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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公告
☞餐旅群科中心新課綱實習科目遊程規劃實務研習
研習時間與地點：
第 1 場(線上操作)：108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假新北市立淡水商工圖書館 3 樓電腦教室辦理
第 1 場(實地導覽)：108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20 分
假新北市地區辦理
第 2 場(線上操作)：10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假國立臺南高商電腦教室 4 辦理
第 2 場(實地導覽)：108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20 分。
假屏東地區辦理
報名對象及方式：全國餐旅群學校餐飲及觀光科(學程)相關課程之專任教師，2 場次
研習請各校擇 1 報名，2 場次每校限 1 名參加，每場次需全程參與線上操作與實地
導覽之課程，各計 30 名，兩場合計 60 名。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
（http://www3.inservice.edu.tw），課程代碼：第 1 場：2640247；第 2 場：2640252。
注意事項：本次研習中實地導覽課程須全程搭乘本中心安排之交通車切勿自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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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群科中心新課綱實習科目遊程規劃實務研習
研習時間與地點：
1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一)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星期三)，共 3 天，假金門地區辦理。
報名對象及方式：
全國餐旅群學校餐飲及觀光科(學程)相關課程之專任教師，由學校推派每校限 1 名
教師共計 30 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
（http://www3.inservice.edu.tw），課程代碼：2639684。
注意事項：
(一) 出列席人員給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往返差旅費由各服務單位按相關規定報支
(二) 因本次研習於離島地區辦理，錄取資格審核通過後請提早自行訂購來回機票。
(三) 本次研習須全程搭乘本中心安排之交通車，切勿自行行動。
(四) 因本次研習餐食無法提供素食且含牛肉特色餐，請依個人情況斟酌報名參加。
(五) 住宿代訂資訊（需自費）
：雙人房 3,800 元/每人/兩日
(住宿費 1,900 元/每人/每日，無提供單日訂房及單人房、眷屬同住之服務)。
(1)一經登記住宿後若無故取消，將列入考核，請審慎決定。
(2)若無指定床位，將統一由群科中心代為安排，如有其他需求，請於報名時註明
並來電告知。除特殊狀況外，研習期間恕不受理住宿異動事宜。
(六) 如有身體不適請自備個人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防蚊蟲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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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 50 家婚禮企業響應婚姻平權

