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本校成教部日語中心開辦8週與
16週的日語課程，同時自本期起，
在8週初級課程中開辦遠距同步及
非同步班，讓你可以充分利用時
間進修。8週開辦初級、中級、高
級、日語檢定加強班等課程；16週
則開辦初級、中級、中級進階課程
等，歡迎想要增加第二、三外語能
力的你趕快報名參加。報名方式採
用現場報名，或上網下載簡章，詳
情請洽成教部網站（http://www2.
tku.edu.tw/~fa/2007/jp.doc）。
（成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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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琇瑱 游泳如魚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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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系校友曾穎凡推出棉條自有品牌
教科系校友曾穎凡歷時9年，以
「生理期零負擔」的理念，推出
「凱娜導管式衛生棉條」自有品
牌，希望讓女性在生理期間也可
散發自信。她懷著熱忱，曾使用
過全球124種品項的棉條，並舉
辦保健衛教巡迴講座，藉此讓女
性能了解有其他選擇度過生理期
的不適感。她鼓勵想創業的學弟
妹，可從生活中觀察創業契機，
且注意大學時期的人脈經營，對
未來將有所助益。（陳昭岑）

AACSB 輔導員來校指導 重視商管學習成效評量

觀眾在攝影作品前全神貫注的欣賞。（攝影／
蔡昀儒）

顯影季展個人獨特視角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淡江影
像藝術工坊第4屆顯影季「TRY ANGLE」成
果展，於上月26日至3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
出，吸引校內師生踴躍參觀。26日邀請文學院
院長邱炯友與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開幕剪綵，
邱炯友致詞提到，這次的展覽勾起大學時代接
觸攝影的回憶，除恭賀大家的成果，更期待大
家能在校內外發光發熱。王慰慈則表示，此次
展覽主題「三角形」，象徵了知識、技能和態
度，勉勵學生三角合一，不應偏向任何一角。
此次展覽規劃主題區和分享區，且模擬暗房
環境，讓參觀者體驗暗房的作業，共計展出
150件作品，其中有3張是選自非暗房成員作
品，活動總召大傳三陳芝嫻表示，這次首度用
徵件的方式宣傳，合計72件參賽作品，讓我們
發現個人以獨特視角，觀察生活的視覺樂趣，
「校外展目前正在規劃，預計7月會在迪化街
和大家見面。」
資傳二關偉強表示，他能感覺到每張照片背
後的故事性，儘管不能了解每張作品的意涵，
但整體的視覺感受有比上屆更精彩。

中研院院士周元燊演講望佳止步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數學系大師演
講系列活動中，將於明日（週二）下午3時10
分在鍾靈中正堂（Q409），邀請中央研究院
院士周元燊（音ㄕㄣ），蒞校演講「望佳止
步」。出生於民國13年的周元燊致力於統計科
學相關研究，榮獲國際統計學會、數理統計
學會榮譽會員殊榮。曾任國際IBM公司Watson
Research Laboratory 的數學家、行政院主計處
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顧問，其對國家統計
制度、學術研究之宣揚，甚有貢獻。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商管
學院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於
上月28日、29日，指派輔導員Dr. Frank
Bostyn蒞校指導商管學院教研品質認證程
序。28日上午舉辦歡迎茶會，校長張家
宜、商學院院長胡宜仁、管理學院院長王
居卿、商管聯合AACSB辦公室執行長林谷
峻及商管兩院各系系主任皆出席。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淡江榮獲第19屆國
家品質獎，象徵本校在教育品質上的實
踐，因此也於3年前申請AACSB認證，期
許本校的辦學品質可以更上層樓，同時希
望藉由Dr. Bostyn的輔導，檢視商管各系
科目的內容，以發揮持續改善的精神。Dr.
Bostyn在致詞中說明AACSB的全球趨勢和
審核的重點。

