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設校計劃書 
(106年版) 

 

 

 

 

周敦懿  校長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 

 



1 
 

目錄 

壹、設校緣起…………………………………………………………………2 

  一、前言……………………………………………………………………2 

  二、學校設校理念圖………………………………………………………3 

  三、設校理念………………………………………………………………4 

  四、學校總體願景圖………………………………………………………5 

  五、五大發展願景…………………………………………………………6 

  六、十大經營方針…………………………………………………………6 

貳、學校環境及現況 SWOT 分析……………………………………………10 

  一、學校環境………………………………………………………………10 

  二、內部分析………………………………………………………………12 

  三、外部分析………………………………………………………………14 

參、104學年度~105學年度治校績效………………………………………15 

  一、爭取各項經費…………………………………………………………15 

  二、完備人力資源…………………………………………………………15 

 

 

 

 



2 
 

壹、設校緣起 

一、前言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創校 19年以來，一直扮演著餐旅技職教育領頭羊的角色，除了

培育餐旅專業人才，也是全國培育高職餐旅類群教師最主要的學校。為了實現亞洲餐旅

教育園區、餐旅菁英搖籃的理想，10年前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經營高雄市立餐旅國中，

當初設校的目標即是設立一所專門培育餐旅人才的中學，含國中開發潛能階段，及高中

適性揚才的階段。「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已於 103學年度上路，為配合國家此重

大教育政策，各高中職莫不以提升辦學績效朝優質高中之路邁進。餐旅國中在民國 94

年成立，十年來學校辦學績效卓著，各項評鑑成績優良之外，各界好評不斷，家長及地

方士紳亦期許餐旅國中能盡早完成設校之初的承諾與理想，成立優質的餐旅（技術型）

高中，以利餐旅技職教育國高中六年一貫，並可向上銜接大學的餐旅教育，達成技職教

育一貫的目標，嘉惠學子。 

    餐旅國中師資陣容堅強，辦學績效深獲地方各界高度的肯定，更結合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豐沛的餐旅教育資源，積極朝「高雄餐旅教育園區」的方向發展。鑒於地方人士及

家長們的期待，99年 8月 1日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繼續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簽定第二期

合約，仍定名為「高雄市立餐旅國民中學」，並聘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陳紫

玲博士擔任第二任校長，戮力發展校務，成為具餐旅教育特色的國民中學。 

    從餐旅國中的學生的升學進路分析，學生畢業生選擇餐旅教育者持續上升至 34%左

右。但該區有公立的餐旅群技術高中班級的比例相當低，只有 5%的比例，此為影響學生

升學進路的一大因素。為提供地區公立餐旅群技術高中教育，並達到亞洲餐旅一貫教育

園區的理想，在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的支持下，已於 103年 5月 12日通過改制高中審查，

將餐旅國中改制為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校名為「高雄市立餐旅高級中等學校」，以達

成國中設校時的願景。 

    為進一步能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接軌，在 104年 7月正式改隸為「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並於 104年 8月 1日開始招生，在新任校長周敦懿博士帶

領下，期望能發揚「餐道熱情，旅想少年」、「餐譽高雄，旅創奇蹟」的精神，得能銜接

國中、高中直到餐旅大學，連結成十二年一貫的「亞洲餐旅教育園區」，發展更完善優

質的餐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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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設校理念圖 

    本校設定八大設校理念，設校理念如下圖： 

 

 

 

 

 

 

 

 

 

 

 

 

 

 

 

 

 

圖 1 設校理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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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大設校理念 

  (一)學校優質化 

          成立餐旅高級中學後，積極申請優質化計畫，藉由經費的挹注、特色課程的 

      發展，讓本校成為優質餐旅校園。 

  (二)決策民主化 

          依法成立各項委員會，所有重大決策皆透過委員會進行表決，讓學生、家長、 

      教師、行政同仁有充分而民主的溝通管道。 

  (三)設施精緻化 

          積極申請各項計畫補助，將原有教學設備設施汰舊換新、增設充實新的教學 

      設備，讓學生有更多實地操作學習的機會。   

  (四)技能專業化 

          在國中端培養帶得走的生活技能，高中端培養更進階的餐旅專業技能，輔導 

      學生參加專業競賽、考取證照，以期未來與職涯作完整的銜接。   

  (五)校園溫馨化 

          本校為精緻的小型學校，舉辦各項活動如迎新活動、慶生會等，團結國中部 

      與高中部學生，讓本校成為小而美、小而溫馨的校園。   

  (六)學校社區化 

          配合教育就近入學政策，鼓勵鄰近學校參加就近入學管道，並辦理社區參訪 

      活動，將校園帶進社區、社區帶進校園。 

  (七)教學專業化   

          配合教師專業評鑑，鼓勵校內教師進行教學檢視，組成教師社群、共同備課， 

      讓本校教學更為精進專業。 

  (八)學生多元化 

          開設多項餐旅特色課程、語言學習課程、社團活動，讓學生於課本之外，也 

      能學習各項技能知識，更提供校外參訪與服務機會，讓學生能多元發展。 

 

