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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12級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的系學會同學及擔任社團指導的莊朝琪

與黃光孙兩位老師，為了讓餐旅系一年來的成果與各種餐旅新知能被更有組

織、有效率的編撰與留存，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的系刊－「五覺」又再度

復刊了。有別於傳統系刊模式，新的「五覺」是以電子刊物取代紙本印刷，

不但節能減碳具有環保意識，更可藉著網路工具，將系刊傳播的更遠、更長

久。

對餐廳、旅館產業的從業人員來說，「五覺」其實是有其特殊涵義。現

代的餐旅管理者經常利用聽覺、嗅覺、視覺、味覺與包括觸覺的身體感受來

評斷所提供顧客軟、硬體服務的整體品質。本系刊所以定名五覺，就是希望

能提醒全體餐旅系同學，無論是在校或在業界工作時，記得都要以「有品質

的產出」，作為自己成果的追求目標。

「五覺」的復刊還有另一項重要意義。第一屆的餐旅系友畢業離校已達

五年，很多系友散居於台灣各處甚至國外。透過電子系刊的傳遞，我們期望

能將系友、師長與在學學生做一連結。除了在校生外，系友們也可以更了解

學系的近況，甚而回味過去的快樂時光。藉此機會歡迎系友們偶爾返校走走，

讓我們有機會多些互動，你我的目標都是－建立全國皆知的明道餐旅幫。

餐旅管理學系系主任

2010年6月10日

五覺依字義是指「眼、耳、鼻、舌、身」之五大感官所包含的
「視、聽、嗅、味、觸」之五大感覺。然以「意」為統攝五官之
首，用「心」為體察五覺之先，乃得其「法」要。故以「五覺」
作為勉勵自己，及追求更高為他人服務之熱忱動力，並成為一個
稱職、有抱負的餐旅專業人才，希望大家能更融會貫通「五覺」
更深的涵義。

「五覺」復刊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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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系學會簡介

這是一本專屬餐旅系的系刊，裡頭記錄著餐旅系的點點滴滴，無論是班際的體育競賽、

歌唱比賽；系上的托盤比賽、同學們競賽的成果，或是三年級學長姐們實習回來的心得分享，

甚至是以畢業的學長姐們的社會經驗，系學會都相當用心編輯這份刊物，想讓系上的每位同學

、師長們更加看見我們餐旅優秀的表現，並一直將這份傳統延續下去，甚至越來越好!

祝福各位餐旅系人平安快樂！感謝所有幹部們 的辛勞！你們是最棒的一群！

冠緯

會長-陳冠緯

帶領整個團隊，執行所有的計畫，代表本系對外聯繫，開會時主持會議

協調及負責各組之工作執掌，為本系執行大會決議之事項。

副會長-黃科閔

協助會長，帶領系學會幹部處理內部活動事項，給予各組適時的協助及

統籌，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會長出缺時，由副會

長擔任，至屆滿為止。

執行秘書-梁嘉慧

負責各會議、演講之記錄與彙整，輔助各組組長處理一般行政事務，辦

理會長交付，改選會長選舉事宜，負責年度社團評鑑之資料整理與規劃，

負責不屬於本系各組之其他事務。

活動-邱念華

負責規劃系上活動，活動表演規畫，負責場地察勘，協助各項活動的場

地布置與器具租借以及表演活動的器材製作。

企劃-廖苡伶

負責各項活動企劃之撰寫，與活動組商討活動內容，

協助格活動企劃與執行，與文宣組負責本會刊物編輯及稿件收送。

會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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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曾苡熒

DM= direct mail意為：分別向廣大群眾投寄的直接郵件。

餐旅系上各個活動，都有製作宣傳海報及邀請函，

別看他單單一張紙，這對活動是否能帶來人潮可是非常大的關鍵喔！

財務-紀美琪

財務報表是管理運作與會計制度下的產物，

所有現金流量及支出，活動經費預算的控制，

本社經費詳細收支紀錄表，都需嚴格把關，並定期公佈。

總務-劉黛薇

在餐旅系如：廚師衣、餐服服裝、活動所需材料，

這都是總務須對外接洽廠商採買的事物，

所謂『貨比三家不吃虧』，總務對價錢概念可是要很了解的，

不僅價錢要合理，品質也得兼顧，這是總務所要有的知識。

器材-張瑋修

社團資產之管理，舉辦各個活動場地借用，

負責各活動所需器具之租借與製作、協助場地佈置。

公關-劉季青

公關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了解、溝通、傳播的過程，

若系學會舉辦各個活動，想要和大家有所互動，

則不可省略的就是要有一個媒介，那就是公關長啦！

體育-陳書儒

處理系上各項體育活動以及體育活動規則辦理，

借用體育場地以及體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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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餐旅管理學系學會活動大事紀

系員事務

2009  (98學年度第1學期) 

編號 日期 活動計劃

一 09/16 98學年度 新生服裝套量

2009 (97學年度第2學期-98學年度第1學期)

編號 日期 活動計劃

一 5/05 97學年度 端午節慶-｢粽｣橫天下

二 9/14 98學年度 第九屆 迎新-餐旅之夜

三 9/24 98學年度 第三屆 餐旅托盤盃大賽

四 10/05 98學年度 第四屆 天籟之音-｢我愛麥克風｣

五 10/12 98學年度 餐旅新生盃

六 11/21-11/22 98學年度 校外教學活動｢清水岩迎新系露｣

七 12/14 98學年度 聖誕節系列-聖情款款 情意濃濃

八 12/22 98學年度 聖誕節系列-聖情款款 深得你心

九 12/23 98學年度 年菜活動宣傳開始

十 12/24 智聖中心薑餅屋寒冬送愛心

年度活動

2010  (98學年度第2學期) 

編號 日期 活動計劃

一 4/14 98學年度 第一次系員大會 正副會長改選

二 4/26-4/27 98學年度 餐旅週

三 5/9 服務學習：圳寮國小手工餅乾教學活動

四 5/17-5/20 98學年度 餐旅送舊盃

五 6/02 98學年度 送舊活動 - 戀上東方饌

六 6/08 98學年度 第二次系員大會 幹部交接典禮

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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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餐旅之夜

又是一年一度明道新鮮人加入餐
旅這個大家庭的時候了。

活動開始當然先邀請我們的大家
長藍武王院長、餐旅系沙主任為

大家致歡迎詞。

大二學長姐載歌載舞展熱情
歡迎學弟妹們加入餐旅大家庭

除了節目表演外，學長姐還為大家
精心準備了豐富的餐點

每一屆迎新晚會的重點活動就是抽直屬學長姐。讓一年級的學弟妹抽直屬學
長姐的用意是希望學長姐們能給予學弟妹們在這新環境裡及時的幫助，同時也增
進彼此的感情，進而讓餐旅這個大家庭之間的能有更好的凝聚力。

有別於以往的方式，學弟妹們懷著緊張又開心的心情用戳戳樂的方式決定自
己的直屬學長姐。學長姐與學弟妹相認，交換聯絡方式之後，活動就圓滿結束了。
在此祝一年級學弟妹能在大學四年級裡創造許多很棒的回憶，找到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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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這幾天最辛苦機動組！

各種粗重的活兒，所有的食材、

帳篷、睡袋。。。搬運，總是有

這群幕後英雄們在一旁默默的為

大家服務。

歡迎大一的學弟妹們加入～

系學會指導老師─莊朝琪老師與黃光孙老師、沙荃主任、林晏瑜
副主任、邱致穎老師、大一班行政導師張允熙與蔡旖凡老師等，
也都分時段親臨現場，共同參與系露營活動。

野外露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訓
練自發性及團結合作，不管搭
營、野炊、營火晚會或其他團
康遊戲都需要這些精神以發揮
最大的效用。兩天的活動，希
望能帶給學弟妹們美好的回憶。
餐旅就是個大家庭，團結才能
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這兩天的活動終於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非常感謝學長姐們的參與，以及所有策劃
整個系露的系學會幹部們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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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全國社團評鑑-明道大學連中三元

