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102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學期學期學期學期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招生委員招生委員招生委員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會會議紀錄會會議紀錄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3 月 26 日(三)下午 16:26 

地點：D302 教室 

主席：鍾起岱主任                                                  記錄：張欣茹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1、申請入學今天已經公布，本系要收 9 位，總有 48 位申請，已安排二位老師負責連絡學生，

追蹤後續登記意願。名單中只有一位是口袋名單（五育高中）。 

2、主任這邊每週都會篩選名單請老師們幫忙聯絡，如果您連絡的學生有入學，那這位學生的

績效就是該位老師的。 

3、老師們去招生宣導可多強調未來就業方向，我們觀光系的就業市場是很廣的，學生在學實

習時，如果表現的好都會被廠商留下來，這樣就比其他同學更早有工作。另外也可宣傳在校

學生的競賽表現、畢業系友的卓越表現等。 

4、日間部招生總量 高中生 

高職生 身障甄試 

(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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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教師回報招生狀況教師回報招生狀況教師回報招生狀況教師回報招生狀況：：：： 

No. 教師 招生學校 進度 

1 鍾起岱 

大慶商工、同德家商、
大明高中、僑泰高中、
同德家商、嘉陽商工、
致用商工、大湖農工、
仁愛高農、台中高農、
青年高中、大成商工、
明台中學、達德商工、
正德高中、大德高中、
中興商工、白河商工、
竹山高中、中興高中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2/26 日安排嘉陽商工兩班同學參訪本系，請張穎文與張俊忠兩位老師協助；大成商工自 2/14 日起輔導，請黎永松及葉仲任協助；仁愛高農 2/14 日下午輔導，請張穎文老師協助，曾亮怡語顏妏倩老師若有空可一起去。另外員林家商預定 5 月 8日、大湖農工預定 5/12 參訪本系，員林高農預定 2 月 21 日或3 月 7 日參訪，安排好了，再請老師幫忙。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14 大成商工、仁愛高農輔導/招生宣導 

2/20 拜訪三育高中,玉山高中,宏仁高中,大明高中,五育高中,弘文高中,青年高中。 

2/27 農林農工輔導 【近期進度】 

4/1 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應屆畢業班級入班生涯（升學）輔導活動 

3/14 大成高中、白河工商宣導 

3/18 拜訪明台高中林垂益校長與觀光事業科商談合作事宜 

3/25 青年高中宣導 

2 廖俊煌 
大慶商工、同德家商、
宜寧高中、水里商工、
中興高中、南投高中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尚未聯絡。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無 【近期進度】 

3/6 嘉陽高中招生宣導後約有四位同學有意願,繼續聯繫。 

4/1 大慶夜間部招生宣導 

4/16 同德家商招生宣導 

3 張穎文 

嘉陽商工、致用商工、
仁愛高農、台中高農、
慈明中學、崇實高中、
明台中學、達德商工、
正德高中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預計三月拜訪。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20 拜訪三育高中,玉山高中,宏仁高中,大明高中,五育高中,弘文高中,青年高中。 【近期進度】 

3/18 拜訪明台高中林垂益校長與觀光事業科商談合作事宜 班上有同學介紹轉學生進來 

4 葉仲任 青年高中、水里商工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上週有到青年拜訪、水里有電話聯繫。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無 【近期進度】 

5 黎永松 

大明高中、僑泰高中、
大成商工、五育高中、
新民高中、玉山高中、
大德高中、中興商工、
苗栗農工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已與大明觀光科(張美倫老師)、僑泰(廖老師)、新民(劉教練)聯繫。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20 拜訪青年高中。 

2/24 拜訪三育高中,玉山高中,弘文高中,大明高中。 

2/25 拜訪五育高中,永年高中。 

2/27 拜訪五育高中班級宣導。 【近期進度】 

4/1 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應屆畢業班級入班生涯（升學）輔導活動 

3/14 大成高中宣導 

3/18 拜訪明台高中林垂益校長與觀光事業科商談合作事宜 目前手上有五育 1 張、秘書書(靜惠)提供 1 張、和良倩老師招
7 張(獨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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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教師 招生學校 進度 

