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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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椹 

蘋果 

紅豆 

抹茶 

優格 

藍莓 

焦糖布丁 

香蕉牛奶 



 上學期選修課 – 學長姐建議： 

食科二：食品包裝、食品工廠經營品質管制、食品行銷與管理。 

 食品包裝： 

**授課老師：陳政雄老師。 

**上課方式：講義。 

**上課內容：介紹生活中食品的包裝，說明其功能、用途、原理等。 

**作業：尋找用利樂包和新鮮屋的產品包裝並做說明其不同處。 

**考試題型：問答題 10~11題。 

**評分方式：期中 40%、期末 40%、作業 20%。 

 食品工廠經營品質管制： 

**授課老師：楊聰賢老師。 

**上課方式：以投影片為主，配合一些食品工廠相關的影片，如：洗選蛋製作過程、工廠

品管或是食品加工相關的影片。 

**上課內容：主要介紹如何管理工廠的產品品質，以及工廠的規劃、劃分區位，還有 CAS、

HACCP、ISO20000相關法規及內容。 

**作業：食記（三個星期一篇）、規畫工廠人員及原料出入動線。 

**考試題型：解釋名詞與問答題。 

**評分方式：期末 90%、出席 10%。 

 食品行銷與管理： 

**授課老師：王大川老師。 

**上課方式：老師很 free，上課時沒有講義，也沒有特定的主題。老師以聊天方式問同

學們對什麼產品有興趣；可以提問，老師會為大家做講解；老師會和同學們

討論市面上各式各樣的食品行銷與管理，並告知我們不同處。 

**上課內容：食品業者的行銷策略、各產業及各品牌不同的管理與行銷策略之異同、相當

多的品牌故事、建立你對產品銷售的行銷策略之架構、有時候會安排校外參

訪的活動，課程內容非常有趣。 

**考試題型：沒有期中、期末考；要交一份期末報告。 

**評分方式：偶爾會點名，報告的繳交成績很重要。 

食科三：烘焙學(含實驗)、水產加工、新產品研發(學年課)。 
 烘焙學： 

**授課老師：正課：黃瑞美老師。 

實作：詹益淵老師。 

**上課方式：上課準時點名，開始用 PPT授課至 9點後會播放與課程相關影片，九點半後

到四樓進行實作，通常會做到下午一點以後。 

正課：每堂課開始前會詢問每組實做的心得與預習內容，且上課不能吃早餐！(建

議大家早點到教室邊吃早餐邊複習。) 

實做：老師經驗十足，規則不多但都是禁忌請遵守！要注重禮貌。(請大家略帶崇

拜的目光看他他會很高興。) 



**上課內容：上課內容多元，每星期都有作業，是一門相當充實的課程；內容豐富，更可

以體驗到親手做產品的過程，藉由種種與老師的互動可以學到與生命教育相

關的部分，諸如永不放棄與逆境中成長。由於有兩個老師負責課程，學會如

何與老師相處也是一大學習重點。 

**作業： 

1. 預報：每星期交。 

課程前須自行購買一本 A4大小筆記本，預報每次預習課程為烘焙學課本

3~10頁不等，書寫內容以綱目式為主，建議使用不同顏色的筆來做美化歸類。 

2. 影片心得：隔周交。 

根據兩周內看到的影片寫下○1 看到什麼○2 學到什麼○3 看完以後想到的議題，

議題可以天馬行空，重點一定要是個問題，並能讓大家討論。 

3. 小組冒險活動：每一組(4~5人)拍攝 5分鐘有關烘焙學的影片，內容要包含學理

部分。(P.S.一定只能五分鐘，絕對不可超過，否則下次再來。) 

4. 期末報告： 

○1 如果你要開一家烘焙店？須寫下：店名、地段、客群等。 

○2 市售冷凍麵糰之介紹。 

5. 期末心得：分上課與實作兩份，字數不限。 

**考試題型：簡答題。 

範圍是上課內容，學理基本上大同小異，考試也偏向大方向問答。 

**評分方式：相當重視出缺席，遲到、曠課皆會扣總學期分數；有期中、期末考及各項作

業之占分比例。(課程部分：1學分/實作部分：2學分。) 

