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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海餐旅管理學系於民國 89 年創立，並成立大學部(單班)；之後，96 年籌設中部第一個

餐旅研究所，並於 102 年設立中部第一所餐旅碩士在職專班(EMBA)。本系經過多次自我評

鑑後(93 年初自我評鑑、93 年底教育部系所評鑑、96 年東海自辦之自我評鑑、97 年東海全校

性自我評鑑實地訪視、98 年教育部系所評鑑)，不論制度、課程、師資、設備、教學、學生

學習…等都愈臻完整。本次系所評鑑為自辦外部評鑑，包含八大部分：「教育目標」、「課程設

計」、「師資教學」、「學習資源」、「學習成效」、「生涯追蹤」、「整體改善」、及「SWOT 分析」。 

 

 在「教育目標」方面，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擬定，係根據東海大學與本校農學院

之發展教育目標與發展方向、產業趨勢與需求、專家意見、家長與學生之期待(含畢業系友)、

校院系之資源、及本系各委員會之會議結論，經過不斷討論與修正而達成之共識。系所之發

展方向(包含國際化、餐旅經營管理、餐旅趨勢議題、創業)與特色，也都能配合系所擬訂之

教育目標及博雅學習。系上老師與助教常利用各種場合，讓學生了解本系之教育目標、核心

能力與發展特色。另外，本系 101-103 學年之新生報到率(平均 98.2%)與註冊率(平均 99.2)

都十分良好。 

 

 在「課程設計」方面，本系訂有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課程委員會由全體教師擔任委員，

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學期開課事宜與課程規劃問題。課程委

員會除由老師擔任委員外，亦邀請學生代表、系友代表、學界代表、及業界代表參與。課程

委員會負責進行課程規劃與制度設計，在校、院、系三級審核機制下，定期檢討與修訂本系

之課程設計內容。學士班共同必修 17 學分，通識課程 11 學分，專業課程 104 學分(必修 73

學分)，共 128 學分(含 800 小時實習)。碩士班有必修 13 學分，共 38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有

必修 12 學分，共 38 學分。 

 

 在「師資教學」方面，本系所目前有專任教師共 9 位，其中副教授 4 位、助理教授 5 位；

每位教師皆具本系相關研究領域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分屬餐旅、食品營養、旅遊、及管理等

相關研究(實務)範圍。本系延攬相關領域兼任教師充實教學，以提供多樣課程滿足學生需求，

本系所聘任之兼任教師亦具備有雄厚豐富的產學經驗，101-103 學年之生師比約為 28：1 (大

學部之生師比為 24.5:1)。101 至 103 學年度共發表 37 篇期刊論文(包含 14 篇 SCI、 3 篇 SSCI)、

16 件專書(章節)、20 件技術(計畫)報告(科技部計畫 6 件、其他研究計畫 14 件)、63 篇研討會

論文(國外 57 篇、國內 6 篇)；本系教師除積極參與各類學術活動外，更貢獻所長提供校內專

業性服務，並經常性參與政府機構之各項服務工作，對於有關機構之政策規劃、諮詢、各學

校(政府機關)評鑑、評選委員與輔導諮詢、技能檢定評審委員等均不遺餘力。 

 

 在「學習資源」方面，本系之學習資源分為四大模組： 1. 課程學習、 2. 業界參訪、 3. 

輔導參加各種比賽及國際會議發表、 4. 各種實作活動。整體空間為 266.8 坪，除系辦公室、

會議室、及 9 間教師研究室外，另設有研究生室、語言自習室、廚藝教室、飲務教室、實習



8 

廚房、及客房操作教室，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提升教學品質。此外，本系尚有校友會館( 32

間客房；365 天營運 )、邦華會館、及招待所可提供學生實習及就業機會。 

 

 在「學習成效」方面，大學部學生每年利用三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上學期，完成分組專

題報告，且經由教師之指導，大學部於 101-103 學年度共有 10 篇論文通過審核，於國內外研

討會發表，另有 2 篇專題研究獲得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補助。101-103 學年大學部學生

考取中西餐證照、餐服證照、SGS 神秘客證照、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CERPS 旅館資訊系統應

用師等；另外有 121 位大學部學生通過英、日文檢定測驗。在大學部個別獲獎方面，有謝宗

翰獲得「藍帶國際廚藝餐旅學院- 奬學金廚藝大賽」季軍~藍帶上海料理文憑課程的全額獎學

金；王詠瑄同學獲得科技部研究創作獎。101-103 學年，碩士班與碩專班除了畢業論文的撰寫

與國際研討會發表外，有許多創業成功的案例，系所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創業

的範圍包含餐飲、烘焙、月子中心、民宿等，其中百年老店「度小月」亦在其就讀本系碩專

班期間，成功到海外展店。 

 

在畢業生「生涯追蹤」方面，本系主要透過多元管道加以落實：以本系自編之「畢業生

生涯發展問卷」來追蹤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發展，並同時取得畢業生在離開校園後所提供學

習成效之反饋，做為系課程委員會調整系所課程規劃之依據。根據業主評估結果與本系教育

目標對應圖可以發現，本系畢業生在道德倫理操守、個人工作態度、溝通語文程度、組織合

作表現、專業技能執行性以及自我職能與 EQ 管理等項目，均獲得業主將近 5 成 7 以上的滿

意度，各專業能力亦均與本系之教育目標和宗旨相互呼應。整體而言，目前在企業主心目中

對於本系畢業系友的各項能力均能維持水準以上之評價。 

 

 在「整體改善」方面，說明「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針對第一週

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此部分的特色有「行政管理機

制運作周延、落實系所評鑑改善」。最後，在「SWOT 分析」方面，對同質性較高的學校(輔

大餐旅系、暨南大學觀光暨餐旅系、Purdue University)進行比較分析，並提出各種因應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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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台灣社會逐漸朝精緻化發展，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餐旅業亦是如此。當國際知名連鎖餐旅

業相繼來台開發市場，本土餐旅機構也持續在國內、外積極拓展，反映出台灣的餐旅環境已

趨向國際化。此外，在政府大力推行觀光餐旅產業、消費者注重休閒等潮流下，餐旅業的發

展具有極大的潛力，專業餐旅管理人才需求量大增，成立專業的餐旅管理學系是必然的趨勢。

有鑑於此發展趨勢，東海大學於民國 87 年起，於農學院籌備成立餐旅管理學系，本校農學院

前郭俊欽院長及前食科系孫路弘副教授，歷經兩年的推動與策劃後，通過教育部核定，於民

國 89 年正式成立台灣中區第一所大學設立的餐旅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本系以「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為本系之願景。大學部學生須修滿 128

學分後授與餐旅管理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 (BS)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學士班的

教育目標為：「提升餐旅服務涵養」、「培養餐旅經營知能」、「發展基礎研究能力」。學士班應

具備的核心能力為「餐旅顧客服務的能力與態度」、「餐旅產業營運管理的基礎能力」、「餐旅

創業基本概念」、「適應國際外語環境的工作能力」、及「餐旅基礎分析研究能力」。 

 

 本系於民國 96 年成立碩士班，是中部第一所餐旅管理研究所，學生修滿 38 學分後被授

與餐旅管理碩士學位(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研

究所教育目標為：「培養餐旅研究人才」及「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本所希望培養學生具

備「餐旅研究與發表、餐旅產業分析與策略性思考」之核心能力。 

 

 民國 102 年，本系設立碩士在職專班，是中部第一個餐旅碩專班，學生修滿 38 學分後被

授與餐旅管理碩士學位(Master of Science (MS)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本系之碩士在職專

班以提供創新美學及經營突破之學習為特色，教育目標為：「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業與

學界交流環境」及「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欲培養碩專班學生的核

心能力為「吸收餐旅管理新知及產業環境分析的能力」、「提升餐旅管理人才的整合涵養」、及

「跨產業整合與策略性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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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東海大學餐旅系發展沿革 

 

 

 本系成立以來，均維持單班招生，目前共 9 位專業教師 (4 位副教授、5 位助理教授)、2

位助教、1 位助理、1 位校友會館專業經理。本系教師及行政團隊學經歷俱佳、多數具有餐旅

相關實務經驗。本系組織章程設有系主任暨所長 1 名，系務運作透過各類委員會，目前本系

除系務會議外，另設有系教師評審委員、及系課程委員會等重要的組織，以維持本系之正常

運作。 

 

 為提供更完整的學習環境，本系自 97 學年度搬遷至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整體空間增加

為 266.8 坪，除系辦公室、會議室、及 9 間教師研究室外，另設有研究生室、語言自習室、

廚藝教室、飲務教室、實習廚房、及客房操作教室，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提升教學品質。

此外，本系尚有校友會館( 32 間客房；365 天營運 )、邦華會館、及招待所可提供學生實習及

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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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過程 
 此次自我評鑑在學校統一規劃下進行，分為「前置作業階段」、「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及「自我改善及追蹤、再評鑑階段」。本校之相關單位(如研發處、國際處、就友室、教務處、

教學資源中心、學務處)為落實自我評之工作計畫，由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密切注意外

部資訊、蒐集各種評鑑資料、召開一系列評鑑委員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詳盡討論並為自我

評鑑各項原則性問題定調。在多次校務會議、系所主管會議、研發會議等多種會議中，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與研發長等一再說明其意義，並為此次自評舉辦多次說明會及講習。本院

亦在院務會議宣導自評相關訊息，並由院長召集各系主任研商相關事宜。 

 

 本系為配合本校實施系所自我評鑑作業，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依照本校訂定之自

我評鑑工作時程，建立本系之自我評鑑工作時程表【如表一】與自我評鑑流程圖【如圖二】，

統合本系有可用之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全力完成所賦予之使命。本系「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依據八大評鑑項目進行任務分工【如表二】，由系所主任擔任組長，全體教師擔任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委員，負責評鑑相關作業。系上教師依專長志願分配至各工作小組，每組負責

該工作職掌項目下相關事項資料的蒐集與整理，行政助理與助教由系主任指揮，協助各組收

集資料，並聯繫教師、系學會提供相關資料。另外，針對實地訪評所需要準備事項，全體教

師及行政同仁組成團隊分工合作【如表三】，務求評訪當日事項進行順利。 

 

 本次自評報告格式乃依照校方決議，分為「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師資教學」、「學習

資源」、「學習成效」、「生涯追蹤」、「整體改善」、與「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

析）」共 8 項。各項並依現況、效標、特色、問題與困難、改善之策略、及總結，分別提出具

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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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04 年度東海大學餐旅系自我評鑑工作時程表 

 

(一)前置作業階段 

103 年 104 年 

4 月 

 

啟動本期系所評鑑。 

6-12 月 

 
1.自我評鑑準備工作

與進度(包括空間配

置、資料蒐集、與準

備相關自我評鑑進

度工作)。 

2.全體教師分工撰寫

自我評鑑內容。 

1-4 月 

 
1.全體教師分工撰寫

自我評鑑內容(續)。 

2.完成第 1 次初稿。 

3.全體專任教師審

閱、討論、修正。 

5 月 

 
完成第 2 次初稿，送

交初稿至校部評鑑

辦公室。 

6-8 月 

 
針對校部之意見，修

正自評報告，並更新

103 學年度數據。自

我評鑑報告提請校

評鑑委員會審閱。 

9 月 

 

9/9 進行自辦內部

評鑑。內部評鑑委

員實地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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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階段 

104 年 105 年 

9-10 月 

 
邀請自我評鑑訪評委員(3-5 人為原則)，應有 4/5 以上由

校外人士擔任，報請校長核定優先順序。 

寄送自我評鑑委員聘書。 

寄交自我評鑑委員基本資料與自我評鑑報告。 

11 月 

           
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

(11 月 25 日)，與系所主

管或教師代表進行座

談。 

12-1 月 

   
實地訪評結束後 2 週內，通知受評單位訪評報告

初稿(內容包含：訪評意見、改善建議與初步認定

結果)，受評單位如對初稿有疑義(包括違反程

序、不符事實或有其他需要修正事項)，可於收到

訪評報告初稿 3 週內，向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辦

公室提出申復，交予自我評鑑委員複審核定。 

 

 

(三) 自我改善及追蹤、再評鑑階段 

105 年 106 年 

12 月~1 月 

                 
本校將自我評鑑結果寄交教育部認

定，經教育部認定評鑑結果後，公布於

本校首頁評鑑專區。自我評鑑結果分

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

過」。 

12 月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經校評

鑑委員會審議，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定。 

11 月 

                                         
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位，接受「追

蹤評鑑」。認可結果為「未通過」之受評單位，接

受「再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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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本系所自我評鑑流程圖 

系務會議 

系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決定各項自我評鑑項目之執行步驟與分工時程 

項目一 

教育目標 

送交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 

進行自辦內部評鑑 & 確認自我評鑑報告 

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提出修改與補強建議 

 

提交正式自我評鑑報告 

自我評鑑報告初稿 

評鑑委員提出待釐清問題 

 

項目三 

師資教學 

項目二 

課程設計 

項目六 

生涯追蹤 

項目七 

整體改善 

項目四 

學習資源 

項目五 

學習成效 

送交評鑑委員 

完成待釐清問題之書面報告 

委員實際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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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八大評鑑項目進行任務分工 

項目 小組負責人 小組工作人員 

一、教育目標 郭振峰 老師 

曾嫦玲 

洪彩馨 

許雅亭 

二、課程設計 
朱惠玲 老師 

李貴宜 老師 
曾嫦玲 

三、師資教學 
郭振峰 老師 

林万登 老師 
許雅亭 

四、學習資源 汪淑台 老師 洪彩馨 

五、學習成效 
周碩雄 老師 

郭心甯 老師 
曾嫦玲 

六、生涯追蹤 
陳錚中 老師 

張亦騏 老師 

洪彩馨 

許雅亭 

七、整體改善 郭振峰 老師 

曾嫦玲 

洪彩馨 

許雅亭 

張哲誠 

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SWOT 分析) 
郭振峰 老師 

曾嫦玲 

洪彩馨 

許雅亭 

張哲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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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實地訪評工作分配表 

項目 工作內容 小組負責人 小組工作人員 

一 接待訪評委員相關事宜 
郭振峰 老師 
汪淑台 老師 
張亦騏 老師 

曾嫦玲 

二 
製作訪評委員訪視手冊 

委員聯繫 

李貴宜 老師 
郭心甯 老師 

許雅亭 

三 製作海報、標示 林万登 老師 許雅亭 

四 
整理、清潔、調度、佈置 

訪評所需空間 
陳錚中老師 洪彩馨 

五 
實地訪評當天活動之掌握 

待釐清問題因應事宜 

郭振峰老師 
朱惠玲老師 
汪淑台老師 

曾嫦玲 
許雅亭 

六 經費結報 張亦騏老師 曾嫦玲 

七 餐點、車輛、臨時事項 周碩雄老師 
洪彩馨 
張哲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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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教育目標為系所發展之根本，核心能力又為達成教育目標之方法手段，具體可行的目標

與方向，將有助於系所之永續發展。本單元共有 5 個效標： 

效標 1-1：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效標 1-2：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效標 1-3：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效標 1-4：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效標 1-5：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

何？ 

最後，針對本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提出改善策略。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擬定，係根據多元面向的考量【圖 1-1】：東海大學與本

校農學院之教育目標與發展方向、產業趨勢與需求、專家意見、家長與學生(含畢業系友)

之期待、校/院/系之資源、及本系各委員會之會議結論，經過不斷討論與修正而達成之

共識。 『求真、篤信、力行』為本校之校訓，東海校歌歌詞中，亦有『…勞心更勞力，

專業復宏通，貫精麤於內外，東西此相逢…』之詞句；東海創校初期曾約農校長，也提

出『開創，是我們的格言』，這些立校的基本精神，均融入成為本系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之重要的依據與參考。本系為因應 98、104 年之評鑑，系上專任教師於系務會議、

系(所)評鑑會議中多次研擬與思考(請參見【表 1-1】)，並經校外學者、專家、畢業系友

參與座談，最後定案本系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如附件 1-1】；本系願景為「開創餐旅

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並依不同學制(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制定其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圖 1-2】顯示本系各班制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及其與校教育目標(含

博雅學習)、院教育目標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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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擬訂機制圖 

 

 

【圖 1-2】校、院、系之教育目標與本系之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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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會議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議題 會議決議 

96.11.08 

96學年度第

四次系務會

議紀錄 

96學年度系

自評改進計

畫書內容討

論。 

決議：餐旅系教育目標部份應訂定發展主軸以及未

來培育學生的方向，課程部分應反映系發展主軸。 

98.02.19 

97學年度 

第五次系自

評會議紀錄 

系教育目標

及課程結構

討論。 

  本系大學部的宗旨改為「培養餐旅管理專業人

才」。將課程結構重新分為「餐旅基礎知能」、「餐

旅基礎技能」、「餐旅管理知能」、「餐旅研究開發」、

「專業語文能力」五大項。 

98.03.05 

97學年度 

第七次系自

評會議紀錄 

系自評委員

意見回應討

論及教育目

標討論。 

大學部教育目標： 

1. 培養學生餐旅經營知能 

2. 提升學生餐旅服務涵養 

3. 增加學生國際視野 

4. 培值學生外語能力 

5. 發展學生基礎研究能力 

6. 培養餐旅研究與經營人才 

98.04.09 

97學年度 

第八次系自

評會議紀錄 

輔仁大學餐

旅管理學系

李青松系主

任至系上給

予建議。 

將培養餐旅服務人才列為教育目標之一。「培養創

業能力」之目標沒有實現，由歷年畢業生的就業概

況來看。本系課程設計管理類群課程僅佔 37%，應

以培養學生餐旅經營知能較為妥當。教育目標修正

如下： 

1.培養學生餐旅經營知能(含管理與經營能力、創

業能力) 

2.提升學生餐旅服務涵養(含國際視野、外語能力 

3.發展學生基礎研究能力 

98.08.03 

98學年度第

一次系所評

鑑會議 

98年系所評

鑑報告書討

論案。 

宗旨改變成為系上願景，大學部教育目標「培養餐

旅專業實用人才」改變為「培養餐旅基礎人才」，

研究所教育目標刪除「增進餐旅產學合作」。 

104.09.17 
104學年第一

次系務會議 

104系(所)自

我評鑑報告書

定稿討論案。 

1. 維持目前大學部、碩士班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不變。 

2. 調整碩專班教育目標第 2項為：培養具獨立思

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 

3. 三學制之「願景」整合統一為「開創餐旅專業

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 

4. 刪除三學制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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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本系所發展方向與特色，除以本系教育目標為基礎外，同時以學校中、長程發展計

劃為輔，並以中部地區餐旅產業特質作為教學與服務的優先考量，進而拓展到校院、企

業之國際交流，積極培育國家、社會、與區域的餐旅人才。 

本系之發展策略方向可分為三大面向如下頁【圖 1-3】本系發展方向與教育目標之

配合情形：國際化、跨領域學習、創新創業；透過本系專、兼任老師之研究、教學、指

導，及教學資源，學生能學習餐旅經營管理知識(尤其是在最新的趨勢議題)，確保本系

學生能達成教育目標所欲培養的核心能力，使學生能順利就業、升學、或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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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本系發展方向與教育目標之配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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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之特色及其所契合的教育目標如下： 

1. 班制完整且單班精緻教學：本系以「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為本

系所願景，希望能孕育一個學習環境鼓勵師生 “追求知識” 並且“落實知識”，將所知所

學回饋服務社會。基於此願景，本系於 89 學年度成立大學部(單班)、 96 學年度成立碩

士班(單班)、102 學年度成立碩士在職專班(單班)。 

2. 師資特色：本系專任老師 9 位，全數具有博士學位及餐旅相關產業實務經驗，兼任

教師則具備知名或連鎖餐旅企業之高階管理經驗【附件 1-2】；另外，本系專任助教 2 位、

助理 1 位亦均具備餐旅相關背景。本系之研究、產學合作、及專業服務議題涵蓋餐旅經

營管理、餐旅衛生安全、銀髮族餐旅、綠色餐旅、餐旅文創、餐旅美學等多元性相關領

域；教師與行政人員可將其專長領域之學術理論或實務經驗傳授與學生，以符合本系所

強調之「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之願景及依據願景所衍發出的教育目

標與核心能力。 

3. 課程特色：本系大學部之課程，包含餐旅基礎技能與管理理論。低年級學生可以具

備餐旅產業經營操作基礎，高年級則注重餐旅管理、專題研究與寫作之課程。大學部學

生須完成 800 小時產業實習、畢業前須通過東海大學英語畢業門檻，借此提升學生外語

能力。 

另外，本系大學部高比率使用英文教科書與教材【附件 1-3】，使學生能熟悉閱讀英

文資料的學習方式；大三下及大四上進行一年的「專題討論」【附件 1-4】，每組學生都

由系上老師指導，進行實務性或學術性餐旅議題的研究。這些特色的安排，都是為了達

成本系大學部的教育目標：服務涵養、經營知能、基礎研究能力。 

 研究所分為碩士班及碩專班，碩士班的教學也是使用大量英文教材及英文學術期

刊，透過餐旅核心課程(餐旅管理研究、餐旅人力資源研究、餐旅行銷管理研究、 餐旅

財務管理研究、餐旅營運管理研究、旅館管理研究)與必修課程(碩士論文、專題討論 1、

專題討論 2、研究方法)，使研究生練習思辨、分析、論文寫作、與口語表達。另外，碩

士班亦有外語畢業門檻、餐旅企業實習，以配合「培養餐旅研究人才」及「培養餐旅進

階管理人才」之教育目標。本系之碩專班要成為餐旅涵養塑造的優質場域，作為餐旅從

業人員的高階學習管道，以及菁英管理人才培養戰鬥力的平台，期能達到提升整體餐旅

從業人員之的專業地位。為方便碩專班一、二年級學生的互動，碩專班課程大多安排在

每週的週三全天【附件 1-5】碩專班週課表；而且，碩專班跨修碩士班課程的需求，也

受到系上的支持與鼓勵，以契合碩專班的教育目標之一「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業

與學界交流環境」。 

4. 研究特色：本系 101-103 學年之研究包含論文、專書(章節)、與研究計畫(報告)等共

有 136 篇(件)，其中 SCI、SSCI 期刊論文共 17 篇；許多大學部、研究所、碩專班的學生，

積極投入專題或論文寫作，大學部及碩士班已連續多年參加亞太餐旅研討會的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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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碩專班從 2015 年開始(碩專班第一屆)也開始參與國際研討會的論文發表，

這些能力的養成呼應大學部教育目標之一：「發展基礎研究能力」、碩士班教育目標之一：

「培養餐旅研究人才」、及碩專班教育目標之一：「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

管理人才」。 

5. 活動特色：以活動而言，本系大學部的重要活動包含勞作服務、家長日餐會、送舊

餐會、餐旅週、演講…等等；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都有國際交流活動(例如，大學部

赴美國關島、印尼(雅加達、峇里島)、北京、日本、韓國海外實習；碩士班-北京海外實

習；碩專班-海外專業觀摩，以學習國際文化與餐旅經驗，以落實「具備適應國際外語環

境的工作能力」(大學部)、「餐旅產業分析與策略性思考能力」(碩士班)(碩專班)之培養。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東海大學是博雅教育的先驅者，『博』講的是廣博，就是一種宏通器識的意思；『雅』

就是學生希望培養出來的是都有優雅的氣質，所以博雅教育是一種教養的培養。東海的

博雅教育(人文素養、服務關懷熱忱、國際視野、創新能力)【圖 1-2】具體展現在東海大

學的教育目標之中。本系雖然有三個班制(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且各班制的教育

目標不同，但本系的教育目標，依然能與校、院之教育目標緊密連結、相互呼應，同時

也兼顧餐旅專業之核心目標。校之教育目標涵蓋了博雅學習，透過博雅學習，學生可習

得以下的博雅核心能力：一、主動學習， 二、溝通、思辨與解決問題， 三、人文與美

感，四、尊重及關懷生命，五、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七、

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而且，本系學士班知教育目標中提升「餐旅服務技能、經營管理

知能」就與博雅學習強調的「人文、關懷、中道、尊重、人際互動技巧、國際視野、多

元文化」極為吻合。東海大學之博雅學習及其核心能力與本系教育目標之關聯圖如【圖

1-4】本系教育目標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示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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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本系教育目標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示意圖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本系針對設立的宗旨、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等大方向，建構了課程地圖，此課程

地圖是經過不同業界主管檢視，並提供意見修正而成，作為學生未來發展的選課指導方

針。為了能使系上所有成員週知，除了在能見度高的牆面輸出及系網頁呈現之外，亦由

系主任在學生系大會時，對全體同學說明。另外，也將其印製於學生常需使用的 L 型資

料夾，參見【附件 1-7】贈送系上同學每人一份，使同學在未來發展及選課的實際需求

下，因實際接觸的頻率增加，加深對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印象及熟悉度。 

  

系上老師與助教常利用各種場合(例如，新生大學入門之系所時間簡報資料【附件 1-8】、

上課教學、導師時間等)，與同學分享系上各項成果(例如，學生競賽獲獎、海外實習的

實況、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或利用機會抽問學生是否瞭解系上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結果發現同學普遍都能瞭解，本系之發展著重於餐旅管理教育與

管理人才之培養，此與餐旅技職教育之訴求迴異。 

 

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是由系上老師共同討論出來，故系上老師對其均有深刻的認

識，不僅在撰寫課程大綱時(例如附件【1-9】管理學之授課大綱)，藉由對應的模式，再

一次將各個課程緊密的結合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同時在說明課程學習成效時，可以更

深入說明該課程可加強的核心能力為何。並且，藉由一學期一次的核心能力檢視(結果參

見【圖 5-2】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提昇調查結果、【圖 5-3】碩士班學生核心能力提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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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結果、【圖 5-4】碩專班學生核心能力提昇調查結果)，讓系所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能

與時俱進，符合社會潮流需求，及學校的發展方向。每次準備系所評鑑的過程，亦能使

系上老師們重新檢視自己對系上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方向的瞭解程度，不足的地

方，都能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予以調整與修正。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1. 「為使該系系務發展更為應乎高等教育之競爭環境，建請就該系之教育目標，具體訂

定更完整之發展計畫，並落實執行」。 

為更落實本系(所)教育目標，本系訂定發展計劃如下： 

(1) 提升教學成效：於每學期初進行內部教學評量意見調查，提前蒐集學生學習反應，

做為教師調整教學方法的參考。另安排教學傑出及研究卓越之資深教師，擔任新

進教師之傳承教師，協助新進教師了解學生學習特質、發展課程內容並提升教學

效益。 

(2) 提升教師研究能量：定期安排提升研究能量講座，邀請餐旅領域資深教授蒞臨分

享研究方法、研究議題、著作投稿心得。鼓勵教師形成研究團隊，合作爭取大型

研究計劃，提升本系教師整體研究產能，101~103 全系教師能有 37 篇專業期刊論

文著作發表【附件 1-10】，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共有 63 篇論文發表，提升全

體師生研究水準。 

(3) 促進產學服務：除持續與業界搭配學生實習之外，亦透過教師團隊提供產學合作

服務，本系 101~103 學年度由團隊合作方式對產業進行輔導，共輔導「大成」、

「富林食品」等企業。未來將持續統整教師專長，成立顧問團隊提供產學服務，

以提升餐旅業界整體服務、營運品質。 

2. 「宜重新檢討系教評會及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組成成員不宜涵蓋全系所有教師」。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四條第四款「委員不得參與高於本身職等教師升等之

審議事項」，本系教師升等事宜均遵守此辦法規定，以確認無低階高審之現象發生。

本系課程委員會議已將大學部及研究所議題分開，助理教授級以下教師不得參加有關

研究所之課程討論議題【附件 1-11】系教評會組織章程。另外，本系於 104 學年度第

一次系務會議討論決議：調整系教評會議成員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組成，並符合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所建議「除升等案外，聘任案得經各級教評會委員充分討論，惟投票表

決時不得低階審高階。」【附件 1-12】104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紀錄。 

3. 「為提升碩士班新生報到率，宜積極研擬具體有效策略，以為改進」。 

 為提升碩士生報到率，本系(所)於 98 學年度成立系(所)招生委員會，負責研議所有

招生相關之議題。自 99 學年度起由招生委員於放榜後親自電訪正取生關懷學生就讀

意願，並由學長姊辦理正取與備取生之歡迎會，以提高就讀意願；本系更自行印製系

所招生文宣，以增加新生對東海餐旅系的認知並擴大系所知名度。101-103 學年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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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報到率為 95.7 %，【表 1-2】101-103學年度新生報到率與註冊率。 

 

【表 1-2】101-103 學年度新生報到率與註冊率 

  學年 核定招生人數 報到人數 報到率 註冊人數 註冊率 

大學部 

101 54 52 96% 52 96% 

102 54 54 100% 54 100% 

103 54 54 100% 54 100% 

平均       99.0%   98.8% 

碩士班 

101 15 15 100% 15 100% 

102 15 13 87% 13 87% 

103 15 15 100% 15 100% 

平均       95.7%   95.7% 

碩專班 

101           

102 10 10 100% 10 100% 

103 12 12 100% 12 100% 

平均       100.0%   100.0% 

 

 

（二）特色 

1. 優質學生來源：本系之教育目標明確，系所定位適切，是台灣中部具代表性的餐旅管

理科系；本系大學部入學學測成績，居東海大學前茅；本系之碩專班成立時間雖短，

但極獲社會人士之親睞，報考人數眾多。 

2. 涵蓋技能、知識、與研究：有別於餐旅技職院校，本系之大學餐旅教育目標，在培養

大學生之餐旅服務技能、餐旅經營知識、基礎研究能力。使學生未來進入職場時，能

順利就業，並得以用所學之餐旅管理知識及研究能力，進階到管理工作，甚至深造。 

3. 完善組織結構與資源：系所行政充分配合培育目標，系所組織章程完備，系務運作已

制度化，教師充分參與。經由鼓勵研究、教學改善、與產學合作，以提升本系之教學、

研究、與服務之目標的達成。 

4. 優質師資陣容：專業師資學、經歷俱佳，且皆具餐旅、食品營養、旅遊、及管理等相

關研究或實務背景。兼任師資則是聘請餐旅業界菁英級高階管理者，且多數具有國內

外碩士(含)以上學歷，以強化本系在餐旅管理的特色，可滿足本系三種學制之教育目

標的達成。 

5. 完整平衡課程設計：本系大學部課程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引導學生逐步發展餐旅基

本知識、技能、管理知識以及研究發展能力。碩士班課程中，研一著重在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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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及餐旅研究等基礎課程，以奠定研究生基礎研究能力及對餐旅領域最新文

獻、理論的了解；研二則著重於餐旅產業策略發展研的研究探討，為未來研究奠定基

礎。碩專班開設 5 種餐旅核心科目(餐旅策略管理、餐旅營運管理、餐旅人力資源管

理、餐旅行銷管理、餐旅財務管理)，供學生選擇其中 3 種學習，使學生能依據自己

的能力與興趣，加強餐旅核心專業，強化學生的閱讀、獨立思考、分析、表達、與寫

作的能力。 

6. 重視實務學習 (800 小時實習、餐會、實習旅館)：大學部 800 小時實習分兩階段於知

名或連鎖國內外之餐旅產業實習【如附件 1-13】。「校友會館」以全年無休的方式營運，

並提供學生實習(包含客務、房務、行銷、企劃、財務等)與房務教學場所。 

7. 單班/小班教學：本系的三種班制(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 均單班招生，師生互動

密切；大學部之部份語言與技術課程採小班授課，以維持優良教學品質。碩士班每班

10~15 名學生、碩專班 10~16 名學員，上課時師生容易溝通互動，有利於教學品質之

達成。 

8. 資訊科技導入課程學習：本校為充分利用現代化科技，創造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提升

教學品質，促進學術交流及資源共享，東海自 95 學年度完成「數位教學平台」後，

教師教學資料均可上傳系統，選修該科同學可上網學習與下載教學資源，本系歷年之

教材上網率均達 100 %。 

9. 重視英、日文能力的培養：大學部英、日文必修共 16 學分，餐旅專業日文選修共 4

學分；本系亦訂定大學部外語畢業門檻【如附件 1-14】，以及碩士班畢業前須符合英

文(或日文)之門檻【附件 1-15】。 

10. 國際化教學特色：本系教師多具國際經驗，並活躍於國際餐旅學術領域，課程設計

與國外餐旅系所課程接軌，超過半數課程使用原文教科書【如附件 1-3】。 

11. 多元研究主題：本系教師於 101~103 學年期間進行多項研究計畫【附件 1-16】，例如

GREEnS 跨領域計畫案，研究議題多元，包含餐旅經營管理(人資、行銷、服務品質)、

餐旅衛生安全、餐旅資訊管理、團體膳食管理、空廚營運管理、休憩旅遊管理、餐旅

業品牌形象塑造、餐旅景觀規劃、餐旅連鎖經營、銀髮族餐旅、餐旅文創、餐旅美學

等項目之研究。 

12. 海外進修：本系各科目有完備的英文授課計畫，大學部課程與美國 Temple University

進行 3+2 雙聯學制，有利本系學生海外進修。本系教師鼓勵學生於在學期間具有國際

經驗，101-103 學年間有 98 位學生海外實習、進修、遊學、交流【附件 1-17】。 

13. 學術研討會發表：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均積極參與學術研討會，歷屆均有學生通過

