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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餐旅之光!高餐大取得
2020APacCHRIE年會主辦權!!
Glor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 Taiwan. NKUHT Team Wins Bid
to Host 2020 APacCHRIE in Kaohsiung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於2017年5月31日於印尼峇里島索菲特尼莎杜阿海灘度假村
(Sofitel Nusa Dua)參加2020年亞太區最大的餐廳、旅館、休閒、遊憩教育協會
Asian Pacific Council of Hotel Restaurant Institute Educator(APacCHRIE)舉辦權
選拔會，競爭者均為來自亞洲餐旅學界享譽盛名的大學，大家無不卯足全力爭取這
難能可貴的主辦機會，不只行銷自己的學校、專業，也同時讓世界看見主辦地的風
采。高餐大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實至名歸取得2020年APacCHRIE於高雄之
主辦權!!
這場2020年APacCHRIE的選拔會由高餐大林玥秀校長率隊、並由本校餐旅學
院餐旅暨會展行銷學系吳繼文教授指導，由行銷系大二同學總召集人鄭夙吟同學與
活動組曹維同學擔綱簡報，雖面對來自40個國家地區、50位代表，2人毫不怯場，
直接面對評審進行專業之簡報，會後成功以台灣多元族群文化融合、高雄港市合
一，以及全程由學生執行的特色，獲得評審青睞。
本次的APacCHRIE主辦權競標團隊均是由本校行銷系學生自主組織競標團隊，
自行分組分工以6週的時間對相關機構尋求資源挹注，其中得到交通部觀光局、經
濟部外貿協會和高雄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並於5/24中午由本校餐旅學院徐立偉院長
依邀標書規定發出。在總召集人鄭夙吟同學與活動組曹維同學的精采簡報下，收到
豐碩成果，為實務操作與理論學習互相印證的最佳範例，亦為台灣餐旅教育界爭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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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餐大圖書館看到的飲食風景
--益品書屋巡迴第一站-餐飲圖書在高餐大 展開美食閱讀的盛宴

See Food & Beverage Landscapes at NKUHT Library: First Stop of EP BOOKS
Food & Beverage Books Tour--Start Reading Gourmet Books
「益品書屋巡迴書展」以培育餐旅精英搖籃的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做為巡迴第一
站!「餐飲」是益品書屋主要藏書類別之一，創辦人戴勝益為鼓勵學生對餐飲閱讀產
生興趣，於今年6月啟動巡迴書展，主題為「餐飲翻轉孩子的未來」，首站即從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出發。戴勝益董事長更於活動前一天便已來高餐大與青年學子見面
與互動，並給高餐大師生一場受益良多的精彩演講！高餐大圖資館此次配合書展，
選在館內典藏「中文廚藝觀光圖書專區」的四樓，以人文、科學、在地與國際為核
心，規劃「圖書館的飲食風景」主題書區，展覽時間從106年6月7日開始至23日
止。

▲益品書屋貴賓及校內師長一同進行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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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今日「益品書屋巡迴書展」
活動由高餐大林玥秀校長進行開
場致詞，首先感謝戴董事長選擇
高餐大作為第一站，造福高雄在
地鄉親以及青年學子，讓大家重
新喜愛上閱讀；戴董事長在場亦
暢談其對於益品書屋的經營理
念，他認為一個人要把事業做好
必須要焦點經營，把一件事做好
就已經很棒了， 他認為閱讀能夠

▲林玥秀校長進行開場致詞

幫助人們成長，尤其是青年學子更要愛上閱讀，益品書屋提供這個環境便是要讓人
們在舒適的環境中愛上閱讀！本校圖書館劉聰仁館長也充分介紹本次協助策展的心
得，本校圖書館承接這次「益品書屋巡迴書展」，也讓社會大眾感受到高餐大支持
閱讀好書的理念，透過主題式圖書介紹也讓讀者了解館藏資源，一舉數得。

戴勝益董事長自王品退休
後設立益品書屋推廣閱讀，雖
然他已經離開餐飲產業，但仍
希望藉由推廣閱讀，傳達他對
餐飲的興趣與熱愛，書屋提供
城市閱讀的角落，選書的對象
是社會大眾，並以四項重點為
主:精裝本、封面吸引人、照片
多於文字，以及在Google上較
難找到的經典好書，讀者僅需
支付入場費100元，即可至益
品書屋隨意看書、喝飲料，愛
▲戴勝益董事長

