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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整合發展現代商業服務與管理為核心，並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為主要發展重點，
積極輔導學生準備與考取各相關領域，並以跨系院共同規劃跨領域整合的學程，以培養學生
多元多習、多項技能，未來聚焦競賽、實習 ( 海外實習 )、證照以及全人發展，以培養為複
合型人才。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配合政府桃園航空城計畫，在 2030 年前預計將桃園機場打造成東亞
樞紐，並增加26萬個工作機會。航空城需要大量觀光旅遊、休閒產業人才，
本系占有地利之便，是全國距離桃園航空城計畫最近的觀光與休閒事業管
理系所，近年來更投注大量教學設備，與產業界互動。

順應服務管理發展脈動，培養國民生活美學之需求，配合觀光產業及
創意產業發展的特色，提昇國內觀光、休閒產業與整體文創人才之素養，本系主要規劃以就
業導向發展、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並於課餘時間定時輔導學生，以培養學生成為具觀光休閒專
業實務能力。

餐飲管理系

加強培養優秀餐飲專業人才，積極發展餐飲產業之專業本質學能，教
學之重點核心一方面充實餐飲管理之基礎知識及技能、另一方面協助安排
學生與產業界互動學習和交流，注重實務為主並輔以理論基礎。將以勞委
會通過之中餐烹調乙、丙檢定考場、烘焙乙、丙檢定考場、飲料調製乙、
丙檢定考場、西餐丙檢定考場及餐服技能丙級檢定等考場，除本校同學外，

更能對鄰近地區高中職、大專院校與社區民眾提供服務，對於有志從事餐飲業發展者，提供
專業考場，取得專業證照不啻為一大福音。

旅館管理系

因應觀光業服務人才緊縮，本系主要培育旅館專業服務以及經營管理
的優質人才，以有效提升旅館業的服務品質，並著重學生外語能力、溝通
能力、實務能力等多樣化技能，並特別加強學生考取美國旅館管理相關學
科證照及國內餐旅相關證照，並積極於課餘時段開設證照輔導課程。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College of Tourism, Hospitality and Management 呂堂榮  院長

本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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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課程規劃強調理論與實務技能兼備，以培養具
親切笑容、專業服務、精誠管理為基礎，加強在地學子航空暨運輸服務產
業服務及經營管理能力，除提升在地人才國際產業競爭力外，亦能推升大
桃園航空城區域之國際航空暨運輸服務業的發展與精進。課程設計內容著
重實務經驗，在航空暨運輸服務領域上強化基層從業人員與儲備幹部成就

之養成，同時實施一年的校外實習，以實地演練，協助學生在業界上更能熟悉航空暨運輸服
務領域之技能及運作機制；在理論課程設計上，引領學生具備管理科學的知識，在校外實習
中來印證校內所授之學理，並能在實務經驗中找出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以培養學生成
為航空城產業之服務、管理的精英。

企業管理系

為培養具宏觀管理視野並具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之專業管理人
才，於考量業界用人需求與產業趨勢的前提下，聚焦於儲備幹部管理及微
型創業管理等兩大領域，並依據個核心能力規畫各領域課程。未來發展具
體目標如下：1. 儲備幹部管理領域，主要透過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商務
簡報、個人形象塑造、創意行銷企劃實務、問題分析與決策實務，以及國

際禮等課程，培養學生成為秘書、公關及儲備幹部專業人才，且同時強調創新觀念以及國際
觀，提升學生職場之就業力。2. 微型創業管理領域，主要以創意、創新、創業之三創思維，
透過創意發想與實踐、創新管理實務、微型創業管理實務、電子商務、賣場規劃與管理，以
及影片編輯與軟體應用等實務課程之教授，培訓學生具備微型創業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作
為創業作籌備。

資訊管理系

以實務實作入門，以應用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逐步建立專業之基本能
力，並提升其實務設計與解決問題能力，再加強理論基礎，使其能整合所
學。經由整合網路行銷，培養資管電子商務與多媒體設計領域之創造力，
並以完成實務專題，實現「學用合一」之目的，提昇就業之競爭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本系教學規劃為因應時代趨勢發展，特別建構行銷流通組 ( 商務行銷及
流通管理模擬特區 )，並分別設置商品展製作及陳列室、流通運籌動態實驗
室、商管策略暨行銷模擬實驗室及增購教學設備及教學軟體，充分提供整體
教學、研究發表及產學合作計畫等設備及環境。

 本系於 109 學年度新增航空暨運籌管理組，由於航空運輸業是台灣主
要進出口最為快速、安全以及準時的物流系統，為配合國際化未來商業趨勢，如何將航空物
流管理和營運模式創新是台灣未來持續發展之路，特籌劃此組培養相關專業人員。本系師資
全數擁有實務經驗，同時結合管理學院跨系所資源，培養多元運用及創新能力，輔導學生選
擇符合自己性向、專長與職涯發展的模組學成、跨系學程，加倍提升專業教學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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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 ( 競賽 )
專業業師培訓選手

經費充足無後顧之憂

國內外競賽成績亮眼

Internship ( 實習 )
實習廠商家數最多

職前訓練最完整

實習與就業無縫接軌

Certification ( 證照 )
證照類別最齊全

檢定考場最完備

原地考照最方便

Holistic Development
( 全人發展 )

健全人格發展

養成健康的身心

培養敬業樂群的態度

本院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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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休系
時尚休閒美生活

餐飲系
健康低碳國際化美食

旅館系
以全方位、專業化為主軸

航服系
機場經濟實務

行銷系
商品流通全球行銷

企管系
微型創業執行家

資管系
電子商務跨界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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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餐旅  
暨  

管理學程

跨 領 域 學 程

1. 觀光運輸跨系學程

2. 餐旅服務跨系學程

3. 觀光餐旅暨管理多元學習學程

4. 機師與空地勤跨院學程

跨 領 域 專 業 課 程

系　別 系特色課程

觀休系 食尚玩家

餐飲系 各國飲食文化

旅館系 旅館面面觀

航服系 機場經濟實務

行銷系 行銷面面觀

企管系 微型創業導論

資管系 微電影創意行銷

院 自 編 教 材

觀休、餐飲、旅館、航服
觀光餐旅概論

觀光餐旅英文

觀光餐旅服務業管理

企管、資管、行銷、理財
經營管理概論

商業資料分析與應用

職場商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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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室  檢定考場  數量最多

觀光與休閒
事業管理系

● 餐飲服務教室

● 飲調教室

● 飲料調製考場

● 導覽解說教室

●　My Way 多功能休閒教室

●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合格測驗中心

● 電腦專業教室

● 餐飲服務技能檢定考場暨示範教室

● 博奕教學示範教室

● 視聽教室

● 實習旅行社

● 體適能中心

餐飲管理系

● 中餐烹調教室

● 烘焙食品教室

● 西餐烹調教室

● 飲料調製教室

● 中式米食教室

● 鐵板燒教室

● 廚藝複合多功能教室

● 飲料調製技能檢定教室

● 餐飲服務技能檢定考場暨示範教室

● 電腦專業教室

旅館管理系

● 飲料調製技能檢定教室

● 餐飲服務技能檢定考場暨示範教室

● 實習旅館大廳吧檯

● 實習旅館客務接待櫃台

● 實習旅館總統套房教室

● 實習旅館商務客房教室

● 餐飲服務教室

● 電腦專業教室

航空暨運輸
服務管理系

● 模擬機艙教室

● 模擬飛行教室

● 地勤服務教室

● 飲料調製技能檢定教室

● 美姿美儀教室

● 電腦專業教室

企業管理系
暨經營管理

研究所

● 門市服務乙、丙級專業教室

● 三創個案研討室

● 企業電子化實習室

● 企業經營模擬室

● 多媒體視聽教室

● 專題研討室

● 研究所論文研討室

● 研究所 e 化教室

● 研究生個人研討室

資訊管理系
( 所 )

● 資訊研討室

● 視訊多媒體教室

● 數位商業研討室

● 無線暨資安實驗室

● 多媒體應用實驗室

● 行動商務實驗室

● 資訊創新實驗室

● 專業電腦教室

● 製商整合研發室

● 網路應用管理實驗室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 出貨作業拉式管理模擬教室

●　JIT 物流運籌建置模擬教室

● 運籌動態教學實驗室 

● 門市服務 POS 演練專業教室

● 多媒體視教室

● 模擬商品陳列教室

● 小型會議室

● 問題導向 PBL 學習教室

●　3D 虛擬商店 / 電子商務電腦教室

● 專題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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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高雄易牙美食 - 第二十二屆全國美食文化大展餐飲系獲 2 銀

2. 2019 Global Culinary Challenge Malaysia 2019 馬來西亞環球廚藝
挑戰賽 榮獲 3 銀 2 銅佳績

3. 2019 泰國極限挑戰賽 共獲 1 銀 8 銅

4. 2019 全國微型創業暨創意故事行銷競賽榮獲創意故事行銷類第
一名

5. 2019 年第 2 屆 LSC 英雄聯盟校園聯賽亞軍

6. 2019 越南烹飪挑戰賽 (VNCC) 榮獲 一銅一佳作

7. 2019「環太平洋國際廚藝大賽」榮獲四銅牌

8. 2019 第五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 榮
獲 《觀休職類金腦獎》

9. 2019 第二景大盃 JBAC 飲品藝術挑戰賽 榮獲 《咖啡杯測大專職
人組冠軍》

1

7

32

54

9

6

8

競賽成果

全國唯一  選手競賽培訓中心。
萬能科大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為讓學院的國際競賽選手能
有健全的生涯規劃，與就業無縫接軌，『斥資千萬訓練設
備、培訓學生，完善的培訓計劃、學生生活津貼、專業實
務教師以及廠商』，成立「極光國際競賽培訓中心」。

極光競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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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9 新北客家桐花祭創意導覽解說競賽 榮獲 《第一名》

11. 2018 上海美食廚藝挑戰賽 榮獲 四銀二銅

12. 2018 第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暨創新成果展

13. 2018 全國雲端 APP 行動創意應用競賽 大專行動商務組獲得
銅牌，佳作等佳績

14. 2018 全國大專旅遊規劃師競賽優勝

15. 2018 全國大專院校婚宴企劃行銷創意競賽 - 第一名、第二名

16. 2018 桃園市第二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競賽佳績

17. 2018 龍華盃全國技專校院英語朗讀比賽 榮獲 團體組第二
名、佳作

18. 2018 亞運龍舟賽 榮獲 《金牌》

19. 2018 宜蘭遊程設計競賽 榮獲 宜花組《第一名》

20. 2018 宜蘭遊程設計競賽 榮獲 宜蘭組《第一名》

21. 2018 全國大專旅遊規劃師競賽 榮獲 《第一名》

10 11

12 13

14

15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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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系
西餐烹調 丙級

