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創校以來，秉持著「餐道熱情，旅創佳績」的教育理

念，高餐大附中一直是個培育餐旅技術人才的搖籃，面對十

二年國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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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的學習和突破，源自優質的教育方針。「適性揚才，成就每一位孩子」是新課綱的願景，新課

綱的教學重心從知識的傳授轉變成問題的解決，由這一過程誘引出學生自我的反思與批判能力，除了

培養基本知識與德行，也保有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進而培養進取及創新精神，使學生能悅納自

己、適性發展、展現自信並自主學習。

　　我願傾盡一切努力，秉持著「餐旅技教、全人發展、產學接軌、前瞻創新、國際視野」，並與學

校、家長同心協力，緊密的合作，支持第一線教師能無後顧之憂地帶領學生進行豐富、多元的學習，

期使學生從試探、選擇到專精的學習過程中，涵養出積極主動、溝通互助、己達達人的終身學習優秀

公民，達成高餐大附中「餐道熱情、旅創奇蹟」的校務發展願景，並落實新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的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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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聞餐旅期刊出刊在即，又一本圖文並茂的成果彙編，呈現出高餐大附中全體師生不

斷學習和突破的美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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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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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餐大附中110年度家長會會長由柯章南會長就任成

功，110年度在曾河嶸校長及顧問們的見證下，接下會長當選

證書，柯章南會長助人為樂、關愛學生，帶領家長會繼續加會

餐中學子們，感召更多的家長，一起協同支持與鼓勵高餐大附

中的所有師生。

　　2021年因為疫情生活充滿許多改變，這些改變使我們得學

習適應。在疫情下，國立高餐大附中依然持續穩健的發展，來

自家長會的信任與支持，家長會成員們團結一致，組織正向發

展，讓曾河嶸校長辦學欣欣向榮，且無後顧之憂，高餐大附中

的莘莘學子們也越發卓越出色。

　　學校持續的進步，有建設、有成效，學校的教育能見度不

斷地提升，學業成績及技藝表現才學兼優。因此，有家長會的

支持更是學校優質與進步的對大動力與後盾。

　　此外，家長會秉持著春風送暖的理念，為本校的弱勢學子

們全力相助，希望讓每位孩子都擁有完整、高品質的學習環

境，使本校學生能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與未來職涯發展，展現

餐旅人的精神理念，為此，家長會特別結合了本校特色辦理了

咖啡福袋、藝術品等眾多之義賣活動，讓更多有志之士一同見

證學生在專業領域上的好表現。

高餐大附中家長會

咖啡禮包
義賣募款活動

　　高餐大附中家長會以愛心義賣形式，教導

學生發揮「惜福感恩」之情懷，培養學生「知

善、樂善、行善」道德價値觀。結合新的一年

─虎年，由縫紉選手將希望編織在手工的束口

提袋上，外觀採用可愛的老虎圖案，預祝您

「福虎生風」、「虎哩平安」、「虎哩健康」；咖啡

品質皆經過杯測鑑定，推薦給咖啡老饕們。 

　　感謝大家對餐中支持與愛護，全數募款咖

啡福虎禮包均已完售，作為家長會支援學生活

動的愛心經費，請持續關注與期待下一檔款活

動計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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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語文競賽是各校每年皆精銳盡出的大型學藝競賽活動，本校於上學年度辦理校內語文競賽，挑選出
學校代表競賽選手，由語文領域教師利用課餘時間不斷訓練、積極準備，為校為己爭取榮譽，本校師生參加110
年度高雄市語文競賽表現傑出，成績優異，尤其701李紫綺同學榮獲閩南語朗讀第二名，將代表高雄市出戰全國
賽，觀光三王韋翔參加2021(第十屆)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也將進軍全國總決賽！恭喜所有獲獎的同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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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李紫綺
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指導老師：黃奕禎老師、漢民國小陳淑謹老師

801陳畇柔
客家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指導老師：蔡依伶老師、漢民國小邱美英老師

902周采璇
國語字音字形第六名
指導老師：黃奕禎老師

蔡依伶老師
教師組作文第一名

觀光三陳姿瑜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第六名
指導老師：顧晏瑜老師

觀光三楊絜茹 閩南語朗讀第六名
指導老師：黃如昕老師

餐管三楊詠硯 作文第六名
指導老師：顧晏瑜老師 

903王宥心
英語即席演講佳作
指導老師：楊雅婷老師

觀光三王韋翔
2021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
力大賽南一區區域賽 個人獎亞
軍（專業英文詞彙/觀光類組）
指導老師：何馥芳老師

1.

