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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第七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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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1 年 07 月 02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7 月 02 日(星期一)上午 09：30

地點：D302 教室

主持人：鍾主任起岱 記錄： 張彩鑾

出席人員：鍾起岱、陳彥佑、王昭明、黃麗安、余重信、張穎文、廖俊煌、黎永松、
楊奕源、江美燕、洪良倩

列席人員：張耀升、張甘青

請假人員：葉仲任、白大昌、吳姿音

壹、主席報告： (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本學期課程結束後，由於許多教室及走廊都非常髒亂，主任特安排 6
位同學花了四天時間，逐間清潔乾淨，並均上鎖，期望，下學期開學讓
本系同學有乾淨的上課環境，暑假期間如有使用這些教室的必要，請向
系辦洽借，但須負責清潔。

二、本系企三甲葉純怡同學已安排至通豪大飯店實習，另蕭仲安等 8 位同學
已安排至上順、華府及飛亞三大旅行社短期實習，感謝本系黎永松及鍾
主任的費心，這兩個禮拜，鍾主任會安排至這些場所訪視，有興趣老師
可一同前往。

參、報告事項

一、人事室通知本校專任教師，自七月一日起，暑假期間須在校四日（星期
一至星期四），請老師每天早上 8:30 前及下午 4:30 過後至系辦簽到及
簽退。

二、校友聯絡中心通知須上傳 99 級(去年畢業)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追蹤，需 6
月底前上傳，已將資料寄至畢業班導師信箱，請儘快回傳。

三、有關改大準備資料，請老師們將個人資料夾放置最新資料，於 7 月 10
前交至系辦。

肆、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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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研發處 101 學年度獎補助款專責小組委員會，本系代表委員王昭明老
師因 6 月 1 日起兼任總務長請辭，推薦由黃麗安老師擔任。

決議：通過。

提案二：請老師規劃暑假來校上班時間，如何協助系務推動。

決議：

1. 有關 101 學年度上學期科大訪視所需準備資料，有關老師本身之績效資料及
負責之各委員召集之記錄，請負責老師於 7 月 10 前完成，送系辦助理彙整。

2. 廖俊煌、黃麗安老師提議規劃 101 學年度策略聯盟學生活動競賽，同意辦理，
並已向管理學院爭取到經費，請於 100 年 11 月底前，辦理完成，所需經費請
在 6 萬元額度內辦理，有關可使用之經費科目包括：鐘點費、印刷費、講義
費、誤餐費、場地佈置費等等，請積極規劃辦理。

3. 為增進新生對本系的認同感，請黎永松及江美燕老師規劃新生分區座談會，
預定分南彰化、北彰化、台中市區、台中海線區、台中山線區、南投濁水線
區、南投烏溪線區、台中屯區等八個區域辦理，每區預算估計約 5000 元，所
需經費請在 4 萬元額度內辦理，舉辦時，也歡迎各位老師推薦當日優秀舊生
一起參加。

4. 陳副校長爭取到公部門委辦計畫機會，內容包括：民意調查、教育訓練、研
討會、自行車與觀光座談等等，每案經費約 25-30 萬，其中廖俊煌、黃麗安
老師有意願研提相關計畫，請於下周三（7 月 11 日）前提出構想，陳副校長
預定下週四開會協商。

5. 7 月 8 日（星期日）鍾主任主持之「茉莉花產業計劃」將與花壇鄉農會及花壇
鄉公所等單位合作在花壇鄉老人會館辦理「茉莉頌產業文化活動」，會中將發
表「茉莉花餐及茉莉花酒」、「茉莉花小天使選拔」以及「茉莉花農產市集」
等活動，歡迎老師們共襄盛舉。

6. 7 月 19 日（星期四）鍾主任運用主持之「外語導遊領隊就業學程」經費，在
名間鄉青竹文化園區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為統計出席人數，專兼任教師部
分，請助理彩鑾協助統計，專家學者部分，請黎永松老師協助統計。

