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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亞洲大學楊國賜講座教授 大八餐飲集團林輝義董事長－蒞校指導
本校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開學暨拜師感恩典禮於十月十五
日下午三時三十分，以純古禮儀式於多功能活動中心舉行。典禮由
容校長繼業主持，亞洲大學楊國賜講座教授，以讚禮官身分蒞校親
頒「託付書」，大八餐飲集團林輝義董事長，代表貴賓致詞。典禮
中也邀請本年度新生錄取之重點學校貴賓 : 桃園縣私立新興高級中
學、高雄市立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
學與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並邀請教育部泰國
皇家師範體系大學等一行人蒞臨參加。並由容校長頒發感謝牌。本
校循古禮拜師感恩儀式，旨在教育學生尊師重道之精神及對父母師
長時存感念之心，在培養學生對周遭事物之感恩、完整人格之薰陶
，敬業樂群思維之啟迪上，均作了最佳示範與引導。

，全體學生並向主禮官及師長代表行鞠躬禮。由教師代表接受學生
代表三跪九叩大禮，活動中以紅棗、桂圓、紅豆、肉脯、芹菜等象
徵束脩，奉獻給老師，俾從儀式中激發同學，感謝師恩及勤奮向學
的決心，老師並牽引學生的手敲響木鐸以示教化的意義。之後，由
亞洲大學楊國賜講座教授宣讀「託付書」，正式將學生託付給容校
長及全校師長。
本校這一場別開生面的純古禮儀式，除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外，
更表現與眾不同的尊師重道氣氛，而學生代表的「教師頌」教師情
深似海、「父母頌」父母恩高如山，還有校歌的朗誦、容校長親自
身著長袍馬褂的古禮服、「託付書」內容的真切感人，在在顯得意
義深遠。典禮最後在肅穆的擊鼓鳴鑼聲中圓滿結束。

典禮在擊鼓鳴鑼聲中揭開序幕，身著各式制服的全體學生，先
向至聖先師孔子遺像行最敬禮，再由擔任主禮官的容校長行上香禮

開學暨拜師感恩典禮
Semester Opening and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to Teachers' Ceremony

向師長行禮
A salute was given to the faculty members

2015 Confucian-style New Student Convocation Ceremony
Welcome Yang Guo-ci, Chair Professor at Asia University、Lin Hui-yi, Chairman of Daba Restaurant Group , to our University.
The 2015 Confucian-style New Student Convocation Ceremony at 3:30pm
was held on October 15th, in the Multipurpose Activity Center and strictly
followed by the ancient ritual details. In the ceremony was hosted by President
Chi-Yeh Yung.,Yang Guo-ci, Chair Professor at Asia University,personally
attended as the Ritual Prayer to present the Script of Entrustment, and Lin Huiyi, Chairman of Daba Restaurant Group, also addressed the audienc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ll honorable guests. The honored guests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ajor schools where many of the admitted students
had come from this year, namely: Shin Shing High School, Kaohsiung
Municipal Sanmin Home Economics & Commerc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Ming-Dao High School & The Affiliated Taichung Senior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They were presented at the
ceremony and were each handed the badge of appreciation by President Yu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our university adopted the ancient ritual details and
the same way how students in ancient time formally acknowledged their
teachers, to show the student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respect for teachers
and disciplines, as well as appreciation to parents. The ceremony inspired the
students to be grateful for life in general and encouraged them to pursue
integrity, professionalism, and teamwork.
The ceremony commenced with the sounds of gongs and drums. Then,
all of the students, dressed in various uniforms, performed the ultimate imperial
salute to the portrait of Confucius, the greatest teacher in Chinese culture.
Subsequently, the primary ritual protocol officer, President Yung, executed the