審查至各研討會口頭發表，101-103 學年度共有 50 件學生論文作品發表。 

14. 餐會活動：本系每年舉辦家長日餐會及送舊餐會，除培養學生專業的餐飲服務技能

及烹調技術外，更增進全系師生團結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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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專業空間：「校友會館」具備有 32 房間的住宿設施，全年無休，除提供住宿外，亦

為本系學生實務學習最佳場域。系上專屬設施另有客房操作教室(校友會館 B1)、實習

廚房(ICE101)、廚藝教室(M214)、飲務教室(M215)、研究室(M203)、語言自習室

(M213-3)。 

16. 報到率與註冊率：101-103 學年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之報到率與註冊率都在 95%

以上，尤其是大學部與碩專班都接近 100%，如【表 1-2】。 

 

（三）問題與困難 

1. 對教育目標的了解與落實：與系上有緊密關係的群體可包含學生、家長、本校各單

位、餐旅產業、及其他教育團體 (如餐旅院校、高中(職)、補習班)等。台灣高等教

育的餐旅科系不多，且大多不特別強調技術層次的競賽，所以，較不易受到媒體注

意，能見度較低。許多學生及家長對高教體系之餐旅教育的目標與價值，易與技職

教育混淆。 

2. 能見度尚待提升：本系成立於民國 89 年(西元 2000 年)，至今已有 15 年歷史，由於

不強調餐旅之技藝競賽(比賽)，媒體曝光的機會較少。 

3. 系上學生到餐旅產業實習，常因實習時間只有 800 小時 (分兩個暑假各 400 小時完

成)，不如餐旅技職院校學生之一學期或一年的長時間實習，較不易獲得業者的青睞。 

4. 教育目標之擬訂與執行，會受到學校整體資源分配的影響，目前系上雖有設備完整

的實習廚房，但礙於空間，目前僅能最多容納 30 名學生同時上課，雖然小班教學有

許多優點，然而，基於目前大學部每年級的人數約 65 人，上廚藝課時都需分成兩班

上課，無形中膨脹系上的開課時數，降低了開設其他課程的機會。另外，由於實習

廚房空間過於不足，因此部分必要之設備(如走入式冰箱)無法有合適地點安置，造成

餐會之菜單設計受到限制，影響餐會的整體表現，進而影響部分教育目標之達成。 

5. 碩士班的經營較以往艱辛：招生不易、報名人數下降、優質的大學部學生傾向就讀

公立研究所、許多學校均陸續成立研究所，且採取保護措施，不公開他校研究所資

訊，亦不允許到校對其學生宣導、就讀碩士班學生的程度下滑。 

 

（四）改善策略 

1. 系上除了應因應時代潮流，定期的檢視教育目標之外，對於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亦應

相當予以重視。針對部分學生、家長對於高等教育餐旅及技職餐旅教育目標與價值

的混淆，系上應於各種適當的場合 (如招生說明會、家長日) 與管道 (如系網頁、系

所手冊/簡介、新生大學入門活動、班會)，加強溝通及說明。此外，能突顯本系特色

的成果宣傳 (如大學部學生、碩士生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任職國際性餐旅企

業的校友)，亦是使這些利害關係人，認同高教體系餐旅教育目標與價值的良好途徑。 

2. 未來可以在系大會時，舉辦老師與學生「核心能力架構及檢視」的面對面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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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師直接說明其所教課程，如何呼應的學生核心能力及將來就業力；學生亦可

對其所學該科目的想法，給老師反饋，形成互動進步的機制。 

3. 提升系知名度的方法很多，例如媒體廣告、參加升學博覽會、教授蒞校演講、寄發

文宣品、舉辦餐旅營隊、於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在學學生及畢業生的優異表現、

系所師生從事社會公益、…等等。有些方法的成本很高(例如、媒體廣告)，需要校友

及企業的贊助，有些方法則需時間的累積與紮實的訓練(例如、國際研討會發表論

文)，在面對越來越競爭的教育環境，這些方向都需全系師生努力嘗試，以利於知名

度的提升。 

4. 針對 800 小時實習，系上可針對此一議題加以深入討論，以為因應。討論的方向可

從其他高等教育體系下有實習課程的科系(如護理系)著手，藉由不同領域的觀點，重

新檢視系上學生在外實習的時機(如大四下學期)、地點(如國內、海外、知名連鎖企

業…等)、時數、學分數…等。以期讓我們的學生更能獲得因實習而得到的能力與競

爭力。 

5. 實習廚房空間的擴增，短期間雖不易實現，但須列入本系的中長期發展的白皮書中，

當有適當的機會，本系宜向學校爭取可供 70 人操作的廚藝空間，如此，除了可以滿

足現有教學，對於外來與產業的合作機會也會因而增加(因空間較少受到上課的影

響)。 

6. 至於因部分必要之設備(如走入式冰箱)無法有合適地點安置，造成餐會之菜單設計受

到限制的問題，改善前的因應方式之一，則是請授課老師與學生盡量設計符合現有

空間、設備的菜色，部分的活動則改在下午或晚上進行，以時間換取空間之不足，

使「提升餐旅服務涵養」及「培養餐旅經營知能」的教育目標得以獲得支持。 

7. 「招生不易、報名人數下降、優質的大學部學生傾向就讀公立研究所、許多學校採

取保護措施且不公開他校研究所資訊、就讀碩士班學生的程度下滑」雖然是台灣目

前研究所教育普遍現象，但是本系仍須加以因應，具體得方向有： 

(1) 以更務實的方式，結合餐旅產業對碩士畢業生的期待，重新檢視及討論碩士班的

教育目標與課程，以發展出東海餐旅碩士班之特色，吸引學生就讀。 

(2) 針對大學學歷非餐旅專業的碩士班研究生，除依規定須到大學部下修的餐旅課程

外，系上宜討論其他方法(例如：業界實習 2~3 學分)，使學生對餐旅產業能更了

解，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加強學生對餐旅產業的認知，增加其畢業後就業之競

爭力。 

(3) 系上師生亦須積極到相關系所(餐旅、休閒、觀光、中文、外文、企管…等等)及

補習班推廣，大學部的導師可輔導功課較佳的學生，加強其對本系碩士班的了解，

鼓勵其報考。另外，系上各老師授課時，亦可輔導外系生踴躍報考本系碩士班。 

(4) 配合學校 5 年一貫政策，鼓勵校內各系之大三學生報名本系之碩士班。 

(5) 學士班導師可針對系內優質之學生進行遊說鼓勵報考碩士班，藉以留住餐旅產業
研究人才以提升本系學術、專業界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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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自本系學士班設立於民國 89 年，民國 96 年設立碩士班，及民國 102 年設立碩專班

後，逐漸成長茁壯，在中部地區已經成為引領餐飲教育及業者進修的第一選擇。本系傳

承東海創校理想及辦學精神，以「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為立系之願

景，本系進而秉承本校教育目標，規劃訂定學士班的「提升餐旅服務涵養」、「培養餐

旅經營知能」及「發展基礎研究能力」三項教育目標，碩士班之「培養餐旅研究人才」

及「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兩項教育目標，以及碩專班之「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

產業與學界交流環境」及「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兩項教育目

標。在以上目標之下，系上學生人數持續成長，且入學的學生資質優秀，得以貫穿系上

以培養管理人才為主的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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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本項目主要以呈現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課程設計理念、規劃和運作的結果，本系包

含學士班、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簡稱碩專班)。本項目將在三個效標下，依學士班、

碩士班、和碩專班此三大部份來完整呈現； 

 效標 2-1：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架構設計之理念為何?  

 效標 2-2：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運作結果為何?  

 效標 2-3：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以下針對每一細項詳加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架構設計之理念為何? 

考量國家社會未來發展趨勢與餐旅產業企業需求，本系願景為「開創餐旅專業新知、

實見餐旅管理知能」，本系於民國 89 年創設學士班，96 年成立研究所，102 年開辦碩士

在職專班，學制已臻完整可以提供不同年齡背景階層的學生多元的學習方案。以下分別

說明學士班與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設計理念。 

 

學士班課程設計理念 

基於本系「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的設立願景，學士班著重於培

養餐旅基礎管理人才，培育具有專業知能的餐旅相關服務產業管理人才。經多次系務會

議與課程會議討論後，依據校教育目標、校系的教學資源條件、系所願景、社會產業發

展趨勢與人才需求、及學生學習需求來訂定「提升餐旅服務涵養」、「培養餐旅經營知

能」、「發展基礎研究能力」三大教育目標，並以三大教育目標來培養學生五大能力【表

2-1】：  

 

【表 2-1】學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提升餐旅服務涵養 
具備餐旅顧客服務的能力與態度 

具備適應國際外語環境的工作能力 

培養餐旅經營知能 
具備餐旅產業營運管理的基礎能力 

具備餐旅創業基本概念 

發展基礎研究能力 具備餐旅基礎分析研究能力 

 

 

為對應達成上述學生能力培養，本系將餐旅專業課程區分為六大課程區塊，包含餐

旅專業知識、餐旅服務實務、專業外語能力、餐旅管理知能、餐旅創業課程、以及餐旅

研究課程等六大區塊【圖 2-1】。其中專業管理知能課程從大一、大二基礎概念與技術

導向的課程，提供學生紮實的餐旅產業經營操作基本概念；大三著重餐旅管理層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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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四以研究開發及專題討論課程。此六大課程區塊由淺入深引導學生循序漸進逐步奠

定紮實餐旅專業知識，達到「培養餐旅基礎管理人才」的教育宗旨。 

 

 

 

 

 

 

 

 

 

 

 

 

 

 

 

 

 

【圖 2-1】學士班教育目標與六大課程區塊圖 

 

 

研究所課程規劃架構理念 

本系之願景為「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 為提升台灣餐旅研究

能量，96 年本系成立研究所，本所教育目標為「培養餐旅研究人才」與「培養餐旅進

階管理人才」，在此教育目標之下希望能發展學生兩大核心能力【表 2-2】。 

 

【表 2-2】碩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培養餐旅研究人才 具備餐旅研究與發表能力 

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 餐旅產業分析與策略性思考能力 

 

為達成上述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培養，本所課程設計理念區分為四大區塊，分

別為研究方法課程、論文課程、餐旅營運課程、與餐旅產業趨勢課程【圖 2-2】。課程

規劃以研究方法及統計數量為課程基礎培養學術研究及論文寫作發表能力的培養為

主，並搭配多元的餐旅營運課程(管理研究議題如餐飲管理、旅館管理、食品衛生管

理、人力資源管理、餐旅財務管理等)讓學生多元思考，輔導學生深入了解餐旅管理

的內涵以達到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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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碩士班教育目標與四大課程主軸 

 

碩專班課程規劃架構理念 

102 本系成立碩專班，在本系「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的願景之

下，本系碩專班承襲東海大學之教育特色，課程設計將人文素養與經營管理實務相整合，

以美學文創概念導入餐旅管理進修課程中，培養具有創新概念及美學涵養的優質餐旅人

才，達到追求開創餐旅專業新知的教育願景，以利在不斷變化的餐飲及旅館產業中，學

生能以豐富的文化創意融入管理領導的能力創造餐旅未來趨勢。故在「開創餐旅專業欣

之、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的願景之下，本碩專班教育目標為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

業與學界交流環境與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在此兩大教育目標

之下希望培養發展學生三大核心能力【表 2-3】。 

 

【表 2-3】碩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業

與學界交流環境 
培養吸收餐旅管理新知及產業環境分析的能力 

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

餐旅高階管理人才 

提升餐旅館離人才的整合涵養 

具備跨產業整合與策略性思考能力 

 

 

基於上述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培養，碩專班課程設計理念將課程區分為四大主

軸，分別為企業講座課程、餐旅涵養課程、研究方法課程及餐旅管理課程【圖 2-3】。本

專班延攬具跨國經營經驗的總裁級業師，及國內餐旅業標竿業者開課，使碩專班學生可

以在學習過程中，藉由理論及實際案例的分析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34 

 

 
 【圖 2-3】碩專班教育目標及與四大課程主軸 

 

 

2-2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運作結果為何? 

本系訂有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附件 2-1】，課程委員會由全體教師擔任委員，每學

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學期開課事宜與課程規劃問題。課程委

員會除由老師擔任委員外，亦邀請學生代表、系友代表、以及業界代表參與【附件 2-2】。

課程委員會主要職掌為檢討教師所開課程與其專長是否符合，課程委員會須依下列職掌

定期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課程委員會議紀錄【如附件 2-3】： 

 每學期邀請業界專家、系友代表、學生代表擔任審查委員對 開設科目進行審

查，檢討修正課程結構、課程名稱(中、英文)與內容，以符合學生、社會與產業

需求。 

 每學期內部自行檢討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學分。 

 檢討輔系及學分學程課程結構及學分。 

 檢討畢業生之基本專業能力、外語能力、修正學系必修及選修課程。 

 檢討教師所開課程與其專長是否符合。 

課程委員會負責進行課程規劃與制度設計，在校、院、系三級審核機制下，定期檢討

與修訂本系之課程設計內容。課程規劃系參考歐美國家餐旅高等教育(美國康乃爾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英國里玆大學)之課程架構，並依循每年微幅調整及

三年通盤調整的檢討修訂原則，課程增刪、修正都需經三級三審，最後再送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依據本系設立宗旨、教育目標、及學校教育目標，除教育部規定之共同必修、通

識課程、與本校所重視之勞作教育之外，畢業學分要求如下：學士班共同必修 17 學分，

通識課程 11 學分，專業課程 104 學分(必修 73 學分)，共 128 學分。碩士班：必修 13 學

分，共 38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必修 12 學分，共 38 學分。以下分述學士班、碩士班與

碩專班課程規劃運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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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課程規劃  

本系學士班課程規劃依據三大教育目標分別發展出系列課程，說明如下:  

1.教育目標一：達成「提升服務涵養」教育目標之課程規劃 

優良的服務人員須具備有餐旅專業知識、優雅熟嫻的服務技能、以及流暢的外語

能力，方足以應付多元且國際的餐旅消費者不同需求；因此本系規劃三大課程主軸來

提升學生服務涵養，分別為： 餐旅專業知識課程、餐旅服務實務課程、以及專業外

語課程。此三大課程主軸分別安排在大一、大二進行，每一主軸課程下方列有細項課

群及科目。 

餐旅專業知識課群主軸主要奠定良好的專業知識，其中規劃三類課程： 餐旅基

礎課程、客房作業課程、及餐飲基礎課程，奠定基礎專業知識。 

餐旅服務實務課群主軸主要訓練學生純熟的餐旅服務技巧，其中分為服務技術課

程以及餐旅實務課程。服務技術課程除安排服務技能、調酒學及廚藝基礎等技術課程

外，亦安排服務禮儀課程訓練，訓練學生舉手投足應對進退皆大方得體。餐旅實務課

程則提供學生企業實習機會，另安排餐會活動，讓學生可以學以致用。本系規劃共 800

小時之實習課程(實習一、實習二)，兩次各 400 小時實習，分別安排於大一下與大二

下進行，奠定學生紮實的產業經驗。除實習外，學生尚須完成兩次餐會活動，此兩次

餐會活動則分別是為大二學生為其家長舉辦之「家長日餐會活動」(課程名稱：宴會

實務)，以及大三替大四學長姐舉辦之「畢業餐會活動」(課程名稱： 節慶與活動規劃)，

學生可以藉由餐會活動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餐旅專業語言課群主軸則訓練學生專業英日語，學生除大一英語(上、下)外，需

要修習本系餐旅專業英語課程(旅館英語、餐飲英語)，另安排系列日語課程(日文一、

日文二、旅館日文會話、餐飲日文會話)。 

三大課程主軸細項課程科目如下： 

(1)餐旅專業知識課群 (共 33 學分) 

 A.餐旅基礎課程：包括餐飲業概論、旅館業概論、餐旅衛生安全、餐旅法規、採

購學。 

 B.客房作業課程：客房作業管理、旅館前檯管理。 

 C.餐飲基礎課程：飲食文化、飲務管理、餐飲營養學、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2)餐旅服務實務課群 (共 37 學分) 

 A.餐旅服務課程：餐旅服務技能、餐飲官能品評、餐旅美學與詮釋、餐旅空間美

學。 
 B.餐旅實務課程：廚藝基礎、調酒學、葡萄酒賞析、西餐烹調、中餐烹調、點心

製作、香草與辛香料、實習一(400 小時)、實習二(400 小時)、宴會實務管理、

節慶活動與規劃、咖啡館與茶館經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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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旅專業語言課群 (共 14 學分) 

A.專業英語課程：旅館專業英語、餐飲專業英語 

B.專業日語課程：日文一、日文二、旅館日文會話、餐飲日文會話。 

2.教育目標二： 達成「培養餐旅經營知能」教育目標之課程規劃 

優良餐旅專業實務人才除具備專業知識及技能外，亦須對現場營運管理有基礎了

解，為日後餐旅職涯發展奠定基礎，因此為培養學生餐旅經營知能，本系規劃兩大課

程主軸，分別為餐旅管理課群以及餐旅經營創業課群。此兩大課群主軸多安排在大二

及大三，讓學生在大一、大二奠定有良好餐旅基礎知識及技能後，可以漸進入經營管

理的層級。 

餐旅管理課群設計規劃從基礎的管理課程(管理學、經濟學、會計學)以及餐旅管理

課程(人資課程、行銷課程、資訊課程、財務課程及進階管理課程)，循序漸進安排。餐

旅經營創業課群則分為餐旅產業經營課程及創業開發課程兩類。餐旅產業經營課群主

要在介紹不同類型的餐旅產業營運方式(餐旅連鎖經營管理、會展管理等)，而創業開發

課程 (例如餐廳開發、服務創新等) 則旨在培養學生未來餐旅創業的能力，成為本土餐

旅企業家。細項課群及課程內容如下： 

(1) 餐旅管理課群 (共 30 學分) 

A. 基礎管理課程：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 

B. 餐旅管理課程： 

a.人管：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b.行銷：餐旅行銷管理、餐旅消費行為。 

c.資訊：餐旅資訊系統、餐飲作業系統。 

d.財務：餐旅管理會計、餐旅財務管理。 

 (2)餐旅經營創業課群 (共 29 學分) 

A.餐旅產業經營課程  

a.餐旅產業管理：俱樂部與博奕管理、團體膳食管理、會展管理、航空服務管  

 理、觀光主題規畫、銀髮族營養與照顧、餐旅職涯規劃。 

b.餐旅經營：餐旅連鎖經營。 

 B. 餐旅創業開發課程：餐廳開發、服務創新。 

 

3.教育目標三：達成「發展基礎研究能力」教育目的課程規劃。 

本校教育目標之一為培育學生具有獨立批判思考、分析技巧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教育目標在本系則轉換為發展學生基礎研究能力之系教育目標，藉由研究能力的培

養，發展學生推理歸納分析問題、蒐集文獻、統計分析技巧，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系規劃餐旅研究分析系列課程(統計學、餐旅研究方法、專討一、專討二)，培養學生

研究能力，並藉由專討一、專討二之餐旅論文撰寫，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蒐集資料，並

整合結論的能力，引導學生多參與科技部大專生參與研究計畫，鼓勵學生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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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國內外餐旅學術研討會等方式，達成發展學生基礎研究能力之教育目的。 

 

本系課程設計涵蓋理論與實務，逐步培養學生具備餐旅基本技術專業知識，經營管

理理念，以及具備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課程設計完整，與世界餐旅教育課程接軌，

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餐旅人才為目標。為達成課程目標，本系網羅聘請餐旅專業師資，

提供教師充裕資源進行教學研究，並協助教師根據學生的教學回饋意見，改善教材教法，

提升教學品質。 

 

課程地圖之相關資料皆呈現於系網頁，並在每年新生入學時之大學入門課程清楚傳

達並呈現。另外，也將課程地圖印製為 L 型文件夾並發給每位學生，學生可更容易留存

及參考。課程地圖另印製大型海報張貼於系上，方便學生參考以及老師解說。學士班之

課程職涯地圖【圖 2-4】呈現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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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學士班課程職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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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課程規劃 

96 年本系成立研究所，本所為達兩大教育目標(培養餐旅研究人才、培養餐旅進階管

理人才)，分別開授四大系列課程: 論文課程(必修)、研究方法課程(至少選修一門)、餐旅

營運課程(至少選二門)、與餐旅趨勢課程(一般選修)。 

 

以下就本所二大教育目標以及內涵說明碩士班課程設計規劃概念【圖 2-5】。 

1. 教育目標一：達成「培養餐旅研究人才」教育目標之課程規劃。研究所教育目標之一為

培養研究人才，本所為培育學生研究能力，開授下列系列課程。學生於研一修習研

究方法或多變量分析等課程，以奠定研究能力，並於專題討論課程中逐漸探索研究

主題，並於研二完成碩士論文。 

(1)論文課程：碩士論文、專題討論一、專題討論二(必選)。 

(2)研究方法課程：研究方法、多變量分析、質性研究方法、結構方程式等(五選一)。 

2. 教育目標二：達成「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教育目標之課程規劃。本系開授餐旅進階

管理課程，藉由對當代餐旅管理文獻的探討回顧，發掘台灣餐旅經營管理所面臨的各類

議題，並進而歸納發展策略，學生可以依照研究方向修課。 

(1) 餐旅營運課程： 餐飲管理研究、餐旅策略管理研究、餐旅營運管理研究、餐旅系統

模擬研究、餐旅財務管理研究、餐旅行銷管理研究、餐旅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七選二)。 

(2)餐旅產業趨勢課程：餐旅衛生安全研究、團體膳食管理、餐旅連鎖經營研究、餐旅業

開發專案評估、研究英文寫作、餐旅文創研究、旅館開發與籌設研究，綠色餐廳(一

般選修)。 

 

【圖 2-5】碩士班教育目標及對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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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適性研究，除論文課程(碩士論文、專題討論 I、專題討論 II)為必修外，其餘

皆為選修。學生得以依據其研究主題選擇「研究方法系列課程」(例如：研究方法、多變

量分析、結構方成式，質化研究)選擇一門研習，及且依據其研究興趣領域，選擇餐旅核

心「餐旅營運課程」(至少二門課程)，以及餐旅產業趨勢課程(一般選修)【附件 2-5】碩士

班修課科目表。碩士班之課程地圖【圖 2-6】呈現於下： 

【圖 2-6】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碩士班課程職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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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專班課程規劃架構理念 

 102 本系成立碩專班，餐旅碩專班的教育目的在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業與學界交流

環境，已及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進階管理人才，以下就本專班二大教育目標以及

內涵說明研究所課程設計規劃概念【圖 2-7】。 

1.教育目標一：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業與學界交流環境為達成建立產業與學界交流的

目標，本專班開授下列課程。 

(1)企業講座課程：企業標竿講座、餐旅專業觀摩。 

(2)餐旅涵養課程：葡萄酒賞析、餐旅生活美學、餐旅文創。 

2.教育目標二：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 

 為強化本專班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能力並強化學生跨領域學習成為具備有創造領導的進階

餐旅人才，本專班開授下列課程： 

(1)研究方法課程：碩士論文、研究方法、多變量分析、質性研究。 

(2)餐旅管理課程：餐旅電子商務、餐旅行銷管理、餐旅財務管理、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餐旅營運管理、餐旅品質管理個案、談判與仲裁。 

 

 

 

 

 

 

 

 

 

 

 

 

【圖 2-7】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對應課程 

 

本碩專班課程規劃除考量教育目標外亦考慮到學生上課時間限制問題，因此本碩專班課

程分為必修(12 學分)，必選修(9 學分)以及選修課程(17 學分)。必修課程計有碩士論文、研究

方法、標竿企業講座、專題討論等四節課程(共 12 學分)，部分選修課程學生得以依據其興趣

領域從五門課程中選擇三門研讀(共 9 學分)，本碩專班題供廣泛的選修課程【附件 2-6 碩班

必選修課程表】，並提供詳細的課程地圖【圖 2-8】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 企業講座課程: 企業標竿講座、餐旅專業觀摩 

․ 餐旅涵養課程: 葡萄酒賞析、餐旅生活美學、餐旅文創 

 

․ 研究方法課程: 碩士論文、研究方法、多變量分析、質性研究 

․ 餐旅管理課程: 餐旅行銷管理、餐旅財務管理、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餐旅營運管理 

目標一: 提供回流教育平台、建立產業與學界交流環境 

目標二: 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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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餐旅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地圖 

 

 

2-3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本系運用「系務會議」和「系課程會議」機制擬訂課程規劃方向，主要依循 PDCA

的模式，Plan 的規畫主要由系課程會議討論擬定，再送系務會議審議核定，另外本系全體

教師擔任「課程委員會」的委員。在課程規劃後，進入 Do 的執行，藉由課程執行進行後

續的評估反思，之後，藉由 Check 的回饋控制的機制，來討論課程的為調整做為未來行動

規劃(Act)的參考。本系依循 PDCA 循環改進機制不斷調整改進教學方式和課程架構，務求

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能與教育目標充分符合【表 2-4】餐旅系課程 PDCA 循環改進機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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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餐旅系 PDCA 課程品質保證機制表 

 

本系課程品質保證機制由課程委員會主導，設計不同機制來源收集訊息做為循環改進

依據，訊息來源如下： 

1. 教學改進：期初、期中、期末教學評量 【附件 2-7】系所期初教學意見調查表。 

2. 課程評鑑：課程評鑑分為課程整體架構、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兩部分。課程整

體架構之外審意見及系所因應措施須提報課程委員會審議；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

法之外審意見則供授課教師與系課程委員會參考。【附件 2-8】個別課程外審資料。 

3. 課程委員會：每學期邀請目前的在學學生、畢業生、業界代表、及學界代表，針對

學期開課與課程規劃，進行討論及提出建議。 

4. 企業演講：每學期舉辦三場產學專題演講，掌握企業趨勢 【附件 2-9】演講彙整表。

本系於 101 學年度共進行 11 場演講；102 學年度進行 9 場演講；103 年共進行 3 場演

講。 

5. 實習參訪：每學年進行一次北、中、南實習參訪，透過訪視機會與業者互動，確認

課程結構脈絡與方向【附件 2-10】參訪紀錄。本系於 101 學年度暑假期間進行北部

共 9 間和南部 2 間知名飯店及連鎖餐飲機構之訪視。102 年暑假期間訪視北部 7 間和

南部 5 間知名飯店及連鎖餐飲機構。 

6. 雇主問卷：雇主問卷【附件 2-11】雇主問卷紀錄。本系於 101 學年度暑假期間，針

對八家實習雇主，進行學生學習成效企業諮詢座談暨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訪談。 

 Plan Do Check Act 

機 

 

 

制 

 系務會議 

 課程委員會 

 

 落實課程規劃

安排與教師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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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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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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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畢業生調查：每年針對系友進行調查【附件 2-12】畢業生問卷調查表。 

 

 

   課程委員會依照本系循環改善機制【圖 2-9】，不斷調整改進課程結構和教學方式，

課程委員會並做出具體意見送系務會議核備，最後系務會議根據院校教育目標、產業動

態、及雇主問卷調查的結果進行討論與核定。 

【圖 2-9】課程循環改善機制圖 

 

 

（二）特色 

   本系課程設計特色如下： 

1. 完整平衡課程設計：  

(1). 學士班課程設計：本系課程設計依照三項教育目標分別規劃六大課程主軸，從大

一基礎餐旅知識、實務、外語課程、大二大三餐旅管理、營運創業課程、到大四

研究分析課程，系列課程採循序漸進、由淺入深方式，引導學生逐步發展餐旅基

本知識、技能、管理知識、及研究發展能力。 

(2). 研究所課程設計：研究所課程於研一著重在研究方法、統計分析及餐旅研究等基

礎課程，以奠定研究生基礎研究能力及對餐旅領域最新文獻、理論的了解；研二

則著重於餐旅產業策略發展研的研究探討，為未來研究奠定基礎。 

(3). 碩專班課程特色：本所碩專班課程特色除強調以知識管理創造趨勢外，更承襲東

海大學人文素養，將經營管理實務導入文創與美學概念，培養具有創新與美學涵

養的餐旅人才，達到追求開創餐旅專業新知的教育目的。 

2. 課程循環檢討機制：針對課程規劃及教師教學，本系採取課程循環改進機制，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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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外界(系所評鑑結果、產業意見、系友意見)及內部(教學評鑑、學生意見)的訊息

蒐集，持續的針對本系課程規劃進行修正改進，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以及產業變遷

下的人才需求。 

3. 師資專長結構與課程結構相符合：本系秉持師資結構配合課程結構的招聘理念，依

照課程的需求聘任適合的教師，以追求教師研究或實務專業與課程相結合，讓研究

教學專長相輔相成，學生獲得最優教學品質。 

4. 重視實務學習 (800 小時實習、餐會、實習旅館)：  

(1) 學士班 800 小時實習：學士班學生須分兩階段(每階段各 400 小時)，於知名或連

鎖國內外之餐旅產業實習。「校友會館」以全年無休的方式營運，並提供學生實

習與房務教學場所。 

(2) 研究所實務研究：為使研究能貼近產業現實，本研究所透過教師產學合作、企業

參訪、邀請業界專家演講、及招收在職生等方式，強化研究生對餐旅實務的了解，

並進而激發研究機會。 

(3) 碩專班課程活動與學士班課程活動相互串連，以達到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的目

的。 

 

（三）問題與困難 

1. 碩士班課程未符合學生選課需求：目前近一兩年餐旅管理系碩士班學生報名人數

銳減，碩士生入學時學術相關能力不足，且學生在選課上不知何種課程對其將來

就業有幫助。因此容易造成學生休學或延長修讀年限，或是拿到學位後不知要從

事何種職業的窘境。 

2. 實習課程安排困難：本系學士班規劃之 800 小時實習近年來願意配合短期實習的

飯店餐飲業者顯著減少，業者多半希望能有至少半年(一學期)的實習時數，在面對

其他技職院校三明治教學的實習競爭壓力，本系學生暑假實習的安排越來越困難。 

3. 開課學分數受限：因本系學士班採單班制，而許多課程均採小班制或實習課因空

間因素分班授課，每學期開授課程受到校方每學期開課學分數不能超過 61 學分之

限制而導致開授課程受限無法提供學生多元選修課程之憾。 

 

（四）改善策略 

1. 碩士班課程未符合學生選課需求：因應近年碩士生入學人數與素質不斷變化也反映

出未來學生對於研究所學習有不同的想法與期待。故本系於 102年逐步分析學生屬

性與課程需求，透過學生意見、業者意見、並參考國際上其他餐旅碩士課程內容(例

如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未來將調整目前研究所偏重研究發表走向

的課程設計，增加實務實習課程(如、實習)，以達到實務理論合一的目的。 

2. 實習課程安排困難：因應實習課程安排的困難，本系採取藍海策略開闢海外實習場，

逐年增加海外實習機會（關島、印尼、北京、日本、韓國），101～103 學年度共有

59 名學生完成海外實習，海外實習也逐步成為本系招生的特色。 

3. 開課學分數受限：未滿足學生需求並同時兼顧實習課程(專業課程、語言課程)小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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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特色，本系每學期排課期間均需與校方進行多次溝通，並採簽呈方式呈請校方

同意超開課程，校方同意本系超開授課程也顯示校方對本系發展的重視。 

 

（五）總結 

  本系為中部地區最早設立餐旅管理系所之一般大學，且於先後因應社會潮流成立分別

成立學士班、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在課程設計方面，也針對不同階層之餐飲人才，提

供完整且平衡之課程。每學期固定之課程檢討機制，也使得本系之課程機構更完善，並且

普遍獲得學生、家長、系友、企業的肯定。雖然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與學生素質不同而面

臨需要調整課程的挑戰，但在師生共同努力下勢必可以因材施教達到本系設立之宗旨與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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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一)現狀描述 

 本系所設立之「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願景，除透過優良師資在教學

上實踐課程設計的理念，也需配合不斷檢討改進的評鑑機制，如此方能達成各學制之教育宗

旨與目標。本單元共有 5 個效標： 

  效標 3-1：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之情形為何? 

  效標 3-2：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效標 3-3：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效標 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效標 3-5：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最後針對系所師資教學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提出改善策略。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

形為何? 