7. 本週起，鍾主任將安排至通豪大飯店及上順、華府及飛亞三大旅行社訪視實
習同學，由陳副校長領軍，歡迎有興趣老師一起參加。

8. 其餘各位老師規劃報告事項，敬請積極辦理。

提案三：因應改大後訪視，本系佈告欄，請從新規劃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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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原先各班負責之佈告欄規劃，實施一學期以來成效不彰，由於改大訪視在即，
佈告欄以公佈本系相關成果及師生績效為主。

2. 請本系專任教師自行準備個人研究產學績效海報至少一張，格式為海報 A1
大小，請自行列印好了，交給系助理運用。

3. 教師及輔導之學生相關專業證照請協助蒐集，交給系助理運用。

提案四：本系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任教師超鐘點授課意願表及兼任教師授課一
願表乙案，請討論。

決議：

1.照案通過。

2.專任老師超鐘點部分：因應未來系務發展，請老師按照意願表填寫各項授課意
願及回饋意願，老師本身如有計畫，願意提供工讀時數給系辦也可提出。

3.兼任老師是否續兼部份，請系助理通知兼任老師填報。

4.請老師填寫好後，於 101 年 7 月 20 日前送回系辦彙整，如有捐款，請於 8 月 1
日以前繳交給系助理彙辦。

提案五：審議本系輔導證照一覽表乙案，請討論。

決議：

1.修正通過，如附件。

2.陳副校長建議，將本系專業特色證照考取流程及準備那些參考書籍，分配老師
負責，依照提案三統一格式，製作成海報，可成為本系特色，分配如下:

--現代管理/資訊基礎證照-陳副校長彥佑負責。

--基本語言證照-江美燕老師負責。

--航空訂位證照、外語觀光專業證照、會展產業專業照-黃麗安老師負責。

--飯店管理專業證照-張穎文老師負責。

--觀光週邊產業專業證照-黎永松、廖俊煌老師負責。

--企管專業證照-廖俊煌老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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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決定事項

1.D407 教室地毯請系辦連絡廠商清洗。

2.為因應改大後訪視，陳副校長建議將 D302 教室冷氣汰換及空間佈置重新規劃，
請系辦 8 月後連絡總務處協助處理相關事宜，經費由管理學院支出。

3.有關 101 學年度各年級導師，經通盤考量及協調，調整分配如下：

---四技日間部四年級，仍請張耀升老師擔任導師。

--四技日間部三年級甲、乙班實質併班，請廖俊煌老師擔任導師。

--四技日間二年級甲班仍請黃麗安老師勉力擔任導師，二年級乙班，改請張穎文
老師擔任導師。

---四技日間部一年級甲班，請黎永松老師擔任導師；一年級乙班請江美燕老師擔
任導師。

---四技夜間部一甲，請洪良倩老師擔任導師；二甲請葉仲任老師擔任導師。

---進專一年級請楊奕源老師擔任導師；二年級請王昭明老師擔任導師。

---進二技一年級請鍾起岱老師擔任導師；二年級請葉仲任老師擔任導師。

---日四技企三丙請吳姿音老師擔任導師；企四丙請鍾起岱老師擔任導師。

4.因應學校節約能源政策，希望老師們研究室儘量早上不要開冷氣，或至系辦處
理事情，集中資源應用。下午 12 點以後再開，四點前請關閉冷氣。

5.本系研究室未來新進教師以 2 人一間為原則，至於舊有老師之研究室，則遵重
老師意願做調整，目前擬作以下調整，餘再協商：

---張耀升老師因職缺調整至資管系，研究室與張穎文老師對調。

---江美燕及洪良倩老師共用一間。

----白大昌老師 7 月 31 日離職，研究室 8 月 1 日收回統一運用。

----原商借資管系羅講座教授研究室，羅講座教授 8 月 1 日榮退，收回統一運用。

----楊英杰老師因職缺調整至行銷系，且甚少回研究室，由於與張耀升老師原共
用一間，原則上請協調行銷系提供研究室給楊老師。

---吳姿音老師因職缺調整至行銷系，吳老師經常使用研究室，是否將研究室調
回，請行銷系考量研究室是否足夠使用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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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副校長提醒老師們，如要請假須注意假別天數，勿超過學校規定天數，否則
會被扣薪水。

7.101 學年度迎新事宜，請張穎文老師協助系學生會規劃辦理。

陸、散會(15:00)