2.

3.

4.

5.

6.

7.

8.

9.

1.2.31.2.3 44 5.6.75.6.7 88 99

　　後疫情時代，VR跳脫空間與時間的限制，科技
教育引導的創新思維。新世代、新科技、新觀點，拯
救世界六大議題，創造全新思維，打動人心，震撼體
驗。2021跨域盃【創世紀VR虛擬實境大賽】，是全國第一
場全線上進行的科技教育競賽，跨域全國連線進行，此次VR創作
競賽，從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永續發展(SDGs)17項議題出發，
運用想像力提出創意的解決方案，或是透過VR沉浸感與互動設計，喚
醒大眾對SDGs的重視，結合VR科技與世界連結，來呈現學生腦海中
無限奔放的創意想像，打破疫情下的時空限制，讓學生不只是說故
事，還能帶觀眾直接走進你創造的VR世(事)界裡！
　　本校設備組長石珊綺老師帶領學生一步一腳印，以小林村大武壠
族文化保存為主軸，完成VR的學習、成果、分享到競賽，最終榮獲全
國高中組第二名、網路最佳人氣獎第二名，並獲得獎金五千元整、
AR2VR遠端中控VR編輯器一師15生帳號一年(價値75,000元整)+DIY紙
盒眼鏡15支(總價値82,500元整)。

觀光二 李盈瑩、陳伊涵、陳相穎、劉宸均 
全國高中組第二名、網路最佳人氣獎第二名
指導老師：石珊綺老師
團隊名稱：「觀」心世界，「光」之美少女
VR故事名稱：從「林」開始，「武」向未來

110年度語文類別競賽～佳績連連

2021 VR跨域盃
【創世紀 虛擬實境大賽】

競賽榮譽榜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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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國際教育線上交流活動
　　2021年12月7日「台日國際教育線上交流」活動圓滿
成功。本次與日本京都府立南陽高等學校合辦國際教
育線上視訊交流活動，兩校的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克
服疫情障礙，伸出台日友誼之手，當本國學生和外國
學生在鏡頭上相聚，英語、日語、華語齊發，不論是
長長的句子或是短短的單字，只要能溝通就無國界，
跨國友誼在此滋長。透過這樣的交流活動，讓學生勇
敢的克服對他國語言的障礙，也藉由不斷地接觸外國
友人，一點一滴的體驗不同文化的思維和生活模式，
孩子們的國際觀和全球化正要在此熱切展開。

　　為了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和增強未來的國際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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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們進行跨國界的學習之旅，透過國家間文化交流，推行學生多元語言學習，
藉由各項活動推展本校對國際教育的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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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達成多元且快樂學習的教育目的。

　　本活動為打造專屬技高學生的舞台，結合專業群科與簡報能力，強化學生表達能力，提升學生的自信，本
校有2組同學進入決賽，透過專業類科及國文老師跨領域合作指導，讓學生可以從自己就讀的科別，經由學校
學習、觸發到的體會，表達出不一樣的經驗與成長，並且更淸楚未來人生前行的方向。透過每組學生動人故事
的分享，讓大家知道：讀技職，眞的很讚！

2021高雄教育節
「My Expertise，My Future」我的簡報力比賽

餐管三 劉羽、李俊穎、宋豐宇 佳作
指導老師：顧晏瑜老師、楊珮菁老師
團隊名稱：「餐」道熱情、如「飮」醍醐，餐飮管理科我們自己說

烹調三 張雅茜、鄭幼安、邱晉吉 佳作
指導老師：顧晏瑜老師、楊珮菁老師
團隊名稱：烹煮美食 調理人生

校長開場致詞 結合科技平台進行國際交流

兩校學生互動熱烈

競賽榮譽榜 

推動國際教育交流活動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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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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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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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全民英檢初級檢定班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政策重視學生英語能力，並鼓勵學生考取英檢證照，以增進本校學生英語學習的深度及
廣度、提升英語學習興趣與教學成效，開辦全民英檢輔導課程，本次開課師資與餐旅大學應用英語系合作，透
過大手牽小手讓學生樂於學英語，並輔導學生通過全民英檢檢定，全民英檢初級通過標準為聽、讀兩項測驗滿
分各120分，只要兩項測驗成績總和達160分，且其中任一項成績不低於72分就算通過；說、寫測驗滿分各為
100分，通過標準為口說測驗80分、寫作測驗70分。期待透過英檢班能幫助更多同學取得初級證書，同時培養
出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熱忱，精進英語運用的能力。

