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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一一一一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次系務會議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13：00 

地點：D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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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壹壹壹、、、、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期末考週：(104)1/19~25。2/24(二)開學。 

2. 課務組：即日起開始申請 103-2「業界協同教學」、「全外語授課」、「遠距教學開

課」、「禮遇教師」至 104/1/23 前至系辦，以利開系課程會議審議。 

3. 人事室：104 年農曆春節假期(含寒假特休假)計有 1/30、2/6、2/13 至 2/23 日止，共

計 11 日。2/24 起正式上班/上課。 

4. 國交中心：104.01.16(五)舉行「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短期研修陸生成果展」。請導師

通知陸生於 1/5 前繳交成果報告檔至國交中心。 

5. 課務組：截止至 12 月 30 日早上 10:00 前尚未填答期末教學評量名單如下，請導師協

助通知以利後續選課事宜，填答時間延長到 104 年 1 月 4 日晚上 12 點。 編號 班級 學生 人數 

1 四技企管六甲 林啟男 1 

2 四技企管五甲 吳承翰、何偉民、徐建閔、陳建源、鄭暐霖、王辰欣 6 

3 四技觀光一甲 林孟毅(休) 1 

4 四技觀光一乙 陳奕任、黃亭燕、王柏凱、許佳琳(休)、邱雅淳、林琬亭 6 

5 四技觀光二乙 李佳豪、邱俊傑 2 

6 四技觀光三甲 陳倚睿、柯佳吟 2 

7 四技觀光四甲 劉佩昀、莊軒翔、蕭宇臻、許浩葦、林志峰 5 

8 四技觀光四乙 江宜珍、詹鈞婷、洪晨瑋、白佳容、李佳真、莊雅涵、李宜儒、江佳琳 8 

9 夜四技觀光一甲 沈浚銘、陳宗毅、張智翔、林佳瑩、鄭智富、許芳綺、張允誠 7 

10 夜四技觀光二甲 余羿頡、賴科羱 2 

11 夜四技觀光三甲 呂亞嬛、徐偉銘、許亞歆 3 

12 夜四技觀光四甲 陳寶瓊 1 

13 進二技觀光一甲 魏芊諭、魏章益 2 

14 進二技觀光二甲 

趙依詩、陳芳文、陳志嘉、周珊如、林尉全、曾馨誼、周振平、江志騰、張喬凱、莊麗燕、吳采臻、唐伸騏、黃易鴻、陳秉源、鐘紹宇、邱淑惠、高郁淳、王榆婷、張宸瑋、游雅雯、吳國賢、許寶華、王俊博、曾伯婷 

24 

15 進專企管四甲 林怡蓓 1 

16 進專觀光四甲 羅智予 1 

17 進專觀光一甲 
呂昭明、朱世榮、巫秀瑩、林怡豪、陳惠玟、楊昌行、張以昌、彭顯賦、黃佳萱、蕭景瑋、黃琮柏、陳俊佑、游偉聖、洪于仗 

14 

18 進專觀光二甲 
陳信帆、劉文杰、褚俊雄、柯怡卉、劉于齊、李文傑、陳伯銘、魏焜海、張溪霖、陳建宏、蔡佳政、陳秋香、李孟涵、陳博展、陳威仰、許秋萍 

16 共計 102 

6. 第五次行政會議併主管會議(節錄) 

【招生組】各項考試及報名 招生項目 報名 考試 

103-2轉學考 通:103.11.17(二)~104.1.4(日)／現:104.1.5(一)~104.1.25(日) 104.1.31(六) 

104身障生甄試 103.12.22-103.12.29 104.3.20-104.3.23 

104統測 103.12.18(四)-12.29(一) 104.5.2-5.3 

104申請入學 103.11.12(三)~103.11.25(二) 學測 104.2.1~2.2(一) 

 



【總務處】學生辦理分繳學雜費者逾期未繳名冊如下表，請導師協助關切，註冊組控管註冊狀態。學生繳款詳情如下表。 編號 學期 學制 學號 姓名 應繳金額 已繳金額 未繳金額 

7 1012 四技觀光一乙 D10159002 陳淮遠 44,910 24,970 (19940) 

5 10201 四技觀光一乙 D10259083 王名忻 31,704 23,279 (8425) 

9 10201 夜四觀光一甲 D10259094 洪宇彤 24,952 14,000 (10952) 

4 10202 四技觀光二甲 D10144067 張亦伶 45,970 25,538 (20432) 

2 10301 四技觀光一甲 Y10363144 游偉聖 26,110 6,110 (20500) 

3 10301 四技觀光一乙 D10359069 邱雅淳 31,704 10,005 (21699) 

11 10301 四技觀光二甲 D10159803 張亦伶 45,970 20,970 (25000) 