 

 

 

 

 



5 
 

四、學校總體願景圖 

    本校朝向五大願景發展，由十大方針具體經營，總體願景圖如下圖： 

 

 

圖 2 學校總體願景圖 

 

 

 

 

 

 



6 
 

五、五大發展願景 

  (一)紮根技職教育，提高社會企業責任 

  (二)推動全人教育，培育優質餐旅人才 

  (三)餐旅教育一貫，亞洲餐旅教育園區 

  (四)強化產學合作，餐旅產學無縫接軌 

  (五)拓展國際交流，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六、十大經營方針 

  (一)扎根餐旅教育 

          餐旅國中自創校以來，即以扎根餐旅技藝教育作為學校願景，透過餐旅教育 

      課程的向下延伸，使餐旅技職教育更加深化與落實。餐旅高級中等學校未來有以 

      下幾點努力的方向： 

      1.規劃餐旅課程：將原本餐旅國中的課程重新規劃與設計，成為從國中到高中與 

                      大學十年一貫的餐旅特色課程，幫助學生學習更有效率效果。 

      2.發展技藝教育：持續發展國中技藝教育餐旅學程，幫助餐旅性向明確的學生， 

                      在中學階段就能考取餐旅專業證照，讓學生的餐旅專業知能學  

                      得更早、學得更好。 

      3.落實產學合作：除了技術能力及學力的提升，餐旅高級中等學校將落實產學合 

                      作的機會，利用高餐大良好的業界合作模式，餐旅高級中等學 

                      校將推動實用技能學程的學生於高中階段至業界實習，奠定良 

                      好的技術基礎，除可協助學生就業，更可準備規劃進路，至高 

                      餐大進修。 

  (二)開發學生潛能 

          開發學生潛能是本校培育人才重點，透過對餐旅教育的試探與學習，讓學生 

      瞭解自我的興趣與專長，幫助學生發掘自己的潛能，進而妥善運用自己的優勢智 

      慧。未來有以下幾點努力的方向： 

      1.充實餐旅課程：妥善規劃並充實本校餐旅課程，透過對餐旅教育的試探與學 

                      習，培養學生對餐旅類科的興趣，開發學生的學習潛能。 

      2.開設多元社團：除活化課程教學之外，同時開設多元社團，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培養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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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增加成功經驗：每年舉辦餐旅成果展，並舉辦各種校內活動如：籃球比賽、班 

                      際歌唱競賽、餐旅技藝競賽，且指導學生多多參加校外競賽 

                      如：全國技能競賽、全市語文競賽、獨立研究、專題研究等等，  

                      創造學生的成功經驗，充分開發學生潛能。 

  (三)教學專業創新 

        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熱忱決定一所學校的辦學品質，在這個知識日新月異 

      的時代，教師更是必須不斷自我充實，才能帶給學生最好的教學內容。未來有以   

      下幾點努力的方向： 

      1.教師專業成長：推動全校教師加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透過相互教學觀 

                      察、製作教學檔案，教師得到專業成長與自我省思的機會。 

      2.教師專業自主：落實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各領域教學會議，鼓 

                      勵教師發展專業知能，發揮專業倫理，自我研究進修，提昇教 

                      師專業地位。並期望餐旅類科老師能研發適合學校本位課程的 

                      教材。 

      3.創新教學方法：結合十二年國教活化教學的精神，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方法，利 

                      用差異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資訊融入教學、實地參訪等方 

                      式活化課程教學，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更期望 

                      透過餐旅專業課程，培養學生藝術美感，提昇創意及創造力。 

      4.發展多元評量：鼓勵教師評量學生學習成果時，不要一味以傳統的紙筆測驗作 

                      為唯一的評量方式，可以搭配分組報告、檔案評量、實作評量 

                      等評量方式，肯定學生的多元智慧，幫助學生自我超越。 

  (四)拓展國際視野 

      1.善用餐旅資源：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是台灣餐旅教育的龍頭，善用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的師資、設備等資源，必能使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 

