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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櫪猶存國士願，關山強渡終改名�
歡送�石校長慶得�榮退

‧�賀�電機與電子工程系、機電系
����榮獲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經費
四千餘萬元

‧�陳麒文老師指導學生參賽獲獎
無數

‧雷老師專訪

本校敬愛的大家長-石慶得校

長，因生涯規劃與階段性任務完成，

向董事會請辭多次，經董事會多次慰

留，終於通過於今年11月1日榮退卸

任，感念石校長多年服務大華提攜後

進、改名科大，締創推廣與兩岸交流

宏猷，本刊特為文歡送石校長慶得教

授榮退，並祝其康健逾常，時常回校

指導校務。

石校長出身台南子弟，攜筆從

戎，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69年11

月更經教育部會考，取得國家理學博

士，專長地學、輿地測繪、IS探測應

用，為國內知名地理學家，並主持國

內地圖學會及重大輿圖統籌制定等重

大計畫。先後歷任中正理工學院工學

部主任、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圖書館主

任、主秘，並先後擔任僑光科技大學

與大華科技大學校長，其教育行政經

歷豐富，歷經軍事、師範、技職體

系，為國內難得橫跨多種教育環境之

教育學者與行政幹才。

石校長自98年4月1日擔任本校

校長以來，深得董事長及各位董事之

支持與信賴，對校務發展及經營積極

投注心力，尤其他秉知遇之感念，在

大華困難危急之際，以伏櫪再發之精

神，全心貢獻一己於大華校務推動，

成效斐然。

服務期間，精進校務，並秉持技

職教育學以致用，校務發展需結合地

方特色之精神，努力創設四大校級中

心：包括玻創、綠能、客家文化與防

災教育中心，玻創中心榮獲教育專案

補助設聯合技術發展中心，建置之玻

創材料、窯爐、冷工與鑲嵌，為國內

最完整之玻璃藝術教學中心，馳名國

內外；而綠能科技開發燃料電池車，

更勇奪國內氫能車四連霸冠軍(2011-

2014)，客家文化中心開發客庄12節

慶風華動漫，足以PK上海世博清明上

河圖，於2013年台灣燈會在新竹，

出盡鋒頭。尤其洞燭機先，知道國內

少子化，辦學必須推動生員多元化，

設置推廣教育中心，大力拓展兩岸及

國際生源，並積極辦理樂齡教育、社

區大學等開創性之學制，獲得新竹縣

市政府一致好評。為解決國內企業缺

工，同時提供清寒子弟就學機會，首

開先河開辦產學專班，締造企業、學

生與大華三贏之無縫接軌就業計畫與

全面實習制度。2014年更與中部十軍

團合作，配合國防改為募兵制，推出

國防專班，提供軍中青年技職教育，

習得一技之長，深獲國防部與參謀本

部之讚許。

石校長在本校校務與財務最困難

之際，仍不忘提升教學品質，培養本

校畢業生之就業競爭力，任職期間在

董事會支持下大力投資於校園各項軟

硬體建設，如釀酒、化妝品、餐飲等

實驗設備，設置運動與健康促進系、

餐飲管理系、創意設計學程，並因應

技職環境之改變，調整學院系所組

織、開拓新興觀光文創等學系，精實

整合傳統工科各系，讓大華科大有更

大彈性面對環境之需要與挑戰。最近

更排除萬難，規劃建設多功能活動中

心與國際學舍，提供未來大華國際化

的發展潛力，使大華校務發展與校舍

建設煥然一新。

尤其難能可貴，在歷經三次改

大之艱鉅挑戰後，仍堅守改大基本策

略，禮聘專家顧問指導，於101學年

以系所評鑑全數績優之績效，並經訪

視委員多方考評大力推薦，終於完成

大華改名為科技大學之階段性歷史任

務，此為大華近50年辦學歷史上，校

務突破發展的最大成就。

石校長任職期間，適逢國內技職

與高等教育變動最激盪之時刻，石校

長力主大華改大與校務發展並重，銳

意執行各項董事會交付之辦學任務，

即使在少子化及經營的困境中，仍能

堅守辦學理念，與人為善，屢次帶領

本校經歷多次挑戰。並讓大華能在今

日宛如戰國時代之高教亂局當中，緩

步突圍，期能扭轉頹勢再創新局。

石校長雖經多次請辭，但董事

長與各董事仍極力慰留，並囑其全心

投入校務，但石校長深以大華改名已

成，尤其他個人投身教育工作已歷

四十年，先後於軍事院校、師範校院

與技職體系服務，期間雖有目標與教

學任務差異，但他本人始終本著教育

誨人不倦、與人為善之精神，堅守教

育與辦學精神，更期望能有新一代大

華人出掌校務，尤其是關鍵的艱難時

刻，校務的運作有如接力賽跑般，要

及時排出最具戰力的團隊應戰。