 水產加工： 

**授課老師：吳清熊老師。 

**上課方式：氣氛還蠻輕鬆地，基本上以 ppt的方式來授課(第一天會發給大家的講義)，

而依照課程的需求，會以實物來幫助課程的講解。有時會以令人印象深刻

的笑話來加深大家對於課程內容的印象。(建議先飽餐後再來上課) 

**上課內容：水產食品的加工過程、方法，以及一些魚類的認識及應用。例如：魚丸的加

工過程及原理。 

**作業：沒有作業。 

**評分方式：上課出席率(簽到單的方式)及考試分數為主。 

**考試題型：問答題。例如：請簡述煙燻製品的加工流程。 

 新產品研發： 

**授課老師：許瀞尹老師。  

**上課方式：PPT上課，並有固定節數的實作，還會有不定期的小型演講和校外參訪！還

有一次實際市場調查。 

**上課內容：產品開發的啟發、要點以及產品實作雙軌教學，老師會分享在業界曾經遇過

的問題及經驗。 

**作業：參觀工廠心得、學期末要寫整學期所有試驗紀錄(計畫、採買過程、未來展望)、

上課心得及建議。 

**評分方式：出席、報告、期末心得及試驗紀錄。 



食科四：食物品評(含實驗)、食用油脂、穀類化學與加工、食品加工

廢棄物之管理與應用。 
 食物品評(含品評學實驗)：研究生+大四學生一起上課。(研究生先選，大四由系秘抽籤！) 

**授課老師：陳政雄老師。 

**上課方式：需要自己印講義，老師用 ppt進行教學。這堂課有四節課，前面的一到兩節，

老師會先講正課，正課與當日實驗有關係，有品評的方法及注意事項，還有

實驗結果統計的計算的部分，正課要認真聽，不然回家寫實驗報告會哭哭的；

上完正課，老師會說明當天的實驗操作，然後就到二樓品評室做實驗唷！有

時候實驗課會在三樓教室大家一起直接進行。 

**上課內容：品評方法及注意事項，如何看實驗結果及計算；讓同學有實際實做的課程。 

**作業：主要是實驗報告，老師會在實驗的講義上給予結果討論的問題，報告要把當日實

驗的數據計算出來，再加上老師的問題！期末的時候有一個團體報告，串連所學

(品評方法、統計等等)，上台小報告，並交書面。我們這屆沒有考期中期末考唷！ 

**評分方式：實驗報告、期末團體報告(口頭及繳交書面)。 

 食用油脂： 

**授課老師：陳炳輝老師。 

**上課方式：講義投影片。 

**上課內容：介紹油脂各種類，各油脂特點物理化學性質，以及提煉油脂方法。(這是大

四很重要的一堂課，各位學弟妹一定要去修呀！) 

