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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六月中旬，教育部公佈 98 科大評鑑的成績，本校與台北科技大學並列第一名，

而本院所有系所及學院都獲得一等成績，這是全壘打佳績，有如此的佳績，感謝各位主

任、老師及同學的努力與付出，也希望大家繼續保持創新及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未來的挑

戰。 

在七月底陸續公佈國科會計畫中，本院各系所教師共獲得 29 件國科會計畫（含產

學應用計畫），雖比去年退步，但在競爭激烈的申請環境中，仍是不錯的成績，恭喜獲

得國科會計畫的各位老師，也請各位老師遵守國科會經費使用的規定，未來在審查各位

老師計畫經費的核銷案件中，會計室與學院將作嚴格的把關。 

本校積極推動企業產學合作，由於本院起步較晚，97、98學年度的成績相較於 96

學年度看似有大幅的進步，展望 99 學年度未來的成績，更需要大家的加入。我想每位

老師都應對系所績效作出貢獻，校方沒有要求老師什麼都要發展，但要請各位老師找出

自己對系所績效貢獻的定位，如果每位老師都找到自己的定位，那麼，各系的發展就是

具體有成效、多元有展望。 

目前，商管學院積極推動各系碩士班以個案教學法來授課，而個案教學法也是現在

管理教育的趨勢，希望有興趣的老師能積極加入，初期以個案教學法授課所需的個案費

用將由商管學院來負責，以顯示本院對於個案教學法投入的積極態度。 

最後，敬祝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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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 院長  賴明材 

【活動看板】 

 02月 01日-07月 31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三明治專業實習─四技三年級共有 18 位學生於前往全

國各大休閒產業進行 6個月。老師（南投地區：陳春安、

嘉義地區：江昱仁、雲林地區：柯伶玫、台北地區：沈

明正）前往部份實習單位進行訪視，關心學生實習狀況

是否有需要協助，並至業界與各實習單位主管溝通聯

繫，追蹤學生在外實習的狀況。 
 
沈明正老師至台北長榮桂冠及台北王朝 

 

  

 04月 30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蔡必昌老師舉辦「2010旅遊趨勢研討會」。 

 
  

 05月 20日 

（資訊管理系） 

邀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戴顯權教授演講「視訊通訊

之錯誤控制」。 

 
  

 05月 25日 馬來西亞培風中學參訪教學設備與教學方式，並洽談下



商管學院電子報 第十期 

第 3 頁，共 17 頁 

（餐旅管理系） 學年度由該校派遣老師至本校餐旅系修課與培訓事宜。 

 
  

 05月 26日 

（國際企業系） 

國際商情分析就業學程講座「”拼”出你的未來」，主講：

華碩電腦王祖健經理。 

 
  

 05月 26日 

（餐旅管理系） 

辦理 95 級畢業生送舊活動，由系學會籌備規劃晚會活

動，活動精彩，場面溫馨歡樂，除一連串表演活動外，

會中並由黃旭怡主任頒獎表揚本屆表現優異之畢業

生，給在場所有畢業生加油鼓勵。 

 
  

 05月 26日、28日 

（餐旅管理系） 

余梅香老師帶領一年級學生參訪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

際大飯店，參觀飯店房間、餐廳，以及其他各樓層設施，

並於飯店的餐廳享用精緻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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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香格里拉飯店的經理正與我們一年級同學在做有

關飯店的 Q＆A，讓我們同學可以更了解有關飯店的運

作及人員雇用 
  

 05月 26日 

（財務金融系） 

國華人壽提供本系每學期學業優良獎學金，獲獎學生為

四財三甲賴盈娟、四財三乙洪莉婷、二財三甲高志豪。 

 
  

 05月 28日 

（資訊管理系） 

邀請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劉守仁講師教授「南區

BMCA及 CRMA證照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商管學院電子報 第十期 

第 5 頁，共 17 頁 

 05月 28日 

（國際企業系） 

企業研究方法就業學程講座「從藝術拼布談手工藝創

業」，主講：台灣螞蟻拼布研究會林幸珍理事長。 

 
  

