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年 紅豆 

95年 抹茶 

96年 萊姆酒 

96年 優格 

97 年 香蕉牛奶 

97年 (焦糖)布丁牛奶 

98年 藍莓 

98年 提拉米蘇 

99年 蘋果 

99年 榛果咖啡 

100年 花生牛奶 

100年 橙香蜂蜜 

101年 南瓜 

食破天驚 
────────────────────────第七屆食品科學系系學會 



101年度下學期選修課 – 學長姐建議： 

食科一：食物學原理、英語聽講。 

 食物學原理 (黃瑞美老師)：光聽名稱就是一堂值得修的選修、加上老師獨特的授課方式更

是令人印象深刻，藉由每個星期的預報，可以督促自我向上學習的動機，會因為課前沒有

預習，而導致上課速度快有些許跟不上的狀況；自己整理的重點才是屬於自己的東西。但

是這堂課的重點，莫過於老師獨樹一格的教學方式，上課有時還能夠聽音樂、唱首歌，上

了大學不知還有哪堂課這麼常被問問題，增加課堂的師生互動，有些人會覺得煩悶，但實

際上卻是學習勇於回答的能力，無論對錯與否都是個經驗！ 

食科二：乳品學、保健食品之企業經營與管理概論。 

 乳品學： 

(高彩華老師)：講義事先已將 PDF檔型式上傳 ican，要記得去下載！上課則是用 ppt講解，

產品圖片豐富，會與現在市面上的乳製品做連結，讓人看得想馬上去吃！計分方式是期末

考、作業和出席率（點幾次會在第一堂課說明，人比較少的時候要小心了！）上課內容：

冰淇淋、發酵乳、起司和蛋白質製品的組成、種類與製程。考試方式：名詞解釋、問答題

（全部是英文喔！但是問答題老師會先唸一遍題目）（小提醒：產品製程必考；上課老師會

不經意的說出名詞解釋的題目喔！）改考卷方式則是專有名詞寫的出中文名稱就有 1分，

所以一定要好好背專有名詞的中文翻譯，一定要把記得的東西全部寫上去，就一定會有分，

空白的話老師想給分都沒辦法。作業：有時會有隨堂作業，不要遲交一切都有分。 

(陳炳輝老師)：陳炳輝院長上課有條理，步調較為緩慢，因此不用擔心無法理解或講太快

的困擾，而且幾乎沒有作業，因此不會給我們額外的負擔。講義雖多為英文，但重點部分

會畫線並且翻譯給同學了解。每章節一開始將重點抄至黑板並詳細解說，有時還會搭配實

物加深我們的印象。考試方面以英文出題，內容都是上課重點，只要認真念拿高分沒有問

題，但因為乳品學要背的東西很多，建議每次上課回家時就複習當天的上課內容。 

 保健食品之企業經營與管理概論 (張金柱老師)：談吐幽默風趣 上課時會講一些課外補充

與個人經歷，仔細聽課可學到很多東西，蠻推薦選修。上課方式：搭配 ppt的講述形式，

會有不定期點名。上課內容：著重於企業管理、市場與行銷管理，介紹各種簡報、溝通、

面試等技巧，對於未來求職方面蠻有幫助的。考試形式：皆為問答題(5-6題)，老師會先勾

選考試的重點。 

食科三：食品添加物、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新產品研發(學年課)。 
 食品添加物 (郭孟怡老師)：這是一堂雙周上的課，而一次上四小時，雖然說一次上四小時

