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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07月 31日 

（餐旅管理系） 

聯合環控科技有限公司與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

會，假本校 N棟音樂廳辦理「102年餐飲安全管制系統與

環保研討會」，主要探討近期食品產業接連發生使用過期

原料、添加非法的修飾澱粉、販賣過期食品與廉價化學醬

油等食品案件，以及「食品添加物」相關主題、「食品微

生物檢測與運用範圍」等系列課程，活動由本系葉佳聖老

師協助辦理，會中邀請校長蒞臨致歡迎詞，以及由賴明材

院長、沈韶儀總務長、黃旭怡主任、蘇家愷教授分別擔任

引言人。 

 
  

 08月 06日 ACCSB 華文商管學院認證顧問輔導─劉水深教授、周逸

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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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03日 

（餐旅管理系） 

辦理「親師座談會」，由黃旭怡主任以及新生班導師葉佳

聖、黃煥堯老師與新生家長介紹本系教學特色及環境，與

新生家長近距離互動交流並回答問題，獲得家長良好回應。 

 
  

 09月 03日 

（財務金融系） 

舉辦 102學年度「親師座談會」。 

 
  

 09月 03日 

（國際企業系） 

國企系親師座談會。 

 
  

 09月 03日 

（資訊管理系） 

親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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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04日 

（財務金融系） 

102學年度新生訓練-與系主任有約。 

 
  

 09月 04日 

（資訊管理系） 

新生與系主任有約。 

 
  

 09月 05日 

（餐旅管理系） 

本校於今年新生訓練課程，特安排系主任及導師時間，黃

旭怡主任分別至兩班新生班級以個人求學生涯經歷與各位

同學分享，並勉勵期許新生同學可提早對個人生涯進行規

劃安排。 

 
  

 09月 11日 

（企業管理系） 

辦理「教學卓越計畫」大一生涯探索講座，聘請畢業學姐

龍靜美、陳雅玲到校演講，藉此活動提供大一新生對於未

來發展的目標的規畫，並透過與學姊的交談了解目前職場

趨勢，在課程進行中也能夠傳授學弟妹面對未來挑戰應具

備的態度，講題：「生涯就業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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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2日 

（餐旅管理系） 

葉佳聖老師本學期

執行「102年度典範

科技大學國際美食

課程學產一貫學

程」，由本系系主任

與「樞紐科技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黃怡菁

顧問代表，共同簽訂

備忘錄。 

 

  

 09月 15日 

（餐旅管理系） 

施慧雯老師與「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進

行產學合作，於中秋節前夕，假餐旅系宴會廳辦理「自立

少年餐旅職涯探索之旅」活動，除了陪這些自立少年歡度

中秋節共享佳節氣氛，透過聚會彼此熟識，分享生活經驗

外，更期待在本次活動中學習西餐禮儀和製作蛋黃酥和中

秋月餅，並經由實際體驗對餐旅業有初步認識。 

 
  

 09月 16日 

（餐旅管理系） 

實習輔導委員會梁仲正老師協助辦理「學生實習經驗分享

暨志願選填說明會」，說明實習該注意事項、應對能力，

以及邀請上學期實習學長姐分享各部門實習經驗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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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8日 

（餐旅管理系） 

系學會辦理期初系大會，由系學會幹部籌備規劃活動，與

系上老師及各位同學介紹本學期幹部成員以及預告將舉辦

的活動內容。 

 
  

 09月 18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系新生班導師葉佳聖、黃煥堯老師規劃辦理大一生涯

規劃講座，邀請第一屆畢業系友吳玟頻(現職於東吳家商餐

飲科教師)，到場現身說法，與大一新生介紹畢業前應具備

之能力，並建議學弟妹應於就學期間藉由參與競賽、活動

及考取證照來培養一技之長，提早對就業進行準備與規劃。 

 

【師生得獎】 

 08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胡永輝老師指導同學洪子絜參加「第九屆國際美食養生

大賽（南洋盃）」菁英組-藥膳養生熱菜，榮獲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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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14日 

（餐旅管理系） 

蔡宏儒老師指導同學蔡宜涓參加「第九屆國際美食養生

大賽（南洋盃）」菁英組-素齋養生麵點，榮獲金獎。

 
  

 08月 24日 

（餐旅管理系） 

蔡泓祐同學參加「2013台灣西瓜節」西瓜果雕競賽-社會

組，榮獲金牌。 

 
  

 09月 02日 

（餐旅管理系） 

餐旅系蔡宏儒老師指導同學游盛閔及陳品吟參加「第 43

屆全國技能競賽」麵包製作職類組，分別獲得第二名及

第四名之榮譽。 

 
  

 09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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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吾科技

大學辦理「2013全國大專院校三創行銷企劃競賽」榮獲

行銷創意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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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財務金融系 101學年度暑期有 51位學生分赴 16家機構進行企業實習。 

 企業管理系林育德老師辦理行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補助開設『創新故事式行銷』就業學

程，計畫總經費約 75萬元，計畫執行期間：102/07/01~103/08/31。 

 企業管理系魏虎嶺老師辦理「102學年度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

務計畫」-知識管理系統應用之探討，計畫總經費約 15 萬元，計畫執行期間：

102/07/08~102/09/11。 

 國際企業系許淑媖老師執行 102年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帶領國際志工前往

加勒比海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2013/7/16~8/1)。 

 國際企業系林靖中主任赴協奏曲整合行銷公司進行暑期企業研習(2013/7/29~8/2)。 

 國際企業系許淑媖老師獲選全英語授課種子教師，，前往澳洲西雪梨大學進行知能培

訓工作坊移地訓練(2013/8/4~9/1)。 

 國際企業系梁文科老師赴外貿協會台南辦事處參加「品牌經理人企劃實戰營」 

(2013/8/24~10/12)。 

 國際企業系梁文科老師參加三星科技辦理「HLM 階層線性模式基礎班」研習 

(2013/8/26~8/27)。 

 餐旅管理系於 102年 6月 16日~6月 18日辦理 102年度在校生丙級檢定-中式麵食

職類以及 6月 14日辦理西餐烹調檢定。 

 餐旅管理系於 102年 6月 23日~6月 25日辦理 102年度在校生丙級檢定-烘焙職類。 

 餐旅管理系於 102年 7月 3日~7月 5日辦理全國技能檢定乙級檢定-中式麵食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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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系申請 102年度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通過，於 102學年度開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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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管理系余梅香老師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國際禮儀，聘

請尤那經紀公司-賈若宸經理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4小時。 

 餐旅管理系蘇家愷老師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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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小時。 

 餐旅管理系葉佳聖老師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執行業師協同授課課程-飲料製備，聘

請瑪琪哈朵咖啡店-洪岫孟店長至本系指導學生，授課 3小時。 

 餐旅管理系葉佳聖老師於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於 10月份起每週

六日開設飲料調製證照輔導班丙級，共計 36小時，預計輔導 30名同學參加年底「即

測即評即發證」證照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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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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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系黃旭怡老師獲教育部補助 101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經費，帶領 1

位同學前往美國賓州 Best Western國際連鎖旅館實習。(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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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系蔡宏儒老師獲教育部補助 101 年教育部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經費，由共同

主持人施慧雯老師帶領 3 位同學前往美國 LA Best Western 國際連鎖旅館實習。

(10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