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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科大新竹校區簡介 

1. 校園簡介 

本校新竹校區（校區配置圖請見附錄一）校地面積佔 14

公頃，校舍建築共計六棟，包括兩棟教學大樓（涵德樓與日新

樓）、兩棟宿舍（學以軒與安以軒）、圖書館（啟我大樓）及休

閒運動中心（健心館）等，另有 400公尺運動操場、各式球場

及附設升降梯之室內溫水游泳池。校區鄰近工業區與區域性產

業結合，寬廣湖泊能讓學員心胸寬闊，校園環境幽雅，各項設

備完善，為學習的最佳場所。 

2. 交通資訊 

本校新竹校區位於新竹縣湖口鄉（校區位置圖請見附錄

二），步行至台鐵北湖站（中國科大）只要 3 分鐘，交通便利，

學員可直接搭乘火車至北湖站。自行開車建議路線如下： 

(1)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楊梅交流道下→台一省道（往新湖口

方向）→右轉中平路【竹 8】（台 1 省道約 54km處，經過裝甲兵

訓練部）→達生路至陸橋下右轉中山路【竹 109】→中國科大 

(2)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湖口交流道下（往湖口方向）→左轉

光復路→左轉軍功路（穿過高速公路下涵洞後右轉，經優加利加

油站穿越台一省道）→中山路【竹 109】→中國科大 

(3)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 號】20 號出口（約 66 km）處接東西向快

速道路【台 66 省道】往觀音方向前行→（至往老飯店方向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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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處）左轉青田路【桃 81】→左轉楊新路【桃 115】（通過老飯

店橋）→右轉民豐路【桃 111】（往富岡方向）→右轉民富路【桃

110】→左轉富豐南路（穿過鐵道下涵洞直行）→左轉新明街【桃

109】直行→接中山路【竹 109】→中國科大 

(4) 第二高速公路【國道 3 號】大溪交流道下往中壢方向約 100 公尺

接東西向快速道路【台 66 省道】往觀音方向前行→（至往老飯

店方向標示牌處）左轉青田路【桃 81】→左轉楊新路【桃 115】

（通過老飯店橋）→右轉民豐路【桃 110】（往富岡方向）→右轉

民富路【桃 111】→左轉富豐南路（穿過鐵道下涵洞直行）→左

轉新明街【桃 109】直行→接中山路【竹 109】→中國科大 

3. 用餐資訊 

本校學以軒地下一樓為美食街，自助餐菜色豐富多樣化，

既美味且方便快速；啟我大樓一樓另有全家便利商店，以「全

家就是你家」的口號，讓學員可以在校內購買各式所需用品。

此外，校門口亦有其他便利商店及小吃餐廳，且本校鄰近湖口

市區，其間車程不到 5 分鐘，學員亦可於學校附近用餐。 

二、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特色 

本校觀管系以「餐飲旅宿」與「休閒旅遊」為系發展特色，透

過相關專業課程及其他人文素養、規劃設計…等學校特色課程的規

劃，配合充足的教學空間、豐富的資源設備及優良的專業師資，期

能關懷樂齡學員之身心靈健康，以培養其終身學習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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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樂齡大學組織架構 

本校樂齡大學主要由觀管系規劃辦理，相關組織架構如下： 

 

 

四、 樂齡大學師資陣容 

樂齡大學師資主要由觀管系進行規劃，全校共同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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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姓名 學經歷 專長領域 

副 

教授 
羅旭壯 大葉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休閒服務品質管理、休閒行銷管

理、休閒事業研究法、實務專題 

副 

教授 
陳麗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

休閒研究所博士 

休閒概論、慶典活動規劃與執

行、國際禮儀與文化 

副 

教授 
陳瑜如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碩

士 

餐旅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顧客

關係及客訴處理、勞資爭議處理 

副 

教授 
張淳翔 

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所法學

博士 
兩岸關係、社團活動 

助理

教授 
趙丹平 

國立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

究所博士 

營養學、中醫食療、飲食與體重

控制、研究方法 

助理

教授 
呂英瑞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策略管理組博士 

觀光休閒產業管理、產業經濟、

行銷管理、計量分析、商用套裝

軟體 

助理

教授 
謝理仰 

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博士學

位學程博士 

消費者行為、企業管理、活動企

劃管理、服務品質管理、觀光休

閒人才培訓 

助理

教授 
何秀菊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

系碩士 

西餐烹調料理、中餐烹調、食物

製備學、餐飲業規劃管理、門市

服務、酒會製作實務、吧檯管理

餐飲美學、員工職前教育訓練與

規劃、餐飲連鎖經營管理 

助理

教授 
張金印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健康

產業研究所碩士 

餐旅經營管理實務、餐廳與宴會

廳規劃經營、顧客滿意處理、服

務技巧與國際禮儀 

助理

教授 
李維貞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土木及

水利工程研究所規劃組博

士 (主修觀光與休閒遊憩) 