或許有點累，但每堂課的課程卻不盡相同(101年度課程已改為每周 2堂課)，除了郭孟怡主

任親自授課還會請各種不同講師來多方位的教學，例如:香料香精的認識、修飾澱粉的認識、

各種膠的應用、甜味劑、調味劑......等。也會請不同校友來分享體驗，甚至還有像烘培

課類似的實作，因此這堂課真的是非常多元。而作業部分是分組作業，有時是上課做有時

是下次上課教，不會太刁鑽反而能讓學生們團體共同討論思考。因此不管是在學習上還是

學分上都算是一堂蠻有營養的學分。 

 食品衛生安全與法規 (丘志威、蔡宗佑)：這門課不錯，要考技師的去上吧。 



食科四：畜產品加工、基因改造食品、食品毒物學、食品衛生安全與

法規(三、四年級合開)、分子生物學、包裝與儲藏、細胞生

物學與實驗、食品高分子應用、食品蛋白質體學。 
 畜產品加工(陳政雄老師)：是雄哥和一個外校的(好像在麥當勞上班)老師，一人負責課程

的一半，要看 paper、交期中報告，期末是考試，之前是 open book，不過可能變成考試沒

open book了。 

 基因改造食品(施養志老師)：這個是請一些外校的老師來上，是一些 CAS 或是公家機關的

人來上基因的課，考試很簡單，每個老師大概會講要考些什麼。 

(註：每節老師都不一樣，會簽到點名。) 

 食品毒物學(蕭錫延老師)： 

    因為蕭老師是外校的老師，所以這門課會開在禮拜六，上課時間雖然是 9點-12點，但

老師在課程後半部有要求提早開始上課(大概 8點半左右)，是為了因應大四下畢業考，所

以，課程上會提早結束；那在課程內容方面，大概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課程內容大

概都在聊天；第二部分：開始教導有關食品毒物的理論；第三部分：有點像專題(2人一組，

找 2~3篇毒物學相關論文，然後類似專題的形式上台報告)，基本上，課程就這樣。老師的

會用很多時間談他以前種種，這門課我想最難的是：禮拜六上課以及期末報告。 

    蕭老師是一個老好人，上課的時候，會一直不停將他所知的寫在黑板上，其涉掠甚廣，

所以一個黑板上所已呈現知識的內容不單單只是有關於食品毒物方面，有時老師也會把自

己生活的哲理與人生經驗與大家分享。在課程部分，雖然有時跑題，但專業知識，我想大

家認真上課的話一定能學習到許多，在艱澀的學科內容中加入一些輕鬆的雜談，上課的感

覺如聽說書般輕鬆。而考試部分，期末考試閱讀一篇有關毒物的期刊，然後以口頭報告的

方式在課堂上與大家分享，這樣的模式可以讓自己習慣期刊的閱讀，此外，為了要報告給

大家聽就會更深入的了解單一的主題，報告後老師加入一些自己的見解點評，我認為是上

大四專題前一門很好的練習。 

 分子生物學(謝榮峯老師)：老師已換人，無法提供相關資訊。 

學長姐給食科四建言： 

匿名學姐：我想只要前三年沒有被當的太兇，基本上大四就沒有學分困擾，無論升學或就業我

的看法是，大四是用來充實並提升相關技能的一年，除了系上的課，你還可以依照興趣跨系或

跨院選課來充實自己或累積經驗（例如食科與營養合開的一些課程都很不錯），若是還不清楚

自己未來究竟想做些什麼，那大四這年就會是尋找方向的重要的一年。 

 

 

 

    以上，感謝諸位學長姐給予相關課程的資訊，僅供參考，至於部分課程因為蒐集的困難

而無法提供相關資訊；再次感謝被文書煩死的各位同學及學長姐，因為有你們，才能獲得如

此多的寶貴意見。 

 

 

 



101年度上學期活動 - 制服日、迎新宿營、校慶： 

制服日(十字路口 + 制服趴)： 

 陳佳華<總召>： 

    第一次當總召吼，真的好難喔！完全不知道從何下手欸，制服日當天整個緊張到胃都

要吐出來了，十字路口場控根本太可怕，大概是我這輩子奔跑最久的一天了吧！而且太陽

超大還忘記擦防曬整個黑一圈，不知道學弟妹是否有記得擦防曬，還是也跟我一樣曬成小

黑炭晚上制服趴幸虧主持人很給力，幫了大忙 hold住場面，哈哈！雖然音響出了小問題，

但場面依舊 high，都要被學弟妹的熱情給淹沒了，只可惜我在後面兼職音控，都看不到正

面的表演好難過，我也想看啦！哼哼！但想問大家歌還好聽嘛？！哈哈。 

    制服日結束當天一回到家，立馬攤到椅子上放空三分鐘，心裡 OS：阿...終於結束了！

雖然很累但是覺得很充實，希望學弟妹玩得開心囉，也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的幫忙，讓制服

