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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Pass on the torch

新的學年，學校又增添了許多青春氣息。歡迎各位新鮮

人以優秀的成績，加入本校這個大家庭。眾所皆知，高餐大

是全國第一間以餐旅為專業的高等學府，相信各位在選填志

願的同時，已經對未來的出路有所想像與期待。這四年的學

習過程，是專業人才的基礎養成，汗水與淚水將陪伴大家成

長。因為實現夢想，除了自動自發、身體力行，沒有捷徑。

希望各位同學不要在進入目標大學後，隨著學習環境的改

變，就忘記高中時期勤奮上進的拼勁。龜兔賽跑，兔子贏在

起跑點，就是因為偷懶輕忽，最後輸給了持續努力的烏龜。

謹記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好好把握每一個學習

的機會。

Another new school year has arrived, and our campus is full 

of the youthful energy and excitement of incoming freshmen. 

We welcome all of you high-achieving new students to the 

NKUHT family. As you know, NKUHT is the top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of your learning here, both sweat and tears 

will accompany you as you build an expert-level foundation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 order to achieve your dreams, 

you need to be active and diligent—there are no shortcuts to 

success. As you were hardworking in high school to achieve 

your goal of gaining admission to NKUHT, we hope you 

maintain your thirst f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Just as in 

the race between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while the hare lea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ace, the hare lost focus and become 

over-confident and content, while the tortoise remained slow 

and steady in its pursuit of its goal, ultimately winning the 

race. Remember, study is like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If you do not advance, you will drop back. So please grasp and 

cherish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Pursuing learning requires determination. By knowing what 

you want to become, seizing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studying hard, and enriching yourself, you will have a very 

full and satisfying four years here. I wish you well, and once 

again, welcome to the NKUHT family.

NKUHT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dvancing th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Taiwan and cultivating th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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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勉語 President’s Message

本校肩負為國家推展觀光產業，以及培育餐旅菁英的使

命，辦學績效深獲各界肯定。今年，遠見雜誌公布本校為企

業最愛大學生觀光休閒類第一名；1111人力銀行也評選本校

為雇主最滿意大學遊憩學群第一名。校友們的耀眼表現，就

期待歷屆同學能薪火相傳，未來的成績等你們締造。

問學之道，立志為先。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懂得把握每一次的機會，認真學習、充實自己，這四年的大

學時光必將收穫滿滿。祝福所有的同學，再次歡迎你們的加

入。

generation of talents to work in the industry. Through our 

performance, we have gained affirma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year Global Views Monthly named our graduates as 

the top choice by recruiters for th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

tries. 1111 Human Resources Agency also listed our students 

as the top choice by leisure industry employers. As our 

alumni have achieved great things, the torch is now being 

passed on to you. Your future successes are waiting for you to 

achieve.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校長
謹啟



/ 老校長講古之十

高餐大校地原係甘蔗園，低於路面約一公尺，建校之

前，填土墊高順勢營造高低起伏的地景，校園配置以「五

行」—金、木、水、火、土及「四象」—左青龍、右白

虎、前朱雀、後玄武等來布局，用以營造校園中「風生水

起好運來」之吉祥瑞氣。

校園整體規劃以「經年常綠、四季有花、荷風椰影、

南國風光」為基調，用以呈現「春風無限意、庭園發清

新、校園即觀光景點」的特色。

來校貴賓一進校門就可感受校園中花木扶疏、青蔥翠

綠、明亮開闊，充滿一股旺氣及溫馨和樂的氛圍。校門至

行政大樓距離九十五公尺，塑造「九五之尊」的雄偉氣

勢，中間主軸噴水池借用水氣以紓解溽暑沁涼心境，行政

大樓玄關設計成微笑意象，用以顯現餐旅人優雅的服務態

度與氣質。

進入行政大樓大廳，仰望藝術大師朱邦雄的宏偉作品

「聚」，顯示高餐大凝聚四海一家人的壯闊胸襟。電梯直

達七樓一出口，就可看到一幅門聯，是其他大專校院絕無

僅有的，右聯「進校春風得意客」，左聯「出園大路順心

人」，橫額是「真誠真情真溫馨」。

進到校長室，先是依客人需求奉上茶水，後由專長攝

影的秀珠女士在名書法家陳其銓題勉的「尊道」兩個大字

前合影留念。

使貴賓至為讚嘆好奇的是，放置在校長辦公桌右邊的

銅座—龍龜。龍首龜身合體，腳踩錢幣，形狀奇特，據說

是「龍」生九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是民間崇奉的靈獸，

基於功利思維，後人讓牠腳踩錢幣，有失莊嚴。來賓紛以

虔敬的雙手撫摸，並口唸：摸身「事業大翻身，家和萬事

興」，摸頭「錢多起大樓，兒孫會出頭」，摸嘴「萬年大

富貴」，摸耳「康健吃百二」，摸腳「賺錢吃不乾」，摸

尾「大把尾，賺錢作家伙」，全身摸透透「好運用不

透」。由於押韻好記，吉祥又福氣，有的貴賓一再複誦，

深怕忘記，還提筆細心記下。摸完當下霑滿靈氣，神清氣

爽，歡喜自在。高餐大校長室驚奇喜樂的氣氛，算是高

餐大待客獨樹一幟的另類特色。

/ 李創校校長福登

校長室的吉祥物-龍龜

校長室的吉祥物-龍龜

創校之初，學校刻意以「座南朝北」之方位布局，配

以「五行」、「四象」吉祥元素凸顯瑞氣祥和之氣。開校

以來，歷任校長安坐其位推動校務順利，學校得以蓬勃發

展，校運昌隆，校譽遠播海內外，十足印證「心誠則靈」

之不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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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處