custom of incense burning as all of the students bowed to the primary ritual
protocol officer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eachers. The teacher
representatives were acknowledged the supreme reverence from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who kneeled down three times and kowtowed their heads nine
times to the ground while red dates, longans, red beans, dried meat, and
celery, symbolized remuneration, were presented with all respect to the
teachers. This custom is meant to strengthe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udents
to study diligently and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ir teachers. A teacher,
thereafter, took a student's hand to chime a wooden bell deno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end, Yang Guo-ci, Chair Professor at Asia
University recited the "Delegation Authorization" and officially delegated the
students to President Yung and the entire university faculty.
This unique ceremony that followed the tradition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aimed to hono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demonstrate
extraordinary respect for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The Ode to the Teachers and
the Ode to the Parents performed by the students further expressed grateful
appreciations. The students also recited the Song of the College. President
Yung wore traditional ceremonial robes, and the Script of Entrustment moved
all participants' hearts; all details showed meticulous and profound meanings.
In the solemn percussion of drums and gongs, the Ceremony was brought to a
successful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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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以律己 寬以待人-校長給入學新生的期勉
本校自公元 1995 年創立以來，即將邁入第廿個年頭，作為國
內首間餐旅專業大學，前賢俊秀的努力耕耘，功不可沒。秉持精誠
勤樸的校風，致力成為「培育餐旅菁英的搖籃、企業的關鍵夥伴與
餐旅教育的新典範」。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本校獲得各界一致的
肯定。在 Cheers 雜誌「 2015 臺灣 2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中
，獲得休閒餐旅類第一名；在國際間，本校也與法國藍帶百年餐旅
教育學府成立高餐藍帶廚藝卓越中心。我們深自期許，未來更要強
化學生的專業競爭力與國際就業力，就從高餐大開始，行銷臺灣至
全世界。
網路世代的興起，顛覆傳統人際互動的模式，而服務業猶是首
當其衝。隨著客訴與挑剔服務新聞的增多，大眾既明白到服務業的
辛苦，也同時提高了對服務業的要求。服務到位已然不夠，服務入
心才能成功。對此，本校師生必定感受最深。面對競爭日益激烈的
職場服務，我們要維持領先的條件無他，就是自我要求再要求。孔

子曾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當我們拿放大鏡檢視
自己的缺點，就會鞭策自己向上提升；用放大鏡發現別人的優點，
就能減少劍拔弩張的對立，促進團體的相互和諧。
本校發展與時俱進，標榜專業的同時，也落實學生的生活教育
，勞作教育就是訓練學生勤勞負責的第一步，服儀要求則是培養學
生端莊有禮的基礎，再透過全面實習，深化學生知能，養成學生獨
立任事的能力，以及代表學校的榮譽感。期望透過永續不懈的努力
，使高餐大成為亞洲第一的優質大學，開創卓越格局，深耕餐旅國
際品牌，締造「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的成功循環生息圈。
感逢 104 學年度的開學，熱誠地歡迎今年餐旅新鮮人的加入，
讓我們全體教職員生一起戮力同心，跳脫高等教育的傳統，帶動高
餐大的璀璨於未來。