**考試類型：解析名詞、提煉油脂方法、各類油脂的比較。 

 穀物化學與加工： 

**授課老師：黃瑞美老師。 

**上課方式：老師一貫式的用 PPT上課，上課的時候建議抄筆記(考試會考)，黃老師習慣

放的很迅速，建議和別人一起合作抄筆記及擷取重點抄寫就好；一堂有三節

課，從九點開始，前兩節習慣上投影片，最後一節則會放相關的影片，例如：

大特寫等美食介紹的節目；老師要求兩星期交一份影片心得，一次選三部影

片，所以別睡了，要注意看！考試分期中跟期末，期末前如果先上完，老師

可能會開放分組在工廠煮東西吃，比較辛苦的是，幾乎每星期要看一章英文

講義，並且用綱目式整理成筆記交出去，大致上課還算輕鬆愉快。 

**上課內容：各種穀物簡介、有關產品的加工及製程、影片欣賞。 

**作業：英文閱讀報告(10次)、影片心得(6次)。 

**考試題型：問答題(來自於上課內容)。 

**評分方式：期中＋期末 50%、閱讀報告(10次)+影片心得(6次)50% 課堂參與度(不明)。 

 食品加工廢棄物之管理與應用： 

**授課老師：高彩華老師。 

**上課方式：投影片 

**上課內容：介紹各種廢棄物可再利用的用途，以及各國處理廢棄物方式。 

**考試類型：沒有考試，期末要準備一篇 paper跟大家分享，類似像大四下 seminar，因

此可以先在這堂課練習，老師也會提供 seminar的技巧，這一堂課其實收穫

蠻多的值得選修。 



 101年度下學期活動 – 春酒、食韻獎： 

春酒： 

李念宇<總召>： 

    恩~這是我第一次當活動的負責人，真的很緊張呢~有很多準備不足、考慮不周全和不成

熟的地方，都是因為有好多好夥伴們，以及所有願意參與這個小小活動的大家，才能讓這次

的活動辦得不至於太糟糕~謝謝你們 

感謝辛苦攝影的大家 

    辛苦地到處跑又要趕著入大合照鏡頭，少了你們，大家就會少了好多好多的回憶呢>”< 

(不過下次記得要多一些自拍照唷~不然男的帥女的美，都沒鏡頭不是太可惜了嗎 XDD) 

感謝一起採買、準備食材飲料的大家 

    你們真的真的超辛苦的啦~~QAQ 陪我陪到好晚好晚，花好大的力氣和時間在準備，其實

有時真的寧願自己能再有多一分力氣去做這些事，也不希望看見你們這麼忙碌勞累的樣子…

謝謝你們:’( 

感謝願意一起出活動的大家 

    不管是大一、大二還是大三的好夥伴們，都謝謝你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付出這麼多心力，

辛苦的練習練習再練習，少了你們就沒有春酒歡樂的氣氛和歡笑聲了…春酒就只是食科聚餐

了吧哈哈 XDD 

感謝願意花心思、時間和力氣的大家 

   不管在場佈、海報製作、抽獎券設計製作、邀請卡、桌椅配置、食材運送、食材烹煮、簽

到、收錢算錢、處理瓦斯爐……等等，好多好多的準備，都要謝謝你們每一個人，有你們在，

才讓這個活動更順利，也讓我變得更安心更有勇氣去面對困境~謝謝你們~:’) 

感謝為活動想破頭的兩位主持人 

    少了你們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你們真的很棒了~若是少了你們，精彩度至少減

50%了吧哈!!(我真的超級超級喜歡夾菜的那段~~超可愛的耶你們哈 XDD) 

感謝全程辛苦操作各項設備的大家 

    你們真的真的好辛苦，全程都不能悠閒的坐著看表演、吃東西，必須繃緊神經看著活動

的進行，細胞都不知道陣亡多少了啦~~~QAQ(你們真的好棒~>”< 我自己來的話可能不知道要

壞掉多少設備呢~就只好被總務追殺了哈哈 XDD) 

愛你們所有人~:DD(好夥伴們實在太多了…沒辦法一一講出來，抱歉了各位>”<…) 

 

 

 

 

 

 

 

 

 

羅玉如(拉拉)： 

一個好場地 

兩個主持人 

三個精彩的表演 

七十幾個人的歡呼聲活動完美不解釋 

羅靜瑜(麥茶)： 

表演好逗趣！師長好盡興！ 

李孟修： 

    這是這學期第一個活動，準備時間又有

點匆忙，若有招待不周，敬請見諒！！ 

    我可悲的抽獎運讓我再度共估，希望下

次會更好... 

侯婷方(東東)： 

成語劇…不曉得說出了多少人的心聲：ㄎㄨㄤ～～～ 

重修就好（重修舊好）= v = 



 

 

 

 

 

 

 

 

 

 

 

 

 

 

 

 

 

 

