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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94年創校以來，校風秉持著「餐道熱
情，旅創佳績」的教育理念，是以一所為培育餐
旅技術人才的完全中學，鏈結高雄餐旅大學豐
富的餐旅教學資源，創造亞洲餐旅教育園區。

　　從108課綱啟動，融入「核心素養導向」的課
程發展，建構「適性發展、學習服務」的餐旅成
長環境與學習空間，提供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莘
莘學子一個「自發、互動、共好」的優質教育環
境，讓學生適性學習多元展能，是餐中全體師
生共同努力的目標。

　　創造亞洲餐旅教育園區，需擁有優質的學
習與突破，此須源自優質的教育方針。「適性揚
才，成就每一位孩子」為新課綱之願景，新課綱
的教學重心主要為培養問題的解決，藉此引導
出學生的反思與批判能力，同時也注重培養學
生的基本知識與德行，也能保有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熱情活潑，進而培養進取及創新的精神，
使學生能肯定自我、適性發展、展現自信並自
主學習。

　　近兩年因疫情肆虐，面對餐旅觀光業的低
潮時期，從另一個角度看，未嘗不是養晦韜光
的好時機。將學習化危機為轉機的知能，正是
面對疫情挑戰最有意義的功課，同時秉持著「餐
旅技教、全人發展、產學接軌、前瞻創新、國
際視野」，透過親師的緊密合作，支持第一線的
教師，讓教師們無後顧之憂地帶領學生進行豐
富且多元的學習，即使學生從探索、選擇到定

　　國立高餐大附中111年度家長會，會長由柯章
南會長續任成功，本校曾河嶸校長與諸位歷屆榮譽
會長共同見證下，再次接下會長當選證書，繼續的
為高餐大高餐大附中的莘莘學子們努力和付出。

　　柯會長章南平時以助人為樂、不僅關愛高餐大
附中的師生們，更是帶領著家長會嘉惠高餐大附中
的學子們，藉由號召各行業夥伴們，共同組成顧問
團隊，輔佐、支持及鼓勵高餐大附中的所有師生。

　　此外更替剛新落成的教學實習大樓找尋多方的
資源，挹注了大樓內部的軟硬體資源及硬體設備，
無償替學校如此勞心勞苦的辛勞付出，營造更加良
好的學習環境，和曾河嶸校長協力的打造餐旅園
區，培養優秀的餐旅人才。

　　期盼每位在高餐大附中的孩子在兔年都能「鴻
兔大展」，都能以家長會的支持為後盾，以曾校長
的辦學目標為方向，在就學過程中發揮潛能找到屬
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校長／曾河嶸

家長會會長／柯章南

向的學習過程中，培養出積極主動、溝通互動的終
身學習優秀公民，達成校風之「餐道熱情，旅創佳
績」的校務發展願景。讓每位高餐大附中學子成為
具有專業力、品格力、領導力、科技力、創新力、
國際力的新世紀餐旅技術人才。又到了餐旅季刊出
刊時節，也意味著師生們已準備好豐收的成果要與
大家分享，讓這美好的果實成為我們持續向前邁進
最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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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高雄市全市語文競賽，高餐大附中代表隊不負眾望，摘下共兩項第一名、兩項第六名，且獲得教
師組第二名。今年獲得兩項第一名為閩南語朗讀及閩南語演說，李紫綺和黃歆雅兩位選手從國小就開始培訓，進
入國中後依然孜孜不倦利用假日及課餘時間訓練，即使疫情期間仍克服困難勤加練習，長期累積的功力讓他們獲
得好成績。

另高餐大附中蔡蕎安同學榮獲作文第六名、李盈瑩同學榮獲國語演說第六名，學生組表現優異，老師組表現
也不遑多讓，蔡依伶老師也突破重圍獲得作文教師組第二名，今年參賽師生創下如此良好成績，也在此感謝所有
辛苦的指導老師們，因您的付出而讓學生的表現更加卓越！

恭賀本校參加111年度高雄市語文競賽榮獲雙料冠軍！！

高雄市語文競賽／市賽

702／黃歆雅
閩南語演說第一名
指導老師／漢民國小 梁福聯老師

801／李紫綺
閩南語朗讀第一名
指導老師／漢民國小 陳淑謹老師

903／蔡蕎安
作文第六名
指導老師／蔡依伶老師

觀光三／李盈瑩
國語演說第六名
指導老師／黃如昕老師

蔡依伶老師
教師組作文第二名

教務處榮譽榜

Cool English 普技高英文競賽

口說菁英獎
觀光二
林姿妤、林柏馨、洪珮瑜、
陳姿妏、陳詩旻、楊沛恩、
楊斐茹、趙家妤、劉懿萱、
蔡念家、應于宣、蘇沛綺、
王冠中、王柏鈞、杜凱太、
林宗翰、林敬庭、徐博威、
謝展宇、藍尹辰