烘焙丙級 西點蛋糕

中餐葷食 丙級

飲料調製 丙級

高達8成考照率

馬良翰

林進源

胡秀華

陳明裡

程建霖

楊琪鈞

李正嘉

戴逸帆

全國唯一　選手競賽培訓中心證照輔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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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休系
博奕證照

英文領隊證照

資訊能力證照

領隊導遊證照

旅館系
飲料調製證照

行銷系
堆高機證照

程大洋

曾淑惠

盧瑞香

林正中

林正雄

聶方珮

考照率１００％

高達９成考照率

高達６成考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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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大舉辦觀光休閒校園旅展
推動部落觀光創藝嘉年華
萬能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配合桃園市政府推廣桃園
市原住民部落產業及休閒產業的主軸，於 5 月 10 日全體師生共
同策劃舉辦觀光休閒校園旅展，更邀請超過 60 個來自桃園市原
住民族商家、多家觀光休閒相關業者，以及 10 所以上培育觀光
人才的高中職共襄盛舉。

2019-05-20 中央社

海峽兩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
萬能科大行銷系奪冠
由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陳任傑、李關誌、陳嬛蓉、
葉怡萱、陳柏霖同學與周孟熹主任、張晉榮老師代表行銷系，
將海峽兩岸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冠軍一等獎獻獎致敬萬能科大，
校長莊暢恭賀同學榮獲殊榮，並勉勵同學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2019-05-09 中央社

萬能科大餐飲系與歇腳亭聯發國際集團產學合作
萬能科技大學與歇腳亭聯發國際餐飲集團於 4 月 23 日在萬能舉
行產學合作簽約，會中由萬能科大莊暢校長、聯發國際餐飲公
司公關媒體發言人侯升偉先生代表兩方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未來萬能科技大學與聯發國際集團將攜手合作，媒合優秀學子
在上課之餘，協助進入歇腳亭工作，讓學生自立更生賺取學費
及生活費，工作與學業兼顧，學生畢業即就業，培育職場中高
階人才，創造雙贏。                                              2019-04-24 中央社

搶當「技職之光」搖籃
萬能科大「極光國際競賽培訓中心」揭牌
桃園市萬能科大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為讓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
的國際競賽選手能有健全的生涯規劃，與就業無縫接軌，成立
「極光國際競賽培訓中心」17 日揭牌，萬能科大校長莊暢表示，
「技職之光」是教育部表揚各高中職、各技專院校參加國際性
技能競賽有卓越表現，展現技職教育特色與傑出表現的老師或
學生，為技職教育最高榮譽。                           2019-04-17 自由時報

萬能科大與熊航公司產學合作
萬能科技大學與熊航公司合作，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落
實航空服務產學接軌。透過產學合作，讓學生提早認識航空產
業中航空顧問、地面勤務代理、民用航空代理、航空業人力派
遣、仲介等職場運作實務，讓有志從事航空服務產業的同學，
能在畢業前認識產業環境，有助畢業後職涯發展。

2019-03-14 中央社

本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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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粗心動作慢　
他們全國技能賽奪牌
李思儒讀萬能科大餐飲管理系後，知道學校徵召身障賽的蛋糕裝
飾職類選手，毫不考慮就加入。「思儒基本功沒問題，就是在細
心度需要培養」，指導老師陳明裡說，訓練期間不斷提醒他，
獲得蛋糕裝飾職類第二名李思儒開心說「我終於用獎牌證明自
己」，賽前最擔心的就是巧克力定型，怕粗心影響成績，所以賽
前兩個月緊鑼密鼓受訓，幾乎每天早上 9 點到訓練場，晚上 10
點才回宿舍。　　　　　　　　　　　　　　　2018-11-03 聯合報

青年學子創意巧思
打造婚宴佈置新境界
萬能科大莊暢校長表示，萬能科大地處桃園航空城計畫區內，配
合政府未來服務產業升級的方向，近年來在餐旅接待服務等教學
設施與環境投入甚多的經費，邀請相關產業名師加入培育英才的
行列，並與知名廠商進行密集的產學互動合作。

2018-11-26 中央社

萬能科大與雄獅集團
簽訂產學策略聯盟
萬能科大校長莊暢表示，隨著台灣的觀光休閒服務業越來越蓬勃
發展，多元化的觀光人才需求增加，尤其智慧觀光時代來臨，需
要運用觀光新科技的人才，學校透過課程培育學生的專業知識，
跟產業一起合作導入實務經驗，不僅提供學生實習的機會，更增
加實務經驗，並且輔導學生考取觀光相關證照，更有助於未來的
就業，使得觀休系學生為產業所用。                  2018-10-24 中央社

糖心蛋拉麵創始者任客座主廚
授心法「簡單越不簡單」
千葉憲二是日本糖心蛋拉麵發明創始者，他首次應萬能科大客座
主廚身分來台灣展現精湛廚藝，傳授料理心法：理解且尊重食材，
並以自身五感的經驗積累，根據食材屬性調控適宜料理方式。

2018-10-04 聯合報

萬能科大發 1 億元獎學金
萬能科技大學莊暢校長說，發放獎助學金目的在於鼓勵大一新生
努力向學，在大學新鮮人階段，規畫未來人生目標築夢踏實，成
為具有國際觀、外語能力及專業知識國際證照的菁英，爭取航務、
空港、空服、地勤、空廚、飛修與機師等月薪 50K 到 200K 且國
際能見度高的就業機會。大幅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移動力與競
爭力，畢業時在就業起跑點上將遙遙領先，年薪百萬不是夢。

2018-09-07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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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　莊哲仁

品牌美學心旅遊

發展特色

培育觀光旅遊、休閒運動專業菁英優質人才最
佳系所
● 成為北部地區培育最實務及優質觀光與休閒

人才的系所。
● 輔導菁英學子：良好態度、多元學習、專業

實務及溝通能力養成。
●善用地區資源：進行產、官、學合作交流活動。
● 國際交流計畫：交換學生；海外實習；海外

參訪課程 ( 歐洲、亞洲國家 )
● 舉辦實務展演競賽活動：觀光休閒旅遊展；

遊程行銷及飲調品酒競賽。
● 必修實習一學年 : 畢業即就業保證。

特色課程

專業知識、技能及禮儀為基礎，結合實務技術
導向的養成理念，培育觀光產業應用人才，參
與知名大型國際活動，讓世界走入校園。
● 業界師資實務教學：聘任雄獅旅行社、東南

旅行社、康福旅行社、旅行公會、導遊領隊協
會及休閒運動產業等高階經理人教授業界實
務課程。

● 產業實習合作教室：東南旅行社、可樂旅遊、
雄獅旅遊及 WORLD GYM 休閒運動高階業師
協助產業見習課程。

● 強化學生外語能力：英語、日語、韓語、泰
語專業教師教學。

● 實習與海外參訪：一年實習及海外實習 ( 新加
坡、日本 )；海外參訪 ( 歐洲、美國及亞洲地
區 )；國際交換生 ( 美國、日本、泰國、韓國 )。

● 接軌國際落實教學創新：吸引泰國、大陸、
港澳、日本、馬來西亞、印尼、越南等外籍學
生前來就讀並開設南向產學學士專班及僑生
專班。

證照輔導

多元化證照輔導考試
●觀光旅遊：領隊及導遊國家考試 ( 華語、英語、

日語、泰語、越語及馬來西亞語 )、航空訂位
認證考試、領團人員認證、遊程設計規劃師、
多益 TOEIC、日本語文能力 JLPT、韓國語能
力考試 TOPIK。

● 休閒運動：AFAA 國際認證 ( 美國有氧體適能
協會 )、體適能指導員、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
證照、健走指導員、自行車領隊證照、專業荷
官初階認證 ( 二十一點、百家樂、德州撲克、
輪盤、加勒比海、骰寶 )。

● 餐旅會展：飲料調製、餐飲服務、旅館客房
服務、葡萄酒初階認證、專業咖啡師初階、會

議與展覽人員、國際禮儀證照。

業界資源

● 觀光管理產業： 領隊、導遊、旅行社、飯店
產業、主題樂園、會展產業、交通運輸包括：
高鐵或機捷。涵蓋雄獅旅遊集團、東南、康
福、山富、飛行家 …. 等實習合作旅行社。南
方莊園休閒度假飯店、尊爵天際飯店、郭元
益、巧克力共和國、頭城休閒農場、六福村。

● 休閒管理產業：休閒運動俱樂部管理、運動
教練、健身教練、主題樂園管理、調酒師、吧
台人員、健康養身服務、娛樂相關產業、博
弈遊戲產業。包括：揚昇高爾夫鄉村俱樂部、
WORLD GYM、星巴克連鎖咖啡。

● 升學進修輔導考取研究所、出國留學、交換
學生。

觀光與休閒
事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Leisu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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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健康達人 - 鄭秀琴老師

● 專業領域
•	休閒與健康管理、體適能指
導、行銷管理、活動規劃、
專案管理與戶外運動與活動
指導。擅長帶領學生從事戶
外活動，如浮潛、衝浪、溯
溪、自行車、銀髮休閒、社
區志工活動 …. 等。

•	運動專長：游泳、滑雪、現
代五項、飛輪有氧、舞蹈、
自行車與體適能等。

● 優良事蹟表現
•	 106 年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保健師培訓通過。
•	體育署體適能合格檢測員。
•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人體試驗認證合格。
•	 101.103.104.105 106.107 榮獲萬能科大教學優良教
師。

● 奧林匹克運動會現代五項國手。

餐旅服務達人 - 柯志豐老師

● 專業領域
•	餐旅服務、飲料調製、『餐飲服務』技術士技能
檢定勞動部命題委員。

● 優良事蹟表現
•	培訓學生參加全國性競賽：鋪床大賽冠軍、浴巾摺
疊藝術冠軍、鮮乳調飲競賽冠軍、年輕國際侍酒師
冠軍等。

•	專業服務交流方面：桃園市政府旅宿業者浴巾摺疊
藝術教學、新竹老
爺酒店員工進修研
習訓練講座、連續
六年 (2014-2019) 擔
任萬能交換學生團
帶隊老師至泰國國
立湄州大學國際專
班講座。