林谷峻說明，輔導員背景多為全球已獲
得認證學校商管學院之院長，具備豐富
商管學院行政經驗，Dr. Bostyn為比利時
University of Antwerp前商學院院長，並有
多次協助大中華地區各校商管學院的認
證經驗，目前擔任比利時政府「科學與
創新部」幕僚長，藉由他的指導，讓本校
AACSB的認證能更加順利。
Dr. Bostyn對淡江提出整體建議，包括：
未來商管兩院合併後的學位授與上應該提
出一致的標準，並指出在學習成效的評量
上，應該在教學目標和核心競爭力上提出
通則，各系以專業領域的不同提出細項評
量方式。而在教師合理的授課時數上，建
議應以學生學習成效來作為授課時數的參
考。最後他針對全球少子化趨勢及國際學
術競爭的環境，建議可提出經營面和財務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
日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舉
辦「數位學習優良教材與推廣經驗分享
暨期中成果發表會」，約有30位校內外
參與北區跨校數位學習學程的教職員出
席，一同分享學習歷程與執行成果。本
次活動邀請空中大學研究處處長黃慈，
說明「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認證優良案
例介紹」，勝典科技顧問服務部經理呂
令
玥 （音同玲），解說「工業局數位學習
教材認證優良案例介紹」、教科系教授
徐新逸與副教授陳慶帆分享「數位學習
輔導及諮詢服務成果、研習工作坊之執

行成果、跨校選課合作機制成果」。
黃慈表示，優良數位課程的重要表現，
建立於清晰、完整的資訊內容與課程架
構，並以自學式教材啟發師生主動學
習，最後以學習評量促進學生之學習成
效。在成果介紹部分，徐新逸表示，由
於跨校學程的反應良好，因此將增加4所
夥伴學校：中原、實踐、元培科大、東
南科大，提供8學分、5堂課程讓學生選
修。而研習工作坊目前已辦過8場，藉由
研習課程，讓師生更熟稔數位學習教材
的使用，增加其便利性。綜合座談中，
與會者分享推廣經驗及研習心得。

馬國高教副長何國忠 揮毫題如意

PEOPLE

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
（左一）、駐馬來西亞文化經濟辦事
處副處長暨企管系校友林明禮、新任
馬來西亞留臺聯總會長暨會計系校友
李子松（右二）和前馬來西亞留臺聯
總會長姚迪剛（左二）於上月23日蒞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境外生輔導組首次針對本校境外生開設統
計學、日語語法及文法、微積分3門課業輔導
加強班，即日起開始報名。除微積分需事先預
約外，每周二晚上，統計學7時至9時在B505、
日語語法及文法6時到8時在T801，提供課後
輔導。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表示，此次開
課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盼能改善同學的成
績，鼓勵境外生把握機會，善加利用資源。
以往只針對僑生進行課業輔導，面對首次全
面性開辦，身為僑生的資管一吳柄毅表示，上
學期有參加過資訊概論加強課程，感到受用且
成績進步很多，相信這次輔導課程能幫助到許
多境外生。課程詳情請洽境外生輔導組職員許
綠芸，校內分機2218。

BBC口譯員魏慶瑜 分享實務經驗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上月28日邀
請，英文系兼任講師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國際電視
網（BBC World Service TV）口譯專員魏慶瑜，演講
「口譯－進入世界職場的門票」。她以自身的經驗和
同學分享口譯的工作內容，鼓勵同學可以透過演講和
研討會活動，主動爭取口譯機會，「不要害怕要勇敢
嘗試，一但表現良好，就能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
魏慶瑜以投資報酬率評估口譯員的工作，她表示，
「口譯員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工作，收入不錯還可以增
廣見聞。」她說明，口譯工作主要分為同步翻譯和逐

校參訪，在參觀文錙藝術中心時，何
國忠現場揮毫「如意」兩字，校長張
家宜（右一）也致贈e筆書法系統，
讓何國忠返國後可以享受書法的樂
趣。（文、攝影／張峻銓）

步翻譯；同步翻譯是演講者講話的同時翻譯，而逐步
翻譯，則在演講者講完一個段落後，再由口譯員翻
譯。她指出，雖然兩者方式不同，但翻譯內容需具備
專業和品質，平時也要多充實自己。
她提到，口譯員必須集中精神翻譯內容，所以需要
事前儲備好體力，「雖然口譯聽起來很困難，但只要
訓練和實戰經驗，就可以克服緊張及累積專業力。」
英文三李岱容表示，講者在會上提供了許多學習口譯
和尋找口譯工作的方法，對於正在學習口譯的同學十
分受用。