南向學生齊聚一堂

小試廚藝身手

展現中西餐味特色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使境外高中生及大學生體驗本校

廚藝特色課程及南臺灣當地風情，由本校國際事務處於今

( 108 )年7月1日至7月6日、7月8日至7月13日接連辦理兩場

國際學生夏令營，邀請國外高中及姐妹校學生前來參加。

參加的大學生來自菲律賓、泰國、美國、中國等共40位學

生，課程講師特邀本校的加拿大籍Nicholas Pena Alvarez

教授、餐飲廚藝科李木生專案助理教授、陳紫玲副教授等

多位老師，教授系列性的中西式烹飪課程，如西式點心烘

焙、咖啡調製、中式糕點製作等課程。另配合境外高中生

華語文程度，適切安排中文會話課程、豐富生活化的茶

藝、書法、中華文化藝術等課程，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體驗博大精深的中華精神。

本校國際事務處陳紫玲國際長更親自率領學員走訪高

雄、台南二地古都，透過深度一日遊，學員對於駁二、高

雄科學工藝博物館、旗津、台南夜市文化及台灣小吃等，

均留下最深刻的回憶與足跡。

本次陪同學員前來的越南高中Le Thuy Duong老師、泰

國中華國際學校朱薏綾老師、菲律賓萊西姆大學Alfredo 

Diamanté 老師，並與本校國際事務處陳紫玲國際長進行學

術交流，探討未來更多的合作方向，為將來的國際招生建

立更良好的溝通渠道。國際學生夏令營自2018年開始辦

理，精采的活動內容深獲學員高度肯定，今年外國學生錄

取生中，有2名係去年的夏令營學員，顯見夏令營亮點對

國際招生確實有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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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2019
國際學生夏令營

陳紫玲國際長(前右四)率國際處同仁與營隊學員合影。

陳紫玲國際長( 左四 )、越南高中朱薏綾老師( 右四 )結業式頒發
營隊獎項。

學員體驗以毛筆書寫中文字。

本次夏令營所有工作人員，都嚴選高餐大國際學生及

本校廚藝相關科系優秀學生擔網，充分展現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所秉持的服務精神及專業的服務品質，成為本校招生的最

佳代言人，活動雖然圓滿結束，也為全體學員心中留下難以

忘懷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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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巡禮可是｢高餐記憶｣的重要活動，4月中旬校史館

團隊終於跟著老校長的腳步，與玥秀校長、總務長、陳榮

彬大哥漫步在綠意盎然的春日校園。老校長穿著校慶運動

服和球鞋，玥秀校長也穿得輕便，花裙加上草帽開始這趟

校園春遊。在行進中，老校長侃侃而談著規劃校園時發生

的故事，也不斷提醒著當初的創校精神。

    從行政大樓開始，老校長如嚮導一般，帶我們了解校

園。行政大樓前的上翹屋簷，弧度如同微笑，不僅對內提

醒師生，餐旅業微笑示人的態度，也是對外歡迎客人的心

意，透過建築傳達學校的教育核心。此外，行政大樓正對

著的「迎向新世界」雕塑也呼應著服務業的開放態度。我

們沿著噴水池一路往校門的方向走，校門口佈滿爬藤植物

春暖花開校園散策

校園巡禮

林校長玥秀(左一)、李創校校長福登(中)和陳總務長良進(右一)合照於薜荔花台。

/ 校史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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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玥秀(左一)、李創校校長福登(中)和陳總務長(右一)良進合