證照、競賽輔導達人 - 蔡孟桓老師

● 專業領域
•	航空客運票務與訂位、遊程
規劃、領隊導遊實務、主題
樂園管理、觀光行政與法規 
、觀光工廠、MICE 

● 優良事蹟表現
•	 103-105 學年全校教學優良教
師。

•	指導學生全國遊程競賽，榮獲 18 項次全國性遊程
競賽冠軍。

•	輔導領隊、導遊菁英班證照通過率超越 80%。
•	航空訂位證照輔導率超過 95%，已輔導超過 600張
證照。

•	規劃產業見習課程，結合「東南旅行社」與「可樂
旅遊」；引進業師實務操作課程，充實學生旅遊就
業職場競爭力。

資深領團培訓王牌名師暨旅遊達人 - 林正雄老師

● 專業領域
•	領隊與導遊實務、遊程規劃設
計與實習、觀光市場調查、
國際禮儀、休閒產業經營與管
理、旅遊銷售技巧、旅遊節目
執行與製作。

•	培養學生考取領隊導遊國家證
照、實務培訓成為領隊種子菁
英。

● 優良事蹟表現
•	雄獅旅行社資深經理暨領隊、導遊訓練王牌名師。
•	中華民國觀光領隊協會第十一屆常務理事。
•	中國廣播公司公關經理暨主持人。

觀光傳播與活動企畫達人 蔡若珍老師

● 專業領域
•	觀光地理、智慧觀光、觀光行
銷與傳播、VR 虛擬實境應用
教學、直播與網路行銷、旅行
業與媒體經營管理、專案整合
與行銷管理

● 優良事蹟表現
•	 20 多年資深旅遊產業記者
（1993~）

•	旅遊世代雜誌 社長兼總編輯
•	旅報週刊雜誌 集團總編輯
•	雄獅旅遊集團 行銷業務總監
•	鼎運旅遊集團 行銷企畫總監
•	聯想國際公司 行銷總監
•	中華民國觀光資訊協會 顧問
•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 顧問
•	中華兩岸農業特產及經貿觀光協會顧問、副秘書長

專業教師

啦啦隊舞蹈指導達人 葉宛婷老師

● 專業領域
•	藝術行政管理與領導、啦啦舞蹈指導、舞蹈課程設
計、表演藝術課程、運動與健康維護、團體運動指
導

•	教導各式舞蹈，培養學生策畫活動開場表演。
•	培養學生參加全國性競賽舞蹈，取得各式舞蹈運動
專長證照。

● 優良事蹟表現
•	 2018/2019 世界啦啦隊錦標賽
中華台北代表隊助理國家教練

•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監事

•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運動委員會

•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 
技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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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旅行社

解說導覽教室 博奕教室

飲料調製教室 餐旅服務檢定考場

DTL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合格測驗中心

專
業
培
訓
設
備

My Way 多功能休閒教室

體適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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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L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合格測驗中心

107 級林筱嫚同學　君毅高中餐飲科畢業

WORLD GYM 世界健身中心中壢店健身教練
● 專業證照
飲料調製證照、餐旅服務證照、航空訂位認證、
(MOCC)WORD 2010 專業級 (Expert)、體適能指導
員。

● 優異表現
筱嫚就學期間已取得專業證照，實習工作表現優
秀。筱嫚在觀休系學習的
期間，除了學習到航空訂
位，觀光旅遊方面的專業
知識，更學習了休閒運
動、體適能學科，因此讓
自己有機會在全台最大健
身體系實習，目前受訓成
為健身專業教練。筱嫚不
論就業、證照方面都有很

105 級何瑞娟同學　樹人家商觀光科畢業

發現者旅行社
● 優異表現
瑞娟樂於助人，善於合
作，就學期間多此擔任萬
能旅展司儀與主持人，台
風穩健，人緣很好。
在台北發現者旅行社實習
表現優秀， 繼續留在原單
位服務，受訓期間還參加
公司北歐考察。遵守公司
規章制度，對於主管交代
事項完善處理。積極完成公司各項的任務。接待
客人詢問行程口條清晰。工作成績進步大，業務
知識扎實。
另外，也勇於參與公司的各項企劃或專案。 處理
客人出國旅遊準備工作認真細心。熱心、主動及
積極詢問是否有需要幫忙。關心同事，與同事相
處融洽。

107 級黃熙元同學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普通科畢業

美國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FSU) 交換學生
菲律賓巴拉望旅行社實習
● 專業證照
英語領隊人員 、英語導遊人
員 、華語領隊人員、華語導
遊人員、航空訂位系統 、 C 
級自行車領隊 、健身運動體
適能指導員

● 優異表現
•	2016	宜蘭遊程競賽 全國第一名
•	2016	萬能盃 全國大專創意遊程競賽 全國 第一名
•	2017	僑光盃 中台灣中進中出創意遊程競賽 全國第
一名

•	2017	觀光菁英盃 來台旅遊組 全國總決賽 第三名
•	FSU	主修 : Basic Economic / Marketing / World History 
/History	of	 the	U.S.	 /	World	Regional	Geography	 /	
Introduce　Higher Education

培訓成果
107 級官鎮暘同學　永平工商觀光科畢業

北海道洞爺湖萬世閣
● 專業證照
日文檢定證照、華語導遊及領隊證照

● 優異表現
夢想是要當一位專業日語領隊，不但已考取日文
檢定證照，也有導遊領隊
證照，為了更接近自己的
夢想而選擇日本海外實
習。在北海道的洞爺湖萬
世閣實習期間，不但在銷
售的業銷上名列前矛，還
破了當地的紀錄，主管對
於鎮暘的表現讚譽有佳。

107 級張梓龍同學　永平工商資處科畢業

WORLD GYM 世界健身中心 健身教練
● 優異表現
梓龍於大四時期直接在全台
第一大品牌健身房「WORLD 
GYM」實習一年，擔任健身
教練。工作內容包括 : 1. 提
供會員一對一專業健身諮詢
服務、2. 規劃並教授會員專
屬課程、3. 指導會員正確使
用健身器材，並於畢業後直
接留任為正職教練，可謂無
縫接軌企業，發揮在觀休系
所學以及個人能力獲得良好
展現。

107 級曾子恒同學　永平工商資處科畢業

日本海外實習－綠翠亭景水溫泉旅館
● 專業證照
日文檢定證照、華語導遊及日語領隊證照

● 優異表現
於就學期間覺得個性內
向、不善交際、宅男個性
的他，經過一趙泰國湄
洲大學交換生，讓子恒完
全改變，為自己設定短、
中、長目標，通過華語及
日語領隊／導遊人員證
照、日語檢定 N5，參加
2016 萬能盃全國大專創
意遊程競賽及 2017 僑光盃中台灣中進中出創意遊
程競賽全國第 1 名，2017 觀光菁英盃來台旅遊組
全國總決賽第 3 名。
大四赴日本海外實習，在日本實習經驗當中，除
了日語溝通能力提昇，也深刻體悟到一件事「能
在錯誤中學習，在失敗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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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低碳國際化美食

發展特色

餐飲系主要培養學生具備以下能力：
●具備基本餐飲技能與管理能力 ( 基礎餐飲管理 )
● 具備資訊技術與專業知識 ( 資訊運用能力 )
● 跨入餐飲專業門檻、展現餐飲專業技能 ( 技能

證照化 )
● 具備企業實習經驗 ( 餐飲實務知識 )
● 取得餐飲相關專業證照與就業能力 ( 技能證照

化 )
● 具有服務、敬業精神與負責任的態度 ( 餐飲服

務力 ) 

特色課程

● 強調訓練、證照及聘用合一，「畢業即能就
業」。

● 課程培養餐飲廚藝人才及服務管理人才。
● 重視實作課程，加強學生實務操作能力，銜

接畢業實習工作能力。
● 加強與政府及大型企業「餐飲合作開發專

案」，培養餐飲創意及研發能力。

證照輔導

● 擁有中餐烹調、西餐烹調、食品烘焙、飲料
調製、中式米食、廚藝複合多功能教室及鐵板
燒教室共有七間專業實習教室，讓學生在學時
方便考取相關證照並與業界實務操作融合。

● 開設證照輔導班，輔導學生原場地考照。

業界資源

考量畢業生除了可至旅館相關服務產業外，配
合「畢業生創業」，將整合現有課程，設計「創
業學程」，如此，將可為本校的學生提供另一
條就業之路。建立本校在「餐飲服務業」良好
口碑，落實「技術紮根」，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餐飲管理系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系主任　廖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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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陳明裡老師

● 專業證照
•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乙級
證照 - 餐飲服務流程企劃師

•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乙級
證照 - 餐飲品牌行銷企劃師

•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乙級
證照 - 餐飲商品結構企劃師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乙級證
照 - 中式麵食加工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乙級證照 - 烘焙食品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丙級證照 - 中式麵食加工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丙級證照 - 烘焙食品 - 麵包
● 獲獎競賽
•	 2019 指導劉雨潔榮獲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
區麵包製作職類技能競賽第四名。

•	 2019 指導楊繡禎榮獲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
區麵包製作職類技能競賽第五名。

•	 2018 年 35 屆聖地亞哥蛋糕展指導葉宇嫣獲競賽不
分層組第一名及新奇組第三名。

•	 2018 指導餐飲系謝沛雯榮獲第 48 屆全國技能競賽
北區分區麵包製作職類技能競賽第二名。

•	 2018 年第 15 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指導學生
林思儒獲蛋糕裝飾第二名

•	 2017 指導第 47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
賽 - 麵包製作分別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	 2016 Artisan Festival 韓國國際蛋糕裝飾金牌指導老
師。

•	 2016 韓國亞洲名廚美食競賽蛋糕裝飾金牌指導老師。
•	 2016 KICC 韓國國際烹飪大賽金賞獎指導老師。
•	 2016 ITFBC 國際台灣餐飲挑戰賽烘焙類展示翻糖
金獎指導老師。04.105 106.107 榮獲萬能科大教學
優良教師。

林進源老師

● 專業證照
•	中餐烹調乙級技術士乙級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 

•	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丙級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 

•	調酒丙級技術士丙級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 

•	西餐烹調丙級技術士丙級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 

•	烘焙麵包丙級技術士丙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獲獎競賽
•	 2019 泰國極限挑戰賽指導學生邱柏勳、高晟維、
林家羽、黃裕傑、胡育誠、洪茂家、滕彥辰、鄒
宗翰共獲 1 銀 8 銅。