教聯隊奪排球菁英盃冠軍

蘭陽校園於上月19日至22日
舉行菁英盃排球錦標賽，並
於27日賽果出爐，由教聯隊
獲得冠軍、觀光系為亞軍、
資創四為季軍，及殿軍資創
一。本次比賽是採男女混合
及循環賽制，以促進各院系
師生的球技和情感交流，藉
由大家團隊合作，讓球賽變
得有趣而溫馨。（文／楊志
偉、圖／蘭陽校園提供）

航太系校友創新臺味料理年收上億

許益欽創業基因鼓動 專賣胡椒蝦再開網路通路

許益欽以自身的餐飲經驗勉勵學弟妹，行行出狀元，要相信自
己，並秉持執著的理念，就有機會發光發熱。（攝影／羅廣群）

【記者謝佩穎專訪】航太系校友許益欽以胡椒蝦開
創「百家班鮮食集團」，身為董事長的他結合臺菜特
色，研發出12種創意經典的熱門蝦品菜餚，更堅持以
活蝦食材的新鮮原味，來擄獲老饕的味蕾。他以親切
的口吻笑著說：「就是把事情做到最好。」
一提起蝦子便滔滔不絕，詳細說明活蝦保持鮮度的方
法，以及對蝦子來源的品質控管及運送過程的堅持，
許益欽表示，因為農委會已明令禁止使用抗生素蓄養
水產生物，因此養蝦戶會以過濾系統設備、益生菌等
水產技術來飼養蝦子；由於運送過程是從屏東運往臺
北，因此只使用低溫及施打純氧讓蝦子冬眠，以減少
碰撞、不會因為搖晃而死掉。他笑著說：「所以蝦子
到店裡就醒了，即使是下貨後到各店的水族箱中，都
能保持續活的最佳狀態。」
看似侃侃而談的他，自認生性害羞，但在大二擔任
班代、大三擔任系學會會長、航空模型社康樂長等幹
部，在社團中學習領導者風範及團隊合作，他認為，
做事情必須適時提出意見，服從領導者卻不盲從，
「我是從臺南北上念書的孩子，跟其他同學相比，我
比較害羞，所以決定改變；加上淡江自由的學風，可
以兼顧課業和社團，讓我發揮自如。」
當初許益欽以報國的想法選填本校航太系，畢業後
卻因社會環境氛圍改變，無法投效軍旅大展身手，因
此在短暫創業後，便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MBA，回
國後，任職保險經紀人公司，但卻未能澆熄他的創業
夢，在一次返鄉敘舊的契機下，開啟他的餐飲經營生
涯。當時他的小學同學開活蝦餐廳，該餐廳的規模和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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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輔導加強班即起報名

遠距組舉辦「數位學習優良教材與推廣經驗分享暨期中成果
發表會」中，校內外參與北區跨校數位學習學程的教職員出席
參與。（圖片／遠距組提供）

蘭陽

卓爾不群

AACSB輔導員Dr. Frank Bostyn（左三）
蒞校指導商管學院教研品質認證程序，在
上月28日歡迎茶會中與校長張家宜（左
二）、商學院院長胡宜仁（右二）、管理
學院院長王居卿（左一）、商管聯合AACSB辦公室執行長林谷峻（右一）合影。（攝影／李鎮亞）

數位教材期中成發 研討跨校選課成果

跨校學程滿意度華語文最高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針對100學年度第1學期的「3校跨校學程」，
及「4校跨校課程」進行滿意度調查。從調查
結果顯示，3校跨校學程的滿意度最高為華
語文學程達5.19、觀光學程4.93、動漫畫學程
4.89；而願意推薦的項目中，仍以華語文學程
最高為5.2、動漫畫學程4.7、觀光學程4.6。而
4校跨校課程，獲益良多的滿意度為5.07，繼
續選修的項目達5.2。在網路學習的困擾，以
「網路連線速度過慢」為最多人填選。
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沈俊毅表示，從滿意度
調查的結果可以提供給遠距組參考，同時跨校
學程和課程，可滿足學生互補的需求，針對網
路學習上的困擾，會再以更人性化的操作來調
整平臺的使用。