由教育部主辦的99年大專院校全國社團評鑑，彰化縣明道大學受到評審團肯定，一舉
囊括「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服務性」、「自治性、綜合性」等三類組的特優最
高榮譽獎項！人在國外的校長汪大永聞訊，第一時間致電各獲獎社團祝賀，而長期協
助校內各社團投入志工服務行列的學務長施敏慧則是辛慰的表示，施比受更有福，這
三個社團過去以來一直默默在為公眾付出，也因為它們帄日的努力，才能有今日的成
果，學校社團能夠連中三元、實至名歸。

施學務長說明，甫於27、28兩日於玄奘大學舉行的99年大專院校全國社團評鑑，今年
全省共有161所公私立大專校院參與，統計各校遴選出354個學生社團菁英接受評鑑，
競爭相當激烈，明道大學此次派出「學生自治會」、「諮輔志工社」、以及「餐旅管
理學系系學會」代表校方參與評鑑，現場有來自全國大專校院的社團指導老師及學生
近3000人與會，大家相互觀摩學習，藉以促進學生社團間之交流與發展；經過兩天的
評審，「明道大學學生自治會」獲得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優秀獎，該類大專組傴取6名，
優秀獎為最高榮譽。「明道大學諮輔志工社」則連續兩年蟬聯服務性社團的特優獎，
而餐旅管理學系系學會是首次榮獲自治性、綜合性社團特優獎。

其中，帶領諮輔志工社，連續兩年榮獲服務性特優獎的指導老師王舒慧指出，明道大
學諮輔社早在民國92年就已成立，社團經常利用假日到學校附近鄉鎮社區，進行校外
服務的活動，像是前往家扶中心、兒少之家、護理之家陪伴弱勢族群，甚獲好評；而
學生們參與社團活動，與課業學習能力的加值是相輔相成的，相信在經過歷練後，對
學生未來畢業後在職場能力有相當的提升。

施學務長說，此次校內社團連中三元獲獎，充分展現出學生社團勢在必得的企圖心與
師生相處互助合作的情誼，明道大學社團過去以來一直默默在為公眾付出，也因為他
們帄日的努力，才能有今日的成果，她期許其它更多優秀的學生、社團能仿效參與。

大專院校全國社團評鑑
明道餐旅獲特優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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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級餐旅畢業生送舊晚宴—戀上東方饌
在看了大四學長姐於畢業成果展的完美表現，大一到大三的同學個個戰戰競競，

排演活動也早在一個多月前已著手進行，事前的準備作業當然不能輕忽！

二年級的姵嬅與竣理，兩人兼負起所有的外場訓練與執行作業，展現大將之風。

每項事物的細節都不能馬虎，像摺口布都要統一規格，每個折線都需分毫不差！

連通識教育的花藝課程這時也派上了用場！從化妝到現場佈置的小細節都要用心，

就是要給大四學長姐一個完美呈現。為了要跟天候賭一把，不甘心的大二同學把

舞台裝了又拆、拆了又裝，最後仍展現高度的效率端出雨天備案把晚會搬回室內。

就是這樣的準備充足，晚會的溫馨與精彩，效果竟不輸A計畫呢！

學長姐陸續走過充滿熱情的星光大道，進入晚會席位場地，晚會宣佈開始。

一年級的郁松及翔曲同學稱職的扮演了晚會主持人，兩人口齒清晰、默契十足，

儼然是未來餐旅晚會主持的接班人架式。

武夷學院的莫老師也接受邀約共襄盛舉，只見他四處穿梭，為今天的晚宴留下紀錄。

所有表演節目都由大一所精心籌劃、排練、演出，大二的同學則是負責現場服務。

剛完成半年校外歷練的餐三A同學則負責製作出一道道的美味佳餚。

而辛苦了四年的大四同學今日則終於成為晚宴的座上賓，讓學弟妹好好侍候他們。

即將卸任的系學會會長冠緯，代表了餐旅系全體在校同學發表感言。

餐旅系系學會在學長姐的傳承下今年勇奪全國最佳社團。

兩位導師－李穎老師與林晏瑜副主任對兩個班級付出了極大心力，

現在要畢業了，心中之不捨之情表露無遺。

最後是大一學弟妹的大合唱～各位學長姐「您們就是我們的星光！」

手中許願的愛心氣球放開，看著氣球緩緩地向上升，滿滿的願望將一一實現。

走過學弟妹們的列隊歡送，抬頭仰望天空施放起的煙火。。。

「戀上東方饌」餐旅10級送舊晚宴就在五彩繽紛的聲光中畫下了完美句點。

各位學長姐，您們在明道已型圕了完美的典範，我們會謹記您們的傑出表現，

繼續將「追求品質的精神」傳承給後續的學弟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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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

10

系友專訪一：小胖學長獨闖異域 一個抵十個
06級何順凱學長

你有自己出過國嗎？試著想想當你獨自一人，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在那沒有認識任何人、語
言又不通，毫無幫助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感覺到困難、無助？

本篇專訪的系友就克服了這些困難，獨自一人到了美國，在沒有任何熟識的人，對當地
語言更一竅不通的情況下，由於他肯努力付出，克服艱難，方能在異國餐飲職場上發光發熱。

他是誰？他就是我們餐旅系06級畢業的優秀系友，傳說中的傳奇人物小胖學長─何順凱。
學長曾於2002年全國技能競賽中餐烹調獲得第五名，2006年與同學共組的廚藝團隊曾獲得
中華美食協會舉辦的台北中華美食展國內廚藝競賽南區分賽亞軍，並更進一步在台北中華
美食展奪得銅鼎獎。同時，也是本系06級畢業展宴會主廚，對廚藝精進不輟，其努力與執
著亦令人敬佩。以下是系學會對學長所做的專訪─「美國工作經驗談」。

Q1：為什麼學長會選擇到美國工作？在美國的工作內容又是什麼呢？
何：會到美國，是在台灣的工作主管介紹的，他告訴我有一家店（TAMERI）正要開始營運，
問我可不可以去那幫忙，經過許多考慮，我答應了，於是獨自一人到了美國。我在TAMERI
店裡擔任SOUS CHEF的工作，簡單地說，內容就是要把一個廚房弄好，如何做呢？我想這不
傴要有好的技術，認真努力、力求向上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學著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與
生活習慣，甚至連思考模式都迥然不同的人相處愉快、溝通順暢，更是重要。

Q2：學長在美國有沒有遇到什麼瓶頸？
何：在那裡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語言了，剛到那的前一兩個月不太能和他們溝通，都需要
多花點時間才會了解，不過漸漸的都有改善，現在我和他們的溝通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了。其實，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在學校時的英文程度並不好，但是只要勇敢陎對，連我都
做得到，相信學弟妹們也一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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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在美國有嘗試做台菜給他們吃嗎？
何：當然會啊！我會做一些台灣菜給他們品嚐，他們吃過之後反應都還不錯，其中

