曾文家商來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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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07日 

（餐旅管理系） 

曾文家商蒞臨參訪由黃旭怡主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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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日 

（資訊管理系） 

曾文家商來校參訪。 

 
  

 05月 08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技職再造-業界專家協同授課「國際企業管理」，聘請

宏瑋音樂器材（泰州）有限公司 資材部部長 張峯誠 演

講，講題：「大陸工作經驗分享」。 

 
 05月 08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舉辦「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台南分部」及「港香蘭應

用生技公司」企業參訪活動，增加參訪學生對網站管理、

雲端計算等先進資訊技術，與生產、品質控管流程，有更

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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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09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遊憩管理(一)」，

聘請高雄市體育會馬術委員會顧問戴貴立演講，講題：「博

奕法令過關之後的賽馬產業因應之道」。 

  

 05月 09日 

（餐旅管理系） 

協助學務處推動「品德教育核心價值-孝親感恩」活動，策

劃辦理「媽媽咪呀裝置蛋糕活動」 

 
  

 05月 10日 

（國際企業系） 

斗六家商來系參訪。 

  

 05月 10日 

（企業管理系） 

邀請全家便利商店 歐陽嘉駿 經理至本系辦理校外實習說

明會暨面試活動，招募大三升大四學生有興趣至全家全學

年實習之同學。 

 
  

 05月 10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翁妃伶行銷部策展活動 Team

經理，講題：「2013夢時代年度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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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0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國際行銷管理」邀請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李榮興海外業務推展小組砂糖分組執行秘書，講

題：「砂糖產業投資策略(二)」。 

 
  

 05月 13日 

（餐旅管理系） 

港明中學蒞臨參訪本校餐旅系參由林美蘭老師協助帶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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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業界專家協同授課「休閒事業行銷」聘

請四季春曉庭園餐廳 執行總監李惠淑演講，講題：「休閒

事業行銷專題二」。 

  

 05月 14日 

（國際企業系） 

舉辦「2013太平洋企業論壇-區域經濟整合現況與展望-我

國之因應策略」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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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4日-16日 本院 AACSB小組成員 40餘人共聚一堂，與 AACSB認證

的 Mentor Prof. Basu進行三天的討論與學習。實地訪視

後，Prof. Basu將對本院的辦學績效有更深入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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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5日 

（國際企業系） 

英語話劇比賽。 

 
  

 05月 16日 

（餐旅管理系） 

梁仲正老師配合教學卓越

計畫辦理業界導師協同授

課活動，邀請台南大飯店

人資部王淑玲主任蒞臨餐

旅四乙畢業班演講，演講

主題「職場之正確認知」，

培養學生對工作職場及專

業倫理之正確認知。 

  



商管學院電子報 第二十七期 

第 18 頁，共 25 頁 

 05月 16日 

（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舉辦「畢業季—面試彩妝教學講座」活動，介紹面試彩妝

的重要性、基本概論及簡易的色彩學，及傳授面試時如何

的穿著及搭配，讓面試官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有助於同

學面試成功及展現出自信的一面。 

 
  

 05月 16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系與行銷流通系合作於本校 E 棟 13 樓國際會議廳辦

理「食品安全與供應鏈管理研討會-舌尖上的安全與安

心」，邀請食品、餐飲及從產地、運輸、餐飲業相關業者

與會參與討論，討論從供應鏈管理談如何落實食品安全政

策、管理與做法，並由餐旅系黃旭怡主任擔任綜合座談引

言人。與會貴賓包含行政院農委會農糧署陳建斌副署長、

台灣麥當勞餐廳供應鍊管理林麗文副總裁、台灣省肉品合

作社蔡文仁經理、全球運籌發展協會鄒伯衡秘書長、統昶

行銷公司物流群張正雄協理、好好國際物流陳永資經理

等，與台上台下針對食品安全目題進行熱絡交流，獲得與

會人員一致好評。 

 
 05月 16日 

（國際企業系） 

四國企四甲四乙業界導師-邀請王聖雄總經理，講題：「求

職應做之準備-以公司負責人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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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7日 

（國際企業系） 

技職-業師協同授課「會展行銷」邀請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翁妃伶行銷部策展活動 Team

經理，講題：「2013夢時代藝想樂園嘉年華」。 

 
  

 05月 17日 

（企業管理系） 

邀請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部 劉俊良專員辦理

至本系辦理校外實習說明會暨面試活動，招募大三升大四

學生有興趣至寶雅全學年實習之同學。 

 
  

 05月 17日 

（資訊管理系） 

系主任與學生有約。 

  