日能順利舉行圓滿落幕 

 林璟佑：接任活動長職位真的不簡單，從第一個和大一學弟妹接觸的制服趴就馬上接了主

持人的重責大任，雖然沒有做的很完美，但卻也讓我體驗到主持的快感，甚至有時還會自

high過頭，往後活動組一定會盡更大努力弄更精彩表演的，也希望老師、學長姐和學弟妹

們都能支持: ) 

 吳敏綺：這次制服日當主持人真的是緊張又興奮！不過認識了好多學弟妹，發現大家都超

可愛也超嗨。才能讓我們制服趴這麼順利！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再一起嗨！♪(*^^)o∀*∀o(^^*)♪ 

 羅玉如：看見青春洋溢的學弟妹們，都覺得自己老了，光看他們在我的關卡繞圈圈跑就好

累，但也看得很爽 XD。 

 陳昱安：輔大兩萬五千公里長征...個屁之學弟好正，學妹好帥，喔，講反了嗎？ 

 賴宥勳：制服日當天,應該很多學弟妹都被我們欺負，臉上都貼很多痣吧！！讓你們每個人

都醜醜的 XD但是在活動中大家都很開心也很努力再參予！還有感謝大二的熱情隊輔們，之

後活動大家要一起繼續 HIGH唷！YA 

迎新宿營： 

 潘信儒<總召>： 

    這一次宿營應該還算成功，雖然自己這麼說有點心虛，但有學長姐的幫助以及學弟妹

的參與，讓活動變得很完整！ 

    回想起上學期剛接下宿營總召的時候，有些興奮卻更緊張，這是一個大活動，要注意

的細節很多。一開始也不太敢主動與學長姐詢問，反而是學長姐們來關切得多，自己是個

蠻放任的人，進度常常不如預期，讓學長姐們比我們主辦人員還緊張，你/妳們是我們的模

範，期許明年這個時候我們也能夠把這精神延續。對於隊輔們很不好意思，我自己進度盯

得不好卻對你們的要求甚高，就算很棒了還是要在雞蛋裡挑骨頭，甚至宿營當天口氣可能

更是不佳，希望你們別太在意，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學弟妹的參與。 

    文筆不好無法寫出什麼令人動容的文章，但宿營結束的那天晚上真得是熱淚盈眶，數

個月的努力就在最後一刻化為感動淚水。 

 侯婷方<總召>： 

    只能說...身為總召必須要有最厚的臉皮、最強壯的心臟及最好的脾氣，但身為「宿營」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25306788
http://www.facebook.com/la.la.5817


總召…還需要有一份最熱血的精神！！只可惜...我什麼都沒有，可是我卻有最好的夥伴們。

感謝： 

    美宣長(張舒婷)，謝謝你接受我死纏爛打的拜託，營手冊無限循環的圓真是辛苦你了！ 

    活動長(林璟佑)，多虧你幫忙辦黑臉，活動才可以如期完成。 

    隊輔長(陳昱安、羅玉如)，受大家愛戴，和被總召忌妒的程度，就知道你們多成功了！ 

    生活長(林陶鈞、蕭涵尹)，三天所有人的食衣住行一手包辦，真的超厲害！我的八寶粥呢？ 

    總務長(陳娉婷)，算錢算到瘋掉，實在難為你了！ 

    營長(羅靜瑜、李念宇)，一堆雜事有勞你們了！會長大人、副會長大人>”<。 

    營服設計者：角田佐織、林璟佑。 

    文書長(王雅鈺)：神手會議記錄。 

    器材長：曾偉銘、林嘉威。 

    攝影長(楊証諭)：最後一刻全力支持我們，真是義氣相挺。 

    還有其它 14位工作人員及 10位小隊輔們，沒有你們犧牲暑假、花了半年籌備以及三

天賣光所有體力，宿營是無法辦起來的！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總召好夥伴 - 潘信儒。 