照於飛泉映月。

薜荔，這座綠色的圍牆曾經吸引許多新人到此拍攝婚紗

照，也是許多人到校參觀時的必拍景點，老校長驕傲說

著，同時也約玥秀校長、總務長一起入鏡，當一回觀光

客。薜荔善攀，仔細修剪指引，給予少數土壤就能讓校內

樓面、圍牆四處皆綠，除了美觀，也能有效降低建築物外

牆溫度與空氣污染。

校門口右邊的安心石是走入校園第一個看見的藝術

品，石頭的題字轉刻自星雲大師贈送的墨寶，老校長開了

個玩笑，或許我們能設計一個讓學生檢測安心指數機器，

雖說是笑談，但安心石的確是一個以具體形象，穩定在校

師生心靈的存在。沿著步道走到飛泉映月，瀑布流水加上

日式石燈與花木綠意相映，襯出一份夏日中的清涼。移步

到樹王前面，提及曾經的票選活動，照顧花木是學長們勞

作教育工作之一，各班屬意的樹木多半是自己照顧產生情

感的那株，最後由數十年的茄冬樹奪得樹王稱號。

「經年常綠，四季有花，荷風椰影，南國風光。」當

老校長提起這十六個字的時候，大家像默念課文的小孩一

樣默默背誦出來，這是當時校園造景的核心，從落實到維

護，現在仍沒有偏離。老校長回想從平地慢慢屯出山坡的

過程，起伏的圓丘來自高度不一的竿子，立竿不用見影，

而是用以標記土堆高度，這是何恆雄顧問的巧思。沿著綠

蔭滿滿的步道走入校園中心，每件藝術品有其背後的故

事，包括遠從花蓮運到校園組裝，以白色大理石刻就的

「同心」，以及在校內創作，從無到有的「初生」，充滿

當時想讓學生接受美學薰陶的期許。

一路走向操場，說起當初建造司令台方向的猶豫，

最後選擇讓師長、賓客曬太陽的那一面，不忍讓學生長

時間逆光以保護他們的眼睛，老校長覺得，學生站著已經

很辛苦，賓客和老師有位置可坐，就不要再讓學生難受，

是對學生無形的體貼，以實際行動印證校長當初說的：

「家長將孩子送來學校，就是希望學校將學生視為自己的

孩子。」

     走到鐘樓，老校長說：「鐘樓四個柱子的角落，代表

學校的成長。當初我希望新生從左邊穿過，像人家說稜轎

腳(台語)，等到畢業從右邊走出來，就是說功夫已經學到

了，要拜別師傅。」從鐘樓往草原方向看過去，搖曳的海

棗，呼應南國風光的設計想法，優雅中有幾分慵懶浪漫。

鐘樓對面不遠便是猢猻樹，也稱平地神木，是楊朝祥部長

訪校時所種下，時光流逝現在兩位校長手臂相圍也難以環

抱。

從操場往宿舍的方向走，不知不覺繞了半圈校園，行

至宿舍旁的美人靠暫歇，古代大家閨秀無法出家門，美人

靠讓他們休息打發時間。老校長規劃美人靠，想將宿舍塑

造成家的感覺，讓同學有地方能休息，聊天跟溝通。女兒

靠的對面就是i郵箱，玥秀校長和總務長幫老校長補充i郵

箱目的是為了方便學生收包裹，時代跟科技都在改變，學

校為學生著想心意依舊如此。

在宿舍廊側短暫休息，我們再次出發，走過林蔭大道

到原生植物園的路上，老校長談起這些植物的原由，偶爾

跟陳榮彬大哥聊起植栽的更替，以及原生植物園中石燈籠

內的鳥食，餵鳥看似浪漫，但校長卻是實際的角度為出發

點，校園有鳥類棲息，有助於校內的自然生態。走到第二

實習大樓，兩位校長順道參加五專的微型成果發表會，受

到學生與家長的熱烈歡迎，拍照、聆聽學生介紹創業理念

後，時近中午，校長帶著我們走到李前總統手植的百齡榕

前合照，結束當天的校園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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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林玥秀校長 ( 左六 )、小港醫院郭昭宏院長 ( 左七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莊輝同科長 ( 右七 ) 及李欣南科長 ( 左四 ) 與其他與會貴賓於
許願牆合影。

/ 產官學合作

整合行銷醫療觀光資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培育餐飲觀光人才之同時，亦積極

與產業界結合，為落實醫療與餐旅服務的跨域結合( 7/16 )

日在觀光局、衛生局見證下，與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簽署合

作備忘錄( MOU )，高餐大林玥秀校長表示，透過醫療產業

與餐旅學術結合，期盼有效提升高雄地區醫療服務品質、

餐食及觀光醫療之量能。

      高餐大林玥秀校長指出：「開創餐旅研發平台及拓展

國際交流是學校經營理念，此次與小港醫院進一步加深合

作，正式啟動戰略合作，除透過高餐大專業廚藝技術，提

升醫療觀光餐飲品質與服務外，計畫共同開發旅遊代餐相

關商品，以供消費者未來在機場和小港醫院的旅遊門診販

售」；小港醫院院長郭昭宏指出：「提升全人健康照護服

務乃小港醫院發展之重點，除觀光醫療外，患者及陪伴患

大攜手小港醫院

者的親友對於醫療的期望與感受也須納入醫病責任，因此與

高雄餐旅大學合作，致力於完成「建立服務品質提升計

畫」，由高餐大協助製作相關教材及課程，提升患者與家屬

整體滿意度及醫療品質；「特殊餐飲開發計畫」，依據醫院

發展之特色醫療( 咀嚼吞嚥 )和相關疾病開發檢查餐食，兼

具美味與健康；最後為「結合觀光醫療」，由高餐大專業觀

光遊程規劃，發展出醫療結合在地觀光之醫療遊程」。

      展望國際醫療觀光發展，配合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及衛生

局之政策，高餐大與小港醫院合作模式，為在地醫療機構與

大學多方合作並建立平台，深化餐食及觀光服務，共同拓展

全新觀光醫療模式，發展醫療觀光特色，成為真正的「全人

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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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餐旅教育學會

當選亞太分會理事長

致力提升全球餐旅教育研究和服務的國際餐旅教育學

會 ( ICHRIE ) ，七月底於美國紐奧良舉行2019年度學會與

研討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在台灣時間26日

( 週五 ) 凌晨三點多，經國際餐旅教育學會世界總會理事

長克里斯.羅伯 ( Chris Robert ) 正式任命為該學會亞太分會

( APac CHRIE ) 理事長。林玥秀表示，除高餐大已爭取主

辦2020亞太餐旅教育學會年度會議外，將推動國內餐旅產

學緊密合作，為台灣培養具國際化的餐旅人才。

甫當選亞太分會理事長的林玥秀，越洋接受採訪表

示，上任後未來一年工作重點，除承辦2020亞太餐旅教育

學會年度會議外，由於亞太地區部分國家因國民所得未達

標準，將持續為其發聲，爭取入會資格，並協助包括大學

和產業界等爭取團體會員加入學會，積極促進國內餐旅產

學合作。

高餐大2017年6月，於印尼峇里島舉辦的第十五屆亞

太餐旅教育學會年會中，取得2020亞太餐旅教育年會

( APacCHRIE ) 優先承辦權，今年五月中，由香港理工大

學手中接下主辦旗。林玥秀感謝全校師生兩年多來同心合

力，得以順利讓國際間看到台灣餐旅教育與研究能量，為

台灣餐旅教育邁向新世紀的典範。

林玥秀進一步指出，透過持續與國際同步接軌，提升

台灣餐旅教育甚至整個餐旅產業有重大意義。她以鄰近國

家新加坡為例，點出目前國內餐旅業仍有成長空間，身為

餐旅教育工作者，為台灣培育具有國際化與多元化文化視

野等國際餐旅人責無旁貸。

高餐大校長

國際餐旅暨觀光教育年會任命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為
亞太分會新任理事長，林玥秀於閉幕晚宴中談及使命與願景。

高餐大校長林玥秀 ( 二排右三 ) 與餐旅所徐立偉所長( 二排右
ㄧ ) 代表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邀請所有國際餐旅教育學會理監
事，明年來台參加2020亞太餐旅教育年會。