  本系所目前有專任教師共 9 位，其中副教授 4 位、助理教授 5 位；每位教師皆具本系相

關研究領域博士學位【表 3-1】專任教師學、經歷與專長表。研究領域分屬餐旅、食品營養、

旅遊、及管理等相關研究(實務)範圍，因此師資結構一直維持穩定狀態；同時，本系延攬相

關領域兼任教師充實教學，以提供多樣課程滿足學生需求，本系所聘任之兼任教師亦具備

有雄厚豐富的產學經驗【表 3-2】兼任教師學經歷與專長表，包含王大東教授-「中國肯德

基之父」「中國速食業之父」、李宏智副教授-台灣 TGI Fridays 董事總經理、鄭東波講師-台

糖長榮酒店(台南)總經理、俞克元助理教授-The Lin Hotel 飯店開發總顧問、蔣念潔講師-古

典玫瑰園行政總主廚等，而且兼任教師對於本系也深具向心力，本系與兼任教師間幾乎都

維持著長期合作關係。本系所專兼任師資可謂學經歷俱佳之教學團隊，這樣的師資結構有

助於落實本系所欲達成之教育目標。本系生師比近三學年(101-103 學年)約為 28：1 【表 3-3】

生師人數比，維持恰當之比例。 

 

本系除聘有學經歷俱佳之專、兼任師資之外，亦聘請學有專精之助教團隊協助教學，

系上行政人員皆具備完整餐旅教育背景及業界實務經驗，負責協助系所評鑑、支援實習課

程教 學、專業教室管理、就業輔導，以及各項行政服務工作，詳如【表 3-4】，此有助於與

系上師生家長，以及實習機構間之良好互動。 

 

另從【表 3-5】、【表 3-6】專任教師教授本系必修課程情況觀察，大學部必修課程有超

過八成均由本系專任教師教授，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必修科目 100%均由本系專任教師

教授，可見本系所近年逐步調高專任教師教授必修課程的努力達到成效，希望藉此達到「必

修課程由專任教師教授、選修課程由兼任教師教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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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本系之專兼任師資均能符合本系教育目標之達成，及學生學習之滿足，本

系每學期均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議，並邀請學界代表、業界代表、系友代表、學生代表參加，

如【附件 2-3】。目前系上已針對碩士班開設餐旅實習選修 2 學分，主要就是針對 101 學年

第一學期碩士班學生提出的需求：碩班越來越多學生為非餐旅本科系畢業，且畢業後也急

需與業界接軌，因此建議可在碩一暑假有實習安排。另外，為加強本系碩士班學生對旅館

經營管理的知能，亦於 103 學年第一學期通過聘請兪克元老師在碩士班開設「旅館籌設與

開發研究」，兪老師目前擔任台中 Lin Hotle 飯店開發總顧問【表 3-2】，且具有美國普渡大

學之餐旅碩士學歷，學經歷俱佳，可同時滿足系教育目標之達成與學生之需要。 

 

【表 3-1】專任教師學、經歷與專長表 

專任教師 專長 授課科目 學、經歷 

郭振峰 

副教授兼 

系主任 

餐旅營運 

餐旅行銷 

團體膳食 

餐旅行銷學 

團體膳食管理 

餐旅系統模擬 

餐旅營運管理 

餐旅供應鏈管理研究 

學歷： 

美國普度大學 餐旅暨觀光管

理博士 

 

經歷： 

1.台北世大運選手村膳食顧問 

2.北京奧運選手村膳食志工 

2.高雄世運選手村膳食顧問 

汪淑台 

副教授 

感官品評 

服務品質管理 

服務創新 

餐飲官能品評 

觀光事業概論 

服務創新 
餐旅新產品開發 

餐旅服務品質管理研究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食品科

學博士 

 

經歷： 

1.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後研究 

2.統一企業副高級研究員 

朱惠玲 

副教授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餐旅業管理 

美食觀光 

餐旅人力資源管理 

旅館業概論 

餐旅生活美學 

會議管理 

餐旅研究方法 

商業服務禮儀 

學歷： 

美國維吉尼亞州立理工大學 

餐旅管理 博士 

 

經歷： 

1.太平洋建設集團 整合公關 

2.台北凱悅飯店 資深調酒師 

林万登 

副教授 

保健營養 

食品科學 

運動休閒 

營養學 

餐飲業概論 

餐旅開發 

消費者行為 

會展管理 

休閒運動健康學概論 

餐旅行銷管理研究(碩) 

學歷： 

輔仁大學食品營養所營養科學

組博士 

 

經歷： 

1.Holiday corp 總公司營運管

理事業處 專案經理  

2.遠東航空 Exchange Club 商

務俱樂部聯誼社－餐飲部經理 

李貴宜 

助理教授 

採購學 

衛生安全 

銀髮族飲食規劃 

採購學 

會計學 

餐旅研究方法 

餐旅衛生安全 

學歷：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餐旅管理

學系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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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營養與照顧 經歷： 

1.弘光科技大學 專任講師 

2.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餐旅管

理學系 助教 

張亦騏 

助理教授 

餐旅消費者行為 

餐旅服務管理 

餐旅文創 

餐旅連鎖經營管理 

餐旅消費者行為 

餐旅連鎖經營管理 

研究方法 

餐旅文創(碩) 

餐旅法規 

航空服務管理 

餐旅服務品質管理 

餐旅服務經營管理 

商業服務禮儀 

學歷： 

英國瑟瑞大學餐旅服務業經營

管理學博士 

 

經歷： 

1.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

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2.英國國際旅遊餐飲協會，研

究員 

2.中華航空公司，國際線空服

員 

周碩雄 

助理教授 

飲務管理 

飲食文化 

餐旅職涯規劃 

管理學 

飲務管理 

調酒學 

飲食文化 

餐旅服務技能 

葡萄酒賞析 

咖啡館與茶館經營實務 

香草與辛香料 

學歷： 

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所  

博士  

 

經歷： 

1.德育醫護管理專校餐飲科 

科主任 

2.長榮國際採購部專員、訓練

中心主任 

陳錚中 

助理教授 

餐旅財務 

餐旅資訊系統 

產業經濟 

統計分析 

餐旅財務管理 

經濟學 

餐旅資訊系統 

多變量分析(碩) 

餐旅財務管理研究(碩) 

綠色餐廳(碩) 

餐旅產業分析(碩)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 

 

經歷： 

1.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 專

任助理教授 

2.中國生產力中心 講師  

郭心甯 

助理教授 

飯店管理 

觀光發展 

博奕管理 

俱樂部與博奕管理 

節慶活動規劃 

宴會時實務 

旅館前檯管理 

餐旅專業英語 

學歷： 

泰國皇家湄洲大學  觀光發展

管理系  博士 

 

經歷： 

1.泰國皇家湄洲大學觀光系所 

兼任講師 

2.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業

界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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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兼任教師學經歷與專長表 

兼任 

教師 
專長 授課科目 學、經歷 

王大東 

(教授級
專 業 技
術教師) 

餐飲連鎖經營 

管理 
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學歷： 

美國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管理科學碩士 

 

經歷：  

1.大成東北亞公司 副董事長 

2.北京羅傑斯公司(Kenny Rogers)董事長 

3.亞洲連鎖投資公司(FICA)總裁 

4.美國 FOODMARKER INC. (JAKE IN THE 

BOX)國際總裁 

5.美國 W.R.GRACE 集團食品服務公司總裁 

6.正大集團餐飲服務公司總裁 

7.美國肯德基公司亞太區總裁 

8.北京樂傑士公司董事長 

 

李明元 

(教授級
專 業 技
術教師) 

全球品牌行銷與
管理、餐旅策略
管理研究 

全球品牌行銷與管
理、餐旅策略管理
研究 

學歷： 

德州大學企管研究所 碩士 

經歷： 

1.鼎新集團 餐飲事業群 副總裁 

2.麥當勞亞洲區政府關係副總裁 

 

李宏智 

(副教授
級 專 業
技 術 教
師) 

連鎖經營管理 連鎖經營管理 

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國際大學  旅館與餐飲管理 

碩士 

經歷： 

1.台灣 TGI Fridays 董事總經理 / GB 鮮釀股份
有限公司  總經理 

2.TGI Friday’s(Taiwan)Inc.營運部協理  

吳松濂 

(副教授

級 專 業

技 術 教

師) 

中餐烹調 中餐烹調 

學歷： 

靜宜大學 管理學院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經歷： 

1.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專任副教授級專業
技術教師) 

2.美國華府台灣駐美代表處雙橡園 主廚 

俞克元 

(助理教
授 級 專
業 技 術
教師) 

旅館開發與籌設
研究 

旅館開發與籌設 

研究 

學歷： 

美國普度大學餐旅管理系 碩士 

經歷： 

1.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專任助理教授 

2.THE LIN HOTEL TAICHUNG 總顧問 

3.林園婚旅機構 旅館籌備顧問 

4.永豐棧墾丁渡假飯店首席顧問 

5.台中永豐棧麗緻酒店 資深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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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東波 

(助理教
授 級 專
業 技 術
教師) 

飯店管理 

西餐烹調 
飯店管理 

學歷：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專班 

 

經歷： 

1.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總經理 

2.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總經理 

方鳳玉 

(助理教
授) 

空間設計 空間設計 

學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博士畢 

經歷： 

1.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專任助理教授 

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兼任助

理教授 

蔣念潔 

(助理教
授 級 專
業 技 術
教師) 

西餐烹調 
西餐烹調 

點心製作 

學歷： 

法國藍帶廚藝學院(法式料理、西點) 結業證書 

經歷： 

1.古典玫瑰園 西餐主廚 

2.福泰桔子連鎖店 西餐總主廚 

橫川彰 

(講師) 
日文 日文 

學歷： 

東海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 碩士 

經歷： 

1.東海大學 日語會話助教東海大學 

2.日文講師台中技術學院 

劉逸強 

(講師) 

日本語教育、日
語語法 

日本語教育、日語
語法 

學歷： 

東海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研究所 碩士 

經歷： 

1.東海大學推廣部 講師 

2.靜宜大學日文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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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學生與教師人數比 

           學年 

年級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大

學

部 

學士班一年級 57 61 63 

學士班二年級 60 61 68 

學士班三年級 58 59 60 

學士班四年級 56 56 63 

合計人數 231 237 254 

專任教師人數 9 9 9 

兼任教師人數 3 4 3 

生師比 23.69 23.7 26.1 

碩

士

班 

碩班一年級 13 13 15 

碩班二年級 14 11 13 

合計人數 27 24 28 

專任教師人數 9 9 9 

兼任教師人數 1 0 1 

生師比 2.9 2.7 3.0 

碩

專

班 

碩專班一年級  10 12 

碩專班二年級   10 

合計人數  10 22 

專任教師人數  9 9 

兼任教師人數  2 2 

生師比  1.1 2.3 

              ※生師比計算基準：學生總人數/(專任教師+兼任教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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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行政人員之專長與學經歷 

姓名 職稱 專長 學歷與經歷 

曾嫦玲 客房助教 
櫃檯訓練 

客房管理 

學歷： 

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 

台南家政專科學校 家政科 

經歷：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助教 

永豐棧麗緻酒店 客務服務經理 

New Chinese Garden Restaurant: Cashier and Waitress 

洪彩馨 餐飲助教 
咖啡 

調酒 

學歷：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學系 

經歷：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助教 

教父牛排、Danny’s what’s Grill& Green/ 吧檯 

世貿聯誼社中餐廳/ 外場組長 

許雅亭 助理 
菜單設計 

內場訓練 

學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餐飲組 

國立台中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家政科 

經歷：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助理 

鮮綠屋地中海生機飲食餐廳 主廚 

冠廚食品公司〈開店高手〉開店輔導員 

張哲誠 
校友會館
經理 

客房管理 

學歷： 

國立高雄餐旅管理專科學校 旅館管理科 

經歷： 

東海大學 校友會館 經理                    

台中永豐棧麗緻酒店 新光三越 LA MODE餐廳暨麵
包坊 副店長  

台中永豐棧麗緻酒店 LA MODE 西餐廳主任 

 

 

【表 3-5】 大學部專任教師教授本系必修科目比例 

學年度 
專任教師教授 

必修科目數(1) 

全系開設 

必修科目數(2) 
比例(1)/(2) 

101 上 13 15 86.7% 

101 下 15 17 88.2% 

102 上 12 13 92.3% 

102 下 16 17 94.1% 

103 上 13 14 92.9% 

103 下 14 16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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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研究所(碩士班、碩專班)專任教師教授本系必修科目比例 

學年度 
專任教師教授 

必修科目數(1) 

全系開設 

必修科目數(2) 
比例(1)/(2) 

101 上 4 4 100% 

101 下 3 3 100% 

102 上 5 5 100% 

102 下 4 4 100% 

103 上 7 7 100% 

103 下 5 5 100%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本系所目前專任教師人數為 9 位，秉持「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願景

努力不懈，故不論學術研究或專業服務能力均表現佳。 

1. 學術研究方面：論文、專書、研究計畫等共計 136 篇(件)，期刊論文 37 篇(件) (其中 SCI、

SSCI、TSCI、TSSCI 計 17 篇)，學術會議論文發表 63 篇、專書(章節)16 篇、計畫報告 20

篇(科技部計畫 6 件、其他研究計畫 14 件)；詳述如下： 

 (1)學術期刊發表：101 至 103 學年度三年度共發表 37 期刊論文；101 學年度 9 篇、102 學年

度 14 篇、103 學年度 14 篇，發表成果如【表 3-7】101-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學術期

刊發表成果一覽表，此 34 篇中計收錄於 SCI 期刊 14 篇、SSCI 期刊 3 篇、及其他期刊 20

篇。 

 

【表 3-7】101-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學術期刊發表成果一覽表 

101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學術期刊發表成果一覽表 

序

號 

教

師 

單

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

類別 

發 表 年

月 

卷

數 

期

數 
頁碼 

1 

朱

惠

玲 

餐

旅

系 

以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外籍學

生品嚐台灣小吃之行為態度

與行為意圖 

東海學報 其他 2012-10 53   
89- 

106 

2 

汪

淑

台 

餐

旅

系 

Website Evaluation of the Top 

100 Hotels Using Advanced 

Content Analysis and eMICA 

Model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SSC

I 
2013-07  

5

4 

284- 

293 

3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市售包裝食品之反式脂肪酸

含量及不同學院大學生對營

養標示認知與消費行為之調

查-以東海大學為例 

東海學報 其他 2012-10 53   
147- 

161 

4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Ganoderma tsugae 

Hepatoprotection against 

Exhaustive 

Exercise-Induced Liver Injury 

in Rats 

Molecules SCI 2013-01 18 2 
1741-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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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Shopping Satisfaction at 

Airport Duty-Free Store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amp; 

Management 

其他 2013-01 22  47-66 

6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Hepatoprotective Effects of 

Swimming Exercise against 

d-Galactose-Induced 

Senescence Rat Model 

Evidence-Base

d 

Complementar

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SCI 2013-05 1  1-10 

7 

李

貴

宜 

餐

旅

系 

飲料店從業人員對健康化飲

料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東海學報 其他 2012-08 53   

107- 

125 

8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臺鐵郵輪式列車旅遊體驗量

表之建構 
東海學報 其他 2012-10 53   

127- 

145 

9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ers' 

intention of using lego nxt in 

primary school 

Journal of 

Baltic Science 

Education 

SSC

I 
2013-05 12 2 

219- 

233 

102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學術期刊發表成果一覽表 

序

號 

教

師 

單

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

類別 

發 表 年

月 

卷

數 

期

數 
頁碼 

10 

汪

淑

台 

餐

旅

系 

Quality Preservation of 

Reduced Sodium Pork Patties- 

Effects of Antioxidants on 

Color and Lipid Stability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SCI 2013-09 93 
1

2 

2959- 

2962 

11 

陳
錚
中 

汪
淑
台 

餐

旅

系 

餐旅實習學生情緒智商、服務

態度與組織服務氣候對其情

緒勞動意象及服務品質影響

之研究。 

東海學報 其他 2013-10 54  
113- 

131 

12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Hepatoprotective Effects of 

Ixora parviflora Extract against 

Exhaustive Exercis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 Mice 

molecules SCI 2013-09 18 9 

10721

- 

10732 

13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美食部落格對消費者購買行

為決策影響之研究 
東海學報 其他 2013-10 54  49-60 

14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Cytoprotective Effect of 

American Ginseng in a Rat 

Ethanol 

Gastric Ulcer Model 

molecules SCI 2014-04 19  
316 - 

326 

15 

李

貴

宜 

餐

旅

系 

Two-agent single-machine 

scheduling of jobs with 

time-dependent processing 

times and ready times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SCI 2013-08 
20

13 
 1-14 

16 

李

貴

宜 

餐

旅

系 

老年人「飲食效能」量表題項

發展之研究 
東海學報 其他 2013-10 0 

5

4 
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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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

貴

宜 

餐

旅

系 

A note on minimizing the total 

loss for two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with one-sided 

specification limit 

Advances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 

其他 2014-02 3  1-4 

18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Taking weight-loss 

supplements may elicit 

liberation from dietary control: 

a laborary experiment 

Appetite SCI 2013-10 72  8-11 

19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看不見的旅途：視障者旅遊體

驗 
東海學報 其他 2013-10 54  

100- 

111 

20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The liberating effect of 

weight-loss supplements on 

dietary control: A field 

experiemnt 

Nuturtion  SCI 2014-02 30  
1007-

1010 

21 

周

碩

雄 

餐

旅

系 

桃園國際機場組織公平、信

任、工作滿意度對組織公民行

為之影響 

東海學報 其他 2013-10 54  61-79 

22 

郭

心

甯 

餐

旅

系 

Comparing Cross-culture 

Dimensions of the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n 

Hong Kong/ 跨文化比較國際

遊客在香港的經驗 

東海學報 其他 2013-10 54  
133- 

146 

23 

郭

心

甯 

餐

旅

系 

Managing customer relations 

that is important – From the 

agricultural supplies 

enterprises’ perspective 

World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其他 2013-12 1 1

1 

328- 

334 

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學術期刊發表成果一覽表 

序

號 

教

師 

單

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

類別 

發 表 年

月 

卷

數 

期

數 
頁碼 

24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Hepatoprotective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Glossogyne tenuifolia against 

acetaminophen-induced 

hepatotoxicity in mic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SCI 

 

2014-08 

 

0 

 
 

1-10 

 

25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Resveratrol enhanced FOXO3 

phosphorylation via synergetic 

activation of SIRT1 and 

PI3K/Akt signal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in 

elderly rat hearts 

AGE SCI 2014-08 36  1-10 

26 

李
貴
宜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Lipolysis-stimulating 

peptide-VHVV ameliorates 

high fat diet induced 

hepatocyte apoptosis and 

fibrosis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SCI 

 

2014-09 

 
0  1-10 

27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Potato protein hydrolysate 

attenuates high fat 

diet-induced cardiac apoptosis 

through SIRT1/ PGC-1á/Akt 

signalling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SCI 

 

2014-12 

 
12  

389-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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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Medical Tourism Industry in 

Taiwan using 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2 55  1- 20 

29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The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nfluence on the online peer 

assessment process: A 

Restaurant Development 

Course Case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2 55  21 - 

37 

30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線上同儕互評對學生自我效

能與學習動機之影響：以餐廳

開發課程為例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4 55  21-37 

31 

李
貴
宜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利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台灣醫

療觀光產業分析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4 55  1-20 

32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The Heart Protection Effect of 

Alcalase Potato Protein 

Hydrolysate Is through 

IGF1R-PI3K-Akt 

Compensatory 

Reactivation in Aging Rats on 

High Fat Di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SCI 2015-05 16  10158 

- 

10172 

33 

李
貴
宜 

 

林
万
登 

 餐

旅

系 

Lipolysis-stimulation peptide - 

VHVV ameliorates high fat 

diet induced hepatocyte 

apoptosis and fibrosis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 

SCI 
2014-09 

 
11  

482- 

492 

34 

李

貴

宜 

餐

旅

系 

影響餐旅管理系學生食品衛

生的操作行為因素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4 55  39-55 

35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Diversity beliefs and 

postformal thinking in late 

adolescence: a cognitive basis 

of multicultural literacy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SSC

I 

2014-12 

 
15 4 

585- 

592 

36 

張

亦

騏 

餐

旅

系 

葡萄酒消費：健康信念和生命

有限性觀點之研究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4 55  75-87 

37 

周

碩

雄 

餐

旅

系 

商店形象、服務品質、知覺風

險與購買意願關係之研究 
東海學報 其他 2015-04 55  57-74 

 

  

(2). 專書(章節)著作或技術(計畫)報告：101 至 103 學年度三年度共出版 36 件專書(章節)或技

術(計畫)報告；101 學年度 9 件、102 學年度 22 件、103 學年度 5 件，發表成果如【表

3-8】101-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專書著作成果一覽表、【表 3-9】101-103 學年度餐旅

管理學系技術(計畫)報告成果一覽表(科技部專案研究計畫 6 件、其他產學計畫 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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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01-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專書著作成果一覽表 

序
號 

學年
度 

作者 專書(或章節)名稱 
全部作者 
姓名 

ISBN 出版單位 
出版 
日期 

1 101 陳錚中 
餐旅財務管理(第
2 版) 

彭綉珠、陳錚中 
978-986-60

90-35-6 

華都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3-04 

2 101 張亦騏 

Let's dine out 

English for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Yevvon Yi-Chi 

Chang, Tim 

Warren 

1397898658

40006 

CENGAGE 

learning 
2013-03 

3 102 郭振峰 

餐飲管理(第 5 章
廚房規劃設計與
廚房設備)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4 102 郭振峰 

餐飲管理(第 11
章餐飲員工之招
募、訓練及任用)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5 102 汪淑台 
餐飲管理(第 1 章
導論)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6 102 汪淑台 

餐飲管理(第 8 章
服務品質與顧客
關係)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7 102 李貴宜 
餐飲管理(第 6 章
餐飲採購)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8 102 李貴宜 

餐飲管理(第 7 章
食物製備與衛生
安全)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9 102 張亦騏 

餐飲管理(第 2 章
餐廳種類及其特
性)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0 102 張亦騏 

餐飲管理(第 3 章
餐廳開設地點與
設計風格)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1 102 周碩雄 
餐飲管理(第 4 章
菜單知識)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2 102 周碩雄 
餐飲管理(第 9 章
飲料管理)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3 102 周碩雄 
餐飲管理(第 13
章飲食文化)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4 102 陳錚中 

餐飲管理(第 10
章餐飲資訊科技
的運用)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5 102 陳錚中 

餐飲管理(第 12
章餐飲會計與財
務分析) 

汪淑台、張亦騏 

周碩雄、郭振峰 

李貴宜、陳錚中 

9789865774

110 

前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4-01 

16 103 林万登 
餐飲衛生安全(譯
書) 

林万登 
9789868662

988 
桂魯專業書店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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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01-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產學合作及技術(計畫)報告成果一覽表 

101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產學合作及技術(計畫)報告成果一覽表 

序

號 
姓名 身份 研究時程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 

總金額 
計畫屬性 

報 告

類別 

1 朱惠玲 
主 持

人 
101/08/01-103/07/31 

國際觀光客對台灣小吃意

象認知因素架構模型、及台

灣小吃競爭定位研究 

469,000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2 汪淑台 
主 持

人 
101/12/15-102/06/30 

大成窈窕美人減肥餐開發

及品評測試 
586,917 

大 成 萬 達
(天津 )有限
公司產學合
作計畫 

結 案

報告 

3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1/08/01-102/07/31 

SIRT1 在運動訓練與白藜

蘆醇對老化相關疾病(肌肉

流失症及心臟功能失調)分

子機制之研究 

1,076,000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4 林万登 
主持

人 
102/01/01-102/12/31 

農業觀光與地方節慶活動

發展策略之研究 
430,000 

農委會產學

合作計畫 

結 案

報告 

5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1/08/01-102/07/31 

101GREEnsS004-3 銀髮族

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

之研究 

2,210,000 
GREEnS 研

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6 李貴宜 
主 持

人 
101/08/01-102/07/31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餐旅

管理系學生於餐飲職場之

食品衛生的操作行為 

507,000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7 李貴宜 
主 持

人 
101/08/01-102/07/31 

『總計畫四：全球環境暨永

續社會發展計畫』子計畫

3.2“銀髮族營養照護與飲

食需求之介入與效益評估 

550,500 
GREEnS 研

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102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產學合作及技術(計畫)報告成果一覽表 

序

號 
姓名 身份 研究時程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 

總金額 
計畫屬性 

報 告

類別 

8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2/08/01-103/07/31 

白藜蘆醇和運動訓練誘導

調節心肌、骨骼肌及海馬迴

線粒體生物合成及其核磁

共振代謝體學應用在不同

老化大鼠和小鼠模型之影

響 

1,053,000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9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2/08/01-103/07-31 

102GREEnsS004-3 銀髮族

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

之研究 

1,860,000 
GREEnS 研

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10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3/03/02-103/12/31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

育計畫 農業生技產業教學

實習推動中心 

2,500,000 

教育部人文

社會學術創

新計畫 

結 案

報告 

11 李貴宜 
主 持

人 
102/08/01-103/07/31 

東海大學『總計畫四：全球

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子計畫 3.2“銀髮族營養照

護與飲食需求之介入與效

益評估 

 

485,746 
GREEnS 研

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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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亦騏 
主 持

人 
102/12/10-103/02/10 

仙渡莊旅社老舊翻新先期

評估計畫 
50,000 

仙渡莊旅社

- 產學合作

計畫 

結 案

報告 

13 張亦騏 
主 持

人 
102/12/10-103/02/10 

樂蒙地蛋糕事業產品行銷

策略改善計畫 
50,000 

兩津興業有

限公司 - 產

學合作計畫 

結 案

報告 

14 張亦騏 
主 持

人 
103/05/01-103/06/30 

偏鄉地區教學：牙齒仙子的

珠寶盒-食物與牙齒的秘密 
50,000 

得士登牙醫

診所 - 產學

合作計畫 

結案

報告 

15 陳錚中 
主 持

人 
102/08/01-102/09/30 

富林食品早餐事業菜單工

程分析與改善計畫 
50,000 

富林食品工

廠 - 產學合

作計畫 

結案

報告 

16 陳錚中 
主 持

人 
102/08/01-103/07/31 

老街五感體驗之數位設計

與服務加值研究-數位模擬

技術介入對在地人文商圈

意象營造與居民參與再造

態度之影響—科技接受模

式觀點 

680,000 
科技部整合

型研究計畫 

結 案

報告 

103 學年度餐旅管理學系產學合作及技術(計畫)報告成果一覽表 

序

號 
姓名 身份 研究時程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 

總金額 
計畫屬性 

報 告

類別 

17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4/03/20-104/12/31 

生技計畫創新創業人才培

育計畫 農業生技產業教學

實習推動中心 

2,500,000 

教育部人文

社會學術創

新計畫 

結案

報告 

18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3/08/01-104/07/31 

應用粒線體生物合成分子

及生理機轉探討白藜蘆醇

和運動訓練的協同效應對

老化鼠骨骼肌強度及心肌

功能表現提升之研究 

1,117,000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結案

報告 

19 林万登 
主 持

人 
103/08/01~104/07/31 

103GREEnsS004-3 銀髮族

營養保健與照顧需求介入

之研究 

2,100,000 
GREEnS 研

究計畫 

結案

報告 

20 陳錚中 
主 持

人 
103/09/01-104/07/31 

綠色餐旅人才種子課程發

展計畫 
250,000 

教學亮點計

畫 

結 案

報告 

 

(3)學術研討會發表：本系教師 101 至 103 學年度共計 63 篇論文發表於國內外餐旅相關學術

研討會，領域橫跨餐旅服務品質、人力資源管理、餐旅科技發展、餐旅營運發展、餐旅衛生

安全、食品科學及旅遊地、印象等範圍，此 63 篇中，國外 57 篇、國內 6 篇，發表成果如【表

3-10】101-103 學年度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篇數統計表。 

 

【表 3-10】101-103 學年度教師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篇數統計表 

學年度 101 102 103 小計 

國內研討會 1 2 3 6 

國外研討會 15 21 21 57 

總計 16 23 2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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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服務方面：本系教師除積極參與各類學術活動外，更貢獻所長提供校內專業性服務，

並經常性參與政府機構之各項服務工作，對於有關機構之政策規劃、諮詢；各學校(政府

機關)評鑑、評選委員與輔導諮詢、技能檢定評審委員等不遺餘力。例如，郭振峰老師擔

任台北世大運選手村膳食顧問；汪淑台老師擔任經濟部 SIIR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審查委

員；朱惠玲老師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職學校評鑑委員；林万登老師擔任星級

旅館評鑑委員；張亦騏老師擔任 12th ApaCHRIE Conference Selected Paper Session Chair 

主持人；李貴宜老師擔任台中市政府衛生局護理機構審查委員；周碩雄老師歷年擔任中

餐烹調技術證照術科監評及飲料調酒技術證照術科監評；陳錚中老師擔任國立成功大學

第十六屆企管營演講者；郭心甯老師擔任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歷史建築台中放送局委託經

營管理案委員。至於民間單位之各項服務工作，依專業從事社會服務成績斐然。如與本

校推廣部共同推行在職進修課程，10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參與專業服務表現如【表

3-11】，詳細專業服務內容如【附件 3-1】。 

 

本系老師之專業服務表現有許多與學生之學習成果(效)相結合。例如， 

(1)擔任本系之大學部「專題討論」指導老師 

  指導大三學生完成學年之專題報告【附件 1-4】，部分學生也願意經由老師的指導，

投稿國際研討會，並完成上台報告或海報之展示，大學部於 101~103 學年度共有 10 篇論

文通過審核，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附件 1-6】。 

 

(2)擔任校內外之論文口試之指導老師或口試委員 

  於預口試及口試提供意見與建議，指導學生(含碩士班、碩專班)參加國內、外學術

研討會，參見【附件 1-6】，並順利取得學位。 

 

(3)指導大專生專題研究 

  本系 101~103 學年度共有 2 篇專題研究獲得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補助【附件

4-7】，其中 103 年度王詠瑄同學，經科技部評審成績優良且具創意，由科技部頒發研究

創作獎，目前王詠瑄為本校大學部第一位獲得此獎項學生。 

 

(4) 校外競賽 

  教師於課程中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提升學生團隊合作精神，落實行銷企劃與創新

創業能力，如【表 5-1】。會議管理課程 2012 年林万登老師帶領學生參加「2012 年百漾

獎勵旅遊在高雄-文化創意行程設計企劃競賽」，二組獲得團體佳作；2013 年再度帶領學

生參加「2013 台灣美食調酒創意遊程國際創作競賽」，三組同學分別獲得第一名、第二

名以及佳作。另外，碩士班飲食文化觀光專題課程由老師鼓勵同學參與「2013 台灣肉乾

王盃-肉乾怎麼配飲品創意行銷企畫競賽」、餐旅管理研究課程參加「文化道會館空間創

意設計-創意點子商品化實做競賽」、餐旅消費者行為課程參加「產動人心學行圓夢-社會

企業產學合作團隊競賽」，皆獲得亞軍、第二名的佳績。競賽成果獎狀如【附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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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餐旅管理學系教師提供專業服務情形 

校 
 
 
內 

類別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 2 7 

擔任政府或非營利機構專業委員會委員     

擔任國內學術∕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1   

擔任國內學會行政職務     

擔任國外學術∕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擔任專業考試命題委員   1 1 

擔任教學∕學務∕行政服務（主管∕導師∕社團指導

老師∕傳習者等）  
8 4 6 

擔任公民營利機構顧問或委員     

其他及未歸類  2 3 2 

合計 12 10 16 

校 
 
 
外 

類別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7 8 2 

擔任公民營利機構顧問或委員  3 1 3 

擔任政府或非營利機構專業委員會委員  6 7 8 

擔任國內學術∕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2 1 5 

擔任國內學會行政職務     

擔任國外學術∕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1 2 2 

擔任國際學會行政職務     

擔任專業考試命題委員  2   

擔任教學∕學務∕行政服務（主管∕導師∕社團指導

老師∕傳習者等）  
   

擔任營利事業董事/理事     

其他及未歸類  3 4 2 

合計 24 23 22 

 

 

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本校為持續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績效，以改善整體辦學品質，訂定

「教師評鑑辦法」，專任教師服務滿四年即應接受評鑑，教師評鑑辦法如【附件 3-2】。本系於

101~103 學年度分別有 5 位教師接受教師評鑑審查，評鑑結果全數通過教師評鑑，結果如【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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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101~103 學年度 本系教師評鑑結果 

 

 

 
 
 
 
 
 
 
 
 
 

本校為鼓勵教師卓越教學表現，訂定有諸多辦法分述如下： 

 教師特優教學獎勵：為提升本校優良教學風氣，獎勵教師優質教學以提高教學水準，擴

大教學成果，訂定教師特優教學授獎辦法。授獎依據包含教學意見反映問卷調查結果、

教學評量資料及其他與教學相關重大貢獻。教師「特優教學獎」並提供作為教師升等重

要參考資料【附件 3-3】特優教學獎辦法。 

 

 教學獲獎情形：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教師從事教學方法或教材內容改進的努力與

貢獻，訂定「教學創新獎勵辦法」【附件 3-4】，每學年獎勵名額以六名為限。本系歷年

有 2 位老師獲得創新教學獎勵、1 位教師獲得特優教學獎、1 位教師獲得教學優良獎、2

位教師獲得教材教具製作獎勵補助如【表 3-13】，足見本系教師在提升教學上的努力獲

得學校肯定。 

【表 3-13】 本系教師歷年教學獲獎紀錄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獎項 創新成果主題 

97 林万登 教學創新獎 會議管理 

98 汪淑台 教學創新獎 官能品評 

99 汪淑台 優良導師 -- 

100 朱惠玲 特優教學獎 -- 

100 林万登 優良導師 -- 

101 林万登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  

101 張亦騏 優良導師 -- 

101 張亦騏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補

助 

Elementary English 
for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101 陳錚中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補

助 
餐飲管理 

102 張亦騏 教學優良獎  

103 林万登 104年度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103 陳錚中 優良導師  

 

年度 受評教師姓名 評鑑結果 

101 
-- -- 

-- -- 

102 
汪淑台 通過 

周碩雄 通過 

103 

李貴宜 通過 

張亦騏 通過 

朱惠玲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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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升等辦法：本校訂有「教師升等辦法」鼓勵教師提出升等申請，並對於教學與研究

表現優良之教師將優先給予升等獎勵機會【附件 3-5】。本系林万登老師於 100 學年度由

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足見本系提供良好教學研究環境支持教師專業成長。 

 

