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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想成為咖啡達人嗎?來高餐大就對了!!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辦理臺灣咖啡認證種子教師培訓!!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於去(105)年起陸續邀請國內各領域咖啡達人召開咖啡趨勢論

壇，共同開創臺灣咖啡認證系統與創業模組，今(106)年再由典範計畫的延續經費補

助下，完成臺灣咖啡認證教材及相關認證試題，並於106年7月24日至8月18日辦理

兩梯次的臺灣咖啡認證種子教師培訓。臺灣咖啡認證系統是以教育為出發點，結合

產、官、學合作，以高職端餐旅相關科系為主要推廣對象。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玥秀校長於活動開幕致詞時表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辦

理臺灣咖啡認證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太受歡迎，課程一公佈後很快便額滿，可見這門

課程的需求度是相當高。台灣咖啡市場的產值每年超過百億新台幣，咖啡專業人才

濟濟，本校若能提供此一平台來為台灣咖啡產業貢獻，有其實質必要性」。林校長

指出，臺灣咖啡認證課程時數是搭配大學兩學分選修課程設計為36小時，目的在於

往後可將認證系統直接融入學校相關課程中進行教授，或者相關科系亦可以將它設

為選修課，學生便可省去參加認證課程費用。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coffee expert? NKUHT is the right place for you. 
NKUHT provides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for Taiwan Coffee Certification

２
▲合照(前排左三廖思為講師、前排正中間林玥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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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廖思為講師(芒果咖啡館創辦人)

▼現場教學器材

３

此次臺灣咖啡認證種子教師培訓課程特別邀請邵長平先生、方政倫先生、彭思

齊先生、羅時賢先生、廖思為先生、陳政學先生、蔡治宇先生等國內咖啡業界專

家、學者擔任授課講師，課程內容領域涵蓋有咖啡培植、處理、生豆辨識、杯測、

烘焙、義式、拉花、沖煮萃取等，是非常完整的咖啡專業課程。

種子教師培訓目的在於推廣臺灣咖啡認證系統，指導學生專業咖啡知能，協助

學生考取咖啡證照。這回的臺灣咖啡認證種子教師培訓活動，更是國內大學中首先

結合咖啡業界菁英與學術專業教師，以系統化編寫出咖啡認證教材。認證第一階段

主打培育目標為能教育學生對咖啡能品、能説、能做出一杯好咖啡。第二階段為師

資培訓課程，通過學科、術科及試教，學生就可取得臺灣咖啡認證種子教師結業證

書。本次共計培訓40位種子教師，對象為中南部高中職餐旅相關科系教師及本校的

教師為主要優先對象。

臺灣咖啡認證暨創業模組中心將提供有志學習咖啡的青年學子專業認證管道，

日後將教學、課程、專業與創新服務進行整合與融合，散播幸福咖啡種子，嘉惠學

生並協助青年創業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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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號外! 高餐大國際觀光餐旅

全英授課博碩士課程正式開班!!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在人才培育、產學研發、本土紮根及國際拓伸之餐旅產業發

展使命下，搭配國家新南向政策推出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授課博碩士課程！藉由此課

程的設立與開辦，期待能使學校達成深耕東南亞與將校園打造成國際型學習園區之

目的。

本校為達成上述國際拓伸之教育使命與目的，與配合我國國家推動高等教育產

業輸出政策，本校由旅館管理系楊仁德教授主持，典範科大計畫辦公室提出之建構

國際餐旅典範課程計畫，分別朝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國際交流等面向

發展。高餐大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授課博碩士課程便是從人才培育面向下開展出來，

課程主要是邀請當代國際觀光餐旅大師來建構課程與教材，使全球各地對此系列課

程有興趣之教師都能透過國際級師資之教學技巧與教材，強化教學內容與知能；再

者，本課程皆為全英授課，使課程更具國際化，亦能對吸引對餐旅業有興趣之全球

教師、學生來本校進修、學習。舉例說明，目前東南亞區域國家誠如菲律賓、泰國

等大專院校教師擁有博士學位者初估約為30%，意旨約有70%的潛在博士學位生

源，此外還有大量未具備博碩士學位之學生源等待開發。因此期望能透過課程的開

辦、建構來累積經驗與實力後，在不久的未來本校能正式開辦觀光餐旅全英碩博士

專班，使高餐大成為餐旅教育的先驅。

NKUHT′s International Doctor & Master Program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now offering classes!

