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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03 月 03 日(星期一)上午 11：30 

地點：D302 教室 

主持人：鍾起岱主任                                          記錄： 張欣茹助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報告事項 

1.國交中心：調查 102 學年教師評鑑「國際合作與校園國際化」總表及個表。3/6(四)前回覆。 

2.證照組：調查 102-2 教師「證照輔導課程調查表」其為獎助教師獎勵金項目之申請指導

學生取得證照之依據。3/3(一)前回覆。 

3.研發處：填報 102 教師評鑑-研究項。3/4(二)前教師填報完畢。免評老師不需填寫。 

4.國交中心：湖北生態工程職業技術學院駐點教師來訪，交流時程：103.03.03~07.10，

交流老師：旅遊與管理學院付豔講師(女)。觀光系負責接待教師：黎永松老師 

5.人事室：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調查任職十五年以上之教師、職員，擬退休、資遣時程，

請於 3/6(四)前回覆。本系年資超過 15 年者：黃麗安、葉仲任、洪良倩、吳姿音、廖俊

煌老師。  

6.生輔組：請導師於 3/7(五)前回覆「居住通勤調查表」、「賃居學生訪視輔導紀錄表」、「賃

居生租屋處生活安全自我檢查表」。 

7.註冊組：截至 103.02.27(四)統計註冊及未註冊人數。導師聯絡狀況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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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課指組：3/8(六)19:00~21:00 學校舉辦到台中體育大學"看籃球賽幫達欣隊加油"的活

動，歡迎老師帶隊前往觀賽。3/4(二)前回覆。 

決定：1.洽悉，並請依學校規定積極辦理。 

2.尚未註冊同學請導師務必掌握註冊進度予以協助。 

3.本學期修轉退同學超過預期，請老師們務必注意，提早預防。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學生申請102-1沁明向學獎助學金，請核示。 

說明：1.依據「中州科技大學就學補助實施要點」，鼓勵學生積極向學，達成本校全人教

育之目標，於每學期辦理「沁明獎助學金」申請事宜。 

      2.申請名單： 

班級 學生 學號 學業平均分數 操行分數 記過處分 

日二甲 張芸鳴 D10159070 91.45 85 無 

日二乙 張曉玫 D10159107 88.59 87 無 

日三乙 葉彤含 D10035093 94.25 90 無 

日三乙 劉怡靜 D10035090 91.70 90 無 

夜一甲 吳芳綺 O10259139 91.88 81 無 



夜一甲 張景喻 O10259109 90.69 79 無 

夜一甲 張淑美 O10259120 94.94 92 無 

(餐廚)夜一甲 余政欣 O10253117 90.56 81 無 

夜二甲 黃煜智 O10159102 88.81 93 無 

進二技一甲 林煒力 M10244101 96.33 88 無 

進二專一甲 陳姿吟 Y10263111 93.15 90 無 

決議：1.由全體出席老師投票表決：投票結果日三乙-劉怡靜同學最多票，得以代表本系

申請沁明向學獎學金。 

班級 學生 票數 班級 學生 票數 

日二甲 張芸鳴 0 夜一甲 張淑美 1 

日二乙 張曉玫 2 (餐廚)夜一甲 余政欣 0 

日三乙 葉彤含 1 夜二甲 黃煜智 0 

日三乙 劉怡靜 3 進二技一甲 林煒力 0 

夜一甲 吳芳綺 0 進二專一甲 陳姿吟 1 

夜一甲 張景喻 0  共計 8票 

      2.其餘同學核給「第三屆觀光勤學獎學金」每名2000元整。待學校獎學金發放後

再核發。 

      3.勤學獎學金因由系務捐款支出，本系系務捐款所剩不多，本系每位專任教師請捐

款2000元，繳交系辦系助理，合聘教師如願意捐款，也表歡迎! 