成立於1946年的國際餐旅教育學會，致力提升餐旅整

體產業環境成長，並將現代管理工具介紹到學術界，積極培

育人才，以超越甚至領先業界。目前全球六大分會為亞太分

會、美國中部分會、北美分會、美西分會、美東分會與歐洲

分會。其中，亞太分會規模最大並持續成長，且每年年會吸

引各國會員前來取經。亞太分會理事長遴選是由16國共163

會員投票，在去年選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為副理

事長，其曾任該學會臺灣地區代表、財務司庫、產業關係總

監，今年正式擔任亞太分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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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餐旅教育年會

餐旅教育學會

敬邀各國

See you in Taiwan！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明年主辦亞太餐旅教育年會 ( 2020 

APac CHRIE ) ，校長林玥秀與學校代表徐立偉所長在美國

紐奧良，力邀國際餐旅教育學會全球各地餐旅領域學者赴

台與會，行銷「臺灣有最熱情人情味、最美麗的自然景觀

以及最美味的食物，更重要的是，有最棒的夥伴－也就是

在座的每一位，See you in Taiwan！」，與會者除熱情迴

響並允諾出席。此外，林玥秀更號召我國旅美學者共同創

造台灣餐旅觀光教育在世界舞台的新聚點。

國際餐旅暨觀光教育年會今年總計發表163篇論文，

包含57篇口頭發表及106篇海報發表，內容涵括新興科技

與餐旅產業的未來發展、智慧服務、未來餐旅就業市場分

析、食安與剩食議題、餐旅業勞資關係、體驗式教學、產

業實習與合作學習等研究主題，實為歷次研討會最多元與

最精鍊的論文之薈萃。

台灣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發表論文「工作

反思如何影響假期體驗」，探討旅遊的目的，及旅遊經驗

對生活產生幸福感有無關聯。研究針對亞洲與歐美國家白

領階級工時與假期分析，亞洲平均工時高於德國一倍，擁

有的假期卻是德國的一半。此外，以國內兩天週休假日、

三天連假與四天以上假期進行調查，三次樣本合計1200名

受薪民眾接受訪談，得出結論四天以上的長假期對白領階

級產生幸福感，整體感受與國內旅遊觀光業者規劃行程有

所貢獻。

      林玥秀除發表論文，將高餐大帶向國際舞台，提升在

國際餐旅教育學術圈知名度外，另一重點是以亞太區域餐

旅教育學會學理事長身分出席，宣傳2020年由高餐大所主

辦的亞太餐旅教育年會 ( 2020 APac CHRIE ) ，力邀全球各

高餐大站上國際

2019國際餐旅暨觀光教育年會於美國紐奧良舉行，400多位各國
代表就餐旅教育與研究進行交流，這是最後的閉幕頒獎晚宴。

林玥秀 ( 中 ) 出席2019國際餐旅暨觀光教育年會，晚宴中號召我國
旅美之學者共同創造台灣餐旅觀光教育於世界舞台上的新聚點。

地餐旅領域學者明年五月赴台參與年會，並代表亞太地區所

有餐旅教育工作者發聲。

國際餐旅暨觀光教育協會主席Chris Roberts教授表示，

無論是「口頭發表」抑或是「海報發表」，都是餐旅觀光教

育學者或碩博士生展現研究能力、創新教學研發的投注心力

之作，值得教育界以及產業界共同重視。期盼來自世界各地

餐旅觀光領域學者能透過會議延伸個人視野、激發創意並交

換意見，強化教學理念並拓展有效教學策略，達到精進教學

之目的。

高餐大表示，學校積極爭取主辦2020亞太餐旅教育年

會，能凝聚來自世界各地餐旅觀光教育學者的前端研究思維

與寶貴教學經驗，擴增全球教學視野、帶動專業成長，促進

全球餐旅教育領域的永續發展與未來。

ISSUE 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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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在國際志工服務

見苦知福灑愛種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17名師生，利用暑假自費前往柬埔

寨暹粒省大芒果高中進行為期14天國際志工服務。除保有

一般國際志工以英文教學、台灣文化交流與建設服務外，

高餐大國際志工服務隊分享領隊及餐廳實務等餐旅知識，

提供當地學生職涯規劃另一選擇，另協助改善當地校園與

家庭環境，設計具有台灣傳統文化活動，甚至傳授珍珠奶

茶DIY。學生志工們從當地學子克難環境正向看待人生，

深刻體會到生長在台灣的幸福。

由陳昭南與陳昱儒兩位老師帶隊的高餐大新南向國家

暑期國際志願服務隊，透過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與當地合

作協會CYA，協助聯繫大芒果高中及社區，進而促成此次

合作。陳昱儒感謝學校支持，補助學生來回機票費用、行

前培訓費用，減輕學生負擔並提升專業能力、學習正確志

工觀念，加上當地志工、協會協助，讓活動順利進行與圓

滿結束。

15名服務隊隊員含括餐旅、廚藝、觀光、國際等四個

學院的學生，將學校傳授的餐旅專業知能與實習實務經

驗，製作成各式海報與輔助教材，利用分組入班教學、戲

劇演出、實例演練，將領隊實務及餐廳實務的知識帶給學

生，啟發當地高三學生對於餐旅、觀光的認知，進而提供

當地學生未來職涯發展更多選擇。

除教導當地學生餐旅相關知識外，師生們還協助當地

社區學校建設花園及走道，優化學生上課環境，分組到當

地學生家中協助環境整理，教導臺灣料理及寫春聯，並舉

辦臺灣文化推廣活動，帶給當地學生、志工、社區民眾臺

灣傳統遊戲體驗、珍珠奶茶DIY，推廣臺灣文化，犧牲奉

獻的精神以及無私的付出，獲得當地師生的歡迎及好評。

      志願服務隊隊長戴子翔說，兩年前暑假跟著國際志願

服務隊到越南中部陪伴關愛小學生，相較之下，柬埔寨學

生更辛苦，有人為了上學，頂著高溫烈日來回步行30公里

甘之如飴，課堂上認真專注眼神傳遞「上學是幸福的」，

高餐大師生「柬」單愛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17名師生，利用暑假自費前往柬埔寨暹粒省
大芒果高中進行為期14天國際志工服務，兩週下來，志工學生
們與當地學子和民眾建立深厚情誼。