待多久就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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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高餐大圖書館主要任務在支
援師生的學習、教學與研究，配
合學校人文化、專業化、企業化
及國際化的辦學理念，館藏發展
以觀光及餐飲類書為核心，因此
在民國100年館舍擴建時，將4
樓規劃為中文觀光廚藝圖書專
區，配合此次巡迴書展，圖書館
整理歷年本校出版的餐飲圖書，
▲戴勝益董事長愛書書分享

打造一座「廚。藝文學牆」，並

從館藏中選出以《飲食》為主軸，呈現其在「人文」、「科學」、「在地」與「國
際」等面向的館藏展示，這些專業圖書外借率較高，故主題選書僅是表現飲食風景
的館藏分布，提供按圖索驥的提醒，讀者或可從選書梗概看見相關知識的演繹，以
及主題館藏環環相扣的關聯性。
書店、書屋或是圖書館都是
提供圖書的地方，但是服務對
象、經營理念，及所著重的方向
卻不盡相同，即便如此，推廣閱
讀的核心價值是一致的。近年來
大家逐漸意識到，閱讀能提升人
的品質，也是國家重要軟實力的
根源，但是閱讀不單是一個人看
著一本書，而是人與書相遇、感
動與內化的過程，書屋在城市中
能提供靜心閱讀的角落， 圖書館

▲打造好書分享的空間

則可從其豐富的館藏，提供知識理念的重整，館員其實能成為串起書與讀者的重要
橋樑。這次益品書屋在高餐大圖書館的展覽，可以從各個角度看到餐飲圖書的多元
面向，更能呈現大家重視閱讀、追求美好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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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原住民族學資中心 多功能活動中心揭牌啟用
Indigenous Peoples′ Student Resource Center Opens at Designated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y Center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學務長賴正全、高市原民會主秘白樣‧伊斯理
鍛、高雄區原住民就業服務督導林慶華、市議員俄鄧‧殷艾等人6月15日齊聚高餐大
多功能活動中心，共同揭下紅綵宣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正式掛牌啟用，大仁科
技大學南區原住民族發展中心學務長兼主任邱懋峮、文藻外語大學原資中心主任張
純華、樹德科技大學原資中心執行秘書陳玟瑜等人歡喜見證，原住民學資中心位在
社團活動中心1、2樓及多功能活動中心B1展藝廳等地，規劃行政辦公室、原住民文
化交流集會所、大型活動聚會場等設施，同步安排課業、職涯輔導服務與開辦原民
相關教育課程，協助原民生適應在校生活，深入認識原民歷史文化，提升未來就業
競爭力。
高餐大原資中心除將結
合餐旅相關科系，朝觀光專
業、飲食文化特色、文創產
業三大方向發展，另引進廚
藝學院布農族周建華等專業
師資，開辦原住民族創意美
食輔導課程，期能紮根本土
放眼國際。圖與文／鮮週報
記者高培德報導

資料來源:
https://freshweekly.t
w/?pn=vw&id=99w9
04191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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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愛心服務
高餐大國際觀光學程再訪樂仁啟智中心

Caring for and Serving Vulnerable Groups. Revisiting the Leren Center by the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Tourism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NKUHT

社會責任意識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如何透過學習培養大學生具備使命
與擔當意識，以建立其社會責任感。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學程秉持這樣的精
神，於去年開始，每學期固定關懷學校附近的樂仁啟智中心，透過大學生熱情活潑
的精神，將歡樂的氣息帶給他們。昨日仍延續此精神，學程二年級的學生再次到樂
仁啟智中心，與身、心障礙人士一同玩樂。
透過會議展覽規劃與實作課程，由紐西蘭籍顧麥克老師帶領著國際觀光二年級
的同學、以及加拿大與泰國的交換生，由學期初即開始規劃此次的活動。樂仁啟智
中心共有113位的身心障礙人士，在這113人當中有將近40種不同的症狀，國觀學
程的學生們必須以不一樣的方式去服務及面對不一樣症狀的人。由於這些身心障礙
人士不善於表達及溝通，所以必須靠學生們的努力觀察加上肢體語言方可進行溝
通。

