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學習與教學中心即日起開始受理
「優良遠距教學課程獎勵評選活
動」申請，欲申請者請詳填「淡江
大學優良遠距課程獎勵報名表」，
並於30日下午5時前，檢附相關資
料，以Email寄至遠距組OA信箱辦
理。詳情請至遠距教學發展組網
站首頁之「表格下載」處，參考
「淡江大學優良遠距課程獎勵評選
規則」（http://deds.learning.tku.
edu.tw/），或洽遠距組申請承辦
人張峻愷，校內分機2164。（遠
距組）

雙企盃企管校友隊獲女排冠軍
雙企盃
的男排賽
中，兩方火
力全開。
（攝影／賴
意捷）

雙企盃的女籃賽開
打，雙方激烈進攻，不
禁讓人熱血沸騰。（攝
影／賴意捷）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企管系
系學會主辦的第14屆全國「雙企盃」於上月
26、27日在淡水校園舉行決賽，共有87隊全國
大專院校企管相關科系系隊、企業聯隊參加，
由本校企管系校友獲得女子排球冠軍！本次
活動執行長企管二高萱容表示，今年報名的隊
數比往年增加，雙企盃比賽的項目有籃球、排
球及慢速壘球，透過運動賽事的舉行可增進企
管相關科系的校際聯誼，「未來希望本校企管
系的學生隊能踴躍參加，這是很難得的交流機
會，可跨校交流並和學長姐共同切磋球技。」
女排冠軍淡江企管校友隊隊長葉家雯表示，
這是第2次奪冠，假日時大家都會聚在一起練
球，很開心這次也和大家一起比賽並得獎。

性別科技夏令營報名ing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科會
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主辦的「2012性別
／科技：自然組女孩的祕密基地夏令營」，讓
妳在3天2夜的活動中，一窺性別與科技之間的
奧秘。只要是就讀理工醫農生物學院的大學或
研究所女生，皆可報名參加。主辦人化學系教
授吳嘉麗表示，舉辦以自然組女性為主的夏
令營活動，讓參加學員更了解性別之於科技的
應用與思考，所以安排「性別與科技概論」、
「與女人有關的科技」，以及「女科技人現身
說法」等相關課程，讓學員能以女科技人為
榮，並培養出廣角的視野。
報名至12日止，名額有限每人收費1千元，
活動時間為26日至28日，請至http://goo.gl/
ciiKz報名，詳情及匯款方式請洽國科會性別與
科技規劃推動計畫，電話（02）2625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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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速
教學助

陳竑廷 以學長經驗傳承

建築生吳紫彤以牛宣導低碳飲食

這就是最好的回
饋。」

比心的方式教學，才能滿

他表示未來不

管科碩一的陳竑廷，目前擔任

足學生的需求，「因為我

見得往教職發

「會計學」的教學助理，曾獲選100學年

知道他們要什麼，所以把

展，但在擔任教

度第1學期優良教學助理。提到得獎時他

累積到的經驗分享給學弟

學助理的這段期

靦腆的表示，很感謝管科系系主任莊忠柱

妹。」

間，與學生互動

的鼓勵及系辦助理黃照棠、黃美佑在行政
上的幫助。

陳竑廷提到，開學時會先跟學生講明點

中，「讓我增加臺風經驗，也學習到與人

名的時間，讓同學掌握上課點名的資訊，

群接觸的技巧，這段時間內所學習到的經

在教學上，他以「學長姐」的角度將

但他發現，在沒指定點名的課堂上，出席

驗，將會為職場上的競爭力加分。」（文

學生當成平輩，像對待朋友般自然分享知

率並沒有大幅下降，「顯示同學肯定我的

／盧逸峰、攝影／謝佩穎）

識，以及為學生解惑，對他而言，用將心

教學品質及相互信任，讓我感到欣慰，而

物理碩士生赴國際電化學年會 發表 3篇論文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
報導】物理碩二傅惠君、
物理碩一賴俊言，以及物
理系校友現為中興大學物
理碩二宋俊漢3人日前獲
「國科會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經費補助，由物理
系助理教授葉炳宏帶領，
於上月6至11日赴西雅圖
參加2012國際電化學年會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meeting ,ECS），並代表實
驗室發表3篇Sensors相關的
海報論文，主要探討氧化
鋅奈米線在紫外光與氣體
感測工作上的成果與其材
料分析。