   3.請專任老師每人繳2000元至觀光系捐款帳戶，以利獎學金發放。 

     【附件一】日二甲張芸鳴申請表 

     【附件二】日二乙張曉玫申請表 

     【附件三】日三乙葉彤含申請表 

     【附件四】日三乙劉怡靜申請表 

     【附件五】夜一甲吳芳綺申請表 

     【附件六】夜一甲張景喻申請表 

     【附件七】夜一甲張淑美申請表 

     【附件八】夜一甲(餐廚)余政欣申請表 

     【附件九】夜二甲黃煜智申請表 

     【附件十】進二技一甲林煒力申請表 

     【附件十一】進二專一甲陳姿吟申請表 

 

提案二 

案由：在學期間取得CPR證照但已過期，是否仍可認列為畢業證照，請核示。 

說明：1.依學分表規定：學生需於在學期間至少取得兩張專業證照，否則需加修證照實務

課程並通過證照考試，若仍未通過者需加修兩門專業課程，畢業學分至少應達134

學分。 

   2.學校於學生一年級時皆會安排CPR證照考試，但其時效只有二年，學生在四年級

審查證照規定時皆已過期，此證照還可符合畢業規定嗎？ 

決議：可認列。 

 

提案三 

案由：請教師回報招生狀況。 

說明：1.截至103.02.27(四)教師/系招生狀況，彙整如下： 

@教師回報招生狀況： 



No. 教師 招生學校 進度(2/12 第一次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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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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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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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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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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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三月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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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葉仲任 
青年高中、水里商工 上週有到青年拜訪、水里有

電話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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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與大明觀光科(張美倫老
師)、僑泰(廖老師)、新民(劉
教練)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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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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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與員農實習處(蔡主任)、員
家(蔡小姐)、嶺東(廖老師)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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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曾亮怡 白河商工 預計 2 月底前會拜訪  

8 顏妏倩 

慈明中學、崇實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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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洪良倩 

員林家商、五育高中、新民高中、
南投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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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吳姿音   2/25 拜訪文興高中 

11 黃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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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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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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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宣導： 



No. 日期 學校 科系 協助老師 備註 

1 103.03.05(三) 大慶商工 
餐飲管理科1 鍾起岱  

餐飲管理科2 張穎文 

2 103.03.06(四) 嘉陽高中 
餐飲管理科 廖俊煌 

9:00該校輔導室集合 
應用外語科 張穎文 

 

參、 臨時動議：  

1.鍾主任：3/6(四)上午 10:00 安排辦理 NPO 競賽老師到班介紹，會借用葉春秀老師的課

跟學生說明，10 點先請一年級導師到系主任辦公室了解。 

肆、 散會：( 12：23 ) 



102-2未註冊學生導師聯絡狀況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09 劉馨涵 2/25完成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33 段佩瑩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54 黃欣儀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58 董富娟 忘記繳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69 王佳惠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71 黃健興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72 張志祥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78 黎益豪 忘記繳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四技觀光一甲 D10259088 張雅婷 忘記繳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觀光一乙 D10244011 楊哲皓 否 退學，當兵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4088 張涵萌 否 退學，工作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1 鄒芳芳 是 已通知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6 藍文偲 否 退學，工作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19 陳怡臻 否 退學，工作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28 張詩珮 是 已通知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36 劉秋香 貸款差額300 是 已完成，學校資料未更新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55 古慧婷 是 已通知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63 林晏如 是 已完成，學校資料未更新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3 王名忻 否 退學，工作 顏妏倩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5 楊翌姍 否 退學，工作 顏妏倩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4109 陳濬宇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09 黃志強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31 蔡育穎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37 李定儒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48 盧怡如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082 曹雅雯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120 張雅菁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803 張亦伶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甲 DN0153112 許程量 黎永松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006 廖珊儷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013 張順晪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088 王偉傑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黎永松