15 10301 四技觀光二乙 D10259005 陳冠佑 45,970 10,000 (35970) 

16 10301 進二技觀光二甲 M10259140 姜立皓 24,952 8,952 (16000) 

17 10301 四技觀光四甲 D10059007 張庭豪 44,970 20,000 (24970) 提供資料截止日:103 年 12 月 23日 09:00 

 

貳貳貳貳、、、、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02102102102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招生績效表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招生績效表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招生績效表學年度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招生績效表，，，，請確認請確認請確認請確認。。。。    

說明：1、請老師確認102學年度招生名單，如有錯誤請回覆修正。 

【日四技一甲】導師：曾亮怡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蔡家豐 招生組 邱傑里 招生組 吳懿晅 陳幼松 

賴瑋欣 招生組 陳玟諭 招生組 黃煜傑 顏妏倩 

鄭雯馨 招生組 蔡岳佑 招生組 蔡尚融 張欣茹 

陳琬俐 招生組 黃于庭 招生組 林寘甯 張欣茹 

黃郁綺 招生組 劉宥妘 鍾起岱 陳泓維 張欣茹 

許博鈞 招生組 谷皓哲 招生組 黃玟誠 張穎文 

張雅筑 招生組 賴信豪 鍾起岱 黃詩涵 招生組 

蔡仕文 鍾起岱 王建舜 張欣茹 湯意真 招生組 

賴麗穎 鍾起岱 潘承鴻 陳怡靜 王紹丞 招生組 

李宛庭 張穎文 謝采欣 張曉琪 王柏駿 廖俊煌 

李靜函 張穎文 陳佩雯 陳怡靜 袁仕旻 張穎文 

歐俐妏 招生組 林孟毅 鍾起岱 范智翔 張穎文 

易采柔 陳怡靜 許峰碩 鍾起岱 黃楚君 鍾起岱 

吳昂儒 招生組 賴彥成 許唐毓 蔡竣丞 招生組 

游亞臻 招生組 黃安娜 鍾起岱 莊雅雯 招生組 

曾昭境 招生組 張秉珅 張曉琪   

游茹珺 招生組 沈鈴雁 張穎文   

 

【日四技一乙】導師：廖俊煌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凃懿倫 招生組 許哲嘉 廖俊煌 張倍瑜 林修正 

林冠媛 林家瑄 詹宛軒 陳怡靜 林郁珊 張穎文 

邱瑞熙 招生組 邱雅淳 洪良倩&林采梅 王昀茹 招生組 



江珮亘 招生組 張臻宜 林家瑄 李弘智 招生組 

徐靖雅 招生組 鄭伍彤 顏妏倩 林琬亭 張穎文 

謝宛茹 招生組 溫志祥 林家柔 陳俞臻 黃麗安 

彭震洲 招生組 周晏如 顏妏倩 蕭富元 張穎文 

陳東穎 招生組 葉諺儒 鍾起岱 傅振豪 鍾起岱 

陳泰吉 招生組 林世杰 鍾起岱 蘇聖翔 招生組 

許家馨 招生組 曾永嘉 鍾起岱 陳泓銓 招生組 

張瓊文 招生組 林靖淳 曾亮怡 廖宴貞 張穎文 

劉佳鄤 張欣茹 黃柏晏 曾亮怡 蕭方綺 招生組 

許佳琳 招生組 邱若穎 黎永松 陳奕任 招生組 

王思婷 招生組 林毅翔 張欣茹 李逸萱 招生組 

陳易成 招生組 朱泓碩 張穎文 何佳駿 招生組 

許哲誌 招生組 林春億 黎永松 黃亭燕 招生組 

張寀琳 招生組 張鈞淇 杜讚發 廖啟明 招生組 

賴嬿如 洪良倩 吳品儀 鍾起岱 王柏凱 招生組 

葉思語 黎永松 陳卿豪 鍾起岱 徐健唐 陳靜惠 

 

【夜四技一甲】導師：黃盈嘉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陳秋華 招生組 鄞志宇 黃盈嘉 沈浚銘 張穎文 