 

~~~~~~ 春酒 – 最後大合照 ~~~~~~ 

 

張舒婷： 

    這次活動似乎相對輕鬆許

多，不用再忙報告忙段考邊忙

活動了，因為是在寒假弄嘛… 

    除了突然的道具 XDD 

陳昱安(小巨人)： 

    總召非常辛苦，光是食材就蒐集好多資料更跑

了好多次賣場，默默付出非常多，在這裡謝謝她。 

    活動嘗試新的表演，感謝各位不吝嗇笑聲。 

    框~~圓滿謝幕！ 

宋妮恩： 

當大家在家園吃得很開心的時候，工廠真的忙翻天了，為了讓大家能夠盡快的吃到食

物，我們卯足了全力！感謝工廠的瓦斯爐，在我們瘋狂指責它火太小、水不滾時依然

選擇默默耕耘而不是罷工，感謝全體工作人員和參與的學弟妹和老師們。 

吳昕儒： 

    第一次準備這麼多食材，讓人

有些手忙腳亂，不過當看到大家吃

得那麼開心，心情頓時感到非常愉

悅，同時也非常感謝大家踴躍參與

這次的活動。 

楊証諭： 

    春節後的開學，延續著過年氣氛邀請系上老

師同學們聚餐，籌備的過程十分辛苦，要找一個

能容納很多人的用餐地點不容易，感謝總召辛苦

的東奔西跑，感謝學弟妹用心的表演，透過鏡頭

看到很多溫馨畫面，食科系是個很棒的大家庭！ 



食韻獎： 

許恩慈<總召>： 

    這次初、決賽時間因為場地的關係排得相當近，不僅參賽者準備時間短，工作人員們準

備的也相當急促；從初賽到決賽每天都像熱鍋螞蟻，跑阿跳阿得把事情一件件完成，很感謝

大家的合作與幫忙，有你們才能讓食韻獎完整落幕，辛苦了！這是我第一次籌劃大活動，賽

前的準備過程其實有些手足無措，須主動去聯絡許多事情還要懂得再三確認每件事，要學習

的事情很多，每天的心情就像雲霄飛車衝得讓我有點消化不良；但是看到參賽者努力準備每

一個比賽，來參加活動的朋友們也熱情回應，更聽到觀眾席傳來一聲聲歡呼和尖叫，讓我心

裡有莫名的安慰感；然而，最開心的是得到校外聘來的評審的對系上感情以及整個活動的認

同，讓我覺得一切值得了！謝謝一路相伴我成長的夥伴。 

----------------------------------<工作人員>---------------------------------- 

 

 

 

 

 

 

 

 

 

 

 

 

 

 

 

 

 

 

 

 

 

 

 

 

 

 

 

 

張舒婷： 

    哇賽！從來沒有一個活動這麼認真場佈過~

做到我頭都昏了，真是開心有許多人看到我在忙

總會說：要幫你嗎~? 

    這次的得意之作是給得獎者裝獎金用的信封

袋~一個 15塊呢~好貴喔…下次不去那家印了！ 

不知道工作人員都戴蝴蝶結感覺如何?XDD 

下次換什麼好呢~ㄏㄏ 

林璟佑： 

    食韻獎決賽開場熱舞表演，經

過一個寒假已經好久沒練舞了，突

然間又開始要編舞練舞了還有點

不習慣，很開心和一群好夥伴再一

起跳舞，這次排了好多變化隊形搞

的都要眼花撩亂了 XD 但我們還是

很快就進入狀況完成一個表演；最

後只剩食科之夜了，我們一定要好

好享受一下。Let's dance!! 

羅靜瑜(麥茶)： 

主持人的笑梗消弭了參賽者的惶惶不安 

參賽者的餘韻治癒了工作人員的辛勞 

噗～真是歡樂又溫暖的活動 

陳昱安(小巨人)： 

    這次食韻獎真是毫不保留了阿(各方面都是，笑) 

一樣感謝各位捧場我跟嘉嘉初賽的主持人，有笑有推； 

好久沒跳舞整個很不協調，公公偏頭痛不計形象，有笑有推； 

最後閃到各位真不好意思(燦笑) 

段婷文： 

    大三，第一次幫忙食韻獎初賽，準備場佈、勘察場地、訂餐、準備小點心，而賽後

的場地的整理、清掃、物歸原位等更是一項不可怠慢的任務。雖然第一次擔任食韻獎工

作人員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完美，但圓滿結束有種成就感且回憶起來是種飽滿的快樂。 