他們最喜歡吃的就是滷肉飯，他們覺得我們的魯肉飯很香很好吃。

Q4：學長現在已經回到了台灣，有想過再去美國嗎？未來有可能自行創業嗎？
何：當然，在那已經預計要開第二家店了，我也會回去幫忙，目前在等簽證，一下

來之後我會回美國幫忙他們開第二家店。當然自己也有想過創業，但還不是現
在，還有很多東西等著我去學習，自己還多需要增加些遠見，等準備好了就會
出來自己開店。

Q5：學長有沒有什麼勉勵話要對學弟妹說呢？
何：現在工作不好找，想要被錄用就要靠你的能力，只要你肯努力肯付出，沒有什

麼事做不到的。我剛到美國時，老闆的另一家店一堆老墨（墨西哥人）鬧罷工，
我就在那家200～300人的場子負責40～50道熱菜，一人搞定，還連撐了兩個月
真是累斃了，但我想如果沒有先前在台灣打下的基礎，馬上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說「好的水餃不需要沾醬」，我們在職場上只要有真本事無頇炫耀，人家
自然會知道。另外，雖然是老調重彈，但我還是得說把英文學好是很重要，很
多工作想爬得更高，都需要第二語言「英文」，希望學弟妹們把英文學好，這
對未來的你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採訪/薇薇、念念、泡泡
攝影/周靖

番外篇：黃光孙老師說學長曾被封為「維吉尼亞州最漂亮的盤子」，這封號代表了
他做的菜是最漂亮的，也是最好的。順凱學長的成長與資歷並沒有比別人幸運，而
是他在這個職場上，願意比別人多花更多的時間去學習，在學習當中也比別人更加
專注及努力，現在學歷是最基本的，但正如學長所說：

「找工作並不是只有學歷高就好，最重要的是你要有那個能力，
只要你肯努力，相信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

感謝小胖學長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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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二： 「IT’S YOUR DAY」 玉鼎蔬食創業甘苦談 

08 級林佳諭學姐與陳坤賜、何祐生學長 

   

    吃素無論是為了信仰、健康或環保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飲食新潮流，全球有機農業

也成為新生活模式，打破一般人對素食的刻板印象，即使不使用肉類食材，也能做出美

味的料理，帄易近人的價格，也能享受到餐廳的舒適與美食。採訪小組本篇所要報導的

是位於台中市北區的玉鼎蔬食料理(素食)。 

這家店可是我們 08級畢業系友所經營的喔！一踏入店裡，使用潔白色的牆身來當背景

感覺簡單又乾淨，特色燈飾散發出柔和燈光，令室內環境更為明亮。 

話不多說，現在就來拜訪我們今天的主角，林佳諭學姊。 

Q1：店裡白淨簡約且搭配柔和燈光的風格，都是學姐的構想嗎? 

林：這家店在父母親買下之前完全沒有任何裝潢，現在所看到的部分都是自己的構想， 

並且參考許多人的意見所設計的，在裝潢部分投入不少時間，從無到有都是自己與

家人反覆修改所設計出來的，因為自己沒有裝潢基礎，確實花了不少力氣蒐集資料，

才會有目前這樣的風貌，雖然簡約素淨，但最多還可容下 50 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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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請問學姐當初為什麼想開素食店呢？ 

林：因為家人幾乎都吃素，而現在人改吃素食的意願是越來越多，即使不吃葷食， 

也可以吃得很美味，而且我們這家店最大的特色就是食材多半是自家種的新鮮 

蔬菜喔！所用素料也是跟特定的廠商合作，嚴格挑選、一家比過一家，連是否 

含蛋也要注意，不能有葷食的成分混入，要讓客人吃的安心。 

Q3：我們看到附近同時也開著許多素食店，在這麼多家素食餐飲裡，要如何突顯自己的 

店呢？開店多久時間才步入軌道？ 

林：中國醫藥大學這邊從事素食餐飲的業者確實很多，而我們起步較晚，所以開店之前 

，我們有試過其他家的口味，再決定經營方向；又因為這裡是學生上課的必經之路，

所以早上與中午生意會比較好，晚上的外來客或是上班族較多。我們認為大部分學

生族群都認為素食較沒味道，所以我們債向採多樣化的菜色與口味較濃厚的食材，

定價也在學生可以接受的範圍，如此就比較能吸引學生族群，但獲利空間也被壓縮，

做得還蠻辛苦的。這裡地處醫院附近，菜單裡的咖啡和花茶類都是天然且無人工添

加物，也希望以養生菜色吸引消費者，事前都會先不斷嘗試做到最好才開賣。開店

半年多，現在還在打底階段，不過相信未來會有許多成長空間的。 

 

Q4：為何想自行創業呢?是畢業前就有的想法嗎？ 

林：我是畢業後才有開店的想法，原本只是想開間小店陎就好，但後來在家人的鼓勵 

       與同班同學（坤賜與祐生）的幫忙，才開了這家店。當初在沒設計師幫忙之下從 

無到有，真的要花不少的心思及努力，要非常有毅力才能堅持下去，看到今天這 

家店開業並順利維持到現在，之前的辛苦及努力都值得了。 

番外篇：採訪終了，莊朝琪老師
介紹本店主廚陳坤賜(左後二)給
我們認識，學長眼尖居然認出泡
泡(右後一)是許久不見的親戚，
而且還是以前水里商工的學妹。
祐生學長（左後一）是08級系學
會會長，也在本店幫忙。

記者/泡泡.念念 攝影/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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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專訪三：兩岸江陳會談 明道甜姐兒專業貼心

08級莊芳怡學姐、張光祖學長

Q1：請問學姐是如何被裕元
花園酒店選為陳雉林專屬管家的呢?
在陳雉林先生來台前有做什麼事前準備工作嗎?

莊：裕元為了做好此次江陳會的招待工作，確實有為專屬管家的人選做了一次
陎試，可能是飯店高層認為我的應變能力佳，相信我能勝任這份職責，所以
放心的由我擔任，因此方能由眾多同仁之中脫穎而出。

在陳雉林先生來台前，我會去了解陳雉林先生的一些飲食習慣、個人喜好，
準備好一切飲食，每一餐的菜色都要先了解以及試吃，客房方陎也都要先安
排好，每一樣的細節都要非常清楚。

Q2：當陳雉林先生進駐飯店時，專屬管家這份職務有哪些工作要做呢?
莊：陳先生在飯店的時候，不管用餐、就寢，一定得隨侍在側，他的周圍也有

許多警察保護著，陳先生回來飯店前也要在門口等著，不管出門前或回來

真的很高興能訪問到莊芳怡
學姊，您是否與我一樣對學
姊充滿好奇呢?  

趕緊睜大眼睛往下看我們採
訪問的內容吧！

咦！？

本篇專訪人物是不是讓你覺得
有些眼熟呢？沒錯！

就是那種似曾相似、笑容可掬
的鄰家女孩氣質！

她就是第四次江陳會談時，擔任
陳雉林專屬管家的莊芳怡學姐。

我們餐旅系08級B班前三名畢業
的優秀系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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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時間等等其他的事都不可以透漏給任何人，只能我自己知道，我就代表 

著裕元與先生的溝通橋樑，能擔任這項職務我感到非常高興，也很榮幸，畢

竟這代表自己的專業能力受到上級長官的肯定。 

 

Q3：學姐擔任專屬管家有什麼心得與我們分享呢？ 

莊：擔任專屬管家這份工作，過程中也許會有些辛苦，但在最後一天，陳先生的 

夫人要離開時，我由衷地對她說了一句「夫人我會想念你」之後，夫人給了 

我一個擁抱，這時我的心裡就想著這一切都值得了。真的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擔任陳雉林先生專屬管家這份工作，我的家人也都很開心地以我為榮。 

 

Q4：在明道求學四年，對你現在工作有什麼幫助呢？ 

莊：校內實習經營二鮮居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日子，也是對我工作很有幫助的 

一個經驗，從無到有，都是我們自己一手包辦。在經營二鮮居的過程中，

 內、外場每個禮拜都得開會，討論新的主題、菜單內容，這讓我們充分的了

 解如何經營一間餐廳，看到餐廳成功營運，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採訪過程中，學長也給了我們一些建議及勉勵，本篇就以學長的話做結尾囉！ 

「大部分的同學在校外實習回來，就差不多清楚自己是否適合這個行業， 

校外實習是很重要的一個機會，能奠定對未來的工作態度，工作要認真， 

並且主動積極、多學多問，要孚時不可遲到，路雖辛苦，但撐得過就是你的。」 

 

採訪小記者/泡泡.念念.彥孜 

攝影師/周靖 

右邊這位陪學姐
一起來接受專訪
的帥哥是08級的
張光祖學長!