董事會及董事長終於在百般不捨

下允准其榮退，石校長雖臨別在即，

但仍一心以大華為念，勗勉行政主

管及全體師生團結一致，尤其考量學

校即將面臨更險峻的環境及更嚴苛的

挑戰，各位大華同仁更必須以嶄新、

宏觀及更具執行力之精神，面對少子

化及嚴峻的環境挑戰。 他並多次申

明， 一日大華，終身大華之精神，

以大華永遠志工自勉，將他有生之年

貢獻服務大華。

楚山高、秦山高，石校長早有白

雲之志，悠遊山林，考察品味天地之

奇，但我們深信，石校長雖獲榮退，

其思悠悠、情悠悠，自必仍以大華發

展及永續經營為念，感念 校長領導

盛情提攜之恩，我們大華師生一齊祝

福他康健逾恆，健步蓬萊。

Mr. Ching-te Shih, the President of Ta 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e retired on 
November 1, 2014.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school was successfully upgraded to be 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2.  An article in this newsletter is dedicated to President Shih to acknowledge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chool.  We wish President Shih all the best and look forward to his visiting the school to 
give us support and advice following his retirement. 楊淑麗翻譯

歡送 石校長慶得 榮退伏櫪猶存國士願
關山強渡終改名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在學校經費支

持與系主任盧豐彰和林章平老師的指

導下，學生藉由「專題製作」課程的

機會，發展燃料電池競賽車。燃料電

池車又稱為氫能車、環保車，其主要

動力採用氫氣和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由於氫能車排放的氣體無碳無臭，被

公認為最環保的車種。電機與電子工

程系迄今已發展六代燃料電池競賽車

參與校外競賽活動，並且已連續四年

（2011～2014）榮

獲全國燃料電池車大

賽的冠軍)，如下圖

說明。電機與電子工

程系學生在參與製作

燃料電池競賽車與競

賽的過程中，不但從

中學習到許多實務技

能，也獲得更多的學習成就。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連續四年
榮獲全國燃料電池車大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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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技大學座落於芎林鄉，自

古是人文薈萃之地，依山傍水、地靈

人傑，對於新竹縣乃至全國莘莘學子

而言，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選擇。

身為校友的永金，眼見母校蓬勃發

展，為國化育英才，歡喜之餘倍感光

榮。

永金有幸擔任創會會長，為母校

盡份心力，在創校董事長陳建中、現

任董事長陳西京支持下，石慶得校長

得以全心全力領導全體師生，使大華

蛻變為多元發展的高教學府。近來母

校在參賽餐飲、美容、社團方面都有

耀眼的成績表現。正因為師長辛勤投

入，奠定學識的基礎，厚植宏觀的視

野，才有今日豐碩的果實。在多元教

學的培育下，校友們即便投身各行各

業，都能嶄露頭角，佔有一席之地。

新竹科學園區向來是臺灣經濟

成長的重要命脈，更是高科技產業發

展的重要搖籃，人力資源是活化企業

的根本。母校創立以來，為國家培育

無數優秀人才。正當臺灣經濟、產業

亟待轉型升級之際，需要更多青年才

俊的投入與奉獻。期待校友一屆比一

屆傑出，校運一年比一年昌隆，期許

今日我以大華為榮，明日大華以我為

榮。謹此祝賀，並綴數語以述心情。

多元教學、廣育人才～
校友會鄭永金創會會長的期許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主要發展重點