•	 2019 越南烹飪挑戰賽 (VNCC)」指導學生滕彥辰
榮獲一銅一佳作。

•	 2019環太平洋國際廚藝大賽指導學生高晟維、邱柏
勳、林家羽、王長立、洪茂家、胡育誠、滕彥辰獲
銅牌。

•	 2018 泰國國際極限廚師挑戰賽指導學生邱柏勳、
高晟維獲 1 金 2 銅。

•	 2018 上海美食廚藝挑戰賽指導學生邱柏勳、滕彥
辰榮獲二銀二銅。

•	 2018 年第 15 屆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指導學生
蕭靖彥獲西餐烹調第二名。

•	 2016台灣國際美食節TACA挑戰賽獲職業鴨肉組銀牌。
•	 2016台灣國際美食節TACA挑戰賽獲職業羊肉組銅牌。

胡秀華老師

● 專業證照
•	行政院勞動部 - 中餐丙級技
術士證照

•	行政院勞動部 - 西餐丙級技
術士證照

•	餐旅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證書

•	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
● 獲獎競賽
•	 2019 環太平洋國際廚藝大賽指導學生張雅棋、胡
嘉婷、陳留獲銅牌。

•	 2019 美饌福容廚藝競賽」指導學生許鈺珮、張雅
棋、石佑謙獲團體現烹優勝。

•	 2018 第二屆台灣富士山盃日本葡萄酒國 際盲飲品
評競賽指導學生呂宜臻、張雅棋、程毓雯、李梓
齊、楊麒平獲四金一銀。

•	第 12 屆 2018 台北國際菩提金廚獎素食廚藝大賽
指導學生李宏杰、陳昭瑋獲 金牌。

•	 2018BOTC 馬來西亞檳城國際廚藝挑戰賽獲職業
組現場熱烹義大利麵挑戰賽銅牌

•	 2018BOTC 馬來西亞檳城國際廚藝挑戰賽指導學
生張雅棋獲 3 佳作。

•	 2018 美饌第七屆美食藝術大展指導學生張雅棋獲
菜品青年組銅牌。

•	 2018 高雄易牙美食節第 21 屆全國美食文化大展指
導學生張雅棋獲銀牌。

•	桃園市 2018 第二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競賽暨交流
發表會指導學生張雅棋、陳   留獲銀牌及佳作。

•	 2017 臺南購物節「全國嫁妝餅創意競賽」指導學
生徐惠美、江鎧宇獲佳作。

•	 2017 日本國際藝術大賽主菜類銀牌。
•	 2017 紐西蘭國際名廚挑戰賽主菜類銅牌。

程建霖老師

● 專業證照
•	行政院勞委會乙級證照 - 中
餐烹調

•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乙級
證照 - 餐飲服務流程企劃師

•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乙級
證照 - 餐飲品牌行銷企劃師

•	中華商務職能發展協會乙級
證照 - 餐飲商品結構企劃師

● 獲獎競賽
•	 2019 泰國極限挑戰賽指導學生林家羽獲銅牌。
•	「2018 上海美食廚藝挑戰賽」指導學生林家羽獲
二銀

•	 2017 指導餐飲系林家羽、林冠宇及張雅棋榮獲第
2017 第十一屆國際「菩提金廚獎」大賽銅牌、優
勝及佳作

•	 2017 北區客家美食料理比賽第二名
•	 2016 北區客家料理美食競賽風神食藝鱻米會最佳
人氣獎

•	 2016 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 - 烹飪職類
第五名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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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板燒教室

中餐檢定考場

中式米食教室

西餐檢定考場

烘焙檢定考場 西餐烹調教室

麵點實作教室 萬能蒸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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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上校友

餐飲系畢業校友李政上同學，畢業後力爭上游，目前擔任
東方文華飯店宴會廳主廚，受邀 2018 年擔任金馬獎晚宴主
廚，與國際名廚台灣之光江振誠主廚攜手共創晚宴菜色。

培訓成果

賴怡如校友

餐飲系畢業校友賴怡如同學，畢業後力爭上游，目前擔任
仰德高中專任餐飲科老師，任教認真深獲學生肯定，為學
校推薦優良教師之一，目前正多方進修專業課程，並培訓
學生參加國內外大小比賽作育英才，為校增光。

候柏杉校友

侯柏杉同學校外實習遠赴新加坡樟宜機場雙聖餐廳進行
實習，表現優秀深獲主管肯定，專業態度為實習生表率 !
餐廳給予 57000 元台幣的月薪，並邀聘侯柏杉同學畢業
回飯店作正職廚師，月薪 80000 以上，為本系畢業即就
業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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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方位、專業化為主軸

發展特色

● 旅館管理系成立於民國 101 年，係配合政府
「六大新興產業」經濟發展的方向與桃園地方
政府航空城政策之規劃，旨在培育旅館管理專
業與實用人才，養成具有國際觀之專業知識、
技能、服務道德及敬業樂群與人文素養之旅館
專業服務以及經營管理優質人才。

● 本系配合政府積極促進觀光產業，提振國際
觀光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政策，選擇以旅館服務
為發展重點，培養觀光產業所需之旅館服務管
理的人才為方向，並透過與產業密切合作的實
務課程及師生業界實習的積極參與，使達到產
學無縫接軌，畢業即就業的目標。

證照輔導

● 餐旅服務技能、飲料調製、語言能力、旅

館資訊系統、旅館 HACCP、國際禮儀接

待員、AHLEI( 美國飯店教育協會 ) 專業

顧客服務 (CGSP) 及人力資源管理國際認

證，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CHM)。

業界資源

● 旅館經營中階主管、旅館產業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旅館餐飲技術管理人員、休閒產

業專業服務管理人員、民宿 / 創業 / 教育

服務管理人員。

特色課程

本系課程設計以三個主要方向培育「旅館管理
專業與實用人才」為目標

● 人文素養培育 : 校課程與通識課程
● 跨領域學識培育 : 跨域課程
● 旅館管理與技能人才養成
● 客房務、財管、人管與資訊等旅館管理領
● 餐服、飲調與侍酒師等旅館技能領域
● HACCP 與餐飲成本控制等餐管領域
● 美姿、旅館接待英日語會話等接待禮儀領域

旅館管理系
Department of Hotel Management

系主任　吳舜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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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調名師 - 聶方珮老師

聶老師為國內飲料
調製領域之資深學
者，在飲料調製的
教學領域上貢獻數
十年的心力，教學
並輔導過的學子無
數，此刻已有許多
聶老師的學生於各
級學校擔任飲料調
製的教學工作。
聶方珮老師同時為
衛生福利部食藥署 
「餐飲業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HACCP」
稽核委員並認證授
權教學資格之老師，在全面講究食品衛生安全的今
日，旅館業、餐飲業都將逐步納入食品安全管制的
範圍。而聶老師在食品衛生安全的專業，協助多家
業者通過並取得 HACCP 的認證。由於聶老師的專
業與努力，萬能科技大學已於 2016 年底成為桃園區
唯一一所 HACCP 授權之合格教學與認證單位。
聶方珮老師多次指導學生參加國內外調酒競賽。自
2012 年旅館管理系成立以來，本系學生在學期間取
得國內外調酒競賽之冠軍獎座超過 20 座，另外聶老
師為勞動部 -「飲料調製」職類乙、丙級術科測試監
評人員，同時擔任萬能科大飲料調製技能檢定考場
之監評長；輔導本系同學於在校期間取得飲料調製
丙級與乙級證照。

旅館達人 - 孫建平老師

旅館管理系孫建平老師，乃是貨真價實的旅館專業
人士。在其職涯發展的前二十餘年，都是在國內知
名的飯店從業。孫建平老師待過台北威斯汀六福皇
宮餐飲部門，也在老爺酒店的吧檯任職多年。另外
孫老師曾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修習「宴會管理」與
「吧檯管理」課程並取得合格證書，另也接受過德
國葡萄酒協會所舉辦的葡萄酒專業訓練。世界級的
訓練加上數十年的實務服務經驗讓他成為飲料調製
專業的大師級人物。舉凡各式咖啡製作，酒類品評
乃至於蘇打房實務，都是孫老師的拿手絕活。他與
韋桂珍老師與許智棻老師合著之「飲料管理 - 理論
與實務」教科書，更是學習飲料調製的青年學子在
學習過程中重要的參考書籍。
孫建平老師除了日常授課之外，另外還擔任旅館管
理系咖啡選手培訓的教官，本系許多對製作咖啡有
興趣的學生在孫老師的指導下，從烘豆、磨豆、手
沖乃至於拉花等各項程序一步一步學習，慢慢培訓
成咖啡參賽的選手，並陸續取得許多國內外比賽的
佳績。這些能力未來不但可以在旅館業持續發展職
涯，就算未來有意轉換跑道都會是炙手可熱的人才。
只要有心加入，在孫老師的巧手訓練下，他日必然
成為旅館業吧檯與餐飲部門的後起之秀。

專業教師

餐旅達人 : 趙建平老師

趙老師從事國際旅館業超過 30 年以上經歷 , 由知名
的台北老爺酒店名人廳法國餐廳 , 至近十年的新竹
喜來登飯店、威斯汀酒店、台北萬華凱達飯店等擔
任高階主管 , 其豐富及扎實的管理培訓經驗 , 相信學
生校期間能得到充分的訓練 .

