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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會 議 議 程 

會議名稱:105學年第 2學期畢業班校外參訪驗收檢討會議 

時間：106年 06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六樓國際會議廰 

主席：陳國際長紫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無)                                     紀錄：詹雁茹 

                                          

壹、 主席致詞： 

  各位師長，各位同學還有各位業界的代表大家午安。我們即將開始今天的畢

業班校外參訪驗收的檢討會議，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請我們負責業務的組長及同

仁跟大家作業務報告。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在一開始招標的時候就有說明，所有老師的團費都是由學

校自行吸收，等同出差的任務。按照政府規定，我們是公立學校，除了必須按照

「公務人員出國辦法」撰寫出國報告之外，還需檢附各項表單，所以較以往不同。

目前有些老師還沒有繳交，因為期末了，所以請大家協助盡速繳交，讓我們能夠

順利進行核銷，謝謝大家。 

 

貳、 工作報告： 

  一、工作報告: 

徐伯一組長 

    國際長，還有各位貴賓、老師、同學大家好。今天就是 106學年度第二學年

度畢業班校外參訪的驗收的檢討會議，我們安排了共 27團到校外去參訪，今年

有關老師出團團費的部分，學校特別規劃了將近兩百萬的經費，促進 27團的成

行。因為團數非常的多，所以這邊利用時間進入我們的討論事項。總共目前得標

的廠商有 9家，我們將依照旅行社的排列順序來進行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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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各旅行社出團統計如下表: 

 

 

 

 

 

 

 

參、 討論事項： 
 

【案由一】請各班師生代表協助填寫 105學年度外參訪行程規劃意見調查表。 

 說  明：因今年改由各系依該系特色訂定行程，為了解執行狀況及成果，特此調查 

       以廣納意見。 

 

【案由二】凱旋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17團/日間部四技部國際廚藝學士學程四 A暨日間部四技部國際觀光學士學

程四 A (併團)，帶團人員謝鴻鎮、菊川秀夫老師。 

(二)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17團同意驗收通過。 

 

【案由三】嘉聯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B1團/進修部二技部餐飲管理系二 A，帶團人員陳秀玉老師。 

(二)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得標廠商 9家 團數 共 27團(團別) 

凱旋旅行社 1 A17 

嘉聯旅行社 1 B1 

世邦旅行社 2 A2、A4 

清晨旅行社 3 A10、B2、C1 

元鵬旅行社 3 A1、A23、A25 

東南旅行社 3 A3、A6、A24 

貝迦旅行社 3 A5、A12、A19 

雄獅旅行社 4 A7、A13、A14、A27 

長汎旅行社 7 A8、A9、A11、A15、A16、A18、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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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B1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1.票務中心溝通有缺失，導致航班時間臨時更改，

希望有調整時間的話能夠提早告知。2.有部分老師需要素食餐但亦因與票務中

心的溝通出錯，所以航空公司沒有作調整，導致在飛機上無素食餐可以提供。 

 

【案由四】世邦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2團/日間部四技部旅館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黃啟揚老師。 

(二) A4團/日間部四技部旅館管理系四 C，帶團人員王炳富老師。 

(三)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2團同意驗收通過。 

    (二)  A4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在出發前與學生保持密切聯繫，令學生安心。 

 

【案由五】清晨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10團/日間部四技部烘焙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葉連德老師。 

(二) B2團/進修部二技部旅運管理系二 A，帶團人員顧景昇老師。 

(三) C1團/進修部二技部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二 A，帶團人員劉維群老師。 

(四)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10團同意驗收通過。 

    (二)  B2團同意驗收通過。 

    (三)  C1團同意驗收通過。 

 

【案由六】元鵬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1團/日間部二技部餐飲管理系二 A，帶團人員楊帆老師。 

(二) A23團/進修部四技部旅館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林宜親老師。 



4 
 

(三) A25進修部四技部旅運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黃添丁老師。 

(四)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1團同意驗收通過。 

    (二)  A23團同意驗收通過。 

    (三)  A25團同意驗收通過。 

 

【案由七】東南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3團/日間部四技部旅館管理系四 B，帶團人員謝文欽老師。 

(二) A6團/日間部四技部餐飲管理系四 B，帶團人員賴顧賢老師。 

(三) A24團/進修部四技部餐飲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沈瑞棋老師。 

(四)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3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飯店品質要再慎選。 

    (二)  A6團同意驗收通過。 

    (三)  A24團同意驗收通過。 

 

【案由八】貝迦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5團/日間部四技部餐飲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劉聰仁老師。 

(二) A12團/日間部四技部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陳良進老師。 

(三) A19團/進修部二技部旅館管理系二 A，帶團人員徐立偉老師。 

(四)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5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因學生較吵，建議不要住連通房。可依季節調 

          整餐時變化，並配合亞洲人胃口。 

    (二)  A12團同意驗收通過。 

    (三)  A19團同意驗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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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九】雄獅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7團/日間部四技部中餐廚藝系四 A，帶團人員何建彬老師。 

(二) A13團/日間部四技部休閒暨遊憩管理系四 B，帶團人員蔡欣佑老師。 

(三) A14團/日間部四技部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洪良志老師。 

(四) A27團/進修部四技部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林建雄老師。 

(五)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7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地陪須隨時注意關心學生動向。 

    (二)  A13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餐食部份有待改進。 

    (三)  A14團同意驗收通過。 

    (四)  A27團同意驗收通過。 

    補充：A7團長程車座椅及窗簾毀損，修理費 560歐元，後續要再向歐洲方面確認 

          是否由學生分攤理賠；A14團每人退 500元台幣餐費。 

 

【案由十】長汎旅行社行程檢討。 

 說  明： 

(一) A8團/日間部四技部旅運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孫慶文老師。 

(二) A9團/日間部四技部西餐廚藝系四 A，帶團人員周建華老師。 

(三) A11團/日間部四技部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王穎駿老師。 

(四) A15團/日間部四技部應用英語系四 A，帶團人員林小瑩老師。 

(五) A16團/日間部四技部應用日語系四 A，帶團人員吳岳樺老師。 

(六) A18團/日間部五專部餐飲廚藝科五 A，帶團人員李伯宏老師。 

(七) A26團/進修部四技部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四 A，帶團人員張建緯老師。 

(八) 是否同意驗收通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A8團同意驗收通過。 

    (二)  A9團同意驗收通過。建議：1.餐食部份有待改進，蔬菜比例建議提升，亦 

          希望肉的種類可以平均一點，餐廰選擇建議再調整。部分行程缺少。 



6 
 

    (三)  A11團同意驗收通過。 

    (四)  A15團同意驗收通過。 

    (五)  A16團同意驗收通過。 

    (六)  A18團同意驗收通過。 

    (七)  A26團同意驗收通過。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