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110
第二學期餐旅季刊

學
年
度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作、小論文、校外各項餐旅技藝競賽中成為常勝軍，成績
亮麗。

　　圖書館推動「餐桌美學」、「閱讀寫作」、「學生小論
文」、「閱讀護照」、「好書賞析」等多元師生閱讀活動，營
造充滿書香的餐中校園文化；今年更是精心推出「校友專
欄」，成功連接畢業校友傑出的表現，更成為學弟妹在學
的典範，更見在季刊編輯的用心。

　　面對疫情的海嘯，感恩支持學校辦學的家長，以及教
育先進與社會賢達人士，讓餐中的行政團隊與師生能順利
安然地完成各項教學活動。未來我們乃會延續「餐旅技
教、全人發展、產學接軌、前瞻創新、國際視野」的精神
扎根餐旅技職教育，並向上銜接高餐大學「企業化、國際
化、人文化、專業化」的辦學理念，讓孩子在高餐大附中
的學習可以: 練好身體！學好技術！讀好書！成為知書達禮的
新世代餐中人。

 校長的話

家長會長

　　高餐大附中的師生們，大家辛苦了，大家最棒了！

校長、老師、畢業生、家長大家好：這段日子，大家辛苦了！

　　在COVID-19疫情嚴峻及相關校務推動，大家都創造出
新生活；多次參與學校相關重要會活動，包括「期初/期末
校務會議」、「教師節感恩活動」、「全國競賽選手授旗儀式」
及「畢業生包糕粽活動」等，感謝校長與全體師生的共同努
力贏得最佳成績！防疫期間，大家盡自己的本分，一起努力
防疫，保護好自己就是守護他人！

　　「人不用追求完美，但要追求卓越」，百分之百的完美
演出通常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多。追求卓越的價値就是不必
樣樣爭第一，但需要表現出亮眼的自我。

　　高餐大附中在校長的行政領導與教師們專業班級經
營，不但激發出孩子們的潛能，更培養出孩子們一輩子的
興趣，用心經營，不可勝數。

　　祝福每一位親師生 心想事成、學業進步、平安喜樂。

精誠勤樸的餐旅之道—服務共好
　　歲月如梭，時光荏苒，高餐大附中從餐旅國中開始如
今已邁入第十七年，在高雄餐旅大學的支持，歷任校長、
親、師、生的努力，共同秉持追求校訓「精、誠、勤、樸」
的教育目標，以服務利他的餐旅之道精神，建構優質的餐
旅教育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在「中等教育職業試探」與「後
期中等教育職業準備」的職業教育需求，發展成為全國獨
一無二深具優質餐旅文化特色的技術型完全中學。學校優
質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就讀高餐大附中，就是優質餐旅技
職人才的保證，這份殊榮代表著高餐大附中優質的教育傳
承和亮麗品牌的責任，也是身為餐中人的驕傲。

　　欣逢110年「餐旅季刊」出版，季刊持續以「傳承優質、
精緻卓越」的主軸，紀錄著餐中人努力走過學習成長的各
項生活點滴:

　　家長會與顧問團持續替學校注入豐富的資源，是全體
師生辦學強而有力的後盾。 

　　教務處配合教育政策推動雙語教育，結合校外大學端
資源與校內人力，發展多項課程，將「國際教育」、「本土
語言教育」、「科技教育」辦得有聲有色，讓學生在各項活
動中跨域學習，涵養學生各項生活核心能力。

　　學務處承擔規劃各項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措施，讓師
生順利通過疫情的考驗。並辦理「考生祈福活動」、「校慶
園遊會」、「校慶運動會」、」社區打掃等各項多元活動，營
造生氣蓬勃的校園。

　　輔導室運用輔導專業推動「生涯發展教育」、「生命教
育」、「國中技藝教育」、「家長職業分享」、「校園心理健康
講座」、「親子教育」等系列活動，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
索，引導孩子規劃人生方向，學會與自己、與他人、與環
境對話，成為108課綱所期許的「自發、互動、共好」的現
代化公民。

　　實習處餐旅群科，辦理多項職場體驗，導入學有專長
的業師協同教學，縮短產學落差，提升學生餐旅專業技
能，運用餐飮技藝成果展，使學生展現各項技藝成果，深
獲各界的肯定；精實的選手培訓制度，更讓學生在專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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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你們踏進這間學校，一轉眼已到了畢業
的時刻，從靑澀的國一新生，經歷了一千多
個歲月，記憶中的時光有喜、怒、哀、樂，
但願這些都是你們的養分，帶著大家的祝福
飛向下一個階段，祝福你們前程錦繡，大展
宏圖！

９０２導師 陳培郡

猶記新生訓練奉茶時，那張張稚嫩的臉龐。每個人對於接下來的國中生涯，都充滿
緊張、興奮及期待。三年來，我們朝夕相處，有教室裡的歡樂喧鬧、走廊上的跑跳
追逐，摻雜著老師的怒吼；有競賽場的齊聲吶喊、考試時的振筆疾書，伴隨著老師
的擔憂。我們也攜手踏入疫情時代，從此罩不離口，共同經歷遠距教學，雖然要保
持防疫距離，但我們的心卻緊緊相依。轉眼，竟來到分離的時刻。現在與未來，祝
福每位108級的畢業生，身體健康，展翅高飛！

９０３導師　蕭佳玲

實習處主任  余珮荺

親愛的同學們，畢業快樂！期
許未來的日子大家能保有初衷
向前，尋找並累積學習和生活
中的小小喜歡，珍惜每一個當
下，打造自己的理想生涯。

勇敢追夢，築夢踏實。
大家畢業快樂～

餐管三導師  楊珮菁

餐兒們~記得帶著餐大
附中三年的能量，用福
德與智慧的資糧勇闖未
來喔!!