 05月 17日-19日 

（國際企業系） 

開辦「AEO優質企業安全專責人員」訓練班。 

  

 05月 20日 

（餐旅管理系） 

申請行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02 年度雙軌訓練計

畫專班」獲得通過，邀請合作事業單位桂田酒店、天下大

飯店人資部主管及本校教務處同仁、本系課程規劃委員與

專班輔導老師參與，進一步討論共同合作之雙軌專班課程

安排及招生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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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邀請富邦金控至本系辦理招募說明會暨面試活動，招募今

年大四應屆畢業生。  

 
  

 05月 28日 

（餐旅管理系） 

梁仲正老師協助辦理「在校生實習前座談會」講解實習相

關規定與注意事項，並邀請台南大飯店人資部-王淑玲主任

蒞臨分享，王主任以業界角度使學生了解實習前應有之準

備與注意事項並分享個人豐富的業界經驗，期勉學生順利

完成六個月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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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9日 

（餐旅管理系） 

施慧雯老師協助國際事務處辦理「2013 國際藝術文化節-

外籍生美食展」並於西餐實作教室烹調各國特色美食，展

現不同國度的美食風味。 

 
  

 05月 30日 

（餐旅管理系） 

為歡送 98級畢業生，假本校 M棟念慈堂會議廳辦理第四

屆畢業生送舊活動，本次活動主題「新台畢」，活動內容

由餐旅系系學會協助辦理並規劃安排一連串精彩表演晚會

活動，場面溫馨歡樂。 

 
  

 餐旅管理系 蔡宏儒老師至北投春天酒店訪視 99級餐三乙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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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儒老師至新北市漁人碼頭福容大飯店訪視 99級餐三

乙實習生。 

 
 

鄭淑勻老師至新竹艾立烘焙坊以及湮波大飯店訪視 99 級

餐三乙實習生。 

  
 

黃旭怡主任至高雄福容中餐廳訪視 99級餐三乙實習生。 

 

【師生得獎】 

 03月 22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梁仲正老師及施慧雯老師共同指導王祥勇

同學參與「大同盃全國調酒大賽」榮獲職業大專傳統調

酒組佳作。 

  

 05月 03日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朱美琴、許竹君、張淑玲及創新產品設計系林

佳駿等四位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13國際會展就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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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貿易模擬展覽競賽」榮獲總成績第三名以及參展計畫

書第一名、英文產品發表會第二名、展場設計與商品陳

列佳作、展場商務溝通模擬佳作等獎項。 

  

 05月 10日 

（國際企業系） 

曾盛杰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13 全國大專校院創意

MICE企劃競賽」榮獲企劃書組第二名。 

  

 05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蔡宏儒老師指導陳品吟同學參加「第 43屆全

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麵包製作類」榮獲第四名之榮譽。 

  

 05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蔡宏儒老師指導游盛閔同學參加「第 43屆全

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麵包製作類」榮獲第二名之榮譽。 

  
 05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黃旭怡主任與蔡宏儒老師指導羅培津同學參

加「第 43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西點製作類」榮獲

第三名之榮譽。 

  

 05月 17日 

（企業管理系） 

楊雪蘭老師與機械系陳沛仲老師指導學生：翁浩耀、楊

佳蓉、莊立榮、黃郅翔、洪瑋倫及機械系高永發、謝安

庭、吳宜靜參加「2013夢想起飛創新創意競賽(A系統技

術類)」，榮獲第二名。 

楊雪蘭老師與電機系陳文耀老師指導學生：王怡婷、施

怡伶、高珮娟、沈佳慧、蔡曉蕙、陳意雯及電機系黃元

邑、施翔文參加「2013夢想起飛創新創意競賽(A系統技

術類)」，榮獲佳作。 

楊雪蘭老師與電機系陳文耀老師指導學生：杜俊逸、陳

宛姍、曹悅寧、林宜蓁、施翔文、賴以寬參加「2013夢

想起飛創新創意競賽(B設計服務類)」，榮獲第一名。 

蔡宗岳老師與機械系莊承鑫老師指導學生：陳瑜沁、方

偵銀、鄭詠歆、姜姵吟、柯姿羽、林姿君及機械系李文

妤、王柏翔參加「2013夢想起飛創新創意競賽(A系統技

術類)」，榮獲佳作。 

蔡宗岳老師與電機系許毅然老師指導學生：吳宜庭、蔡

佳靜、劉筱苓、郭乃綺、林亭君及電機系王智弘、林冠

廷、賴秉郁參加「2013夢想起飛創新創意競賽(A系統技

術類)」，榮獲佳作。 

蔡宗岳老師指導學生：紀佩如、曾馨儀、郭珮菁、洪慧

敏、呂家誼、林育秋參加「2013夢想起飛創新創意競賽

(B設計服務類)」，榮獲第三名。 

  