本校為鼓勵教師卓越研究表現，訂定有諸多研究獎勵辦法分述如下： 

 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為提升本校學術水準，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本校訂定有「東海

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附件 3-6】，由本校年度預算中提撥「教師學術研究

獎勵專款」支用研究計畫獎勵、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減授鐘點獎勵、學術著作

獎勵及產學合作獎勵，詳細內容如下： 

 

(1) 研究計畫獎勵： 本獎勵辦法針對專任教師執行該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其

他研究計畫結案後獲得回饋管理費之獎勵。本系 101~103 學年度共有 6 位教師

獲得 11 次研究計畫獎勵【表 3-14】。 

 

【表 3-14】 10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計畫獎勵情形 

101 學年度 

編

號 

系別 

(職稱) 
姓名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獎勵 

金額 

1 
餐旅系 

(副教授) 
汪淑台 大成窈窕美人減肥餐開發及品評測試 586,917 50,553 

2 
餐旅系 

(副教授) 
林万登 

SIRT1 在運動訓練與白藜蘆醇對老化相關疾
病(肌肉流失症及心臟功能失調)分子機制之
研究 

1,076,000 114,000 

3 
餐旅系 

(副教授) 
朱惠玲 

國際觀光客對台灣小吃意象認知因素架構
模型、及台灣小吃競爭定位研究 

469,000 39,000 

4 
餐旅系 

(助理教授) 
李貴宜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餐旅管理系學生於餐
飲職場之食品衛生的操作行為 

507,000 42,000 

102 學年度 

編

號 

系別 

(職稱) 
姓名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獎勵 

金額 

5 
餐旅系 

(助理教授) 
張亦騏 

偏鄉地區教學： 牙齒仙子的珠寶盒 - 食物
與牙齒的秘密 

50,000 3,000 

6 
餐旅系 

(助理教授) 
張亦騏 仙渡莊旅社老舊翻新先期評估計畫 50,000 3,000 

7 
餐旅系 

(助理教授) 
張亦騏 樂蒙地蛋糕事業產品行銷策略改善計畫 50,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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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餐旅系 

(助理教授) 
陳錚中 

富林食品早餐事業菜單工程分析與改善計

畫 
50,000 3,000 

9 
餐旅系 

(助理教授) 
陳錚中 

老街五感體驗之數位設計與服務加值研究-

數位模擬技術介入對在地人文商圈意象營
造與居民參與再造態度之影響—科技接受
模式觀點 

680,000 60,000 

10 
餐旅系 

(副教授) 
林万登 

白藜蘆醇和運動訓練誘導調節心肌、骨骼肌
及海馬迴線粒體生物合成及其核磁共振代
謝體學應用在不同老化大鼠和小鼠模型之
影響 

1,053,000 111,000 

103 學年度 

編

號 

系別 

(職稱) 
姓名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獎勵 

金額 

11 
餐旅系 

(副教授) 
林万登 

應用粒線體生物合成分子及生理機轉探討

白藜蘆醇和運動訓練的協同效應對老化鼠

骨骼肌強度及心肌功能表現提升之研究 

1,117,000 119,000 

 

(2) 減授鐘點獎勵：本校針對教師在研究上獲得政府學術研究獎勵，或者執行科技部研

究計畫且結案者，可以獲得不同程度之減授鐘點獎勵，藉此鼓勵教師從事研究活

動。本系林万登老師 101-103 學年度連續三年獲得減授鐘點獎勵【如表 3-15】。 

 

【表 3-15】101-103 本系專任教師申請減授鐘點獎勵情形 

序號 單位 教師 職稱 
減授

鐘點 
執行情形 

1 餐旅系 林万登 副教授 1 

101 學年度申請 102 上減授鐘點 1 小時 

101 學年度申請 102 下減授鐘點 1 小時 

2 餐旅系 林万登 副教授 2 

102 學年度申請 103 上減授鐘點 2 小時 

102 學年度申請 103 下減授鐘點 2 小時 

3 餐旅系 林万登 副教授 2 

103 學年度申請 103 上減授鐘點 2 小時 

103 學年度申請 103 下減授鐘點 2 小時 

 

(3) 學術著作獎勵：本辦法為獎勵教師以本校名義出版或是發表學術著作（作品）與獲

獎，依照著作顯著程度給予不同等級之獎勵【如附件 3-7】。本系 101、102、103 學

年度餐旅系 9 位教師，51 件學術著作獲得獎勵，獎勵總金額共達$350,812 元【附件

3-8 】101-103 學術著作獎勵名冊。 

(4) 產學合作獎勵：為鼓勵教師從事產學合作，本校訂定有「東海大學專任教師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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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獎勵辦法」【附件 3-9】，以獎勵本校專任教師熱心參與政府機構（含財團法人）

及民間企業之產學合作有成效足堪表率者。 

(5) 獎助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本校鼓勵教師將研究著作於國際發表，特別訂定「專

任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助辦法【附件 3-10】，鼓勵教師出國交流並發表研究

成果。 

 

整體而言，本系老師 101~103 學年的表現優良，獲得需多肯定與殊榮。例如， 

(1) 期刊論文 37 篇(件) (其中 SCI、SSCI 計 17 篇)，學術會議論文發表 63 篇、專書(章節)16

篇、計畫報告 20 篇(科技部計畫 6 件、其他研究計畫 14 件)。 

(2) 此三年中，參加教師評鑑之老師全數獲得通過，並陸續獲得校內外之獎勵 (如林万登老

師的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張亦騏老師及陳錚中榮獲優良導師、張亦騏老師榮獲教

學優良獎)、林万登老師連續 3 年獲得減授終點。 

(3) 本系教師 101 至 103 學年度共計 63 篇論文發表於國內外餐旅相關學術研討會，領域橫跨

餐旅服務品質、人力資源管理、餐旅科技發展、餐旅營運發展、餐旅衛生安全、食品科

學及旅遊地、印象等範圍，此 63 篇中，國外 57 篇、國內 6 篇。 

(4) 本系教師除積極參與各類學術活動外，更貢獻所長提供校內專業性服務，並經常性參與

政府機構之各項服務工作，對於有關機構之政策規劃、諮詢；各學校(政府機關)評鑑、

評選委員與輔導諮詢、技能檢定評審委員等不遺餘力。 

 

 然而，這部分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例如，在研究能量方面：東海大學為教學研究型大

學、教師須負擔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工作，另因本系所單班教學，教師專注在研究時

間相對減少，並且本系於 96 年方成立研究所，整體研究產量仍需加強。系上在此方面表現較

佳的老師可透過「帶領、分享」的方式，形成研究群組，改善本系這方面的缺失。亦或透過

跨領域的方式，與其他系、院、校的老師一起合作，另外形成本系研究的亮點。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1. 教學設計 

本系教師於新學期開設課程時，均需向本所課程委員會提交教學大綱，如【附件3-11】餐

旅系課程授課大綱，經審核通過後除上傳至師生資訊系統公告外，同時於開學第一週提

供給每位修課學生參考。此外，每位老師於學期開始第一次上課時，也會提供修課學生

完整的教學進度，詳細介紹該科目之教學目標、授課內容以及評量方式，供學生加退選

之參考。為培育學生核心能力，本系各科教師除一般紙筆測驗外，在學習評量設計上亦

會要求以實作、餐會、競賽、考照、角色扮演、參訪、撰寫學期報告(評分標準含括資料

收集、研究方法、邏輯分析、文字流暢度等)，從中培養學生餐旅服務、餐旅營運知能、

及研究與分析能力。 

 

其次，授課教師大多藉由使用中英文文獻訓練學生閱讀與書寫能力，以培養學生從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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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餐旅實務研究時，發現或確立問題現象及解釋、解決，並進而提升資料收取、蒐集、

解讀、分析之能力。最後，本系對於研究生的表達與溝通能力十分重視，因此學生的評

量方式中除了撰寫期中與期末報告、課堂報告、心得報告等評量外，本系課程大多要求

學生透過投影設備進行簡報，以期訓練組織與口述能力，進而陶塑出對餐旅相關議題之

嫻熟洞察力。 

 

另外，本系專、兼任教師利用教學平台置放講義、作業，上課啟用簡報檔，方便學生理

解教材內容。針對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量方法的方式，本系配合

學校教務處所辦理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將利用網路或是在課堂上的評鑑，針對老師

的上課方式以及教學內容等進行、學年度學習評量，提供師生對於課堂安排與教學的內

容互相溝通與學習的管道，調查結果除提供教師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 

 

2. 多元教學 

(1)精緻教學：本系為單班招生，因此師生互動關係較為密切；亦重視學生個別差異，教

師得以隨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教學方式或補充教材。 

(2)多元化授課方式：本系教師依照課程所需設計教案，依教學計畫安排，循序漸進，授

課常以實例解說；部分課程實施小班教學，同時施以實務操作練習。本系課程採教師

講授以及由學生專題報告並重方式進行，引導學生主動蒐集統整歸納資料，培養學生

主動學習的能力。 

(3) e 化教學平台：教師可以透過教材上網之教學平台方便學生預習與複習。 

(4)多媒體教學設備：專業教室基於部分課程需要配以視聽設備，目前已購置有錄放影機、

影音光碟機、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以及週邊音響系統等，以輔助教學、增強學習效

果。 

(5)校外參觀教學：本系教師會依照課程需求進行校外參觀教學，歷年校外參訪資料如【附

件 3-12】。 

(6)專案企劃：本系教師在課程設計中會採取以小組專題報告方式，除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的能力，亦提供學生學習團隊合作與人際溝通互動。 

 (7)個案討論：理論課程融入實際企業個案討論。 

 

3. 教學評量 

學生可以透過每學期舉辦之網路教學評量表達其對教師教學之學習滿意度。本校教師

教學評量，目前均由教務處分別於學期末期間進行修課學生網路教學評量，網路教學評量

可避免人工評量之弊端、可獲致較佳之時效性及確保評量資料之可靠性、隱私性及可參考

性。評量結果主要提供做為教師調整教學方式之參考。評鑑結束後，本校教務處會將評量

結果上傳教師網頁，每位教師皆可透過網頁瀏覽觀看教學評量結果，以瞭解學生對其教學

之反應意見，從而修正教學內容，藉以幫助教師改進與提升其教學品質。圖 3-1、圖 3-2、

圖 3-3 為本系 101-103 學年，學生對教師教學評量的平均分數，顯示大部分專、兼任教師之

教學方式與內涵，受到學生歡迎與好評。當教師教學評量結果不盡理想時，本校規劃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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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輔導作業流程如圖 3-4，專任教師評量不佳時，系主任須對該教師之教學方式進行會談了

解並進行輔導措施，教師本身則須提出教學改進計畫呈交院長、教務長，後續由教務長召

開「教學諮詢會議」，期間安排教學諮詢中心提供教師教學諮詢，以期提升教師未來教學品

質。 

 

 

【圖 3-1】學士班之教師教學評量成績 

 

 

 

 

【圖 3-2】碩士班之教師教學評量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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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碩專班之教師教學評量成績 

 

 

 

【圖 3-4】教學評量不佳之輔導作業流程 



- 70 -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本系為達「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之創設願景，針對教師在教學、專

業研究、服務與輔導提升上，亦頗具成效。 

1. 教師教學方面：本校提供諸多管道協助教師在教學上不斷成長，激勵教師卓越教學。所

提供教學與專業成長提升分述如下： 

(1) 新進教師知能研習營：舉辦全校性新進教師知能研習營輔助新進教師在東海的教學工

作推展能順遂，研習營則由各學院教學傑出及研究卓越之資深老師擔任傳承教師，研

習中教導初任教師如何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營造良好師生互動關係，及如何使用教

學平台輔助教學、進行研究工作等等。 

(2) 新進教師諮詢：系主任亦特別為新進教師提供個別諮詢，以協助教師了解系所願景、

發展歷史、教育宗旨與目標，並加速了解學生學習特質進一步協助授課內容規劃等。 

(3) 教師教學工作坊：提供教師教學心得交流之機會，主要內容包括優良教師之教學成果

發表、課程大綱設計與教學策略暨教學方法分享等；本系均鼓勵教師參與教學工作坊，

如遇教課衝突議提供最大協助(如協助補課時程、地點安排等)。【表 3-16】為本系教師

101 至 103 學年度參加教學工作坊資料。 

 

【表 3-16】教師 101 至 103 學年度參加教學工作坊一覽表 

學年度 參加者 日期 主題 

101 上 汪淑台 101/09/10 101 年度新進教師交流暨歡迎茶會 

101 上 郭心怜 101/09/10 101 年度新進教師交流暨歡迎茶會 

101 上 林万登 101/09/11 大學幸福哲學：正向心理學在高等教育上的應用 

101 上 陳錚中 101/09/11 大學幸福哲學：正向心理學在高等教育上的應用 

101 下 李貴宜 102/05/10 服務學習課程的理念形成與實施 

101 下 汪淑台 102/05/17 東海幸福工坊-春之雅宴 

101 下 張亦騏 102/05/17 東海幸福工坊-春之雅宴 

101 下 郭振峰 102/05/17 東海幸福工坊-春之雅宴 

101 下 陳錚中 102/05/17 東海幸福工坊-春之雅宴 

102 上 郭振峰 102/09/05 大學教育可以帶給學生什麼加值效益? 

102 上 周碩雄 102/09/24 服務學習課程的分析與設計 

102 上 陳錚中 102/10/17 翻轉教室 

102 上 郭心甯 102/10/24 
翻轉教室社群：Is Flip Teaching Right For You？ The 

Pros and Cons of Instructor Facilitated Classrooms 

102 上 郭心甯 102/11/07 非英語文相關學科之英語授課技巧 

102 上 張亦騏 102/11/27 英語授課社群：英語授課交流分享會(二) 

102 下 周碩雄 103/03/07 職涯導師期初見面會 

102 下 周碩雄 103/04/17 認識 UCAN 大專職能診斷平台與學生輔導之應用 

103 上 郭振峰 103/09/26 No College Student Left Behind! 適性揚才的大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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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上 陳錚中 103/09/26 No College Student Left Behind! 適性揚才的大學教學 

103 上 郭振峰 103/11/20 粒粒皆幸福－新進教師手作美食 Reunion 

103 上 陳錚中 104/01/22 特色教學亮點計畫期中分享暨深度匯談 

103 下 洪彩馨 104/03/04 
新版數位教學平台研習會（一）－新版平台功能教學
與軟體應用 

103 下 周碩雄 104/03/26 指導學生論文的困境與突破 

103 下 陳錚中 104/04/14 
104 年【教師專業成長自組社群】暨【一般任務導向
計畫】申請說明會 

103 下 汪淑台 104/04/27 英語授課-現場觀課系列 

103 下 汪淑台 104/05/04 104 年一般任務導向計畫審查會 

103 下 陳錚中 104/05/04 104 年一般任務導向計畫審查會 

 

(4) 教學平台：本系配合學校卓越教學計畫推動 e 化教學平台，並提供教學助理及科技助

理數名，協助系上教師全面教學教材上網，以強化教學效果。 

(5) 餐旅企業研討會：本系每學期聘請餐旅產業知名人士(如 TGI Fridays 之董事總經理 

李宏智；台北旅店執行董事 魏秋富)等蒞臨系上講演，或不定期舉辦餐旅企業研討

會，藉由產學互動觀摩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機會。 

2. 教師研究方面：鼓勵本系教師參加專業學術研討會、進修研究等，輔助教師持續專業學術

研究工作。 

(1) 專業學術研討會：本系為增進教師持續研究成長除舉辦研討會外，並特訂辦法獎勵教

師積極參與學術研討會【附件 3-13】，藉由學術研討會獲取相關專業新知，進而激發

研究靈感。本系教師於 101~103 學年參加的專業學術研討會請參【表 3-10】。 

(2) 教師研究：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進修汲取學術新知，提升研究品質，特定「專任教

師進修研究辦法」【附件 3-14】。專任老師可採留職留薪、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等

方式進修。 

(3) GREEnS 研究計畫：本校基於推動“Culture”與“Nature”結合的理念，以永續環境

及生活品質為導向的頂尖研究發展計畫，作為本校 100-104 年五年特色研究的重要方

向，計畫名為「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Global Research &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簡稱 GREEnS），該計畫由本校教師組成團隊聚焦在環境保

護、生態學、綠色管理、及綠色創意與生活等研究主題。參與教師涵蓋各學院約 100

位教師，本系參與 GREEnS 計畫的老師共有 5 位。 

   本系所教師近三年申請和獲得相關機構之研究計畫獎（補）助共 20 件，研究經費

合計達 18,575,163 元。其中，獲得科技部補助計畫案件有 6 件、其它機構研究計畫

共 14 件，詳請參閱【表 3-17】本系教師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情形，相關機構合

作計畫一覽表（研究計畫）。研究計畫類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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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教師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情形，及相關機構合作計畫之執行情形 

教師獲得產、官之研究計畫

獎（補）助數量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合計 

科技部計畫 3 2 1 6 

教育部計畫 0 1 1 2 

其他政府部會計畫 1 0 0 1 

民間企業計畫 1 4 0 5 

東海大學校內計畫 2 2 2 6 

合 計 7 9 4 20 

 

3. 教師服務成長輔導方面：本系經常性鼓勵教師貢獻所長除提供校內專業性服務外，並輔

助參與政府機構之各項服務工作，對於有關機構之政策規劃、諮詢；各學校(政府機關)

評鑑、評選委員與輔導諮詢；技能檢定評審委員等專業服務性工作成績斐然。如【附件

3-1】專任提供專業服務情形列表。 

 

 

 (二)特色 

1. 師資結構與學術專長滿足學習需求：本系專、兼任師資學經歷皆與餐旅、食品、旅遊及

管理等相關研究或實務背景相符，目前專任教師為 9 位皆具博士學位。生師比約為 28:1

維持恰當之比例；關於教師學術專長成果在論文、專書、研究計畫等共計 125 篇(件)(其

中 SCI、SSCI、TSCI、TSSCI 計 17 篇)，顯示學術專業背景能滿足學生專業學習方面需

求。 

2.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亮眼：本系教師除積極參與各類學術活動外，更貢獻所長提供校內專

業性服務並經常性參與政府機構之各項服務工作，對於有關機構之政策規劃、諮詢；各

學校(政府機關)評鑑、評選委員與輔導諮詢；技能檢定評審委員等不遺餘力；並至民間

單位進行各項服務工作，依專業從事社會服務成績頗佳。 

3. 落實評量執行提升教學品質：教學評量結果主要提供教師做為調整教學方式參考。評量

結果每位教師皆可透過網頁瀏覽察看，以瞭解學生對教學方式的反應意見，從而據以修

正教學內容並提升其教學品質。本系學生對教師教學品質滿意度經統計平均分數 88.7

分，顯示全體專兼任教師之教學方式與內涵普遍受學生歡迎與好評。當教師教學評量結

果不盡理想時，本校規劃一系列輔導作業，首先由系主任須對該教師之教學方式進行會

談了解並進行輔導措施，教師本身則須提出教學改進計畫呈交院長、教務長，後續由教

務長召開「教學諮詢會議」，期間安排教學諮詢中心提供教師教學諮詢，以期提升教師

未來教學品質。 

4. 優質且具國際化的實習環境：學士班學生實習方面特規劃 800 小時實習習課程在國內、

國外(如印尼、關島、北京、日本等)五星級飯店、知名連鎖餐旅相關產業施作，滿足學

生理論與實務皆具的學習需求；碩士班之實習也正規劃中，因為報考本系研究所之碩士

班學生，許多為非餐旅本科系之學生，他們目前是以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以加強其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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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計畫未來他們也能透過實習，熟悉餐旅相關產業，如此除了有助於其對產業之了

解之外，對於其論文研究與將來之就業，也會極大助益。 

5. 精緻、多元、國際化的教學：本系不論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都是單班招生，生師

比約為 28:1，因此師生互動關係密切。部分課程實施小班教學(如廚藝基礎、點心製作、

西餐烹調、中餐烹調、餐旅英文…等)，同時施以實務操作練習。另外，採用原文書、

英文文獻當上課教材，校外、國外(上海、杭州、日本)之餐旅相關產業參訪，都能培養

學生國際化能力，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本系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1. 學生對於業師之需求殷切：雖然本系之兼任師資人數平均每學期為 4 人，但學生對業師(尤

其是來自知名企業、具知名度者、或高階/資深餐旅人才)之需求亦極為殷切，但基於諸多

因素(例如，滿足專任教師鐘點、學校對各學制開課時數上限之規定、業師事業繁忙無法

長時間授課…等)，本系業師的數量常無法如學生所願。 

2. 教學品質：觀察 101 至 103 學年度教師評量結果顯示，本系所大部分之專、兼任教師在

教學方面表現良好，品質與成效皆獲學生肯定，且本系教師屢獲得創新教學榮譽，但學

生對部分課程仍不甚滿意。 

3. 學生學習動力：本系課程之多元化規劃雖令大多數學生滿意，但部分大學部學生因課程

陌生而失去學習興趣與動力，導致學習成效降低。 

4. 研討室數量：教師與學生需要足夠的研討會議室進行相關研究討論，本系目前僅一間多

功能會議室(研究生授課專用)，若遇上其他研討課程將無法另闢討論空間進行討論。 

5. 實習場地：本系所建置的實習廚房雖設備完整，但礙於空間常需分批授課，直接排擠其

他開設廚藝的相關課程。 

6. 研究能量：東海大學為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師須負擔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工作，

另因本系所單班教學，教師專注在研究時間相對減少，並且本系於 96 年方成立研究所，

整體研究產量仍需加強。 

 

(四)改善策略 

1. 為了滿足學生對業師之需求，且又須符合系上專任授課負荷量、學校對開課時數上限的

規定、業師的配合度等條件下，增加兼任業師的方式有：(1)邀請業師到系演講，(2)進行

校外參訪，由業者(師)親自解說現場營運實況，(3)以本系專任教師搭配業師的方式聯合

開授課。另外，以下所列，亦是本系找尋優良師資的主要方法： 

(1)藉由參加學術研討會發掘餐旅背景學者與國內外修讀餐旅學程博士(候選人)，並保

持聯繫。 

(2)聘請具實務背景之技術級教師。 

(3)延聘國外課座教授前來授課。 

(4)持續聘用學有專長之兼任師資至本系授課。 

 

2. 持續提升教學品質：持續努力提升教學品質是本系所有教師所追求的目標，除校方提供



- 74 - 

之各項教學輔導措施外，系上亦透過教學成績優良的教師分享教學心得之方式，帶領其

他老師進行學生特性及學習了解，並經由學校舉辦之教學工作坊，教師互相砥礪學習，

以精進教學品質。 

3. 提升學生學習動力：大學部學生因興趣加入餐旅管理系，若對未來就業不甚明瞭將會喪

失學習動力。有鑑於此，本系現作為係將就業輔導從大一入學開始執行，即安排一系列

講座課程積極輔導學生學習，如系統性介紹餐旅產業類別、工作型態、學生職業性向等。

讓學生可以積極規劃四年學習生涯並對未來就業(升學)提供最佳準備。 

4. 短期間，研討空間間數增加的可能性不高，因此，目前的解決之道是將研究所課程安排

至一般教室進行授課，會議室則專門提供本系師生會議、討論之用。未來仍須不斷透過

各種機會，向校方爭取空間。 

5. 實習廚房空間擴建目前雖無法改進，但已納入本系中長期發展白皮書內，未來將規劃可

容納 70 人操作的廚藝空間，以滿足現行(未來)教學上之需求。 

6. 在研究能量方面，系上在此方面表現較佳的老師可透過「帶領、分享」的方式，形成研

究群組，改善本系這方面的缺失。亦或透過跨領域的方式，與其他系、院、校的老師一

起合作，另外形成本系研究的亮點。 

 

 

(五)總結 

  餐旅管理系自民國 89 年創建迄今秉持「求真、篤實、力行」校訓，積極達成「開創餐

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之使命，遂於民國 96 年設立中部第一個餐旅管理研究所，

復於民國 102 年設立中部第一個餐旅碩專班，逐年茁壯。因此對於各學程師資教學更不遺

餘力達成「餐旅服務涵養」、「培養餐旅經營知識」、「基礎研究能力」等基礎教育目標；「培

養餐旅研究人才」、「培養餐旅進階管理人才」等學術涵養教育目標；以及「提供回流教育

平台，建立產業與學界交流環境」、「培養具獨立思考及執行力的餐旅高階管理人才」等產

學合作教育目標。教師本身亦不斷提升學術研究或服務能力的專業素養，從 101 至 103 學

年度不論期刊發表篇數、專書著作、研究計畫等皆有亮麗的表現；至於專業服務上更貢獻

所長經常性參與政府(民間)機構之各項服務工作，成績斐然。對於教學方式則運用精緻教

學、採用原文書/最新英文文獻為教材、多元化授課方式、e 化教學平台、多媒體教學設備、

校外(含國外)參觀教學、專案企劃、個案討論等多元教學法，達成各學程教育目標，並滿足

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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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一) 現況描述 

   本系之學習資源分為四大模組： 1. 課程學習、 2. 業界參訪、 3. 輔導參加各種比

賽及國際會議發表、 4. 各種實作活動。這四大模組如【圖 4-1】所示，以課程學習為核

心，藉由「課程學習」為起始點，分別與「業界參訪」、「輔導校參加各種比賽及國際會

議發表」、及「各種實作活動」互動印證。學習成效得以在不同階段得到檢視。課程學習

是建構學生知識及能力的核心管道，老師授課使用原文書比例超過 75%，上課除了以本

系一貫強調的小班學習模式進行，以增加互動之外，學生整合性的學習成果(包含組織力

與統合能力)可顯現在期末報告中。同時，也在許多小組討論中，不斷驗證及反思自己的

學習成果，並內化為可以應用的管理知能。 

 

 

【圖 4-1】學習資源四模組的互動反饋機制 

 

1. 業界資源：課程學習業界參訪的連接主要是希望學生在觀摩業界的營運管理後，可以建立

業界的案例，因為這樣的模式將強迫學生在參訪之後，與業者做後續的接觸及聯繫，已完

成完整的案例。目前已完成的案例有第一屆碩專班上海、杭州六個餐旅產業標竿案例，在

模式中將使業界的主管也成為系上學生的學習資源，大學部雖然尚未以建立案例為參訪的

成果報告，但是參訪報告及參訪當下與觀摩企業主管的互動，也使業師指導學生的模式得

以移地進行。而建立的案例可以做為學弟、妹的學習資源，逐年累積，將成為可觀的業界

訊息學習材料。 

2. 跨專長老師輔導團：課程學習、輔導比賽、及國際會議的參與，是課程結合比賽參與的進

度，授課老師整合多方資源指導學生參賽，如研究所的專題研究課程結合麥當勞的年度創

意大賽，在全國眾多團隊中，學生獲得佳作之優秀成績。老師參與國際會議的事前準備，

更是整合付出英文論文撰寫指導，行前的試講及 power point 的修正都是老師們以團隊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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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學生在行前的密集訓練，這樣結合系上老師不同專長而進行小組對小組的指導模

式，也是本系對於學生出國發表的重要模式，實施至今，每年至少會有兩組或是兩組以上

的大學專題參與研討會的豐碩成果【如附件 1-6】。而在輔導過程中，也同步檢視了課程

學習所需要強化的能力。 

3. 實務演練應用課程學習：本系實務演練有三大元素，第一為兩次大型餐會，餐會中是以實

務模式演練人資、財務、廚藝基礎、及餐服技能等課程所學，學生得以在課程的預算中落

實餐廳宴會及活動執行的各面向，學校空間的彈性調度及課程預算是給學生操作的具體資

源。第二為實習，呼應上述的業師資源，學生於餐旅企業場域實習時，在兩次各 400 小時

的學習中，由各飯店及餐廳提供之不同工作機會，充分利用工作場所，不論是線上訂房、

資訊系統、或是餐廳 POS 資源，在訓練中可內化為自己的專業工作能力。學生實習後的

報告分享，則是擴大個人實習學習成果，成為跨產業的共同資源，各業者的營運策略及執

行成效在學生各單位的分享中，組合成完整的業界概念。第三，系上管理的校友會館具有

32 間客房，是實際營業的小型住宿模式，學生上服務技能課程時，不只要在房務教室演練

基本技巧，亦需實際參與所有客務及房務，讓學習資源拓展至真實世界的住宿單位，校友

會館是東海餐旅系不同於他校的學習資源。 

 

本單元共有 6 個效標： 

  效標 4-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效標 4-2：提供學生學習之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效標 4-3：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效標 4-4：指導教授之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情形為何? 