烹調三導師　顧晏瑜

輔導老師  許伶如 烹調二導師  童秋淞

豬兒老烹烹:一晃眼你們18啦!當年還是靑澀的國中生，一天到晚上演小屁孩裝大人的戲碼，時
常讓我好氣、頭痛又好笑。算一算，我們一起度過韓國交流生的開場舞、超粉紅的心花開
Beling Beling班歌比賽、三天兩夜遊覽車瘋狂飆歌之旅、各式專業課程成果分享、線上班會我
是哪種動物、線上點名各種新奇姿勢，到現在為未來下注、專注、投入。十八歲只有一次，無
論是選擇就業或升學，相信老烹烹都能活出精采的姿態，這三年我們一起度過的難關，以及經
歷的美好，願能成為大家向前走的養分。愛大家喔!揪咪~

親愛的畢業生們，恭喜你們畢業了！！（灑花）相信在餐中的
生活對你們來講一定是段綜合酸甜苦辣讓你們永生難忘、
悲喜交加的回憶，因為老師也是如此^^祝福你們未來的生
活一定要一帆風順、鵬程萬里哦！然後沒事可以多看看
書、培養自己的興趣，不用太常回來了啦！

人 生 就 是 一 個 歷 境 練 心 的 過
程，無論再艱苦困難，都要笑
著面對，並常懷感恩的心，你
會發現幸福就在你身邊而已！

觀光三導師  黃如昕

親愛的高三同學:  三年的時間過得很快，和你們
相處的時光，以及陪伴你們走過的那些大大小
小活動，都將成為老師美好回憶的一部分，祝
福你們在未來能夠平安順利，美滿而充實。

國高中階段，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重要時期，好像可以
懂了一些事情，可是又好像還是有些事情不太懂，期
許大家趁著年輕時刻，多方嘗試，多出去看看，與不
同的人相處，增加視野。要開始努力，才會很厲害！

學務主任  蔡傳孝

輔導主任　郭明惠

圖書館主任  陳孟汝 ９０１導師  辛怡瑩 

給畢業生的祝福

教務主任  朱婉菱

畢業是跨越一個階段的見證，見證你們
三年的努力與成長。畢業亦是靑澀時期
的終章，揮別懵懂與徬徨，迎向新的人
生旅程。祝你們～畢業快樂!!

師長的叮嚀

各位畢業生，經過三年的淬煉，各位即將為
過去的學習寫下完美句點，並在未來的人生
走上成功道路，回想起這三年，各式各樣多
元有趣的課程活動、奮力奔跑的運動會、努
力讀書的晚自習，如今都變成美好的回憶，
不過每個結束的終點都是另一個新的起點，
世界上還有許多美麗的事物，都値得各位同
學去發現、去創造、去擁有，期許各位同學
未來也都能頑固追夢喔！祝福你們畢業快樂！

在餐中三年的學習後，各位即將邁向人生的
下一個里程碑，也許會開始就業，或者繼續
就學，不論下個階段是哪一種，都期許各位
持續保持學習的心境。眞正要想學最好的東
西，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必須經過自己的
努力。不但要有好的指導者，告訴我們好的
方法；而且還要自己有強盛的意志力，逐一
去克服難關。祝福111年畢業的各位，未來
一帆風順、事業一馬當先、成為一代楷模。

餐飮科主任  黃琬婷

恭喜你們要畢業了!!!三年
過得很快，好好把握靑春
歲月，培植自己實力!!讓自
己的未來閃閃發亮!!!

觀光科教師  楊博凱

致 靑 春 的 你 們 ，
願 能 常 保 初 心 、
眞誠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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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感言

人 就 像 鯊 魚 ， 只 能 奮 力 的 向 前
游，游過三江四海，穿過了海角
天涯，歷經了滄海桑田，追尋者
那遙不可及的夢。

恭 喜 妳 畢 業 了
～ 希 望 未 來 都
可以一帆風順！

我畢業了，三年不長不短，帶
走 的 知 識 屬 於 自 己 ， 收 益 良
多，無比開心，畢業快樂

要畢業了好開心噢！雖然以後就不會有
這 麼 好 的 一 群 同 學 聚 在 一 起 過 三 年
了，但這也是靑春最美好的地方。

在這三年的時間裡，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有大家一起經歷的風風雨雨，烹調三的大家
也眞的很讚，希望畢業後各自都能找到心之
所向

三年的時間一眨眼就過了，在這個學
校中創造了很多的回憶，有悲傷有開
心但畢業後大家就要去不同的地方，
願大家往自己的夢想邁進。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心中有太多太多的不捨，太多太多
的惜別。我們每天上學，每個人依然笑得那么燦爛，仿拂有千萬朵鮮
花同時綻放。但我們心中淸楚，每個人的心裡，其實都有一種淡淡的
惆悵。

很快的就過完三年了，在這些日子裡，遇到很好的同學跟老師，經歷很多事情，有
哭有笑，謝謝老師三年的教導，讓我成長很多，學到很多我不會的事情，謝謝同學
讓我每天都很開心，一起大笑一起運動減肥，能遇到你各位我覺得很開心耶，希望
畢業後我們都能很好、順利、平安健康。

餐管三 宋豐宇

烹調三 崔家琪

烹調三 鍾雅后

烹調三 洪于涵

要畢業了好開心噢！雖然以後就不會
有這麼好的一群同學聚在一起過三年
了，但這也是靑春最美好的地方。

烹調三 洪于涵

高一懵懵懂懂的進來這所學校轉眼間也即將畢業，學習的許多
新的技能，遇到很多很棒的老師，現在也有將所學帶到人生的
下一個階段，三年很快，每天都過的很充實，感謝自己堅持到
現在辛苦了，祝未來順利！ 烹調三 王姿樺烹調三 薛凱芸

烹調三 洪翊媚

餐管三 劉羽

烹調三 邱晉吉烹調三 王心妤

烹調三 張慈芳

祝大家前程似錦 
未來可期

黑珠珠

烹調三 張姵瑜

烹調三 張雅茜

烹調三 周黃宜哲

在餐中的三年轉眼間要結束
了！祝大家都能有好的目標，
一起邁向新的未來！畢業快樂

祝各位前程
似錦，有錢
花

仲夏夜的夢，迷離又荒誕，欣喜又冗雜。我們相遇在夏季，終究
離別在夏季。 時光像細沙，沒握緊便稍縱即逝，高中三年的生活
即將結束。回想起過往的種種時光，同學間的打鬧、師生間的娛
樂、以及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彷彿是昨天才發生似的。 眞的超感
謝每一位從國中到現在的老師能夠帶領我們將我們培育到現在，
時間眞的過的太快了，我的六年都在餐中度過了，與每一位老師
也相處了六年，接下來即將離開這一間學校。 然後然後我眞的不
知道要打什麼了 畢業快樂！我愛你們！

