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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如何慎選咖啡豆級咖啡介紹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中正樓 101 教室 RATA 實習餐廳 主辦人 柯榮貴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2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2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09.04.22 12:10~16:10 如何慎選咖啡豆級咖啡介紹 柯榮貴/蔡聖君 

 

二、活動紀要(簡述)： 

1.本次研習對於教師在專業上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2.以業師的經驗及專業講授。 

3.幫助教師在咖啡知識上能更加深入。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本活動主要是幫助餐旅系的老師除在專業上的成就，也可以讓非技術老師能夠學習第二專長，有助

於教師們在上相關課程時能教授給學生更多的咖啡及經營知識。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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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咖啡沖泡講解 拉花的技巧 

   

教師們聆聽老師對於咖啡豆的認識講解 咖啡拉花-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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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中正樓 101 教室 RATA 實習餐廳 主辦人 柯榮貴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2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2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09.05.06 12:10~16:10 
烘豆機器的介紹，烘豆機器的保養

技巧 
蔡聖君 

 

二、活動紀要(簡述)： 

1.本堂研習主要是讓教師學習咖啡機的保養及沖泡咖啡的手勢。 

2.教師實務練習。 

3.咖啡拉花的技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經由受課教師精闢的解說，讓實習的老師們不只是對於咖啡豆的認識，也讓教師們對於咖啡機

器的操作更加熟悉，並且知道如何保養機器。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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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咖啡奶泡講解 咖啡機的保養技巧 

  

學員實務操作 咖啡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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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中正樓 101 教室 RATA 實習餐廳 主辦人 柯榮貴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2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2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09.05.20 12:10~16:10 烘豆的技巧及如何養豆 蔡聖君 

 

二、活動紀要(簡述)： 

1.本堂研習主要是讓教師學習咖啡機的保養及沖泡咖啡的手勢。 

2.教師實務練習。 

3.咖啡拉花的技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經由受課教師精闢的解說，讓實習的老師們不只是對於咖啡豆的認識，也讓教師們對於咖啡機

器的操作更加熟悉，並且知道如何保養機器。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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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沖泡原理講解 咖啡養豆技巧 

    

學員實務操作 咖啡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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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每次活動均需紀錄並簽到) 

社群名稱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主題 咖啡教學與咖啡產業成長社群 

活動類型 

(擇一) 
□主題式講座    ■專業研習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   □讀書會  

活動地點 中正樓 101 教室 RATA 實習餐廳 主辦人 柯榮貴 

參與人員 
■校內教師 12 人  □校外教師     人  □校外講者     人 

□工作人員(職員)     人         共計 12  人，詳如簽到表(檢附社群簽到表) 

活動摘要與助益（文字簡述 200 字以內） 

一、活動內容(時程表，請自行增減欄位)：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主講 

109.06.10 12:10~16:10 
烘咖啡豆的技巧及如何控溫&手沖

咖啡的技巧 
蔡聖君 

 

二、活動紀要(簡述)： 

1.本堂研習主要是讓教師學習咖啡機的保養及沖泡咖啡的手勢。 

2.教師實務練習。 

3.咖啡拉花的技巧。 

三、活動反思與助益(簡述)： 

讓實習的老師們不只是對於咖啡豆的認識，也讓教師們對於咖啡機器的操作更加熟悉，並練習

咖啡拉花的技巧。 

四、觀察本次活動社群成員是否具有以下素養(勾選)： 

■具有合作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能重視專業領域的價值  ■能專業對話彼此支持 

□能擴大視野精進檢討        ■能熱情分享不藏私      □能創新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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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校內成長社群】活動紀錄表 

具代表性活動照片(至少 4 張並加註說明)  

認識咖啡豆油脂的分部講解 運用紙杯拉花技巧 

   

愛心葉操作 學員咖啡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