▲現場進行了不同的小遊戲及音樂動跳等有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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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在此次活動規劃，國觀學程的學生與這113位身心障礙人士一起進行了不同的
小遊戲及音樂動跳等有趣的活動，活動結束時看著他們臉上滿足的笑容讓國觀學程
的學生十分感動，同時也發放小餐盒與大家一起同樂，國觀學程的學生亦捐贈過去
一學期透過各種活動辦理的募款約3900元捐贈於該中心。最後，樂仁啟智中心劉俊
賢主任不只感激國觀學程同學的付出亦提到，希望日後有機會的話，能與高餐大國
際觀光學程長期繼續合作，並辦理不同類型的活動。
國觀學程顧麥克老師表示，此次活動的辦理可以讓大學生深化其社會責任意識
並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引導他們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熱忱關愛他人，透過活動的規
劃，也可培養團隊意識和責任心。另外負責活動規會的學生黃岱琦表示，這是一個
很棒的活動及經驗，並從中學到很多生活當中或許見過，但卻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的
問題，有些人可能對於身心障礙人士感到很陌生，但最終能讓這113位身心障礙人
士留下美好及難忘的回憶，看著他們臉上滿足的笑容，覺得十分欣慰，也希望下次
能再有機會能跟學弟妹們再訪樂仁。

▲與樂仁啟智中心同學合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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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UHT Toastmasters Shine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is a nonprofit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has been recognized globally as a
leader in promoting public speaking
and leadership skills since 1905. There
are over 373,000 members in more
than 15,660 clubs across 142 countries,
with 177 clubs in Taiwan. Taiwan
To a s t m a s t e r s h e l d i t s S p r i n g
Conference in Tainan this year from

▲NKUHT′s student ambassadors getting
certificates of recognition at the Spring Conference

April 29-30 to select a champion to represent Taiwan in the annual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be held in Canada this August.

NKUHT Toastmasters
sent 17 members to act
as service ambassadors
to assist in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Spring
Conference. The NKUHT
TM ambassadors,
▲NKUHT′s student ambassadors getting certificates of
recognition at the Spring Conference

wearing their NKUHT
uniforms, received

recognition and praise for being the best conference ambassadors in recent
memory. The NKUHT TM ambassadors showed off their hospitality spirit and
shined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bringing a spotlight on the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NKUH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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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Mary Tsao, NKUHT TM Vice-President for Education, became
the first NKUHT TM club member to ever represent the Kaohsiung/Pingtung
Division of Taiwan Toastmasters in the Spring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peech Contest by beating out champions from 17 other clubs. While Mary
did not win the final contest, she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showed
Toastmaster members from all over Taiwan just how strong a club NKUHT TM
is.

▲NKUHT TM Club President, Philip Li was ▲NKUHT′s students taking a break from their ambassador
duties and having some fun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TM
speaking at the Spring Conference
members during the Spring Conference

Finally, NKUHT TM celebrated its 4th anniversary on May 4th with many
experienced Toastmasters from clubs from all over Kaohsiung and Pingtung
in attendance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he NKUHT club and the excellent
work the NKUHT TM club members performed at the Spring Conference.
NKUHT TM has had a great start to 2017, and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for the
club and its members!

Group photo
from the 4th
Anniversary
Meeting of the
NKUHT TM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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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亞太餐旅教育研討會大學旅館經營競賽
高餐大團隊奪得冠軍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Champions! NKUHT Team Won
APacCHRIE University Challenge 2017