在使學生學以致用，以及持續增加學

生的就業競爭力。103年榮獲教育部第

二期技職教育再造之再造技優計畫－

策略五：設備更新計畫（高科技園區

暨區域產業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技優人

才培育計畫）第一階段補助經費1150

萬元(103年～106年期間總補助經費

2412萬元)，未來將以培育「專業電氣

醫生」為教學特色。設備更新計畫目

的在訓練出企業「即時可用」人才，

達成產學無縫接軌、學習即實習、畢

業即就業之目標。

展望未來，本系將全面積極與區

域內國中、高中職校畢業學生及產業

界聯繫，向下扎根辦理短期技術課程

與體驗營活動；向上發展辦理學生校

外參訪活動、短期校外實習，以及協

助辦理相關產業公會之技能訓練或研

習活動。

機電系因應未來國內精密產業

人力需求，將修正原以培育自動化控

制為主之「機電整合與控制」技術人

才，而改以「設計與精密製造」技術

中之「CNC加工製造」人才為培育目

標。故於103年積極爭取申請教育部第

二期技職再造計畫－策略五：「設備

更新計畫」（精密加工實作接軌技優

人才培育計畫），且獲得教育部1,800

多萬元專款補助，以增添本系CNC精密

加工機具、精密量測與機電整合相關

硬體設備。

同時透過以實作為主之技優課程

設計，聚焦在「電腦繪圖」與「CNC

機床加工」二個領域，並結合本系

現有的教研師資及軟硬體設備，此

項「精密加工實作接軌技優人才」

計畫，將會帶給學子能有更佳之機電

專業實務經驗及證照效益。此外，本

計畫培育學生具備「電腦繪圖乙級技

術士證照」及「CNC車床乙級技術士

證照」（或「CNC銑床乙級技術士證

照」）。在現有機電基礎下，在課程

設計上亦將引導技優學生修習一些機

電相關的課程，並輔以取

得「機電整合丙級技術

士證照」，以提升

技優學生未來就

業之競爭力。

大華科技大學推動學生創新創業

活動，10月8日(三)又有民生科技學院

生活應用科技系「與美聯繫」和「髮

瑟」開張，提供學生在學就當老闆的經

驗。

本校由行管系、餐飲系組合開辦

「調茶局」販賣茶飲、「電癮院」販

賣看電影會搶購的食品、「格子鋪」

則由大華學生租賃格子鋪販賣熱銷商

品，讓學生學享受當老闆的快感。除

此還有資管系經營「維修小舖」，提

供學生快速校內電腦修繕服務，另外

還有商企系設立「襪娃小舖」接受訂

製客製化襪娃禮品。透過各種創新創

業活動，培養學生實作能力，因此創

新創業已經成為本

校重要培養學習方

法之一。

民生科技學院生活應用科技系將

創立「與美聯繫」和「髮瑟」利用學

習空堂之餘，於10月8日中午開幕，

由學生結合專業設計師，提供專業服

務。內容包括百元剪髮、200元洗剪

髮、每週一下午舒壓保養按摩、週二

下午撥筋服務、週三下午美睫服務與

剪髮服務、週四下午精油舒壓服務，

透過各種實作學習，讓學生有實戰經

驗，不但可以服務學校老師和學生，

未來還可以銜接就業，一舉數得。當

然更歡迎在地鄉親、社區大學、樂齡

大學的學員都可以來共襄盛舉。開幕

當日8折優待，副校長、主秘、研發

長、院長都積極報名擔任模特兒，搶

先體驗學生學習成果。

培育在學學生當老闆
「與美聯繫暨髮瑟」開張

教育部技職司今年6月27日舉行「2014年教

育部技專校院技術研發成果發表記者會」，在全

台師生最新研發成果中，精選8項最具產業開發

潛力的作品，並邀請研發團隊現場展示及說明。

本校機電系杜鳳棋老師研發之「點滴輔助注射裝

置」為今年入圍之作品之一，這也是杜鳳棋老師

近年來個人第四度入圍之創作。

在施行點滴注射時，照護人員須隨時盯著點

滴液位是否快探底？輸液軟管有否阻塞？病患下

床活動時，必須移動點滴架，並要將點滴袋舉高

於注射部位。常會拉扯輸液軟管而導致管路掉落

或點滴架倒下；點滴流速不易準確調節，又會影

響藥物的作用等諸多不便，對於家屬與護理人員都是身心煎熬。

有鑑於此，本校研發之「點滴輔助注射裝置」係利用蠕動泵進行持續定量

注射點滴，可供病患自由攜行並擺脫傳統點滴架帶來之行動不便與困擾；不會

因為病患所處空間高度的限制，影響到點滴注射的安全性。本創作是一種完全