世界頂尖餐旅學府競賽交流與結盟 高餐大學生揚名歐洲
世界排名第五的荷蘭海牙飯店管理學院
(Hotelschool The Hague) 每年皆會邀請世界一
流的餐旅高等學府參加該校舉辦的「餐旅創
新競賽 Hospitality Innovation Challenge 」，由
各校選派 3 名最優秀的學生赴荷蘭阿姆斯特
丹，由主辦單位將學生們重新分組後，各組
學生須針對阿姆斯特丹某一旅館個案提出能
維持十年的創新想法與產品，選出最佳創意
團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於今年第一次獲邀
並選派學生參加此項競賽，表現傑出且成果
豐碩，讓更多亞洲與歐洲的餐旅同業，認識
並擦亮高餐大的教育品牌。
2015 年 10 月 6-9 日，來自世界各地的
高餐大師生團隊與荷蘭海牙旅館學院院長
旅館系蔡孟儒與STARWOOD歐洲總裁合影
30 名餐旅菁英，包含芬蘭、挪威、瑞士、臺
灣、香港、印度、杜拜、荷蘭及美國等餐旅專業
此次競賽對參與學生收穫豐盛，不僅習得阿姆斯特
學府的優秀學生代表，齊聚荷蘭阿姆斯特丹，接受三天的訓練與創
丹在歐洲旅館業的領導與創新經驗，更由其他各校餐旅菁英學生身
新思維開發，每組須於第四天提出一個創新的方案與產品，並說服
上習得團隊合作與跨文化溝通之經驗，高餐學生的表現更讓荷蘭海
一群來自歐洲一流旅館品牌 CEO 們的評審團。高餐大首次獲邀參與
牙飯店管理學院印象深刻，因此將成為姊妹校之一，並提供交換學
此項競賽，經過校內初選機制，挑選出 3 名大四學生，分別是國際
生機會，於 2016 年 8 月開始，高餐大學生即有機會赴荷蘭研修並實
觀光學程林麗霞、應英系盤百容與旅館系蔡孟儒代表本校參與此項
習一年，此項競賽參與及姊妹校的合作成果，促使高餐大品牌於歐
競賽，行前並由旅館系游明鳳老師與休閒系柯嘉鈞老師加強訓練與
洲發亮，也鼓勵未來有意參加此項挑戰賽的學生，及早準備，以代
指導。
表學校揚名歐洲 !
經過三天不眠不休的腦力激盪與發想，競賽結果由高餐大旅館
系蔡孟儒與來自芬蘭、荷蘭、瑞士、與美國組成的團隊，以資源再
生的概念，結合城市耕作的做法，創造一個具永續教育概念的旅
館，獲得評審的認同並榮獲第一名；另外應英系的盤百容與來自荷
文來自：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主任兼語文訓練組組長 侯曉憶
蘭、瑞士、香港與芬蘭的團隊，以重視人際關係的概念，認為未來
新型旅館應該成為新世代創業者的創意交流中繼站，並獲得第二名
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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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揭牌――
餐旅國中改隸成為餐大附中 2015年8月1日正式上路
「餐旅國中改制成為餐大附中」，獲得教育部國教署於 2015 年
3 月 13 日審查改隸通過。這不僅是高雄市的喜事，更是教育史上重
要的變革，也是「高雄餐旅教育園區」理想實現重要的里程碑。
在大家引頸期盼下，民國 94 年在小港地區出現了第一所具餐旅
特色的國民中等學校─「高雄市立餐旅國民中學」。高雄市教育局
委託「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經營九年以來，一直都是屬於餐旅特色
學校，在高雄市辦學的口碑好評不斷，吸引了相當多對餐旅有興趣
的學子來報考。 104 學年度招收 90 人，報名人數更多達 434 人，錄
取率只有 21% 。可見餐旅國中已成為小港區家長期望小孩優先就讀
的學校，證明本校經營成效受到社區的肯定。除此之外，餐旅國中
接受高雄市教育局學校評鑑，獲得高分，列為辦學績優學校。
餐旅國中改隸為【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
中學】 ( 簡稱餐大附中 ) 後，
將設立餐飲科二班（含實用
技能學程一班）及觀光科一
班，在未來課程的設計將使
學生可銜接其原本在國中技
藝班或餐旅國中的課程，並
以能力本位導向授課，使學
生在國中的基礎能夠再加深
加廣，學生的求學得以向上延伸，落實餐旅 歡喜揭牌

技藝教育。

孩子在國中習得的好技能及好品德能夠在高中再持續，甚至一路到
大學。餐大附中課程亦將結合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生與餐旅
教育研究所學生的投入，協助高職老師帶領餐旅教育實驗課程，使
教學更富創意，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更是符應教育部技職教育，適
性揚才的政策。
過去曾因法規的限制，而無法如願，今法規已修訂通過。經過
林國正、林岱樺立委以及林宛蓉議員等民意代表的協助，並經高雄
市政府及國教署的大力支持，改隸成功，將於 8 月 1 日正式揭牌上
路，期待為餐旅教育締造新的里程碑。