                      高級中等學校的教育品質更加提升，透過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 

                      際化的各項措施，有助提升國高中階段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 

                      國際交流機會。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餐旅技職教育典範，已成 

                      立藍帶廚藝學院台灣分校。本校亦將善用此資源，讓高中階段 

                      學生有機會學習國際烹飪技術，開拓其眼界。 

      2.海外交流活動：規劃姊妹校參訪交流活動、海外參訪活動，以及透過國際志工 

                      引薦，交換國際學生，增加學生國際交流機會，開拓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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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溫馨友善尊重 

        學生是未來國家的棟樑，如何營造溫馨友善的學習環境，教導尊重自己與他   

      人，是重要的教育目標，有以下幾點努力的方向： 

      1.六心級的教育：提供「教職員有愛心、行政用心、教師耐心、校園溫馨、學生 

                      感心、家長放心」的六＂心＂級的教育，營造溫馨快樂的學習 

                      環境。 

      2.營造友善校園：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政策，落實零體罰、零中輟、零霸凌、零 

                      拒絕的友善校園，保障學生人權與安全。 

      3.建構三級輔導：落實諮商師、輔導教師、一般教師的三級輔導機制，鼓勵全校 

                      教師加入認輔教師的行列，關心與幫助每一個孩子。 

      4.人權法治教育：為教導學生自我尊重與尊重他人，加強人權教育與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方面，組織學生自治會，選舉學生正副會長，對於攸 

                      關學生權益之會議，如午餐供應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等，             

                      邀請學生會長、副會長與會，尊重與接納學生意見。法治教育 

                      方面，充實學生法律常識，提升學生民主素養，養成遵守校規 

                      與法律的態度。 

  (六)營造三好校園 

        除了營造溫馨友善尊重的校園氛圍之外，更積極推動三好校園計畫，透過提   

      倡三好－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的精神，本校額外新增兩好「讀好書」及「學 

      好技能」，力行五好，推動五大具體策略： 

      1.心懷感恩念：常存好心，時時心懷感恩，珍惜身邊的人事物。 

      2.口說良善言：多說好話，口吐蓮花，讓校園充滿良善的言語。 

      3.手做服務事：多做好事，培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服務精神。 

      4.眼讀有益書：多讀好書，透過閱讀計畫與晨讀運動，讓好書淨化人心。 

      5.身學好技能：結合餐旅特色，鼓勵學生學習餐旅技能，並透過義賣和義學等方 

                    式回饋給需要的人。 

  (七)整合社會資源 

        與社會資源將進行合作，如兩校各場館的使用、地方政府到上級單位的輔 

       助，都進行一系列的合作，舉例說明如下： 

       1.辦理合作計畫：進行教學資源整合，辦理專題研究、餐旅營隊、攜手計畫、 

                        國際教育與教授蒞校演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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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推動地方合作：進行校園美化、生態教育、社區居民互動等等地方合作，並 

                        妥善運用小港國際機場、台灣中油及中國鋼鐵等社區資源。 

       3.開放場館借用：提供各方人士借用學校場地，充實學校經費來源。 

       4.實施合作教學：餐旅高級中等學校的教師可到高餐大進修學習，學生可到大 

                        學講座旁聽，並充分利用大學圖書館及實習教室設備，豐富 

                        學生的學習資源。 

  (八)技能檢定輔導  

          為落實學生的餐旅知識與技能，餐旅高中將技能檢定搭配課程進行規劃，預 

      期學生於在學三年至少取得「一證三照」。「一證」指畢業證書；「三照」指中餐 

      烹飪丙級證照、西餐烹飪丙級證照、烘焙食品丙級證照等三張證照。 

  (九)創造力與創意 

          未來餐旅高中將運用與大學共享資源的優勢，於社團及寒暑假期間開辦營隊 

      活動，提昇學生的創造力及創意。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教學卓越計畫學校，亦為 

      典範科技大學，利用這些有利的資源，本校將開辦的營隊預計如下: 