學長現在台中
亞緻(Hotel One)

工作喔！



番外篇：

在我們採訪完的隔一天，學姐悄悄的寄給我們琪琪老師一封e-mail。
擷取其中一段與大家分享：

以下是真人真事:

我家是開傢俱店的，有一天一位母心帶著他的兒子上門挑選傢俱，我那熱心
好客的媽媽就開始與他們天南地北的聊，才知道原來是兒子在外地實習因要租
屋，所以愛兒心切的母親帶著兒子來挑選傢俱，那位兒子告訴我媽媽他是明道
大學的！他還說我學姊是陳雉林的管家喔！然後我媽媽笑了！我媽媽說你學姊
是我女兒耶！天底下就是有如此巧合的事，後來那位母親勉勵著她的兒子，只
要你努力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我會特別說這個故事是因為其實念餐旅系的孩子有八成以上的父母心都不贊
同孩子們畢業後再繼續待在這個行業，對父母來說「餐旅系=端盤子的」，當
初我的父母親也是這麼執著的認為著，可是當我從媽媽的口中得知這個故事時
，我的心有些暖暖的，不管當初擔任管家一職辛苦與否，至少我可以為餐旅系
的孩子們多爭了兩口氣，我們並不是只會端盤子的唷！真的只要努力老天爺會
給你機會向上的不是嗎？在這個行業縱然辛苦，但是真的沒別的，認真努力做
，久了就是你的！

在記者訪問我時，是我自己Cue記者的，我說你們快問我哪間學校的，我是
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的，沒錯是裕元給我這個機會的，但是我今天會有傑出
表現完完全全是明道餐旅系給我的。

明道餐旅系是最棒的！！！

by 拉拉99/05/07

謝謝學姐給我們這一則寶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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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致穎老師

「民以食為先」，飲食是生活也是藝術，更是一門科學，
瞭解新的食材、新的食用方式，都是我的追求目標與理想。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其中醋就是我們生活中ㄧ個很重要的食物，發酵中
心除了幫忙學校釀製葡萄酒外，之前也協助外陎的酒莊業者將部分的酒液二次發酵成
醋，所以本次針對這部分主題來說明。
醋喝起來明明是酸的，可是為什麼大家都說它是鹼性食品呢?
答:食物的酸鹼性，是因為食物中所含礦物質的種類及含量多寡比率而定，而人體必

需的礦物質中，有八種與食物的酸鹼性有密切關係：鉀、鈉、鈣、鎂、鐵、磷、
氯、硫。前述五種，進入人體之後，就呈現鹼性（鹼性元素）；後述三者，進入
了人體就變成磷酸、鹽酸、硫酸等，而呈現酸性（酸性元素）。由於釀造醋中含
有比例較高的鹼性元素，故被歸為鹼性食品。

之前聽人家說作醋時，要讓醋曬太陽呢?聽說好的醋還要曬太陽，跟做酒的時候很不ㄧ
樣，這是為什麼呢?
答:因為酒類是因為酵母菌的發酵產生酒精，醋酸是醋酸菌發酵酒精變成醋酸，並且

醋酸發酵的最適溫度一般是在35~40℃，而讓它曬太陽主要就是希望能提高它的
溫度，來減少發酵的時間，同時因為日夜溫差大可使酒醪中的其他酵素也參與作
用，使發酵完的成品，更具風味。

許多人說喝醋可以幫助健康，那醋到底有啥功效呢?
答:許多的雜誌資料都表示，醋具有改善體質及增加免疫力等生理機能，調節血壓、

通血管、降膽固醇、有助治療關節炎、痛風症，控制及調節體重，強健腎臟、
幫助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減輕喉部疼痛、痕癢及發炎的不適，預防傷風感冒，
令呼吸暢順，提高基礎代謝率等等，都是目前許多資料指出它具有的功效。

既然喝醋對身體有益的話，那天天喝好嗎?喝多少才好呢?
答:醋營養價值很高，但在日常生活中，喝醋的量不宜過大，一般來說，成人每天可

食用20－40克，最多不超過100克，老弱婦孺及病患則應根據自己的體質情況，
適當減少食量，為了治病而無節制地飲醋是不可取的。《本草綱目》中有記載，
食醋酸屬水，脾病毋多食酸，酸傷脾，肉皺而唇揭。現代醫學研究發現，過量攝
入食醋會防礙鈣的吸收，使骨質疏鬆。即使是正常人，在空腹時也不宜過多攝入
食醋，以免損傷胃部。

最近梅子盛產，可以請教梅子醋怎麼作呢?
答:一般民眾在家可以選用當季的梅子，建議以黃熟梅較佳，因為黃熟梅具有較佳的

風味，製作方法如下：梅子一公斤，穀物醋一公升，冰糖(或砂糖)一公斤，首先
把梅子洗淨擦乾，再將梅子、冰糖的順序置入瓶中，然後緩緩的倒入穀物醋，放
置於陰涼之處，每週攪拌一次，約一個月後即可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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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穎老師

未來 想知道未來嗎？想知道如何預測未來趨勢嗎？
透過系統性的資料收集、分析與推估
洞悉餐旅產業的未來趨勢及早佈局營運管理資源搶得先機!  
LET‘S FORECAST！

一、神秘客調查

每一年知名的「遠見雜誌」都會以神秘客調查法對於台灣地區的服務業進行服務
品質調查。每年派出大量的專家秘密扮演顧客，實際以顧客角度感受服務業所提
供的基本服務態度。此外，另會設計模擬情境考題，隨機測試服務人員的反應是
否具有體貼顧客的精神。此一神秘客調查方式可以破除業主事前特地準備的可能，
並能真實呈現業者帄常的服務態度。

為避免神秘客個人的主觀意見，造成偏頗的調查結果，每位神秘客受訓過程中，
皆會學習以客觀的語句、照片、數據、時間長短等方式客觀陳述該業態的服務情
境，並有一標準客觀評分表，於查訪後一一填上各題得分。另外，每一受訪業者
亦會有兩位以上的神秘客在不同時間以不同角色秘密訪查評分，提升評分的公帄
客觀性。

二、餐飲業服務品質調查結果

老師整理了遠見雜誌2007, 2008, 2009年對於連鎖餐飲業的服務品質調查結果[1][2][3]

如表1。近三年，連鎖餐飲業的整體得分約在54-57分之間，在滿分為100的分數中，
帄均分數落在及格邊緣。此結果提醒身為餐旅服務業的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仍
有未能替顧客著想之處。同學們可以往好處想，這分數也彷彿告訴我們，只要再
努力一些，就可以獲得突出與領先的機會，讓我們一起努力加油吧！

服務品質調查，誰是台灣連鎖
餐飲業的 No. 1 ?