貴賓雲集

祝賀餐旅國中改制成為餐大附中

練習不下50次 麵包師陳永信法國奪冠
臺灣麵包師傅陳永信在法國的世界麵包大賽中奪
得總成績第一名，並以作品「牛魔王」拿下藝術麵包
冠軍，再度於世界麵包領域展現臺灣師傅的才華。第
5 屆世界麵包大賽（ Mondial du Pain ）在法國聖伊天恩
（ Saint-Etienne ）舉辦，今天頒獎。

張明旭說，牛魔王的牛角重達 1000 公
克，陳永信為了讓牛角角度自然、又能固
定，練習了不下 50 次，不負苦心奪得藝術麵
包冠軍及總成績第一名，頒獎時國歌揚起，
令人感動。

在 2013 年的第 4 屆賽事中，臺灣代表隊拿下總成
績第 2 名及藝術麵包獎；高雄餐旅大學教師張明旭今
年再度領隊，成員有莎士比亞烘焙坊的王鵬傑擔任教
練、參賽者科麥股份有限公司的陳永信和東南科技大
學的助手郭家文，合力創下更佳成績。

主辦單位同時宣布，明年將首度辦理前
6 強精英賽，且由臺灣承辦，他也於現場直
接邀請臺灣以外的前 5 強國家代表隊，明年
到臺灣參賽。 根據主辦單位官方推特
（ Twitter ），臺灣獲得等同總成績冠軍的麵
包大使獎（ Trophee desAmbassadeurs ），亞
軍為法國，接續為比利時、義大利、日本和
澳洲。

臺灣代表隊領隊 - 高雄餐旅大學教師張明旭表
示，世界麵包大賽競賽方式是每隊由一名選手與助手
現場製作兩類、 12 項產品，加上一個藝術麵包，陳永
信在規定時間的 8 小時內完成所有項目，並以臺灣牛
精神做出一座「牛魔王」藝術麵包，讓全場驚豔。

外交部長林永樂在典禮後立即發出賀
電，透過駐法代表處轉交臺灣代表隊。

麵包師陳永信法國奪冠

Practicing No Less Than 50 Times, Baker Johnny Chen Wins in France
Taiwanese baker Johnny Chen had the highest overall score
at the Mondial du Pain in France, winning the title in the
Artistic Piece category with his creation “Bull Demon King” and
once again displaying the talent of Taiwanese masters in the
global bread field. The 5th Mondial du Pain was held in SaintÉtienne, France, and the awards were presented today.
At the 4th Mondial du Pain in 2013, the Taiwanese team took
second in overall score and the award for Artistic Piece.
NKUHT teacher Fred Chang led the team again this year. The
members included Wang Peng-Chieh from Boulangerie
Shakespeare, who served as the coach, contestant Johnny
Chen of Baker's Kingdom, and assistant Guo Jia-Wen of
Tungnan University. They worked together to record even
better results.
Fred Chang indicated that in the Mondial du Pain, each team
comprising a contestant and an assistant prepares 12 products
in 2 categories and an artistic piece on site. Johnny Cheng
completed all of the categories within the eight hours allotted
and created the artistic “Bull Demon King” bread based on the

spirit of the Taiwanese bull, stunning the audience.
Fred Chang stated that the horns of the Bull Demon King
weighed 1000 g. To make the angles of the horns both natural
and stable, Johnny Chen practiced making them no less than
50 times. In exchange for all that hard work, he won in the
Artistic Piece category and had the highest overall score. The
sound of the national anthem when the awards were presented
was moving.
Fred Chang said that the organizer simultaneously announced
that a competition involving the top six competitors would be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next year, and it would be hosted by Taiwan. He
also directly invited the representative teams from the other top
five countries besides Taiwan to attend the competition in Taiwan
next year.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er's official Twitter account,
Taiwan won the Trophee des Ambassadeurs for bread, which is
equivalent to victory on the overall score. The first runner-up was
France, followed by Belgium, Italy, Japan, and Australia.
1040928 (Special dispatch from CNA reporter Yi-Syuan Zeng in
Paris on the 27th; Picture: Taiwan Ambassadeurs Du Pain)