 05月 19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林美蘭老師指導林絹霏、邱淑琦、楊庭鈞、

王思容、陳立穎以上五位同學參與「2013第十六屆全國

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類」榮獲佳

作之獎項。 

 05月 19日 洪崇文、唐豪駿老師指導林文茹等四位同學參加第 16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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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電子化學位學程） 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榮獲生產製造與科技管理

類 第 2名。 

 
  

 05月 25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管理系施慧雯老師指導進修部李孟衡同學參與 2013

醒夜盃全國青年飲料調製大賽獲得花式調酒組佳作。 

【其  他】 

 04月 11日休閒事業管理系蔡必昌玲老師前往樹德家商鷹揚計劃。 

 04月 16日休閒事業管理系黃淑玲老師前往南英商工鷹揚計劃。 

 04月 30日休閒事業管理系林舜涓老師前往嘉義高商鷹揚計劃。 

 05月 01日休閒事業管理系陳慧玲老師前往德光女中鷹揚計劃。 

 05月 07日休閒事業管理系曾文家商來校參訪。 

 05月 07日休閒事業管理系潘盈仁老師前往中山工商鷹揚計劃。 

 05月 08日休閒事業管理系石慶賀老師前往曾文家商工鷹揚計劃。 

 05月 08日休閒事業管理系陳慧玲老師前往復華中學鷹揚計劃。 

 05月 08日休閒事業管理系張婷玥老師前往家齊女中鷹揚計劃。 

 05月 09日休閒事業管理系王逸峰主任前往華南高商鷹揚計劃。 

 05月 10日休閒事業管理系柯伶玫老師前往光華女中鷹揚計劃。 

 05月 13日休閒事業管理系潘盈仁老師前往水里商工鷹揚計劃。 

 05月 13日休閒事業管理系王逸峰主任前往台南高商鷹揚計劃。 

 05月 17日休閒事業管理系蔡必昌老師前往台南海事鷹揚計劃。 

 05月 15日休閒事業管理系施鴻瑜老師前往長榮中學鷹揚計劃。 

 餐旅管理系獲得南台科技大學101年度學術關鍵績效指標(KPI)競賽於全校27個學術

單位獲得貢獻獎第一名。 

 餐旅管理系申請 102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通過。 

 餐旅管理系申請本年度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通過 5件，指導老師分別為萬

金生、蘇家愷、鄭淑勻、林美蘭等老師指導學生申請。 

 餐旅管理系蔡宏儒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設烘焙丙級證照輔導班，共計授課 36小

時，輔導 25位同學，預計參與 102年度在校生技能檢定。 

 餐旅管理系施慧雯老師配合教學卓越計畫開設西餐烹調丙級證照輔導班，共計授課

36小時，輔導 20位同學，預計參與 102年度在校生技能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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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系施慧雯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西餐製備與實習，聘請台北西華大飯

店湯唯增主廚至本系指導學生及烹調示範，授課 24小時。 

 餐旅管理系余梅香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客務作業管理，聘請台中兆品酒店-楊

惠玫經理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4小時。 

 餐旅管理系蘇家愷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聘請筆心視覺

設計有限公司陳欣如小姐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4小時。 

 餐旅管理系蘇家愷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營養學，聘請凱吉斯披薩店-陳凱淇店

長至本系指導學生及指導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之課程，授課 4小時。 

 餐旅管理系羅尹希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餐旅公關實務，聘請永業汽車-程蒙納

經理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3小時。 

 餐旅管理系林美蘭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餐旅策略管理，南寶高爾夫俱樂部-石

朝輝經理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3小時。 

 餐旅管理系葉佳聖老師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餐旅產業創業研究，聘請阿舍食品管

理部-徐玫鈺經理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3小時。 

 餐旅管理系 5 月份順利完成接洽與分發(100 級)餐旅二甲全班 57 位學生到包含晶華

酒店等全國 29家合作餐旅業實習，預計將於 7月 1日起進行六個月校外專業實習，

並將由本系 14位老師協助到各單位進行實習生訪視工作。 

 企電學程開辦「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 GP版」證照輔導課程(102/03-102/06) 

 企電學程開辦「PMA專案助理」證照輔導課程。(102/03-102/05) 

 企電學程開辦「商用雲端 App入門」證照輔導課程。(102/04-1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