葉炳宏表示，國際電化
學年會是推動電化學，以
及固態科學等研究學術單
位，每年舉辦年會以促進
電子、化學間不同領域學
者的科技交流。參加本年
度年會，除了可將研究的
奈米材料以及元件製作的
研究和各國優秀學者交流
外，也能檢視自身研究內
容的優缺點，鼓勵學生勇
敢走出去，接受外面的衝
擊開闊視野，將對研究會
很有幫助。
傅惠君表示，這次不僅
能和外界交流研究內容和
心得，也提高臺灣在國際

統計蝴蝶結之夜
歌舞熱力聯誼
統計系於上月31日在活動中心舉辦「統計之夜：啾
啾嘉年華」，活動以蝴蝶結為主題，現場有熱舞、戲
劇表演，以及吧檯調酒暢飲等精心設計的節目，在主
持團隊活潑的帶動下，觀眾尖叫連連，尤其熱情奔
放的舞蹈，令現場亢奮情緒破表。最後票選「啾啾
King」和「啾啾Queen」，分別由統計一曹郁翔與統
計系助教王美惠的愛女余宣萱小朋友獲得。
活動總召統計二葉霈誼表示，舉辦本次活動除了聯
繫系上感情外，同時為大四學長姊送舊，並讓下屆學
弟妹參與活動籌備以熟悉會務。會以「蝴蝶結」為題
主要是讓大家發揮創意，從生活常見「蝴蝶結」中，
找到合適的服飾。統計四翁婉瑄表示，這次活動充滿
動感和溫馨，中文一蔡佳芸表示，最喜歡的是暖場樂
團的那段表演，且非常欣賞女主唱的清亮嗓音。（文
／黃宛真、李蕙茹、攝影／劉代揚）

學術研究領域的能見度，
「跨領域的演講更是令我
大開眼界，激發出許多未
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宋俊漢分享，此次參與
年會的經驗中，學習到很
多別人新穎的研究方式，
對於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也考驗著語言能力和臨場
反應，「會前準備的重要
性，鼓勵研究生能多參加
各樣主題的年會，以增進
國際視野。」

宋俊漢（右二）在2012國際電化學年會，
向參展者說明論文。（圖／宋俊漢提供）

建築碩二吳紫彤為宣導低碳飲
食，在美食廣場擺放一頭小牛，
並在牛腹位置放一盆水耕高麗
菜，每日照顧，吸引不少師生駐
足觀看。吳紫彤表示，因為本身
學建築，希望同學能多關心生活
周遭的事物，因此以裝置作品讓
大家印象深刻，並藉此思考發生
在身邊的議題，「這次是實驗性
質，未來仍會持續創作，或許
就會出現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唷！」（本報訊）

中研院院士王平演講Venture Capital
【本報訊】產經系大師演講系列活動中，將
於6日（週三）下午1時10分在B302A，邀請中
央研究院院士王平，蒞臨學校演講「Venture
Capital」主題。王平2008年獲選第27屆中央研
究院院士，現為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講座教
授，專長於貨幣與總體經濟理論、經濟學理論
研究，以及用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解析生活
議題。
產經系系主任林俊宏表示，王平經常參與系
上研討會活動，藉著6月返國參加中研院院士
會議的機會，特別邀請他與系上師生進行學術
交流，透過這次演講，希望能擴大系上教師、
碩博士生國際視野，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理學院展論文 廠商徵才相見歡

曾志朗分享 科學新文明 近200位聆聽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
院於上月30日邀請中研院院士曾志朗以
「文明在科學的創意中」為題演講，藉
由歷史文物探討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科學
創新下所帶來的問題，吸引將近200多位
師生參與。
曾志朗在演講一開始就提及，「科學
是一種新的思維模式」，科學給人類帶
來挑戰與福祉，卻因為各地科學進步程
度不同而使得人類文明有所落差。他表
示，人類文明的關鍵在於以有限的元素

創造出無限的訊息，文字的創造就是人
類文明的一大進步。演講尾聲曾志朗說
明，我們解決了上個世紀的問題，卻也
衍生出本世紀糧食與資源短缺的危機，
勉勵大家共同以科學文明的方式來解決
我們現今所面臨的難題。
未來碩一邱懷瑤表示，此次演講透過
人類文明與全球歷史考古的結合，了解
到必須要有世界觀，才能從一個人的力
量延伸到全體的力量，共同為科學文明
努力。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
將於8日（週五）舉辦「中華民國第11屆
西班牙語教學、文化與翻譯研討會」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將由西語系系主
任吳寬主持開幕、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致詞。
本次會議設定主軸將研討文學文化、
語言學及外語教學和翻譯，分別在外語
學院FL106、FL411會議室進行分組的論
文發表。吳寬表示，這次活動最主要是