2017 APacCHRIE亞太餐旅教育研討會於
今年5/31到6/3在印尼峇里島舉行，是亞太餐
旅教育學術界的年度大型研討會盛事，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的師生團隊Taiwan Elite 勇奪
2017大學旅館經營競賽冠軍，該項競賽為美
國RED Global公司贊助舉辦的APacCHRIE
University Challenge 2017，並在大會中將冠軍獎牌頒給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玥秀
校長，為台灣餐旅教育增光。高餐大奪獎的團隊由餐飲管理系劉聰仁教授擔任領隊
指導老師，學生成員包括餐旅研究所管理組王璿惠、旅館管理系楊智麟、王新慧、
吳莉琦共四位學生，於今年一月初組成團隊，經過寒假的集訓以及二月中到四月中
的競賽歷程，在七個國家大學代表隊中脫穎而出，獲得旅館營收管理經營績效最佳
的冠軍團隊殊榮，證明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的學生不僅實作能力強，在旅館經營管理
的商業智慧決策思考能力也是亞太地區餐旅相關大學院校的佼佼者。
這次的競賽系統平台為RED Global公司整合多年來數千家旅館顧問的成果創設
的旅館營收管理模擬系統(REVsim)，全球知名旅館集團及餐旅教育機構均採用此系
統軟體訓練成員的經營管理決策思考能力；這次競賽模擬旅館經營時程長達一年四
季的預估決策，並提供三次團體競標，實際訓練及比賽時間長達八週，團隊必須每
週集體腦力激盪預測下一季的旅館房價、配銷通路、餐飲價格、設施更新、人力成
本與行銷廣告等數據，競賽結果則是依據預測數據模擬產生旅館的平衡計分卡
(Balance Score Card)績效排名，競爭績效包括市場營收面、財務獲利面、顧客滿
意面及員工績效面。比賽時間全程英文訓練與分析討論，對於參賽學生是一大考
驗，學生在得獎心得中提到，「我們很榮幸參與這次亞太餐旅教育學會的線上競賽
活動，在過去兩個月中我們從線上課程、網路會議及模擬軟體中學到許多旅館經營
的實用知識，從開始的低價策略到後期注重市場行銷和員工訓練的經營決策過程，
感謝其他競爭團隊的激勵，讓我們持續成長」。在教育部提出加強大學生數據思考
與國際競爭能力之時，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已經率先跨出一大步，領導我國餐旅教育
邁向新世紀的典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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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路弘教授 榮獲15屆APacCHRIE年會最佳論文獎

15th APacCHRIE Conference ′′Future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Best Paper
Award Presented to Professor Lou-Hon Sun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孫路
弘教授與蔡家芸、邱裕銘兩位研究生共
同參與2017年5月31日~6月3日於印尼
峇里島索菲特尼莎杜阿海灘度假村舉辦
之 【15th Asian Pacific Council of
Hotel Restaurant Institute Educator
(APacCHRIE)】學術研討會。與會者來自
28個國家、共計69所大學、參賽論文多
達300多篇。由孫教授帶領之研究團隊所
發 表 之 Exploring

Over-Service

Behaviors of Taiwan's Five Stars Hotel
Front Office Employees論文，榮獲大會
▲餐旅研究所蔡家芸研究生(左)與
餐旅研究所孫路弘教授合照

最佳論文獎！

孫路弘教授表示，本
論文主要是透過過度服務
之概念，挑戰傳統上顧客
滿意認知源自於業者所提
供的服務能超越顧客期望
之 思 維 。 此 次 獲 得
APacCHRIE大會的最佳論
文獎，展現了本校在餐旅
管理研究領域深受國際學
術界肯定。

▲高餐大林玥秀校長與榮獲15屆APacCHRIE年會
最佳論文獎之餐旅研究所孫路弘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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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泰國TUCC極限廚師挑戰賽
餐旅學院餐旅管理系榮獲八銀九銅

Congratulations to the Department of Food & Beverage Management, Schoo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NKUHT, which Won 8 Silver and 9 Bronze Medalsin the
Thailand Ultimate Chef Challenge 2017

日四技四B 陳伊璿 young chef

銀牌

進四技二A 李宜庭 現場烹調-海鮮 銅牌
日四技一A 林旆伃 現場烹調-鴨肉 銀牌
進四技一A 陳汶軒 現場烹調-海鮮 銅牌
進四技一A 林羿芸 現場烹調-海鮮 銅牌
日四技二A 楊宗穎 現場烹調-豬雞 銀牌
日四技一B 邱明鳳 現場烹調-豬雞 銅牌
夜二技一A 汪奕扉 現場烹調-豬雞 銅牌
日二技一A 王鎮維 現場烹調-豬雞 銅牌
日四技一A 盧冠霖 現場烹調-羊肉 銀牌
日二技一A 聶韻庭 現場烹調-pasta 銅牌
進四技一A 林羿芸 現場烹調-pasta 銅牌
進四技一A 楊鑌哲 現場烹調-pasta 銅牌
日二技一A 王鎮維 現場烹調-pasta 銀牌
日四技一A 林旆伃 現場烹調-pasta 銀牌
進四技一A 范 安 現場烹調-pasta 銀牌
進四技一A 何宥宏 現場烹調-pasta 銀牌
感謝指導老師－賴顧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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