烹調三 
陳詩庭、觀光三 王晨瑀

字彙達人獎
觀光一 
陳弘展、林芷亘、
羅鈺婷

觀光二
藍尹辰、林宗翰、
洪珮瑜、蔡念家

高雄市語文競賽／分區初賽

801／楊子誼
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802／蕭郁璇
客家語朗讀第四名
指導老師／蕭佳玲老師

803／方浩宇
國語朗讀第四名

801／吳虹穎
國語演說第四名
指導老師／黃奕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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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課「韓式椪糖」實驗 飮料實務調製課程

餐旅成品英文介紹 拍攝成果展現

記者會現場

《台灣囡仔讚》節目每集介紹一所國中小
學，透過該校的學生跟主持人亞里的帶領，造訪
台灣不同地方的國中小學，深入體驗學校周遭的
學習環境、生活故事及社團才藝，讓觀眾透過鏡
頭一起跟著孩子們體驗台灣在地不同的生活及文
化。本校於本學期受國教署推薦給公視受邀拍
攝，展現出本校餐旅教育特色，國中部學生們從
七年級學習烘焙與飮調基礎課程，到八年級轉換
為中餐烹調，九年級製作西餐菜色及導覽課程，
每一個年級有不同的學習方向與特色，讓學生都
能掌握餐旅課程的基礎，透過實際操作學習，試
探自己對餐旅領域的興趣，也提供學生發揮餐旅
潛能的空間。

在眾多拍攝學校之中，本校於12/30(五)受
邀至教育部參加記者會，教育部國教署彭富源署
長及公視胡元輝董事長親臨現場，本校學生現場
展演有趣的食品科學實驗「韓式椪糖」及「夏日平
安花語-花果茶」－透過乾燥花果與新鮮花果與台
灣茶品調和，展現不同以往的風味，能夠參與這
個節目，讓我們的孩子夢想更加寬廣，也期許學
生能將學校所學的餐旅技巧帶入自己的生活之
中，讀高餐大附中國中部不代表就要走餐旅這條
路，但在學校所學習的各種能力我們可以運用到
日常生活中，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

　　本校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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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同學獎學金，及國中部錄取雄中雄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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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公視【台灣囡仔、讚！】節目拍攝及記者會

頒發升學績優獎學金

教務處辦理相關活動報導

◆

 2022
【台灣囡仔、讚！】

節目規劃

◆ 

播出頻道及平台
公視、公視3台、公視+、

Youtube公視頻道

◆ 

播出時間
2022年12月31日(六)

上午10:30~11:00
(本校為第20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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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班親會於9月16日(五)舉辦，本次高中部家長的
研習主題為「新課綱暨學習歷程檔案宣導」，由教務主任朱婉菱老師擔任
講座。介紹新課綱之課程特色及課程實施之各項相關配套，包括課程教
學、學習評量、選課、建置學習歷程檔案、生涯輔導、技專校院相關之
入學測驗及入學方案規劃進行說明，以利家長協助及支持子女多元適
性，並建立學校與家長間之溝通橋樑。

國中部家長的研習主題為「國中教育會考暨高雄區適性入學宣導」，
由校內業務承辦人員註冊組長楊雅婷老師擔任講座。除了向家長說明
111學年度高雄區入學的各項相關規定與作業流程之外，也期盼家長們
能夠鼓勵學生「愛其所擇」，達成學以致用、適性揚才的理想，在親師合
作的基礎下成就每一位孩子。

宣導當天的PPT簡報可從本校網頁http://nkhhs.kmhjh.kh.edu.tw/
首頁右側各項升學資訊專區點選進入下載，也可上教育部「十二年國教
資訊網」http://12basic.edu.tw/查詢相關資料與最新訊息，遇有相關問
題，也可以詢問本校教務處。

　　為了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和
增強未來的國際競爭力，本學
年度持續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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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積極地從活動安排、教
學、課程、硬體設備、外語能
力檢定等方向做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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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國家間文化交流，推
行學生多元語言學習，也期許
未來在疫情趨緩解封之際，讓
我們的學生有機會走出校園、
走向世界、得以開拓國際視
野，培養國際宏觀思維。