顧及病患尊嚴，有效確保治療的安全性的嶄新醫療輔具，將使「吊點滴」邁入

一個便捷與安全的新紀元。

本校研發之便利點滴注射 造福病患 造福病患

榮獲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經費四千餘萬元

賀 電機與電子工程系、機電系

為求順應國家經濟社會政策與

產業發展以及地方建設，商務與觀光

管理學院定位定位：(1)挺立大新竹

而跨足國際，兼顧並重在地化與國際

化；(2)順應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政

策，鎖定六大新興產業與十大重點服

務業之中的四大區塊（觀光旅遊、文

化創意、會展產業、美食國際化）之

商務發展與人才需求，並共同創造

「親切、微笑、專業」的成長環境與

師生；強調培育感性素養、創新能

力、數位科技能力、以及創業家精

神；進而打造學生成為具備鄉土情懷

與國際視野的服務高手，並能慷慨助

人成功與幸福的觀光產業的服務高

手」，具備優質的服務精神與態度以

及問題解決能力，成為觀光產業指名

愛用的生力軍。

本 學 院 為 求 「 親 切 、 微 笑 、

專業」的極致化，必須邁向「小確

幸」的終極境界。在此所謂的「小確

幸」，係指本院師生皆能隨時隨地創

造與享受自己之微小而確切的幸福。

再者，「小確幸」的泉源，來自對於

「有用性、易用性、感性、趣味性」

的愛心創意與追求。尤其是，基於

「小確幸」的經濟效益化，本院師生

將激發創業家

精神，進行穩

健而永恆的自

我改善，攜手

共創而迎接風

起雲湧的未來

挑戰。

商務與觀光管理學院的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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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餐飲領域十二年來從沒有中

斷過任何一次比賽的機會，第一次正

式參加比賽是在二十三歲時，迄今在

參與百場比賽中，拿下了42個獎項，

即使現在巳身為指導老師的身份，我

也仍不錯過任何比賽的機會，藉由從

比賽過程中，獲得教學相長的機會

外，也給自己更多的磨練與考驗，因

為我的志願是能拿下世界冠軍。

在每學期初，總有莘莘學子懷抱

著偉大的夢想，躍躍欲試的加入廚藝

隊的準選手，在經過不斷的訓練，重

複練習技藝，到第二週、第三週便會

有參與者因為耐力不足而逐一退出，

不到學期中，僅剩三個左右的成員，

其中再經歷正式上場一比賽後，往往

因為挫折忍受力和意志的動搖力之

下，僅剩無幾，令人看了心痛不巳，

難過的是堅持下來的人，等不到蛻變

的美麗而放棄最初的夢想，我只能說

有夢最美麗，而現實是殘酷的，餐飲

本來就是一個很辛苦的行業，正所謂

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鐘，吳寶春跟

阿基師誰不是這樣走過來，才有今天

輝煌的成果，未扎穩馬步，打好基礎

的功夫，眼高手低，想一步登天的心

態，不管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的，機

會永遠是留給準備的的人的。

本系的廚藝隊是目前三位成績

表現優異的三位同學:洪敏峻、徐翊

城、劉志昂，在和他們一路併肩努力

走來，也邁入了第三年，我們由參與

地方性的舉辦的比賽開始中累積了經

驗，繼而挑戰全國性比賽，最後更朝

向以國際賽事為目標，不管在北中南

全國各地，只要有比賽就會有大華廚

藝隊的蹤影。

廚藝隊成立至今雖才剛滿三年，

我們已拿下二十個獎項，包括馬來西

亞國際賽事、韓國

國際賽事，但事

實 上 ， 雖 然 我

們也曾輸掉比

賽，但我們並不氣餒，

因為我們深深的知

道，努力之下必有

豐碩的果實，我花

了十二年的時間和精

力在餐飲的領域上，

沒有中斷過，這就是

我的堅持和夢想。             

教學研討會與工作坊  

翻轉 教室開張了!