 大二小隊輔： 

 余乃琦：雖然在籌備過程很麻煩，時間常常排不定，但是本來沒什麼交集的大家因為宿

營而認識，也變的更好，宿營隊輔雖然不像是去玩，但是讓我們學會了責任感。 

 許哲維：大家初次見面一開始雖然有點小尷尬，但後來大家一起闖關、演戲後彼此都打

成一片真得很開心 XDD。晚會上，練習了幾個月的戲劇跟舞蹈終於可以看看成果，看見大

家的歡笑跟掌聲，真得讓我們覺得...再累，都值了!!!!!!!!!! XDDDD。 

 林靖昊：經過了暑假 3個月的集訓後，小隊輔們將練習成果在宿營 3 天呈現在小隊員面

前，感謝小隊員們 3 天的配合!!!希望每個小隊員們在明年也能抱持這樣的熱忱來競選小

隊輔^_^。(講感性的話特別害羞 XDDDD) 

 廖本軒：三天時間一下就過了，當時景象像是映在眼前；大家最後能攜手闖關合作、共

同生活，很難想像當初彼此的不熟識和陌生，看大家在回程車上都累攤了，讓小隊輔們

感到付出的一切都非常值得，宿營眞的是很棒的回憶，學弟妹們明年換你們囉！加油！！ 

 康寶：這次宿營讓我認識到很多可愛的學弟妹，你們也太有趣了吧！謝謝你們，讓我看

到你們對宿營的熱情^^。小隊輔們...你們真得很可惡!!!也很愛出賣自己人!!!但...你

們真得很罩耶!!!暑假能和你們一起共戰耍智障一起很有事的感覺真的很棒!!!食科系的

每一個人，我超喜歡你們的!! YA 

 呂珈瑩：這次宿營真的好好玩，學長姊表演得很好。雖然過程中有一點小瑕疵，但是這

只會讓整件事情顯得更美好。也認識了好多學弟妹和學長姊，開心!! 

 彭紹宇：從原本的不能參加隊輔到成為隊輔的負責人，謝謝大家願意接納我這個轉系生。

練習過程有時真的覺得煩悶、有時又覺得很好玩，大家一起努力為學弟妹辦活動的感覺

真好。最後看到學弟妹很愛我們，覺得我們表演很好看時我真的很開心，覺得辛苦都值

得。YA明年請繼續錄用我。 

 呂翊華：其實我們跟大一一樣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來這次宿營，期待這次宿營

新的活動，又怕跟自己小隊員處不來、氣氛不夠 high，但最後證明我們想太多了，因為

大一們超棒!!!整個尖叫聲不斷，又聽學長姐們指示。這次宿營是我們最好的回憶，明年

大家是否再來一起參加呢!!  



校慶： 

 韋菁蕙、陳娉婷<總召>： 

    自大一開始，印象中的食科冰淇淋在每年校慶都是滿滿的人龍圍繞，全校在寒冷的天

氣裡仍然不斷討論著那年的冰淇淋口味，再冷的天都要吃上一口傳聞中的美味。 

    今年這次，籌備已久的校慶在細雨綿綿的濕冷天氣中順利的落幕了。身為總召，我們

見證了活動從無到有，從開始到結束。過程中經歷了許多的大小難關，器材、路線到各個

品項......等。幸好一路上有夥伴們一起撐著，及時伸出援手且無條件地支援活動，在最

需要的時候送上及時的協助，那種感動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謝謝一起建造「食落的帝