時間：10/14(五)14:15~15:00

交流學校：英國NorthamptonAcademy學校

交流學生：國中部學生

活動內容：介紹台灣及伊莉莎白女王。 

時間：11/24(四)15:15~16:00

交流學校：印度Green Fields School學校

交流學生：801

活動內容：台灣、印度一日校園生活分享。

時間：12/7(三)14:30~15:30

交流學校：日本京都府立南陽高等學校

交流學生：觀光一

活動內容：兩校介紹及雙方生活文化分享。

時間：12/8(四)15:20~16:00

交流學校：法國Saint Stanislas學校

交流學生：觀光一

活動內容：台灣及法國教育體制分享。

推動國際
教育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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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親會親師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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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辦理相關活動報導

校內英語導覽培訓課程 校外在地文化景點走訪 學生模擬導覽成果發表

講師指導訓練 頒發講師感謝狀 頒發學生英語導覽課程結業證明書

　　結合高餐大資源推動國際教
育文化交流活動，邀請高餐大國
際 觀 光 學 士 學 位 學 程 泰 籍 外 師
Thitikan Satchabut教授及其所
帶領的外籍學生與本校國高中部
學生進行文化分享，師生用活潑
有趣的互動方式結合國際化議題
於教學中，增廣學生國際視野。

　　為提升觀光科學生職場英語文口說及辨識能力，增加英語文學習機會，本校結合哈瑪星觀光導覽資源，共
同發展學校本位之職場、專業英語文之多元學習活動與情境，透過專業導覽教師培訓本校觀光科學生英文導覽
技巧，訓練職場所需之專業英語文導覽能力，學習運用英文表達其專業知識，並透過模擬導覽成果發表過程達
到產學合一精神，以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時間：11/9(三)14:15~16:05

交流學生：觀光三

活動內容：跨文化溝通與理解。

時間：12/13(二)

交流學生：八年級學生

活動內容：台灣及異國美食體驗。

高餐大國際學院觀光學程入班分享活動

111學年度職場英語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哈瑪星英文導覽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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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河嶸校長上台介紹本校 敬恩師 寫小卡

111學年度新生訓練

　　透過新生訓練，每位處室師長上台介紹各處室，讓剛入學的新生能夠大致了解本校。另外特別於新生訓練
的過程中，安排敬恩師儀式來發揚儒家精神，讓七年級及高一新生能透過此舉表達尊師感恩之心。時空膠囊活
動是由新生寫下對自己的期許，象徵未來3年求學向善的開始，設立目標方向，在學習中汲取新知、涵養品性。
師長也藉此機會回贈勉勵的話，促進師生關係，讓莘莘學子展開美好的學習之旅。

111學年度防災預演

　　臺灣全年度充滿各種大大小小的地震，為了
預防強烈地震當下，學校師生無法及時反應，導
致災情發生，本校配合進行防災演練，包含地震
當下尋找掩護、地震降低時如何安全疏散移動，
以及最後在空曠地區如何排位置。

　　另外特別邀請高桂分局消防隊員講解火災發
生時如何應對，以及在火場時，灑水裝置如何使
用，以利緊急時刻操作滅火。 教室內的地震應對

地震逃生演練消防灑水演練

學務處營造多元與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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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營造多元與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咖啡拉花社 烘焙研習社 餐旅達人社

學聯會舞蹈表演 同學一起加入表演 迎新活動

奇幻魔術社 吉他社 舞藝雙全社

111學年度社團活動

　　為培養學生跨領域知識，藉由團體活動激發學習積極性，及與他人互動中多方結交好友，增加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溝通。從中培養個人興趣，進一步探討個人未來生涯及升學方向。本校邀請各領域專業教師來帶領社
團，引領學生進入多種領域。國中部主要以陶冶身心、開發多元興趣為主要宗旨，共開設8個社團，包含桌遊
社、熱舞社、奇幻魔術社、創意手工社、魔力吉他社、浪漫咖啡社、灌籃高手社及活力排球社；高中部則以技
藝精進、開創餐旅特色為取向，共開設9個社團，包含吉他社、舞藝雙全社、桌遊社、塔羅牌社、全能球王社、
烘焙研習社、咖啡拉花社、餐旅達人社和中餐廚藝社，相信同學們皆能在其中獲得滿滿收穫。

111學年度學聯會迎新

　　由學聯會主辦的迎新活動，藉由學聯會學長姐們在炎熱的季節，穿上卡通裝熱情載歌載舞開場，炒熱現場
氣氛。再由尋找圖及暗號遊戲，讓新生們瞭解學校各種角落。之後再帶各班進行團體活動，讓同學們在遊戲中
熟悉班上成員及熟悉校園，讓新生們能夠更快適應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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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路蘭遊憩區 三仙台 花蓮海洋公園