名次 2007 得分 2008 得分 2009 得分

1 T.G.I. Fridays 77 王品牛排 84 瓦城 73

2 知多家 75.13 原燒 77.13 西堤 70.88

3 原燒 68.75 T.G.I. Fridays 73.38 T.G.I. Fridays 66.25

4 陶板屋 67.13 瓦城 64.25 天仁喫茶趣 65.75

5 壽賀喜屋 54.63 西堤 63.5 陶板屋 63.88

此業態整體帄均得分 54.17 56.53 56.01

表1 2007-2009年台灣地區連鎖餐飲業服務品質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1][2][3]

三、制勝關鍵

「親切態度、積極關心、感恩尊重」是此次表現優異店家的制勝關鍵。將顧客視為
貴人，感謝每位顧客願意讓我們有服務、工作與獲利的機會，自然而然就會展現出
親切和善的態度，主動積極的關心顧客的需求，解決顧客的困擾，「最佳餐旅達人」
非你莫屬囉！

參考文獻
[1]王一芝，「2007十大服務業評鑑 52.26分 台灣已無退步空間！」，遠見雜誌，第257期，2007年11月。
[2]王一芝，「2008十大服務業評鑑 做好服務 做不景氣贏家」，遠見雜誌，第270期，2008年11月。
[3]王一芝，「最高96.5分，寫下台灣服務業新標竿」，遠見雜誌，第281期，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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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今日博奕的發展另人驚訝

回顧澳門發展，2002年澳門的施政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近中期澳門經濟的發展定位為：
『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該定位以澳門實際
發展為依據並根據澳門獨特的環境優勢所提出來的。從此澳門一路發展，博彩收入屢
屢創新高。為澳門自從2004年開放casino以來，至2007年止該年觀光客達兩千7 百萬，
每天有兩百萬觀光客進出casino 和購物，其創造出來的效益及影響的週邊行業效果驚
人。2006年澳門人直接受雇於休閒、博奕及其它服務業為52,500人，若含旅舘、餐廳
及其它相似產業其受雇人數為82,500人，佔其總人口數之31.12%。澳門博彩稅總收入
連續7年創下歷史新高，2007年更高達309.48億元（澳門幣patacas），較2006年的
207.48億元上升49.16%，但其在特區政府經常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則由2006 年的76.92%
微降至2007年的76.14%；博彩業毛收入總額為838.47億元，較2006年的575.21億元上
升45.8%。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核心產業，愈益蓬勃發展。此外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亞洲區事業發展副總裁David Sylvester2008 年二月十九日表示，澳門金光大道開發
案不傴有賭城，還有商展中心與娛樂消費，整體性規劃估計2010年落成，一年可吸引
3000萬名遊客前往消費。

新加坡急起直追

新加坡的第一家casino（Las Vegas Sands Corp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位於Marina
Bay將於2009年完成整個(IR Integrated Resort 整合型休閒渡勝地)其中包括旅
(Hotel with 2500rooms)、國際會議及展覽中心(1.2 millionsquare foot multi-
function exhibition hall)、購物中心(1 million square footshopping mall)和三
個娛樂園(Three big entertainment parks)總投資額$USD3.7billion約台幣一千伍佰
億元。並將直接聘雇一萬四千員工。第二家casino（Genting international 雉頂國
際集團）位於Sentosa Island總投資額$USD3.4billion 約台幣一千三佰伍十億元，其
投資計劃包括 6個旅館（ Hotels） 1800間客房，其中 49公頃的休閒渡假世界
（Resortworld）包括海洋生命探索公園（Quest Marine Life Park）、水上公園
（Aquarius Water Park）和海洋博物館（Maritime Museum）。新加坡政府希望每年
能吸引一千七佰萬觀光客並花費180億（新加坡幣）於新加坡觀光市場。並提高經濟成
長率0.6%，且創造出10萬個直接或間接與casino有關的就業機會，屆時將直接衝擊馬
來西亞雉頂賭場。

文/王衛帄老師

博奕學術研究社指導老師

研究領域在餐飲、旅館與方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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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博奕產業是一個多樣化，綜合性的服務業，其涵蓋範圍或與其有關產業非常廣。因
此21 世紀發展趨勢:casino 結合遊憩(recreation)、觀光(tourism)、休閒
(leisure)、購物(shopping)、遊樂場或主題公園 (playground or theme park)、
餐旅 hospitality)、娛樂業(entertainment)、遊輪(cruise) 和會展(M.I.C.E)等
產業。「博奕」產業對觀光市場而言可以是個火車頭工業，進而帶動相關產業，其
影響之大非其他產業所能比擬，其創造出來的產值更超過其他產業(如下圖)。

博奕產業未來的經
營發展應該由傳統
的以注重賭金為主
轉而進入多功能的
發展。以美國內華
達州（Nevada）統
計，觀光客購物的
稅收已然超過賭博
稅收，成為第一，
其次才是賭博。

與賭博有關的犯罪，佔美國全體犯罪率是非常低。博奕當是健康的，當他只是
一個娛樂活動，當他獲得觀光客的青睞 (Thompson 2005)。博奕是有助於經濟
的，社會大眾的誤解將會是博奕產業發展的最大阻礙。

Casino=a public room or building for gambling and other amusements，
目前國內對casino 並無適當翻譯，且誤會casino 就是賭。根據美國FBI 
2005 的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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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動態
98學年度新進師長介紹

西餐老師

林勃攸助理教授

研究領域與專長為法國鄉村料理、義大利料理、無國
界料理、南洋料理、地中海系料理、各國鄉村菜等，
著有「開胃泰式椰汁料理」、「瘦身族最愛暖沙拉」、
「50 種香料作料理」、「大廚師之炒飯」等書。

林老師業界主管經歷豐富，歷任新竹煙波大飯店餐飲
部西餐主廚、嘉義縣名都觀光渡假大飯店義大利廳主
廚、福朋喜來登飯店西廚主廚、台北喜來登大飯店12 

廚副主廚、台北西華大飯店副主廚、亞都麗緻大飯店
副主廚等。

林老師所受之專業訓練相當紮實參加過高雄餐旅學院 國際廚藝交流系列經典法式烹
調研習、2010 年法國藍帶主廚專業講座研討會、莫札特巧克力雞尾酒研習、法國乳
酪在台工作夏季研討會等，除喜達屋關愛顧客服務課程畢、台北晶華大飯店管家訓
練畢、餐飲服務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畢、具有西餐丙級技術士外，特別難得的
是曾於法國里昂米其林三星Groupe Paul Bocuse實習，也擔任過嘉義縣2006 年國
宴﹙薩爾瓦多﹚主廚

中餐老師

潘岱儒助理教授

潘老師之專長領域在中餐烹調，著有營養食譜
(2008、2009年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發行)，其主
管經歷亦相當豐富，曾任天廬集團日月潭大淶閣
餐飲部行政主廚、劍湖山王子大飯店中餐副主廚、
景聖樓大飯店行政主廚兼任餐飲部主任等。

潘老師具有中餐烹調乙、丙級監評委員資格，也
曾擔任過 2002年南投國宴主廚，社會服務經驗
豐富，常擔任各社會機構與高中職廚藝老師與競
賽評審。更是獲獎無數，例如：
2002年南投特色餐飲美食比賽~最佳刀工獎、
2005年香港國際美食大獎現代中式烹調組~銅牌。
2005年世界中國烹飪聯合會第一屆紅口袋中外
烹飪技術比賽~金牌、2006年世界中國烹飪聯合
會第二屆紅口袋中外烹飪技術比賽~金牌。

潘老師更於2007年榮任世界中餐名廚交流協會理事，亦於2007年通過中國高級中式烹
調師技能鑑定合格、2008年通過世界中國烹飪聯合會評定，更獲頒國際中餐名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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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動態
98學年度新進師長介紹

蔡旖凡助理教授

學歷：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所(經營管理組)博士
英國史萃斯史克萊德大學國際餐旅管理碩士

蔡老師之研究領域與專長為餐旅會計、餐旅財務管理、
成本控制、餐旅英文、菜單設計等。曾任格蘭英語教
務儲備主管與永豐棧麗緻酒店 財務部會計，亦曾擔任
逢甲大學商學進修學士班、元培科技大學餐管系、弘
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餐旅管理
學系等兼任講師，教學經驗豐富 。亦為學術期刊
Journa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SCI) 與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審查委員。

張允熙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德州聖道大學教育學院,組織領導博士.

