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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05月 28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法學緒論」（四國企一乙）邀請京城

銀行許良宇律師，講題「非典型法律人的二三事-以新種不

動產之金融創新為例」。 

 
  

 05月 28日 

（國際企業系） 

教卓-業師協同授課「法學緒論」（四國企一甲）邀請施旭

錦&陳炳彰聯合律師事務所施旭錦律師，講題「青少年生

活法律」。 

 
  

 05月 28日 

（國際企業系） 

系主任與學生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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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8日 

（餐旅管理系） 

實習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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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座談會盼望同學能將學校所教理念靈活運用到職場生

涯，期勉學生順利完成六個月校外實習。 

 
  

 05月 28日 

（餐旅管理系） 

明道中學蒞臨參訪，由葉佳聖老師協助帶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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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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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美食教學已經辦理相當多

次了，每一次的主題都不相同，充分展現料理無國界之精

神，也促進外籍生與本校學生之間的互動，彼此種下深厚

的友誼。 

 
  

 05月 30日 

（餐旅管理系） 

歡送 98 級畢業生，於 5 月 30 日假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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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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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晚會活動，場面溫馨歡樂。本活動是歷年系學會重點

安排的活動之一，主要感謝師長及學長姊的細心教導，從

活動當中學習待人處事、領導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傳承，

將學生團體自治的精神，永遠流傳。 

 
  

 06月 15日 

（資訊管理系） 

撥穗典禮。

  
  

 06月 15日 

（餐旅管理系） 

配合畢業典禮活動，分別於日間部、夜間部辦理 102學年

度畢業生撥穗典禮，由黃旭怡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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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多師長亦鼓勵學生，勇

敢的往自己夢想前進，

不怕艱辛，並以兩句話

來勉勵所有的畢業生，

「一步一腳印，築夢踏

實」和「有夢最美，希

望相隨」。 

  

 06月 16日 

（國際企業系） 

102學年度入學四技推薦甄選面談。 

  

 06月 20日 由臺南市政府委託本校主辦的「老闆娘學院」，在本院舉

行結訓典禮。包括南臺科技大學戴謙校長、盧燈茂副校長、

臺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王建民代理總幹事、以及南臺

科技大學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楊壽美會長、羅菊梅副會長

等佳賓皆應邀與會。 



商管學院電子報 第二十八期 

第 4 頁，共 8 頁 

 

【師生得獎】 

 0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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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穎等五位同學參加「2013第十六屆全國經營管理實務

專題競賽」榮獲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類佳作。 

  

 05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曾信智老師共同指導學生：林明

萱、蔡佩榕及機械系陳浚卿、楊幃翔參加「2013工業節

能科技」榮獲入圍獎。 

  

 05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曾信智老師共同指導學生：謝佳

錡、林佩雅及機械系林楷翔、詹明翰參加「2013工業節

能科技」榮獲入圍獎。 

  

 05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資管系郭建明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周詩

敏、吳雅琪、李靜婷、方婉柔參加「2013工業節能科技」

榮獲綠色科技組佳作。 

  

 05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曾信智老師共同指導學生：王薇

婷、楊哲涵及機械系黃羽駿、揚哲涵參加「2013工業節

能科技」榮獲綠色科技組入圍獎。 

  
 05月 22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許哲嘉老師共同指導學生：鄭庭

薇、劉亮岑、蔣信竹及機械系柴志傑參加「2013工業節

能科技」榮獲綠色科技組入圍獎。 

  

 05月 2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張烔堡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劉濬

豪、鄭詠歆、林姿君、方偵銀及機械系林宗翰、王日隆、

王羽照、楊勝尹參加「2013第八屆戰國策創業競賽」榮

獲創業組佳作。 

  

 05月 2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生技系褚俊傑老師共同指導學生：林如

玉、張雅筑、張雅涵、吳婉菁、戴伶桂及生技系盧瑋翎、

楊凱麟、涂祐銘參加「2013第八屆戰國策創業競賽」榮

獲創意組優勝獎。 

  

 05月 24日 蔡宗岳老師及電機系許毅然老師共同指導學生：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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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 晴、蔡宇軒、黃玉芳及電機系林明輝、劉子平參加「2013

第八屆戰國策創業競賽」榮獲創意組優等獎。 

  

 05月 2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曾信智老師共同指導學生：林矎

萍、劉雅青、陳瑜沁、王姿驊及機械系王登鐘、黃育德、

李恩豪、郭祐良參加「2013第八屆戰國策創業競賽」榮

獲創意組佳作。 

  

 05月 24日 

（企業管理系） 

楊雪蘭老師及電機系黃基哲老師共同指導學生：王亭

勻、周東緯、張啟賢、胡月綺、黃庭緯及醫電系王沐凱、

蔡哲霖、林敬展、蕭景洲、蔡政宏參加「2013年第八屆

戰國策創業競賽」榮獲佳作。 

  

 05月 24日 

（企業管理系） 

楊雪蘭老師及機械系陳沛仲老師共同指導學生：翁浩

耀、楊佳蓉、洪瑋倫、黃致翔及機械系何景義、謝百凱、

朱展明、李侑林參加「2013年第八屆戰國策創業競賽」

榮獲佳作。 

  

 05月 24日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及朱美琴兩位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13全國大專

院校數位展覽行銷企劃競賽」榮獲第四名，另，張家豪

同學個人獲得中文解說特優獎。 

  

 0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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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1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電機系許毅然老師共同指導學生：曾翊

寧、羅怡婷及電機系張榮傑參加「第二屆友達綠色方舟

獎」榮獲永續應用提案組白金獎。 

  