樂齡大學係由校內之推廣教育

處負責相關業務，推廣教育處係本著

回饋及服務社區的理念，並配合教育

部的政策與結合學校的資源，積極參

與樂齡學習的規劃與開辦，以期將學

校豐富之資源提供給在地鄉鎮之樂齡

者使用，為我國銀髮教育開創新的途

徑，以期落實高齡者追求健康、獨立

與快樂學習的願景。

樂齡大學的課程規劃，即基於本

校的現況與特色進行設計，以期課程

能融入校園，充分利用學校資源，提

供樂齡學員最佳的學習環境。課程規

劃分成五大類：

相關課程老化及高齡化：1.活化樂齡~

身體機能保健及預防三高2.養生保健

3.專題演講~健康休閒課程、心理壓力

與調適 、女性生命歷程與角色、人際

關係與溝通4. 專題演講~如何當個快樂

的銀髮族5.代間課程(低碳生活體驗/生

命關懷與學習認證)6.總統府及故宮參

訪。

健康休閒課程：1.體適

能~健康有氧舞蹈2.老人

保健講座3.輕鬆自在的

樂齡4.電影欣賞5.代間課

程(音樂與藝術概論)。

生活新知課程：1.遊戲

人生~史塔克杯遊戲、桌

遊、象棋、撲克牌(訓練手眼協調預防

老年癡呆)2.代間課程(襪娃製作/綠能

與環境 )3.古蹟尋訪探索。

學校特色課程：1.校園巡禮開學篇2.電

腦應用能力3.攝影課程4.樂齡者的財務

與保險規劃5.樂齡美聲6.代間課程(環

境生態探索)7.玻璃製作8.客家蝶古巴

特製作9.客家懷舊美食製作10.生命之

愛~生命關懷與志工活動。

其他課程：老人交通安全、用藥安

全、反毒及愛滋病宣導、失智症、自

殺行為防範、性別議題宣導。

推廣處將樂齡大學的辦理視為重要的

業務，在行政會議上也獲得各主管的

支持，並將樂齡大學的辦理視為學校

轉型的方向之一，構思積極將學校的

資源回饋給社區，以善盡大學對於社

會的責任。

通識教育中心於103年度舉辦

2014技職通識創新教學研討會與工

作坊各兩場，其一敦聘元智大學張

幼珍副教授講述「問題導向學習」

（Poblem-Based Learning），示範PBL

教學技巧導入技職通識課程的方法與

實際操作。強調教學問題複雜度必須

考量學生基本自學能力，先用一連串

由淺而深的小問題來教授學科基本觀

念與知識、自學能力和技巧，再用較

大的真實複雜問題來驗收成果，其步

驟為發現問題→探索先前知識→建立

假設→決定學習議題→自學(學習議題) 