該離別的時候還是來了，這三年說長不長說短也還好，這三年有哭有笑，在高
一上學期的時候還因為很不習慣學校制度，哭著鬧著想轉學。莫名奇妙的就快
要高三結束了，就讀烹調班的我，考了一堆證照，在這過程中很累很痛苦，但
在做備審的時候超好用，滿滿的資料！很謝謝曾經幫助過我的老師以及同學們！
我會帶著這一顆感恩的心，繼續的走下去，考上理想的學校！祝畢業生 畢業快
樂！

願各位心之所嚮，
皆能如願以償。

餐管三 鐘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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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妹的祝福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祝福每個畢業生學長姐們
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
學，畢業快樂！

三年光陰，匆匆而過 時間一轉眼就到了高三的畢業季啦~
還想起當初在迎新時大家玩得刺激的「倫敦鐵橋」，可時間
很快的就帶這我們迎來了畢業啦~眞的開心能夠遇見你
們，雖然之後就要各奔東西了。但我想以後若是提起，我
最愛的求學時光肯定會是有著你們的高中時期吧，相遇是
種偶然，離別是種必然，三年裡有時搞笑、有時吵架、有 餐管三 謝琇安

觀光一 藍尹辰

學長姐畢業快樂‼ 雖然我們相遇的時間
不長，祝福你們考上頂大！以後也要多
多回來看我們呦！

觀光一 楊斐茹

學長姐畢業快樂～希望在往後的日
子裡，學長姐們能考上理想的大
學、成為更好的自己！

觀光一 柏馨

雖然相處時間很短暫，不過這段時間還是要感覺學
長姐的指教，才能讓餐中的好習慣繼續延伸下去，
就快要大學了，希望你們統測能順利考到好成績，
畢業快樂！！ 觀光一 洪珮瑜

祝每位學長姐都
考上好的學校！！

７０２ 洪浚銘

祝學長姐畢業快樂，
希望你們未來能有更
好的發展!

觀光一 陳詩旻

祝學長姐 
展翅高飛

觀光一 王冠中

祝 學 長 姐 們
統 測 順 利 ，
鵬 程 萬 里 、
前程似錦

觀光一 杜凱太

祝 學 長 姐 們
鵬 程 萬 里 、
一帆風順！

觀光一 展展

學 長 姐 畢 業 快 樂 ～ 祝
你 們 可 以 考 到 想 要 的
大 學 然 後 開 開 心 心 過
每一天！觀光一 張家綺

恭喜學長姐畢業了，
祝學長姐鵬程萬里，
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

觀光一 李韋蓁

祝 學 長 姐 們
鵬 程 萬 里 、
一帆風順！

觀光一 藍尹辰

希望學長姐們到
了大學可以越來
越優秀！加油～

畢業快樂！疫
情趕快走～

謝謝學長姐，在這一年裡
讓我們認識了很多東西，
雖然沒有認識的人！但還是
希望您們可以考上理想的
高中。 701 蘇俐安

學 長 姐 們 加 油
高 中 畢 業 後 大
學 又 是 一 個 新
的挑戰！
觀光一 林宗翰

畢業快樂！能
讀 到 自 己 想
要的學校。

觀光一 林敬庭

祝學長姐畢業後
一帆風順！鵬程
萬里！畢業快樂~
觀光一 蔡念家

祝學長姐可以塡上心
儀的學校，且闖出自
己的一片天～

觀光一 應于宣

希望學長姐都能夠在
自己擅長的領域闖出
一片天！

觀光一 蘇沛綺

祝 畢 業 的 學 長 姐 前 程 似
錦 ， 向 著 更 好 的 未 來 前
進！更好的未來前進！

觀光一 趙家妤

畢業快樂ㄡ，學長姐呀！不知道自己能做什
麽也沒關係，至少要先確定自己不要什
麽，刪去法也是選擇的一部分，我們學弟
妹一定會一直支持你們哦！ 

701 楊子誼

謝謝學長姐們這一年來的照顧，這其中
有和我一起打球的學長，教會了我很多
事情，學姐也很照顧一年級的我們，祝
學長姐凡事順順利利。

觀光一 徐博威

畢業快樂~
會考加油
ʕ•ᴥ•ʔ

702 張簡翊君

時一起流淚、有時一起團結。種種日子裡，因為有著你們
一起，也讓我的心境改變了很多，有你們的日子眞好。要
畢業啦～預祝即將要畢業的我們未來不負靑春、前程似
錦，生活充滿笑顏，未來一片燦爛。也祝學弟妹們未來也
可以順順利利的完成學業，努力奔向充滿希望的每一天。

恭喜自己畢業，在餐中擁有
好多好多回憶希望上大學也
能夠創造好多好多的回憶耶

只要有明確的目標和
堅持不懈的努力，就
算起步晚也無妨。

觀光三  姜伶蓉 觀光三  楊婉瑜 烹調三 詹思嬅

祝各位前程似錦
有錢花

烹調三 張雅茜烹調三 孫新雅

時間過得眞的很快，一轉
眼就要畢業了，也祝自己
畢業快樂、天天開心。

給學長姐：感覺時間過的好快～馬上就要送學長姐離
開了，雖然互動沒有很多，但是光帥哥和美女就讓我
們學弟妹們印象深刻了，想到以後看不到帥學長和學
姐心裡就難受希望你們能在餐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繼
續往更高的地方飛翔。

謝謝學長姐把學校維護的那麼好，不管是學校的素質、給人的感覺
等等，我覺得都是値得大家學習跟感謝的，學長姐即將畢業，我相
信大家心中都非常難過及不捨，學長姐不用擔心，我們的能力雖然
遠遠不如你們，但我們一定會繼續把你們對餐旅最深的愛傳承下去
給學弟妹。