 效標 4-5：系所教師(含助教)提供學生生活、活動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最後，針對本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提出改善策略。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專任師資共 9 位(皆具博士學位; 其中 6 位為國外博士)，專任助教、助理共 3

位。本系師資學、經歷俱佳，皆具備餐旅、食品營養、旅遊、及管理等相關研究及高階實

務背景，且與國外餐旅學者與學術機構互動頻繁；系所之研究、產學合作、及專業服務議

題已延伸成為餐旅管理、餐旅衛生安全、餐旅美學、銀髮族餐飲、選手村膳食經營與管理…

等多元性相關領域之學習及研究。系上行政人員皆具備完整餐旅教育背景及業界實務經

驗，有助於與系上師生、家長，以及實習機構間之良好互動。針對學生學習，老師提供之

輔導模式包含：1.修課相關諮詢、2.多元教學及評量方式、3.教學助理輔助學習、4.預警機

制及輔導、5.實習前的語言及境外工作準備輔導、及 6.專題指導。 

1. 修課相關諮詢 

本系大一實施雙導師制，故大一學生在進入餐旅系時，不僅有該班的專屬導師，並有

生活及學習輔導導師曾助教，共同協助學生選課說明及選課建議。系辦公室於學期初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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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說明會議【如附件 4-1】，並提供學生個別選課諮詢服務，依據課程地圖脈絡來協助

學生完成選課作業。而針對學習成果不佳的科目，系上助教也會依這期重修的時間及排課

給予適當的輔導，以利同學及時畢業。針對系上整體的課程地圖及學習脈絡，系主任也在

系大會中對全體同學說明系列的必、選修課程，及所連接的未來工作進路。 

系上也在諮詢輔導的過程中，適時作為同學及任課老師的學習橋梁，例如在 102 學年

暑假，系上也為需要修消費者行為課程的同學與任課林万登老師協調，開暑修課程，使學

生能在規畫的時間內完成課程。另外，學生在進入大三下學期開始做專題之後，修課諮詢

將不只由導師輔導，專題指導老師也會就每組的專題方向，建議該修的課程或是相關的文

獻閱讀，使學生漸漸由被規畫的學習模式進入受引導的自主學習模式。 

研究所同學的修課諮詢則主要由其指導教授輔導，在選定指導教授之後，研究生被要

求與指導教授討論，以決定研究所適當的課程預擬規劃，並填寫碩士班研究生修課計畫表

【附件 4-2】由指導教授認可簽名，以確定其修習課程可以協助其職涯發展及論文寫作。 

2. 多元教學及評量方式 

以大學部而言，本系學生除了系上課程外，並鼓勵學生跨系選課，修習雙學位或輔系

課程。學生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除了學校規定之必修外，系必修與系選修共計 100 學分 

(必修 69 學分、選修 31 學分)。學生可參照課程地圖【圖 2-2】，規劃大學四年的修課計畫

及未來餐旅職業生涯。另外，系上老師都將教材上傳到教學平台，師生可透過此平台互動。

系上許多實務課程可以呼應到理論課程的實證，為實習和就業做準備。餐飲屬性的實務課

程包含廚藝領域：廚藝基礎、中餐烹調、西餐烹調、及點心製作；另有餐服技能相關課程，

訓練各式外場服務技能；旅館領域除了有基礎的旅館開發之外，餐服技能中的客房操作練

習以呼應「客房作業管理」的管理課程。 

研究所課程則以培養進階管理人材為主軸，多以探討管理及應用知識為主，除了講述

之外，仍有主題報告，案例分享，或是研究指導。期能增加研究所學生在學術專精的學習

之外，仍能增加對業界的接軌，基於此理念，系上也非常鼓勵研究所實習，俾能使其進階

的學習得到實務上的印證，而研究所在課程的學習上也提升學生主動參與的比例，除了有

業師的帶領，另外也藉由參訪的模式，加強研究生及碩專班學生的互動學習。 

碩專班的課程因應專業人士的需求，聘請了業界各領域的翹楚，課程除了知識分享之

外，也包含許多討論激盪出各專業領域深度思考能力。其中標竿企業講座更是邀請標竿企

業業主，擔任不同主題的演講人，期能增加碩專班的標竿學習效果，迅速成長。另外，法

規相關課程因屬供應鏈的整合知識，本系碩專班與管院的碩專班共同上課，以達交叉學習

及垂直整合訊息的效果。碩專班的海外觀摩課程是屬於深入探討海外餐旅產業成功案例的

模式，分為三階段： 1.行前案例介紹  2.實際參訪及行中小組會議  3.撰寫案例及案例分

享報告。在此模式之下，不僅是實證型的學習，而且可以增廣世界觀，並且可以讓碩專班

學生可以就自己職場上的專長，互相激發討論，引發進一步的策略思考。目前已有 2013

年上海及杭州專業觀摩及 2015 年的日本海外專業觀摩。另有培養餐旅內涵底蘊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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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餐旅文創，餐旅美學；均由授課老師邀集音樂、美術及創意造型…等等，提供跨領域學

習。 

凡是屬於案例型或是參訪的課程模式，在課程進行之前，均有老師帶領之背景討論及

事後結果討論會，引導學習，並增強學習效果。 

3. 跨領域學習 

餐旅系本為一跨領域之科系，課程也依循此一教育特色，課程如「餐旅生活美學」、「餐

旅文創研究」、「餐旅空間設計」、「餐飲營養學」、「餐飲感官品評」、「綠色餐廳」…等等課

程，均有跨科目的學習內容及應用意涵。同時，開設多門跨領域學習之課程，提供學生全

方位的產業思考能力。其中具代表性之課程包含課程內跨領域師資授課「銀髮族營養與照

護」自 101 學年便開始開設，101 學年，由餐旅系林万登、李貴宜及社會系許甘霖老師共

同授課，在社會人口漸老化的的趨勢中，讓學生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結合餐飲製備，了

解銀髮族群及其需求，為將來服務此一市場區隔做準備；更進一步地，103 學年「營髮族

營養與照護」課程更跨入銀髮生理運動醫學的範疇，期盼將來服務銀髮族群的餐飲從業人

員，可以如北歐國家一般，使銀髮族從體適能訓練搭配適當餐飲，加強其健康生活的條件，

課程由餐旅系林万登、李貴宜及體育室吳旻寰老師共同授課，此跨領域課程在過去的基礎

上，又加入得到杜聰明博士年輕學者獎的吳老師，提供許多寶貴的運動生理方面的知識。

課程內容整合銀髮族所需要生理運動需求及適當的飲食規劃及實作，呼應趨勢所需。103

學年由餐旅系蔣念潔、汪淑台及李貴宜老師帶領之「廚藝基礎」 及「餐旅衛生安全」與

工設系陳明石、呂佳珍及羅際鋐老師指導之「設計基礎」課程形成跨科系課程學習，學期

成果展引入業界資源- 大成食品的經費贊助及分享最新的食安概念，促成產業、學術合作

的「食尚革命 party」成果展活動，成果報告如【附件 4-3】，達到跨系交流學習，業界主

管除在活動中對兩系學生高度肯定，並分享最新食安的源頭管理概念。此跨科系合作，不

僅使餐旅系學生得以學習食器的功能及美感為食物加分的元素；工設系學生也能從食物製

備的概念學習設計更貼近消費者需求的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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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食尚革命 party 成果展 

 餐旅系 工設系 

企業贊助-

大成集團 
廚藝創作食材 192 件作品材料及裝飾費用 

產業參與 大成賴東春副總、李清泉協理、黃鐘賢經理、李振祥副理、顏義玹企劃 

指導老師 蔣念潔、汪淑台、李貴宜 陳明石、呂佳珍、羅際鋐 

參與學生數 57位 48 位 

課程核心 
能力 

『顧客服務的能力與態度』、『產業

營運管理的基礎能力』、『創業基本

概念』 

『創意力』、『美感力』、『科學力』、『學

學力』、『辯證力』 

作品 12 道雞肉料理 192 件食器創作 

範例 1 

油漬風乾番茄鑲鳳翅 燈下映出餐具顯現出家人相聚的樣貌 

範例 2 

 

塔塔風味酥炸雞柳條 

 

具有吸油效果的石器渦旋機能設計 

當日活動片段亦剪輯於 youtube 供分享: http://youtu.be/zHlZK88d5XU 

4. 教學助理輔助學習 

針對外籍學生及大班級需多重練習的課程，例如：餐飲業概論、旅館業概論、會計學、

統計學、飲食文化及營養學等等，均設置教學助理輔助學習【附件 4-4】東海大學優良教學

助理遴選辦法。為使外籍生能快速跟上班級的學習進度，小老師可以用其母語解釋說明上

課內容，系上印尼籍羅建華同學曾擔任輔導外籍生的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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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警機制及輔導 

課程均在教學平台提供課程相關資訊分享，學生可以隨時在平台上獲取相關資訊，教師

亦會於平台追蹤學生繳交報告及修正狀況，協助學習狀況不佳的同學之提醒及輔導。在期

中考後，各科老師會針對學生出席率，平時表現及期中成績等進行預警，預警名單將傳至

導師處，導師將約談學生並對其各科學習狀況提出建議及輔導，預警紀錄及導師所收到訊

息均儲存於校方教學平台的資料庫中。 

6. 實習前的語言及境外工作行前輔導 

目前系上的實習課程包含大學部實習及研究所的專業實習，依據「學生實習實施要點」

辦理校外實習課程【如附件 4-5】，由系助教統一安排或協助學生尋找適合實習單位，於實

習前舉辦實習說明會【如附件 4-6】，實習階段前往訪視【如附件 2-10】實習訪視紀錄，實

習結束後舉辦座談會，隨時關注學生的學習與動態，提供即時的輔導與協助。實習前的準

備工作包含實習說明會，實習面試安排及實習分發。海外實習的行前輔導始自暑假實習的

半年前，於寒假中舉辦 1~2 天的了解國外實習環境及實習情境英文演練，其後每月舉行英

日語的語言訓練，並將媒合結果準時分享於學生及實習單位主管，使其在出發實習前對於

語言有充分準備。 

7. 專題指導 

「專題討論」為系上必修課程，專題的主軸囊括學術性的研究探討或是產業分析及問題

解決，主要訓練學生邏輯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比照研究生選取指導教授的模式，每一組

專題生均有指導老師帶領一年的學習。專題的研究及寫作磨練，一來可以為學生未來研究

所深造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蒐集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此將學生利用三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上學期，完成分組專題報告，指導老師負擔的專題

指導組數及人數如【表 4-2】所示，在此一年期間，指導老師均密集與專題生每周開會討論

進度，指導研究進行及學術寫作。同時，系上非常鼓勵學生將學術論文著作發表於具審核

機制的學術研討會或期刊，於 101~103 學年度共有 50 篇論文通過審核，於國內外研討會發

表【附件 1-6】；並有 2 篇獲得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獎勵【附件 4-7】。 

 
【表 4-2】指導老師之專題指導負擔 

學年度 指導教授姓名 指導專題組數 

101 

汪淑台 1 
郭振峯 1 
朱惠玲 1 
林万登 2 
周碩雄 0 
李貴宜 1 
張亦騏 2 
陳錚中 1 
郭心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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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供學生學習之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本系學生享有的學習資源豐富，除了系上之餐旅專業資源(包含師資、專業教室、設備、

圖書)外，東海自由的學風、多元的科系、博雅教育、廣大與優美的校園，都是成為培養本系

學生達成本系教育目標的最佳資源組合。 

1. 硬體設施 

  本系之專業教室有飲務教室、廚藝教室、實習廚房(中、西餐、烘焙)、客房操作教室、

校友會館、及語言自學室【如表 4-3】所示。專業教室有專門助教管理、並且訂定有使用

辦法，專業教室使用開放給學生的餐會準備及演練，模擬創業的餐點製作及開發，以及各

種課程的上課實作及課後練習使用，學生使用均須登記於使用紀錄表，以確保空間正常維

護及共享。系上各項學習資源皆有行政人員專人管理與維護：專業教室管理暨借用均有制

定辦法【如附件 4-8】，專業教室也有借用記錄表、保養紀錄等【如附件 4-9】。另外，學

生頻繁地使用廚藝教室不論是做為實作課的課後練習，或是參加競賽前的練習，以及在 102

學年下學期，系上老師帶領學生經營一學期之早餐小舖的創業經營模式，均頻繁使用實習

廚房做餐點試作及調整配方的最佳場地。使用實習廚房前，必須上過 2 小時的專業場所職

業安全及防火等緊急狀況處理課程。管理人也定期接受在職訓練，以期餐旅資源之管理能

符合最新之標準與規定。 

 

 

 

 

學年度 指導教授姓名 指導專題組數 

102 

汪淑台 1 
郭振峯 1 
朱惠玲 1 
林万登 0 
周碩雄 0 
李貴宜 2 
張亦騏 2 
陳錚中 1 
郭心甯 0 

學年度 指導教授姓名 指導專題組數 

103 

汪淑台 1 
郭振峯 0 
朱惠玲 1 
林万登 2 
周碩雄 2 
李貴宜 1 
張亦騏 4 
陳錚中 3 
郭心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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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專業教室位置及空間分配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廚藝教室 M214 36.6 實習廚房 ICE101 45.5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飲務教室 M215 36.6 客房操作教室 校友會 B1 20.3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實習設備儲藏室 M204-3 27.7 語言自學室 M213-3 3.5 

           

空間名稱 空間代號 坪數 

校友會館 -- 500 

 

 

 

總坪數 670.2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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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 

(1)廚房器具：中式爐台、西式爐台、發酵箱、電烤箱、履帶式烤箱、萬能蒸烤箱、發

酵箱、單門刀具消毒櫃、電烤爐、攪拌機、全嵌式洗碗機、RO 濾水器、急速冷凍櫃、

真空包裝機…等等。這些廚藝設備的熟悉及使用均列入相關課程中，如廚藝基礎、

西餐製備、中餐製備及點心製作，使學生熟悉將來進入職場所使用的各項先進設備。

詳見【財產清冊資料夾】。 

(2)教學錄影設備：教學即時錄影系統(遠端會議視訊系統軟體 Join Net Meeting)，亦可做

遠距教學使用。 

 

       

【圖 4-2】線上會議及教學即時錄影系統 

3. 統計軟體及圖書 

(1)軟體：萬能廚師系列-教學團膳管理系統、營養管家系列軟體、飯店櫃檯及餐飲教學

軟體、ATLAS.tiV：5.2 單機教育版、PASW Statistics Base 18.0、PASW AMOS 18.0、

統計。分析軟體 Amos20.0、社會脈絡分析軟體 Net Miner 4、階層線性分析軟體 HLM、

統計分析軟體 SPSS IBM22.0、高階統計模組、質性分析軟體 N Vivo、結構方程模型

軟體、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軟體、語言學習機(驅動程式)、軟體-Stat：Fit Version 2.0、

VISIO 軟體、Solid Converter Polf.V.7 軟體、會聲會影 X7 I-CHEF 資廚管理系統、以

及協助各計畫研究工作回收問卷資料整理之閱卷王。系上許多共用之軟體均灌於語

言自學區的六台電腦中，例如萬能廚師、營養管家、及 SPSS …等等，所以語言自學

室成為學生寫報告，作分析及討論的最佳機能空間，使用率非常高。 

(2) 圖書：學校餐旅相關的中文圖書共期刊雜誌 31 種，中文書籍共 165 冊，外文書籍

共 181 冊，影音光碟共 64 片，外文之餐旅相關期刊(含電子期刊)有 Cornell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等等，101-103 學年之圖書儀器經費

詳見【表 4-4】。逐年增加的圖書費用，至 103 學年總金額已增加至將近 70 萬元，經

費使用配置由電子期刊採購逐漸完善後，將圖書配置細分為可增強學生核心能力及

課程相關的參考書籍為主，並以系統化的整理模式，把每一課程所用的參考書籍列

出給各課程，使這些參考書籍可以更充份且有系統性的被利用【如附件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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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01-103 學年 圖書儀器經費統計表 

經費來源 圖書館書刊經費 餐旅系單位圖儀經費 

101 學年度 NT $554,894 NT $60,000 

102 學年度 NT $617,777 NT $79,480 

103 學年度 NT $645,749 NT $54,000 

  

4.網頁提供課程資訊及學習資源 

系網頁是系上與學生溝通的最佳平台，系上隨時更新最新就業、演講及國際交流之

訊息。同時部分課程也以影音的方式呈現，使學習更活潑，並且也可擴大東海餐旅教學

內容的影響幅度，達到知識共享的目的【如附件 4-11】。於系網頁也定期分享訓練課程，

如 SGS 之神秘客訓練，本系即於系網頁公告，並爭取隔年至系上開專班訓練及輔導考

證，系網頁也及時公布各種海外實習及交流機會。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1. 專業與產業相關之串聯(國內、外) 

    為強化師生與產業界之連結與了解，系上與每位老師因應教學需要，定期(或不定期)

辦理各式國內外之參訪活動，101~103 學年度共安排 34 次參訪，主題包含空服員實務分享

及考試技巧、餐旅美學設計及感官體驗、餐飲品質提升；地點包含國內知名餐旅相關企業

(如華航、天空的院子、鼎泰豐總部、台北寒舍艾美酒店、華膳空廚、中科華邦電子員工

餐廳、雲品酒店、埔里製茶、東方文華、TGI Fridays、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等)。國內也有

金門的餐旅文創深度參訪；另有海外的標竿餐飲及飯店企業(上海、杭州、日本東京及甲

州葡萄酒產區)，在大陸及日本參訪後，學生除了口頭及書面報告外，也建立了長江三角

地區餐飲及酒店業六個經典案例及日本的精緻溫泉館、連鎖餐飲集團及上游食品產業.. 等

等四個案例，詳見【東海大學農學院亮點計畫報告書】及【2015 MBA 日本海外專業觀摩】。 

2. 跨領域學習 

   邀請產/官/學/研等專家、創業有成之本土餐飲品牌經營者、或是畢業校友，蒞臨本系演

講，與師生分享經驗，101~103 學年共計舉辦過 24 次專題演講【如附件 2-9】，主題包含

餐旅的未來發展、從經濟面看服務創新、餐飲美學、服務文化及經營管理、國際飯店行銷

企劃…等等各層面。另外，本系邀請暨大觀光餐旅系與靜宜觀光系，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

聯合舉辦「2015 餐旅論壇-產地到餐桌的食安」研討會，並假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之 M201

講堂舉行，本次餐旅食安論壇分為 4 場進行，與會人士約 250 人(本系大學部學生、碩士

班、碩專班學生都可自由參加)，會中互動討論熱烈，是一場成功的研討會；同時，研討

會場外也張貼學術論文海報，由發表的學生負責解說。【附件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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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新創業 

     本系規劃共 800 小時之實習課程(實習一、實習二)，兩次各 400 小時實習分別安排於

大一下與大二下進行，奠定學生紮實的產業經驗。另外，系學會每年一次主辦餐旅週，實

際企劃行銷主題(產品)，並進行製備並販售。自 103 學年度起，「團體膳食」課程導入飯盒

之規劃、製備、與販售。這些實作課程及活動都是學生驗證所學的好機會，會由業界兼課

老師給予指導，學生得以實際演練內、外場及行銷和成本控制等課堂所學。 

  目前海外實習的國家包含：關島、峇里島、日本及大陸；學生在實習二可以申請海外實

習，可以藉由多元的海外實習，不僅習慣在英語或是日語的工作環境中展現專業能力，並

且可以培養適應不同工作文化的彈性。針對海外實習的同學，系上的行前訓練及語言培訓

從出發前的半年前即開始：寒假的海外實習面試、訓練營、每月英、日語測試、行前說明

會。訓練及行前說明會記錄【如附件 4-13】，面試及錄取名單【如附件 4-14】。 

  實習課程均會搭配主任或老師訪視，以確保業者與實習生溝通順暢，並針對本系學生表

現與課程規劃就教業者【如附件 2-10】實習訪視紀錄表。  

  系上老師的計畫執行大部分皆屬於新領域的研究議題或是針對業界創新的產學計畫， 

【表 4-5】呈現本系老師自 101-103 學年所執行的計畫及參與的學生，計畫的屬性也充分

呼應系上發展主軸。參與計畫的學生不論是負責企業的創新執行，或是餐飲及營養學術研

究的結合，都在計畫的資源下增加了不同的學習高度及培養創業的初步模擬學習。 

【表 4-5】101-103 老師執行計畫帶來的學習資源 

學年 執行 

老師 

計畫名稱 參與學生 呼應系策略方向 

101 朱惠玲 國際觀光客對台灣小吃意象認知

因素架構模型、及台灣小吃競爭

定位研究 

鍾政緯  創新創業 

 國際化 

汪淑台 大成窈窕美人減肥餐開發及品評

測試 

劉興倫 廖羚雅 

蔡佳玲 

 創新創業 

林万登 SIRT1在運動訓練與白藜蘆醇對

老化相關疾病(肌肉流失症及心

臟功能失調)分子機制之研究 

洪子涵 楊晶詒 

李宗妍 彭郁婷 

 跨領域學習: 

   營養/運動 

林万登 農業觀光與地方節慶活動發展策

略之研究 

洪子涵 楊晶詒 

李宗妍 彭郁婷 

 跨領域學習: 

   農業/觀光 

林万登 101GREEnsS004-3銀髮族營養保

健與照顧需求介入之研究 

洪子涵 李宗妍 

楊晶詒 彭郁婷 

 跨領域學習: 

餐飲/社工 

李貴宜 以健康信念模式探討餐旅管理系

學生於餐飲職場之食品衛生的操

作行為 

邱淨庭 林紹璾 

 

 跨領域學習: 

   餐飲/食安 

李貴宜 101GREEnsS004-2“銀髮族營養

照護與飲食需求之介入與效益評

估 

邱淨庭 林紹璾  跨領域學習: 

   餐飲/社工 

陳錚中 101GREEnS006-1創意永續生活

五感體驗設計之前膽規劃 

賴怡如 曾文玲  跨領域學習: 

餐旅/工設/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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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朱惠玲 國際觀光客對台灣小吃意象認知

因素架構模型、及台灣小吃競爭

定位研究 

 

鍾政緯*  創新創業 

 國際化 

朱惠玲 教育部-「學海築夢」 

102 年度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實習 

李岱芸 莊佳玲  

伍家慧 楊錦芳 

方綺筠 盧禹含 

彭璿芸 郭威廷 

宋宛芝 管紫伶 

戴秀珍 黃昱銘 

 國際化 

汪淑台 教育部-「學海築夢」 

102 年度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實習 

梁季盈 徐筱宇 

王詠萱 呂瑞琪 

邱宗翔 邱文麒 

洪彩萍 洪瑋辰 

方欽俊 溫宛亭 

陳佩辰 鄭寧萱 

洪敏哲 項 涵 

 國際化 

林万登 白藜蘆醇和運動訓練誘導調節心

肌、骨骼肌及海馬迴線粒體生物

合成及其核磁共振代謝體學應用

在不同老化大鼠和小鼠模型之影

響 

楊晶詒 彭郁婷  跨領域學習: 

   營養/運動 

林万登 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農業生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心 

楊晶詒 彭郁婷  創新創業 

 跨領域學習: 

   農業/生技 

林万登 102GREEnsS004-3銀髮族營養保

健與照顧需求介入之研究 

楊晶詒 彭郁婷  跨領域學習: 

   餐飲/社工 

李貴宜 102GREEnsS004-2“銀髮族營養

照護與飲食需求之介入與效益評

估 

鄭羽萱 黃瑜婷  跨領域學習: 

   餐飲/社工 

張亦騏 偏鄉地區教學：牙齒仙子的珠寶

盒-食物與牙齒的秘密 

李嬋媛 吳芳岑 

郭威廷 廖柏翔 

許素瑛 宋宛芝 

連于珺 陳伶毓 

黃雅倫 林家因 

林韵婷 林妙冠 

蘇娟嬌 林子驊 

陳 臻 管紫伶 

徐筱宇 蔡雨蓁 

咼昱岑 戴秀珍 

 跨領域學習: 

   餐飲/醫學 

張亦騏 仙渡莊旅社老舊翻新先期評估計

畫 

 

郭庭妤 蔡雨軒  創新創業 

張亦騏 樂蒙地蛋糕事業產品行銷策略改

善計畫 

陳欣煒 石寶威 

邱莉婷 葉曼虹 

 創新創業 

陳錚中 富林食品早餐事業菜單工程分析

與改善計畫 

黃羽溱  創新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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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錚中 老街五感體驗之數位設計與服務

加值研究-數位模擬技術介入對

在地人文商圈意象營造與居民參

與再造態度之影響—科技接受模

式觀點 

黃羽溱 黃昱銘  跨領域學習: 

   觀光/文創/工

設 

陳錚中 102GREEnS004-5 樂齡智能旅遊

五感體驗設計之前瞻規劃 

陳玉欣  跨領域學習: 

餐旅/工設/景觀 

陳錚中 富林食品早餐事業菜單工程分析

與改善計畫 

黃羽溱*  創新創業 

陳錚中 老街五感體驗之數位設計與服務

加值研究-數位模擬技術介入對

在地人文商圈意象營造與居民參

與再造態度之影響—科技接受模

式觀點 

黃羽溱* 

黃昱銘 

 跨領域學習: 

   觀光/文創/工

設 

103 朱惠玲 

汪淑台 

教育部-「學海築夢」 

102 年度獎助大專校院海外實習 

陳玉欣 楊采荷 

楊奕萱 劉家瑋 

鍾昀達 蔡佳樺 

鍾聿   林琳 

 國際化 

林万登 應用粒線體生物合成分子及生理

機轉探討白藜蘆醇和運動訓練的

協同效應對老化鼠骨骼肌強度及

心肌功能表現提升之研究 

王 婷  跨領域學習: 

   營養/運動 

林万登 生技計畫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

農業生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心 

王 婷  創新創業 

 跨領域學習: 

農業/生技 

陳錚中 103GREEnS004-4 長青族生活環

境營造與休閒體驗設計 

張哲媛  跨領域學習: 

餐旅/工設 

陳錚中 綠色餐旅人才種子課程發展計畫 呂學致 張語玲 

但韋萱 陳玉欣 

 跨領域學習: 

 餐旅/綠能科技 

註: * 為參與計畫而後進行相關就業或計劃結果發表的學生 

 

 

4. 國際化 

  配合東海之服務學習方案，帶領學生到非營利事業組織進行志工服務，例如，結合本系

之團膳課程與台中榮總營養室，系上學生到台中榮總員工餐廳進行配膳、營養成份之見學

與實作，系上參與服務學習的計畫共 9 件【如附件 4-15】，雖名為服務學習，學生將所學

的應用於社區所需，但是授課老師在帶領服務學習時，因為對社區需求作了深入了解，可

使學生的學習資源與社會及業界需求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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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餐會 

  除實習外，學生尚須完成兩次餐會活動：家長日餐會(宴會實務管理)與畢業餐會(節慶活

動規劃)。餐會事前準備，練習及執行，也透過有業界經驗的助教及老師共同指導，透過

大二學生為自己家長舉辦之「家長日餐會」及大三替大四學長姐舉辦之「畢業餐會」，學

生可以藉由餐會活動將理論與實務結合。過程中，指導群的老師們可以將業界，不論是內

場或是外場的工作經驗傳遞給學生。101~103 學年度之「家長日餐會」與「畢業餐會」之

主題，【如附件 4-16】。將在管理學中所學的規劃、組織、領導、控制運用在舉辦餐會中，

從指導學生開始規劃餐會菜色到服務細節，將各項工作與各班幹部討論並安排人員，讓擔

任幹部的學生學習如何帶領其他同學一起完成餐會，最後與同學們檢討活動中可望改進的

事項。 

6. 國際化 

  本系非常鼓勵學生進行國際交流學習，已有學生獲選赴大陸參加本校所舉辦兩岸三地學

生交流研習營、以及後續進入華東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的交換生學習；103 學年亦有大學部

學生獲得「藍帶國際廚藝餐旅學院 - 奬學金廚藝大賽」季軍~藍帶上海料理文憑課程的全額

獎學金(包含機票)，104 年 9 月將到上海藍帶學院進行 9 個月的法式料理學習，是本系學生

發展技術精進的最佳典範。另外，研究所也有兩位同學於 103 學年至法國 Leonard de Vinci 

School of Management (EMLV)進行一年之交換學習。其他的海外實習與交流包括：印尼峇

里島實習、關島實習、北京實習等，同學得以學習國際文化與餐旅經驗【如附件 1-17】。 

 

4-4 指導教授之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情形為何? 

 本系老師指導研究生採取高師生比的專業指導，每位老師平均指導 1-2 名研究生，使學

生在論文研究期間，可以得到完整的引導，且本系為替研究生的論文把關，在碩士論文的寫

作期間，以預口試及最後口試雙重關卡，分別在研究設計及論文完稿兩階段進行口試，使學

生得到更多具體建議，預口試委員與最後口試委員一致，使學生得以回應委員的建議，並於

研究中做適當修正。 

 

【表 4-6】 指導教授之研究生指導負擔一覽表 

指導教授姓名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學號/姓名 學號/姓名 學號/姓名 

汪淑台 -- 
G02660001 項 慈 

G02660012 廖羚雅 
G03660002 謝慈芸 

郭振峯 G01660029 蔡佳吟 G02660008 蘇旭邦 
G0366005 蘇煜程 
G0366001 蔣耀誼 
G0366022 陳冠文 

朱惠玲 G01660006 鍾政緯 -- G03660020 張競文 

林万登 
G01660010 彭郁婷 
G01660014 楊晶詒 

-- G03660009 王  婷 

周碩雄 -- 
G02660010 蔡洺蓁 
G02660011 董力嘉 
G02660015 陳 宇 

G03660013 王運之 
G03660019 崔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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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貴宜 
G01660023 邱淨庭 
G01660031 林紹璾 

G02660016 鄭羽萱 
G02660017 黃瑜婷 

G03660003 謝竹勝 

張亦騏 
G01660001 郭庭妤 
G01660033 蔡雨軒 

G02660006 楊詠絮 

G02660007 王瑀晴 

G03660006 楊錦芳 
G0366001 楊婕妤 

陳錚中 
G01660008 黃羽溱 
G01660012 黃昱銘 

G02660014 張哲媛 
G02660018 賴信攸 

G03660007 呂學致 
G03660010 但韋萱 
G03660015 張語玲 

郭心甯 --  G03660023 林子閎 

 

 

論文指導過程中，指導老師平均一週會與研究生有一次的討論，以解答疑惑；而餐旅

產業的研究多為實務性質，故研究常於業界之實務環境抽樣調查，指導教授運用其人脈，為

研究生做第一次接觸後，由研究生做後續研究調查，此收集實務界資料的研究模式，是餐旅

系的常態，也連帶使研究生在畢業前有跟業界密切互動的機會。後續之分析往往也會與業界

分享，無形中也引導了學生的畢業後職涯發展，因為論文主題為研究生所關心的議題，同時

在調研過程中所建立的人脈，正好與其專程領域契合，有助於正式工作的銜接。 

 

【表 4-7】 指導教授之 MBA 研究生指導負擔一覽表 

指導教授姓名 
102 學年 103 學年 

學號/姓名 學號/姓名 

汪淑台 G02667005 陶緒康 G03667008 寶仁 

郭振峯 
G02667002 謝金靜 
G02667006 張立功 

G03667009 涂榮宗 
G03667016 黃寧一 

朱惠玲 G02667001 洪秀宏 
G03667001 陳志明 
G03667011 劉品均 
G03667013 黃淑菁 

林万登 -- -- 

周碩雄 
G02667003 陳崇師 
G02667004 鄭仁凱 

G03667014 張桔菖 

李貴宜 G02667007 羅梅華 -- 

張亦騏 G02667010 周芳如 
G03667002 趙永湘 
G03667006 林曾文財 
G03667010 鄒育憲 

陳錚中 
G02667008 晏啟華 

G02667009 楊佳銘 
G03667015 陳芝偉 

郭心甯 -- -- 

 

 

 

4-5 系所教師(含助教)提供學生生活、活動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本系教師與助教提供學生學習全方位輔導，包括：建立大一新生雙導師制度【如附件 4-17】

東海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如表 4-8】101-103 學年導師名單，並召開班級會議活動(班會)，

隨時觀察學生學習狀況，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後提供改善建議或個別輔導、各課程於學期前提

供完整教學大綱與評分方式，於網路上提供學生下載，以提供學生清楚明確課程方向、鼓勵



- 90 - 

教師利用教學平台將教材上網(詳見教學平台資訊)，增進與學生互動機會，藉此深入了解學

生學習狀態並加以輔導。 

 

 

【表 4-8】 101-103 學年度導師名單一覽表 

學年度 系級 導師姓名 職稱 

101 

餐旅系 汪淑台 副教授兼系主任 

餐旅四年級 周碩雄 助理教授 

餐旅三年級 李貴宜 助理教授 

餐旅二年級 張亦騏 助理教授 

餐旅一年級 陳錚中 助理教授 

餐旅一年級 曾嫦玲 專任助教 

碩士班二年級 郭振峯 副教授 

碩士班一年級 朱惠玲 副教授 

學年度 系級 導師姓名 職稱 

102 

餐旅系 汪淑台 副教授兼系主任 

餐旅四年級 李貴宜 助理教授 

餐旅三年級 張亦騏 助理教授 

餐旅二年級 陳錚中 助理教授 

餐旅一年級 郭心甯 助理教授 

餐旅一年級 曾嫦玲 專任助教 

碩士班二年級 朱惠玲 副教授 

碩士班一年級 周碩雄 助理教授 

碩專班一年級 郭振峰 副教授 

學年度 系級 導師姓名 職稱 

103 

餐旅系 郭振峯 副教授兼系主任 

餐旅四年級 張亦騏 助理教授 

餐旅三年級 陳錚中 助理教授 

餐旅二年級 郭心甯 助理教授 

餐旅一年級 林万登 副教授 

餐旅一年級 曾嫦玲 專任助教 

碩士班二年級 周碩雄 助理教授 

碩士班一年級 李貴宜 助理教授 

碩專班二年級 郭振峯 副教授 

碩專班一年級 朱惠玲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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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提供輔導的模式如圖 4-3 所示： 

 

【圖 4-3】本系師資相關的輔導活動 

本系提供的輔導相關活動有： 

1. 導師制度：系主任擔任系總導師，各年級導師皆由本系專任老師擔任，大一新生入

學到大四畢業的導師都是同一人，師生經過四年的相處，培養極佳的默契與情感。

另外，依學校規定，大一採雙導師制，另一位導師由本系之助教(理)擔任大一新生的

第二位導師。【如附件 4-17】。  

2. 適性測驗(新生)：配合校級對大一新生的適性測驗，結果將知會導師，校級輔導室並

會安排輔導老師到班說明測驗結果代表之意義。 

3. 晤談時間(Office hour)：每位老師都有明定的每週晤談時間【如附件 4-18】，學生可

依時間(或約時間)找老師詢問課業、生活、生涯相關的問題。學生都可找到老師，也

可得到相當滿意的解答，晤談記錄【如附件 4-19】。 

4. 班會：每學期至少二次，班會紀錄表【如附件 4-20】。 

5. 個別輔導：教師與系辦隨時觀察學生學習狀況，針對生活、課業、情感有需協助的

學生，通知導師實施個別輔導，或轉介到校級之諮商中心(本系有一網路成癮的個

案，經由導師的輔導後，進一步轉介到諮商中心，礙於個資法，不列出附件資料)。 

6. 選課說明會：導師輔導、鼓勵學生向任課老師詢問、學習地圖、教學大綱…等等。 

7. 實習之輔導：尋找適合實習單位、實習前之說明會、實習單位訪視、實習結束後之

座談會。 

8. 就業輔導(畢業生為主)，系上於 102 學年上學期開設「餐旅職涯規劃」課程【如附

件 4-21】，讓學生在畢業前對職場有更具體的概念，課表由周碩雄老師負責，整合業

界各種經歷之主管，每週安排一位與同學分享在餐旅專業領域可以有的職業進路，

及進入職場前針對自我能力需要充實的部分。在 102 學年之後，此輔導機制由於學

校導入「CAP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使輔導學生職涯規畫更形完整，系上由張亦騏

老師擔任”跨領域職涯輔導教師”，為學生藉由日本東京大學發展的 120 題診測試

性工作的題項。 

9. 校友座談/專家演講：每年至少有 2 場次 (系上老師邀請合適人選或學生提出人選且

邀請【如附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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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習成效不佳的同學，本系各課程教師利用 Office Hour，來個別加強輔導；課程

中也會舉辦多次課堂小考測驗或作業習題，隨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作為授課教師修正

課程方向的參考；另外部分課程會安排專任教學助理，以及大學部教學助理【如附件

4-22】，協助輔導學生，於課程結束後或期中、期末考間提供課業相關諮詢，以期能夠提

升本系教學品質並輔導補救學生課業的學習。 

 

系上老師指導學生活動及自治性社團的模式分述如下: 

1. 餐會：本系為使大學部學生能有學以致用的機會，每年舉辦兩次餐會活動(新生家長日

餐會及畢業餐會)，餐會由負責的班級學生(大二、大三班級)全體參加，導師及助教提

供輔導。餐會活動為課外學習活動，但為激勵學生，導師助教觀察學生表現並將予以

評分，評分結果包含於學生實習成績分數中(實習一、實習二)。 

共同參與是系上餐會活動的重要精神，餐會活動雖由單一班級負責但本系大學部

及研究所學生皆參與提供意見。餐會活動前一週舉辦“試菜”活動，試菜活動規模完

全比照正式餐會活動，由主辦班級邀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長姐參加，提供完整餐點服