    總召、各個工作人員等都辛苦了！大家都盡心盡力了!一起努力的感覺真的很讚!!!! 

李孟修： 

    像食韻獎這種有使用大量器材的活

動，真的讓我緊張到快瘋掉，好在靠著修士

好朋友跟工讀生好朋友，讓我安全下莊！！ 

    當然最後，一個活動能平安的度過，感

謝各位的參與和工作人員大大的努力！！ 

侯婷方(東東)： 

食”領”風騷，不知道究竟

有多少人注意到…我們

美宣辛苦手剪的美麗紫

色小領結呢? ^_^ 



 

 

 

----------------------------------<參賽者>---------------------------------- 

 

 

 

 

 

 

 

 

 

 

 

 

 

 

 

 

 

 

 

 

 

 

 

 

 

 

 

 

 

 

 

 

 

 

 

 

羅玉如(拉拉)： 

食韻獎決賽，好像有什麼自拉拉的心中爆炸了...公公、公公、公公！(無腦感言 

洪韻晶：<人質> <飄著> 

    這次參加食韻獎的比賽，我覺得我

們系上的氣氛的確與眾不同，各位選手

在上台前都會互相加油打氣，甚至互相

誇讚，一點也沒有比賽該有的那種劍拔

弩張，而台下的觀眾也相當的捧場，既

使有選手因為緊張忘詞或是表現生硬，

仍舊大聲加油甚至給予熱烈的掌聲鼓

舞，讓我們選手們心中都相當踏實，個

人認為這是最溫馨的比賽了。 

葉承叡：<男子漢> 

    這次食韻獎是我第一次在那麼多

人面前唱歌，雖然是團體組有很多人

可以一起上台幫忙壯膽，但是對於沒

有唱歌天分的我，一上台就感受到了

站在舞台上的緊張，不過靠著隊友出

色的表現，我們還得了人氣獎，這次

參賽真的是個難忘的經驗。 

林璟佑：<男人哭吧不是罪> <我心狂野> 

    為了彌補去年食韻獎的遺憾我又再

度提起勇氣報名參賽，但又很不幸的遇到

感冒，到了初賽順利唱完「男人哭吧不是

罪」真的替自己感到驕傲，雖然沒到很完

美，但起碼沒有ㄌㄚˋ ㄘㄚˇ嚴重 XD，

甚至最後進決賽我都不敢相信，決賽又挑

戰唱我的偶像郭富城之「我心狂野」，希

望能像他一樣能夠唱跳展現舞台魅力，結

果表演到忘我副歌還趕拍，但得到很多人

的歡呼和專業評審的讚賞及指教也讓我

很開心，很難得的一個經驗也讓我學到很

多歌唱表演方式，總之只需瞭解一件事，

好好享受自己的舞台吧！！ 

林菀宣：<踮起腳尖愛> <愛請問怎麼走> 

第一次參加食韻獎好緊張呀! 

哈哈很意外會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X) 

感謝超挺的各位朋友啦~ 

李孟修：<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我ㄧ直不是唱歌料，很開

心這次人生新突破沒有忘詞，

成功完成了逆天搞笑的目標，

希望有成功的搏君ㄧ笑!! 

然後!!我不是怪北北....Orz 

角田佐織、吳敏綺、簡佑雯：<天機> 

    想說都大三了還沒參加過一次食韻

獎，這次來報個好玩，結果真的超嗨超

開心的!!!雖然我們像個瘋子，不過大學

就是要像這樣瘋狂一次吧(〃艸〃) 

呂珈瑩：<寫一首歌> <天天想你> 

    很高興這次可以去食韻獎，雖然沒有得名但是玩

得很瘋。戴安娜老師也太可愛了吧，講話非常的風趣，

那位不肯拍照的馬老師講話很婉轉，讓我知道可以改

進的地方。還好這次沒有得名，不然下次就不知道要

不要去報名了，哈哈哈。下一屆的食韻獎就換成我們

辦了，有點緊張有點期待，希望可以辦得跟學長姐一

樣成功~~耶！ 



 

 

 

 

 

 

 

 

 

 

 

 

 

 

 

 

 

 

 

 

 

 

 

 

 

 

 

 

 

 

 

 

 

 

 

 

 

 

 

 