      1.創意專題營隊：專題為綜合能力的培育，亦為教育部規定的必修課程。為使學 

                      生能做出高品質的專題，高餐大已開辦三年專題製作營隊，未 

                      來納入高餐大附中，與其他學校一起合辦，以增加刺激源。產 

                      出的作品，亦可參加全國專題製作競賽，為學生找到展現舞台。 

      2.創意料理營隊：將以中西餐為基底，無國界料理，創意烹調為開辦方向，爭取 

                      特色課程計畫，培育師資，同時開發學生的創造力及創意，並  

                      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雕琢技藝。 

      3.創意教材教案：利用教學研究會研發教材，融入課程。目前，本校已著手進行 

                      西餐創造力開發教材，未來將與高餐大餐旅教育研究所及師資 

                      培育中心合作，研發更多教材教案，並與餐旅群教師們分享。 

  (十)亞洲餐旅教育園區 

         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形成一個有系統的餐旅學習體系，對餐旅有興趣和專長 

      的學生可以從國中、高中／五專、四技／二技，一路到碩士、博士，接受完整而 

      連貫的餐旅專業領域學習。加上高餐大去年和法國藍帶廚藝學院簽約合作，未來 

      高餐大和餐旅高級中等學校將能攜手合作，打造一個頂尖的餐旅教育園區，為高 

      雄帶來更多的幸福，為台灣追求更多的美名，為亞洲營造餐旅教育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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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設校環境現況 SWOT分析 

一、學校環境 

  (一)地理環境 

      1.學校位置：本校位於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40號，校地完整方正。 

      2.鄰近交通 

            學校位居高雄市小港區，距 88快速道路與國道 1號約 10分鐘車程，通往 

        高雄市其他地區極為便捷，亦有公車紅 1路線與 69號綠線可連結小港捷運站， 

        就學位置適中，服務學生區域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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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社區資源  

            本校鄰近社區資源豐富，附近有新建之小港圖書館(約步行 5分鐘)、焚化 

        爐游泳池、社教館、便利商店及小港工業區等，生活機能良好，可結合社區教 

        學及提供生活便捷性。 

      5.學校資源 

            鄰近學校包括 大專校院 2 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高中職 3 所—高雄市立小港高中、高雄市私立高鳳高工、高雄市私立中山工 

        商。國中 4 所—小港、明義、鳳林、中山。 國小 12 所—鳳鳴、小港、明義、 

        太平、海汕、港和、坪頂、 鳳陽、二苓、華山、桂林、漢民等國小。  

       6.醫療資源  

         高雄市立小港院、安泰醫院等，可充分提供醫療與復健之資源。 

 

 

 

 

 

 

 

 

 

 

 

 

 

 

 

 

 

 

 

 

https://tw.bizpo.net/node/132032
https://tw.bizpo.net/node/154998
https://tw.bizpo.net/node/37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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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分析 

 內部分析 

因素 優勢 劣勢 

校 

舍 

空 

間 

1. 戶外運動空間有網球場、籃球場、

多功能休閒綠地等等，提供親師生

充足的活動空間。 

2. 校園綠地面積大綠意盎然，提供學

生最舒適自然的學習環境。 

1. 餐旅高級中等學校無操場及大型集

會場，影響學校活動辦理。 

教 

學 

設 

備 

1. 每間教室皆有 E化設備，且有冷氣，

提供舒適且有效能的上課空間。 

2. 餐旅特色教室建置齊全，有烘焙教

室、客房教室、中/西餐教室、飲料

調製教室及餐服教室。 

1. 專科教室設備仍待添購，以符合高

中部學生的需求。 

家 

長 

參 

與 

1. 本校家長參與家長會的意願十分踴

躍，家長素質偏高，並積極參與學

校事務。 

1. 由於小港區地處工業區，學生家長

大多為雙薪家庭，忙於工作管教子

女時間有限，學生素質及教育程度

仍可更加提升。 

學 

校 

特 

色 

1. 本校為全台唯一技術型餐旅群完全

中學，設有國中部及高中部。自國

中階段開始，學生均需修習餐飲、

客房、旅遊導覽等專業課程，旨為

紮根餐旅技職教育，培養尊嚴勞

動，勤勞服務等帶得走的能力。 

2. 高中部設有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

科及實用技能學程之烹調技術科，

為培養餐旅領域基礎人才。 

3. 高中課程結合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

所學之知識與技能，激發學生潛能

及創造力，培育學生餐飲、觀光、

旅遊、休閒及旅館專業能力，是國

家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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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分析 