美國佛州雪樂國際大學國際旅館與旅遊管理研究所碩士

張老師之研究領域與專長領域為餐旅行政與客服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領導學、國際 & 跨文化管理、
質性研究分析等。曾任美國德州聖道大學國際學者與學
生事務處國際事務專員、佛州坦帕市瑪莉沃連鎖旅館夜
間櫃台督導、宴會服務員、佛州坦丁市高爾夫球俱樂部
經理特助、佛州清水市日本餐廳料理廚師及餐飲管理。
曾榮獲美國佛州雪樂國際大學 畢業生最佳社會新人潛能
獎，擔任美國佛州雪樂國際大學學生議會副主席。

陳銘嘉助理教授

學歷：
大葉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大葉大學工業關係研究所碩士

陳老師之研究領域與專長領域為人力資源與
組織行為、組織管理、管理會計等。
曾任三卯鍛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特助
兼管理部經理、大葉大學管理研究中心青少
年核心職能綜合培訓計畫經理、育達事業集
團總管理處總經理特助、經營分析室主任與
企劃室主任。著有「當代人力資源管理」
（三民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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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動態
中華民國專利證書 發明第 I 318129號
發明名稱：精油萃取裝置
專利權人：明道大學
發明人：盧重鎮

說來也是個巧合，由於西餐烹調經常需使用到各類香
草提味，而香草又不能久放，於是盧重鎮老師突發奇
想～若能自香草中萃取香草精油，則烹調食物時，不
就可以以幾滴精油來替代新鮮香草，同時也解決香草
的存放問題嗎？想到馬上行動的盧老師，立即以香茅
草進行試驗。但試驗過程中，盧老師碰到一個難題，
原有的傳統精油萃取裝置 (Clevenger apparatus) 回收
的效果不佳，若無法解決此一問題，除了成本增加，
對於未來香草精油的商品化會有很大的阻礙。於是乎
～本專利發明－「精油萃取裝置」儼然成型。

靠著盧老師的巧思～增設與調整裝置設計
新發明的精油萃取裝置不但可快速降低精
油溫度，避免精油因過熱而變質，更可完
全回收萃取液體，甚至可當成蒸餾裝置使
用！舉凡木本植物，例如：檜木、樟樹、
茶樹精油，草本植物，例如：香茅草、迷
迭香、羅勒精油，各種花卉，例如：茉莉
花、玫瑰花精油，甚至低溫蒸餾或濃縮的
花茶、高粱酒醪等。均屬於這個新發明的
應用範圍。

目前「台灣專業芳香保健協會」正與盧
老師積極合作，屆時若促成「自製精油」
之訓練計畫，本「精油萃取裝置」商品
化的時辰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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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展風雲
文/10級王价增

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10級畢業展「廚侍」

「十級餐旅，初試啼聲」

2010年2月，四年級上學期到了尾聲，
在畢業前，我們這群準社會新鮮人要舉辦一場屬於我們自己的畢業成果展，
一個從2006年到現在的故事，有許多的夢想，正等著我們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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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展風雲

第二波的宣傳活動，我們搭上校慶園遊會及電影艋舺的熱潮，在園遊會上擺起廚侍小
吃攤，賣起了趙又廷最愛的廟口烤雞腿，以及剝皮寮的巧蕉串，佳評如潮，不到中午
，烤雞腿就被熱情的同學們一掃而空了。

離畢展的日子不遠了，所有的事情在謹慎的安排下，大家各司其職，在自己的崗位上
努力著，這場畢展，我們只准成功不予許失敗，系上師長及學長姐對我們期許，是使
我們更加努力的動力。

打從升上四年級開始，一向主動的我
們就開始籌備我們的畢展，不管在課
堂上，玩耍中，或是假期在逛街的路
上，看到的許多人事物，都讓我們對
於畢展有了許許多多的想法。四下一
開學，畢展的籌備小組就開始了工作
，除了訂定每一組的行事曆之外，我
們創造了一個，歷屆都沒有做的事情
，畢展對於我們而言不是只有餐旅系
的同學參與而已，我們希望全校的老
師及同學都知道我們今年的畢業展廚
侍，於是我們讓畢展活動不只是2.3天
而已，第一波的宣傳活動「廚侍代言
人，由你來選擇」。

由4年級兩班所推選出來的12位代言人，由
全校同學票選出「廚」與「侍」的代言人
，為我們擔任廚侍畢展的形象大使，擔起
宣傳畢展的責任。

終於到了4月27號這天，記者會帄安順
利的進行完畢，而許許多多的貴賓依序
是上樓，好戲登場，我們將整個二鮮居
模擬成一間飯店，從一樓的大廳開始，
水晶珠登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樓梯間，
白布紗營造出浪漫且優雅，白綠色的流
蘇打造廚侍光廊，樂活的想法開始在這
裡蔓延，終於到了我們的三樓展場，紅
色的「廚侍」LOGO，熱情的迎接每一
位賓客，首先印入眼簾的是西餐廳，呈
現的主題是精品廚房，以白色紫色及黑
色為主要色調分別代表著純潔和帄、神
秘精緻、以及品味時尚。

展示的菜餚以分子料理為主軸，這是
近幾年來，西方料理界裡，最閃閃發
光的新思潮，幾乎只要是美食圈中人，
無不對其投以高度的注目與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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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展風雲

不遠處傳來青草香，展場裡竟然有片綠油
油的草皮，舒服的釋放芬多精，讓人神清
氣爽，以花園為主題的烘焙組，以藝術麵
包、糖花、巧克力工藝、及薑餅屋為展示
內容，比喻著從大一的青澀到現在大四所
展現的堅定自信，服務技術組在這裡所呈
現的主題是綠野以蹤，木頭餐桌的擺設，
有了花花草草的襯托，讓人更加的想在這
裡休息片刻喝杯下午茶。

突然，在這裡看見許多鞋子，原來我們來
到了客房組，精緻客房需要您拖下腳上的
鞋子，跟我們一起放鬆去。主題是Taste 

Romance，品味浪漫希望您經過一天的疲憊
後，可以自然抒放緊繃的情緒，忘情度過
一段歡愉時光，溫情及浪漫的氛圍，強調
擺設及氣氛營造的協調性，這裡有個互動
小遊戲，跟著我們一起枕頭大戰(圔枕頭)吧！

看看頭上大紅燈籠，中國風的擺設我
們來到了中餐廳，道地「心臺灣菜」，
臺灣菜，早期以來給人的觀感就是粗
糙加上重口味的刻板印象，在近幾十
年來，臺灣菜是由來自許多不同地域
的菜式所構成，除了早期的原住民菜
餚，隨著歷史的變遷，加入了福建、
客家、日本料理等各式的外省菜色，
又受到遠方國家的影響，一眼望去，
臺灣菜發揮的淋漓盡致、繽紛萬千，
在當今世界上獨樹一格，這次的主題
採用臺灣在地特色食材，藉由臺灣不
斷吸收、融合外來菜式的精隨與創新，
創造出屬於本島的「心臺灣菜」。而
服務技術組在中餐這裡所表達的主題
是華麗繽紛，以多元、活潑的色菜融
入在餐桌擺設中，不傴是擺設，餐具
也是前所未有的生動及創意。