李念宇：<自以為> <戀愛頻率> 

    當初只是因為想參加而參加的，在得知進入決賽的那

刻，雖然覺得一定是評審們寫錯了，但還是蠻開心的哈哈

XDD 在決賽站在舞台上，聽見大家的歡呼聲，真的超~~興

奮超開心的~>”< 不緊張(應該啦= =”)但卻發不出聲音，腦

袋空空、想不起歌詞，大家的加油聲，真的讓我感動到…

想哭... :’) 謝謝願意替我加油打氣、聽我們唱歌的每一個

人~是你們讓我有足夠的勇氣站在舞台上，勇敢面對眼前的

恐懼~我愛你們每一個人~~謝謝你們 

    你們的尖叫聲就是我最大的力量 XD  muah~<3 

陸彥淞(小陸)： 

<趁早> <痛徹心扉> 

    這是我第一次也

是最後一次參加系上

的歌唱比賽。最後一年

了，想說一直都比較少

參加系上的活動，不如

就趁這次的機會上台

唱唱歌好了。第一次參

加歌唱比賽，本來想說

只是去唱歌，應該不會

怎樣，誰知道一上台我

才發現原來沒有那麼

簡單，哈哈。看著前面

的觀眾還有耀眼的

燈，我的腦袋一片空

白，緊張死了。之後雖

然沒有得獎，可是也很

開心，學弟妹們的歌喉

都非常出色哦！ 

    非常感謝幹部們

的努力讓我有一個美

好的夜晚～你們都很

棒！謝謝你們～ 

王永翔：<痴心絕對> <老男孩> 

    初次進入個人組決賽，藉此機會唱出大四「老男孩」

的心聲，希望透過我「熱血」的歌聲和「熱血」的吉他

可以讓離別成為一件很「熱血」的事情。看到學弟妹們

在舞台上追著自己的夢想也好「熱血」，哪天成為老男孩

老女孩也不能遺忘現在的「熱血」喔！ 

范宜婷：<全部都給你> <傻瓜與野丫頭> 

    食韻獎，是系上的一個大活動，因為食韻獎讓系

上感情更融洽了，所以當然大四也要參一腳囉！每年

團體組都是進決賽沒拿獎，算是有始有終了！不過大

家玩得開心最重要囉！ 

呂翊華：<海嘯> <原來我最愛的人是你不是他> 

    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食韻獎，在頒發名次

時，我真的完全沒想到能拿到第二名，講到我

名字時腦袋一片空白，在台上也不知道要說些

什麼，所以我要重新謝謝專業的評審老師以及

辛苦的學長姐們，沒有你們就沒有這麼好的活

動，還有來到現場幫我加油的同學們，雖然你

們把我的獎金都吃掉了，哈哈！ 

陳勁宇：<你是我的眼> <我是誰> 

首先先感謝辛苦的學長姊辦了

這次的食韻獎活動，身為大一的

我，是第一次參加食韻獎。雖然只

是系上的歌唱比賽，但內容完整得

超乎我的想像！不但有初賽、複

賽、專業級評審，還有精心的主持

跟學長姐在複賽時精彩的串場表

演。謝謝全體在場食科一的同學來

幫我們尖叫拍手加油，這是一個難

忘的經驗，很高興有你們一起創造

回憶。下一次食韻獎，我們會再回

來的！ 



 新產品研發課程 – 產業參訪活動(101年度上學期)： 
1. 參加對象：新產品課程之學生。 

2. 參訪對象：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宏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宏亞食品股份公司。 

3. 時間/地點：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桃園。 

4. 參訪各公司所見所聞： 

 S G S 宏  遠 宏  亞 

性質 1. 有做各類的檢驗，像是生

化方面、微生物方面的。 

2. 為全台灣最大的食品檢

驗公司。 

1. 團膳(國小國中的營養午

餐、公司行號員工餐廳)。 

2. 鮮食產品(御飯糰、便當)。 

1. 巧克力(七七乳加、大

波露、新貴派)。 

2. 餅乾。 