希望可以提供機會給本系的教授們在教
學之餘，針對自己的專業研究進行論文
發表，最大的特色將邀請西班牙馬德里
大學教授Consuelo Marco Martinez（馬康
淑），發表專題演說「以西班牙語作為
外國語之教學及其在文法與文化上（與
本國語）之對比」，她在漢學和華語文
教學上有相當豐富的教學經驗，希望能
帶給師生們一些激勵。活動詳情請洽西
語系系辦公室，校內分機2337。

西語教學文化翻譯研討會 教學經驗發表

保險系專題競賽 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本報訊】保險系首辦的「保險專題
競賽」結果出爐，大學部冠軍由保險三
涂意証、于靜文、許綵羚、陳瑞敏組成
的團隊；研究部冠軍是保險碩二翁聖
洋、余世傑組隊，各獲獎金5千元。
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示，這是保險
系首次舉辦的專題競賽活動，學生在整
體表現上出乎預期的好，透過本次競賽
的舉行以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提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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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能力及表達能力，也和保險考照相輔
相成，讓學生增進就業力。翁聖洋表
示，奪冠的決勝點在於簡報時間的掌
握，因之前有赴大陸短期交流的經驗，
所以在議題選擇上有所幫助，「很感謝
系上舉辦這樣的競賽讓我們增進研究能
力，今年就要畢業，除了從中習得寶貴
的經驗，也希望學弟妹能把握學習歷
程，多利用學校資源累積國際視野。」

【本報訊】理學院擴大舉辦理學院學生論文
展，此次加入大學部學生論文展示，並提高獎
金及增撥獎項，將於8日（週五）上午9時至9
日（週六）下午2時，在科學館中庭展示數學
系、化學系、物理系約63篇論文，並從各系參
展論文，選出院長獎2名，獎金各3千元、主任
獎2名，獎金各2千元。
另外8日中午12時舉辦「廠商徵才活動」，
邀請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貝光電公司、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艾維克公司、耀華電子公
司等近10家公司參與，希望讓理學院的應屆畢
業生及早認識業界需求及求職方向，以完成畢
業前的就職準備、提升就業率。另外提供系上
和系友企業洽談產學合作的機會，歡迎全校有
興趣師生前往參觀。

CL與EELS技術研討會8日展開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獲國科
會「私立學校提升研發能量計畫」經費補助，
因而添購「CL（陰極螢光光譜儀）與EELS
（電子損失能譜光譜儀）」貴重儀器，且於
8日（週五）在C013舉辦「CL與EELS研討
會」，會中將由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說明「理學
院貴重儀器中心」，並邀請德、美、中研院等
相關領域的學者前來發表研討CL和EELS專業
應用，交流研究心得。
物理系教授林諭男表示，本校理學院是私校
第1個成立貴重儀器中心和添購CL與EELS貴重
儀器，透過此次研討會廣邀國內相關領域學
者，除宣導本校貴重儀器中心，並藉此提升研
究水準。林諭男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陳皇欽表
示，期待很久的光譜儀器終於來了，EELS有
助於研究有關各種材質分子中鍵結能之間差異
性，CL能檢測螢光發光體材質，「這2項設備
不會輸公立學校，這對研究有很大幫助。」

本校英文系校友暨南僑集團會長

演講題目：美食創業
演 講 人：南僑企業集團會長陳飛龍
演講時間：2012年5月16日上午10時
演講地點：B712
•

英文系校友陳飛龍為南僑集團會長，帶領南僑40餘
年，在1980年期間，開始陸續與國外大廠策略聯
盟或合作合資，曾擔任臺灣嬌盟、旁氏、寶鹼公司
（P&G）等之 CEO，制定策略掌管在臺灣事業發展，
後與美國 Häagen-Dazs 合作開設冰淇淋連鎖店，1991
年設立海外據點~泰南僑，經營行銷歐美之薄片米
果。
• 近年來發展食品高科技產業，如冷凍麵糰、急凍熟
麵、常溫米飯等，並將食品製造業延伸到餐飲服務
業，開創「寶萊納」啤酒餐廳、「點水樓」江浙料理
「潮江燕」潮廣料理…等品牌，以集團經營方式，經
營兩岸餐飲。
【林薏婷整理】我在58歲時規劃準備退休，為了讓40多
年的經驗能順利交接給接班人，所以留在公司幫忙決策。
因為空閒時間多了，而且南僑當時前進大陸進行製造業工
作，加上我喜歡美食，所以想以餐廳增加南僑的能見度，
因此1996年在上海開了第1家餐廳，剛開始只是想以副業
為主，沒想到現在兩岸已有12個餐飲品牌，佔整個南僑集