from：1040928 (Special dispatch from CNA reporter Yi-Syuan Zeng in Paris on the 27th; Picture: Taiwan Ambassadeurs Du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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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之光 - 高餐大廚藝技冠群雄，國際技能競賽勇奪金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西餐廚藝系學生顧勝偉於巴西
聖保羅所舉行的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 The 43rd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So Paulo 2015 勇奪廚藝金牌。
日前於巴西所舉行的國際技能競賽為每兩年舉辦
一次的國際比賽，從 12 日開始一連舉辦三天。而今
年規模更創歷年之最，其中包括車床、資訊技術、電
氣裝配、塑膠模具、油漆裝潢、美髮、美容、西點、
麵包製作等 39 個競賽項目。
高餐大西餐廚藝系指導老師陳寬定教授表示，臺
灣這項職類在國際上競爭力非常強，所以對選手信心
十足。而學生顧勝偉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每天不斷的
練習，假日也不休息就是期盼在競賽中為國爭光。此
次能在廚藝競賽類組全力以赴，打敗 36 個參賽國家
勇奪金牌，實為技職教育實至名歸最好典範。

高餐大西餐廚藝系指導老師陳寬定教授
，高餐大學生顧勝偉，高餐大李怡君主任

高餐大容校長繼業，高餐大學生顧勝偉，高餐大李怡君主任

巴西國際技能競賽捷報-高餐大廚藝技冠群雄 勇奪金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西餐廚藝系學生顧勝偉於巴西聖保羅所舉行的第
43 屆國際技能競賽 - The 43rd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So Paulo 2015 勇奪廚藝金
牌。
日前於巴西所舉行的國際技能競賽為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比賽，從
12 日開始一連舉辦三天。而今年規模更創歷年之最，其中包括車床、資訊
技術、電氣裝配、塑膠模具、油漆裝潢、美髮、美容、西點、麵包製作等
39 個競賽項目。
高餐大西餐廚藝系指導老師陳寬定教授表示，臺灣這項職類在國際上競
爭力非常強，所以對選手信心十足。而學生顧勝偉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每天
不斷的練習，假日也不休息就是期盼在競賽中為國爭光。此次能在廚藝競賽
類組全力以赴，打敗 36 個參賽國家勇奪金牌，實為技職教育實至名歸最好
典範。
巴西國際技能競賽捷報

Good News From the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in Brazil—
NKUHT's Cooking Skills Lead the Pack, Winning Gold
Student Ku Sheng-Wei from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s Department of Western Culinary Arts won
the gold medal in cooking at the 43rd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held in São Paulo, Brazil.
The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held in Brazil this year, is 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eld once every two years. It began on the
12th and continues for 3 consecutive days. This year is the biggest event ever, with 39 skill competitions, including CNC Mill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plastic die engineering, painting and decorating, hairdressing, beauty therapy, patisserie
and confectionary, and bakery.
Professor Eddie Chen of NKUHT's Department of Western Culinary Arts stated that Taiwan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ly in this category. Therefore, he is confident in the contestants. Student Ku Sheng-Wei underwent a long period of training,
practicing constantly every day. He did not rest even on holidays in hope of winning glory for his country in this competition. This time,
he went all out in the cooking competition and defeated 36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o win the gold medal. He truly deserves to be called
an exceptional model for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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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傳愛 月餅烘焙」 敬老餐會
弘道老人基金會和華南金控合作，並邀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參
與，於9月20日上午09：30假高餐大烘焙專業教室，共同舉辦「中
秋傳愛 月餅烘焙」活動，由華南金控志工陪同長輩，高餐大同學
示範教學，共同帶領長輩製作中秋月餅。
本次活動邀請高雄市鳥松、大寮、左營、三民等區的30位獨居
、弱勢長輩，由高餐同學帶領長輩製作中秋月餅。此外亦舉辦剝柚
子比賽，並由弘道及華南金控贈送長者物資。本次活動精神除鼓勵
長輩走出家門參加活動外，也希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來投入助老
工作。
此次餐會活動貴賓包括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林依瑩執行長、華
南金控鄭副總永春、高雄餐旅大學沈教務長進成等。此次活動過程
中，高餐大同學學習如何將學校所學專業，透過與企業或公益機構
合作，貢獻一己之力，回饋社會並關懷弱勢。
中秋傳愛 月餅烘焙