 06月 01日 

（餐旅管理系） 

中國浙江嘉興職業技術學院蒞臨參訪，由黃旭怡主任及

施慧雯老師分別針對該系專業教室、教學設備以及教學

方式詳盡介紹說明。 

 
  

 06月 02日 

（資訊管理系） 

接待大陸嘉興職業技術學院陳杰、方玉燕老師參訪。 

 
  

 06月 02日 

（財務金融系） 

邀請凱基期貨吳孟哲副總進行專題演講「期權市場介紹

與期權實務交易概論」。 

  

 06月 02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邀請賀誠管理顧問公司劉文宏顧客至校演講，演講主題

「流行行銷與時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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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2日 

（國際企業系） 

舉辦英文話劇比賽。 

  

 06月 02日 

（國際企業系） 

接待嘉興職業技術學院來訪教師—楊建國、李愛香副教

授、項捷講師。 

 
  

 06月 04日 

（國際企業系） 

企業研究方法就業學程講座「醫護器材外銷之策略」，

主講：大老巷護康科技（股）公司彭紹與總經理。 

 
  

 06月 04日 

（資訊管理系） 

高雄市三民家商參訪。 

 
  

 06月 04日 

（資訊管理系） 

邀請日本 Kyushu University Kouichi SAKURAI教授蒞

校演講「 Privacy-Preserving Protocols in Domain 

Name System - Applic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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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4日 

（資訊管理系） 

邀請樹德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林峻立助理教授演講「不

再魚目混珠的網路釣魚攻擊-網址嫁接」。 

 
  

 06月 04日 

（國際企業系） 

國際商情分析業學程講座「印度市場外銷業務人員應具

有之能力」，主講：南寶樹脂許晉福經裡。 

 
  

 06月 06日 

（資訊管理系） 

舉辦 TQC專案管理認證考試。 

 
  

 06月 08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舉辦教師公民營研習，研習地點：高雄宜家家居及統一

夢時代購物中心，共 13位教師參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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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9日 

（企業管理系） 

統計學教師團計畫案撰寫經驗談。 

 
  

 06月 09日 

（資訊管理系） 

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

產業發展協進會陳維

民專案經理演講「介紹

ISMS的稽核、導入、

建置經驗談」。 

 

  
 06月 09日 

（國際企業系） 

國際商情分析業學程講座「貿易這條路—從實務面談貿

易」，主講：得運國際(股)公司歐書仲業務經理。 

 
  

 06月 09日 

（餐旅管理系） 

萬金生老師協助辦理「2010 南台盃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RFID 競賽」藉由學生利用 RFID 技術開發出新的產品

應用，來落實產學合作實務，再透過創意競賽的方式，

讓學生不僅將所學之理論與實務作結合，並期望開發出

新科技之商品，成為一個兼具專業與創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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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0日 

（餐旅管理系） 

於宴會廳舉辦餐旅系第一屆畢業生謝師宴晚會，由餐旅

四甲全班共同策劃演出，包含場地佈置、活動主持、各

項表演等，特別是現場每位來賓所享用的餐點佳餚，同

樣由該班同學擔任大廚親手烹調，以及擔任外場服務人

員招待現場來賓。晚會除邀請餐旅系師長外，更邀請到

本校戴校長、吳副校長以及賴院長蒞臨共襄盛舉，並分

別給予在場畢業生加油勉勵。 

 
  

 06月 10日、17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邀請鼎新電腦（股）公司講師陳曉芳為大三學生演講，

演講主題「ERP 配銷模組介紹」  及「ERP 生產/製造

模組介紹」。 
  

 06月 11日 

（財務金融系） 

舉辦「供應鏈金融教學」觀摩會，由會資系洪崇文主任

主講「供應鏈金融電子化環境下的運用--企業 ERP系統

與銀行 SCF系統之串聯」，國企系許淑瑛老師分享供

應鏈學習成果，蕭文婷老師講解「供應鏈金融之應收帳

款承購/融資系統實務與應用」。 
  

 06月 12日 

（資訊管理系） 

畢業撥穗典禮。 

 
  

 06月 12日 

（財經法律研究所） 

與台南律師公會共同舉辦「企業法律名家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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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2日 EMBA畢業撥穗典禮。 