四技觀光二乙 D10159113 沈怡君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黎永松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01 洪于婷 是 即刻繳交對保單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07 張庭豪 未聯絡上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11 林建宇 未聯絡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13 梁竣強 未聯絡上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17 張敬志 未聯絡上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62 王沛萱 是 助貸已繳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73 夏侯渝琪 未聯絡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078 楊育昌 未聯絡上 張俊忠

四技觀光三甲 D10059813 江冠霆 未聯絡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張俊忠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觀光三乙 D10059057 賴映塵 貸款差額300 是 已通知 張穎文

四技觀光三乙 D10059067 李佳真 是 3/10前註冊 張穎文

四技觀光三乙 D10059107 蕭仲安 是 就貸單子未繳回 張穎文

四技觀光三乙 D10059802 黃立維 是 3/10前註冊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張穎文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企管四甲 D9943024 何偉民 廖俊煌

四技企管四甲 D9943098 馬民漢 廖俊煌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企管四乙 D9943040 吳孟澤 廖俊煌

四技企管四乙 D9943083 徐建閔 廖俊煌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四技企管五甲 D9714010 陳宏彥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07 藍梓豪 是 己繳回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14 郭富城 無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17 昌承運 是 己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21 洪于惠 是 己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28 黃俊寓 無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29 江仁麟 是 已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1 林佳名 無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3 張家育 是 已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5 吳宗霈 連絡不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6 詹治鋼 無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8 張易揚 無 已辦理休學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39 吳芳綺 是 己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10259141 蕭才惟 是 己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44063 李佳珍 是 己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082 賴政文 是 己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094 洪宇彤 是 經濟有困難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101 巫畯源 是 已註冊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102 林岱磊 無 張穎文

夜四技觀光一甲 OD0259109 張景喻 是 已註冊 張穎文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08 林尚洋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17 顧家綺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20 凃雅淳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34 楊雪婷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166 黃緯鴻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501 張雅娟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10159603 謝仲維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D0144050 郭耀澤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OD0159003 黃苡瑄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Y10163141 許春惠 洪良倩

夜四技觀光二甲 Y10163157 黃郡翔 洪良倩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09 張家瑋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10 劉柏麟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35 賴弘偉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38 蔡翰文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50 吳浚嘉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153 蕭羽柔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59603 賴姿吟 葉仲任

夜四技觀光三甲 O10061128 蕭裕峻 葉仲任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07 程政偉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09 周珊如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13 周振平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20 張素娟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21 梁珮琪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32 吳國賢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42 楊素枝 廖俊煌

進二技觀光一甲 M10259152 梁豪堡 廖俊煌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45445 洪婕妤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13 金雅蕙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19 蕭崇佑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1 鄭敏欽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2 鄭重棻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3 林慧珠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4 蘇盈茹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5 王品勝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27 施易縢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31 黃宏恩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36 巫秋鳳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37 施信佑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41 游勝富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42 許宗騰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45 王威智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48 張智凱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159151 楊斯婷 是 要求立即繳納 張俊忠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09 林家伯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12 黃彥碩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13 褚俊雄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16 楊采苓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22 陳冠廷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30 鍾素芳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31 陳伯銘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34 李正雄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39 林佳芳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47 詹佩孺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48 黃柏彰 黃麗安

進專觀光一甲 Y10263151 詹佳晉 黃麗安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進專觀光二甲 Y10124138 蕭博元 葉仲任

進專觀光二甲 Y10163116 王春美 葉仲任

進專觀光二甲 Y10163129 陳月里 葉仲任

進專觀光二甲 Y10163133 蒲芃妤 葉仲任

進專觀光二甲 Y10163143 張采絜 葉仲任

進專觀光二甲 Y10163147 林宗良 葉仲任

進專觀光二甲 Y10163148 林士傑 葉仲任

班級名稱 學號 姓名 備註 就讀意願 訪談內容 未繳就貸對保單至生輔組 導師

進專觀光三甲 Y10063128 羅智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