務，最後由大學部及研究所學長姐提供批評改進意見。每次試菜活動皆有超過 50 位學

長姐盛裝赴宴，並以嚴肅的態度給予學弟妹意見，讓學弟妹於正式餐會活動得以有最

好的表現。本系藉此餐會試菜活動串連每屆學生情感，讓汗淚交集的餐會活動成為本

系學生共同回憶，也藉次將課堂所學的知識充分應用在餐會活動。 

2. 系學會：東海餐旅系學會為一自治性社團組織，負責對外交流的各項活動，以及對內

策劃協調辦理全系性活動，指導老師為本系系主任。餐旅系學會宗旨乃以『服務』為

最高原則，建立同學與本系之溝通管道，聯絡系上師生感情，促進同學和學長姊、學

弟妹之間情誼。餐旅系學會之下組織成員分別為會長、副會長、以及各類行政幹部。

系學會每年固定舉辦之系大會、迎新系露、餐旅之夜、餐旅週活動、專題演講、企業

參訪以及其他各類體育競賽休閒活動，每次舉辦活動老師同學都熱烈參與。餐旅系學

會自成立以來運作已非常具有規模，餐旅系學會設有專屬部落格及臉書粉絲頁做為溝

通管道，餐旅系學會組織運作良好並且舉辦多樣化活動受導學校肯定。系學會於 99

學年度社團特優獎，100~102 分別獲得社團優等獎及，在指導老師建議下並將各類活

動企劃案皆完整建檔以傳承給未來學弟妹繼續努力。系學會定期舉辦迎新露營、餐旅

週、大餐盃、專題演講等各項活動，豐富學生在學生活。 

3. 高中生餐旅營隊：自 2013 年起，為對高中生推廣餐旅教育、吸收優秀的學生報考、

強化本系學生的專業能力，本系在每年暑假由系主任、老師、系辦、系學會舉辦「高

中生餐旅營隊」的活動，得到熱烈的迴響，也彰顯了東海餐旅系在各校間的競爭力【如

附件 4-23】，營隊由系學會學生自主性規畫，系上予以輔導，使學生得以彙整學校及

企業資源，讓參與營隊高中生可以在營隊體驗期間對餐旅學習及業界概況有初步了解。 

4. 畢業專題指導：本系學生於大三下學期與大四上學期(共一年)，須分組完成學術性或

實務性的專題。因專題於大四上學期結束前完成(約元月)，因此得以投稿亞太餐旅國

際研討會(APacCHRIE)之發表，近幾年鼓勵大學部的學生將學術專題之研究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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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APacCHRIE，績效卓越，以逐漸形成本系的一項特色之一【如附件 1-6】。大學生

專題的研究主題涵蓋餐廳經營、旅館、行銷、管理…等等領域，屬於綜合學習成效的

驗收，可有效幫助學生思考過去所學的盲點，也可協助老師調整未來的授課內容與方

式。 

 

(二) 特色 

1. 精緻教學、做中學  

本系的特色是以精緻的小班教學，同時大一也有雙導師的模式，讓學生在在學期間一

直得到課程及職涯方面相關的指導。所呈現出來的成效是： 學生藉由各式活動應證課本

所學，將理論的知識鮮活的烙印在腦中。 

2. 雙階段實習、學習餐飲及旅館行業不同專業 

一直以來，系上堅持學生的實習要以兩階段各 400 小時進行。第一階段是系上代為媒

合的星級酒店工作機會，讓學生在實習得以在較大的範疇內，在業界印證自己所學; 第二

階段由學生自由選擇。基本上這樣的短期實習的安排，較不受業者歡迎，因為這樣的短期

實習，業者主管多半只能擔任帶領者的腳色，屬於純教導學生，因為實習時間有限，無法

在學生熟悉後將成熟的產能充分回饋給實習單位，但是此二階段的實習模式，卻是增加學

生認識業界的廣度的不錯方式，故本系一直很堅持這樣的模式，雖然系上必須花更多的心

力與業者溝通，以確保實習一的同學可以得到充足的機會。學生體驗這兩大領域的工作

後，可以在其畢業時更正確地選擇自己適合的職業。 

雖然並非如一般的三明治教學，學生在業界工作一年或半年，此模式的執行確實經過

老師，學生及業者三方討論溝通的最佳 400 hr+400 hr 的暑假兩階段實習模式。也在與業

者接洽甚至訪視時，得到業者的反饋肯定，因為台灣的產業忙碌程度，學生實習多至單一

單位工作，故，在此模式下，(1)學生才可以得到呼應系上學習主軸: 旅館及餐飲的雙產業

經驗，(2) 在學校學習期間的課業學習更能深入且有系統完整，時間不致被長期的實習切

割。 (3) 學生在一升二年級，及二升三年級，學習不同成熟度，進行兩次實習，所習得技

巧及專業概念，當有更深入的階段性內化效果。雖然某些業者不喜此方式，因無法將實習

生做正職人力般地長期調度；但就教育者供應者的觀點，此模式較一次長期實習有更多元

的成效，對學生較有利。本系非常幸運，因與業界保持良好聯繫及學生實習表現得宜，此

模式一直得以順利進行。 

3. 重視外語、鼓勵海外實習及就業 

  在實習二，目前系上已可以達到約 1/3 同學可以得到海外的實習機會，可以應用在系上

所學的餐飲專業英文或是一年必修的日文，跨國的工作經驗將可以強化同學的工作韌性，

使將來更順利進入不同的職場時，可以馬上產生工作效能。 

 

(三) 問題與困難 

1. 無大型的教學空間：本系的設備、專業教室、餐旅專業圖書可滿足基本之上課所需，但是

這些專業教室都屬於“小而美”的空間，上課人數都在 30 人以內，無法大班上課 (例如中

西餐製備、烘焙、飲調、餐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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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教學資源之功能尚未發揮：本系於 102 年導入即時教學錄影設備，可有效協助因故未

能上課學生、學生想重聽、或是遠距教學的需求，但是該設備的功能尚未全面發揮，而且

仍有一些關鍵問題待克服(例如收音效果受限於教室的前端)。另外，部分軟體之使用(例

如，御廚皇)，因受限於一次可同時使用的單位數不足(目前只有 3 人)，無法於課堂中全班

同時操作。 

 

(四) 改善策略 

1.持續向學校爭取較大的空間，以有效的解決上述的問題 (中、長期策略)；目前的解決模式

為小班式教學，如凡是廚藝課程均將一年級分成兩班上課，使學生在課堂與技術老師互動

更密切，使技術學習更有效之外，亦可以使學生選課更靈活，並且相對而言，專業教室的

使用率會更高。 

2.持續優化視聽設備，使錄影與錄音之品質，符合需求，同時申請學要相關的 IT 支援協助系

上開始有效管理並使用遠距離視聽設備。系上部分軟體使用率不高，可以調整模式為上課

時老師示範，再由同學課餘依組別各自練習，達到練習及應用效果。 

3.可以部份標竿餐旅產業合作，以學生專題的模式，針對企業中所需解決的問題，以老師帶

領學生，邀請業界主管作為專題的雙指導教授之一，在專題的寫作，蒐集資料及分析過程

中，將會對產業有更深入的了解，也相對與業界主管更多互動學習。 

 

(五) 總結 

  依據前所述，本系之學習資源乃以課程學習為核心整合 1.輔導比賽及國際會議、2.實作

活動、及 3.業界參訪及案例建立。經由此三面向與課程學習形成回饋控制的機制，不僅老師

可以自我檢視在教學歷程中提供資源的缺乏處，另一方面，老師可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做為學習資源的調整，故屬於動態的機制；在此動態機制之下，老師可以彙整計畫書撰寫，

質性及量化分析，專題及論文學術發表等指導，帶領學生將一主題申述探討並提出解決方式；

這部分的資源整合包含餐旅基本概念，統計分析，質化及量化研究及國際發表及學術社交訓

練，是屬於培養未來學者及領導者的訓練。而實作活動則整合相關飯店房務設備、廚藝內場

的硬體設備及專業教室，搭配系上及業界技術老師，學生可以充分體驗做中學，並且檢視自

己技術需加強的部分。而業界參訪及建立案例則是將教室的學習直接拉到業界的現場，一方

面可以與最新的業界趨勢接軌，並可以業界的問題及案例作為學生可以應用所學的實際投影。 

  本系已經將學校的有限學習資源與較寬廣的業界資源做多方結合，為訓練學生在實務狀

況中，可以具有解決問題之能力做的準備。而學習資源目前也因為網路資訊的更廣、更深的

滲透力道，產生了不同的乘數效益，就資源而言，本系已經有基本硬體設施、優良的師資及

各種多元學習資源；在此資源可以迅速取得的世代，具有資源不再是學習優勢。真正的會產

生資源上的優勢反而是軟實力的養成，是傳遞教育的系上如何整合這些資源，與業界需求緊

密相扣，培養學生從問題產生的探索，直到從各領域蒐集資料並於分析後做正確的決定的學

習模式建立，此模式如果可以深刻建立於學生的思考邏輯中，將會是在職場可以靈活運用的

拳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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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系所宗旨與教育目標的達成需要透過完整課程設計及教師教學達成外，學生的學習成效

更是系所目標達成的重要指標。本系所學生的學習安排，是秉持小而美的精緻教學理念，系

與所皆為單班招生，大學部每班學生約 57 位、研究所每班學生 15 位、碩專班每班學生約 15

位，因此師生互動與關係極為密切。教師重視學生個別差異，隨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調整

教學方式或補充教材。本校自 94 年起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補助，本

校運用多樣而新穎的教學理念及方法，營造富有創意的校園學習環境，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 

 學士班之課程除有較靜態的課堂教學外，亦常藉由各種活動(如實作、競賽)增進其餐旅

專業能力之養成，本單元依照三個學制(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的架構，詳盡介紹本系所

學生學習成效。本單元共有 5 個效標： 

 效標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效標 5-2：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效標 5-3：在職專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最後，針對本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提出改善策略。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1. 學士班學生學術成果表現情形 

  本系相當重視學士班學生基礎研究能力的培養，一來可以為學生未來研究所深造奠定基

礎，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培養學生邏輯思考、蒐集資料、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將「專題

討論」訂為必修課程【附件 2-4】，學生利用三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上學期，完成分組專題

報告【附件 1-4】。學生於專題討論課程所展現出來的學習成果，教師相當鼓勵學生將學術

論文著作發表於具審核機制的學術研討會或期刊，大學部於 101~103 學年度共有 10 篇論

文通過審核，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附件 1-6】，有 2 篇專題研究獲得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附件 4-7】，其中 103 年度王詠瑄同學，經科技部評審成績優良且具創意，由

科技部頒發研究創作獎，目前王詠瑄為本校大學部第一位獲獎學生。    

 

2. 學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表現情形 

  (1) 校外競賽 

   教師於課程中帶領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提升學生團隊合作精神，落實行銷企劃與創新創

業能力，如【表 5-1】。會議管理課程 2012 年林万登老師帶領學生參加「2012 年百漾獎勵

旅遊在高雄-文化創意行程設計企劃競賽」，二組獲得團體佳作；2013 年再度帶領學生參

加「2013 台灣美食調酒創意遊程國際創作競賽」，三組同學分別獲得第一名、第二名以及

佳作。另外，碩士班飲食文化觀光專題課程由老師鼓勵同學參與「2013 台灣肉乾王盃-肉

乾怎麼配飲品創意行銷企畫競賽」、餐旅管理研究課程參加「文化道會館空間創意設計-

創意點子商品化實做競賽」、餐旅消費者行為課程參加「產動人心學行圓夢-社會企業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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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團隊競賽」，皆獲得亞軍、第二名的佳績。競賽成果獎狀如【附件 5-1】。 

 

【表 5-1】101-103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成果 

 

 

 

     

學年度 課程名稱 競賽名稱 得獎名次 參與人員 

101 會議管理 

2012 年百漾獎勵旅遊在

高雄－文化創意行程設

計企劃競賽 

團體佳作 

林万登(副教授)、林芷瑄、

林怡妠、楊錦芳、伍佳慧、

葉文正 

101 會議管理 

2012 年百漾獎勵旅遊在

高雄－文化創意行程設

計企劃競賽 

團體佳作 

林万登(副教授)、郭俍讌、

何瑞軒、薛名吟、林進展、

李於俊 

101 

飲食文化

觀光專題

(碩) 

「2013 台灣肉乾王盃－

肉乾怎麼配飲品」創意行

銷企畫競賽 

亞軍 楊晶詒 

101 
餐旅管理

研究(碩) 

文化道會館空間創意設

計－創意點子商品化實

做競賽 

第二名 
郭庭妤、彭郁婷、黃昱銘、

邱淨庭 

102 會議管理 
「2013 台灣美食調酒創

意遊程國際創作競賽」 
第二名 

咼昱岑、林家宜、陳伶毓、

許素瑛、黃品涵、邱莉婷、

王詠宣 

102 會議管理 
「2013 台灣美食調酒創

意遊程國際創作競賽」 
佳作 

康培美、許菀庭、黃慧敏、

林宜靜、邱佑蓁、林玉涵、

羅佳玲 

102 會議管理 
「2013 台灣美食調酒創

意遊程國際創作競賽」 
第一名 

張雅婷、馬浚恩、吳國祥、

梁季盈、孫聿瑄、羅巧昀、

鄭筑文 

102 

餐旅消費

者行為

(碩) 

產動人心學行圓夢 

社會企業產學合作團隊

競賽－企業組 

第二名 

陳宇、廖羚雅、楊詠絮、項

慈、陳科諺、鄭羽萱、黃瑜

婷、蔡洺蓁、張哲媛 

103 個人參賽 
2014 藍帶國際廚藝餐旅

學院 - 奬學金廚藝大賽 

季軍 (藍

帶上海料

理文憑課

程) 

謝宗翰 

103 專題討論 

科技部 103 年度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套裝旅遊商品銷售策

略的最佳化-選項框架理

論與旅程距離的應用」 

研究 

創作獎 
王詠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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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過外語檢定測驗之表現 

 提升學生專業外語能力為本系努力追求目標之一，除安排相關專業外語課程外，為

督促學生不斷進修語言，本系訂定語言畢業門檻，期望此標準之訂定能提高本系學生之

競爭力。於 101-103 學年期間，本系共 129 位學生通過英、日文檢定測驗如【附件 5-2】。 

 

(3) 檢定與證照表現 

 除了鼓勵學生參加語言的檢定外，教師於相關課程中導入證照方向，協助同學準備

中西餐證照、餐服證照、SGS 神秘客證照、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CERPS旅館資訊系統

應用師等證照之考取，提升餐旅系學生畢業後之多元競爭力【附件 5-3】。 

 

(4) 特殊表現 

 103 學年度大學部大四謝宗翰同學以及第四屆系友洪侯任小姐(布丁公司負責人)，二

位分別報名參加「2014 藍帶國際廚藝餐旅學院-奬學金廚藝大賽」，經過初賽結果二位

皆獲選為台灣區前五名，取得晉級亞洲區總決賽的資格前往上海比賽；在上海總決賽中

謝宗翰同學展現個人對廚藝的熱情與專業，發揮他在「德國的秘密旅行」西餐廳、「台

中 Hotel One 亞緻飯店」、「這一鍋」等內場打工實習的實戰經歷，獲得亞洲區上海總

決賽「季軍」的殊榮，並獲得藍帶上海料理文憑課程的全額一百萬獎學金，於今年七月

進入每個廚師都夢魅以求的上海法國藍帶學院上課【附件 5-4】。 

 

 
【圖 5-1】2014 藍帶奬學金廚藝大賽(亞洲區)總決賽，獲獎者：冠軍：羅吉齡 、亞軍：

金迪、季軍：謝宗翰(右 5，東海大學餐旅系第 12屆學生) 

 

 

3. 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果表現情形 

(1) 校內社團表現  

 教師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社團活動鍛鍊其領導組織協調能力，受到教師鼓勵本系有諸

多學生參與社團並擔任幹部，101~103年間共有14位學生擔任社團會長/副會長【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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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每年舉辦啦啦隊比賽【表5-3】，本系於101-103學年度連續三年皆獲得全校前

六名的佳績，並獲頒獎盃。 

 

【表 5-2】學生擔任社團領袖名單 

學年度 系級 姓名 社團名稱 職稱 

101 餐旅三 蘇煜程 餐旅系學會 會長 

101 餐旅三 林芷瑄 餐旅系學會 副會長 

101 餐旅二 黃郁雯 時尚彩妝社 副社長 

102 餐旅二 林昀生 hip hop熱舞社  社長 

102 餐旅二 李允仁 流行音樂社 社長 

102 餐旅二 邱宗翔 咖啡社 社長 

102 餐旅二 蔡怡萱 南友會 秘書 

102 餐旅三 黃品涵 調酒社 社長 

102 餐旅四 洪郁婷 熱舞社 公關 

102 餐旅三 黃郁雯 時尚彩妝社 社長 

102 餐旅三 戴秀珍 餐旅系學會 會長 

102 餐旅三 管紫伶 餐旅系學會 副會長 

103 餐旅三 蔡怡萱 餐旅系學會 會長 

103 餐旅三 沈宛廷 餐旅系學會 副會長 

 

【表 5-3】啦啦隊比賽成果表 

 

 

 

 

 

 

 

 

 

(2) 系內活動表現  

 為使學生能學以致用達到「實踐餐旅管理知能」的創系願景，本系所每年安排兩次

餐會活動，分別為家長日餐會(大二學生設宴款待大二新生家長)、畢業餐會(大三學生設

宴款待大四畢業學長姐)。每次餐會學生皆群策群力將其課堂所學理論(如菜單設計、營

養學、餐點製備、餐旅服務技能、飲務管理、調酒學、採購學、人力資源管理、行銷館

利、財務管理等) 轉換成餐會型式呈現，課程會依「規劃、準備、試作、餐會成果呈現」

101-103年東海大學校慶啦啦隊比賽名次 

名次 101 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1 企管系 會計系 企管系 

2 會計系 企管系 食科系 

3 日文系 餐旅系 會計系 

4 食科系 日文系 畜產 

5 餐旅系 社工系 社工 

6 畜產系 食科系 餐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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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學生之學習成效。學生在本系專任老師或業界兼任師資指導下，進行以實務為主並

兼具理論基礎的實務操作課程，培養出具專業知識、實務經驗、優質服務品質與競爭力

的餐旅專業人才。每屆學生均全力以赴維持此一良好傳統，其各式各樣的主題活動如【表

5-4】。 

 

【表 5-4】家長日餐會與畢業餐會 

年度 新生家長日餐會 主題 

101 迪斯可 復古午宴 

 

102 夢想航空 

 

103 遇見幸福 

 

年度 畢業送舊會 主題 

101 泰體驗 

 

102 來自星星的你 

 

103 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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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務學習課程 

 為鼓勵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提供青年學子踏入職場前的見習機會，並從中獲得實務

經驗，以促進青年的自我成長，提升青年未來的就業力，101-103 學年，系上共有多位

老師(共 9 次)嘗試將課程與服務學習結合，給予學生反思機會，以提振學習成果，例如，

郭振峰老師的團體膳食管理課程，帶領學生實際與台中榮總醫院合作，實際學習員工餐

廳的膳食與營養調配，使學生以業界實際狀況為主要學習目標；汪淑台老師的餐旅專討

課程，帶領學生到東大附小與瑞峰國小進行服務學習，向國小學生傳達健康飲食觀念，

及健康 pizza 設計與共享；100-103 學年度本系共有 9 件之服務學習課程報告書如【附

件 4-15】。 

(4) 海外實習 

     本系大學部學生須完成 800 小時實習(分兩階段)，101-103 學年本系大學部學生約有

三分之一通過語言及專業的篩選，赴美國關島、印尼(峇里島、雅加達)、北京、日本、

韓國海外實習【附件 5-5】101-103 學生海外實習名冊。 

 

4. 大學部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總結 

 為有效達成學生提升核心能力程度，本校教學意見反應統計表，目前均由教務處分別於

學期中與學期末期間進行修課學生網路教學意見反應，網路填寫可避免人工評量之弊端、

可獲致較佳之時效性及確保評量資料之可靠性、隱私性及可參考性。其 101-103 學年度，

學生對教學意見統計表中學生學習自評的平均分數，顯示大多數學生修習各科課程後對於

自我核心能力的提升感到滿意。學生核心能力提升狀況如下圖： 

 

 
 

【圖 5-2】 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提昇調查結果 

 

 

 

 

 



- 101 - 

5-2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1. 碩士生學術表現情形 

本系教師與研究生一起發表文章，於學術與專業表現上，不論是文章的質與量上皆有出

色的表現值得肯定。本系於每年帶領研究生於 APacCHRIE 發表研討會論文已形成傳統，

在論文發表時，碩士生亦可由與會學者的提問中學習專業的素養。另外，本系也鼓勵研究

生於畢業前在有審查制度的期刊或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於 101~103 學年度中，碩士學生將

學術論文著作發表於具審核機制的學術研討會或期刊共有 37 件【附件 1-6】，在 101~103

學年度中所有碩士生撰寫的碩士論文題目如【附件 5-6】。 

2. 碩士生專業表現情形 

 (1) 碩士生校外參訪成果  

    本系推廣學生課外學習活動，經常配合課程所需辦理校外教學；於 101 學年度朱惠玲

老師帶領碩士生修讀飲食文化觀光專題課程之學生，參觀埔里酒廠，讓學生透過美食觀光

研究論文的議題激發學生從「觀光客」的角度反思台灣飲食文化的特色意象。於 101 學年

度周碩雄老師帶領碩士生修讀質性研究課程之學生至台中裕元酒店參觀，協助同學選擇碩

士論文主題、找出問題意識；質性研究企劃過程、資料收集方法及技巧。張亦騏老師於 103

學年度帶領餐旅文創研究修課學生，至苗栗縣喜妹娜哇稻草紀念館、公館鄉農會、棗莊、

豐原小林無骨鵝肉海鮮、宜蘭蘭陽博物館、宜蘭行口創創新村、宜蘭藏酒酒莊、宜蘭開居，

等等豐富的文創之旅，學生在透過企業參訪的同時，對於在地文化介紹與行銷文創的結

合、經由理論與實際案例的呼應，以及會後的 Q&A，讓學生及老師們皆獲益良多，【附件

3-11】為 101-103 學年之校外參訪。此外，碩士生亦於 102、103 學年度與碩專班學生一起

參加海外餐旅專業觀摩，從觀摩中將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並於觀摩後撰寫參訪心得，詳

見如【附件 5-7】餐旅專業觀摩-上海參訪成效報告書以及餐旅專業觀摩-上海杭州成果報告

書。 

(2) 碩士生通過外語檢定測驗之情形 

  提升學生專業外語能力為本系努力追求目標之一，特定有研究生語言畢業門檻【如附

件 1-15】，除安排相關專業外語課程外，學生可選擇全英文課程為選修科目，並鼓勵學生

通過英日文檢定測驗【附件 5-2】，期望此標準之訂定能提高本系學生之競爭力，本系 101-103

學年碩士班學生全數通過語言畢業門檻。 

(3) 碩士生創業情形 

在餐飲業蓬勃發展的社會潮流下，許多年輕人都會有嘗試創業夢想，本系碩士班學生

在學期間，已有多位嘗試創業，例如，劉興倫在他碩士班的第二年下學期創立的 InCafe(浸

在咖啡)就個非常成功的案例，此外，本系碩班創業的例子尚有：李淑芳的「綠波浪」民宿、

鍾政偉與黃羽溱創立的「南風微醺」、及黃貞樺創立的 Ratio Café、及張瑞容創立的「詩人

酒窖」，詳細資料請參見【表 6-2】。 

  

3. 碩士生學習成效評估總結 

 為有效達成學生提升核心能力程度，每學期末予學生填寫針對課程的問卷調查，本校教

https://twitter.com/apacchri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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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意見反應統計表，目前均由教務處分別於學期中與學期末期間進行修課學生網路教學意見

反應，網路填寫可避免人工評量之弊端、可獲致較佳之時效性及確保評量資料之可靠性、隱

私性及可參考性。在碩士班學生其 101-103 學年度學生自評狀況，學生對教學意見統計表中

學生學習自評的平均分數，亦顯示大多數學生修習各科課程後對於自我核心能力的提升感到

滿意，除 101-1 學期之外，後面五學期平均分數皆維持在 85 分以上。學生核心能力提升狀

況如下： 

 

 
 

【圖 5-3】 碩士班學生核心能力提昇調查結果 

 

 

5-3 在職專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自 102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招收來自不同業界領域與階層的學生，包括： 餐飲經營者、

餐飲管理者以及主廚等專業人士、餐旅業界、食品業界、管理、財經、旅遊和教育界等不同

領域，從受雇到自營，多元的工作與專業背景，使得本系的在職專班成為一個知識的大鎔爐。

以下主要分為三大類來說明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習成果表現： 

 

1. 在職專班學生學術表現情形 

    自 102 學年度開始本系始有在職專班研究生論文指導之課程，雖然為在職學生，但是

學生學習動機皆非常積極。自從第一學期結束前即開始確定每位學生指導老師，隨後即與

指導老師互動頻繁。指導老師不僅關心學生論文撰寫情形，同時亦關心學生專業與論文結

合上的問題並給予許多意見。在職專班研究生之專業背景與其論文題目主題結合情形，相

關附件如【附件 5-8】在職生工作職掌與研究主題配合表。 

    同學雖然職場繁忙，但已有 4 篇著作發表(103 學年度紐西蘭 ApacCHRIE 研討會發表

成果【如附件 1-6】)，足以顯示學生於繁忙專業工作之外，亦能將校園所學與專業結合，

完成行動研究形式之論文成果發表。例如經營專業葡萄酒推廣通路的陶緒康同學，除了將

專業推廣時所發現的葡萄酒杯品評現象結合論文研究，在紐西蘭 ApacCHRIE 發表論文之

餘，亦能發揮努力不懈、盡求完美之精神，會後與老師、同學一同租車進行酒莊品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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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飯店擔任餐飲部協理工作的張立功同學，除撰寫飯店人力產值相關議題之論文外，亦專

程參與紐西蘭 ApacCHRIE 海報發表。另外，專班最年輕的學生鄭仁凱在王品工作有 12 年

資歷，論文主題為王品登山、鐵騎、慢跑的企業文化與員工個人價值薰陶的議題；除能發

揮行動研究精神，對於職場與個人均雙雙受惠之外，亦能發揮自我激勵與追求榮譽的精

神，參加在輔大舉辦的第一屆歐亞觀光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口頭發表。這些同學除了能進一

步學習與體會學術研究的博大精深，也能深深對自己的能力加了一個大大的肯定。以往本

系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均踴躍參加國際研討會，本次正逢第一屆在職專班同學即將畢業，

10 位同學當中共有 4 位同學能在工作繁忙之餘，也能共襄盛舉參與國際研討會，實屬難能

可貴，103 學年度碩專班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成果，如【附件 5-9】。 

 

2. 在職專班學生專業表現情形 

    專班學生在學期間除課堂上的學習之外，課堂外的學習亦非常重要。本系所為促進專

班學生積極參加各類學習活動，於 102~103 年主辦兩場大陸餐旅趨勢講座，例如有大成集

團主席韓家寰關於大陸發展趨勢的分享、經濟部次長趙紫軍關於貿服概念的分享，如【附

件 5-10】在職專班課程演講活動一覽表。 

     本系也積極推廣專班學生課外學習活動，經常配合課程所需辦理校外教學，目前已安

排學生在校外的參訪行程【如附件 5-11】102-103 學年度碩專班課程校外參訪一覽表。以

上這些演講以及參訪活動，可以充分表現在職專班課程將人文素養與經營管理實務相整

合，並將創新概念及美學涵養導入餐旅管理進修課程中，培養具有的優質人文質感的餐旅

人才。尤其每年一度的海外參訪活動，可以逐步建立海外相關產業合作的實習平台，增加

學生未來海外就業的職場領域。並能拓展學生學習視野，達到多元學習的目的，以及增進

學生對海外職場就業環境了解。 

      例如，102 年度的餐旅專業觀摩即建立本系與大陸標竿餐飲業的互惠關係，包含上海柏

悅酒店、富春山居、樸麗酒店、上海藏樂坊、東北人、俏江南。就如上海參訪成果報告書

中所述，在行程中富春山居及俏江南贊助行程 20 萬元，行程之後大成企業實習方案洽談

中，大成企業捐款三萬元及雞肉食材執行餐旅，工設跨領域餐會；另外俏江南產學合作案

也在洽談中。此次活動學生因此拓展國際視野，及對大陸的標竿性餐旅產業有更深的了

解。增加與業界互動的成果，除了讓業界對東海學生的回饋交流印象深刻之外，學生也借

此更加了解大陸的就業市場，進而認知亞洲就業市場的競爭性。學生回到學校後，學習語

言動機普遍加強，而且對於大陸的一級城市就業環境為多元的國際職場有更深的了解，也

因此期待更多元的學習機會，從觀摩中印證所學，強化就業力。 

於 2015 年 3 月，本系之海外餐旅專業觀摩就由第二屆碩專班學生及老師遠赴日本，參

訪勝沼葡萄酒鄉、笛吹川坐忘溫泉、WDI 株式會社、及太陽化學株式會社。參訪後，學

生除了口頭及書面報告外，也建立日本的精緻溫泉館、連鎖餐飲集團、及上游食品產業之

報告，詳見【2015 MBA 日本海外專業觀摩】。 

   本次學生參與餐旅專業觀摩後亦撰寫參訪心得，請參閱【附件 5-7】以及上海杭州餐旅

專業觀摩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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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103 年度的標竿企業講座課程，老師於課程安排帶領學生參訪許多企業並進行專

業交流。例如參訪台灣 TGI  Fridays 集團時，即由集團董事總經理李宏智先生接待。當參

訪尾聲，學生即就集團未來廣告策略、臨時人員管理與聘用、菜色、鮮釀啤酒、過去輝煌

歷史等議題提問與討論。參訪台北劍潭國際青年活動中心時由總幹事、副總幹事、顧問等

親自接待，參訪尾聲學生即提出所觀察到的許多現象來與主管們討論，例如無線網路設

置、餐廳動線、環境視覺識別等議題，並獲得主管們深厚的感佩與嘉許。本次學生參與餐

旅專業觀摩後亦分組撰寫參訪心得，對於業者提出豐富的問題與建議，請參考【附件 5-12】。 

  在碩專班創業成效方面，第一屆謝金靜於其碩專班的第二年下學期(民國 104年)開幕

「百悅庄」月子中心，將在系上所學之餐旅管理知識，展現在其頂級、精緻、專業的服務

經營風格上；另外，洪秀宏的「度小月」百年老店，亦在其就讀本系的碩專班期間，展店

到海外(北京、上海)、趙永湘亦於第二學年創立的 Louis Amanda Cafe(民國 104 年)，詳如

【表 6-2】。 

 

3. 在職專班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總結 

    由於 102 學年度後始成立在職專班，其 102-103 學年度，學生對教學意見統計表中學

生學習自評的平均分數，顯示大多數學生修習各科課程後對於自我核心能力的提升感到滿

意，平均分數皆超逾 90 分以上。學生核心能力提升狀況如下： 

 

 
 

【圖 5-4】 碩專班學生核心能力提昇調查結果 

 

 

(二) 特色 

本系學生學習成效特色如下： 

 「學生學習成效」長久以來一直是從事教育工作者關切的重心，也是社會大眾及產業界

對學校教育成果的期待。如本章前言所述，在過去三十年菁英教育的年代，大學生均是經過

各級考試層層篩選，方能進入數量不多的校院系就讀，也因此各校院系對「學生學習成效」

的檢視，均以學生是否能考試及格，與達到畢業學分為獲得學位為標準。但是在現今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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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形態之下，學生學習成效的檢視已不只是畢業時的學分成果及學位，而是，學生培育過

程的設計、執行、檢討改善及職涯發展規劃，能被第三單位認證與學生檢視。基於多元價值

的觀點，學生學習成效的特色將分以下幾點來說明學士班、碩士班與碩專班其學習成效特色： 

1. 學術論文的重視 

從大學部的專題討論課程，到碩士班的論文發表以及碩專班的研討會論文參與，都是

每一屆的累積，將參與國際研討會，全程英文發表當成是對自己學業上的挑戰與里程碑，

是學生在畢業時最津津樂道的一項學習成果【附件 1-6】。 

2. 實務學習的機會 

大學部藉由實習的制度了解業界生態，增加自己實務的經驗學習；另本系研究生與碩

專班學生，其背景多元化，系所鼓勵運用學生跨領域整合餐旅專業與本身資源，利用不同

的視野相互結合。碩士班學生將其專業開創餐旅專業新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並且將知

識轉換為實際行動充分落實到社區、產業及社會【附件 4-15】。並在課程上增加與實務的

結合，例如郭振峰老師的團體膳食管理，在課程中把實際製作團體便當到販售至全校師生

可購買的實務訓練；或是朱惠玲老師的餐旅人力資源管理課程，分組報告讓同學了解餐旅

產業中各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如何訓練員工，使學生印象深刻並可在就業時實際運用。 

3. 文創與美學涵養的餐旅人 

針對學士班、碩士班與碩專班學生學習成效特色，本系課程將人文素養與經營管理實

務相整合，以文創概念導入餐旅管理進修課程中，培養具有創新概念及美學涵養的優質餐

旅人才【附件 4-16】101-103 學年度家長日/畢業餐會主題。 

4. 外語能力 

課程重視國際的趨勢，安排海外實習、多國語言課程、原文書與英語教學，本系學生

的外語能力表現極佳，每年參與海外實習的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逐年增多【如附件 5-5】。 