→應用新知或技術重新評問題→學習

評量與反思。

其二敦聘健行科技大學行銷與流

通管理系羅景文助理教授講述「最佳

導演換你做做看」，探討技職通識創

新教學，教學現場面面觀、老師學生

誰當家、導一場漂亮的戲、學生是老

師的榮耀，藉由討論、相互學習，使

教師能在實務上有更多思考與體驗。

此外跨校徵稿與通識教育相關論文發

表，分享新教學法的有效執行方式，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有美侖美奐、自

由翻轉的環境，還有三

面白板設計提供各組學

生討論與發表，講桌及

電腦簡報檔全程攝錄影

以便製作教材，即時反

饋系統立即診斷學生學

習成效。

為我國銀髮教育開創新的途徑樂齡大學

吳瑞昌書畫展

展期：103.09.02-10.31

吳瑞昌號蔥嶺居主人，字六平，

一九四六年屏東縣生，從事教職

三十餘年，榮退於台北市立大同高

中物理教師兼任總務主任。參加國

內外知名書畫學會，並任要職。獲

獎無數，1996年榮獲「世界華人美

術名家」名號，2009年獲得「臺灣

時報副刊特別報導」「吳瑞昌書畫

一絕」。應本校之邀展出書畫作品

共計三十餘件，將完整呈現其畫風

變化與個人成長體驗的軌跡。

王琇璋創作個展

展期：103.11.03-12.31

王琇璋現任新竹市湖畔畫會理事長

及清華大學雅心藝文社會長，工作

之餘投入繪畫創作，國畫、西畫都

擅長。作品曾於2011、2014入選

新竹美展，並於2012年於新竹美展

油畫類獲得佳作。清大校長陳力俊

讚其作品「令人賞心悅目，與她與

人為善的個性相合，予人溫暖健康

的感覺。」

黃瓊儀玻璃創作展

展期：104.01.05-3.31

黃瓊儀於2001年以榮譽成績英國紹

綠藝術設計大學玻璃系畢業，足跡

遍及全世界，屢受邀至世界著名的

工作室指導玻璃與陶瓷藝術的創作

與製造。2007-2013受邀擔任新竹

市文化局玻璃工藝博物館之玻璃藝

術人才培訓課程講師，也於2010-

2013年擔任本校玻璃課程講師。其

作品有別於國內一般的玻璃與琉璃

工作室，既可融入於中華傳統的線

條與風格，也可在以自然觀察為素

材中隱含抽象意境，更可在樸實無

華的碎形幾何裏陶鑄情趣生活之賞

玩，實踐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

的期許。

藝文展覽
地點:圖書館二樓藝文中心

大華餐飲系自101學年

度創立以來，以因應企業界

不同人才需求與學生不同的

性向發展，規劃豐富及創意

多元化之教學，傳授中餐、

西餐、烘焙、飲調、日式料

理、客家料理等專業技能。

課程設計方面強調專題製

作、專業證照及實務經驗

的取得，積極培育學生能

獨當一面，成為具備專業廚

藝技術、餐飲機構經營管理

與服務、餐飲知能與資訊，

以及健康餐飲等餐飲產業之

優秀人才，以提高餐飲從業

人員應有的專業素質。

本 系 擁 有 堅 強 的 師 資

陣容：營養師、餐飲資訊老

師、餐飲管理老師、烘焙監

評老師、餐飲服務監評老師

以及榮獲中西餐比賽常勝軍

之指導教師群，秉持愛心與

耐心引導學生，強調務實致

用，讓學生在設備齊全的實

習環境下，藉由校內「從做

中學」的實作練習，並配合

全年校外的實務實習，增加

學生臨場實務經驗使各項純

熟技能能因應未來多元化餐

飲產業就業市場之需求。

餐飲系介紹

陳麒文老師指導學生參賽 獲獎無數

▲馬來西亞養生大賽
金獎

▲ 韓國首爾國際美食
競賽7金2銀  

低碳健康創意料理-冠軍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
2014技職通識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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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分班

(1)本校與十軍團簽約

本校於103年2月14日與陸軍十軍

團指揮官羅際琴中將共同簽署策略意

向聯盟意向書；提供有志向學官兵更

便捷進修管道，有效促進官兵服務期

間取得學位、證照，更有利使學界與

募兵政策進修融合；本校以二技、二

專等學程，設有工程與設計、民生科

技、商務與觀光管理等三大學院，教

學內容依長時間在營服務官兵實需條

件，規劃師資到營授課，配合部隊戰

備實況，由教師前往作戰區規劃教學

地點，習得更多專業技職知識，使他

們能在軍旅服役期間，順利取得相關

學位或證照。 

(2)十軍團開課典禮

本校於103年3月4日上午在神岡

圳堵營區，舉行「學士班暨副學士

班」開學典禮，有多達一百二十一名

官兵參加在職進修。開學典禮由本校

校長石慶得及十軍團指揮官羅際琴中

將共同主持，與會人士除了參加進修

的官兵，還有本校師資群及十軍團所

屬的各營區指揮官，場面盛大而隆

重。本次在職進修教學點有四處，

分別在台中市的圳堵營區、七星崗營

區、三豐營區(二技)與光隆營區，本校

此次也贈送二十部電腦，以及支援三

組投影機、五十套桌椅等教材設施。

2.社區大學

(1)新竹縣市社區大學102年度成人教

育師資專業知能進階研習

2013年11月9日本校承辦新竹縣

市社區大學教師成人進階教學專業知

能研習，經過6週星期六的研習活動，

竹東社大教師64人順利結業，結業當

日由新竹縣府邱鏡淳縣長頒發證書，

教育處李處長也蒞臨現場給予學員最

大的鼓勵，期望所有的教師們都能

夠，結交良師益友，提升自我能量。 

(2)竹東社大102年度秋季歡喜成果展

2014年1月18日竹東社區大學於

自強國中，舉辦秋季成果展暨社區大

學課程博覽會，本校承接辦理社區大

學，僅半年時間已經累計超過開設50

多門課程，1200人次參與社區大學課

程，成果

卓著。也

因此竹東社區大學榮獲縣府評鑑榮獲

甲等佳績，實屬不易。 

(3)2014年2月27日報紙報導”70歲學

烏克麗麗 彈唱五月天”