 
  

 06月 12日 

（財務金融系） 

舉辦「畢業生撥穗典禮」 

 
  

 06月 12日 

（國際企業系） 

舉辦系友會。 

  

 06月 12日 

（餐旅管理系） 

於宴會廳舉辦 95級畢業生畢業撥穗儀式暨茶會活動，

由系學會籌備規劃，除邀請應屆畢業生與師長蒞臨，當

日更有不少畢業生家長前往共襄盛舉，與畢業生合影留

戀。活動當日由現場師長給予畢業生勉勵與祝福外，並

由黃旭怡主任完成在場每位畢業生撥帽穗儀式。 

 
  

 06月 12日-13日 

（企業管理系） 

舉辦 ACA-Flash國際認證學生種子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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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5日 

（餐旅管理系） 

成立第一屆系友會，由林美蘭老師擔任系友會召集人並

遴選出會長以及副會長等幹部。 

 
  

 06月 15日 

（企業管理系） 

統計學教師團期末統計教學檢討。 

  

 06月 15日-18日 

（餐旅管理系） 

梁仲正老師及張美蘭老師協助台南市觀光局於服務教

室教授餐旅服務技術訓練課程(餐旅服務技術與房務服

務工作)，協助觀光局培訓共 50位成員。 

 
  

 06月 17日 

（財務金融系） 

暑假企業實習說明會。 

 
  

 06月 18日 

（餐旅管理系）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餐旅管理學院蒞臨參訪，由黃旭怡主

任及蔡宏儒老師、施慧雯老師親自接待，分別針對該系

專業教室、教學設備以及教學方式詳盡介紹說明並洽談

兩校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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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24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舉辦教師公民營研習，研習地點：統昶行銷及義大購物

中心，共 26位教師參與研習。 
  

 06月 25日-27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春安老師舉辦「C級自行車證照」活動。 

 
  

 06月 30日 

（餐旅管理系） 

萬金生老師承辦「2010國科會計畫撰寫工作坊」，針對

年輕學者給予指導，協助發展「計畫書」策略及撰寫，

活動主要邀請有志申請國科會計畫之大專校院教師一

同共襄盛舉。 

 
  

 07月 01日-8月 15日 黃旭怡主任以及施慧雯老師獲得 98年教育部學海築夢

計畫案補助。下圖為施慧雯老師於 7月初帶領許香妍、

曾惠敏同學至美國佛羅里達州 Teak餐旅集團實習並與

當地總經理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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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 08日-09日 

（休閒事業管理系） 

石慶賀老師舉辦「99年暑假遊學台灣－北門鹽場鹽村生

活體驗活動」。 

 
  

 07月 15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指導學生：王文慶、宋秀謹、蔡宛臻、林詩

涵與莊佩綺以「i-Light線上設計平台」入圍 2010年第

三屆行銷企劃競賽。 

  

 07月 23日 

（行銷與流通管理系） 

SOLE物流國際證照考試共 100位學生通過考試，取得

證照。 

【師生得獎】 

 06月 04日 

（國際企業系） 

梁文科老師、王派洲老師指導學生參加「2010全國大專

院校創意行銷企劃競賽」榮獲佳作。 

  

 06月 04日 

（財務金融系） 

張上財老師指導張簡鎮遠同學參加由嘉義大學主辦「雲

嘉南地區大專院校虛擬投資交易競賽」，榮獲第二名，獲

得獎狀一只及獎金捌仟元整。 

  

 06月 25日 

（財務金融系） 

何啟銘主任指導林志勳、侯雅文、黃雅靖同學參加「2010

大中華證券暨期貨投資模擬競賽」，獲得最佳績效基金第

七名。 

  

 05月 28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施慧雯老師指導學生王祥勇、廖乙哲、莊

斯婷同學參加「第 16 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於 636

人次的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獲多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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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4日 

（餐旅管理系） 

黃旭怡主任、蔡宏儒老師、施慧雯老師、梁仲正老師指

導學生張庭綺同學參與「第 40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競

賽麵包製作職類獲得麵包製作職類第三名。 

 
  