701 黃郁甯 觀光一 劉懿萱
烹調二 林怡靜 烹調二 王妤宸

701 宋湘鈞

終於畢業了，從第一年想
轉學到第三年，我還是從
這裡畢業了，辛苦我了，
謝謝大家。

堅 信 自 己 是 顆 星 ， 穿 雲 破 霧 亮 晶
晶。堅信自己是燧石，不怕敲打和
曲折，堅信自己是人才，驅散浮雲
與陰霾。即將畢業，願擁有美好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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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競賽項目多元，各班參賽選手積極爭取榮譽，値得大家學習。經過一番激烈競爭之後，各獎項的
獲獎選手名單皆已出爐，各項目第一名將代表本校參加全高雄市競賽。在此特別感謝所有評審老師、導師以
及工作人員的協助，使校內競賽完美的畫下句點；也感謝所有辛苦的指導老師們，因您的付出而讓學生的表
現更加卓越、獲得佳績。

●903莊雅量、903何佩珊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901林家妤、901謝依惠、801許筑雅、801潘怡芳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通過

●802郭渝安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通過

●觀光三陳宜家、觀光三陳意雅、觀光三謝欣宜 PC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等同英檢中級初級） ●703洪仕宏、802吳念純、802林宥鋐、803鄭凱謙、

901蕭伃彤、901林恩宇、  902陳奕圻

全民英檢通過名單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多益英文檢定認證名單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通過名單

110學年度校內國語文競賽

●餐管三 王榕兒 810分
●餐管三 鄭展易 780分
●餐管三 楊詠硯 570分

●觀光三 洪淑薇 505分
●觀光三 李亮妤 470分

國中部- 校內國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項 目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佳 作
國語演說

國語朗讀

閩語情境演說

閩語朗讀

客語朗讀

字音字形

寫字

作文

班級團體總成績

701
吳虹穎

703
方浩宇

701
周品妍

701
楊子誼

702
蕭郁璇

802
詹宸洋

802
陳宥瑄

803
蔡蕎安

701
黃資茜

803
莊心僡

702
張庭瑄

701
梁雅姝

702
林采蓁

703陳俞安
803陳宜葇

702
蘇安語

802
江昀恩

802
吳念純

701
蔡琇宜

703
蘇子勛

703
蔡昕伶

802
鄭喩心

801
李紫菁

801吳兆宭
702林采璇

702丘旭鐽
703謝沁伶
801陳畇柔

703吳雨蓁
703蔡承諭
801黃子宸
803鄭凱謙

703
黃崇恩

801伍柏勳
802林芸安
702余佩欣
703邱博佑

701 702
802

高中部- 校內國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項 目 　 第 一 名 　 第 二 名 　 第 三 名 　 佳 作

國語演說

國語朗讀

閩語情境演說

閩語朗讀

字音字形

寫字

作文

觀光二
李盈瑩
烹調一
黃俊諺

烹調一
柯惠喬

觀光一
陳詩旻
餐管一
吳冠廷

餐管一
余慧馨

觀光一
應于宣

餐管一
黃宇彤

餐管一
曾展甄

觀光二
鄭寓洤

餐管一
黃立偉

觀光一
洪珮瑜
餐管一
蔡頌慈

烹調一
陳思妤

觀光一
楊沛恩

烹調一 黃品嬡
餐管一 李彥昇

餐管一 楊依嫻
觀光二 陳一臻

觀光一 蔡念家
觀光一 謝展宇

競賽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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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110年度畢業生升學榮獲佳績，為了肯定同學們的優異表現，本校及家長會特別頒贈高中部統測分數達
600分以上、特殊選才、技優甄選、烹調班同學錄取國立大學者共13位同學獎學金，及國中部錄取雄中雄女5位
同學獎學金；除了恭賀與祝福外，更期待餐中的每一位孩子，都能在求學的歷程裡發光發熱、滿載而歸！

升學輔導活動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頒發升學績優獎學金

校長頒發高中畢業生升學績優獎學金 家長會長頒發國中畢業生升學績優獎學金

　　本校期許國、高中部學生，在升學表現上能傲視群雄、延續佳績！提供高三及九年級學生一個安靜、便利的讀書
空間。延續著過往的辦理經驗，本校再次與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合作，由師培中心的學生及本校師長擔任晚
自習時的督導教師，協助本校學生晚自習時的各項需求與管理，高中部更開辦統測複習加強課程，由師培中心大學
生傳授統測迎戰經驗。也期待同學們，透過不斷的努力與精進，在今年的統測及會考中能夠大放異彩、創造佳績！

　　為了讓九年級同學充分了解適性入學制度，本學
年特別邀請鳳林國中林宜家校長進行宣導，配合政府
防疫措施，今年以視訊影片方式辦理本次活動，宣導
影片中，林校長針對免試入學的多元發展項目、會考
當中特別需要注意的考場規定等，為同學做詳細的介
紹，也讓學生瞭解111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
校五年制各入學管道之辦理方式和特色，使同學們更
加了解入學制度的現況，獲益良多。

辦理晚自習活動

九年級適性入學宣導

高中部晚自習學生認眞上課

九年級專心聆聽升學制度介紹

國中部晚自習學生認眞讀書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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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和增強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本校於本學年度申請「與國外姐妹校互惠機制實施計
畫」，引導學生們進行跨國界的學習之旅，預計辦理「線上文化交流」活動提升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的認識與瞭解，
也與高餐大國際學院觀光學程合作，推行學生多元語言學習，藉由國際教育的推動，不僅增進學生的語言表達
能力，也使學生能夠去了解、欣賞其他國家的文化，理解從不同的思考邏輯所產生的觀點，從而學習與其他國
家的學生溝通合作、相互尊重。

　　為強化兩校交流並推廣國際素養，由加拿大籍老師Smith Douglas入班至902進行加拿大復活節文化及習
俗分享。內容介紹復活節起源、當地習俗及飮食文化等，透過外師生動活潑的介紹讓學生尊重與欣賞世界不
同文化的價値，增進了本校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的了解。

　　由外籍老師Peace帶領國際學院學生接待本校八年級同學，國際學院學生用活潑有趣的互動方式，以全英
文介紹高餐大的系館設施、圖書館及國內外企業合作夥伴，帶領八年級同學認識校園，同時也擴展國際視野並
增進英文交流的機會。