報佳音 聖誕節才藝競賽

花蓮富里 鹿野龍田社區 台東大學圖書館

111學年度校外教學

　　為發揚本校餐旅特色，每年皆安排三天兩夜的校外教學。今年走訪臺灣東部，希望藉此豐富孩子的視野、
增廣孩子的見聞，更可經由旅遊的過程強化所學。今年景點包括加路蘭遊憩區、三仙台風景區、石梯坪遊憩風
景區、東大門夜市、花蓮阿美小米文化館、花蓮海洋公園、光復糖廠、花蓮富里、鐵花村、鹿野龍田社區、鹿
野高台、黑森林琵琶湖、台東大學圖書館。行程中不僅安排專業導覽解說，更由本校教師親自設計學習單，將
各行程內容融入課程。最後特別感謝全體師生及家長給予活動的支持，一同編織出美好的餐中回憶。

111學年度聖誕活動

　　隨著今年病毒不斷肆虐，疫情還曾經一度升溫到三級警戒，讓我們只能隔著螢幕遙望彼此。聖誕節的到
來，象徵今年平安地畫下結尾。本校舉辦多重感恩活動，如聖誕節闖關活動、報佳音活動、以及聖誕節才藝競
賽。一方面感謝大家的努力與辛勞，一方面以感恩的行動溫暖大家，讓我們平安順利度過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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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802 803

餐管一 觀光一 烹調一

701 702 703

111學年度班級歌唱競賽

餐管二 觀光二 烹調二

學務處營造多元與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為加強本校品德教育，培養班級合作精神與榮譽感，提升學生愛班、愛校情操，特舉辦此競賽，期望達到
寓教於樂之目的。本次指定曲七年級及高一為本校校歌，八年級及高二為「明天會更好」。自選曲部分則為英語
或本土歌曲，分別依不同年級進行分配，不僅配合語言學習風氣，更藉此讓同學熟悉校歌，並能常懷感恩之
心。歌唱競賽結果國、高中部分別由701和烹調一榮獲第一名；801和觀光二榮獲第二名；803榮獲治癒人心
獎；烹調二榮獲溫馨獎。在此感謝各班導師與同學辛苦的編排與訓練，也感謝全校師生當天到場給學子們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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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感謝老師平日的辛勞及對學生無私的關愛與付出，輔導處特別在九月份舉辦「畫我、話我教師」活動，讓
學生們藉此機會透過繪畫與新詩，對老師表達感恩與謝意，並由全體師生票選出優秀作品。另外鼓勵學生在教
師節上台勇敢表達，大聲說出對老師的感謝，活動過程中不僅溫馨歡樂，更促進師生間美好的情誼。

教師節敬師活動「畫我、話我教師」

活動剪影 得獎名單及作品

國中部投票實況

高中部投票實況

校長和得獎優勝學生合影

801 黃資茜 優勝

烹調一  江盈盈 優勝

702 張騰方 優勝

702 李筱沛 優勝

觀光二 黃冠霖 優勝

803 洪仕宏 優勝

　　增進學生對自我認識與瞭解，透過拓展學生人際以發展群性，培養感恩生命的情意，以推動生命教育愛己
愛人之理念。慶生會每三個月辦理一次，本次慶生對象為8至10月壽星，由輔導處印製「壽星的祝福生日卡」，
於慶生會前兩週發給各班同學，塡寫祝福小卡與壽星，另外也請壽星書寫感恩卡，送給親愛的家人，感謝恩比
天高的養育親恩。

生命教育―感恩慶生會

校長與壽星合影 國中部壽星合影 高中部壽星合影

輔導處多元活動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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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成長中的靑少年藉由就學期間及各種學習經驗進行自我檢討、角色試探及職業探索，是我們不能忽視
的重要課題。本學期帶八年級學生前往中山工商進行生涯覺察與試探活動，瞭解不同職業類科的工作內涵，並
透過實際操作，體驗其中的樂趣。

生涯發展計畫―生涯覺察與試探
讓孩子更瞭解自己的特質走向適性發展的路

機電科體驗

高雄高商宣導
教務主任／何秉鈞教師

高餐大五專宣導
廚藝餐飮科主任／陳紫玲教授

高餐大附中宣導
實習主任／余珮荺教師

瑞祥高中宣導
教務主任／鄭潔慧教師

汽車科體驗 電子科體驗

高中職博覽會

　　本學期輔導處邀請高餐大附中余珮荺實習主任、楊珮菁餐管科主任和陳佩吟就業輔導組組長、高餐大五專
部陳紫玲主任、瑞祥高中鄭潔慧教務主任、高雄高商何秉鈞教務主任至本校為國九學生進行生涯發展教育的宣
導，幫助學生有進一步了解，在未來志向能適性選擇。