 06月 04日 

（餐旅管理系） 

鄭淑勻、梁仲正老師分別指導學生參加「2010年行銷資

料分析競賽榮獲佳作二名。 

 
  

 06月 15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與視傳系黃綝怡老師共同指導企管系張晨

儀、王靜儀、侯文華、鄂銘君等學生與黃郁哲及電機所

楊旻蒼學生與設計學院商設系宋雪菁學生，選定電機系

魏兆煌老師的作品：數位式電纜測試儀加值成為

CHECKEZ產品，榮獲 2009創新蜂巢商品化企劃競賽第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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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5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與電機系陳世中老師共同指導企管系林家

伃、朱佳紋、吳秀卿、陳雁柔、王冠勝及陳世峰與電機

系蘇勁宇及機械系鄭益聰等學生，選定由電機系陳世中

老師的作品：智慧型語音飲水機，榮獲得蜂巢競賽第四

名。 

  

 06月 18日 

（餐旅管理系） 

施慧雯老師指導西餐烹隊團隊學生榮獲本校「校園創業

基金」補助。 

 

  

 06月 18日 

（企業管理系） 

蔡宗岳老師指導學生參加本校舉辦之校園創業基金遴

選，共有四組隊伍獲得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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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26日 

（企業管理系） 

李東杰老師獲 2010商業現代

化學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07月 03日 

（餐旅管理系） 

廖乙哲同學參加 2010 Love Beer Flair Stars於單人花式

調酒項目中獲得季軍。 

  

 07月 19日 

（餐旅管理系） 

廖乙哲同學參加 2010 SKYY Vodka Global Flair 

Challenge台灣區資格賽以及第二屆夜戰國際調酒大賽-

國際花式調酒對戰組榮獲冠軍 

 
 

【學術參與】 

 國際企業系許竹君老師參加中國上海「2010 IACMR Shanghai Conference」國際研

討會。 

 國際企業系鄭美幸老師參加日本九州「BAI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國際研討會。 

 99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研究計畫，國際企業系榮獲四件。 

指導教師 學生 計畫名稱 計畫執行期間 經費 

王派洲 吳鴻琪 
結合基因演算法與粗糙集合進行股票買賣決策

支援 
2010/07/01~ 
2011/02/28 

47,000元 

張淑玲 毛琬婷 
文化創意與社區工藝產業結合之初探研究-以手

工藝為例 

2010/07/01~ 
2011/02/28 

47,000元 

余泰魁 薛凱文 原住民工藝坊行銷、營運管理之研究 
2010/07/01~ 
2011/02/28 

47,000元 

曾盛杰 鍾宜娟 人力資源管理作為、策略能力與公司績效 
2010/07/01~ 
2011/02/28 

4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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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旅系萬金生、蘇家愷、林美蘭老師申請國科會專題獲得補助。 

 餐旅系蘇家愷老師榮獲大專生通過計畫 2件；鄭淑勻老師榮獲大專生通過計畫１件。 

 餐旅系蔡宏儒老師赴澳洲藍帶廚藝學院進修。 

 產學合作案：王逸峰老師主持/台南縣觀光景點道路指示標誌調查（99/5/1-6/30） 

     柯伶玫老師主持/游泳池人力管理研究計畫(99/7/1-100/6/30) 

     石慶賀老師主持/休閒遊憩規劃課程授課（99/7/1-99/9/30） 

     蔡必昌老師主持/導遊人員職前訓練計畫 II（99/7/10-9/10） 

【其他】 

 王逸峰及莊惠雯老師主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科台南園區EEWH-WC生態

社區提升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943000元整（99/7/1-99/12/31） 

 王逸峰、凌瑞賢、陳春安、楊平安、江昱仁、蔡必昌、楊智晶等老師取得 C 級自行

車證照。 

 99學年大學部鷹揚計畫，國際企業系許竹君老師 5月 24日赴竹山高中宣導，曾盛杰、

許竹君、詹志明及林士琪老師 5月 27日赴鳳山商工宣導。 

 國際企業系曾盛杰老師與苑泰實業簽訂產學合作案。 

 國際企業系許竹君老師與維樂工業(股)公司簽訂產學合作案。 

 國際企業系王派洲老師取得行政院勞委會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技術士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