參訪

過程 

透過大玻璃窗看到實驗室內

部、有簡單介紹儀器跟檢測

方法。 

1. 研發組長講心得、工作內容

及分享工作時需要的考慮

因素。 

2. 有看到其生產線(便當製作

流程)。 

3. 試做研發過程(模擬廚房研

發新口味，內有品評室)。 

4. 活動：組合便當。 

1. 有講解巧克力製做過

程，每個製作階段皆

有員工分工、檢驗。 

2. 開放處：巧克力共和

國園區。 

Q1：在 SGS 食品檢驗公司中，有看到什麼檢驗或實驗？ 

A1：肉品檢驗(物化檢測)、蔬菜分析(管柱層析)、微生物培養(觀察檢驗)……等。 

    在參觀的過程中，引導人員會跟我們講解此實驗室在做什麼，用了什麼儀器或方法這樣。 

Q2：那在宏遠食品科技公司參觀時，看到什麼？ 

A2：我們有參觀生產線的部分，有注意到他們的分工很細；除此之外，在產品最後的步驟會

經過金屬檢測機，為了確保產品的安全。 

Q3：那在宏遠食品科技公司中，組合便當的活動的情形是？ 

A3：那是為了讓我們學習如何控制便當成本並從中得到利潤，還有擺盤配設該如何設計才能

吸引顧客。(是以小組的方式進行，而我們這一組所做出來的便當模樣被說成太可愛，這樣公司會倒 XD) 

Q4：那在宏亞公司中，參觀內容是什麼？ 

A4：內部員工有向我們介紹製作過程，其中威化餅的製作過程，我覺得他的困難度是最高的。 

Q5：那巧克力共和國園區為？ 

A5：巧克力共和國園區是開放給民眾可以進出的地方。 

    每一層樓都有介紹巧克力的歷史，內部還有開放 DIY 製作(有固定時間)；除此之外，內部

園區有講解各種巧克力的產區、產量及各國使用量等多種有關巧克力的資訊，也有張貼有關巧

克力的 Q&A 的海報讓大眾更了解巧克力。 

Q6：那最後想請問此次參訪是否符合期待？ 

A6：此次參訪有符合期待。而且公司人員介紹詳細，講解得很清楚(像是其工作內容、內部情

形、生產線、衛生條件及背景皆有介紹)。 

OS：在宏亞公司的開放園區買的巧克力很香、好吃、便宜、買一堆巧克力很幸福！！ 



 系主任 – 勉勵大家的話： 

食科系的成員大家好：  

    轉眼間開學至今已經快二個月，系學會和各班級為了活絡同學間的感情也

舉辦許多活動。非常感謝熱心的同學負責籌劃活動，老師和助教們也很關心各

班事務，希望任何事情都能順順利利和平平安安的進行。所以郭媽想請班代和

系學會幹部幫忙，有活動時請讓系辦、班導師及指導老師知道，如遇緊急事件

請於第一時間通知教官、系辦及導師，讓我們食科大家庭相互關懷與協助。 

    另外，為充實同學學習履歷學校有許多交換學生的機會並提供獎學金。有

興趣的同學請至國教處網站查詢，了解申請條件，著手規劃，並和導師及系辦

討論課程安排。系上每年也會舉辦國際交流活動，請同學踴躍參加！ 

 

祝大家事事順利，身體健康！ 

郭孟怡 系主任 

   102年 3月 31日 

~~~~~~ 食韻獎 – 最後大合照 ~~~~~~ 

 



 

 

 

 

 

 

 

 

 

 

 

 

 

這學期系刊得以完成，在此感謝： 

系上每位同學，謝謝你們願意交稿！！ 

若沒有你們，系刊無法在這麼短時間內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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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文書組會虛心接納並加以改正。 

謝謝各位耐心的看完，希望大家能喜歡這次的系刊。 

謝謝大家！！！！！！ 

 

第七屆食品科系系學會 文書組 
                    2013.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