團營業額的18%。
我從小就很喜歡美食，而且不排斥各國、各地方的美
食，從我的美食品嘗經驗來看，我認為經營一家餐廳要
有經營者的堅持、特色，以及定位，這樣才會長久，以我
喜歡的明福餐廳為例，他們就是堅持把菜的品質做好，才
會吸引民眾的肯定。所以，第1家餐廳：上海寶萊納在展
店時花了6百萬美金經營，經營6年後才開立第2家店、第7
年才開第3間店，目前沒有人跟我們相同，而且每天都客
滿。一般而言，開餐廳的創業門檻較低，只要有資金、有
廚藝，馬上就會有人模仿。因此我們考量到，上海是個國
際化、全世界成長最快的城市，為了不讓別人超越，因此
才會大手筆的資金挹注，開設和別人不一樣的餐廳，也因
為我們把進入門檻變高，所以也沒有人模仿我們的形式，
增加了餐廳的競爭性。
我們在展店上並不貿然跟進，所以第6年才開第2家，第
7年設第3家、世博的時候開第4家。這4家餐廳都各有特
色，從嚴選食材品質到廚藝發揮，不同類型的餐廳除了各
自發揮特色外，也保有文化元素。上海的「仙炙軒」就是
將軍白崇禧的故居（名作家白先勇的父親）改建而成，當
時我答應白先勇會維持原貌，但會加上新的現代元素，現
在變成上海最熱門的花園洋房餐廳，吸引很多年輕人到此
舉辦花園婚禮，最主要的就是將餐廳做出差異化，這樣才
能讓人印象深刻。
臺灣的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是推廣服務業貿易
的單位之一，董事長王志剛每年到大陸至少開設5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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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推廣臺灣產品，會展上所帶過去的臺灣商品經常
銷售一空，尤其是臺灣小吃最受歡迎。2010上海世博
會的臺灣館成功打響臺灣特色，當初在開館和閉館活
動時，王志剛以臺灣主人的身分，宴請外賓、媒體、
當地長官們，他希望餐點能展現臺灣特色和世博臺灣
館相互呼應，因此和我商量後，在我的餐廳內推出臺
灣版的江浙菜結果大受好評，上海人也驚艷於臺灣江
浙菜美味，一場宴客成功促成文化交流，以及增加國
際能見度。所以一間餐廳不只是提供餐點而已，而需
要經營和花費巧思，才能達到客戶滿意並促成各式的交
流。臺灣在全球邦交國不多，我們最成功的外交官就是
請個最好的中菜廚師，做很好吃的菜，讓其他各國的外
交官都樂意來交流，如此就這樣成功展開外交，所以餐
飲在外交上功不可沒。
因為我開的餐廳類型很多，有日本料理、義大利料理
等，為了吸納餐飲人才，我們成立國際化團隊，除了研
發及創意外，另外也和外國餐廳技術合作，藉此了解國
外的餐飲文化、用餐禮儀、擺設意義等，希望能打開外國
人用餐市場，所以我們有來自全世界的餐飲人才，在開會
時都是用英文溝通。全球化趨勢下，勉勵大家要學好英文
和中文，各國均重視的華文能力也積極推行，因此很多外
國人都在學習中文；當然英文同樣很重要，只要掌握語言
就會提升就業競爭力。另外，由於臺灣的經濟趨勢，我們
的就業勢必會跟大陸打成一片，5年之後大部分的人可能
會到大陸、國外就業，在學生時代應加強學習大中國、全

陳飛龍（左一）勉勵學弟妹在全球化
趨勢下要學好中文和英文，掌握語言可
提升就業競爭力。（圖／企管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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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市場概念，及早掌握國際化的視野和趨勢。
今天播放南僑集團餐廳介紹、客製化行銷、在地行銷、
協助政府推動米食文化與當地廠商業務拓展等相關影片，
主要是讓大家了解，企業經營和餐飲管理是相類似的，都
需要了解其背景、社會任務，以及如何幫助我們其他的行
業，大家可以用宏觀角度，打破語言隔閡、地域限制，將
產業的價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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