面的策略規劃。
林谷峻表示，本校商管學院已於2011年
9月通過第1階段取得申請資格，目前進行
的是第2階段的編製認證計畫書，以作為
日後進入前導認證時期之執行依據，未來
通過AACSB的認證後，本校學生的學歷與
學分將在全球受到認可，也讓教師的教學
品質受到肯定。林谷峻進一步表示，此次
輔導過程中，其中的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和
104年系所評鑑的內容相關，因此透過此
次的經驗，可讓系所評鑑的進行更順利。

專業超出他對餐飲業的想像，因此他決定將活蝦餐廳
發展到北部，便與朋友合資在天母創立他的第一家活
蝦餐廳。
剛開賣時的菜單上只有3種蝦料理以及青菜，最慘時
曾一天只賣出2盤蝦，但他並沒有放棄，客人的建議是
他堅持的動力，在持續努力下，終於能獨資3千萬在三
重開展旗艦店，卻碰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只能忍痛
拱手讓人。此時他印證「Try and Error」的人生座右
銘，儘管遇到挫敗，他仍和廚師團隊日以繼夜研究及
改良菜色，更隨時到養蝦戶考察蝦子的飼養情形，把
關蝦子的品質，並嚴格控管安全存量，以質制勝。
一方面保持食材品質，另一方面鑽研消費行為，重
視客人的回饋意見，不時推陳出新創意蝦料理，以增
加顧客的回訪率，他只要有新想法、品嘗到新料理，
都會持續改善，最後藉由好口碑打開市場。許益欽認
為，經營管理需要冷靜，才不容易在決策上犯錯，自
己是工學院的背景出身，邏輯思考能力較佳，所以在
每個階段的經營決策相當務實，「所以，我不會想要
滿足所有客人的口味，而是針對愛吃蝦的客人當作目
標對象，找出方向後盡力朝該方向前進，失敗了，
跌倒了就再爬起來，但至少要抓起一把沙，記取教
訓。」
以「胡椒蝦專賣店」聞名的許益欽，近年來除了以臺
式風格推出風味菜色外，7月在上海開立第5家分店，
展現開拓事業版圖的雄心。原本想複製在臺的經營理
念，並以臺灣特色料理吸引上海人，但因飲食口味的
差異，讓他遇到新的挫折，「因為上海人不太吃辣，

胡椒蝦對他們來說太辣了，口味上要做調整或是再研
發適合上海的新菜色，未來將研究各地區的飲食習
慣，以建立飲食資料庫，利於創新菜色。」
這一路走來，許益欽為理想奮鬥不懈，問他可曾疲
累？他主動分享手機中與家人的合影，慶幸這一路上
有家人的陪伴，回想剛創業時的前2年，白天在當上班
族，晚上到餐廳固守崗位，和孩子們相處聚少離多，
幸好有太太協助維繫家庭，讓他無後顧之憂。他笑著
表示，只要回家後，所有煩惱都拋到腦後，「特別是
和太太喝酒促膝談心，即使再累也都值得了。」
面對網路世代，自2011年起和7-ELEVEN合作推出春
節年菜，許益欽的下一步就是利用網路行銷大開活蝦
料理通路，讓活蝦料理走出實體行銷，他以創辦人張
建邦博士所說的「To learn how to learn」，勉勵學弟妹
要善用工具去找尋自己要的答案。他認為，網路世代
做任何事或找尋任何資料皆相當便利，而面對全球化
的競爭，要學習別人的長處，也要把握機會出國以增
廣視野，「如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樣，再多的
言語，都不如親身走過，因為『To see is to believe』，
而且行行出狀元，要相信自己，在該領域中發揮創
意，並秉持堅持與執著，就會有機會發光發熱。」
近19年的餐廳經營，自第3年起每年營業額皆上億，
對他而言，現在將邁入第3個10年，但他仍以積極求進
步的心，讓自己保持競爭力，「臺灣4家店的業績都蒸
蒸日上，但還是給自己一個築夢機會，開展大陸餐飲
市場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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