因素 優勢 劣勢 

學 

校 

規 

模 

1. 學生班級數及人數較少，利於管理

學生與進行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 

2. 餐旅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學生部分

可直升高中部，提升家長及學生就

讀的意願。 

1. 學校教職員人數較少，人力常顯不

足，教師負擔沉重。 

2. 教師員額少，每位老師皆需擔任行

政人員或是導師，減授的課程需由

兼課老師授課，影響教學品質。 

3. 班級數少、學校規模小，行政人員

須兼辦國高中行政業務，工作負擔

沉重，影響行政效率及教師兼任行

政之意。 

學 

校 

經 

費 

1. 本校經費來源為國教署，持續爭取

優質化、均質化等計畫經費，充實

學校經費，有助於學校永續發展。 

 

人 

力 

資 

源 

1. 教師皆透過甄選進入任教；為符合

本校餐旅特色，餐旅類科老師將強

調專業能力優者，優先錄取。 

2. 新聘教師，專業度高，服務熱忱度

高，專業發展的目標，使學校文化

較好形塑。以全校加入教師專業評

鑑為目標。 

1. 新聘教師，人力素質尚未確定。 

2. 小校規模，教師同時可能得接行政

職務或導師職務，任務較多重。 

3. 教師新聘，教學經驗較少，必須透

過專業成長，達到教師專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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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分析 

 外部分析 

因素 優勢 劣勢 

地 

理 

交 

通 

1. 鄰近小港機場、88 快速道路及中山

高速公路，且位於捷運 R3 附近，有

接駁車停於校門口，交通便利。 

1. 位於高雄最南端，到市中心的距離

相對較長。 

地 

方 

資 

源 

1. 座落於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正對面，地

利之便利於合作，可分享師資、設

備、場地等，共構亞洲餐旅教育園

區。 

2. 社區鄰里踴躍投入本校志工服務；善

用鄰近圖書館、社教館及小草關懷

協會等資源；社區內的中鋼及中油

集團，提供各項活動可補助；獲民

意代表支持，樂於贊助經費。 

3. 家長會以學校辦學績效作為為子女

選擇學校的依據。以高餐大典範科

大卓越的辦學績效，勢必能為餐旅

高級中等學校的招生帶來優勢。 

1. 鄰近重工業區及焚化爐，空氣品質

差，環境污染嚴重。 

2. 學區內無適合的游泳教學場地，學

校亦無游泳池可教學，不利學生游

泳教學。 

3. 爭取經費及資源之單位呈現多元

化，使學校單位能爭取到的資源相

對減少。 

 

區 

域 

就 

學 

人 

口 

1. 本校辦學優良，自 104 學年度成立 

高中部以來,報到率達 90%以上，是

高雄地區少數不受少子化衝擊之學

校。 

1. 小港區地處邊陲，十二年國教提倡

高中職社區化之後，餐旅高級中等

學校是否能招到優質的學生？ 

2. 少子化現象逐年嚴重，如何提升學

校經營成效，成為吸引學生就讀的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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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學年度~105學年度治校績效 

一、爭取各項經費： 

  (一)新建大樓經費：本校成功爭取新建大樓 1億 5千萬元經費。將建設完整專科教 

                    室，讓本校硬體設備更加完善。 

  (二)設備整修經費：本校成功爭取原大樓設備整修 4千 2百萬元經費，將更新現有設 

                    備，讓本校硬體設備更加完善。 

  (三)優質化經 費：除積極編列預算之外，本校 105學年度申請優質化經費 300元萬 

                    通過，將此經費挹注本校，建構學生優良學習環境，亦將持續爭 

                    取 106學年度優質化經費。 

  (四)特色課程經費：爭取 104-105連續兩年爭取餐飲觀光特色課程共 80萬元，增進 

                    教師專業知能，提升實作能力，15萬元充實學生餐旅相關技能。 

  (五)技職再造經費：爭取三期技職再造補助設備 29萬元，改善專業設備。 

  (六)均質化經 費：本年度將提報均質化經費，挹注學校經費，營造優質教學環境。 

 

二、完備人力資源  

  (一)聘足正式教師：本校 106學年度將聘入 6位教師，屆時本校 39位正式教師名額 

                    將全部到位，最專業的師資陣容能提供學生完整的教學。 

  (二)獨立人事主計：成功爭取餐旅高級中學獨立人事與主計單位，使校務正常運作， 

                    行政業務亦較能有效率推動。 

  (三)增聘職工校護：成功爭取職工與校護，使行政業務順利運作，並守護教職員與學 

                    生之健康，亦可撙節經常門費用支出。 

  (四)落實 PDCA流程：行政事務的推動，逐步落實計畫、執行、考核與持續改進（PDCA） 

                     的流程，並訂定完成標準化作業流程（SOP），將學校行政的效 

                     能與品質加以提昇，亦將逐年調整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