柒、附記

附記 1：老師暑假相關計畫：

黃麗安老師：（1）科大訪視教師個人資料彙整。（2）教學、行政單位相關資料彙
整。（3）101-1 學生活動規劃。（4）參加證照研討會。（5）參加公民營機構研
習。（6）拜訪廠商簽訂產學合作計畫。（7）參訪相關系所，recheck「實行旅行
社」專業教室規劃執行事宜。（8）輔導導師班學生暑期生活。

楊奕源老師：（1）擁有導遊職業證照加上汽車營業駕照，可接待大陸自由行，這
是個趨勢，可列如學生輔導項目中。（2）七月份與八月份依據產學合作契約，
必須要到南京公差。（3）年初所申請的人提計畫，應該會被核准，屆時需要與
終教處合作招生開課，詳細時間待公文到校後處理。

黎永松老師：（1）利用暑假期間產學合作廠商簽約。（2）開拓學生校外實習機構，
以利爭取獎補助款。（3） 學生校外實習方案已與通豪大飯店完成成簽約。

廖俊煌老師：在活動規劃方面，本人與黃麗安老師、葉仲任老師擬在 101 學年度
第 1 學期針對高中職學生舉辦觀光與休閒相關的比賽活動，藉此機會提高學校
的知名度，也可提高本系之知名度。此外，為提高高中職老師的參加意願，近
期將研擬活動內容，看看是否可以跟教師研習活動結合，對於參予的高中職教
師給予研習時數，以提高老師帶領學生參加比賽之意願。在推動證照方面，本
人在本學期繼續推動金融市場與職業道德考試，為學生將來考取保險或其他金
融證照鋪路，唯本次通過考試及格門檻的大三學生僅 6 位，此成果有待加強努
力。其他本系推動的各類證照，也請各位任教證照考試相關科目的教師共同推
動學生考取證照數，大家發揮團隊力量，相信可為本系帶來佳績。

王昭明老師：（1）目前產學合作案仍持續進行中，仍持續維護 D404 教室設備，
如解下總務長乙職，可協助系上撰寫計畫。（2）身為總務長仍希望大家共體時
艱，節約用電。（3）在上傳教學歷程檔案，有發現檔案大於 130K 以上，資料
便無法上傳，請系助理將此問題反應給相關單位知悉。

附記 2：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證照認列一覽表

證照類別 證照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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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ACCESS、word、excel、PowerPoint、MASTER)

BMCB(商業基礎管理知能)

IC3(Computer Fundamental, CF、Key Application, KA、

Living OnLine, LOL)

現代管理/資訊基礎證照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多益普及(TOEIC Bridgl)

TOEIC
全球英檢(GET)(A1,A2,B1,B2,C1,C2)

全民英檢初、中級

全民英檢中高級(GETT)

日語檢定(N5、N4)

基本語言證照

日語檢定(N3、N2、N1)

航空訂位證照 Abacus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外語導遊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外語領隊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華語領隊人員

旅行社管理專業證照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華語導遊人員

MICE 初級會展產業專業證照

MICE 中級

飯店管理專業執照(共有 12 種)

AH&LA（CHSP 行銷專員）

AH&LA（CHDT 餐旅訓練師）

AH&LA（MHS 飯店採購專員）

民宿旅館管理專業證照

AH&LA（CHS 餐旅服務督導）

飲料調製(酒類)

西點麵包烘焙乙級

中餐乙級（米食、麵食、葷食、素食、烹調）

泡茶師

汽車駕照(營業用)

CPR 證照

基本救命術(BLS)

成人心肺復甦術

基本創傷救命術(BTLS)

觀光周邊產業專業證照

心肺復甦術加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CPR+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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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員證(Standard First Aider)

門市服務乙級

就業服務乙級

水上活動相關證照(例:帆船、遊艇..)

救生員證照

國際禮儀師乙級證照

ERP 相關證照(企業資源規劃)

供應鏈管理(SCM)

證券商業務員、高級業務員

專案管理(PMA、PMA+)

會計丙級

保險/金融

企管專業證照

顧客關係管理(CRM)

國營事業/公務員專業證

照

國營事業/公務員專業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