恭賀！ 餐飲管理系賴顧賢老師帶領本系學生
參加2015馬來西亞吉隆坡廚藝國際競賽
Hot Cooking- Beef進餐㆓A鐘懷恩 銀牌
Hot Cooking- Beef餐㆓B 謝采庭 銀牌
Hot Cooking- Duck餐㆒B 王雅萱 佳作
Hot Cooking- Seafood餐㆓A 蔡琬渝 銀牌
Hot Cooking- Flamb餐㆓B 王伊寧 銀牌(陳秀玉老師指導)
Hot Cooking- Chicken進餐㆓A 陳映均 銅牌
Hot Cooking- Chicken餐㆓A 廖翊辰 銅牌
Hot Cooking- Setting餐㆓B 王伊寧 佳作(陳秀玉老師指導)
Hot Cooking- Salmon餐㆓A 張純瑜 銅牌
冷展示-西餐廚藝系 賴貞宇 佳作
團體國家㈹表初賽-餐4A謝伯欣、莊士賢、本系畢業校友周欣怡與
烘焙管理系洪珮珊及西餐廚藝系

賴貞宇

銀牌

團體國家㈹表總決賽-餐4A謝伯欣、莊士賢、本系畢業校友周欣怡
與烘焙管理系洪珮珊及西餐廚藝系
全體師生賀

賴貞宇

銅牌

餐飲管理系賴顧賢老師帶領本系學生參加2015馬來西亞吉隆坡廚藝國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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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卓越 提升競爭力
今天 貴校舉行
隆重的「開學暨拜
師感恩典禮」，國
賜能應邀觀禮並致
詞感到十分的榮幸
。 貴校能遵循古禮
，學生行「三跪九
叩」大禮以發揚餐
旅專業傳統，展現
學校辦學特色，令
人萬分敬佩。尤其
在師道逐漸淪喪的
今天，容校長與師
長們為傳承和創新
飲食技藝和文化特
色所付出的努力，
既能維護師道不墜
，又能對教師的感
恩與禮敬充分表露
無遺，實具有時代
的重大意義。
我們都知道，
大學生是國家的重
要資產，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持續進步的動力來源。因此身為
大學生的你們要能自我奮勉力學，用功學習、力爭上游及自我期許
，才能為服務社會、貢獻人群，奠定良好基礎，也才會為自己創造
美好的未來。

旅業界菁英的搖籃，希望你們在校學習的過程中，要善用學校豐富
的資源，博覽群籍、拓展知識領域，也要善於利用機會吸收新的知
識與培養新技術的能力，進而掌握新時代的方向，提升自己的競爭
力，同時養成明智的判斷力、辨別力及創新的能力，成為新世紀具
有就業競爭力。
在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今天的臺灣社會也在迎接服務業
主流的衝擊，業界的競爭更趨激烈。而各位同學目前就讀各系科所
安排的學習課程內容是否能滿足未來業界的需求，仍有待評估。因
此我願意藉此機會提出新世紀業界所需要的能力供各位同學參考。
其實，簡單的說就是要培養自己的競爭力，也就是核心的就業力，
這完全取決於知識、技能與態度，其重點如下：
一、□
培 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包括團隊合作能力、瞭解並遵守專
業倫理及道理。
二、□
積 極學習進取的態度，包括學習意願、瞭解產業環境及發
展、自我行銷能力、創新能力及領導能力。
三、□
具 備專業知識，並能運用於工作上，包括表達溝通能力、
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術、電腦應用技能、外語能
力，能將理論應用到實務的能力。
總而言之，各位同學將來都是從事服務業的尖兵，若能用心於
提升服務品質，打造好的口碑，就能從激烈競爭市場中脫穎而出，
邁向最後的成功。
最後，祝福 貴校校運昌隆，同學們學業進步，在座各位老師身
體健康，幸福美滿。