推動國際教育
交流活動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高餐大國際學院觀光學程入班分享活動

高餐大國際學院觀光學程英語校園導覽活動

Smith Douglas老師
介紹復活節彩蛋

902與外師合影

餐大學生帶領801進行導覽闖關活動 802與餐大學生合影
餐大學生帶領803進行圖書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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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班
上課情形

講師教授學生APP程式設計課程 校長頒發講師感謝狀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為強化本校學生職場英語運用能力，並學習運用英文
表達其專業知識，以提升職場競爭力，特申辦「提升高中
生職場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計畫，於去年假日
開始開辦「多益檢定輔導課程」，邀請文藻外語大學英語教
學中心林耕安講師擔任授課教師，經過密集的訓練課程，
透過多益檢定測驗驗收成果，成果相當亮眼，讓學生在高
中階段即獲得高分的多益證書，對於未來升學或進入職場
都大有幫助，此計畫也將於111學年度繼續申辦，歡迎高
一高二的學生把握機會報名參加。

110學年度提升高中生職場
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多益檢定輔導課程

新興科技遠距AI課程
生涯試探講座
　　為培養學生新興科技大數據收集與利用之能力，增進新興科技核心素養知能，本校與台南高工合作辦理遠
距AI課程生涯試探講座，由台南高工王彥盛主任、陳旻鴻主任教導學生APP程式設計教學，並結合本校餐旅群
學校特色，教導學生點餐系統APP，使學生能在原本的課程外，習得資訊技能程式設計及運算思維。

推動新興科技教學課程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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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報導
學 務 處
相關活動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措施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全球肆虐，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之各項規範，本校亦推動各項防疫措施以求保護師生
安全及健康。目前本校採取之防疫措施為每日量體溫、教室內
及公共空間環境消毒、線上升旗、讓淸潔隊到校消毒、設置隔
離休息處等，並提醒師生落實勤洗手、戴口罩、午餐使用隔
板，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及生病不上班上課之原則。

110學年度第2學期社團課
　　為了讓在校同學們都能有適性發展、以及培養良好團體
互動及跨團體交流，本校共有19種社團供同學們選擇，期望
在多樣化學習下，找到屬於每一個人的專才及興趣，並交到
更多朋友。

淸消中庭

淸消走道中
正在校園裡面淸消的淸潔隊

烘焙研習社 塔羅牌社

熱舞社 灌籃高手社 桌遊社

桌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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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祈福活動
　　本屆九年級和高三同學分別面臨國中會考與四技二專統
測，大家無不為邁向自己理想的學校而使出全力，全校師生
及家長們也期盼本屆畢業生皆能在考場上發揮最強實力、獲
取好成績。本校特別為九年級及高三同學辦理各種祈福活
動，包含蠟燭祈福、抽籤、及祈福小卡，讓同學對自己及同
學許下心願祝福，希望大家都能擁有美好的未來。

國中部熱舞表演

祈福詞朗讀

高中部熱舞表演

孔子像及文昌筆

祈福小卡 餐館三全班合照

烹調三同學與孔子像合影

祈福點燈活動
祈福籤詩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11



110學年度第2學期園遊會
　　因疫情關係，本校已經2年未辦過園遊會了。經幾個月評估後，判定疫情尙可，經開會決議開放遊戲類型
園遊會擺攤，暫停本校最大特色「餐飮」。並嚴格執行遊玩間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離，在遊樂間不忘防疫，
讓同學留下難忘回憶。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趨緩，之前2年都取消的運動會，終於在今年順利辦理。希望讓學生能夠有施展身
手的機會，同時增加身體抵抗力。經過一連串激烈但同時保持運動家風度的比賽後，恭喜802獲得國中部大隊
接力第一名；餐管二獲得高中部大隊接力第一名；餐管二獲得拔河第一名；903獲得國中部團體跳繩第一名；
餐管三B獲得高中部團體跳繩第一名； 903獲得國中部趣味競賽心手相連第一名； 觀光三獲得高中部趣味競賽
心手相連第一名；903獲得國中部趣味競賽袋鼠跳第一名；餐管三獲得高中部趣味競賽袋鼠跳第一名。

110學年度第2學期運動會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趨緩，之前2年都取消的運動會，終於在今年順利辦理。希望讓學生能夠有施展身手的
機會，同時增加身體抵抗力。經過一連串激烈但同時保持運動家風度的比賽後，恭喜802獲得國中部大隊接力
第一名；餐管二獲得高中部大隊接力第一名；餐管二獲得拔河第一名；903獲得國中部團體跳繩第一名；餐管
三B獲得高中部團體跳繩第一名； 903獲得國中部趣味競賽心手相連第一名； 觀光三獲得高中部趣味競賽心手
相連第一名；903獲得國中部趣味競賽袋鼠跳第一名；餐管三獲得高中部趣味競賽袋鼠跳第一名。

觀光一鬼屋 803軟球得分遊戲 703套圈圈

餐管一拔河比賽 餐管二拔河比賽 903拔河比賽

大隊接力 跳繩 100公尺賽跑

餐館一闖關遊戲 觀光二舊時光柑仔店 餐管二水球遊戲

多元活動報導
學 務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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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2學期社區打掃活動
　　本校推行「三好校園」多年，鼓勵學生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並藉由實際參與各項活動，讓學生透過
行動將三好行為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本次號召國七、國八、高一及高二同學，跟部分家長一起走入社區中，
藉由整理、打掃校園及附近社區的實際行動，感謝社區為學校提供的各式幫助，並同時省思維持環境整潔的
不易，更希望將相關觀念深入心中，期盼營造出更友善的社會氛圍與品德教育環境。

趣味競賽集合中

努力挖除縫隙雜草的
老師及同學們

努力淸除週邊垃圾

淸潔曹公圳人行道

門口人行道雜草拔除

和家長及老師一起合影

掃除活動集合

競賽開始前開心合影 趣味活動袋鼠跳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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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國中應屆畢業生瞭解多元升學進路特色，
做出符合興趣及性向能力的「最適性」教育進路選擇，
輔導處從寒假開始規劃畢業學長姐返校做升學經驗分
享交流，也陸續邀請各高中職學校對九年級進行升學
宣導，希望藉由說明會讓學生能找出自己的興趣並作
為未來升學參考方向，以達到十二年國教的重點目標
―適性輔導，讓我們一同輔導孩子，依性向、興趣和
能力，開拓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適性，就能快樂學
習及發展！