 06月 02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及施慧雯老師共同指導林志叡同學參與「第

19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榮獲國產酒傳統組佳作。 

 
  

 06月 02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及施慧雯老師共同指導王上豪同學參與「第

19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榮獲國產酒傳統組佳作。 

  

 06月 06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電機系許毅然老師共同指導學生：柯姿

羽、姜姵吟及電機系周士平參加「2013全國大專盃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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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榮獲金湯科技有限公司特別獎。 

  

 06月 07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魏慶華老師共同指導學生：羅子

涵、林予方及機械系王俊凱、賴盈豪、楊明祥參加「2013

創意生活企劃競賽」榮獲第三名。 

  

 06月 08日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老師及創產系林佳駿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第二屆

地球行動家企劃競賽」榮獲企劃入選。 

  

 06月 1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許哲嘉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吳宜玲、

王俞欣、劉亞鑫及機械系許原誌、彭議陞、黃世國參加

「2013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榮獲創新產品組第一名。 

  
 06月 1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指導學生：張雅涵、吳婉菁、戴伶桂、吳修

帆參加「2013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榮獲創新產品組

初賽佳作。 

  

 06月 1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資管系郭建明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周詩

敏、吳雅琪、李靜婷、方婉柔及資管系郭柏廷、陳建彰、

許雅雯參加「2013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榮獲創新產

品組初賽佳作。 

  

 06月 14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曾信智老師共同指導學生：陳瑜

沁、劉雅青、林矎萍、王姿驊及機械系王登鐘、李恩豪、

郭祐良參加「2013全國微型創業創意競賽」榮獲創新產

品組初賽佳作。 

  

 06月 15日 

（國際企業系） 

楊維珍老師及創產系林佳駿老師指導學生參加「TIC 

MONGOLIA “ECOPRENEUR 2013” th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in eco-friendly sector」榮獲

第一名。 

  

 07月 01日-08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及施慧雯

老師共同指導廖乙哲

同學參與「Bar Pro 

Flair Challenge Asia 

Final 2013」及「Stars 

War Bali World Flair 

Championship 2013」

花式調酒競賽榮獲佳

作。 

  

 07月 03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莊承鑫老師共同指導學生：陳瑜

沁、蔡宇軒、王詩晴、簡奕琦及機械系李文妤、王柏翔

參加「2013 創新致勝 引領未來-創新創意創業競賽」榮

獲現場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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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03日 

（企業管理系） 

楊雪蘭老師與機械系陳沛仲老師共同指導學生：翁浩

耀、楊佳蓉、洪瑋倫、黃郅翔、莊立榮及機械系高永發、

吳宜靜、賴怡寬參加「創新致勝 引領未來-創新創意創業

競賽」榮獲人氣獎。 

  

 07月 11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生技系褚俊傑老師共同指導學生：林如

玉、張雅筑及生技系涂祐銘、胡國勳、李以文、參加「2013

年千里馬盃全國創業競賽」榮獲銅牌獎。 

  

 07月 11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及機械系張烔堡老師共同指導學生：余姵

儀、劉濬豪、紀佩如、曾馨儀及機械系王宇照參加「2013

年千里馬盃全國創業競賽」榮獲佳作獎。 

【其  他】 

 財務金融系張永佶老師 06月 28日-07月 28日至澳洲雪梨大學參加英文教學進修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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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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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系由羅尹希老師、林美蘭老師帶領學生協助行政院院長蒞臨外場服務。

(102/5/26) 

 餐旅管理系獲得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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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天下大飯店與桂田酒店合

作，學生 2天於學校上課，3至 4天到業界工作，於 102學年度開始招生。 

 餐旅管理系分別於 07月 12日以及 07月 26日辦理 102學年度雙軌旗鑑專班面試工

作，共有 46位考生參加面試。 

 餐旅管理系辦理 102學年度四技推甄面試工作，共有 169位考生參加面試(102/6/16) 

 餐旅管理系黃旭怡主任擔任行政院勞委會第 43屆全國技能競賽西點製作命題與三區

分區賽總裁判長(102/05)。 

 餐旅管理系黃旭怡主任擔任第 42屆國際技能競賽國際裁判，協助行政院勞委會訓練

台灣西點製作國手近 1 年，於 7 月初與行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吳三貴局長等代表團，

前往德國參加第 42屆國際技能競賽，並獲得銅牌獎。 

 餐旅管理系黃旭怡主任、施慧雯老師、蔡宏儒 3 位老師申請 102 學年度教育部學海

築夢（海外實習）計畫共 3案通過，共獲得 192萬元補助，擬帶領 19位同學前往美

國與新加坡進行海外餐旅專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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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案各獲得 5 萬元補助，共

25萬元。 

 餐旅管理系於 06月 16日-18日辦理 102年度在校生丙級檢定-中式麵食職類以及 06

月 14日辦理西餐烹調檢定。 

 餐旅管理系於 06月 23日-25日辦理 102年度在校生丙級檢定-烘焙職類。 

 餐旅管理系於 07月 03日-05日辦理全國技能檢定乙級檢定-中式麵食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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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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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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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企業系曾盛杰老師赴新豐高中擔任模擬面試委員(2013/6/7)。 

 國際企業系楊維珍老師赴福予工作室進行暑期企業研習(2013/7/1~7/5) 

 國際企業系朱美琴老師赴台灣經濟研究院進行暑期企業研習 (2013/7/15~7/26)。 

 國際企業系 101學年度暑期有 18位學生分赴 10家機構進行企業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