胡慈容 招生組 賴冠廷 張穎文 楊雲筑 招生組 

林侃瑩 鍾起岱 張智翔 鍾起岱 陳宗毅 招生組 

鐘介佑 黃麗安 林佳瑩 黎永松 侯宥任 招生組 

黃昱誠 張穎文 江奕慶 陳怡靜 鍾和諺 招生組 

張書榕 鍾起岱 楊育姍 招生組 許䅨芷 招生組 

蔡佳穎 張穎文 夏藝珊 張穎文 林永甯 招生組 

張蕙雯 曾亮怡 鄭智富 張穎文 姚貝語 招生組 

洪嵩皓 張穎文 王仁廷 吳姿音 黃美玲 招生組 

黃寶貞 張穎文 劉沅勳 黃盈嘉 劉雅妮 招生組 

黃偉傑 招生組 許芳綺 陳幼松 林家汝 招生組 

陳亭妤 黃家偉&陳清木 徐慧如 鍾起岱 葉嘉芸 張穎文 

林佳柔 張穎文 王仁佑 鍾起岱 吳品蓁 張穎文 

李伶真 招生組 張進義 招生組 連珮如 招生組 

江佳蒨 鄭明清&黃仕政 張允誠 招生組 陳新霖 招生組 

洪嘉孺 招生組 張鎧薪 招生組 張育誠 招生組 

黃文山 陳怡靜&張廖麗珠 王雅韻 鍾起岱   

莊景琪 張穎文 劉晴昀 顏妏倩   

 

【進修專校一甲】導師：鍾起岱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楊紅綢 招生組 彭麟惠 黃麗安 劉芳宜 招生組 



詹雅晴 招生組 彭顯賦 黃麗安 陳任賢 招生組 

詹仲哲 招生組 許秋萍 黃麗安 陳俊佑 招生組 

陳惠玟 招生組 陳信州 招生組 蕭亦倫 黃麗安 

陳煒彬 招生組 邱淑雯 招生組 游偉聖 黃麗安 

陳明慧 鍾起岱 巫孟聲 招生組 陳佳好 廖俊煌、黎永松 
劉美蓉 廖俊煌 黃懷慶 招生組 黃彥結 黃麗安 

張佩玉 招生組 陳均豪 招生組 蕭煒霖 招生組 

黃健銘 黃麗安 黃佳萱 招生組 蘇芸暄 招生組 

陳秋如 招生組 蕭育銓 鍾起岱 潘筠閔 廖俊煌 

楊昌行 招生組 張迎豪 招生組 張仲菕 張穎文 

陳昀臻 黃麗安 蕭景瑋 黎淑媛 洪于仗 張穎文 

賴木道 黃麗安 陳豐煒 江美莉 許沛薰 鍾起岱 

賴靜余 黃麗安 陳宗旻 江美莉 郭淑惠 招生組 

廖瑞樺 黃麗安 黃琮柏 招生組 李麗春 招生組 

張以昌 黃麗安 呂鳳茱 招生組 許寶財 招生組 

黃耀慶 招生組 朱世榮 招生組 張幸婉 招生組 

謝凱閎 招生組 董子霖 招生組 呂昭明 招生組 

張宏泉 黎永松 蕭家和 招生組 蔡宗庭 招生組 

 

【進二技一甲】導師：黎永松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學生 推薦老師 

張瑋育 招生組 邱宏彥 鍾起岱 游秋敏 鍾起岱 

黃富誠 招生組 陳素玲 鍾起岱 魏章益 招生組 

蕭惟元 招生組 楊錫枝 鍾起岱 李秉蒼 招生組 

方婉蓉 招生組 歐美雲 鍾起岱 江泓泉 招生組 

翁中一 招生組 陳秀慧 鍾起岱 黃明德 招生組 

楊岱諺 招生組 張美霞 鍾起岱 蔡仲夏 招生組 

李孟玲 鍾起岱 陳月里 鍾起岱 高翊芳 招生組 

張鶯鳳 鍾起岱 徐嘉鴻 鍾起岱 陳信顯 招生組 

邱世章 鍾起岱 洪濬佑 鍾起岱 陳煜穎 招生組 

陳桂鸞 鍾起岱 陳米慧 鍾起岱 鄭雅方 招生組 

黃銘宏 鍾起岱 黃媛鈺 鍾起岱 陳欣妤 招生組 

劉聖訓 鍾起岱 魏芊諭 鍾起岱 張智惠 招生組 

曹育昇 鍾起岱 張瑞原 鍾起岱 張采絜 招生組 

蕭友盛 鍾起岱 黃顯昌 鍾起岱 陳碧珠 招生組 

黃子容 鍾起岱 許幃婷 鍾起岱 蔡文維 招生組 

莊子嫻 鍾起岱 黃慧雯 鍾起岱 張建平 招生組 

決議：1、請老師核對名單，如有錯誤請回覆修正。 

      2、名單請自行留存，不外流。 

 



参参参参、、、、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1、新副校長-張基郁 博士。目前有二位副校長各有其權責。 

2、預定2/4(三)尾牙，屆時請踴躍參加。 

3、預計有年終獎金，發放標準比較去年方式。 

4、剛發給各位老師的資料是「103學年新生報到率」請參閱。 

5、今年寒假，住宿生不用退宿，除非學生不續住，不退宿的物品請於房間整理好。 

6、1/13-16大專校院教師籃球賽，請1/13(二)9:50由吳姿音老師帶領大一生前往觀賽。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13  ： 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