5. 國際視野 

本系於 102 學年亦實施海外職場深度實習暨國際職場深度應用課程，由三位老師帶領

不同學制的學生參訪上海柏悅酒店、富春山居，樸麗酒店，上海藏樂坊，東北人，俏江南，

達到碩專班、一般研究所及五年一貫生的三重交互學習的目的，頗具業界架橋成效。如：

餐旅專業觀摩-上海杭州成果報告書，所言學生因此拓展國際視野，及對大陸的標竿性餐旅

產業有更深的了解。 

 

(三) 問題與困難 

本系學生學習成效所面臨之問題與困難如下： 

1. 學士班學生與碩士班學生餐旅基本操作能力較為不足：誠如課程設計所面臨的問題所提

到，系上因具餐旅及相關實務經驗博士人數稀少不易聘得，而有較多餐旅基本學理的課

程。故學生普遍欠缺實務操作的技巧。 

2. 碩士班學生對餐飲業的認知不足：近年來全國碩士班皆逐年呈現疲軟的趨勢，本所一般生

背景的報考人數也有下滑的現象，例如 101 年度、103 年度報考人數有 49 位及 34 位，102

學年度則降為 15 人。雖然這三年來平均報到率為 95.7％，但是學生背景大多改為非餐旅

相關科系畢業之學生為主。因此碩士班歷年來招生，多為各系有志專供餐旅領域之學子報

名，並不限定餐旅專業的本科生，學生背景多元化而出現學生較難進入狀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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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碩專班學生偶有無法配合學校上課的時間安排：碩專班學生來源多為企業家、老闆與經理

級高階管理者工作繁忙偶有無法配合上課時間而缺課。且學生身份較為繁忙，無太多的時

間可在學校參與較長時間的討論。 

4. 學生於企劃、簡報與寫作書寫的能力不足：此一問題普遍出現於各層級的學生(學士、碩

班與碩專班)，原因或許是因為現代學生以網路可尋得的知識為真理，沒有尋根到底之精

神，且平日與人對談多以網路語言為主，缺乏口說與書寫的練習，在報告中可發現學生對

於企畫的撰寫以及上台報告的技巧都較為缺乏。 

5. 學生實習成效無法完全落實：因為大學學制關係，本系與技職學校的三明治教學有所不

同，實習時數上的差別使得學生在實習的過程中只接受非常基本的訓練，以至於學習成效

無法深入了解工作內涵以及企業文化，實屬可惜。 

 

(四) 改善策略 

1. 增加學士班實務操作課程： 

   課程的設計除了加強餐旅基本學理外，亦配合各群的專業需求開設專業課程，為提高

學生實務操作能力，為讓餐旅管理系學生能在校外實習及就業前，即能習慣、了解業界之

工作情形與內容，本系要求學生畢業前必須完成 800 小時的專業學習。此外本系將持續增

加餐旅實務操作課程，除廚藝基礎外，另有中餐、西餐、點心製作等選修課程，以增進學

生廚藝；廚藝操作相關課程有：調酒學、葡萄酒賞析、飲務管理、香草與辛香料等；另於

本系必選課程：宴會實務與節慶管理課程中分別設計整合型活動-家長日餐會與畢業餐

會，讓同學能在實務中實現前場與後場的操作於結合。 

2. 加強碩士班學生對餐飲業的認知： 

   針對碩士班學生將提供更多碩士班學生進入餐飲實習的機會以增加其基礎餐飲的具備

能力。另外在課程設計上可增加校外企業參訪機會，增加多元視野與實務了解以及廣邀業

界人士演講，讓學生能快速的與業界連結並深入了解。且充份發揚餐旅人文與社會涵養，

以及學生本身核心能力結合餐旅以培養學生專長。關於補足大學非本系背景之研究生其專

業表現，鑑於產業特質，本所提出以下之措施，供外科系背景研究生補足以下能力： 

(1)加強專業基礎：措施：下修大學部專業課程 6 學分【附件 5-13】餐旅系碩士班入學暨

修業辦法第三條第五款。 

(2) 加強工作態度/職場素養：開設專業職場實習選修課程 

(3) 加強職場現況概念：歷年校外參訪活動【附件 3-11】。 

(4) 針對大學學歷非餐旅專業的碩士班研究生，除依規定須到大學部下修的餐旅課程外，

系上討論其他方法(例如：業界實習 2~3 學分)，使學生對餐旅產業能更了解，不再只是

「紙上談兵」，加強學生對餐旅產業的認知，增加其畢業後就業之競爭力。 

 

3. 解決碩專班學生無法配合學校上課時間之安排： 

   除課程提供學生非課式教學之外(週末或週間晚上時段)，課程安排錄影，可提供雲端

遠距教學或視訊會議。經由網路將老師授課的內容，傳送到外埠、偏遠、離島等特定環境

中，讓講師不需要再受限於有限的時間與空間，不僅有助於縮短城鄉之間的數位落差，還

能將現場上課內容錄影存檔，讓缺席的同學能夠有機會補課，而聽過的學生也可以利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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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複習。利用網路直播平台、教學管理平台等系統工具，進行多人/多地/多點之間，面對

面的即時教學，不僅能將教師授課內容即時傳遞到遠端，還能提供即時問答、交談討論等

互動功能，讓整個教學過程如同在一般教室內上課，大大地解決了距離、偏遠、師資不夠

等傳統教學的問題。 

4. 加強各層級學生企劃、簡報與寫作書寫的能力： 

  在每一堂課的設計裡運用個人作業、團體報告、企畫書撰寫、深入訪談…等的訓練，並

建議要求閱讀大量的書籍，訓練口語表達與寫作書寫的能力。一個餐旅管理人才對於策略

化的思考能力是能成為管理者的關鍵，故企劃、口語表達以及寫作能力必須加強。 

5. 幫助學士班與碩士班學生了解實習單位與工作內容： 

   可拉長實習的時數，此一措施訪可使業者更加信任實習員工，花時間完整訓連，並真

正的參與到工作的每個環節。餐旅學界與餐旅業界的人力資源流通為非常頻繁，可謂水幫

魚魚幫水，訓練好一個良好的員工，從學生時代即為培養期，必須有良好的根基，不可一

知半解。也需要有好的業主願意花時間訓練與磨合，讓學生了解到社會實際面與理想的落

差，並願意從頭做起。 

1. 為檢視本系所學生之學習成效達成本系教育目標及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使用質性與

量化指標做為參考【表 5-5】，以落實學習成效之檢核： 

(1). 質性指標：這些質性的方法包含觀察、溝通、互動、角色模擬、實作、作業/告報之

成果展示、心得報告…等，以判斷學生是否具備應習得的核心能力。然這些質性的指標

會出現各授課老師的授課大綱中【附件 3-10】，並最終反映在是否修得得該學分及該

科分數之高低。 

(2). 量化指標：為有效檢視是否達成學生提升核心能力程度，本校教務處分別於學期中、

期末進行修課學生教學意見反應調查。101-103 學年度，學生對教學意見統計表中學

生學習自評的平均分數，顯示大多數學生修習各科課程後對於自我核心能力的提升

感到滿意。 

(3). 然上述的做法，是從學生的觀點看待學習成效是否符合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另

外，系上目前擬從老師的觀點出發，擬在統計另一量化指標：「修習相關課程並取得

學分數」，依照經驗，本系學生「修習相關課程並取得學分數」之比率達 9 成以上；

目前，系上已獲得本校註冊組之同意，正在取得過去三年各科學生成績之原始檔案，

之後，系上將進行相關數據之統計，結合本系之課程地圖，提出「是否達成本系所

之教育目標，學生是否具備了系所之核心能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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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本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檢查表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餐旅服務能力 ● ● ● ● ● ●

專業外語 ● ● ● ● ●

營運管理 ● ● ● ● ● ● ● ● ●

創業概念 ● ● ● ● ● ●

基礎研究能

力
分析研究 ● ● ● ●

餐旅研究人

才

具備餐旅研究

與發表能力
● ● ●

餐旅進階管

理人才

餐旅產業分析

與策略性思考

能力

● ● ● ● ● ● ●

提供回流教

育平台，建

立產業與學

界交流環境

培養吸收餐旅

管理新知及產

業環境分析的

能力

● ● ● ● ● ●

提升餐旅管理

人才的整合涵

養

●  ● ● ● ●

具備跨產業整

合與策略性思

考能力

● ● ● ● ●

論文

/專

題17

校內表現 校外表現

核心

能力

之達

成

修得學

分比率

科技

部計

畫14

海外

觀摩16

服務

學習8

餐

會4

實

習9

國際

交流13

學術

研討

會發

表12

參

訪10

演

講11

87.9

分2

95.9

分3

比

賽5

證

照6

創

業7

95.14

營

隊15

99.38

100

碩

專

班
培養具獨立

思考及執行

力的餐旅進

階管理人才

80.4

分1

餐旅服務涵

養

餐旅經營知

能

大

學

部

碩

士

班

 

 
註 1：101-103 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提升調查【圖 5-2】。                
註 2：101-103 碩士班學生核心能力提升調查【圖 5-3】。          
註 3：101-103 大學部學生核心能力提升調查【圖 5-4】。 
註 4：共 7 場(每年各一場家長日餐會、畢業餐會【附件 4-16】;食尚革命 party【附件 4-3】)。 
註 5：法國藍帶國際廚藝季軍【附件 5-4】、10 項【附件 5-1】。 
註 6：共 67 人次【附件 5-3】(含語言/烘焙/證書/客服/行銷/領隊/中餐/SGS/CERPS 餐旅資訊系統)。 
註 7：共 16 件，包含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表 6-2】。 
註 8：共 9 場次【附件 4-15】。 
註 9：大學部 100%完成實習，且 1/3 參加海外實習；研究生之實習為選修【附件 1-13】、【附件 5-5】。 
註 10：共 34 場【附件 3-12】、共 7 場【附件 5-11】。 
註 11：24 場【附件 2-9】、1 場【附件 4-12】、5 場【附件 5-10】。 
註 12：本系師生(含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共有 63 篇研討會論文發表(其中有 57 篇為國外研討會)【附件 1-6】。 
註 13：共 98 人次【附件 1-17】。 
註 14：共 2 人次【附件 4-7】。 
註 15：3 屆高中生餐旅營隊【附件 4-23】。 
註 16：共 2 梯次【附件 5-7】。 
註 17：共 35 篇大學部專題【附件 1-4】、36 篇碩士論文【附件 5-6】。 

 

 

(五) 總結 

 基於上述學生學習的描述、特色與困難，可以大致上作以下的結論： 

在大學部方面，由於系上學生人數較少，總體的硬體設備、專業教室面積均屬於小型的

規模。但是各式專業的示範功能卻也豐富，可以多元的結合各種課程與創意發展。例如，每

年的家長日午宴與送舊晚宴，學生每年發揮不同的創意，進而創造歷屆豐富的主題。所以與

其說我們學生學習了多元管理課程，是我們的主要特色，倒不如說學生與老師在各種課程中

以翻轉教室的形式，體驗了許多價值面向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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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碩士班方面，由於我們的學生來源，在問題或特色的內容中，我們所著墨的多為學生

非餐旅相關背景的議題。對於餐旅實務經驗較為欠缺，如何從現有的管理學術研究為主的

課程架構，改善為餐旅經驗的增進與興趣啟發，進而從教室研究教學走向職場經驗的薰陶，

這個課程改革將是老師們會以學生福祉為優先，會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碩士在職專班方面，二十幾位來自餐旅相關行業的朋友，兩年來在每個星期三，退去

職場上的幹練，回到知識的殿堂。由於在職學生並沒有充分的時間與學術基礎，因此在職

專班的課程雖然有餐旅方面的人力資源管理、作業管理、財務管理等課程，培養學生具備

餐旅產業分析與策略性思考之核心能力，但是，東海大學為最佳綜合大學，擁有中部最佳

之特色科系，在文創、創新概念及美學涵養方面不斷提供同學全人學習的養份，成為深具

人文質感的餐旅專業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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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涯追蹤  

(一) 現況描述 

本效標主要評估對象為已完成本系畢業學分門檻之「畢業生」即各大專院校所稱之「系

友」為主，並根據此類對象之「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之落實」、「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

生學習成效之意見」、「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

源之提供」等項目分別說明本系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之現況。 

 

本系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主要透過多元管道加以落實，首先本系藉由自編之「畢業

生生涯發展問卷」來追蹤畢業生的升學和就業發展，並同時取得畢業生在離開校園後所提供

學習成效之反饋，做為系課程委員會調整系所課程規劃之依據。本系迄今累計已有 11 屆大專

生暨 6 屆碩士生共 656 人，本效標相關的評估資料主要是以過去數屆之系友作為調查的母體，

並輔以企業端的定期調查資料，使分析結果應用於各效標的說明上。以下就調查方法、樣本

數及實施調查的期間說明如下： 

 雇主滿意度調查 畢業生滿意度調查 

調查單位 東海大學就業暨校友聯絡室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調查方法 
運用 104 網路市調平台，進行網路問

卷調查。 

透過系友回娘家 FB 社團，進行網路

問卷調查。 

調查對象 

104 人力銀行企業會員之企業主、管

理階層及人力資源人員，過去曾僱用

過本系畢業校友者。 

本系畢業之系友 

回收樣本 總計 40 份有效樣本 總計 37 份有效樣本 

調查期間 2013/07/19～2013/08/31 2015/01/30～2013/03/13 

 

本單元共有 5 個效標： 

 效標 6-1：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程度？ 

 效標 6-2：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上之情形如何？ 

 效標 6-3：畢業生對系所教育目標、個人專業知能、工作表現和職場競爭力之滿意度？ 

    效標 6-4：系所蒐集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做為系所持續品質改善之參考的作

法與檢討機制為何？ 

 效標 6-5：系所建立聯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情形為何？ 

最後，針對本系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提出改善策略。 

 

6-1 畢業生專業能力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程度？ 

本系大學部設立宗旨目標乃是培養餐旅基礎管理人才，具體教育目標如下： 

1. 提升餐旅服務涵養：餐旅專業知識的建立、餐旅服務技能訓練、餐旅專業外語能力培

養、以及餐旅文化培養提升學生餐旅服務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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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餐旅經營知能：培養包含基礎管理知識、餐旅管理知識、不同類型餐旅產業營運(例

如：速食業經營管理、國際會議管理)及餐旅創業等。 

3. 發展基礎研究能力：訓練學生思考邏輯、文獻整理，以及資料分析等能力。 

 

 

 

 

 

 

 

 

 

 

 

 

 

 

 

 

*註：①為提升餐旅服務涵養目標；②為培養餐旅經營知能目標；③為發展基礎研究能力目標。 

【圖 6-1】業界對畢業校友整體面向滿意度與教育目標對應圖 

 

根據上圖之業主評估結果與本系教育目標對應圖可以發現，本系畢業生在道德倫理操

守、個人工作態度、溝通語文程度、組織合作表現、專業技能執行性以及自我職能與 EQ 管

理等項目，均獲得業主將近 5 成 7 以上的滿意度，各專業能力亦均與本系之教育目標和宗旨

相互呼應。 

道德倫理操守 

組織合作表現 

個人工作態度 

溝通語文程度 

1 2 

專業技能 

執行性 

自我職責 

EQ 管理 

職場倫理與道德操守 

配合度與穩定性 

團隊合作 

組織與協調能力 

學習力與可塑性 

主動積極的態度 

溝通表達能力 

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77.5

% 

60.8

% 

67.5

% 

61.3

% 

專業知識與技能 

執行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創造與創意能力 
59.2

% 

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 

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 
57.5

% 

1 3 2 

1 3 2 

1 2 

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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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T3B=非常滿意%+滿意%+有點滿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滿意～7=非常滿意 

【圖 6-2】 業者對校友能力之細項滿意度評估 

 

以各滿意度細項看來，將近 6 成對溝通語文程度中的「國際觀與外語能力」以及自我

職責與 EQ 管理中的「抗壓性與情緒管理」感到滿意度；各細項中滿意度可加強專業技能執

行性面向中的「創造與創意能力」空間。但整體而言，各細項之平均數均維持 4.68 分(李克

特 7 點量表)以上之得分，顯示目前在企業主心目中對於本系畢業系友的各項能力均能維持

水準以上之評價。而表 6-1 則是從各個項目的工作表現來看，企業主認為「執行力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溝通表達能力」與「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均是顯著且正向影響本系畢業生整

體工作表現的重要因素。 

 

 

T3B 

 

 

Mean 

55.0% 4.80 

60.0% 4.93 

52.5% 4.83 

62.5% 4.90 

62.5% 5.00 

60.0% 4.88 

60.0% 4.93 

62.5% 4.98 

55.0% 4.68 

67.5% 5.08 

65.0% 5.00 

70.0% 5.08 

77.5%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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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業者對系友職場能力影響整體工作表現程度之評估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學
習
力
與
可
塑
性 

組
織
與
協
調
能
力 

創
造
與
創
意
能
力 

溝
通
表
達
能
力 

國
際
觀
與
外
語
能
力 

執
行
力
與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主
動
積
極
的
態
度 

抗
壓
性
與
情
緒
管
理
能
力 

配
合
度
與
穩
定
性 

團
隊
合
作 

責
任
感
與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職
場
倫
理
與
道
德
操
守 

整體工作表現 - - - - 0.218* 0.126* 0.687* - - - - - - 

  *註：各職場能力對整體工作表現迴歸分析之 R
2
=0.931 

 

 

6-2 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上之情形如何？ 

針對這次評鑑，本系於 103 學年第 2 學期後之暑假及 104 學年第 1 學期，透過各種管道(包

含系友回系時更新自己與同學的近況資料、系上 FaceBook、導師聯繫畢業系友、打電話、

Line…)，調查 101-103 學年之畢業生(包含學士班、碩士班、碩專班)之升學與就業現況，共

獲得 153 筆最新資訊【表 6-2】。其中，就業之比例最高(約占 70%)、約有 5%的畢業生是繼續

升學、3%為服役中，另有 24%為其他(包含，待業中、準備考試、未填答…等)。針對選擇就

業的畢業生(共有 106 人)，其中有 79 人從事餐旅相關的工作，占畢業生人數的 52%(79÷153)，

就業人數的 75%(79÷106)，就業與升學狀況分布圖如下【圖 6-3】。在本次畢業生調查的 153

位系友中，從事餐旅相關產業的人數共有 79 名【如表 6-3】，其中於餐廳工作者佔 42%，於

旅館業工作者佔 27%，航空業工作者佔 10%，餐旅教育佔 8%，餐旅創業佔 6%，旅遊工作者

佔 6%【如圖 6-4】。依據調查資料顯示，本系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學以致用的比例極高。 

另外，歷屆畢業生中投入餐旅創業者頗多，此亦為本系的特色之一，表【6-4】為各年度

畢業生的創業成效，項目包含中、西式餐飲、烘焙、民宿、月子中心、度小月之北京、上海

展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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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01-103 學年度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情形統計表 

   畢業生 

就業狀況 

學士班 

第 10 屆 

學士班 

第 11 屆 

學士班 

第 12 屆 

碩士班 

第 5 屆 

碩士班 

第 6 屆 

碩士班 

第 7 屆 

碩專班

第 1 屆 

人數 

小計 
% 

餐旅 12 18 19 9 8 6 7 79 52% 

非餐旅 5 8 7 2 2 0 3 27 18% 

升學 0 5 2 0 0 0 0 7 5% 

服役 0 1 2 0 0 1 0 4 3% 

其它 0 4 27 2 1 2 0 36 24% 

總計 17 36 57 13 11 9 10 153 100% 

 

 

 

 

 

 

 

【圖 6-3】 系上畢業生升學與就業分布圖(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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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畢業生從事餐旅相關產業類別統計表 

   畢業生 

類別 

學士班 

第十屆 

學士班 

第十一屆 

學士班 

第十二屆 

研究所 

第五屆 

研究所 

第六屆 

研究所 

第七屆 

碩專班 

第一屆 

人數 

小計 
% 

餐廳 6 6 8 3 5 0 5 33 42% 

旅館 6 6 3 1 0 3 2 21 27% 

航空 0 3 3 1 0 1 0 8 10% 

餐旅教育 0 0 1 2 1 2 0 6 8% 

餐旅創業 0 1 0 2 2 0 0 5 6% 

旅遊 0 1 4 0 0 0 0 5 6% 

會展 0 1 0 0 0 0 0 1 1% 

總計 12 18 19 9 8 6 7 79 100% 

 

 

 

 

 

 

 

 

【圖 6-4】畢業生從事餐旅相關產業類別分布圖(n=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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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本系學生與畢業生創業榮譽榜 

畢業生(畢業級別) 創業公司 相關資料 

許嘉玲 

(大學部第二屆) 
賀寶芙營養早餐店 

 

陳姿翔 

(大學部第三屆) 

Lady B. 

(手工餅乾&熊熊瑪德

蓮) 

  

洪侯任 

(大學部第四屆) 

布丁公司 (網路人氣

名店) 

 

黃貞樺 

(大學部第五屆) 

(研究所第三屆) 

Ratio café 

 

邱緯濠 

(大學部第六屆) 
Leo Chiu 樂丘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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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青玉 

(大學部第六屆) 
樂遊吧 Lucky Bar 

 

謝明勳 

(大學部第六屆) 
手艸 H'AND HERB 

  

呂湘瑩 

(大學部第十一屆) 
東皮西涼餐廳 

 

吳媖琦 

(大學部第十一屆) 
TIMELESS 酒吧 

 

劉興倫 

(研究所第五屆) 
In Café浸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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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政緯&黃羽溱 

(研究所第六屆) 
南風微醺 

 

 

 

 

 

 

李淑芳 

(研究所第五屆) 
綠波浪森林會館 

 

張瑞容 

(研究所第二屆) 
詩人酒窖 

 

謝金靜 

(碩專班第一屆) 
百悅庄月子中心 

 

洪秀宏 

(碩專班第一屆) 

度小月(上海店、北京

店) 

 

趙永湘 

(碩專班第二屆) 
Louis Amanda Cafe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NKpt9Ob1scCFUW6lAodkQoAXQ&url=http://www.55df.com/c/42031.shtml&psig=AFQjCNHHTfAXaCCBFixBZfOi9G2544MazA&ust=144120989664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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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畢業生對系所教育目標、個人專業知能、工作表現和職場競爭力之滿意度? 

在大學部畢業生對系所教育目標滿意度的調查結果如下，包括：「基礎分析研究能力目

標」、「外語環境工作能力目標」、「營運管理基礎能力目標」三個面向上均獲得畢業生 5 成以

上的認同，而「顧客服務能力與態度目標」則獲得了 8 成以上的認同，惟在「創業基本概念

目標」一項顯然需要較多的努力，後續將在課程以及相關資源的分配上進行調整，以強化本

項教育目標的提升。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紅色=普通%；綠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5】大學部系友對系所教育目標之滿意度評估 

 

而由研究所畢業生對系所教育目標滿意度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畢業生對系上教育目標

的達成度給予至少 7 成以上的認同，其中「統計資料分析能力目標」、「邏輯思考了解問題脈

絡、產業分析能力目標」與「整合多方資訊，擬定決策解決營運困境能力目標」三個面向上

更獲得 8 成以上的認同，顯示本系在研究人才培育上的努力取得系友普遍性的支持。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橘色=普通%；灰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6】研究所系友對系所教育目標之滿意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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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對大學部畢業生之專業知能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其中獲得 5 成以上系友認同的項

目為：「具備專業知識符合工作需求」一項；獲 6 成系友認同的則有「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一項；而「解決問題能力」與「服務的專業涵養」兩項則獲得了 7 成以上的認同，惟在「經

營管理知能」和「專業知識應用於工作實務」兩項仍有待加強，已啟動本系的課程委員會針

對各課程於這兩部份能力的加強，提出具體的提升計畫。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紅色=普通%；綠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7】大學部系友對所具備專業知能之評估 

 

本系對研究所畢業生之專業知能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其中獲得 9 成以上系友認同的項

目為：「解決問題能力」、「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與「服務的專業涵養」三項；獲 8 成系友認

同的則有「經營管理知能」一項；而「專業知識應用於工作實務」與「具備專業知識符合工

作需求」兩項則獲得了 7 成以上的認同，雖然大部分專業知能均得到系友高度的認同，然而

透過本次評鑑的檢視，也使我們標定出後續持續調整進步的重點方向。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橘色=普通%；灰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8】研究所系友對所具備專業知能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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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系友對目前工作之滿意度均達到 5 成以上之水準，而感到不滿意者則為個位數的

比例，顯示在本次的調查中系友普遍對目前的工作內容滿意或感到勝任，另外，也有一部份

的系友對工作滿意度與勝任感持中立態度，對於常需超時工作、情緒勞務頻繁、休假不定時

的餐旅產業而言已屬相當難得的回應。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紅色=普通%；綠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9】大學部系友對工作表現滿意度之評估 

 

 

 

研究所系友對目前工作之滿意度約為 5~6 成之水準，同時對工作滿意度與勝任感持中立

態度的系友則有 3~4 成水準，僅有極少數的研究所系友對工作的滿意度與勝任感表達不同

意，此與系上近年來持續鼓勵研究所學生主動參與產業實習，多了解產業現況頗有關係，不

但使同學能在學習期間便開始建立正確的產業認知，也使其意識到餐旅產業需要動手參與才

能有所收穫。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橘色=普通%；灰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10】研究所系友對工作表現滿意度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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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大學部系友職場競爭力的調查上，約有半數的系友認為「自己具有

升遷的競爭潛力」、「外語溝通的能力」以及「擔任管理階層工作的能力」，而不認同具備上述

競爭力的系友則比例稀少，顯示系友普遍對於個人職場競爭力的評估是中間偏上的，尤其外

語能力、升遷速度以及擔任管理階層的心理素質一直是本系長久以來特別強調的教學重點，

此一結果也十分呼應系上所訂立的教學目標。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紅色=普通%；綠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11】大學部系友對職場競爭力之評估 

 

 

研究所系友對於個人職場競爭力的信心顯然較大學部更高尤其在「擔任管理階層工作的

能力」相對於大學部的調查更有顯著的提升，顯見研究所系友對於個人的職場定位較大學部

有更高的期許，此也與本系研究所學制的教育目標相互呼應，此外「升遷的競爭潛力」和「外

語溝通能力」的調查結果也與本系的教學重點相符。 

 

 

    *註 1：藍色=(同意+非常同意)%；橘色=普通%；灰色=(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註 2：平均數：1 分=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圖 6-12】研究所系友對職場競爭力之評估 

 

 

 

 



- 123 - 

6-4 系所蒐集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見，做為系所持續品質改善之參考的作法與檢討

機制為何？ 

 

每學年校方均會於畢業生離校一年後由就業暨校友聯絡室專責展開相關的調查工作，因

此本系將此一效標的調查活動與學校單位的畢業生調查活動合併，以免重複調查反而發生過

度打擾畢業生工作的問題，調查問卷中有關系所學習成效及滿意度問題則由系所自行設計【如

附件 6-1】。 

本系於問卷中特別針對系友之「現況」、「必修課程之重要性與滿意度」、「在校所學與目

前工作之配適度」、「雇主滿意度」、「競爭力」等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以期掌握相關職

場能力之需求，作為目標訂定、教學、研究及專業服務之參考。本系之系課程委員會長期以

來，於規畫系所課程時均同步邀請業界及畢業系友共同參與，務使課程脈絡與職場需求保持

接軌，確保畢業學生就業競爭力，相關的會議紀錄與出席人士簽到表【如附件 2-3】所示，

亦不定期舉辦「餐旅職涯講座」，協助應屆畢業生充實就業能力【如附件 6-2】。 

 

 

 

6-5 系所建立聯繫管道，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情形為何？ 

本系畢業生大部分畢業後與系上老師助教都還保有互動和聯繫，以了解考試、升學、留

學、就業等相關訊息。系上同仁除了詢問學生畢業後的工作狀況外，亦會主動與畢業生聯絡

以了解其工作現況；另外，畢業系友亦透過社交網站與系上老師助教間連繫，加上系網頁不

定期地更新系友相關內容【如附件 6-3】，亦使得系友與系上的連結得以更為方便且迅速。 

Facebook 專頁『東海餐旅之系友回娘家』(103.10.31 統計資料：共 Po 文 58 篇、按 1056

次讚、會員數 333 人)，畢業系友皆會加入此社團，除了作為聯繫功能之需求，畢業生也會在

此專頁提供就職資訊。每年也都會舉辦「系友回娘家」的活動【如附件 6-4】，畢業系友透過

此活動可以加強與本系的互動交流，活動內容涵蓋了「系友創業分享」、「產業趨勢論壇」等，

系上也能在活動過程中了解各畢業系友目前的職涯發展作為追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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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色 

1. 外語訓練扎實： 

    餐旅業的顧客來源無所不在，故具備良好的外語能力亦顯得相當重要。而在本系職

場競爭力的調查上針對「能以外語與客人或上司溝通」項目獲得 5 成以上系友回答同意

或非常同意，在系所教育目標滿意度的調查上「具備國際外語環境的工作能力」項目獲

得 5 成 4 以上系友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再對應到業者對系友能力滿意度的調查上「國

際觀與外語能力」有 5 成 5 的業者表達滿意，顯示系上過去致力於提升學生語言能力訓

練、鼓勵強化第二外語能力以及提供學生國際實習、國際學術發表活動參與經驗的努力

獲得相當不錯之成果。 

2. 靈機應變且富溝通協調特質： 

  餐旅業常有緊急事件發生，因而員工需具備良好的應變能力，方能全方位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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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務求事件的每位關係者對事件的處理皆能滿意，從業人員應能適切的表達自

己的意思而不讓顧客誤解或不悅，完全是仰賴其溝通能力，故從業人員需具備適當的表

達能力，方能與他人溝通協調。而參酌本系系友對所具備專業能力的問卷回覆可以發現

7 成 8 以上的系友認同自己「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6 成以上系友認同自己具有「獨立

思考與分析的能力」；反觀業者對於系友能力滿意度的評量，也發現十分相符的回應，如：

「溝通與表達能力」、「組織與協調能力」和「執行力與問題解決能力」分別獲得 6 成

7、6 成和 6 成 2 以上的滿意程度，均顯示出本系系友於此一面向上的穩定表現。 

3. 抗壓性強： 

  現今社會上對於不具抗壓性的從業者常以「草莓族」稱之，此在餐旅業當中也多會

因工作時催逼、壓力的反應能力、遇到緊急事件的處理態度、面對主管同事或顧客時的

人際處理能力，或是遭遇突發狀況需具備的應變能力，都需具備抗壓性，才能維持情緒

穩定並做出正確的判斷。對此由業者對於系友能力滿意度的調查中亦可發現，受訪業者

對於本系系友的「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的滿意度達到 5 成 7 以上，此與在學期間本

系落實學生實習前、中、後的輔導機制有關，系上由亟具熱誠與經驗的教師專門負責學

生於業界實習時的心理輔導以及情緒管理教育，是故使本系系友能於過程中感受到實質

的支持並成長茁壯。 

4. 可塑性高： 

  餐旅從業人員應能善解人意，並重視與人們之間的關係，因此與工作職場中所有人

員均保持和諧、良好的互動關係，不僅止於上司同事之間亦包括與顧客的關係，故平時

應多方涉獵新知，無論是專業知識、生活常識、社會新聞等，均需接觸以滿足求知慾，

遇事需處理時能從各種層面思考判斷。這部分可由業者評估系友的「學習力與可塑性」

達到 7 成以上的認同發現，本系系友在此一重要的職場特性上表現十分良好，反應在系

友對於職場競爭力的自評結果上則是五成以上的系友同意自己「與公司同儕相比具有升

遷的競爭潛力」。 

5. 多元而綿密的系友網絡： 

  本系針對系友的聯繫主要透過實體活動與虛擬網絡整合的方式達成系友服務的目

的，每年除定期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號召散落各地的畢業系友返校歡聚外，內容均會

涵蓋「系友創業分享」、「產業趨勢論壇」等活動，藉以了解各畢業系友目前的職涯發展

作為追蹤機制，也讓在校生與就業的學長姐交流並獲得更多生涯規劃上的建議。同時在

網路媒體的運用上，本系也透過長期經營服務系友的臉書網站【東海餐旅之系友回娘家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00575713318974/】，以達到系友動態即時更新、凝聚

系友向心力的效果。而為了提高系友服務的層面及貼近產業面的脈動，本系自民國 102

年起新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招收餐旅產業不同領域和階層的在職學生，其中不乏大型餐

飲連鎖企業的高階主管與 CEO，可望進一步形成碩士在職專班的業界資源分享與一般生

系友職涯的連結點和發展後盾。 

  

(三) 問題與困難 

1. 資料蒐集不易：畢業生問卷以及雇主的意見是了解本系畢業生生涯發展與就業表現的重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0057571331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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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考依據，然而受限於工作繁忙或各學校單位重複調查導致問卷回覆率一直難以提高。 

2. 有待更多元回應機制的建立：關於畢業系友在職場上所面臨的各種職能需求，目前多以

在校生課程的調整與更新進行回應，但期待後續能進一步為畢業系友開設適合之進修學

程或短期課程以提供職能的精進管道。 

 

(四) 改善策略 

1. 導師與指導教授角色之深化：目前針對畢業生資料蒐集不易的問題，已委請系上專題或

研究所論文之指導教授協助系上建立隸屬於全系系友組織下之家族網絡，以助於蒐集畢

業系友及其雇主之職涯發展意見。 

2. 定期舉辦產業趨勢論壇活動：藉由雇主座談會與實習夥伴企業提供業界意見回饋管道。 

3. 增加系友推播網路功能：將目前的臉書系友成員納入系上的 Line 群組，透過主動推播系

上及各系友服務企業之就業資訊，提高對系友服務的即時性。 

4. 鼓勵學生參加就友室一系列職涯輔導講座研習，對於產業界職場生態以及職場情緒管理 

會有更貼切的實務分享。 

 