輔導處多元活動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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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阿公、阿嬤相處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國七親職教育宣導
國中專任輔導教師／黃恩翔

高中部 學長姐經驗分享
輔導主任／郭明惠教師

高中部 班親會合影
輔導主任／郭明惠教師

　　祖父母節快到了，身為爺爺、奶奶、外公和外婆的孫女，有些話想對他們

說。首先我想對爺爺奶奶說：謝謝你們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我跟弟弟的狀況。

再來想對外公外婆說：雖然你們住得比較遠，但對我們還是很好，不論能不能

常見面，我們還是非常愛您
701 謝芯

　　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阿公和阿嬤了，不知道你們現在都過得好不

好？每次我們見到你們的時候，你們都會熱烈地招待我們，這個也是我最喜歡

回到阿嬤家的原因。但是聽說最近阿公的失智症越來越嚴重了，時常會忘東忘

西的，讓阿嬤照顧得很辛苦。謝謝阿嬤一直在阿公身旁照顧他，雖然不知道什

麼時候才能再去找你們，但是你們在我心中的位置永遠不會變。

701 王庭均

　　我的阿公阿嬤住在鳳山，加我總共有8個孫子，雖然沒有和他們住在一起，

但每次我們見面都好像他們都很怕我們著涼或是餓肚子，總是會拿很多衣服和

食物給我們。雖然有時候我們可能會不禮貌，但你們還是會盡力給我們最好

的，謝謝你們的用心和辛苦。希望你們都能像現在這樣，健健康康的開心過每

一天。 701 黃伊岑

學校日～班級親師座談會

　　本學期班親會由輔導處郭明惠主任和高三的家長進行高一家長陪伴技巧及高三升學進路家長說明會，黃恩
翔專輔教師進行國七生涯發展教育和親職教育說明，帶領家長陪伴不同階段的孩子們適應新學期的學校生活。

 　　教育部自民國97年起，發起「祖孫週」活動，將每年八月最後一個星期天訂定為祖父母節，節日最大的意義
在於促進世代傳承，讓孫子女了解祖父母對於家庭的意義。本校於開學的第一週辦理祖孫情週記徵文活動，藉
此活動喚起學生更加重視家庭世代關係，透過徵文方式讓學生們回憶與阿公阿嬤相處的點滴，運用文字表達分
享與阿公、阿嬤相處最深刻的一件事，藉此機會鼓勵祖孫相互表達關愛，讓孝親尊老「齡」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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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邀屏東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系主任汪仲仁教授和高雄科技大
學海洋休閒系系主任尤若弘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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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觀光三導師／王姿珺 老師

屏科大 餐旅管理系／系主任汪仲仁教授

高科大 海洋休閒系 ／系主任尤若弘教授

感謝 餐管一導師／黃如昕老師 感謝觀光一導師／顧晏瑜老師

感念師恩

　　為特別感謝老師們平時對在教育上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提供補救教學、班級適應及證照檢定等學習的協助和
指導，讓學生們在學習上能感受教育機會的平等，落實個別化教學。輔導處於歲末時期以簡單的禮物及卡片，
感謝師長們對學生的用心照顧，也祝福老師們身心健康，順心如意。

2022總統教育獎獲獎者盧馬利講師
分享生命故事

學生踴躍回應講師 2022總統教育獎獲獎者盧馬利講師
跟全體同學合影

2022總統教育獎獲獎者生命教育暨特殊教育專題演講
～微笑公主盧馬利「樂觀對重癱人生，自學技能，充實多媒體能力」

　　期待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和演說讓學生們更認識、接納身心障礙者，培養對他人的尊重與同理，包容與自
己不同的人，進而落實友善校園，鼓舞正經歷低潮中的學生轉換生命視角，而講者盧馬利傳遞自身跨越障礙的
勇氣與信心，能培養同學們在逆境時能重新審視自身所擁有資源的能力，進而與逆境共處，突破限制，讓改變
從生命教育開始。

輔導處多元活動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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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處多元活動報報