高餐大15名服務隊隊員含括餐旅、廚藝、觀光、國際等四個學
院的學生，將學校傳授的餐旅專業知能與實習實務經驗，製作
成各式海報與輔助教材，利用分組入班教學。

看到他們過著物質條件差的生活，更加感恩生在台灣與珍惜

資源，為了自我磨練，現在睡覺都不開冷氣。

負責餐廳實務教案的江欣諭回憶，教室裡沒有明亮的

日光燈、冷氣，沒有投影機，也沒有一人一個的置物櫃，牆

壁上滿是手工畫出來的教材，有元素表、三角函數的算式，

當地孩子更沒有手機、網路等生活娛樂，下課就是幫忙家裡

跟農作，甚至面臨休學做工支撐家計，在台灣視為理所當然

的事物，對柬埔寨來說都太奢侈了。

高餐大校長林玥秀表示，教育是孩子脫貧的希望，師

生們跨越千里送愛到柬埔寨，不僅落實高餐大「人文化、國

際化」的辦學理念，也拓展學生視野、關懷國際社會以及培

養人文素養，藉由見苦知福學習感恩與培養慈悲心，進而發

揮所學專長，實現青年承擔社會責任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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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小昆凌從高餐大

站上選美台

美好的莫非定律

甫榮獲全球城市小姐台灣區第二名的劉宜欣，深邃輪

廓加上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總是讓人誤以為混血兒。被父母

捧在手心的她，規劃大學生涯時，看著鄰居念餐飲系早出晚

歸，還要參與校園勞動服務，心想絕對不填餐飲觀光科系。

莫非定律找上她，統測分發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學士

學位學程，四年全英文課程加上國外實習，劉宜欣一改過去

養尊處優生活，學習獨立打理生活。劉宜欣在母親的鼓勵

下，報名全球城市小姐台灣區選拔，她說，過程全心投入，

結果淡然處之。

22歲的劉宜欣屬於人生勝利組，幼稚園就被父母送去

補習班學英文與音樂，小學通過劍橋英文檢定，國中完成全

民英檢，自我要求高的她終日埋首書堆，直到念雄商國貿

科，才開始享受青春不留白的快樂求學時光，規劃大學就讀

傳播或國際貿易。

   「聽念餐飲科的好朋友說要去讀高餐，是所很嚴格的學

校，要穿制服，每天要早起掃地，我叫她好好保重，沒想到

後來我也分發到高餐的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父母疼愛

有佳的劉宜欣，一開始無法適應這樣的大學生活，全英文課

程又經常上台報告，但經過一年住校磨練，加上大三實習，

首次離家到美國南佛羅里達進行為期一年海外研習，煮飯洗

衣樣樣自己來，劉宜欣從嬌嬌女蛻變成善解思想成熟的獨立

自主都會女子。

步出校園前夕，母親經由正修校友群組獲知，今年全

球城市小姐在母校舉辦，因此積極鼓勵女兒報名。從沒想過

參加任何選美比賽的劉宜欣拗不過媽媽，繳交報名表後，心

思投入畢業相關事務，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收到通過初

選信件。

    「我是那種一旦決定要做，就會全力以赴，證明自己有努

力，更希望為校爭光。」劉宜欣經由國標舞老師密集美姿美

儀訓練，順利晉級到總決賽，最後從20多名佳麗脫穎而

出，獲得第二名與最佳人氣王，精緻混血兒五官神似昆凌，

還因此被封為「小昆凌」，新聞曝光後，同學老師才知道她

參加選美活動。

勇於嘗試的劉宜欣，感謝父母一路支持，對於接下來的

道路，除10、11月代表台灣參加大中華賽及世界賽外，將回

到高餐大服務，期盼25歲前找到人生定位，行有餘力能多付

出助人，因為「施比受更有福」。

22歲的劉宜欣 ( 左二 ) 步出校園前夕，母親積極鼓勵她報名全球

城市小姐台灣區，經過數關評選後，榮獲全球城市小姐台灣區第

二名與最佳人氣王。

劉宜欣 ( 右 ) 坦言，就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

程，一開始無法適應早起勞動的大學生活，課程全英文又經常上

台報告，但四年下來，嬌嬌女蛻變成善解思想成熟的獨立自主都

會女子。

ISSUE 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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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協益