2014年

2月27日報紙

報 導 ， 新 竹

縣70多歲官

義 峰 、 蕭 義

鶴夫婦與彭伍秀嬌，3個人參加竹東社

區大學烏克麗麗班，雖然是年紀最大

的學員，但從未缺課，學習態度絕不

輸給年輕人，是「活到老、學到老」

的最佳模範。熱愛服務的彭伍秀嬌表

示，孫女也有學烏克麗麗，時常彈奏

給家人聽，自己從未學過樂器，看了

很羨慕。現在學會後，假日會和孫女

合奏、討論歌曲，「學音樂讓我跟小

孩的感情更緊密」。竹東社區大學表

示，3位老人家從不缺課，還會相約提

早到教室練習，讓人敬佩，是所有學

員學習的模範，也鼓勵其他老人家來

學習，活出自我。

(4) 在地人說在地故事 竹東社大與竹縣

產業人升級

在地業者對自身產業有著莫大的

熱情和成熟的技術，但對於站上舞台

說自己的故事卻都是第一次。竹東社

區大學由新竹縣政府教育處指導，本

校承辦，

竹東社區

大 學 規

劃，竹縣

產 發 會

公關主委黃瑞仁協助企劃，為期四週

的「8-180分的講台達人」課程，特別

邀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傳播與科技學

系林崇偉教授，為新竹在地業者重新

省思自己的品牌故事及創業初衷，經

過36小時的沉澱、回憶、分析、整理

和腦力激盪，藉由在地業者的故事整

理和同學的建議，經由老師的引導收

斂，造就了一個個精彩的產業故事。

    雷老師專訪

雷春鳴（Charles Lei）先生為美

國 Nova Southeastern大學教育博士，

日本東海大學建築碩士，現任加拿大

Charming Studio工作室負責人，加西網

雷春鳴博士專欄作家，環球華報房地

產週刊雷老大聊天室專欄作家，精藝

飲食協會顧問。

雷先生曾任職工研院及大華技術

學院工管系教師，目前擔任本校之監

察人，現在旅居加拿大，在加拿大華

人圈是非常著名之美食家及建築師。

這一篇專訪主要是他如何看待『美

食』及如何從建築的跑道轉到美食及

與給本校餐飲的學生一些期勉。

記者：�餐飲與美食之間，如何區別呢？

很多人會想，美食，一定就是

使用高級食材烹製的精緻食物。是

這樣嗎？簡單說，美食就是餐飲，就

是讓我們久久不能忘懷的餐飲，是最

庶民的餐飲，是最熟習不過的味覺。

比方說，滷蛋、滷牛腱、滷肉飯、炸

醬麵、燒餅夾油條配鹹豆漿、牛肉捲

餅、潤餅、抓餅、蛋餅、蚵仔豬大腸

麵線、皮蛋拌豆腐、青椒牛肉、蝦仁

滑蛋，等等都會是美食。聽了，您一

定很訝異吧？怎麼不是鮑魚排翅烏蔘

呢？是的，只要您喜歡，任何一道菜

都會是美食。美食，面對的不限定於

有錢的大爺。台灣，是個很奇特的地

方。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上百萬

湧入台灣的軍公教及流亡

學生人口，大家都要吃

飯，又只會做家鄉菜，各

類食材的需求應運而生。

當時軍公教薪資微薄，入

不敷出。有人為了家庭沈

重開支，不得不申請辭職，

在路邊擺攤賣家鄉菜賺錢養家

供子女念書求學，所謂的家鄉菜不一

定是正宗家鄉味。招牌一掛，小同鄉

就聚了過來，味道如何？先不說，至

少可以用家鄉話聊天訴苦，甚至順道

打聽失散家人下落，當然也填填思鄉

苦。南甜北鹹各省地方口味，相繼問

世。口味多了，大家交換著吃，嘖嘖

稱奇，聲名遠播。美食，就上了線。

美食，就是讓您久久不能忘懷的味

覺。1980年代，兩岸開通後，突然發

現在台灣吃到的經典家鄉菜，在大陸

並不是這樣口味。既然已經認定了的

味覺，事後又有誰會去追究真偽呢？

記者：加拿大名廚，是怎麼產生的？

名廚，是事後的加封。經過比

賽產出的，當然稱之為名廚。是這樣

嗎？加拿大中餐界有名的大廚，很多

經歷過香港大排檔的歷練。小吃都做

不好，何來名廚？很多都是在大排檔

闖出名號，受聘至加拿大，幫助餐廳

打響招牌。在廚房，有很細緻的分

工。我認識許多行政總廚，他們要為

餐廳老闆計算成本，人事費用，食材