以賽養力技藝傳承 111年度全國商業技藝競賽 烘焙職種

能文能武技藝PK挑戰 中餐職種比賽

第四屆CAS肉品料理競賽
餐中暖男隊伍，簡報+廚藝

能文能武展現實力

2022第三屆
國產雜糧創意料理競賽

和光蝦比賽
榮獲學生組全國第二名

參賽選手／曾柏仁、黃立偉、陳彥臻、
蔡尹荃、曾展甄、吳冠廷。勇奪第一名

餐管二浦耀宸、陳彥臻
烹調二金偉鴻

競賽助理餐管二 吳語賢

學生選用漁電共生之向陽集團溫室科技
養殖「和光蝦」料理出 

色、香、味俱全的主廚級饗宴。

金牌獎
參賽作品／香辣八寶醬拌麵即時包

優勝作品
一盤三吃享滿福即時包完美呈現。

(濃郁紅燒黃豆豬腳、地瓜籤&酥炸五穀燉飯球)

全國商業技藝競賽烘焙職種
榮獲優勝第16名佳績

2022非米不可全國創意米食競賽
勇奪第一名

烹調三謝姍穎、餐管二黃宇彤

2022非米不可全國創意米食競賽
榮獲最佳創意獎
烹調三賴禹辰、楊斐晴

醒吾盃2022HWU商業模擬競賽
榮獲第三名

第四屆JUST景大盃商業類技藝競賽
烘焙職種模擬賽

榮獲最佳團隊獎
烹調三賴禹辰、陳姵綾

全校師生迎接烘焙選手凱旋歸來，餐旅群的
溫暖是烹調三郭佩宜同學的最堅實的靠山。

透過比賽發揮國產米及米榖粉特性符合
消費者需求從中學習溝通、

團隊合作及發揮無限的創作力。

二位學生展現「米食教育」的最佳創意
深受行政院農糧署主辦單位的靑睞。

透過模擬競賽，提升技巧及激發創意力，
藉機互相觀摩切磋，

以達選手所學之技能精益求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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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無限可能的咖啡藝術 咖啡拉花比賽

觀光科外語結合導覽展能 導覽比賽

習藝化義餐道熱情好暖心 服務學習

崑山盃全國咖啡競賽
榮獲冠軍 餐管三／梁維翊

榮獲亞軍 餐管二／陳苡廷

榮獲季軍 觀光三／陳虹羽

南開盃莫凡彼盃
榮獲第一名 觀光三／陳虹羽

榮獲第二名 餐管二／陳苡廷

榮獲第三名 餐管三／梁維翊

2022高科盃日語導覽競賽
榮獲第三名

觀光三／陳伊涵、李盈瑩、
鄭寓洤、洪蜜巧

旗津滿儎宴 甲仙梅業再生價値成果發表

烹調科一年級自製麵包餅乾義賣捐贈「趙媽媽狗園」服務學習-餐與山明，憶起童趣

港都盃
榮獲銀牌 餐管二／陳苡廷

榮獲銅牌 餐管二／方以諾

榮獲銅牌 觀光三／陳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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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職場接軌從一日體驗開始 職場體驗

均質化計畫 餐旅永續共學計畫

高一職場體驗－老新台菜

高二職場體驗－谷泉咖啡

烘焙講座 旅館講座 中餐講座

加強學生多元展能/深化多元選修課程 優質化計畫

科工館導覽解說活動 科工館導覽解說活動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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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處多元活動報報

優質化_美食攝影

專題製作講座(觀光科) 勞動部提升職場競爭力活動 高一認識高餐大之旅

高三正修科技大學參訪 校外實習成果展

崑山科大洪廷瑋副教授中餐研習

陳瀅方專題製作(烹調科)

高三成果展
以多元選修的四門課程規劃
「NKHHS雄好感耶誕市集」

12/24熱鬧登場，活動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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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會好書分享

　　本學期為加強學生閱讀及演說能力，圖書館於朝會不定期舉辦好書分享活動。經由學生的閱讀、內化與產
出，跟全校師生分享館內藏書，讓圖書館主動出擊，將好書帶給大家。透過書香志工的介紹，彷彿讓書籍有了
不一樣的生命力，也為圖書館的書找到更多讀者，創造出更高的價値。

餐二陳立祐、彭冠博

楊婷婷老師講解示範 老師們踴躍創作

大合照 秋分植藝成品

觀二林柏馨、趙家妤 餐一曾子睿

 802丘旭鐽 801楊子誼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也是令人備感
文藝氣息的季節，均質化-賞心閱目•匠
心讀運計畫特別舉辦與季節相關聯的植
藝研習，配合24節氣中的「秋分」，讓研
習師生「把秋天帶回家」。在材料的挑選
上，橙黃色調搭上綠色，將夏末初秋的
氣息、花材元素融合在一起，在復古的
秋意中又增添一抹不滅的生機。這次材
料中特意結合了食材，像薑、香菇、地
瓜等，都是秋天轉冬季時家中餐桌的常
客。運用色調搭配與植物、食材的穿
插，讓藝術與美感完美地跟餐飮結合在
一起，十分具有本校的餐飮特色。