朝世界麵包邁進

甫在俄羅斯拿下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烘焙金牌的謝協

益，20歲已身經百戰。「因為從小愛吃甜！」，讓謝協益

選擇餐飲烘焙作為職涯規劃，卻讓他與父母關係一度降至

冰點，直到他接觸比賽屢屢獲獎，爸媽逐漸認同轉而支

持。謝協益除感謝家人與高餐大師長支持，讓他創意得以

激發，學習沉著獨立面對任何問題外，他將朝樂斯福世界

麵包大賽邁進。

自認從小就是貪甜螞蟻的謝協益說，父親是汽車中古

商，對子女的期待是穿著套裝的上班族，但他國中畢業後

選擇技職，就讀中山工商餐飲科，主攻烘焙麵包。家人對

餐飲業抱持薪資不高，工作環境油膩又悶熱，苦勸他轉換

學科，親子關係一度緊張。謝協益認為對的事情就去做，

沒有一個產業是輕鬆的，雖然付出不一定會成功，但不付

出，一定不會成功，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

從愛吃的消費者轉為料理製作者，不服輸的謝協益主

攻烘焙，專研蛋糕、麵包，大小比賽都獲獎，高三榮獲全

國技能競賽麵包類冠軍，父母被他的堅毅與耐力感動，轉

為認同與支持，鼓勵謝協益選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管

理系就讀，爭取更多出國比賽機會，累積實力與經驗。

「學校有許多出國比賽機會，但必須爭取。」謝協益

說，進入高餐大後，學到獨立解決與面對問題，創意與視

野更加寬廣。今年五月，他在中國大陸重慶舉辦的「一帶

一路國際技能大賽」烘培項目中，擊敗法國、美國、俄羅

斯、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澳門、東帝汶、南韓等國好

手，摘下金牌，為他贏得國手身分，代表台灣出席有世界

技能奧運之稱的國際技能競賽。

      謝協益把握出賽前的集訓，模擬比賽限定時間該完成

的所有項目，不斷練習與修正，成品則捐贈慈善機構做公

吃甜男孩肯吃苦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管理系學生謝協益代表台灣參加第45屆
國際技能競賽「烘焙」職類，集訓期間，針對最高難度的藝術
麵包項目，不斷修正與反覆練習。

20歲的謝協益「因為從小愛吃甜！」選擇餐飲烘焙作為職涯規
劃，進入高餐大就讀後，創意得以激發，學習沉著獨立面對任
何問題。

益，讓弱勢族群能分享他的手藝。密集集訓期間遭遇挫折，

他靠堅定的心理素質支撐，高壓情緒則藉由接近大自然調適

心態與紓壓，讓自己身心處於最佳狀態。

躍昇台灣之光，謝協益謙虛發表得獎感言，很慶幸能

為國家拿下金牌，一年來雖然累又辛苦，一度想放棄，但家

人、高餐大及母校中山工商提供師資、場地、豐富食材、完

善行政單位與學長王鵬傑一路陪伴鼓勵，幫助自己在技術與

技巧精進，想到默默為自己付出的人，哪有什麼半途而廢的

理由。他說，光環與獎牌是一時的，唯有把自己歸零，才會

有下一個100分的動力和目標。

/ 烘焙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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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晚會訂為「98走吧！夢想啟程」，學長姊邀請新進學弟妹
一起同從高餐大邁向遠大夢想。

新生晚會上，新生們以手機手電筒呼應台上學長姊，燈光點宛

如璀燦銀河。

新生們9月9號起個大清早，整裝集合準備進行勞作教育，行前
學姊愛的叮嚀。

勞作教育是高餐大優良傳統服務學習，目的在於提升大一、大二
生體能與培養勤勞與服務美德！

ISSUE NO.28

/ 學生事務處

勞作教育鍛鍊身心

今年大一新生迎新晚會已於0908圓滿完成， 非常感謝

所有參與的學生會與社團幹部及工作同仁，讓新生感受到

高餐大家庭的熱情與溫暖！

一開場校長帶領國內外貴賓蒞臨開場，除了本校師

長，還有來自美國姐妹校南佛羅里達大學的Cihan Cobano-

glu 教授， 以及在網路平台創業成功的德國企業家 Mr. 

Remzi Aru，高餐大世界校友總會陳宏志理事長，以及張德

平副學務長。學長姐們以充滿活力的制服秀揭開序幕，接

著各社團展開精湛的演出也藉此招收新會員！最後則是由

學生會邀請來的神秘嘉賓藝人李玉璽壓軸！非常感謝所有

系科學會學生幹部的合作及奉獻，讓新生度過一個美麗活

力的夜晚。

9月9日一大早，六點半不到，許多科系早早就整好了

隊伍，迎接他們在校園的第一個勞作教育！當天負責的柯

嘉鈞組長及莊紋娟老師陪同校長，一早就到全校各地探視

學生的集會與打掃狀況。有同學雖然坐在輪椅上，還是有

同學協助，推著他負責幫忙搜集落葉！這種充分發揮同學

愛護同學，以及愛護學校的精神，就是高餐大之所以與其

他學校不同的地方！

新生晚會熱鬧沸騰

看著這一屆新生在晨曦沐浴下，迎接在校園的第一個清

晨，看到高餐大優良的傳統美德，可以一棒接一棒傳承下去，

這是高餐大的精神力量！也是高餐大學生未來職涯踏出成功

第一步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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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俄羅斯舉辦的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63國共1300名

等不同技能領域好手一較高下，我國58名技職國手成績斐

然，總共摘下5金、5銀、5銅、23優勝。其中，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西餐廚藝系范乾輝、烘焙管理系謝協益分別奪下優勝