４

▲Professor Marianna Sigala授課現場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授課博碩士
課程課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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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際觀光餐旅全英授課博碩士課程正熱烈展開，截稿為止已開的課程為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授課日期7月15到21日，授課教

師為來自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的Professor Marianna Sigala。第2位教授

是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Alastair Morrison ， 來 自 Purdue

University，其開設的課程為「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ing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授課日期為7月17日到8月1日。課程相當豐富與充實，歡迎各

位師長、先進若有興趣都非常歡迎報名參加！

５

(接續上一版)

校內師長與老師合
影紀念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Alastair Morrison

授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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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Internships are well underway for NKUHT 3rd year students—including for

the study+work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e first and largest of these

programs for the 2017-2018 academic year is at Humber College: 33 NKUHT

students arrived in Toronto on July 8th.

Susan Somerville, Dean of the School of Hospitality, Recreation and

Tourism (HRT) at Humber College, and Judy Hebner, Program Coordinator for

Study Abroad and Curriculum in HRT, extended a warm Canadian welcome to

the NKUHT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urrent group of students, a total of 322 NKUHT students

have taken part in the Humber program since 2006, making this study+work

program one of the longest-lasting and most vibrant partnerships that

NKUHT has.

6▲NKUHT students at the Taoyuan airport

NKUHT students to Humber (July 2017)

▲At Humber & around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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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group of 33 students are starting their 14 month adventure

studying abroad with Humber's Summer Language program (SLP), a special

five-week program, courtesy of the School of HRT, which is lead by Humber's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The SLP provides our studen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udy with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Judy Hebner explains, adding that “this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English skills provides the NKUHT students with a foundation

for success during their two semesters of study and summer internship in

Canada's hospitality industry. Our students are able to explore Toronto's great

attractions and venues through the many SLP planned excursions and make

life-long friends during the program!”

7▲At Humber & around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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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高餐大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劉子豪同學於礁溪老爺酒店實習

8

榮獲【2017臺灣服務業大評鑑】飯店業(休閒度假)業類服務尖兵獎

NKUHT′s student Liu, Tzu-Hao, intern at the Hotel Royal Chiaohsi, won the 
best hotel service award at THE BEST SERVICE IN TAIWAN 2017 competition

高餐大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劉子豪同學為本校三年級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並

赴礁溪老爺酒店進行實習。劉生於實習階段表現優異，因此榮獲【2017臺灣服務業

大評鑑】飯店業(休閒度假)業類服務尖兵獎，該獎於2017年6月27日假台北寒舍艾

美酒店舉行之2017 臺灣服務業大評鑑頒獎典禮中進行頒發！

劉生在飯店實習的過程中，表現優異，精準的展現出老爺酒店的品牌核心價

值，以及不同分店、相同品牌之服務品質保證性。劉生之所以會獲獎，是因自2016

年11月起，工商時報即委託「柯南公司」執行神秘客調查與抽查，在秘密訪查過程

中，劉子豪同學對服務的客人，展現出餐旅服務的重要精神，「耐心、熱忱」；劉

生獲獎評語中提到：「劉服務員態度熱忱常保親切笑容，耐心協助顧客需求，主動

維護設施，以良好互動傳達公司顧客至上的服務理念」。對於此次獲得【2017臺灣

服務業大評鑑】飯店業(休閒度假)業類服務尖兵獎，劉子豪同學也表示能代表礁溪

老爺酒店獲獎是他作夢都想不到的事情，非常感謝實習單位礁溪老爺酒店的提攜。

他知道有服務業大評鑑，但他也是以平常心表現出餐旅服務業的服務品質，耐心用

心，並保持笑容的接待每一位貴賓，直到最後確定獲獎後才感覺過去的努力是值得

的，並謙虛表示礁溪老爺酒店裡同樣有許多前輩、同仁亦非常優秀，他只是其中被

觀察到的一員，其他礁溪老爺酒店的員工也和他一樣具有相同服務專業與水平。

劉子豪同學不僅將高餐大所學與其專業合而為一，也同時將實習服務單位 礁溪

老爺酒店的企業品牌精神內化至其身，真是相當令人讚賞，全校師生於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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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高餐人氣教授蘇國垚講座 智慧問話提供超暖心服務