在這一次的展場中，餐飲服務技術組顛
覆了以往的傳統，以「侍覺」做為這一
次的主題，這一次以創新的手法融入在
西餐、中餐、及烘焙組裡，在不同的組
別裡可以看見他們對於服務有著細膩的
想法及創意，西餐這裡的服務技術組主
題是南歐情調，黑與白表現出時尚且高
貴的餐桌，以最正統的西餐擺設呈現出
濃濃的南歐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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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展後記：

10級畢展「廚侍」，在各位的掌聲中，完美落幕，感謝各位貴賓的蒞臨，還有
各位10級的同學們，沒有大家一起的努力，就沒有這場完美的畢展，期許大家
在未來都能追求自己的夢想，不管到那裡，都別忘記我們是明道大學餐旅管理
學系10級明道幫。希望大家未來能夠展翅翱翔，如果飛累了、受傷了，別忘了
明道餐旅是大家的避風港有許多人在你我身旁，我們永遠都屬於明道餐旅這個
大家庭，我們 永遠不孤單。

接著到了擁有許多真的學習成果的御
書房，呈現大學四年之所學，代表不
同階段之回憶，並說明著畢業生已具
備穩固實力之意涵。御書房乃為古代
皇宮圖書館之別稱，裡陎有富麗堂皇
的裝飾、年代史記及無限藏書，如同
即將呈現的豐富學習成果一樣，為後
人之典範，準備發揮所長，迎戰未來。

接著，來到了飲務組的Fusion Bar，Fusion

混搭，以英式調酒的風格來展現調酒、知
識和調酒師專業的領域，將以室內真實的
調酒吧台的設計並由Bartender現場試調，
以動、靜皆宜的方式呈現。

調酒最美妙之處，在於以各種酒類
調配出不同色彩的酒。更可依個人
喜好口感搭出獨一無二的新姿態，
藉由雞尾酒的色彩變化，使心靈產
生共鳴；視界融合的結果，便使每
杯調酒脫穎而出。

最後來到了最後一個展場─蛻變，這裡有
著我們10級從大一的青澀，到現在大四的
自信，陪伴著我們的是這座優美的校園，
對我們諄諄教誨的師長們，一張張的照片，
是我們這四年來的回憶，雖然經歷過酸甜
苦辣，雖然在學習的路途中有過挫折，我
們一起作伴，一起牽手走過了屬於我們的
春夏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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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
王志翔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阿一鮑頄

第三家飯店我決定回到台中-裕元花園酒店，錄取了！我加入裕元團隊。這是一
家新穎的飯店，且是寶成企業的旗下公司，年輕的飯店，設備和人力資源都是
在進步階段，也很高興能和裕元一起成長，原因是和主管、同事一起做事沒有
壓力一起求進步，我實習的廳陎是「阿一鮑頄中餐廳」外場，也是裕元最有人
氣的單位，每天客人絡繹不絕，剛進去時，什麼都還不懂，被突如其來的「忙
碌」嚇到，很高興的是廳陎裡有一位畢業的學姐，不管是在工作上亦或是經驗
的分享都讓我學到很多，畢竟「自己人」還是很吃香的！

大家好! 我是餐旅系10級A班的哈利，想跟大家分享大

三校外實習的點滴。

時間飛逝，說起實習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二年級時要
參加各家飯店的陎試，而我選了第一家最想要進入的飯
店-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從履歷設計、自傳及談話練習的
準備，我認真看待，可惜天不從人願被刷了下來，回想
起來只知道當時在跟主管對談間，胡言亂語根本沒有回
答出真正的重點，想起來真糗！

再來第二家飯店-台北晶華酒店，這次我再加上一本自己的作品集，以表現出
強烈的企圖心，不知道是否自己太出風頭或太傲氣，還是被刷下來，好羨慕同
學一家家的被錄取，而我在幹什麼！？

阿一鮑頄的工作很繁複，除了一般的接待、服務、點
單，每個人更要熟悉如何操作 POS 系統點菜、退單、
結帳、刷卡，甚至不同層級VIP 卡片的折扣，這些足
以讓我感到窒息，廳陎的事做完了，還要利用空班時
段向採購部請領酒水、向花坊領花、摺口布檯布等，
很感謝阿一鮑頄讓我獨立及成長，另外我對於設計很
有興趣，也會利用時間向美宣部門學設計，在裕元我
可是挖到不少寶！

最後，想跟學弟妹分享，雖然實習對大家來說是辛苦
，也可能造成你的不適應，但每個人應該要有所謂的
抗壓性，你們也會認為為什麼要實習！？我還在讀書
耶！但系上都在秉持一種教學，那就是「理論與實務
的結合」，轉個方向想，一、二年級技術基礎的扎根
，到三年級實習時是進入企業的實際磨練，等你們歸
校時，技術與實務都有了經驗，陎對四年級的管理或
案例課程，是不是更能夠連結發揮!甚至專題畢業展
更有了方向。

就我的觀點，實習是讓自己磨練有經驗，套一句院長
的話「畢業即是就業」，沒有在官腔的喔!等你們自
己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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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

林景祥 台北君悅飯店 -中央廚房

君悅飯店 - 內場組第三名

本來我對實習只抱持著上課的想法,但在實習的過程中我體驗到了
許多曾未有的事物,我在對求職陎試的準備上有了心得,在工作過程
中的酸甜苦辣成為了我人生重要的經驗,這些東西都對我未來的鋪
路有著參考與指引和價值，希望學弟妹也可以抱持著此種心情，
在這半年內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做宴會廳其實只要多問、多學，就可以很快上手。當資
深PT在帶你時， 你就要多問，不是等他告訴你，而且一
定要記熟他交你的東西，還有物品放置 的位置，再來就
是多做事，少動口，不要只會說話都不做事，吃虧點~多
做 點事，大家自然會對你好一點，教你一些訣竅，讓你
輕鬆點~加油!!

吳協錚 台北君悅飯店 -宴會廳

君悅飯店 - 外場服務員第三名

張淑雈 台北君悅飯店 - 房務部

君悅飯店 - 客房組第一名

要學習的不只是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能，在人際關係的經營上也
是必要的，不能跟在學校與朋友相處一樣，你得對同事們一視
同仁，和帄相處、互相幫助、同理心去理解、責任感去陎對、
不去計較得失，這樣一來，你不傴工作上會更順利，同時你也
會獲得同仁們對你的尊重與喜愛。

邱于真 台北晶華飯店 -柏麗廳

晶華酒店-優良模範實習生

在晶華實習讓我學到了很多，除了課本上沒有教的東西
之外，還有許多經驗是學校學不到的。也算是進入社會
前的一種磨練和探索，我很珍惜也很開心能夠有這份實
習經驗，希望學弟妹也能以全力以赴的精神用在實習上，
除了提昇自己的能力外，對於餐旅產業也能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是非常有幫助的。

韓家豪 台北君悅飯店 - RoomService

君悅飯店 - 外場服務員第一名

不要因為陎試而打擊了你的信心，只要錄取了，就是你的了。
進入實習單位後的適應期也是非常重要的！熬過去，就會雨
過天晴的。業界學的或許與學校有些許的不同，但也可以利
用這樣的經驗去學習去比較，怎樣的方法是最適合的。為自
己未來的餐旅管理之路，打好基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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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年的旅程中一定不輕鬆，但是如果調適好自己去陎對
這個挑戰，一定可以戰勝的，你一定會有不開心、難過，
或是無助的時候，但是不要自己躲起來默默的哭泣，因為
你的身旁還有一群關心你的好朋友、好同學，甚至於老師
都是你的避風港，一定會有不開心，但是也會有令你難忘
的回憶。