各位同學能進入臺灣最知名的餐旅專業大學，也是一所培育餐

無限感恩
容校長、副校長、各位貴賓，大家平安
感謝容校長這次邀請我來參加「 104 年學度開學暨拜師感恩典禮」。
首先我要先感謝高雄餐旅大學在大八的成長過程中一路相伴 , 協助
大八各品牌之制度、 SOP 及中央廚房之建立 , 還有在老師監督料理菜色
下 , 合作了一本料理書 ” 大八的極品 ” 。
容校長說會協助大八是為了要支持在地優質企業 , 所以大八也不負
眾望的在這第 35 年將版圖由原本的高雄發展至台北。我們將在 12 月於
微風信義成立一間頂極高檔名廚名人宴中餐廳 , 另外還有 2 家潮坊港式
飲茶 ,1 家在微風南京 ; 一家在內湖。另外我們也在近期內要將總部遷至
小港來 , 希望和餐飲大學未來更緊密合作。
我知道今天的典禮中有一個傳統「三跪九叩大禮」 , 主要是要讓學
生懂得感恩。我們大八在每一個重要的過程當中 , 都有餐旅大學的大力
支持 , 在此我也要獻上無限的感恩 , 謝謝餐旅大學的大力支持。所以我
今天來主要是來回饋的 , 未來大八餐飲集團將繼續的拓展 , 也非常需要
餐旅大學優秀的人才 , 只要你們有心想要創業當店長 , 不用擔心 , 直接來
大八餐飲集團。
在此要感謝高雄餐旅大學替業界培育那麼多的人才 , 讓我們餐飲產
業可以繼續蓬勃發展。
祝校運昌隆
大八餐飲集團董事長 林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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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Q&A
！
Q1 ：依著作權法第三十條規定，著作財產權存續於著作人之
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五十年，如有數位繼承人繼承某一著作，利用
人要利用該著作是否須得所有繼承人的同意 ?
A ：依著作權法規定，共有的著作財產權，非經著作財產權人
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財產權人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
意。於著作財產權人死亡後，有好幾位繼承人繼承著作財產權的遺
產時，各該繼承人即成立著作財產權的共有關係，利用人如欲利用
該著作，除符合合理使用情形外，應徵得全體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 §40 之 1Ⅰ ， §44 ～ §65 ）
Q2 ：把別人的錄音寫成文字是否為新的著作 ?
A ：筆錄是著作權法所定重製的行為，他人的錄音內容，如果
是語文著作或音樂著作時，純將他人的錄音寫成文字僅是一重製行
為，無法成立獨立的著作。如在筆錄同時，另加以改作，則可成為
新的衍生著作，依著作權法規定，衍生著作以獨立的著作保護之，
因此可受著作權法保護；而原錄音的語文或音樂著作的著作權不受
影響，要注意的是重製或改作都是原錄音著作著作權人專有的權利
，如果未事先徵得同意，而予重製或改作，將會侵害原著作的著作
權。（ §3 Ⅰ -5 、 §6 ）
Q3 ：教授出點子、方向、建議給學生，而由學生撰寫成電腦
程式，著作權歸誰 ?
A ：依著作權法的規定，構想、觀念並非著作權法保護的標的
，教授雖出點子、方向、建議給學生，但是程式係由學生設計完成
，因此學生為該程式的著作人，著作權應歸該學生享有。（ §10 之
1）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