旅館職人 : 陳劍鋒老師

陳老師從事飯店 20 年以上 , 曾在六福皇宮 , 台北諾
富特桃園機場飯店 , 台北 W HOTEL 等國際觀光旅館
擔任主管職務 , 主要專業在旅館管理方面 , 尤其是宴
會管理 , 曾參予知名飯店的開幕籌備工作 , 另從事教
學工作也有 15 年以上經驗 , 對學生就業輔導相當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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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旅館—總統客房

實習旅館—大廳

餐旅服務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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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成果

103 級林辰同學 
Peach Garden Singapore
●永平工商畢業，在校期間，即不斷參加全國性
與國際性傳統調酒競賽，從比賽中獲取寶貴的
經驗，表現優異，獲獎無數

● 歷年獲獎情形
•	第 18 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 季軍
•	第 14 屆杜康盃全國調酒大賽個人組 - 冠軍
•	第 14 屆杜康盃全國調酒大賽團體組 - 亞軍
•	台中盃全國調酒比賽 - 季軍
•	第一屆 SHOT COOL 盃 - 冠軍
•	第二屆 SHOT COOL 盃 - 冠軍
•	金樽盃國際調酒大賽 - 亞軍

101 級林昕儀同學 
Park Avenue Changi Singapore
●2015 年至新加坡 Crowne Plaza 房務部實習
●現任 Park Avenue Changi Singapore Housekeeping 

Supervisor

104 級王瑜綸同學

●高中畢業學校 : 治平高中
●事蹟 : ( 得獎 , 證照 , 優良事蹟 )
●現今工作職位及內容 : 
桃禧航空城酒店 訂房組組長

104 級彭偉傑同學

●高中畢業學校 : 玉里高中
●證照 : 飲料調製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現今工作職位及內容 :
中壢電競旅館 副店長
管理櫃檯及房務、維修館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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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　高玉芬

機場經濟實務

發展特色

● 航服系三大特色 :
• 地勢 : 跟隨桃園航空城的建設與第三航廈的擴

建，離機場 15 分鐘，求學就業最佳選擇。
• 強勢 : 全國唯一有中、日、韓，座艙長師資，

正港的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 優勢 : 國際課程，擴展視野；實習課程，就業

導航。
● 設備 : 華航 747 飛機之模擬機艙、40 種模擬飛

行軟硬體系統模擬飛行教室、地勤報到櫃檯、
美姿美儀教室。

● 實習 : 大四全年有薪職場實務實習，以機場經濟
為範圍，主要包含 : 空、運、餐、旅、銷，五大領域：
• 空：空勤服務人員、地勤服務人員 (運務、票務、

訂位、派遣 ) 、航運事務、航空站相關業務等。
• 運：台灣高鐵、桃園捷運、台北捷運。
• 餐：機場貴賓室、空廚、免稅店餐廳外場等。
• 旅：飯店，旅館，旅行社等。
• 銷：免稅商品行銷、進出口貨運、國際物流。
• 海外實習 ( 日本、新加坡、澳洲實習 )。

業界資源

● 空：華航、華信、長榮、立榮、遠航、美商聯
合航空、台灣天際服務公司、出入境管理局、
長榮航勤、桃園航勤、等實習廠商。

● 運：台灣高鐵、桃園捷運、等實習廠商。
● 餐：環亞機場貴賓室、長榮航空貴賓室、復興

空廚、長榮空廚、華膳空廚、采盟免稅商店、
昇恆昌免稅商店機場餐廳、等實習廠商。

● 旅館與旅行社：長榮桂冠酒店、諾富特酒店、
桃禧航空城酒店、雄獅旅行社、山富旅行社、
長汎旅行社、淘寶旅行社、等實習廠商。

● 銷售門市與物流：飛機上免稅品行銷、昇恆昌
免稅商店，采盟免稅商店、永儲國際物流、遠
雄自由貿易港區物流、港商利豐物流、港商信
可物流、等實習廠商。

特色課程

● 實務課程，產業接軌 :
課程結合職場業師，與相關產業校外參訪，機
場、航空公司、台灣高鐵、桃園捷運、台北港
以及物流公司，協助學生熟悉航空暨運輸服務
領域之技能及運作機制。

● 國際課程，擴展視野 :
• 海外研習：韓國、日本、香港、美國、英法，

短期研習，選修課程，藉由參訪海外機場、航
空公司、高鐵、地鐵、捷運，與著名景點，拓
展您的國際觀。

• 海外交換 : 韓國、日本、美國、澳洲，學期或
學年海外交換課程，強化外語能力，提升職場
競爭力。

● 實習課程，就業導航 :
• 低年級，志工實習 : 桃捷志工、移民署志工，

熟悉航空暨運輸產業環境。
• 中年級，學期實習 : 華航、聯合航空、台灣天

際服務公司。
• 高年級，全年實習 : 華航、華信、長榮、立榮、

遠東、台灣天際服務公司、高鐵、機場貴賓
室、機場免稅商店門市、飯店、旅行社、航勤、
航空貨運、物流。

● 機師與航空服務學程 :
• 整合航空光機電課程，成立機師與航空服務學

程，培育機師與空地勤相關人才。
● 澳洲南十字星大學「3+1 雙聯學制」課程。
● 澳洲南十字星大學「3+1+1 雙聯學制」課程，

培訓機師人才。

證照輔導

●IAFT 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Abacus 航空訂位系統認證
● 華廈訓評國際禮儀乙級認證
● 關稅協會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自

主管理專責人員認證
● 英文 TOEIC & GEPT  ● 韓文檢定  ● 日文檢定
●MOCC、OFFICE 電腦技能檢定

航空暨
運輸服務管理系
Department of Airline and Transport Servi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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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
空勤教官 - 魏慶芳老師

●大韓航空空服員 10幾年。
●大韓航空，大中華地區空
勤訓練教官，負責香港、
台灣、中國大陸、日本、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菲律賓等國的空服員遴選
及訓練。

●中華航空發展協會，空地
勤培訓講師，輔導考上空
服員 34 位。

●專長：韓文課、英文會話、
韓國文化與餐飲、飲料調製、韓語社團、彩妝學、
美姿美儀、航空廣播等。

●「當你努力揮動翅膀，沒有你到不了的地方」。

空服達人 - 潘慧玲老師

●1991 至 2008 年間，長榮
航空空服員。

●在職期間，調派至全日空
航空公司為交換組員，接
受空服員基礎訓練。

●轉調至訓練部門，擔任新
進空服員基礎訓練教官，
直至事務長 ( 座艙長 ) 退
役。

●英文、日文、台語流利。
●專長：形象塑造、航服走秀、空勤服務及人員管理、
國際禮儀、航空餐飲服務等。

●「服務熱忱是空服員基本條件，雞婆是座艙長的特
質」

空勤名師 - 吳佩君老師

●東吳大學日文、英文系
畢業

●日本航空空服員20幾年。
●從菜鳥空服員，到主任
座艙長。

●擔任新進空服員的訓練
教官、767/747 機型訓練
教官，以及機內商品、
機內影音系統，操作指
導教官。

●城市商旅飯店經理，並
取得飯店管理碩士學位。

●專長：觀光餐旅英文、基礎日文、客訴與危機管理、
國際禮儀、服務技巧實務、日文會話、航空服務
社團指導等。

地勤名師 - 李家蓁老師

●遠東航空及中國厦門航
空，擔任地勤服務主管職
務 20 幾年。

●外語領隊，熟悉國內外航
線訂位、票務、運務及行
銷等地勤工作。

●國立海洋大學 - 航運管理
學系 博士班

●專長 :航空公司經營管理、
航空訂位、國際票務證照
輔導、航空地勤管理實務、航空英文、觀光旅遊
與文化等課程。

●針對每位同學的特質給與分析及建議，成功輔導
很多學生進入航空、運輸及機場服務業實習及就
業，讓學生的夢想成真，一起航向天際。

航服專家 – 陳妤茜老師

●世新大學觀光研究所
●1994 年至 2013 年任職長
榮航空，空勤副事務長，
長榮航空地勤副課長。

●長榮桂冠酒店，台北業
務副理與客務部訂房組主
任。

●長榮航空機場本部桃園機
場貴賓室，以及松山機場
助理副課長。

●外語領隊執照，中英文聽說讀寫流利。
●專長：從餐飲與航空英文以及航空訂位與航空票
務，人際關係與職場倫理，美姿美儀，國際禮儀。

●「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以及專業的知識去面對人生以
及職場的挑戰」

空勤王牌 - 遲琤起老師

●長榮航空擔仼座艙長，有
18 年的飛行經驗，横跨
歐、亞、北美洲及中南美
洲。

●曾擔任巴拿馬總統等國內
外 VIP，重要航班仼務，
並獲航空飛行安全奬。

●2006 年擔任兩岸首航廣州
包機座艙長，並協助公司
發行記者會、旅展及大會
展覧。

●擔任桃園機場長榮航空貴賓室專員。
●長榮總公司空服訓練部助理副課長，協助管理新
進空服員的訓練事宜。

●擅長危機處理、服務管理及美姿儀態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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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

專
業
培
訓
設
備

地勤服務教室

模擬機艙教室 - 商務艙 模擬機艙教室 - 經濟艙

模擬飛行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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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成果
黃柏綸 - 柬埔寨航空

萬能科大航服系 , 第一屆畢
業生 (2017 年畢業 ), 黃柏綸 ,
對航空服務業充滿熱情 , 桃
園育達高中外語科畢業 , 在
大學期間學業表現優異 , 多
益成績 900 分 , 大四實習在
遠東航空航務處 , 學習機師與航空相關專業。畢業
後 , 努力考上外商柬埔寨航空 , 成為航服系第一位空
服員 , 在工作上表現優異 , 獲選擔任柬埔寨航空首航
台灣封面代言人。柏綸校友很熱心 , 多次返校與學
弟妹分享英語學習 , 與空勤面試的經驗 , 足以作為航
服系學弟學妹們的榜樣 , 由航服系推薦為本系優良
校友代表。

呂柏諺 -越捷航空

呂柏諺同學，畢業於新竹光
復高中，觀光事業學程，個
性開朗樂觀，對航空運輸服
務業充滿熱情。高中開始擔
任縣政府消防局志工，協助
緊急救護工作，至今從不間
斷。大學以第一志願進入萬能航服系，在校期間曾
擔任系學會會長，培養領導與團隊精神。
大一，積極爭取移民署實習，了解機場業務；大二，
錄取美商聯合航空實習，熟練地勤實務；大四，錄
取香港商環亞集團 PPL VIP 機場貴賓室實習，擔任
櫃檯接待人員。
大學畢業後，朝著熱愛的空勤目標持續努力，錄取
越捷航空，首批來台招募空服員，達成自己翱翔天
際的夢想。未來他將用心誠懇，連接全世界，走出
屬於自己的燦爛旅途。

常少康 -台灣、澳洲雙聯學位證書與飛行
員證照

常少康同學畢業於南崁高
中，個性外向，喜歡幫助他
人，也擔任過許多志工，相
信這樣樂觀進取的態度，也
是一位航空從業人員應有的
人格特質。大學聯考，分發
到國立暨南大學餐管系。
大二，轉學到萬能科技大學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積極的爭取實習機會，大二，錄取華航學期實習，
利用課餘時間，在桃園機場協助旅客自助報到。大
三，在美商聯合航空地勤實習，充實航空服務產業
地勤專業與實務，學到更多關於航空業要如何面對
客人的知識。在學期間，參加模擬飛行社團，與機
師研習課程，對於駕駛飛機充滿興趣與熱情，奠定
了往機師方向發展的決心。大四，通過雅思 6.0，錄
取姐妹校澳洲南十字星大學，雙聯學制與機師學程，
2019 年 7 月，開始修習地面與飛行課程，大五畢業
時，同時取得台灣、澳洲雙聯學位證書，與飛行員
證照	。在萬能科大師長與同學們的支持、鼓勵與協
助下，少康期許自己能不斷學習、充實自己，直到
有一天能夠完成翱翔天際的夢想，成為機師。