同婚通過估計可帶來 29 億產值

台灣同婚合法化倒數計時中，而全台有 50 家婚禮相關業者加入響應支持婚姻平權，據經濟部
統計台灣每對新人平均花費 74.5 萬元結婚，而截至 2018 年底全台有 3951 對同性伴侶已完成註
記，「婚姻平權大平台」估計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後，可望為台灣婚禮市場帶來高達 29 億的產
值。
此次響應支持婚姻平權的婚禮相關企業與商家，共計 50 間，橫跨餐飲婚宴、婚紗造型、婚禮
顧問、婚禮攝影和花藝喜餅及禮品珠寶等不同產業，其中包含由賈永婕創辦的頂級婚紗品牌 C.H
WEDDING 經典婚紗、高雄知名婚宴會館的高雄林皇宮婚顧團隊、五星級高級飯店的新竹國賓大
飯店、台灣本土知名精釀啤酒品牌金色三麥等，齊送祝福給即將步入禮堂的同志新人。
在台南已在地經營近 40 年的百聯珠寶鑽石銀樓也表示，同志朋友想買婚戒或是黃金飾品給另
一半，儘管來我們店裡消費，「直接說是小老闆的朋友，都可以為您服務！」顯示不只新興的婚禮
產業支持踴躍，傳統銀樓也很期待婚姻平權後的新市場。
而集結眾多婚禮產業相關商家的線上婚禮平台「結婚吧」，營運主管林俊吉也表示，「結婚
吧」力挺婚姻平權，堅信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更希望透過平台的力量表達擁抱多元、尊
重差異、凝聚愛的重要價值觀。
這些婚禮相關企業和商家都一致認為，愛情應該是平等的，希望獻給所有相愛的佳偶最美的
祝福。婚姻平權大平台的公關經理李政翰表示，很認同之前蘇院長所提，所有的同志新人都和大
家一樣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同時我們也堅信，婚姻不要一國兩制，期待行政院版本的法案通過
後，眾人可以一起見證台灣的同性佳偶們對彼此的愛，並一起祝福每一對願意互許終生的新人。
「幸福沒有不同，婚姻一起加油！」
目前同婚專法 3 案皆逕付二讀，分別為挺同方支持的行政院版、反同方國民黨立委賴士葆和
民進黨立委林岱樺提出的版本。其中林岱樺立委提出的版本 5 月 3 日逕付二讀，號稱是綜合行政
院版、幸福盟版本內容做修正，包括把政院版中的「同性婚姻」用詞改為「同性結合」，另設置
「防偽條款」防止假結婚，也建議不開放繼親收養，改採「約定共同監護制」等，卻遭挺同方批
評為「假友善專法」，不顧同志家庭下一代的權益。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受訪表示，所有案子都
會「平行」處理，「524 前一定要通過，這是沒辦法迴避的」。
2019.05.06 ETtoday 生活 | 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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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金牌標章台灣自釀埔桃酒 巴黎首辦品酒會
台灣生產的埔桃酒今年在法國舉辦的世界酒類競賽中獲得金牌肯定，因產量稀少，供不應求，無
法大批外銷，但仍在巴黎首辦品酒會，讓法國專業人士有機會瞭解台灣自釀葡萄酒。
埔桃酒是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助理教授陳千浩與台中的樹生酒莊洪吉倍父子合作十多年的成果，以
日本葡萄酒之父川上善兵衛發表的雜交品種「黑后」及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培育
的「金香」釀製，克服台灣濕熱氣候，採熱熟成方式，在橡木桶內熟成至少 5 年，試驗多年終獲
成功，成品果香馥郁，適合搭配甜點。
今年 3 月，法國釀酒師公會（Union des Oenologues de France）依據國際葡萄與葡萄酒組織
（OIV）規範，舉辦第 25 屆巴黎世界酒類競賽（Vinalies Internationales），有 45 國、3340 款葡萄
酒接受評比，埔桃酒獲得金牌標章。
駐法代表處今天舉辦品酒會，在駐法代表吳志中引言下，由陳千浩向媒體及美食美酒專業人士詳
細介紹埔桃酒，搭配由米其林 3 星名廚勒斯奎（Christian Le Squer）推薦的巧克力堅果塔。
除了酒本身獲得金牌標章肯定之外，埔桃酒酒桶也有他用，陳千浩與蘇格蘭知名威士忌酒商合
作，以埔桃酒酒桶釀造稀有威士忌，也以高價售出。
埔桃酒研發完成後，陳千浩曾給法國名廚布哈（Michel Bras）餐廳侍酒師品嘗過，對方後來向陳
千浩買了 48 瓶。
陳千浩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樹生酒莊每年釀造 50 桶埔桃酒，經過 5 年熟成，酒液會揮發一
半，產量相當於只有 7500 瓶，成本很高，供不應求，目前接到的訂單「未來 3、5 年都不夠賣」。
也因此，埔桃酒雖在法國獲得金牌標章、受專業人士肯定，但並未正式外銷到法國，這次在巴黎
舉辦品酒會，並非以銷售為目的，有首度在巴黎與法國人分享台灣自產葡萄酒的意義。
陳千浩說，埔桃酒生產已經穩定，他接下來還有其他計畫，包括採用特殊釀造方式生產不甜的佐
餐紅酒，以及在新酒廠釀造台灣燒酒。
他解釋，日本九州以南以芋燒酌聞名，原料為蕃薯，沖繩也有極具代表性的泡盛，以米製成，這
些酒也可以橡木桶熟成。台灣同樣盛產蕃薯及米，他近年在日本學習釀酒技術，加上一些法國元
素，用埔桃酒木桶熟成，相信可做出與日本不同風格的酒，又有助於解決稻米生產過剩問題。
2019.05.07 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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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區
☞是誰在阻礙台灣高教競爭力？
教育是國力的根本。然而，以我擔任台科大校長這些年的經驗，發現一個很弔詭的現象，那
就是台灣政府各部會除了教育部以外，沒有人真正關心教育。這也就罷了，更多時候反而處處設
限。
再這樣下去，比起鄰近國家，可預期台灣的發展絕對會每況愈下。（延伸閱讀：前台大代理校
長郭大維：不投資一流大學，怎麼會有一流國家？）
在教育部之外，其他部會對學校應該盡力給予支持與協助，但我們在教育現場看到的卻是，