生涯發展教育系列活動
九年級適性輔導升學講座宣導

　　本學期技藝教育承辦教師許伶如組長很用心的在班親會和國八
的家長進行線上的技藝教育的宣導，在學校中庭辦理國八學生的技
藝教育宣導，讓家長和學生對於未來技藝教育課程和技藝教育對升
學的幫助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國中技藝教育宣導

　　輔導處於這學期舉辦《電影靈魂急轉彎公播版的首映會》
活動，感謝智軒文化提供公播版影片，透過皮克斯動畫電影
《靈魂急轉彎》，帶領國七、國八、高一、高二的師生踏上一
場探索人生意義之旅，享受電影中的音樂饗宴，也藉由電影
中的角色去激盪思考自己生命的火花和亮點。

生涯發展教育暨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電影靈魂急轉彎公播版的首映會》

輔 導 處
相關活動 校園活動報導

三民家商郭香君組長 高雄高工張瑜婷組長

高師大附中李易蓁組長 前鎭高中洪碩靖主任

國中生專注
觀看電影

高中生欣賞
電影劇情

國八家長技藝教育宣導說明會 國八技藝教育宣導

圖書館

14



　　餐中的國中學生在技藝教育很努力，恭喜今
年國九的吳佳倩同學在技藝競賽有優異的成績，
並榮獲全國技藝教育績優人員，以及國九的孩子
們平時很用心地練習，考取飮調丙級證照，在生
命教育心得寫作比賽，國八的學生也有不錯的佳
績，有5位學生得到正覺教育基金會的獎項，為
他們優異的表現感到喝采！

國中學生榮譽榜

　　今年寒假過年前夕，感謝財團法人身心障礙
發展協會送愛來餐中，捐贈「惜福箱」物資給餐中
學子，另外，提供餐中學子逆境向上助學金，鼓
勵餐中學生用心向學，帶給餐中師生們滿滿溫暖
的力量！

注入社會資源，活化校園～
感謝財團法人
身心障礙發展協會送愛到餐中

　　鳳凰花開、畢業的時節到了！雖然離情依依，為了
讓學生感受生命教育的眞諦，讓壽星歡樂慶生的同
時，也記得父母親恩並營造學校溫馨氣氛。輔導處於
本學期舉辦兩季慶生會，由輔導處精心準備精巧可愛
的蛋糕與來自同學的祝福小卡，希望大家能在歡欣又
溫馨的氛圍中了解自己的誕生是多麼珍貴、獨一無
二，並能好好愛惜生命，從關心自己、校園，進而關
心社會時事並向父母大聲說愛喔！

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生命教育戀戀親恩～慶生會活動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考取111年全國技術士飮料調製丙級證照

高雄市110學年度國中學生技藝競賽
化工群第二名901吳佳倩
全國技藝教育績優人員

901吳佳倩

得獎同學(左至右)：903林依葶、903陳芷儀
903林宗樺、903蔡佑佳

「生命教育與心靈成長」心得寫作─
正覺教育基金會頒獎

得獎同學(左至右)：802詹宸洋、802黃睿瑩、
801吳宜柔、801陳畇柔、803陳宜葇  

感謝身心障礙發展協會
捐贈惜福箱，送暖至餐中

感謝身心障礙發展協會
頒發餐中學子逆境向上助學金

國中部壽星合影 高中部壽星合影 師長壽星合影

    國中部
給父母的感恩卡

高中部
給父母的感恩卡

師長壽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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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餐中的教職員對學生心理狀態的覺
察與辨識，能有效地同理學生的心理狀態並進
行溝通，本學期邀請到鄭寓謙老師，與老師們
分享「教室裡的對話練習」，透過情緒的覺察、
角色樹的分析、教室內出現的對話練習和回
應，增進教師和學生課室內的互動關係，也提
升老師們的輔導知能。

校園心理健康講座~
薩提爾工作坊

　　因應疫情的關係，本學期班親會以線上講座的方式和家長交流溝通，由輔導處郭明惠主任和高三的家長辦
理升學進路家長說明會，黃惠卿專輔教師辦理國七生涯發展教育家長手冊說明會和國九升學進路家長說明會，
帶領家長陪伴不同階段的孩子們適應新學期的學校生活。

班親會~與家長心上線

　　在導師的盛情邀約下，這學期觀二的家長現身分享自己的
職涯趣事與工作哲學，眞是同學的好典範。聽完家長的分享，
同學也能夠更加瞭解各行各業，原來術業有專攻，每一個人都
是很努力在過生活，為社會盡自己的心力。期許同學們也要努
力充實自己，向他們看齊！

行行出狀元～家長職業分享講座

老師專心聆聽講座

講師用心回應老師的提問

老師參與鼓舞卡的活動

高三升學多元進路說明會 國九升學進路家長說明會 國七生涯發展教育
家長手冊說明會

陳俊臣先生(觀光二陳伊涵爸爸)
－水產銷售業務

輔 導 處
相關活動 校園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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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特邀高雄餐旅大學航運系王穎駿主任、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系汪仲仁主任、南台科技大學餐旅系林美蘭主任
企管系林義旭主任、校友陳鳳英、崑山科技大學餐管系洪綺吟主任、正修科技大學餐管系吳許得主任於統測後
對高三學生進行科系分享，針對各科系特色及畢業後的出路做介紹，教授們透過生動活潑的演講提醒學生甄選
入學的面試重點及餐旅業未來發展。將這無比珍貴的經驗和方法密技全部教授給高三學生，希望透過這樣的分
享能讓高三的學生視野更寬闊，在選校系時能堅定自己的腳步，走得更順，打好每一場勝仗。