均質化―「閱讀大自然―時令植藝」研習

知識與美感交織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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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師生大合照 講師示範拍照

拍攝取景練習

作品─曹公廟香火 作品─鳳儀書院

作品─大東藝術中心

　　攝影能保留住許多美好的瞬間
與景物，本學期均質化創新跨域課
程推出「城市攝影」研習課程，邀請
講師-林韋廷老師帶學生結合走讀課
程，親自走訪曹公廟、城隍廟、鳳
儀書院、大東藝術中心，並運用課
程所學之不同構圖方式，實際進行
練習，相同的景物在每位學員手中
都幻化成獨一無二的作品，透過課
程讓學員從日常生活中養成觀察美
麗事物的眼睛。

均質化―「鏡頭下的古今―城市景觀攝影」研習

講師解說按壓手法 研習教師實際操作

　　按摩應該是現今很多人的紓壓方
式，不管是久坐的上班族，還是壓力
過大的社會環境，芳療逐漸和我們的
生活密不可分，本學期圖書館邀請楊
博凱老師進行舒壓芳療按摩指導，從
頭到腳逐一進行解說，並讓研習的老
師們兩兩一組進行實際操作，希望透
過研習課程讓教師學到隨時應用於平
日自我舒緩壓力的技巧。

優質化―「健康好舒壓芳療」研習

知識與美感交織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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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夫人蒞臨加油打氣 微型創業-休學食堂

A咖手沖咖啡展演 活動成員大合照

頒發李柏宏教授感謝狀 教授指導各組討論

教師組內腦力激盪 各組議題討論發想

　　一年一度的高雄三區跨校社群展
又在大遠百拉開序幕，結合了6所高
中 職 以 及 8 所 大 專 院 校 聯 合 參 與 展
出，藉此活動各校分別展現出屬於自
己學校的資源及特色。本校國中部由
「A咖特派員」準備精品咖啡現場手沖
展演，熟稔的技術獲得許多民眾的讚
賞。另高中部則由烹調技術科以微型
創 業 成 果 ， 展 出 「 香 辣 / 香 蒜 滷 雞
爪」，學生利用三年所學投入職場，
達成畢業即就業，呈現本校餐旅的教
學特色。

均質化計畫―高雄南三區大遠百跨校社群展

　　「翻轉」一詞儼然成為現今教
學的趨勢，教師如何將過去的教
學方式進行調整是一大課題，本
學期圖書館利用大專院校協作共
好計畫邀請李柏宏教授為教師進
行引導，透過簡單的重點整理、
流程解說，讓研習的教師們能配
合學生角度思考，實際將引導、
激發應用在教學現場，也帶入許
多餐旅新知，讓教師們激盪出更
多新的想像，活化教學方式、創
造更多可能。

共好計畫―教師共好工作坊「翻轉腦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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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分級講座宣導 學生有獎徵答頒獎

　　生活在資訊流通快速的我們，如何正確地獲
取適合的資訊實為一門重要的課題，本學期圖書
館特邀請中華出版倫理自律協會宣導有關圖書分
級閱讀、媒體識讀 等「健康閱讀」的重要資訊，透
過宣導活動，強化未成年學生對於來自圖書、影
音媒體、網際網路乃至於遊戲軟體等不當資訊的
自我辨識能力，以提升學生自我保護意識，提升
學生媒體素養。

專題講座―「圖書分級做得好，安心閱讀沒煩惱」

校友專欄

校友姓名　 黃詠傑
畢業年度　 2019
畢業班級　 餐管三
活動經歷　 2018年參加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導覽志工

2021年參與 高參大附中暑假生命教育育樂營 受邀擔
任講師「手作感恩情，花獻幸福」
2021年參與 中正大學環境教育博覽會 受邀擔任講者
(環保花藝)
2021年參加 台灣設計展「家意・以城為家」導覽志工
2022年考取荷蘭官方 DFA荷蘭花藝設計師證書