(五) 總結 

本系畢業系友在各領域不論是自身創業、或是擔任國內餐飲管理業機構延攬，皆有出

色的表現。由畢業生意見調查問卷及事業單位雇主意見調查問卷中，均獲得許多正面的評

價及寶貴的意見，此外，本系亦會針對畢業生及企業雇主的回饋意見，持續進行檢討與改

善策略，以進一步實踐本系成立之教育目標，培育餐旅業之優質服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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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本系自 89 年成立以來，已進行多次自我評鑑：民國 93 年初開始辦理自我評鑑、民國 93

年 12 月 16 日接受教育部系所評鑑、民國 96 年東海舉辦自我評鑑書面審查、97 年舉辦

全校性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民國 98 年進行教育部系所評鑑。對於評鑑委員的意見，

除了予以及時的回覆外，本系也在各方面多所調整與改善，以期真正落實評鑑的成效。

本章節將詳細描述改善的成果，並分兩小節予以陳述： 

    效標 7-1：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效標 7-2：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為

何？ 

最後，針對系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提出改善策略。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有固定運作的行政及學術、教學相關委員會使行政管理系統化。行政會議包含系務

會議、圖儀會議；學術相關會議在系教評會中執行，其任務包含教師評鑑、教師升等、

及教學評鑑…等等；與教學主要相關的會議為系課程委員會，系上除了固定招開系課程

委員會討論課程定向之外，也於每一學期定期邀學界及業界所組成之指導委員會 

(Advisory Board)，針對本系課程以餐旅產業最新需求提出建議，主要目的為聚焦系上課

程，並以產業需要人才做具體的訓練需求調整課程內容。本系為了能讓系務順利運作及

提供師生更好之服務品質，每學期除定期透過系務會議檢討系上行政運作情形，另召開

課程委員會檢討課程規劃及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有關教師相關事項，並以會議決議

為研議改善策略之依據。 

 

本系的行政管理主要是支持教學及研究所需，所以行政管理機制也是以此三大元素進行

回饋控制及定期修正改進，主要模式依據下圖所示。 

 
【圖 7-1】 行政系統支援教學及學術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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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7-1 的運作模式，在學校的整體發展方向之下，系行政系統以系務會議的溝通管

道，分為教學及學術進行各計劃的推動，以及資源的申請及管理，系上的資源分配亦以

系務會議討論及投票為決議依據。另一方面，系上的行政管理機制亦非單向的執行學校

的任務而貫徹至教學及研究執行，而是讓教學及研究的模式也給系務行政系統反饋，此

反饋機制如圖 7-2 所示。 

 

【圖 7-2】 校發展方向指導教學及研究反饋至系行政系統 

 

 在此機制中，研究成果及教學成效也可以針對其需求，反饋至系行政系統，系行政系

統則會提供相對的支援。例如，系上課程多有包含多元的整合操作，在「宴會管理」課

程進行時，系行政助教會提供多元協助及密集的課外訓練，達成更佳的教學成效。在老

師各自的研究計劃或是跨領域的大型研究計劃執行，系行政系統也就與學校行政系統的

連結，提供整合資源及管道的協助。相關的反饋機制也於系務會議中有定期的討論，檢

視執行機制是否達成效益。 

    【表 7-1】系務會議運作機制 

依據 
102 年 12 月 12 日本系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組織章程」。 

成員 
系務會議為本系之最高決策單位，與會人員包含系上專任教
師，護理老師及系上助教及助理。 

運作方式 

系務會議為本系之最高決策單位，必需系內在職 3 分之 2 以上
專任教師參加，由系主任召開之，運作模式為每月第一個週四
下午例行召開。凡本系之專任教師均有參與系務會議之權利與
義務，本系教職員工均有遵守系務會議之權利與義務。 

運作情形 

101 學年度共召開 10 次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12 次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 11 次系務會議 

 

教學成效 

 

研究成果 
校發展 

方向 

系行政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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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系課程委員會議運作機制 

依據 
97 年 05 月 08 日本系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 

成員 
本委員會置委員 9 人，委員由本系系主任、系上全體教師、產
業界代表，學界代表及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代表（含畢業生）
至少各 1 人組成之，任期為 1 學年。 

運作內容 
(一)研議系所課程規章與開課相關事宜。 

(二)研議系所課程規劃方向與基本原則。 

(三)討論其他有關系所課程事宜。 

運作方式 
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召開 1 次，主任委員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

議，會議所做之決議，均提送學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運作情形 

101 學年度共召開 9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7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 7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 

 

【表 7-3】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運作機制 

依據 
102 年 04 月 11 日本系第六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之「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成員 
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老師擔任之，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對於審

議案件有低階不得高審之規範，任期為 1 學年。 

運作內容 

本會依據教育部頒布之有關法令暨本校各項規定，分別審議本
系下列事項： 

(一)關於教師之新聘、改聘、續聘、停聘及解聘等評審事項。 

(二)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事項。 

(三)關於教師學術研究、教授休假進修及獎懲有關事項。 

(四)其他與教師權益有關事項。 

運作方式 

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會議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
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始得決議。 

運作情形 

101 學年度共召開 10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9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 9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就系上自我改善的機制，通常有來自學校及學生的意見作為啟動；例如，學生對於廚藝

課程的需求在系務會議被提出，系上便會啟動與學生對談的機制，確認大多數的需求

後，便會啟動行政資源及尋求校外專業師資的搭配，達成課程關鍵表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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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為何？ 

 

 在第一週期評鑑之後，本系依據評鑑委員會的意見進行具體的改善，及設立教學品保委

員會，以利時時進步，達到系上欲培養學生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精簡而言，就是要培養

可以在國內及國際職場及時可以上手的餐旅管理人才。 

 

1. 建請就該系之教育目標，具體訂定更完整之發展計畫，並落實執行。 

 為更落實本系(所)教育目標，本系訂定中長程發展計劃如下： 

（1）教學與學生學習導向之評量 

A.本系於 99 學年度下學期開始施行內部第五週之教學評量意見調查(期初)，並將分析

結果於期中考前於系務會議中與老師們分享，達成及時修正的目的。有鑑於學生對

於一學期 3 次教學評量意見調查(期初、期中、期末)頗感綑擾，因此於 103 學年第 2

學期開始，本系回歸到校辦之兩次(期中、期末)教學評量意見調查，如【附件 7-1】

103 學年第一次系課程會議記錄，但仍鼓勵老師們於期初上課時儘早以非正式的方

式(如、上課或課間與同學互動溝通時)，主動了解同學對於教學的意見與需要，以

作為老師授課之參考。 

 

B.課程規畫亦依照評鑑之建議，增加經濟學為必選修課程，厚實學生經濟概念。教學

的課目及教學內容亦於 101 學年度進行系課程外審，收集反饋意見。課程評鑑分為

課程整體架構、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兩部分。課程整體架構之外審意見及系所

因應措施須提報課程委員會審議；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之外審意見則供授課教

師與系課程委員會參考。本系 101~103 學年之課程整體架構審查如【附件 2-3】課

程委員會議、個別課程外審如【附件 2-8】。針對代表的建議，本系之課程有所調

整，摘要如下： 

 碩專班課程之設計碩專班課程之設計是參考許多國內外學校後訂定，本系碩

專班與碩士班的學習雖然都在餐旅的範疇之下，但定位具有差異性，碩專

班著重「創新美學」與「經營突破」。 

 碩專班課程已有計畫將海外異地教學放入選修課程中。 

 研究所規劃選修實習課程，以400小時為主，將安排學生國內、外實習的機

會。 

 本系大學部有多元且廣度的課程設計，研究所開課仍以具研究深度的課程為

主，建議碩班如對餐飲美學、餐飲法規、餐旅空間設計、餐旅開發等課程

有興趣，可以至大學部選修這些課程修讀。 

 業界主管對系上課程架構大部分均對於課程規劃覺得肯定。 

 碩一開學初有讓全體教師向碩班同學們做初步的自我介紹，「餐旅管理研究」

課程包含許多領域，未來可考慮由多位教師合開這門課程，讓同學們有機

會在碩一上學期多認識系上教師。 

 

C.以學習成效為導向式的教學模式修正，熱學生可以在職場上更能學以致用，並且於

102 學年邀請美國關島大學(Guam Community College)的童教授，及政大教育系周祝

瑛教授、103 學年邀請 FIU 趙金林教授(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國際大學-餐旅與觀光管

理系 教授)，進行持續性的輔導及觀測達到實質的效益。目前本系針對「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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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導向式」為導向的教學，於 104 學年第一學期起，開始試行新版的授課大綱，如

【附件 1-9】，鼓勵老師們於撰寫大綱時，能將希望教導的內容(即學生須習得的知

識)更具體呈現(以往只有寫出章節，沒有寫出章節中的細項/學習重點)，以作為日後

學習成效的檢核參考。 

 

（2）研究與教師自我提升之機制 

A.本系教師研究能量提升，在 101~103 學年度累積的發表期刊數，以 SSCI、SCI 而言，

總數達到 17 篇。亦於 100 學年度餐旅系將舉辦結合學術發表及產業互動的餐旅研討

會，結合論文發表與實務講座，提升全體師生研究水準。 

B.以學校的 GREEnS 計劃為骨架，系上老師也加入各項跨領域的研究，請見【附件

1-16】。 

 

（3）學生發展 

A.系上以餐旅管理為定位，在學生發展的職場則以亞洲為未來職場發展場域，為達此

目的，系上逐漸增加海外實習的比重，目前實施的國家已有美國關島，印尼峇里島，

中國北京及日本，約有 1/3 同學均有海外實習經驗，未來會持續推動海外實習，加

強學生外語及專業能力，期能人數達到 50%的同學均有海外實習經驗之目標。 

B.同時以強化學生接觸職場的理念，增加業界參訪的頻率(101~103 學年之參訪共有 34

次，包含 2013 年上海及杭州專業觀摩、2015 年的日本海外專業觀摩)及增加創業相

關的講座(101-103 學年共 24 次專題演講如【附件 2-9】)，提升多元視野及創意；本

系學生創業已蔚為風氣，本系(包含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歷年創業的個案共 16

例，涵蓋餐飲、烘焙、民宿三大方面。 

 

2. 系課程規劃宜建置清楚的脈絡圖，呈現課程邏輯關係與程序性。 

  本系之課程結構圖以依課程目標、主軸課程明確標註先後修習科目，必選修科目，讓入

學新生或新進教師能快速明瞭課程架構脈絡與修習程序。另課程之開設或調整也宜加以檢

視是否與此脈絡相符。本系亦將此課程地圖印製成大圖輸出，並印成 L 夾的型式，發給每

位同學一份，並由系主任於系大會中跟學生說明課程脈絡及邏輯。【附件 1-7 課程地圖 L

夾) 

 

3. 餐旅服務實務課程類宜更落實實作，以增進學生之餐旅實務實力。 

  本系聘任各領域之兼任師資，確保各實作課程有深入且有效之學習。(請參見【表 3-2】

兼任師學經歷與專長表；【表 7-4】餐旅服務實作課程照片)。 

 



- 132 - 

【表 7-4】餐旅服務實作課程照片 

點心製作 廚藝基礎 西餐烹調 

   

   

   

中餐烹調 客房操作 服務技能 

   

   

 

4. 碩士班課程之必選修科目，以及選修科目之安排宜重新檢視。 

「研究方法」建議改為必修，並依課程之程序性適當的安排在碩一、碩二開設，且選修

科目數可再增加。往年因專任教師人數不足因素無法充分開授各類選修課程，但本系已於

99 年度上學期增聘兩位專任教師，預期未來可以廣授各類課程。並將依委員建議於 99 年

度上學期課程委員會中討論將「研究方法」改為必修學分。【附件 7-2】100 學年度第二次

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5. 針對部分教師專長背景非僅屬餐旅管理乙項者，宜儘快探討跨學門專長領域之關聯特

性，並以有益於餐旅管理產業發展為方向，同時納為該系之重點發展特色之一。 

針對部分教師專長為非餐旅管理乙項者，本系乃針對教師原本研究教學專長結合餐旅

專業知識設計特色課程，例如請食品營養背景教師開授「新產品開發」、「餐旅官能品評」

課程；請資訊管裡教師開授「餐旅資訊系統」、「餐旅網路行銷」課程，充分發揮教師專長

成為本系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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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系實施兩階段實習，建議能讓學生在學時先做充分的準備，俾使其赴業界實習時得以

結合理論與實務，增加學習成效。 

 大一下第一階段實習、大二下第二階段實習之安排乃考量到若部分學生無法按時完成

時，亦可於大三下進行實習，以準時畢業。學生於一下實習前已修習「餐飲業概論」、「旅

館業概論」、「餐飲衛生安全」、「飲食文化」、「飲務管理」、「客房作業管理」、「餐旅服務技

能」、「餐飲專業英文」等專業必修課程，並奠定其基本餐旅專業知能。 

 

7. 依據現有實習規定，或有造成部分學生尋求實習機會的困難與無法在規定實習期內完成

實習之窘境，宜尋求解決之道，以提升實習效果及符合業界需求。 

 針對本系學生實習若未能依照規定完成實習者，將予以提供三種方式協助學生完成學

生實習之課程。 

(1) 提供校內「校友會館」實習之機會，並將安排考核與訪談。 

(2) 第一階段之校外實習皆由系辦公室與飯店簽約，提供各飯店實習名額後予以公告；

第二階段校外實習則由學生自行尋找，以飯店或連鎖知名餐旅體系之營業單位皆可

列入認可名單。若於第二階段自行尋找部分有困難者，系辦公室將會統籌學生名單

後並向飯店尋求實習名額，協助學生於第二階段順利實習之機會。 

(3) 如學生未能於寒、暑假期間完成 400 小時之時數者，可另行申請「課餘時間實習」；

或得以累計至下一年度之寒、暑假實習時數。  

 

8. 宜訂定獎勵制度，以鼓勵學生取得各項餐旅相關證照，提升學生競爭力。 

 本系已於 99 學年度系務會議中提案討論制訂「學生考取餐旅相關證照獎勵辦法」，並

提送「評鑑後改善計畫經費需求」向校方爭取經費，以鼓勵學生取得各項餐旅相關證照。

另外，由授課老師將課程與證照結合的方式(例如：餐旅資訊系統 CERPS-旅館資訊系統應

用師證照) 【如附件 5-3】，鼓勵學生踴躍考取證照。 

 

9. 宜調整招生之策略，強化碩士班之招生來源以及學生人數。 

本系(所)為提升碩士生報到率研擬以下招生策略並已於 99學年度開始推動執行： 

(1) 主動接洽中部鄰近大學相關學系由在校研究生進行推廣宣導。 

(2) 主動發文並郵寄招生海報至各大專院校，宣導招生。 

(3) 郵寄招生海報至補習班與餐旅相關產業，增加報名機會。 

(4) 調整考試入學考試科目，修訂為:英文、統計學、另加餐旅管理學或管理學（二科任

選一科）共計考科 3 科。 

(5) 辦理正取與備取生之歡迎會，以提高就讀意願。 

本系碩士班表現卓越獲學校認同，學生人數 101-103學年均為名額為 15 名。98學年

度成立系(所)招生委員會後由系上老師致電關心就讀意願，報到率已達 95.7%。 

 

10.宜落實餐旅或相關學門選修課程機制，提供學生多元能力發展，以寬廣畢業生各種就業

市場之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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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於 98 學年度即開始建置「餐旅課程地圖」，藉此提供學生選課之依據。並可針對

學生未來就業之目標及市場能力之需求給予選課輔導。詳見【圖 2-2】大學部課程地圖、

【圖 2-3】碩士班課程地圖、【圖 2-5】碩專班課程地圖。 

 

（二）特色 

1.行政管理機制運作周延：東海大學歷史悠久，制度與法規完善，本系自 89 年創立至今

已 15 年，系務之運行與自我改善之機制以臻成熟，本系的行政管理機制係以行政、學

術、教學等三大系統運作；行政系統有系務會議、圖儀會議；學術系統則併系教評會中

執行，包括教師評鑑，教師升等及教學評鑑…等等；教學系統主要為系課程委員會，固

定招開系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定向。系上行政管理機制非單向的執行學校的任務，而是

貫徹教學及研究的執行，當研究及教學執行產生問題需要解決時，此時系行政系統會提

供相對的支援，並與學校行政系統相連結，達到執行、回饋控制、定期修正改進等周延

性運作機制。 

 

2.落實系所評鑑改善：除了上述的自我改善機制外，針對第一週期評鑑委員會的意見，本

系已進行檢討，並進行具體的改善；例如，系具體訂定更完整之發展計畫：訂定「教學

與學生學習導向之評量」、「研究與教師自我提升之機制」、「學生發展」等中長程發展計

劃；在系課程規劃上，為更清楚呈現課程邏輯關係與程序性，本系之課程結構是依課程

目標而構建，主軸課程會明確標註先後修習科目、必選修科目，讓入學新生或新進教師

能快速明瞭課程架構脈絡與修習程序；有關學生之餐旅實務實力之增進，本系持續聘任

各領域之兼任師資，確保各實作課程有深入且有效之學習，對於教學評量不理想的專、

兼任老師，依照東海的輔導作業流程與辦法辦理，以落實教學品保之要求。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所於 101-103 學年的表現不凡，但是整體而言最需改善的項目有以下幾點：  

1. 碩士班招生不易：雖然近年來全國的碩士班招生都遇到瓶頸，但是，中部學校碩士班招

生的衰退比北部學校嚴重，南部學校則又更有過之。雖然，潮流趨勢的影響短期很難

改變，但是學校與系所都必須加以因應。 

2. 專業空間與研討空間不足：本系雖有小而美的綜合廚藝教室(中餐、西餐、烘焙三合

一)(ICE 101)，及其他餐旅專教室。但 ICE 101 教室只能容納 30 人，因此全班學生(約

60-70 人)均需拆班上課，造成排課、教學、學習的不便；另外，本系只有一間會議室(約

可容納 15 人)供開會、討論、及上課，使用率接近飽和。 

3. 研究與產學成果過於集中特定領域：雖然本系在 101-103 學年的研究與產學之表現不俗

(期刊論文為 37 篇、國外研討會論文為 57 篇、國內研討會論文為 6 篇、研究計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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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共 20 件，18,575,163 元) ，但是整體而言，此方面的能量較偏重於系上少數幾位

老師，且領域過於偏重營養成分與人體生理之研究。 

 

（四）改善策略 

1. 因應「碩士班招生不易」，本系的因應措施如下：(1) 調整本所課程，使課程更符合

潮流所需，以凸顯本碩士班之特色；(2) 減少碩士班招生員額，將額度調整到本所招

生極佳的碩專班招生；(3) 改變傳統的招生策略，主動寄送 DM到補習班、系上老師到

相關的系所(例如、外文系、日文系、企管系、社工系、食科系、餐旅系、休閒系、觀

光系…等)招生與宣傳；(4) 配合學校制定的獎勵措施，鼓勵本系學生參加「五年一

貫」，參加碩士班甄試。 

2. 「專業空間與研討空間不足」是東海許多系所的共通問題，然東海的校園腹地廣大，

經費不足乃是造成空間不足的主要原因。為獲得系上整體空間的增加，獲得經費的主

要方式有：(1)配合學校經費籌措的規定，爭取學校之配合款；(2)對系友、企業募集

資金；(3)在不影響學生上課的情況下，活用本系專業教室，歡迎外界企業租借，辦理

相關活動。 

3. 在「研究與產學成果過於集中特定領域」這方面，雖然本系專任教師都具有博士學位，

而且，亦很努力地發展自己的研究領域及投稿學術期刊，然而，本系有超過半數專任

教師為助理教授，研究領域與能量的發展都還未臻成熟，因此，系上在此方面表現較

佳的老師可透過「帶領、分享」的方式，形成研究群組，改善本系這方面的缺失。亦

或透過跨領域的方式，與其他系、院、校的老師一起合作，另外形成本系研究的亮點。 

 

（五）總結 

 教育是百年大計，許多教育與學習的成效無法短期間獲致具體效果。然而，只要教

育的目標明確，依照教育目標制定的核心能力得宜，再搭配良好的課程設計、優良的教

師教學與研究、理想的教學資源，則必能使學生獲得良好的學習環境，獲致令師生滿意

的學習成效。本系所是屬於台灣餐旅高等教育體系，不論聲譽、師資、設備、學習環境…

等在中台灣都極具吸引力，未來仍應不斷地與時俱進，努力克服各種長、中、短期的問

題與困難(例如、空間、研究與產學能量、教學品保)，繼續將本系願景「開創餐旅專業新

知、實踐餐旅管理知能」，予以落實及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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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SWOT 分析   

（一）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學校系所 

    學 

        年 

指標內容   度 

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旅管

理學系 

美國普度大學  

餐旅暨觀光管理 

101 102 103 101 102 103 101 102 103 101 102 103 

 所屬學院 農學院 民生學院 管理學院 
College of Health and 

Human Sciences 

設系時間 89年 91年
*
 99年 西元 1973年 

設所時間 96年 91年
*
 102年 西元 1973年 

學制 
大學 
研究所 
碩專班 

大學 
研究所 
碩專班 

大學 
研究所 

Undergraduate program, 

graduate program (MS), 

graduate program (PhD) 

師資人數 
4名副教授 

5名助理教授 

4名教授 
8名副教授 
2名助理教授 

4名教授 
2名副教授 

4名助理教授 

3Professors (including 
Department Head) 

8Associate Professors 
6Assistant Professors 
2Clinical Instructors 

班級數 4 8 8 n/a 

實習時數 800小時 560小時 1000小時 640 

學生

人數 

學士 231 246 255 462 470 477 398 398 471 566 

碩士 33 30 30 39 43 41 0 3 11 56(MS),36(PhD) 

海外實習國家 

關島 
北京 
峇里島 
日本 

日本 新加坡 
Australia 

China 

UK 

國科會研究計

畫數 
3 2 2 10 9 5 3 1 5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odging Operations 

 

Purdu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Center 

國科會研究計

畫總金額 
7,384,000 21,958,000 10,065,000 

 證照獎勵 無 無 
凡考取 A級證照將給

予$1000獎勵金 
n/a 

 

專業教室 

飲務教室 
實習廚房 
廚藝教室 

客房操作教室 
實習旅館 

西餐調酒實驗室 

多功能餐飲製備實驗室 

餐飲示範教室 

生活家園實習餐廳 

生活午茶實習咖啡廳 

調酒教室 
輕食製備教室 
烘焙教室 

餐旅服務專業教室 

Boiler Bistro 

Lavazza 

John Purdue Room, 

HTM labs 

 語言畢業門檻 TOEIC 550 TOEIC 550 TOEIC 650 n/a 

*備註：1963年成立家政營養學系、1986年更名為生活應用科學系、2002年餐飲管理組獨立設系為餐旅
管理學系；2001年起設立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班、2002招收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http://www.rhim.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54&Itemid=203
http://www.rhim.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53&Itemid=204
http://www.rhim.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55&Itemid=205
http://www.rhim.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56&Itemid=206
http://www.rhim.fj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57&Itemid=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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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系之 SWOT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弱勢 

1. 位於台中都會區、交通方便、實習場域豐富
且多元。 

2. 教育目標明確、課程完整。 
3. 班制完整、部份課程以小組精緻教學。 
4. 生師比 28:1。 
5. 老師皆具有博士學位及餐旅相關產業實務經

驗。 
6. 教師專業服務表現亮眼。 
7. 本系行政人員均具備餐旅產業相關背景。 
8. 大學部(含轉學考)、碩專班招生優良。 
9. 1/3 學生海外實習(印尼、關島、北京、日本)。 
10. 強調國際視野與國際化能力。 
11. 海外進修。 
12. 老師帶領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3. 畢業生創業普遍。 
14. 研究與產學能量佳。 
15. 校友會館(32 間客房)全年無休。 

1. 對教育目標的了解。 
2. 能見度尚待提升。 
3. 碩士班課程未符合學生選課需求。 
4. 產學合作仍待繼續加強。 
5. 學生對部分課程仍不甚滿意。 
6. 學生學習動力待加強。 
7. 800 小時實習、實習課程安排困難。 
8. 開課學分數受限。 
9. 實習廚房空間不足。 
10. 整體研究產量仍有進步空間。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1. 餐旅相關產業蓬勃發展、就業機會多。 
2. 學生對餐旅相關領域興趣濃厚，且獲親朋鼓

勵。 
3. 餐旅從業人員的社經地位提升。 
4. 餐旅相關之國際比賽屢獲佳績。 
5. 國際餐旅集團需要餐旅專業人才。 

1. 少子化。 
2. 大學、研究所數量增加。 
3. 就讀碩士班的風氣下滑。 
4. 對高教餐旅教育之認知與技職混淆。 
5. 學生素質普遍降低之趨勢。 
6. 私校之退輔制度及福利不及國立大學。 
7. 全國碩士班招生普遍下降。 

 

本系隸屬東海大學農學院，可與本院之畜產系、食科系形成「從產地到餐桌」一條龍式的研

究與教學特色，此不僅符合當前世界之飲食潮流，且在比較相關系所 (如美國 Purdue 

University、暨大觀光餐旅系、輔大餐旅系)後發現，尚無有此特色的大學系所。因此，未來

可與本院之畜產、食科兩系共同設計課程及進行跨領域研究之合作，以形成六次產業之教學

與研究特色。(註：一次產業為生產、二次產業為加工、三次產業為零售)。101-103 學年，本

系的研究與產學能量雖不錯，但仍有進步的空間，此跨領域的研究與教學，可形成東海餐旅

的一項特色。 

 

本系大學部與碩專班之報考情形踴躍，在大學部的部分，未來可到更優質的公私立高中宣導，

使本系之大學新生入學級分數更為提升；在碩專班的部分，本系目前已有三屆學生，每年之

報考人數屢創新高，未來宜繼續加強口碑行銷，以目前三屆之碩專學生為基礎，由他們廣為

宣傳招生(透過 line、FB、人際網絡…等)，搭配系上「碩專班週三全天上課」的策略，使本

系能招收優質的餐旅中、高階之菁英就讀。 

 

本系對國際化之努力已在「海外實習、論文發表、海外專業觀摩」逐漸累積相當能量並展現

成效。目前約有 1/3 的大學部學生參加海外實習，未來應持續培養本系學生之外語(英、日語)

能力、及餐旅專業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海外實習的比例。另外，碩士班學生的實習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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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修的方式，鼓勵學生進行實習(可於碩一入學前的暑假、或是碩一升碩二的暑假)，使其

對餐旅產業有深入的了解與體驗，以利其論文議題之擬定、撰寫、及未來之就業。 

 

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方面，目前本系已形成風氣，不論大學部、碩士班、碩專班都能在系

上老師的鼓勵與指導下，勇於嘗試投稿國際研討會。但基於經費考量，目前大多偏向亞太地

區，未來應積極爭取經費，鼓勵師生參加 EuroCHRIE 或 I-CHRIE 之論文發表，拓展師生知

視野。 

 

不論大學部、碩士班、或碩專班，許多本系之在校生及畢業生都勇於創業，且經營得頗具成

效。系上應形成創業交流平台(如系大會、職涯規劃之相關課程)，邀請創業有成的系友與學

弟妹座談，分享與學習彼此經驗。另外，系網頁之首頁應增加系友創業專區，使系友創業關

訊息更容易被發現與閱讀。 

 

雖然，目前存有許多對餐旅科系有利的機會點(例如、餐旅相關產業蓬勃發展、就業機會多；

學生對餐旅相關領域興趣濃厚，且獲親朋鼓勵)，但是社會大眾對高教餐旅教育之認知易與技

職混淆。因此，針對相關人士(例如、未來學生、入學學生、家長…等)，系上應於各種適當

的場合 (如招生說明會、家長日) 與管道 (如系網頁、系所手冊/簡介、新生大學入門活動、

班會)，加強溝通及說明。此外，能凸顯本系特色的成果宣傳 (如大學部學生、碩士生參加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任職國際性餐旅企業的校友)，亦是使這些利害關係人，認同高教體系餐

旅教育目標與價值的良好途徑。 

 

與技職院校之三明治教學與實習相較，本系之 800 小時實習顯得較為劣勢。系上應重新檢視

系上學生在外實習的時機(如大四下學期)、地點(如國內、海外、知名連鎖企業…等)、時數、

學分數…等。以期讓我們的學生更能獲得因實習而得到的能力與競爭力。尤其是大四下學期

之實習，可以選修的方式，鼓勵學生選擇心儀的企業實習，若表現良好，則可於畢業後順利

就業。 

 

實習廚房空間的擴增，須列入本系的中長期發展的白皮書中，當有適當的機會，本系宜向學

校爭取可供 70 人操作的廚藝空間，如此，除了可以滿足現有教學，對於外來與產業的合作機

會也會因而增加(因空間較少受到上課的影響)。 

 

全國碩士班都有生源嚴重下滑的現象，加上私校學費較公立昂貴，因此私校碩士班的經營格

外嚴峻，本系加以因應具體得方向有： 

 以更務實的方式，結合餐旅產業對碩士畢業生的期待，重新檢視及討論碩士班的教育目

標與課程，以吸引學生就讀。 

 針對大學學歷非餐旅專業的碩士班研究生，除依規定須到大學部下修的餐旅課程外，系

上討論其他方法(例如：業界實習 2~3 學分)，使學生對餐旅產業能更了解，不再只是

「紙上談兵」，加強學生對餐旅產業的認知，增加其畢業後就業之競爭力。 



- 139 - 

 系上師生亦須積極到相關系所(餐旅、休閒、觀光、中文、外文、企管…等等)及補習班

推廣，大學部的導師可輔導功課較佳的學生，加強其對本系碩士班的了解，鼓勵其報

考。另外，系上各老師授課時，亦可輔導外系生踴躍報考本系碩士班。 

 配合學校 5 年一貫政策，鼓勵校內各系之大三學生報名本系之碩士班。 

 學士班導師可針對系內優質之學生進行遊說鼓勵報考碩士班，藉以留住餐旅產業研究人
才以提升本系學術、專業界的聲譽。 

 

 雖然本系的專任老師都具有博士學位與餐旅業經驗，兼任老師也是來自餐旅業界之高階

管理人員，學生對部分課程人不甚滿意，為了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滿意度，本系除校方

提供之各項教學輔導措施外，系上亦透過教學成績優良的教師分享教學心得之方式，帶領其

他老師進行學生特性及學習了解，並經由學校舉辦之教學工作坊，教師互相砥礪學習，以精

進教學品質。另外，亦應不斷提醒老師重視班級經營及良好的師生溝通，這些雖與專業知識

無直接相關，但常常會影響教學成果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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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總結 

 

本系在西元民國 89年成立，至今已有 15年，雖在東海大學屬於年輕的科系，但整體表現亮

眼，目前已是中部餐旅管理教育的重要學府之一。本系的教學目標明確，有良好的課程規劃

機制，課程的開設多能符合學生需求，本系有多元方法輔導學生選課，也定期對課程的意見

檢討改進。從新生入學時即透過系上編纂之新生手冊，再配合新生座談、新生家長日座談、

與導師約談等輔導學生修課。授課教師依據評鑑結果及學生反映，對教學教材做修正或調整。 

 

本系配合學校政策推行「五年一貫」教育，以鼓勵優秀學生在五年內完成學士與碩士雙學位。

學校並提供多項獎助學金，以協助學生安心向學。為擴大學生的學術廣度，本系所舉辦學術

研討會，座談會等。外文(英文、日文)是本系學生的強項，自 98學年度設定畢業英文能力門

檻，並鼓勵更多的學生參與交換學生計畫與赴海外研習，以擴大視野。 

 

本系專兼任教師學有專精，教學能與研究配合，學校也有多項計畫鼓勵師生在國內外進修或

與國際學術交流。在產、官、學、研間的合作，101-103 學年度也有良好的成果。在指導研

究生方面，每位教師均有指導研究生。有多位學生(包含大學生)在國際性的研討會中發表文

章。此外，研究生在發表論文、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也有相當好的表現。 

 

在學生就學期間，學校與系所舉辦多場職涯講座與參訪活動，並邀請系友返校分享工作經驗，

以輔導學生就業。目前本系大學部畢業生就業的比例相當高；不論大學部、碩士班、或碩專

班，本系有許多創業有成的例子，雖然主要是餐飲及烘焙相關，但民宿、坐月子中心…等門

檻較高的事業也都有案例可循。 

 

在畢業生的聯繫與追蹤方面，除了蒐集畢業生的升學就業狀況外，本系也嘗試瞭解從業機構

或企業主之意見，做為本系辦學改善之參考。在建立系友垂直聯繫網絡方面，本系系友會不

定及舉辦聯誼活動，系所提供網路資訊平台，以促進系友的聯繫。整體而言，雖然在系友的

聯繫方面有初步的成果，但層面範圍仍有擴大的空間。目前除了增強系友之聯繫外，也計畫

增加系友返校演講、座談以及勸募捐款的機制。除向爭取校級資源外，同時也可善用系友的

社會資源來協助在校學生的學習、升學及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