　　在每年的四、五月，高三和國九的學生們都會面臨到人生很重要的考試─統測和會考，感謝餐中的老師們
不僅在課業上給予學生最大的資源和幫助，也到廟宇為學生祈福，在班級中帶領學生做包高中的活動，讓學生
吃下包子和粽子，祝福學生有好的考運，也能進到他們理想中的第一志願！

生涯發展教育系列活動~
「大師入班」群科達人講座(五月份)

高三、國九班級包高中祈福活動

高雄餐旅大學航運系
王穎駿主任

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系
汪仲仁主任

正修科技大學餐管系
吳許得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餐管系
洪綺吟主任

南台科技大學餐旅系林美蘭主任
企管系林義旭主任、校友陳鳳英

高三導師寫祈福卡

國九學生領受祝福

感謝903家瑋家長
製作蛋糕祝福考生金榜題名

感謝901家長製作包粽吊飾
為考生加油打氣

校長帶領國九和高三導師
為應屆考生祈福

明惠主任和建志師
帶領學生製作粽子

象徵包高「中」

校長和國九導師寫祈福卡

高三學生領受金榜題名
紅包袋祝福

珮菁老師金榜題名刻印
祝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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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習 處
相關活動

今年全國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兩位優秀隊伍晉級全國決賽：

專題組：「赤紅之都尋古今，科技新城亮高雄－讓城市建築帶你走入高雄新樣貌」

創意組：「挑出蔬適圈吧！磨出美味香鬆，醜蔬菜變天菜」

參賽學生們緊鑼密鼓地加緊練習，並在五月全國專題競賽中脫穎而出，獲得創意組佳作及專題組第二名之佳績。

特別感謝
指導老師：陳凱毅、辛政霖、楊珮菁、童秋淞老師 　　指導學長：潘逸展學長
導師：童秋淞、羅琳峰、李思萱老師的用心指導
最後感謝校長、行政同仁及家長會對中餐選手的支持及鼓勵，選手們將會持續努力，為校爭光!

2022第十七屆  龜甲萬廚藝競賽榮獲佳績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110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優勝

榮獲  第二名　烹調二王筠程、餐管ㄧ吳語賢　

榮獲  佳作　　烹調二許路、餐管ㄧ陳彥臻　

榮獲  佳作　　烹調一王永泰、金偉鴻　

指導老師：余珮荺、楊珮菁
參賽學生：黃珮楡、劉羽、吳帛勳

挑出蔬適圈吧!
磨出美味香鬆
醜蔬菜變天菜

指導老師：陳柏勳、石珊綺
參賽學生：陳虹羽、楊紫晴、劉宸均

赤紅之都尋古今
科技新城亮高雄

讓城市建築
帶你走入

高雄新樣貌

獲獎學生上台領獎 學生與指導老師、班導師合影 學生比賽作品

創意組
佳作

專題組
第二名

學生競賽榮譽榜
實 習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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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報報
實 習 處
相關活動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本年度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與全國專題競賽的同學進行賽前授旗典禮，

讓全校滿滿的祝福，陪伴參賽選手們一起在競賽場上共同前行打拼，獲得好成績。

　　本次扶輪社餐飮技藝成果展由同學帶領扶輪社成員親自體驗用天然色粉繪製客製的咖啡耳掛包裝貼紙，並

透過餐敘的形式，讓同學完美體現平時辛勤努力練習的成果，打造屬於同學們的餐飮舞台

111年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與全國專題競賽賽前授旗典禮

110-2鳳山南區扶輪社餐飮技藝成果展

咖啡畫花體驗課程享用西式精美套餐

11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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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報報
實 習 處
相關活動

　　又到每學期期待的「職場體驗」課程的日子啦！

這次老師們帶領高一的學弟妹們到高雄英迪格酒店做職場體驗。

除了酒店導覽外也體驗了餐飮部和客房部的工作內容，更加深了解實作的技能。感謝實習處老師們的精心安

排與英迪格的接待，讓大家有了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到英迪格酒店進行職場體驗。

　　綠意盎然、崇尙自然的慧田烘焙坊，經由實習處老師和慧慧老師精心設計的課程，細心解說各種酵母和麵

粉特性與發酵原理，帶領同學親手製作出專屬自己的農夫麵包，更能將課堂所學結合業界手法，學以致用外更

習得更高階麵包製作的技巧。

110-2職場體驗_英迪格酒店(高一) 

110-2職場體驗_慧田烘焙坊(高二)

110-1
優質化

110-2
均質化計畫
中餐經典講座

111.04.01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職場體驗-酒店飯店導覽

職場體驗_慧田烘焙坊(觀二) 職場體驗_慧田烘焙坊(餐二) 職場體驗_慧田烘焙坊(烹二)

講師示範 校長與講師合影 講師示範作品

專題製作講座<餐二>111.03.24 中餐技藝精進研習111.04.07 專題製作講座<觀一>111.04.13

職場體驗-房務實作 職場體驗-英迪格酒店廚房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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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且充實的
餐中圖書館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手工皂主題書展
　　圖書館為拓展閱讀視角，結合學校寒假教師公民營

「廢棄食材再『皂』．創『皂』節能減碳好生活!」推出主題書

展，將館藏中相關之書籍外借至研習機構，提供現場研習

教師翻閱，不但加深教師對手工皂原料、製程的了解，更

加廣學生志工對香皂的認識、增加學生的興趣，提升師生

主動、跨域的素養力。 

均質化餐桌美學計畫
「六角穿花杯墊」竹編研習
　　竹子自農業時代以來一直與我們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用竹子做成的餐具、

傢俱、工具等比比皆是，本學期的餐桌美學圖書館邀請李冠霆老師進行竹編杯墊指

導，就讓我們一起親手編織美麗的六角穿花杯墊。隨著穿梭在六角基底中的竹片、藤

線，似乎也帶著我們穿越時光，回到那個淳樸的年代，體驗、傳承美好的傳統技藝。

手工皂主題書展角落

成品
展示

學生志工參與、擴展認知

講師解說竹與藤的差別研習教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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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寫作
競賽榮譽榜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110學年度全國中學生小論文競賽