陳芷柔同學 - 卡達航空

陳芷柔，大園國際高中畢
業，個性開朗樂觀，表達
大方自信，具有空服員的
特質。大學聯考，曾分
發到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但由於志趣不合，休學在
家。期間曾嘗試考卡達航空公司，但是兩次面試，
都被淘汰。在一次偶然機會，經朋友介紹萬能科大
航服系，芷柔充滿期待，前來參觀學校與科系後，
毅然決定報考就讀。在萬能就學期間，芷柔在老師
的鼓勵下，甄選進入「航服菁英班」，藉由空勤教
官協同教學，鍛鍊航空服務專業知識，並爭取實習
機會，錄取中華航空學期實習。在菁英班老師與同
儕的激勵下，芷柔再次向空勤目標勇敢邁進，聽從
座艙長老師指導，改善自身的儀態及應對方式，多
益成績高達 975分。再接再厲，終於在第三次面試，
通過層層關卡，2019 年 3 月，考上卡達航空，成為
外商航空公司的正式空服員。現在芷柔帶著航服系
教師團隊滿滿的祝福與依靠，展翅高飛、翱翔天際，
迎接璀璨的未來。

王佳鈺同學 - 華航空服員實習

王佳鈺同學，畢業於治平高中
應用外語科，2015年以全校榜
首進入航服系，領取大學四年
40萬獎學金，飛上天空成為一
位專業優秀的空服員是他一直
以來的夢想。
大一：擔任班長，參與航服系
各項訓練與系學會活動，站在
不同舞台提升自己的能力。大二：錄取中華航空桃園
機場學期實習，也更堅定她的志向，並提升多益成績
至 660分。大四：錄取中華航空公司全學年實習，經
嚴格的訓練並成為台灣第一批升空實習的空服員。高
中時期，她不見得是班上最亮眼的學生，但在萬能航
服系的培養及薰陶之下，她比高中的同學們，更有藍
圖及目標，經過空勤實習的考驗，變得越加自信美
麗，往空服員的目標築夢踏實。

王亦翎 - 台灣高鐵

王亦翎同學，畢業於治平高
中，應用日語科，個性非常樂
觀進取，滿臉微笑是她的正字
招牌，就讀高中時是親善大
使，擔任各項重大典禮的司
儀，協助接待貴賓。由於對航
空相關產業充滿憧憬，大學選
擇進入萬能科技大學航空暨運
輸服務管理系就讀，她為增強自己語言能力，除了
努力學習英文外，並利用時間持續進修日文，考取
了日語專業能力證照 N3。由於各項表現優異，大四
獲得長榮航空地勤實習機會，充實地朝著自己的夢
想前進。2018 年大學畢，考取台灣高鐵站務員，現
在新竹高鐵站可以看的她美麗與專業的服務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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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課程

● 課程建構以「行銷與流通」為主軸，因應服務
業發展，滿足食衣住行育樂產業人才需求畢業
出路寬廣搶手。

● 航空運籌組：配合桃園航空城發展，航空物流
人才的需求。

● 每年舉辦商品銷售實務專題競賽，企劃撰寫、
商品揀選、影片拍攝、銷售營運，一條龍式演
練操作，理論與實務整合教學。

● 大四全面校外實習，提供優質廠商選擇，能學

以致用、就業能無縫接軌、畢業即就業。

業界資源

批發零售百貨流通業

連鎖加盟服務業

運輸物流及倉儲業

    

汽車業

    

住宿餐飲服務業

商品流通全球行銷

發展特色

● 辦學績優：創系至今連續七次獲得教育部評
鑑一等或通過。

● 大樓教學空間與設備：4 間專業教室、7 間 e
化教室、10 種行銷 / 流通 / 物流專業軟體系統

● 教學團隊 100% 兼具專業實務經歷、各類專業
證照及產學合作經驗。

● 市場就業導向課程設計，搭配業師授課、參與
競賽、輔導證照、校外實習，提升學生就業競
爭力。

● 本系四大追求目標「品德為本、專業為精、工
具為輔、 實務為用」。

證照輔導

行銷與流通組：
● 勞動部門市服務乙丙級證照、流通連鎖經營管

理證照、調查與研究方法分析師證照、NPDA
新產品開發分析師、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
定、消費者行為分析師、國際行銷初級人才認
證檢定。

航空運籌組：
● 勞動部堆高機證照、財政部加工出口區保稅業

務人員、財政部保稅倉庫免稅商店及物流中心
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財政部科學工業園區保稅
業務人員、財政部保稅工廠保稅業務人員、優
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責人員、國際運籌物流資
訊管理師、SOLE 物流助理管理師、協同商務
電子化管理師。

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系主任　柯淑姮

航空暨運籌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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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
物流名師 - 周孟熹老師

•	獲選連續九年勞動部物流
就業學程計畫主持人

•	獲選勞動部優良就業學程
計畫主持人

•	獲選連續六年勞動部共同
核心職能學程計畫主持人

•	獲選連續六年財政部關務
署優質企業供應鏈安全專
責人員訓練計畫主持人

•	教學與輔導學生績效深獲
學校肯定，多次入選全校優良教師、優良導師及
優良教材編撰等獎項，並積極輔導證照教學

行銷名師 - 古楨彥老師

•	澳洲阿德雷得大學勞動
學博士

•	全英語授課、TOEIC 多
益證照輔導教師

•	指導學生 2018 全國大
專校院婚宴企劃行銷創
意競賽，第一名及第二
名

•	指導學生 2016 全國大
專校院主題樂園行銷創
意競賽，第一名

•	指導學生 2015 全國大專校院產品創新與創意行銷
競賽，第一名

•	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
•	晴佳國際有限公司專案行銷顧問
•	榮獲萬能科技大學 105 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行銷名師 - 余則威老師

•	 103-105 學年度擔任教
育部實務增能計畫主持
人，與百餘家優質廠商
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	近 5 年來輔導 300 多位
學生考取「調查與研究
方法分析師」證照

•	指導學生 2018 全國大
專校院婚宴企劃行銷創
意競賽，第一名及第二
名

•	指導學生 2016 全國大專校院主題樂園行銷創意競
賽，第一名

流通名師 - 嚴永傑老師

•	國立台灣科技大
學企業管理博士

•	勞動部技術士技
能檢定「門市服
務」乙丙級輔導
教師

•	中華工商流通發
展研究協會「初級流通連鎖經營管理」證照檢定
輔導教師

•	指導學生 2015 管理學院專題製作競賽，佳作
•	 106 年擔任中壢高商模擬面試委員，指導學生口語
表達及面試技巧

•	 106 年擔任成功工商「門市 POS 系統及清潔實務」
教師知能研習授課教師流通名師 - 歐陽耀中老師

•	連續 21 年推動辦理本系
學生商品展實務專題，建
教合作廠商超過 200 家

•	教學與輔導學生績效深獲
學校肯定，多次入選全校
優良教師、優良導師及優
良教材編撰等獎項，並積
極輔導證照教學

•	積極帶領學生參與校內外
各項全國競賽，獲得多項
佳績，從 97 年至 107 年指導學生獲得 23 次獎項

•	指導學生 2018 全國大專校院婚宴企劃行銷創意競
賽，第三名

•	指導學生 2018 觀餐管理學院學生專題競賽商管
群，第二名。指導學生 2017 全國大專校院豐田汽

車 Toyota 網路銷售行銷創意競賽，第一名

行銷名師 - 梁進龍老師

•	指導學生 2014 全國大專
校院八仙大唐溫泉行銷創
意競賽，第二名

•	指導學生 2013 數位展覽
行銷企畫競賽，佳作

•	指導學生 2013 全國流通
大師競賽，佳作

•	指導學生 2013 數國際行
銷企畫競賽，佳作

•	指導學生 2015 全國大專校院東森山林渡假村創意
行銷競賽，佳作

•	指導學生 2012 全國零售業競賽，第一名
•	「行銷的重點在創造價值」，希望進入行銷系的
學生不僅發揮想像與創意，也努力創造自己的人
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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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T 物流運籌建置模擬室 

運籌教學實驗室

小型會議室

商品流通模擬室 

問題導向 PBL 學習教室

出貨作業拉式管理模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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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成果
前進東南亞、業務打前鋒

•	日間部甄凱翔同學憑藉 920
分多益成績及曾多次獲校
際行銷企劃競賽優勝的經
歷，獲得華新科技 ( 股 ) 公
司 ( 股票上市、全球第二
大晶片電阻及第五大積層
陶瓷電容供應商 ) 錄取實
習一年。

•	在該公司行銷企劃暨全球業務與後勤支援本部實
習，負責彙整 offshore and onshore IBD sales data，
製作簡報資料，並學習與各國商業客戶進行業務
信件聯繫，表現十分傑出，深獲主管信任與重用。

•	 106 年 6 月實習結束後，即因實習期間卓越工作表
現及優異語言能力，被公司派至馬來西亞子公司
金釜電機擔任 Sales Specialist，負責菲律賓及泰國
的行銷業務工作，薪水也三級跳，未來勢必會成
為公司倚重的國際行銷人才。

大學 x 交換，日商就業不是夢

•	周芯儀振聲高級中學 商科
畢業

•	萬能科大行銷系 106 年畢業
•	現職：台灣西鐵國際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機場操作部遠
雄組

•	在學期間即在大二到日本長
崎交換生一年，回國後即考
到日文檢定通過 N2

•	憑藉在行銷系所學習的課
程、交換生計劃、大四航耀
物流實習，讓芯儀後畢業即
可到日商跨國企業工作，薪資待遇更是極佳 ( 年
終 + 紅利 + 三節獎金 )

行銷 x 流通，成就店長通

•	李協霖振聲高級中學 資訊科
畢業

•	萬能科大行銷系 ( 在職專班 ) 
108 年畢業

•	現職 : 家樂福便利購中壢中北
店 店經理

•	在學期間即在三商行集團下
的連鎖量販超市美廉社 工作

•	憑藉在行銷系所學習的市場調查分析，門市服務，
連鎖店經營管理，商品佈置及商圈經營等課程，
學以致用，步步高升而被拔擢為店長

•	 106 年 7 月因傑出的表現，被延攬至家樂福便利購 
連鎖店擔任店長至今

•	萬能行流系，讓同學們一圓當家做主的夢想 !