開始尋找自我，是我高中時候的事。

餐中的課程繁多，有許多面向上的刺激，前輩諸列在前，選擇很多，聲音也很多。但我選擇傾聽自己心
中的聲音。

在成長的過程中，植物與藝術從未離去，但也未曾發光。直到高中一次餐會，無意間被分配到餐桌布置
的任務，我才得以嘗試。就此，花與藝術在我生命中逐漸成形。

起初，我認為花藝只是一種視覺上的呈現，其目的就是去塡充，讓一個空間的氛圍達到更精緻的功效。
研習花藝一段時間後，時常會有人會拋出一個問題「為甚麼喜歡花藝，花不是都會死掉嗎？」從中我也開始思
考，難道美這件事情就是這麼華而不實，轉瞬即逝嗎？反覆思索，我才有所頓悟。花藝之美，不單單只是一種
外在表現，也是一種心靈上的闡述以及與植物互動中的得著。植物的有限性，就如同人生一般，而美的感
發，也不僅僅存在於外在的層次，興許有更內在對於生命感動的體驗。

植物在我眼中，有著順應風雨的從容，有堅忍的傲骨，也有一種生命時序上的必然(每一個時刻，都存在
各自的美感)。順應機會與磨難，隨時準備好，也隨時放得下；對於自己生命的堅持，一種孤路前行但不畏懼
的勇氣，你要相信自己的價値與光亮；對於生命中所有的抉擇，各個歷程的判斷，我都會溫柔地告訴自己，
那就是當下最好的決定。

其實，我也知道高中時期存在著許多對於生命的期待與徬徨，面對未來我們總是不知道該如何抉擇，也
許，心中的聲音斷斷續續，甚至未曾告訴自己想要的遠方。但只有自己能與我能夠一路相伴，唯有不斷去思
考到底想要的未來長成甚麼模樣，心中的聲音才會逐漸湧現，指向那些最想到達的地方。

知識與美感交織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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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弟妹好，我是吳茵琪，畢業於902，老師邀稿寫下這
篇文時我已畢業8年，剛大學畢業實習後，應屆考取教師任職於
新北市的重陽國小擔任五年級導師。回首這一路，在餐旅國中我
最想與大家分享的是「愛」的溫度。

　　國中是重要的求學階段，我很慶幸當初父母要我來考餐旅國
中，因為進入這裡後，我發現有友愛的師長、同儕，讓我在成長
的路上留下了許多回憶。比如說：在我遇到困難、心情沮喪的時
候，老師總是會在角落找到我們，陪伴我們打開心房一起談心。
又或者是一起路跑、一起擺攤賣食物、一起參與歌唱比賽、一
起畢旅，還有那種只有餐中才有無可取代的溫度，是小而美的
可愛溫馨。希望看到這篇的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身旁有
多少幸福，因為在我整個求學階段裡，最快樂的就是國中。無
非就是來到這裡，使我的一生有所轉變。

　　因為這樣的溫暖氛圍造就了我想成為一位老師，能夠去幫
助他人，因此埋下了希望的種子。對我而言，除了歡樂的特色
課程，這就是我最特別的經歷。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
而每一個人都在追尋人生的意義，我從這裡找到我人生的方
向。現在，我是國小五年級的老師，薪火相傳，我從老師身上
接棒，成為一名師耕者。

　　接著，我想分享在特色課程中的回憶。在求學中，能夠有這麼有趣的活動，眞的令人難忘。無論調飮課的
有趣，還有服務老師的調飮，讓我們學會待人道理，服儀體態。烘焙課的甜點，總是讓我們回想起來食指大
動，也聯繫了同學之間的情誼。中西餐課的廚藝，讓我們能夠在家長面前展露一手，呈現於班親會。也將學習
過的技藝化為能力，在園遊會與生活日常，表現出來。我想也因為必須團結合作，而積累我們朋友間的感情，
到了我23歲，最好的朋友仍然是國中認識的那群女孩。

　　國中三年轉眼雲煙，卻深深改變一個人的生命。我始終相信，每一個人的相遇都有意義，來到餐中的你，
一定也是命運為了認識到身邊這麼溫暖的老師與朋友，為你的生命帶來祝福與盼望。

　　依稀記得在餐大操場上奮力拔河的模樣，也記得在廚房裡笑聲滿溢的女孩們與男孩們，還有走廊上溫馨
美好的友誼。還有辦公室裡，熱鬧又活潑的孩子們與老師的美好互動。希望13-15歲的你，能夠好好感受與
體察身旁溫暖的餐中時光，因為這可能是你一生最美的求學回憶，祝福你們有幸福美滿的一天。謝謝餐中的
邀稿，還有國中的每一位師長，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將這些感謝回報給我身旁的孩子們，把這份深
刻的感動，活出生命的美麗。

校友姓名　 吳茵琪
畢業年度　 2012
畢業班級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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