與金牌，兩名學生不負師長親友期待，擦亮高餐大招牌，再

次讓國際見證台灣培育人才實力與餐飲教育潛能，堪稱台灣

之光。

擔任此次帶隊老師的烘焙系暨推教中心主任廖漢雄表

示，范同學參與的項目為「西餐烹飪」職類，由西廚系陳寬

定主任指導，謝同學則角逐「烘焙」職類競賽，兩項為高餐

大在國內外競賽的常勝軍。為了此次競賽，學校廚藝學院西

廚系陳寬定主任及他個人全力指導，應英系侯曉憶老師協助

翻譯，總務處及各單位傾力支持，協助學生練習時軟硬體所

需，此外，躍升計畫、西廚系及烘焙系友好產學合作廠商補

助學生練習經費及材料。就是希望學生無後顧之憂專注競

賽。出發前集訓期間，兩位國手對於此次競賽抱著勢在必得

決心，幾乎天天到學校或集訓中心進行模擬競賽演練。

「烘焙」部分，兩天共15小時的競賽，選手們需依規

定製作可頌、丹麥、布里歐、健康穀物、天然酵母麵包、法

國長棍、德式蝴蝶麵包與難度最高的藝術麵包等八種項目。

謝協益在限時內，按部就班逐一完成所有指定項目與數量。

自訂主題的藝術麵包項目，生長在港都的他，以「海洋」為

題目，創作出海星、鯨魚、貝殼、水母及龍蝦等海洋生物盤

據在礁岩的作品，色澤、外觀唯妙唯肖，讓評審與十多名較

勁選手嘆為觀止。

   「我比完後，自評表現不太理想，沒想到竟然奪牌！」，

競賽閉幕式於台灣時間28號 ( 週三 ) 凌晨零點三十分進行，

謝協益聽到大會宣布自己與瑞士隊同金，高舉中華隊旗跳進

會場，跟瑞士選手擁抱互賀。謝協益會後接受採訪，感謝廖

漢雄與其他師長們長久以來的指導栽培。

「西餐烹飪」職類，高餐大國手范乾輝為台灣拿下優

勝，儘管心情略顯失落，對於能代表學校與國家出征，感到

榮幸與留下美好回憶，自我勉勵再接再厲，化悲憤為力量，

用正能量迎接未來的挑戰。

高餐大表示，范乾輝與謝協益表現可圈可點，此次代表

學校，一路從分區賽、全國賽到國手選拔，飛越6644公里，

到寒冷高海拔的俄羅斯，克服時差將自己處於最佳狀況，不

論成績如何，展現出的運動家精神與毅力，足以為表率。

/ 台灣之光

國際技能競賽

奪1金1優勝

高餐大傳捷報！

西餐廚藝系范乾輝同學 ( 左 ) 和西餐廚藝系陳寬定主任 ( 右 ) 於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合影。

烘焙管理系教授廖漢雄 ( 左一 ) 與應英系侯曉憶副教授( 右一 ) 三

年級同學謝協益 ( 左二 ) 於「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閉幕式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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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國際學術合作新篇章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玥秀校長偕同陳紫玲國際長，前往法國佩里

格的薩維尼雅克國際旅館學院 ( Ecole De Savignac ) 、坎培爾的商業工

會職訓局 ( Chambre De Metiers Et De L’Artisanat Du Finistere ) 及巴黎的

法蘭迪大學 ( Ferrandi Paris ) 等三個機構進行交流，並簽訂合作備忘

錄，討論學術及技術合作事項。林玥秀表示，簽訂MOU除為台灣培育

國際化餐旅專業技術人才寫下合作新篇章外，更有助於縮短高餐大學生

國內實習與海外實習平均機會相差十倍的差距。國際長陳紫玲指出，此

次高餐大與法國兩所優秀大學及一所歷史悠久的專業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簽訂合作備忘錄，提供高餐大學生更多的海外實習及交換的選擇，增進

語言能力提升內涵，體驗不同的文化風情，更有機會到米其林餐廳實

習，在專業的法國料理廚師的帶領下，學習正統且道地的法國料理，以

及在知名的飯店學習正統優雅的旅館管理服務實務。

法國薩維尼雅克國際旅館學院 ( Ecole De Savignac ) 以英語培育專

業人才，交換學生國籍超過二十個國家以上，學生精通英文，並選修中

文及其他語言，高等教育機構評為世界最好的酒店管理學校之一，並因

其優秀的教學方式獲得多項獎項。法國商業工會職訓局的職業訓練在歐

洲已有百年以上歷史，專業課程涵蓋餐飲服務、烹飪、烘焙等。該機構

與多所不列塔尼地區的米其林餐廳合作，提供學生前往米其林餐廳實

習，運用所學與實務並進後，考取專業證照，強化未來就業競爭力。

法蘭迪大學創立於1920年，擁有近100年歷史，是法國頂尖的國立

烹飪和酒店管理學院之一。該校提供的專業課程，從職業課程到碩士學

位等，著重培育優秀的餐飲管理人才。

三所學校周邊環境優美，物產豐富，其中，薩維尼雅克國際旅館

學院所在地是法國鵝肝醬與黑松露的故鄉，且鄰近波爾多著名酒區，是

歐洲渡假重鎮。文化與美食是此地區的驕傲，拉斯科洞窟壁畫也位於本

區的韋澤爾大峽谷，是著名的石器時代洞穴壁畫。坎培爾的商業工會職

訓局技能訓練中心位於布列塔尼半島，海鮮生蠔漁獲豐饒，更是法國平

民美食可麗餅的故鄉，該地人民勤奮待客熱情，與台灣人民非常相近，

這也是該局願意特別成立「台灣計畫」培養人才的主要原因；至於法蘭

迪大學由教室即可遠眺巴黎鐵塔，能在法國首都感受美食之都的一切！

這三所學校各有擅長，學生置身其中學習，不僅貼近在地生活與飲食文

化，更能開闊眼界。

林玥秀以高餐大108年國內外實習職缺數量、學生申請國內或國外

實習人數統計數據說明，國內實習職缺數量5,288，申請實習學生為933

人，平均機會為5.67。相較之下，海外實習職缺179，申請實習學生卻

多達316人，平均機會0.57，兩者差距十倍。

      林玥秀談及，高餐大有許多優秀但經濟條件不佳的同學，站在高等

教育者立場，必須為學生創造更多海外實習機會，因此最近締約的姐妹

與法三教育機構簽MOU

高餐大林玥秀校長 ( 右二 )，法國薩維尼亞旅館學院校長
Richard Ginioux ( 左二 )  、國際長陳紫玲 (左一 )  、國際長
Crystal Masdupuy(右一 ) 肯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致力推廣
台法實質學術交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 ( 右二 )偕同國際長陳紫玲 
( 左一 )，與法國商業工會職訓局局長米修吉昆 ( Michel 
Gueguen，左二 )、秘書長菲利普波多 ( Philippe Portal，
右一 ) 簽訂合作備忘錄。