國」所有的夥伴：）WE ARE A TEAM。 

 江柔杏：這次校慶真是把我給累慘了，一開始的冰淇淋口味其實不是芝麻而是柚子，但是

柚子做出來的冰淇淋會苦，並且怎麼調配都無法把苦味壓下，而且柚子的顏色又和南瓜相

近，所以只能換!!!在顏色上做思考終於想到跳 tone的芝麻，姑且一試發現其實和南瓜蠻

合的，所以最後的口味就決定了 XDDD在校慶當天機器真的很不給面子！我都已經緊張到不

行了，機器還給我結冰不然就是跳電，是想把我逼瘋嗎！？但最後因為有大家的幫忙我還

是順利擠完冰淇淋了，而且我還發現我的技術越來越好囉^ ^。 

 宋妮恩：原本擔心大雨會讓吃冰淇淋的人變少，但看到長長的冰淇淋排隊人潮頓時鬆口氣，

沒想到大雨仍澆不息對食科特殊冰淇淋的熱愛阿！隨著雨勢變大，我們決定提早十分鐘賣

卷。剛開始還好有系祕的幫忙，我們才知道如何快速收錢，謝謝系祕！而賣卷的過程可以

用手忙腳亂來形容，左手收錢、右手找錢和收錢(還要趁空檔吃好吃的熱食)，一個人只有

兩隻手根本不夠用，還好我有我的賣卷拍檔 - 書華，我們合作無間！有的時候我來不及，

書華都會很快速的接；在我突然大放空的時候，都會告訴我要收多少錢或找多少錢，辛苦

囉！也要感謝臨時被我抓來整理錢及引導方向的各位！沒有你們，我們賣卷的過程不可能

那麼順利的。總之，因為有大家的幫助，冰卷的販賣過程很順利，工作人員和當天冒雨前

來捧場的大家都辛苦了！ 

 羅玉如：第一次在雨中發傳單，才知道這個工作有多辛苦、多無奈，雖然我在系友會幫忙，

不能和同學一起工作，卻也見到好多十幾屆以前的學長姐，個個有自己的事業和成就，希

望十年後的我們也能帶著光榮回娘家  

 張舒婷：(1)和總召統整完所有校慶要做的事項之後發現大概有十來項，每項都要做大概四

到七個小時 真是快崩潰了!!!只好快向我的組員求救。(2)其實覺得自己畫畫很醜，所以遇

到海報就都用電腦做，可是我的筆電又沒有繪圖軟體，只好一直跑圖書館，然後圖書館的

電腦一直當機當機當機當機，嗚嗚嗚。(3)YA~~謝謝我的組員:D (4)說好的時間分配還是沒

做好ˊˋ。 

 陳昱安：我的鞋子啪幾啪幾的來，正如你的錢包叮叮咚咚的走，各位的荷包辛苦了，食科

熱賣，風雨無阻。 

 

    感謝系上的參加活動的各位及辛苦的總召和工作人員，使這學期每個活動都能如期且順

利的完成，也同時為今年度的食科系添上一頁多采多姿的篇章；也再次感謝每一位被文書催

稿的大家，因為有你們才能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http://www.facebook.com/la.la.5817
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225137058


系主任 – 勉勵大家的話： 

食科成員大家好： 

這學期轉眼間將進入尾聲，要先謝謝麥茶帶領的系學會，籌畫許多活動，辛苦了。

上個月圓滿落幕的食科年會，謝謝專業可靠的研究生，情義相挺的大四、系學會

和大二同學，可愛乖巧的大一志工，以及完全投入的老師秘書助教們。好感動，

大家如此的支持食科系！不少與會人員都很讚賞我們耶！ 

另外，要告訴大家今年大一同學參加學校沒大沒小服務學習，陪伴偏遠地區的幼

稚園及國小生。他們利用課餘時間和這群小朋友討論繪本，上個月更是到當地與

小朋友相見歡，很受小朋友的喜愛喔。真驕傲，我們食科系有這樣樂於服務的同

學。 

隨著期末的到來，要提醒同學們記得多花時間完成作業和溫習書本。 

 

祝 同學們考試順利，老師助教們身體健康！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郭媽 2012/12/14 

 

101年度下學期 – 行事曆： 
 

二月 02/18 寒假結束、開始上課 

 02/22 春酒 

三月 03/06 食韻獎初賽 

 03/13 食韻獎複賽 

 (暫定) 主任盃 

四月 為期三週 食科周 

 04/15 - 04/19 期中考週 

五月 五月初 選舉下屆學會正、副會長 

 05/22 食科之夜 

六月 06/17 – 06/21 期末考週 

 



 

 

 

101 年 芝麻 

系刊得以完成，在此感謝： 

系上老師與每位同學 及 被文書吵死的大家。 

謝謝你們願意交稿！！ 

 

也在此感謝： 

每次活動辛苦的各位總召大人及幕後工作人員。 

沒有你們，活動將無法精彩呈現、順利結束！ 

 

系刊... 

若有需要改進之處， 

也請大家不吝嗇多給予我們建議。 

我們文書組將會虛心接納並加以改正。 

最後…希望大家給予支持和勉勵！！ 

 

謝謝各位耐心的看完， 

希望大家能喜歡這次的系刊。 

以後，我們仍會繼續努力(催稿)！ 

謝謝大家！！！！！！ 

 

第七屆食品科系系學會 文書組 
2012.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