除了科技部，其他部會幾乎不會為學校著想，讓學校感到被壓迫。以我所處的大學這個層級為
例，狀況又特別嚴重。
期待能透過與教育圈外的民眾對話，談談這幾年各部會對於大學的荒謬限制，一起思考我們
的出路。
勞基法障礙，首先，關於勞動部與衛福部對大學的限制，大家應該有耳聞「TA 納保」議題。
今年開始，勞動部規定所有大學的 TA（教學助理）全部視為勞工，必須納保。原本 TA 與老
師的師生關係，馬上變成勞資關係。兼任 TA 每月大約領 4000 至 8000 元，但納保後，國立大學
就必須依法雇用 3%的身心障礙員工。
我們台科大原來約有 600 位兼任 TA，其 3%就是 18 位，但全校身障研究生總數只有 5 名，
其中願意擔任 TA 的研究生更少。因此，我們要不是花錢去聘雇外面的人擔任 TA，就是要繳交罰
款。這是近兩年許多國立大學校長的頭號煩惱，但始終無法解決。
我們走投無路，只好將原來 600 位 TA 縮減至不到 200 位，但明年一定要想辦法增到 400
位。這當然嚴重影響教學品質，也讓原本許多能做 TA 的研究生沒辦法賺取生活費，真是兩敗俱
傷。
公共工程法規障礙，其次是公共工程法規對國立大學的限制。
十幾年前，台科大透過都市計劃變更，於竹北爭取到約 20 公頃的校地。折騰許久，至今僅完
成一棟校舍建築。在過程中，縣政府因為等不及，乾脆在前年將土地的一半，租給私立的中國醫
藥大學蓋醫院。這座醫院已於去年底完工並開始營運。
或許有讀者會好奇，同樣都是大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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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台灣的法規對國立大學限制過多，蓋建築物需要經過非常耗時的程序。以一億至十億
的興建案為例，其可行性分析，就要經過校內三個委員會審查，復經教育部二至四次書面審查，
核定後才能開始設計作業，這就要先花一年以上的時間。
基本設計完成後，再送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平均要二至三次，最後要再通過地方政府都審
及建造申請，加上招標等過程，還要再花一年以上的時間。
一年一年又一年，一所國立大學要蓋一棟大樓，快的話要先耗上二至三年後才能動工，屆時
環境與需求可能都改變了。對比中國、新加坡，台灣頂尖大學的建設速度這麼慢，怎麼在國際競
賽中與人拚搏？
另一個與校舍建築相關的例子，是歷史建築的議題，相關部會可能是文化部或地方政府文化
局。
現在在台灣，指定歷史建築的標準相對寬鬆，一旦受到指定，開發就受影響。台科大的校地
上就有七、八戶房舍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不僅原規劃的學生活動場域須調整，空間使用率大打折
扣，另一塊土地並無任何歷史建築，但因全區的文資身分，無法進行改建。
台大鹿鳴堂案也是一樣的情況，這棟 52 年的建築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導致旁邊已經蓋好的
「卓越聯合大樓」必須重新進行環評，學校必須花費很多額外的時間和成本來處理。
產學合作障礙，財政部近期關於大學產學合作的課稅解釋，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今年一月起，大學無論是技轉、智財運用、創新育成都要課稅，尤其是廢止了大學與民間產
學合作免稅的函釋，更衍生出是否追溯補稅的問題。令我們大學經營者不解的是，政府總說要鼓
勵大學產學合作、商品化，現在又新增高額的稅款。（延伸閱讀：政府想拚產業轉型？必須先改產
學合作！）
如今因為免稅合作研發的誘因消失，大學校長們很擔心業界許多計劃不願意和大學繼續合作。
上述這些問題，我們幾位大學校長曾找過政府高層和立委、監委，卻都無法解決，讓我們對
高教議題不受政府重視，有很深刻的感觸。
大學的成敗對國家前途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台灣的大學裡有一群博士級的教授們在默默地耕
耘和守護，但大學在我們國家社會眼中到底是什麼？要求身障員工比例的時候，它是公務機關，
要課稅的時候，它又變成營業單位，定位標準莫衷一是。
在我眼裡，大學是透過傳遞知識、創造知識與運用知識之方式，培育社會所需人才，協助企
業創新研發，並推動國家社會進步的特殊機構，它值得有一部比現在的「大學法」更沉謀研慮、
彈性靈活的法規來規範。教育行政首長也應該有更大的權力，協助大學擺脫各部會不合理的束
縛。
如此一來，台灣高教才能發揮所長，為我們的下一代供應走向世界的能量。2019.05.20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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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108 年相關競賽日程
競賽名稱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寄發准考證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108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日期
108.03.27(三)
108.05.04(六)~05.05(日)
108.05.09(四)~05.11(六)

☞108 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各科試題與參考答案公告

共同科目

餐旅群

科目

試題

公告答案

國文科

試題

答案

英文科

試題

答案

數學科-數學(B)

試題

答案

專業科目(一)

試題

答案

專業科目(二)

試題

答案

更多消息請見餐旅群科中心資訊網(http://shcedu.blogspot.tw/)及
Facebook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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