高餐大林玥秀校長 (左 )與巴黎工商會，法國法蘭迪大學
的國際長Eliza Cogitore (右) 進行交流，並簽訂合作備忘錄。

校，以爭取互換學生為首要考量，提供本校交換學習名

額，讓學生可以在當地姊妹校進行半年學習後，選擇到

法國知名飯店集團或餐廳工作實習半年，擴展台灣學子

國際視野，同時讓國際看到台灣學生的潛力。

林玥秀校長強調，此次簽訂MOU的三所機構，雙方

早從數年前即展開交流與尋求合作事宜，經過縝密規劃

與多次溝通後，促成此次行程。她與國際長從法國西南

部第一所學校完成簽約後移動到西北部，最後抵達巴黎

完成與第三所學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儘管行程緊湊，為

高餐大與台灣餐旅產學界帶回超載收穫。

/ 國際事務處

ISSUE NO.28

看著這一屆新生在晨曦沐浴下，迎接在校園的第一個清

晨，看到高餐大優良的傳統美德，可以一棒接一棒傳承下去，

這是高餐大的精神力量！也是高餐大學生未來職涯踏出成功

第一步的關鍵之一！

( 2020 APac CHR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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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處

是不是只要註明作者、出處，

即屬合理使用他人著作？

在許多校園的著作權相關演講中，詢問度最高的問題

之一，就是「是不是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就是屬於合理

使用他人著作？」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什麼是

「合理使用」。

舉例來說，若是某學者為了介紹國外大師級教授的最

新見解，將其刊登在期刊的數篇論文，翻譯為中文，提供

予學生作為上課的參考資料使用。由於這位學者與國外教

授並不熟悉，且僅在課堂上授課使用，並有在所有譯稿上

都有註明該教授全名及原始發表的期刊名稱、期別、頁數

等，這樣的行為，可以算是合理使用嗎？

由前述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在利用他人著作時，標

示著作人的姓名及著作的出處，是主張合理使用時，依著

作權法第64條規定所須負的「義務」，而著作利用行為，

是不是屬於合理使用，則必須看個別的著作利用行為，是

不是可以符合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3條及第65條第2項的

規定。學者翻譯國外教授的期刊論文，並用作課堂學生參

考資料之用，涉及二個著作利用行為，一個是期刊論文由

外文翻譯為中文，是一種「改作」行為，而將改作後的論

文，印製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則涉及「重製」行為。這

二項行為，必須符合前開著作權法的規定，才能算是合理

使用。

  以課堂教學的使用而言，依據著作權法第46條規定：

「Ⅰ.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

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Ⅱ.第44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至於第63條

依據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著作之合理使

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同條第2項規定：「著

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44條至第63條規定或其他合理使用之

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

基準：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

利教育目的。二、著作之性質。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

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

在價值之影響。」由著作權法前述條文來觀察，合理使用

指的是著作權法第44條到第63條的個別合理使用及第65條

第2項的概括合理使用規定，只要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

的規定，依據第65條第1項規定，不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

害。也就是說，不用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即可利用他人

的著作。

     然而，若是在利用他人著作，尤其是不須取得著作權人

同意的合理使用的情形，若未適當彰顯著作權人的貢獻，

則未免對於著作權的尊重有所不足。因此，著作權法第64

條規定：「Ⅰ.依第44條至第47條、第48條之1至第50條、

第52條、第53條、第55條、第57條、第58條、第60條至第

63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Ⅱ.前項明示

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

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本條的規定是要求利用

人在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須明示「出處」及「著作人姓

名」的規定。由本條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註明作者、出處

是利用人在主張合理使用他人著作時，依著作權法第64條

所課予的「義務」，並非只要依本條規定註明作者、出

處，即屬於「合理使用」。個別的著作利用行為是否屬於

「合理使用」，必須依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3條及第65條

第2項的規定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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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則規定：「依第46條及第51條規定得利用他人著作

者，得改作該著作。」因此，若該學者的行為可以符合第

46條的規定時，則同時可就其翻譯 ( 改作 ) 的行為，依據

第63條第2項規定主張為合理使用的行為。然而，在前述

的案例中，該學者所翻譯並提供予學生課堂參考的期刊論

文，是同一教授的好幾篇期刊論文，這樣的利用行為，依

據第65條第2項的4款基準判斷，可能會被認為對於著作財

產權人的損害較大，因為學生可能因此不去購買該教授之

專書或是減少期刊的訂閱等，而有超出第46條第1項「合

理範圍」的問題。因此，當該學者的行為被認為不符合著

作權法第46條的規定，不屬於合理使用行為時，並不會因

為該學者有在翻譯的期刊論文上註明作者及出處，而變成

合理使用行為，請大家務必特別注意。

牛刀小試

1. (     )  網路上有許多網友分享到世界各地旅行時

         所拍攝之照片，既然已經放在網路上，便

         可以隨意使用照片。

答案：( X )
說明：從網路下載照片來利用，除非利用的方式能
合於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的規定，否
則都要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同意才可以利
用。

2. (     )  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就可以隨意使用他

         人著作。

答案：( X )
說明：註明作者、出處是利用人在主張合理使用他
人著 作時，依著作權法所課予的「義務」，並非只
要註明作者、出處，即屬於「合理使用」。

3. (     )  影印整本書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所以

         小雪想了一個idea，就是 把圖書館內自己

         想看的書分次影印，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4. (     )  著作的利用是否合於合理使用，其判斷的

         基準為何？

答案：( X )

答案：( 5 )

(1)著作利用的目的是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

 (2)著作是否已公開發表

(3)著作利用的量佔整個著作的比例高還是低 

(4)著作利用的結果是否會造成市場替代效應

(5)以上4種情形都應判斷

說明：分次影印的目的還是為了要影印完整的一本
書，所以並不在合理使用的範圍，還是屬於違反著
作權法的行為。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w w w . t i p o . g o v . t w

本著作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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