專業加拼勁，闖出一片天

•	李芯彤育達高中餐飲科畢
業萬能科大行銷系 ( 進修
部 )106 年畢業

•	目前職務 : 和泉健康節能有
限公司負責人

•	在學期間曾做過專櫃小姐，
房仲顧問 ( 還曾獲公司百萬
業績獎 )，展露優秀業務員
的天份

•	 107 年 3 月自行創業 : 和泉健康節能有限公司
•	公司營運項目 : 除甲醛，清洗自來水管水塔，普
德淨水器

•	運用學校所傳授的行銷管理，業務銷售技巧，企
業經營管理知能，及行銷與流通專題製作的實務
演練，創業至今，業務穩定成長

•	目前月營業額 20 萬左右
•	一個月客戶數大約 5-60 人，涵蓋企業機構，公司
大樓，住家公寓大厦

天分加努力、房仲出頭天

•	日間部蔣明潔同學畢業於育
達高中國貿科，就讀行銷系
期間就展現絕佳的口語表達
能力，邏輯及思路清晰，上
台簡報時台風穩健，有條不
紊，以展現出大將之風

•	在學期間已歷練手機店銷售
工作、中信房屋房仲業務
員，從基層做起，運用學校
所學的行銷技能，再加上勤
奮及天分，很快晉升副店長一職

•	畢業後因優異的表現，被延攬至住商不動產體系，
擔任內壢陽光店店長，獨當一面

•	在公司內迭因優異表現屢屢獲獎，年薪已破百萬

興趣培訓加實習，成就汽車銷售尖兵

•	林嘉信 樹人家商 商業經營科
畢業

•	萬能科大行銷系 ( 日間部 ) 
108 年畢業

•	在學期間曾在五金行擔任銷
售店員，磨練口才及膽識

•	大三上學期組隊參加系上與
桃苗汽車公司合辦的豐田汽
車網路行銷創意企劃競賽，
獲得佳作，從此踏入汽車業

•	大三下參加系上與合作廠商開設的汽車銷售服務
人員培訓課程，學習到產品知識及銷售技巧

•	大四下學期由系上推薦參加合作廠商 - 桃苗汽車
公司舉辦的汽車銷售顧問實習體驗課程，為期 3
個月，建立紥實的汽車業務員專業能力

•	 108 年 6 月畢業後不久，旋及延攬至現代汽車桃
園經國營業所，表現毫不生澀，顯現大將之風

•	萬能行銷系 助你成為年收百萬汽車銷售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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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創業執行家

發展特色

● 微型創業市場正蓬勃發展，企管系強化大學生
在服務產業的微型創業技能，延伸高中職學生
的技術能力，培養學生具備技術與管理雙核心
競爭力。以創意、創新、創業之三創思維，形
塑行政管理能力與微型創業規劃能力。

● 多元競賽提升職場優勢 : 定期舉辦專題競賽、創
業競賽、個案競賽、創意行銷競賽。

● 完整的產業實習規劃：大四全面實習，累積工
作資歷。實習企業多元化，銜接社會脈動。

● 專業教學設備，兼顧團隊運作 : 鼓勵學生參與學
校社團活動，擔任班級幹部和從事服務學習，
兼顧職場倫理與人文關懷。

● 專業師資，專業證照 : 發展企管系與微型創業組
相關乙級證照 。

● 微型創業執行家，技術管理雙核心。

特色課程

● 本系所運用雲端教學系統，規劃儲備幹部、
微型創業二項專長與「企業實務實習」相關課
程。尤以三創課程、大數據分析 (Power BI)、
創意行銷企劃、電商平台課程為主要特色課
程。

證照輔導

● 企管系 ( 乙級證照 )
勞委會門市服務乙級證照、勞委會電腦軟體應
用乙級證照、國際禮儀接待員、簡報管理策略
規劃師、市場行銷策略、專業秘書暨行政管理
證照、BAP 商務簡報國際認證。

● 餐旅微型創業組 ( 乙級證照 )
創新管理師、創業管理規劃師、觀光餐旅經營
管理規劃師、網路社群經營管理、大數據分析
師。

業界資源

企業管理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創意創新創業 大數據分析 電商平台

餐旅微型創業管理組

系主任　林世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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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管理名師 - 陳高山老師

● 指導創新創業競賽事蹟：
過去三年指導學生參加校外全國大學生創新創業企劃案競賽，總共
獲得 4個第一名，3個第二名，8個第三名，以及 13個佳作的殊榮。
創意活動營授課事蹟：
每年企管系均會針對大學生與高中職舉辦創意活動營，設計並授
予課程，讓學生可以從活動營中學到孔老夫子的教誨：『聽過就
會忘掉；見過會記得，但不會理解；動手做，可以了解其中的細
節與奧妙；學會後可以教導他人，則就是大師了』，充分發揮『做
中學，學中做』的精髓。
● 指導高中職專題競賽事蹟：
為了讓高中生可以精進學校所學的知識，充分運用於小專題中，因此指導高中職學校的學生撰寫小論文，並協
助他們參加全國競賽，以激起學生讀書的興趣，每一年均得到不錯的佳績。

專業教師

人資管理名師 - 周勝武老師

周勝武老師為本系所首席教學權威，國際交流巨擘，旅美多年產
學歷練豐贍，於科大界享譽COACH級 Power師資。其專長為「組
織企業」及「人力資源管理」，十餘載教學經歷，使民意代表、
政府公職人員、上市上櫃企業家、醫護人員等社會菁英，爭相禮
聘其指導和協助。在顯赫、正統學歷之外，過人的教學專長備受
肯定。透過周教授指導之畢業生坐擁千萬年薪，甚而資產超過億
元管理千百名員工之企業家多如繁星。
周教授擅於觀察學生，適性揚才。於萬能科大為首位採用
MOOCs 教學之名師，活用線上和多種學習模式，強化並激勵同
學之創造力思維。其理念為，設若學習者均倚靠記憶力學習，實為可悲之事！身處多變學界，感於同業素質良
莠不齊，觀諸多教席為達「立竿見影」之效，要求學生記憶、背誦等學習模式，箝制學子潛能開發，甚為感慨！
他指出「填鴨式教學法」，或為學習途徑中較為快速之方，卻同時為扼殺靈活頭腦之殺手！唯通過傳授、引導
學生「思考邏輯」、「觀察推理」和「驗證發現」等訓練，方為學習管理之核心價值。

知識管理名師 - 林世澤老師

林世澤老師擁有證照包括中小企業處 ” 知識管理顧問師 ”，勞委
會 ” 會計乙級與門市乙級 ”，學術與民間單位 ” 專案管理師、個
案種子師資、創意創新種子師資、觀光休閒電子商務、休閒農業
經營管理師 ” 等專業證照。
世澤老師每年輔導二家以上企業，企業輔導從小企業至兩岸上市
櫃公司，擁有 30 幾家企業豐富輔導實務經驗，< 管理無難事 > 是
老師的能力寫照。
實力好是個人專業的恭維，” 會教 ” 才是名師的代名詞。世澤老
師上課幽默、教材豐富、理論與實務整合並進，學生能在老師的
教導下 ” 抄 ” 世澤老師的專業技術。
< 名師出高徒 > 各位同學 “We cannot spell “success” without You”，加入企管系在各位名師指導下，你 ( 妳 ) 會
自信的說 ” 我是 Pro 級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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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電子化實習室

門市服務乙、丙級教室

三創個案研討室

3D 微創產品列印機



41Vanung University

門市服務乙、丙級教室

培訓成果
鹿霸古巴三明治老闆吳善穎
106 屆學生吳善穎，在校學
到的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
還有喜歡和朋友們分享三明
治美食的熱忱，在大三時便
開始著手規劃「古巴三明
治」的創業藍圖。他花了一
年的時間籌備，從裝潢、擺
設、食材選購、產品口味等
等，都是自己一步一腳印、
親力親為完成的。
他對開店創業的藍圖非常清
晰，在過程中遇到許多的瓶
頸與挫折，也因為堅持與身旁的貴人提點一一克服
這些困難，感謝企管系老師智囊團提供創業解決方
案與經驗傳承。終於在 106 年在中原大學附近完成
[ 鹿霸古巴三明治 ] 創業夢想，是學生將企管所學展
現在職場的成功範例。

花蓮荷苑民宿老闆谷宏洲
106 年企管系
畢業谷宏州同
學高中時就讀
光啟高中，在
大學期間一次
偶然的機會到
花蓮遊玩，對
當地清新悠閒
環境深深著迷，在上創業管理課程時與陳高山老師
討論其創業夢想後，開始進行創業規劃，從地點、
特色、行銷、財務等項目進行規劃與執行。荷苑民
宿應運而生。
遊客留言 : 這是個新的民宿，雖然不在很鄉下但是
非常安靜，離市區也不會太遠，尤其是民宿老闆一
家人都非常熱情而且會建議並介紹你們如何玩花蓮
甚至可以帶你去玩，真是個好民宿，有來花蓮玩一
定要選這家 “ 荷苑民宿 ”。

巧妙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黎芷炘
103 年企管系畢業，在校
期間對於人資領域特別
感興趣，將學校所學結
合其業界經驗，於民國
106年設立巧妙國際人力
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負責人力仲介、管理
顧問、就業服務等項目。
勉勵萬能企管學弟妹
『梅之美在於傲雪，竹之美在於傲骨」：美皆在挫
折困境中展現展現自信，盡力提升自己因為未來，
他人在意的是：「你可為他創造多少價值 ? ！」

外商貿易公司專業秘書吳嘉欣
104 年企管系畢業，大三時
爭取到美國當一年的交換學
生，以增廣見聞。畢業後即
應徵到一家外商公司擔任外
商主管的專業秘書，表現相
當優異。除了在老師們的教
導下勤勉向學外，本身落落
大方的氣質，更為學弟妹力
爭上游良好的示範。

中壢站前 ”Fix-Up”維修站負責人蕭忠福
105年企管系畢業，大三時就開始著手創業之準備，
考取相關電腦證照。大四在企管系老師們的督促與
協助下，於中壢火
車站前創立 ”Fix-
Up”手機維修站，
專營 Apple 手機維
修與買賣。蕭忠福
同學於求學期間，
除了專業學習外，
更努力拓展人際關
係，乃為微型創業之典範。