110學年度校內閱讀心得
寫作競賽得獎名單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班級

餐三甲 鐘昊均、陳思妤 觀光餐旅 余珮荺、楊珮菁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甲等

優等

楊珮菁、余珮荺

黃琬婷、陳孟汝

陳孟汝、黃琬婷

黃琬婷、陳孟汝

楊東衡、王姿珺

觀光餐旅

觀光餐旅

觀光餐旅

觀光餐旅

觀光餐旅

吳帛勳、李昱緯
蔡宜芬

詹思嬅、謝宜君
張姵瑜

徐佩瑩、賴沛伊

陳心怡、孫新雅
崔家琪

陳一臻、陳相穎
李盈瑩

餐三甲

烹三甲

烹三甲

烹三甲

觀二甲

作者姓名 作品標題 作品類別 指導老師 得獎名次
控糖，「珍」「低」好簡單！

—「低GI珍珠」

天敵變天菜 偏食蔬菜之 
聞的「香」吃的「鬆」

食知無畏-
食安知識桌遊

一「蒟」兩得—
養顏美容蒟蒻乾

魚鱗龍珠-
魚鱗膠原蛋白之運用

利用廢茶渣加入家事皂
使用滿意度之研究

班級 姓名 閱讀書籍 名次

801

702

702

802

801

李紫菁

陳育槿

林采璇

詹宸洋

黃子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海洋的記憶

小王子

奇蹟男孩

杏林小記

佐賀的超級阿嬤

班級 姓名 閱讀書籍 名次

觀光二

觀光二

觀光二

觀光一

觀光二

洪蜜巧

劉宸均

王晨瑀

蔡念家

呂埕志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小王子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黑森林的白玫瑰

我們的狗，阿拉斯加

紙星星

第1101015梯次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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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在餐中三年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實作課了，從七年級開始的烘焙，後來進階成中餐和西餐，眞的

都讓我獲益良多，不僅學到了很多專業的烹飪技巧，還了解到了各種食材的料理方式；現在的我也會在

假日時大展身手，擔任午餐的主廚，有了三年的紮實訓練，煮出來的成品都大受好評唷～得到家人的讚

美時會讓我有滿滿的成就感，這是只有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中才能體會到的幸福。

　　除了實作課，老師們也常常叮嚀我們要做好一個「餐旅人」，待人要謙虛有禮，面帶微笑，和善的與他

人相處，其實這樣的特質不管到了什麼年齡層都十分受用。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有自信且禮貌的向他人

問好已經成為了習慣，當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這樣的態度會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也能因為容易親近進

而拓展人脈，是一舉兩得且不可或缺的喔！ 

　　在餐中的大家庭裡，我感受到了溫暖：遇到困難或煩惱時總會有

人主動關心；表現好或熱心助人時會得到讚美。隨時都能感受到身邊

的人給的關懷，大家都能夠互助互愛、相處融洽，接收了滿滿正能量的

我升上高中也持續散發愛的力量給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幫助他人；我發現

在助人的同時也會得到滿足感，曾經受過幫助的同學和朋友們也會在我遇到

困難時站出來，陪我一起面對並想辦法解決，而我也能在一來一往的交流中

找到跟自己合得來的知心好友。國中三年能夠在餐中度過眞的很幸福，除

了學到許多實用技能，還和大家一起創造了很多美好的回憶，這些經歷都

是灌溉我的養分，使我成為他人的小太陽，散發光芒照亮大家，願我們

都能夠閃閃發光，共勉之。 

校友專欄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校友姓名　楊宜庭

畢業年度　2021

畢業班級　902

活動經歷　參加第22屆亞洲學生交流計劃(ASEP) 獲金獎 

鳳新高中29屆學生會儲備幹部

109學年度畢業模範生 

獲 第18屆高屏區靈鷲山普仁獎 

參加2018高市三區「探」多元社區提升創意跨校社群展

校友楊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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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弟妹大家好，我是莊沁孺，畢業於餐中第二屆的觀光科，正就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系
三年級。我在餐中高二時的紅樓宴感恩餐會擔任總召，也代表學校參加全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和UWC聯合世
界書院的選拔；高三上學期透過特殊選材進了海大，高三下擔任了畢業成果展總召，畢業時是畢業生代表。
　　高中三年，我只能說老師眞的很嚴格，眞心把我們當超人在磨練，做海報、傳單只是家常便飯，做報告、
專題、三不五時大大小小的成果展是日常，在我以為好不容易沒有其他事的時候，卻突然多了作業跟考試，那
也只是正常發揮。
　　但我很慶幸當時在餐中所累積的各式各樣的經歷，因為到了大學之後，發現自己多了很多別人沒有的技
能，例如察言觀色的能力、行政事務能力、簡報能力和辦活動的能力等，我在系上跟社團都當了幹部，建立了
不少人脈，更被教授提拔，有了不錯的實習機會。
　　從我的高中經歷可見，我當初應該是被鍛鍊到最極致的人之一吧！或許老師們眞的很嚴格，但是他們一定
都有理由，這也是我在餐中學到的道理，到現在也一直謹記在心：不要一直抱怨這些嚴格的要求讓自己過得很
辛苦，而是先想想為什麼老師們要這樣要求，在理解之後就不會太難接受了。『彼此理解，彼此接受』，我發現
這個道理是連很多成人都學不會的。
　　最後我想給學弟妹的建議：多多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也試著去接受別人的建議，不論師長或同輩。如
果都不知道，那就先做眼前需要專注的事，而且做好做滿。
　　我曾經跟老師說，在高一時我以為自己的能力是有極限的，直到後來，我才發現『我在餐中的人生沒有極
限』，眞的只有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共勉之！

校友專欄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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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中華民國111年05月20日

發 行 單 位
發 行 人
編 印
校 址
電 話
傳 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
曾河嶸 校長
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實習處、圖書館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 40 號
07-8060705
07-8060650

國 立 高 餐 大 附 中

nkhhs.kmhjh.kh.edu.tw

高 餐 大 附 中 2 . 0

n k h h s 4 0

校友姓名　 莊沁孺
畢業年度　 2019
畢業班級　 觀光事業科
活動經歷　 紅樓宴感恩餐會 總召
                       代表參與全國高中英語演講比賽
                        UWC聯合世界書院的選拔代表

校友莊沁孺校友莊沁孺


	校刊1-13
	校刊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