餐飲管理、消費者行為、領隊導

遊實務、休閒產業分析、統計

學、休閒社會學、導覽解說、菜

單設計 

助理

教授 
王再生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碩士 

航空客運管理、旅行業經營管

理、旅行業訂位系統、領隊導遊

實務、觀光政策法規 

助理

教授 
黃文婷 中央大學 數學研究所博士 

綜合數學、飲料調製、調酒、羽

球、滑雪、潛水 

助理

教授 
秦興和 

美國明尼蘇達聖瑪莉大學 

視覺教育博士 

創意設計、視覺設計、影像設

計、廣告企劃、藝教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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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姓名 學經歷 專長領域 

講師 游麗鳳 
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 
慶典活動管理、休閒事業管理 

講師 陳學偉 
美國德州東德州州立大學

健康暨體育研究所碩士 
健康促進、賽會管理、休閒理論 

講師 方志鵬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管

理研究所碩士 

休閒活動規劃、導覽解說、休閒

農業與民宿經營、休閒與環境保

護 

講師 王忠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研

究所碩士 

動畫、背景、構圖、腳本繪製、

插畫設計 

講師 張耿明 
日本信州大學日本語文學

所碩士 
日文 

游泳

行政

管理

老師 

陳聯賞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

營學系碩士 

休閒產業經營、水域課程、龍舟

競賽 

講師 
高維洋 

(外聘) 

中國文化大學市政系學士

(已退休) 
中國現代史 

護理

老師 

吳淑貞 

(外聘) 

中國科技大學衛保組(已退

休) 

緊急傷病處理、衛生教育宣導、

健檢後疾病追蹤輔導、性平申訴 

業師 
范明煥 

(外聘)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台灣鄉土文史、導覽解說、休閒

管理 

五、 樂齡大學課程規劃 

1. 規劃單位 

樂齡課程主要由觀管系進行規劃，全校各單位及各科系共

同配合執行。 

2. 授課方式 

採集中授課之上課方式。 

3.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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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學年制，分為上、下學期，每學期授課 16 週，每週以

6~9節為原則，每學期授課時數共計 106~110小時，全學年總

時數達 216 小時。 

(1) 上學期：民國 108 年 10月 04日至民國 109 年 01月 17日。 

（依實際報名狀況調整開課與學期結束日期） 

(2) 下學期：民國 109 年 02月 17日至民國 109 年 06月 06日。 

（依學校畢業典禮調整學期開始與結業日期） 

4. 課程內容 

課程可分為班級、代間及參訪等三大類型，而整體內容包

含高齡相關、健康休閒、學校特色、生活新知等四大方向。其

時數及比例分配如下： 

 

課程 

內容 

總授課 

時數 

(小時) 

所佔 

比例 

(%) 

代表課程 

名稱 

高齡

相關 
44 20.4 

認識老化課程(高齡社會趨勢、高齡者生理系列課程…) 

積極老化課程(高齡者心理、高齡者社會系列課程…) 

相關電影欣賞(飲食男女、被遺忘的時光…) 

健康

休閒 
36 16.7 

健康養生課程(健康體能、養生保健系列課程…) 

休閒才藝課程(休閒舒活系列課程…) 

相關電影欣賞(練戀舞、搖滾吧！爺奶…) 

學校

特色 
107 49.5 

觀光餐旅課程(飲料調製、烘焙、實用日語會話系列課

程…) 

藝術人文課程(生命關懷、科技應用、人文與藝術賞析、

長青族生活與法律系列課程…) 

生活

新知 
29 13.4 

在地文化課程(認識文化系列、認識新知系列課程…) 

相關電影欣賞(打獵季節、貓熊團圓路、威鯨闖天關…) 

總和 2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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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樂齡大學設備資源 

 

1. 涵德 1F 產業職能數位情境模擬實驗室 2. 健心 3F 多功能運動場 

  

3. 涵德 B1 觀光與休閒資訊電腦教室 4. 健心 2F 體適能檢測空間 

  

5. 學以軒 B001餐飲健康輕食實驗教室 6. 啟我 5F 圖書館視聽教室 

  

7. 健心 2F 飲料調製專業教室 8. 健心 2F烘焙食品專業教室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B1M%B7~%B1%D0%AB%C7+site:cute.edu.tw&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8fXpjfUQV8e7rM&tbnid=2bsRpVzK4Fp1jM:&ved=0CAUQjRw&url=http://www.cute.edu.tw/~pub/epaper/epaper132/1-28.htm&ei=gmLCUcaBL6WYiAfS4ICQDQ&psig=AFQjCNHAMycnjmmoZF5PRzWXaFNOCo2vMA&ust=137178007772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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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健心 B1 水域休閒活動實習教室 

 

七、 學員之權利與義務 

1. 學員權利 

(1) 比照本校師生收費標準停放汽機車 

(2) 免費閱覽圖書館書報 

(3) 免費使用觀管系健康促進專業教室 

(4) 於游泳池開放時間，比照學校專任教職員生收費使用之 

2. 學員義務 

(5) 汽機車確實停放於停車格內，以維持走道及車道暢通 

(6) 依相關規則使用圖書館、游泳池及專業教室，以維持秩

序和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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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配置圖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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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位置圖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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