採購，食器採購等等，甚至要算到每

一勺高湯的成本。一位廚師，一輩子

最少要有一道獨家的名菜。就如同

一位科研人員，一生總該有一項專利

吧？

餐廳與廚師，是共生的生態。

餐廳業績不行，高薪挖名廚。名廚一

出手，生意興隆。生意旺了，餐廳老

闆就嫌廚師的薪水給高了，要減薪。

名廚就是名廚，風聲一放，自會有人

來挖角。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名

廚隨著明君而去。菜，誰不會做？名

廚走了，仍有其它不是名廚的廚師頂

著。菜端上來，餐廳熟客一嚐，呦，

怎麼味道不一樣呀？第一回，塘塞廚

師休假，第二次塘塞大廚孩子畢業典

禮，沒有第三次啦。餐廳只好再低下

身段四處挖角。這就是週而復始的生

態。這樣的大廚，在業界怎能不是名

廚？名廚，來自於實力。實力，決定

於饕客味覺的讚賞。

記者：美食的特質是什麼？

有位行政總廚告訴我，每個廚

師都會做大菜，大菜做起來口味都差

不多。可是餐廳要活下去，不能只靠

大菜。80%的餐廳收入，來自20%的

客人。那麼，這20%的客人，簡單說

就是常客。哪個常客有能力天天吃大

菜？常客吃什麼呢？吃中價位的家常

菜。如果家常菜做不好，餐廳就不要

開了。最拿手的家常菜，又稱作招牌

菜。招牌菜，才是這家餐廳的主打美

食。招牌菜都做不好，店就更不必開

啦。

記者：餐飲製作過程，要注意什麼？

我也問過這樣問題，許多行政

總廚都這麼告訴過我，食材一定要新

鮮，最好是當季盛產的食材。下料不

要重，下重料是為了掩飾酸腐。溫哥

華，多倫多的饕客，嘴尖得很，這些

小伎倆瞞不過人。所以掌握食材進貨

量，很重要。再就是，要了解食材產

地的土質，要經常去產地走走，看看

土質的變化。招牌菜，最能配合季節

靈活變換。

記者：�如何從建築專長，轉入美食世

界的跑道？

我不是轉入，是跨足。是突然接

到加拿大精藝飲食協會會長之邀，擔

任該會顧問。讓我有了接觸各大餐廳

行政總廚的機會，學到不少知識。

記者：�有什麼，可以給學校同學的期

勉嗎？

所謂的名廚，不是什麼菜都頂

尖。是指這位廚師專精於某道菜，甚

至某道菜系，而且在品質上要求很執

著，被饕客所認同。2014年9月，台灣

餿水油食安事件，阿基師的一跪，給

了餐飲業一劑強心針。專業，認真，

負責，求精。實事求是，不求虛華，

是一個廚師的基本功。這幾點做不

到，很難在這個領域長久。是人，都

希望出人頭地。為什麼一山總壓過一

山？也有屹立不搖的不動天尊？我個

人認為，賽跑的時候，要專心自己的

腳步，不要左顧右盼分了心，不要在

意一時的業界排名。真正的競爭對手

只有一個，那就是自己。如果不能超

越現在的自己，才是最可悲的境界。

所謂的精緻美食，要回歸到基

本。美食，是一種感覺，每個人的認

知不盡相同，我們也無法迎合每一位

顧客的味覺。精藝，才是廚師要追求

的。

大華科大費盡心思，四處覓訪名

師來校教學。期待，大華同學要把握

機會虛心求學，認真看待自己，除了

學習，更要貫通創新，將來為自己打

下一片天。更要預祝各位同學，前程

遠大！順提，希望同學只要有機會就

要多拓展眼界。見多識廣，是提升高

度的最捷徑。若是同學多有指教，請

透過餐飲系轉交，謝謝。

推廣學分班及社區大學業務成果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評選榮獲佳績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暨觀摩活動於3月29、30日假

嘉義大學舉辦，今年推派日語研習

社、流行勁爆舞研社參與，代表參

賽社團也都榮獲優等獎、特優獎等

佳績，為校爭光。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技觀
摩活動-日語研習社榮獲獎特優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