6 黃麗安 
員林農工、員林家商、
大里高中、嶺東高中、
明道中學、宜寧高中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已與員農實習處(蔡主任)、員家(蔡小姐)、嶺東(廖老師)聯繫。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20 拜訪賴靜會女士，已確定會於下學年進入進專觀光一甲就讀 【近期進度】 進期有拜訪員家、員農的老師。今天也有繼續與他們聯繫 

7 曾亮怡 白河商工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預計 2 月底前會拜訪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無 【近期進度】 

3/14 白河工商宣導 

3/25 青年高中宣導 

5/19 已安排至白河工商進班宣導 手上有二位大慶的名單,會再繼續聯繫 預計達德商工辦招生博覽會時會去宣導 

8 顏妏倩 慈明中學、崇實高中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無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20 拜訪三育高中,玉山高中,宏仁高中,大明高中,五育高中,弘文高中,青年高中。 【近期進度】 

3/18 拜訪明台高中林垂益校長與觀光事業科商談合作事宜 開始聯繫手上學生名單聯解意願,後續會在往技優的方面來招,宣傳免收學費的資訊 

9 洪良倩 
員林家商、五育高中、
新民高中、南投高中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無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20 拜訪三育高中,玉山高中,宏仁高中,大明高中,五育高中,弘文高中,青年高中。 

2/27 拜訪五育高中班級宣導 【近期進度】 

3/14 大成高中宣導 和永松老師招 7 張(獨招) 有和新民高中聯系,有意進專入學的同學 

10 吳姿音  

【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無 【3/3 第二次系務會議】 
2/25 拜訪文興高中 【近期進度】 

11 黃盈嘉  
【近期進度】 

3/25 和文興高中資處科老師聯繫,願意幫忙 

@接待來訪學校接待來訪學校接待來訪學校接待來訪學校：：：： 

No. 日期 學校 活動 協助老師 

1 2/21(五) 
員林農工/休閒農業科 

9:00到校參訪景觀系、時尚系、觀光系、運促系 

13:00日月潭大淶閣 

鍾主任、黎永松、張穎文、顏妏倩、曾亮怡 

2 2/26(三) 
嘉陽高中/應用外語科 

9:00到校參訪觀光系、13:00日語文化體驗(洪老師負責)/房務體驗(俊忠老師負責) 鍾主任、黎永松、張穎文、張俊忠、洪良倩、黃麗安 

3 4/16(三) 仁愛高農 上午參訪本系、下午參訪-台中華府/松霖旅行社  

4 5/8(四) 員林家商 上午參訪本系、下午參訪-麗寶樂園  

5 5/12(一) 大湖農工 上午參訪本系、下午參訪-東勢林場  

6 5/21(三) 台中高農 上午參訪本系、下午參訪-日月潭大淶閣  

@招生組招生組招生組招生組-分班宣導分班宣導分班宣導分班宣導：：：： 

No. 日期 學校 科系 協助老師 備註 餐飲管理科1 鍾起岱 
1 103.03.05(三) 大慶商工 餐飲管理科2 張穎文 

 餐飲管理科 廖俊煌 
2 103.03.06(四) 嘉陽高中 應用外語科 張穎文 

9:00該校輔導室集合 觀光三甲 鍾起岱 
3 103.04.01(二) 恆春工業職業學校 餐管三甲 黎永松 

畢業班級入班生涯（升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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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3.04.01(二) 大慶商工(進修學校) 餐飲管理科2 
廖俊煌、  張穎文 

18:40該校進修部集合 觀光事業科1 黎永松 
5 103.04.08(二) 明德女中 應外科-日文 黃麗安 

18:35該校進修部集合 觀光科1 黎永松 
6 103.05.12(一) 玉山高中 觀光科2 顏妏倩 

12:30該校輔導室集合 

 

參參參參、、、、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