台茂廣場 ” 炒的達人 ” 負責人蔡守煜

106 年企管系畢業，大三校外
實習期間，累積店舖經營管理
實務的經驗，畢業後在企管系
老師們的協助下，於台茂廣場
創立 ” 炒的達人 ” 餐訪，並利
用在學期間所學的創意與創新
知識，運用於食物的變化上，
贏得眾多客戶的青睞。目前員
工已有 10 人之多，可說是企
管專業學以致用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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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　邱順波

電子商務跨界領航

發展特色

● 辦學績優獲教育部肯定：創系以來，歷經六
屆評鑑均獲一等最佳成績。

● 完善獨棟大樓學習空間與設備：專業實驗室、
專業電腦教室、e 化教室、電競教室、視訊多
媒體教室、資訊研討室。

● 優質師資：教師為國內外著名大學資管相關
領域畢業，皆具備各類證照或 2 年以上實務經
驗。

● 實習就業機會多元：與航空城優質廠商關係
密切，業師與專任教師協同教學，強化產學合
作，為學生創造多元實習就業機會。

證照輔導

資訊應用
●ERP 軟體應用師、ERP 規劃師、BI 軟體應用

師、ICT、BAP、CIW 電子商務技術師、跨境
電商應用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資訊技術
●ACA- 多媒體設計與 FLASH、ACA- 網站視覺

設計與網頁製作、網頁設計乙級、OCJP 程式
設計師、AI2 程式設計、機器人、Smart Apps 
Creator-IMADC。

業界資源

● 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華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 蘆竹廠
●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碩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 堉舜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酷手音樂工作室
● 經典數位印刷有限公司

特色課程

電子商務應用特色課程，課程包含
1. 電子商務概論：電子商務運作方式與經營模式

之基本概念。
2. 電子商務實務：電子商務之實例製作與實務應

用。
3. 網站設計與應用：了解網站架設流程及網站後

台管理所需的基本技能。
4. 網路行銷：了解網路行銷的基本概念，學習如

何透過網路進行行銷的各項技能。
企業資源規劃（ERP）特色課程，課程包含
1. 配銷管理：介紹 ERP 配銷模組基本原理與實

務操作，並進行 ERP 軟體應用師認證輔導。
2. 財務管理：了解財務管理的正確觀念，並進行

ERP 財務模組之實務操作與認證輔導。
3. 企業資源規劃：了解 ERP 系統如何整合企業

營運所需的各項資料，進而提升營運績效。
行動創意應用特色課程，課程包含
1. 互動式多媒體設計：教授 Smart Apps Creator

軟體，不需程式基礎即可產出 APP。
2. 行動裝置 APP 設計：教授 App Inventor 2 軟體，

培養拚塊軟體之實務製作能力。
3. 網路社群經營管理：使學生了解網路社群的經

營方式與管理實務。
印前圖文製程特色課程，課程包含
1. 數位影像處理：教授 Photoshop 軟體，培養學

生數位影像修圖能力。
2. 視覺傳達設計：教授 Illustrator 軟體，培養學

生視覺與廣告設計能力。
3. 電子書設計與製作：教授 Indesign 軟體，培養

學生數位圖文編排能力。
電競直播與行銷特色課程，課程包含
1. 電競與直播：介紹電競產業與直播新知 , 培養

實務與應用之能力。
2. 電競與行銷：介紹電競遊戲與行銷技術 , 培養

實戰與應用之能力。
3. 微電影設計製作：微電影企劃、拍攝及後製剪

輯。

資訊管理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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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電子商務名師 - 邱順波老師

•	負責電子商務、行
動商務與網路行
銷等課程教授；
ICT、BAP、CIW
等國際證照輔導。

•	中華電子競技協會
監事。

•	勞動部「電腦硬體
裝修」術科監評委
員。

•	擁 有 ERP、ITE、
BAP、CIW、IC3、電腦硬體裝修等專業證照。

•	 2016~2019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計算機綜合能力
及商務專業應用大賽」榮獲全國第一名等多個獎
項。

•	 2012~2018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雲端 APP 行動
網路創意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名等多個獎項。

資訊創新應用名師 - 施伯勳老師

•	經濟部資訊月視窗軟
應用大賽 word 組榮
獲第一名。

•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
競賽台灣區機器人足
球賽裁判長。

•	勞動部電腦軟體應用
監評委員。

•	指導教育部全國技專院校專題競賽第三名。
•	指導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全國總決賽榮獲佳
作。

•	指導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台北校際盃選拔賽
榮獲第一名、第三名。

•	指導桃園市科技創造力比賽大專組榮獲第二名。
•	指導勞動部全國智慧機器人大賽自走車組榮獲佳
作。

3A 達人 - 王金印老師

•	 Animation( 電 腦 動 畫 )
實務課程。

•	 Augmented Reality(AR
擴增實境 ) 實務課程。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人工智慧 ) 實務課程。

•	 3D 列印設計實務課程。
•	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
視覺傳達設計 - 丙級術科檢定場務管理。

•	指導學生榮獲第九屆、第十三屆全國大專校院資
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佳作。

雲端服務應用名師 - 陳美純老師

•	 2017 第 22 屆全國大
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
創新競賽 雲端企業及
行動辦公室應用組冠
軍。

•	 2017 第 22 屆全國大
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
創新競賽 雲端企業及
行動辦公室應用組第三名。

•	至 2018 年指導學生資訊系統與雲端應用獲發明專
利 6 件，新型專利 13 件。

•	 2014 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
賽 - 雲端客戶及知識管理實務應用組 - 第一名。

•	執行 106 學年度教育部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
畫 -- 培育電商人才與校園創客教師專業社群。

大數據與系統開發名師 - 沈清正老師

•	具有資訊公司系統分析
師、系統專案經理經
歷，熟悉大數據、資料
挖礦、資訊系統整合開
發、APP 與企業資源規
劃等。

•	擁有企業資源規劃配
銷、財務、生產等顧問
師與應用師，商業智慧規劃師、經濟部資訊系統
分析師等專業證照。

•	指導學生榮獲「2018 年 - 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學
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管理類全國第 3 名」、2017
年 - 全國雲端 APP 行動創意應用競賽大專組第 1
名」、「2017 年 - 萬能科大觀餐暨管理學院專題
競賽全院第 1 名」。

數位多媒體名師 - 魏憲中老師

•	負責數位影像處理、互動
多媒體設計、網頁設計與
微電影設計製作等課程教
授。

•	 104~106 學年度擔任教育
部實務增能計畫主持人，
並與多家優質廠商建立產
學合作關係。

•	擁 有 Adobe Illustrator、Indesign、Photoshop、
Flash、Dreamweaver 與 Smart Apps Creator 等專業
證照。

•	 2014~2018 年輔導在校三百多位同學，考取 Adobe 
ACA 系列證照。

•	 2012~2018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雲端 APP 行動
網路創意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名等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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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

專
業
培
訓
設
備

電競專業教室

電子競技館

資訊創意實驗室 直播創意中心

電商物流中心

VR 設計中心

AI 機器人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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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成果

擎發科技 - 史永健同學

史永健原就讀喬治高職，在
本校就學期間優異表現，曾
代表系上榮獲大專程式設計
競賽第一名。畢業後繼續延
修碩士與博士學位，目前於
擎發科技 ( 聯發科轉投資 )
擔任研發技術經理，年薪達
四百萬以上，每年皆回饋母
系。只要時間許可，對於系上活動的參與與配合亦
不遺餘力。

阜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 戴進福同學

戴進福原就讀於義民中學，
在本校優異表現，畢業後順
利進入敦陽科技就業。工作
數年後又繼續就讀本系碩士
在職專班取得碩士學位，現
與友人合夥共同創業成立阜
立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從事
資訊安全與雲端服務相關工
作。
進福學長擔任系上系友會理
事長，現為系友會榮譽理事長，個人事業有成之餘，
常常返校提攜系上學弟妹不遺餘力，可說是系上的
最佳後盾，並榮選為本校傑出校友。

希爾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 范姜士燻同學

范姜士燻原就讀
於中壢高商，於
本校就學期間就
以其專業接案賺
取學費，表現優
異。畢業後推甄
進入中央大學網
路與學習研究所，
因其科技與專業，
順利錄取科技預
官、進入業界中光電公司服務。目前擔任希爾創新
科技有限公司之執行長。
范姜學長亦協助系上專業技能的教授，與學弟妹分
享就業、創業的經驗。

賽博大樹未來工作室執行長 — 彭艷婷 同學

彭艷婷就讀本校從二專、
二技、研究所，再考上國
立中央大學取得管理學博
士學位；同時，也曾在各
大上市公司任職高階經理
人，如：全國電子、宏致
電子、力麗紡織，目前成
立行銷策略 / 經營輔導顧問
公司 - 賽博大樹，市議員及
立委競選行銷操作、愛妮雅化妝品集團、易晨智能、
星動銀河旅站等皆為目前之輔導案，也任教本校兼
任教師，擔任勞動部及工業評鑑委員，現為資管系
友會榮譽理事長，諸多殊榮實為系上學弟妹最佳典
範，特榮選為本校傑出校友。

快樂機器人 — 詹勳麟同學

詹勳麟在本系大學部表現
良好，對機器人組裝控制
有極大的興趣，大學畢業
後繼續攻讀本系研究所，
就讀研究所時就到鄰近的
六和高中附設國中部任教，
期間本人及指導的學生屢
獲大獎，曾獲 2017 年國際
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 臺北
市校際盃大專組第一名、
2018 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 - 桃園市校際盃足
球賽第一名及 2019 兩岸青少年機器人交流觀摩賽足
球賽第二名等大獎。
現於快樂機器人平鎮店擔任講師，在多所學校從事
機器人教育，有空暇時間都會回來提攜系上學弟妹
們。

希望創意影視 & 十字生命禮儀 — 劉希望 79
年開始邊工作邊在台北佳
聯傳播學苑，學習錄影傳
播技術，學成後遊走數家
傳媒公司，進一步習得 ( 戲
劇、新聞、綜藝、簡介、
教學及電影 ) 等相關拍攝手
法。期間深得前輩們器重，
讓希望有信心開設 ( 希望創
意影視 & 十字生命禮儀公
司 )，擔任過青商會桃竹苗區參議會 2014 主席，目
前亦在華勛義消分隊擔任義消。

萬能碩班畢業後，對個人來說是加分不少，除了獲
得講師證書外，也獲選為本校傑出校友，並回校擔
任兼任講師，感謝一路走來所有幫助過及支持我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