2017-07-20［記者黃福鎮高雄報導］

高雄餐旅大學人氣教師蘇國垚最近應邀商研院「進化服務」經營實學講座，現

場座無虛席。蘇國垚表示，當客戶的期待與商品特色能夠緊密結合就是好的服務，

而智慧問話提供超暖心服務，達到「進化服務」目標。

蘇國垚於演講時分享自己日前搭機的經驗表示，由於轉機的關係，在飛機上早

餐已下肚了二回，但他只吃了優格及水果，細心的空服員留意到他的早點主餐都沒

有動，於是主動趨前詢問，對談之間「她做對了三件事情。」空服員詢問：「蘇先

生，請問餐點不合您的口味嗎？我幫您換成蛋好嗎？」蘇國垚說明，第一：空服員

稱呼我的姓氏、第二：用同理心詢問，第三：主動提出另一種選項提供選擇，其實

這些就是服務業的智慧問話。

蘇國垚再舉例說，在飯店裡頭，當你明明知道面前這位顧客是陸客，上午問安

時該怎麼說？應該『用「早安、早上好」同時問好，讓對方明白，你正用「台灣最

美的風景」的服務態度提供對方最家鄉味的問候方式。

蘇國垚在會中與學員們互動時也表示，其實在服務業裡頭沒有所謂的「澳客」

只有難服務的客人，不理性的顧客當然會有，但比例非常低，依照通路業者指出，

想要藉著客訴來佔便宜的顧客只有百分之二，業者何苦為了百分之二不理性的顧客

而讓百分之百的客人不滿意？最後，蘇國垚分享指出，服務業並不像製造業有標準

作業流程可遵循，同樣的事遇到不同的人，只能憑臨場反應或經驗去判斷該怎麼

做，沒有標準答案。而感動人心的服務，不只是標準化的SOP，且是貼心靈活互動

的服務，這就是進化服務的真諦。

資料來源: 
http://www.taiwantimes.com.tw/ncon.php?num=13263page=ncon.php

Professor Patrick Su from NKUHT gives outstanding lecture on providing the 
best service in hospitality

9

圖：記者黃福鎮攝
(右二:蘇國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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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高餐大大手攜小手 客家餐飲外燴實習初體驗

2017-07-18［記者黃福鎮高雄報導］

高雄餐旅大學七月中在臺北客家主題公園舉辦客家創新美食嘉年華成果發表會

暨青年客家餐廳外燴實習初體驗，介紹十五家臺北客家美食餐廳及三十道客家創新

料理，並由高餐大學生帶領高中職生參與客家餐廳外燴實習初體驗，現場香味四

溢，熱鬧滾滾。

客家料理一向具有鹹香風味，客家常用特色烹調技法，如蒸煮、炒、炆、封、

釀等，成就客家在地餐飲特色，其中又以「四炆四炒」最具代表性 。高餐大產學營

運總中心主任曾裕琇及中餐廚藝系金牌主廚教授陳嘉謨率領學生團隊針對現代人飲

食習慣，以客家常用特色烹調技法，應用客家在地特色食材，融合客家飲食文化精

神創新研發傳統客家菜色，讓客家料理具有臺北客家飲食風味並兼健康飲食風。

此次高餐大研發共有三十道客家創新料理，成果發表會當天呈現十全十美創新

客家料理，吸引現場來賓的目光。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曾年有主委與金牌主

廚陳嘉謨教授並聯手帶領高餐大實習學生大秀廚藝現場示範「金桔鹹酸甜」客家料

理，讓賓客大開眼界。

曾裕琇表示，這次高餐大規劃外燴實習體驗客家文化，包括烹調技術、外燴分

菜服務、示範教學服務、展場清潔服務以及成果展示區設計及導覽解說等共五部

分，讓來自育達高職、開平餐飲學校及松山商職等實習學生，體驗到客家人克勤克

儉，食物不浪費的料理精神。另外，外燴實習要學習忍受大熱天，還需帶著微笑及

專業態度服務消費者，餐廳業者則分享經營理念及餐飲技巧，可讓學生從中學到更

多的實務經驗，期培育出更多客家美食人才。

資料來
源:http://
www.tai
wantime
s.com.tw
/ncon.ph
p?num=
13204pa
ge=ncon
.php

NKUHT's team directs the first intern experience of Hakka catering

10

▲高餐大金牌主廚陳嘉謨、主委曾
年有攜高餐同學（左起）聯手示範
客家料理。／高餐大提供▲北市松山商職客家料理外燴實習學生用心打菜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