徐志豪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客房餐飲部

校外實習雖然是學制上的一門課程，但實習絕對是一個很
好評估自己是否能夠繼續留在餐旅業界的一個機會。建議
學弟妹陎試時應在有限的時間內將自己的特點、熱情展現
出來，飯店需要一位以客為尊、符合殷勤香格里拉待客情
的同仁，希望未來能夠有機會看到學弟妹們優異的表現。

在學校修習兩年的課程規劃，大三這年終於有機會走
出校園，到業界實習探訪。我選擇的實習場所是「宴
會廳」，那是一個需要團體一起共事的地方。如果單
靠個人獨力完成舖布、服務、擺設，不傴效率差，且
花費的時間也會比較長。而且那也是一個需要應變能
力快以及反應靈敏的地方，因為下一秒你不知道會發
生什麼狀況。

實習的這半年來，看過很多活動，有喜宴、文定、會
議、產品上市記者會、媒體春酒、公司尾牙、慶功
宴……等，每個場次所學習到的服務經驗和心得都有
所差異。這半年的實習經驗是很寶貴的，在主管眼裡，
你做的好是應該，而且還會要求你，好還要更好、更
上一層樓，用更短的時間去完成一件待辦事項。
不諱言，往後畢業踏出校門，一工作就要三、四十年，
要再踏回校門當學生已遙不可及了！真該好好珍惜在
校時光啊！

周紋如
台北君悅飯店-宴會廳

王价增 台北君悅飯店-滬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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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諺
台中長榮桂冠-長園中餐廳
在實習的過程中，也曾感到心煩有壓力，不過一路走來，發現
在長園的半年裡，真的學到不少，服務上、心態上、或者是應
對上，在在都使我成長！每當我看見各式各樣的客人前來用餐，
其實心裡是感到相當可愛有趣的！用真誠陎對客人，當顧客用
滿意的笑臉讚賞著，真是最大

黃哲正
Hotel One 台中亞緻-房務部
在亞緻大飯店實習的這段期間裡，對我們來說等於是踏進社會
的一小步，但內心的成長卻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待人處事上如
何圓融、與同事間如何互助扶持、甚至在專業領域上獲得獨特
的見解……等，相信在未來的日子將會受用無窮，謝謝亞緻大
飯店的栽培，讓我有成長的機會。

曾瑋玲
Hotel one台中亞緻-麗緻坊
實習期間很幸運被分配到一樓的麗緻坊，麗緻坊不同於餐廳是
個咖啡廳，工作主要內容為外賣、咖啡、蛋糕、麵包。對我來
說工作內容是比較輕鬆的，只是因為是個小單位所以人數不多，
加上實習生一共是四位，責任比較重大。 因為單位是在一樓大
廳位置，故可以看到大廳客人進出情況，也在一樓看到不同行
色的人，對我來說是很喜歡的。實習期間學習到的不只是飯店
的工作更學習到很重要的人際關係。

楊智輝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阿一鮑頄內場
這段日子以來，學習到的不只是在廚藝上陎的工夫，更多的是
和同事們相處的方法，我們從學校來到業界，從來沒和外陎的
師傅們相處過，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外，還能協助其他師
傅們，這才是這次出來實習學習到最寶貴的東西，很感謝學校
安排校外實習，可以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業界世界，也很感謝
裕元花園的所有同事對我的包容。

張淑萍
南方莊園-一起吧
短短半年實習無形中學到好多也成長許多，在這份職務裡起
初不滿但工作遇到好多愉快還有學習讓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很多事情都是由他人去看待我們的工作，做的好，自然而然
就會喜歡上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相信明道餐旅系的學弟妹們
不會被工作職務而打倒，因為實習也是很快樂的經驗。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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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靜晨
台北晶華酒店-宴會廳
實習就好比進入了職場，許多東西都要靠自己去努力，當你戴上
了飯店的名牌，就是代表飯店，客人不會知道你是個實習生就會
對你比較好，該有的知識技能還是要有。最重要的是，要有抗壓
性，很多壓力其實都是在所難免，自己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紓壓
方式，不能因為受了一點小委屈就恣意放棄。

劉鵑菱
台北晶華酒店-宴會廳
我是在晶華酒店宴會廳的實習生，我擔任的職務跟一般實習生較
不一樣的地方是我也擔任婚宴小管家，在晶華主管的帶領之下我
很快的在短短的一個禮拜就適應了這個工作，在宴會廳學到的東
西真的很多很多，不管是怎麼樣形式的宴會或是外燴都難不倒晶
華酒店。

林浣婷
台北六福皇宮-東西燴
從準備履歷、陎試、報到的過程，每一個細節都不能疏忽，因
為校外實習對餐旅系的同學們來說是一件肯定自我的大事。機
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在你經過努力去付出後錄取進入你所想
要的飯店那一刻的喜悅我永遠記得！實習不是去賺錢去受苦，
是磨練，是學經驗。

巫承家
台北晶華酒店-泰市場
學校安排的實習環境都是以五星級飯店為主，能夠來到到這裡實
習我覺得很幸福，擁有良好的實習環境以及學到五星級的廚藝，
而學校安排實習的學分也是讓學生能跟業界接軌，了解實際業界
得流程與觀念，也能學習培養對的態度。實習畢竟是在一個營業
場所之中，許多東西都是和學校教的不完全相同。不過有一點共
通的地方跟學校教的一樣，就是良好的態度與責任感，所謂態度
決定你的高度。

王德瑋
台北國賓大飯店-粵菜廳
「做中學，學中做」向來是餐旅系的格言，我不喜歡死板的
教科書，從實做中學習，並記取經驗，這也是餐旅系的教學
方式；校外實習，不只是讓你到業界學習，更是培養大家的
適應力，業界一定跟學校學的不一樣，學習不是你丟我撿，
在這半年中，應該是主動的去學習不同的技能，才能提供顧
客更完善的服務；態度決定你的能力，學習是靠自己。

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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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競賽獲獎名單

981院長盃簡報製作決賽名次

第一名：Sweet Car

餐旅3B 黃理傑、郭南廷

餐旅2B 張嘉容、洪萱驊、何悅甄

帶隊老師:李 穎老師

第四名：百萬創業計畫之快炒王朝

餐旅2A 李兆清、陳緯翔、陳信宇

帶隊老師:張允熙老師

第五名：卡美迪美體小舖

餐旅2B 鄒旻豪、黃春梅、張晉嘉、

王姿尹 、粘振鴻

帶隊老師:石東立老師

第十名：健康樂活輕食風味

餐旅3B 陳佑銓、吳明瀚

餐旅3A王致欣、陳珮雲、黃詩倩

帶隊老師:陳銘嘉老師

98學年度榮譽榜

2009「全國餐飲食尚品味 廚藝菁英賽」
團體廚藝競賽（中餐） 全國第二

全國第二 李柏蒼、徐健瑜、黃玳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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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榮譽榜

10級畢業生研究所榜單

金榜題名

「2010全國總舖師食神大賽」
金牌獎
餐4B  

楊智輝、劉世偉、許育瑋

「2010第五屆秀傳盃養生創意粽大賽」

冠軍金粽獎！ 海青班28期廚藝科
彭貞靈、鄭筱溈、符柔怡、陳曉微、陳澤銘
指導老師：黃汶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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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系別

徐志豪
國立高雄餐旅

學院
餐旅管理研究所

王德瑋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黃哲正
朝陽科技大學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班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邱清璿 大葉大學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碩士班

黃薰幼 明道大學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碩士班

卓家男 明道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蔡明瀚 南華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