校內英語導覽培訓課程

校外在地文化景點走訪 頒發學生英語導覽課程結業證明書 頒發講師感謝狀

英檢班上課情形英檢班上課情形全體大合照

學生模擬導覽成果發表

推動國際教育
外語課程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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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李紫綺

801陳畇柔 

902周采璇

觀光三陳姿瑜

觀光三楊絜茹

餐管三楊詠硯

蔡依伶老師

閩南語朗讀第二名

客家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國語字音字形第六名

閩南語情境式演說第六名

閩南語朗讀第六名

作文第六名

教師組作文第一名

黃奕禎老師、漢民國小陳淑謹老師

蔡依伶老師、漢民國小邱美英老師

黃奕禎老師

顧晏瑜老師

黃如昕老師

顧晏瑜老師

903王宥心 英語即席演講佳作 楊雅婷老師

觀光三王韋翔 南一區區域賽 個人獎亞軍
（專業英文詞彙/觀光類組） 何馥芳老師

觀光二 李盈瑩、陳伊涵、
陳相穎、劉宸均

全國高中組第二名、
網路最佳人氣獎第二名

石珊綺老師

餐 管 三 周 黃 宜 哲 、
餐管二李孟潔、
餐管一黃立偉、
烹調一張立潔

中文組第一名 李思萱老師

703洪仕宏 國中組鋼琴四手聯彈特等獎第二名

餐管三 劉羽、李俊穎、宋豐宇

烹調三 張雅茜、鄭幼安、邱晉吉

佳作

佳作

顧晏瑜老師、楊珮菁老師

顧晏瑜老師、楊珮菁老師

高雄市110年度語文競賽市賽

高雄市110年度國中英語文競賽

2021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

2021 VR跨域盃【創世紀 虛擬實境大賽】

2021高雄教育節「My Expertise，My Future」我的簡報力比賽

萬能科技大學「2021天際盃國際旅遊服務創意競賽」

高雄市音樂藝術交流協會2021奧斯卡音樂大賽

姓 名 獎 項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獎 項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獎 項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獎 項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獎 項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獎 項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獎 項

校外榮譽榜
教 務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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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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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河嶸校長
與每班合影

校門口測量體溫

疫苗施打

防疫會議

高中部

國中部

110學年度新生訓練

　　因應新冠肺炎對於全球的影響，

本校具有多元防疫措施，如線上課

程、每日量體溫、防疫會議、線上班

親會、及施打疫苗等。在新冠肺炎不

時爆發的環境下，維持學生們的學習

環境、及保障全體師生安全。並和當

地醫院合作、辦理疫苗施打，希望由

小型地方社區開始，落實全民防疫，

共同防範疫情擴散。

110學年度防疫歷程

營造多元與
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學 務 處
相關活動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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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會舞蹈表演

OX遊戲

遊戲贏家頒獎

塔羅牌社

舞藝雙全社

烘焙研習社

吉他社

熱舞社

桌遊社

營造多元與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學 務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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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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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學閩南語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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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社團，包含熱血動漫社、吉他社、舞

藝雙全社、桌遊社、塔羅牌社、健美塑身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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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社團活動

　　由學聯會主辦的迎新活動，藉由學

聯會學長姐們熱情載歌載舞開場，炒熱

現場氣氛。再由OX快速問答遊戲，讓

新生們瞭解學校的各種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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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學聯會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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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揚本校餐旅特色，每年皆安排三天兩夜的校外教學。今年走訪臺灣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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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景點包括車埕木業展示館、武昌宮、國家歌劇

院、逢甲商圈、向山自行車道、日月潭空中纜車、九族文化村、飯店課程、鹿港老街、彰化大佛及天空步道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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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校外教學

國家歌劇院

彰化大佛及天空步道

武昌宮

九族文化村

車埕木業展示館

向山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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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飛翔」。自選曲部分則為外

語或臺語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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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烹調二榮獲第一名；802、烹調一榮獲第二名；702榮獲繞樑三

日獎、803獲得活力四射獎、餐管一獲得動人心弦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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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班級歌唱競賽

703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702 Monster701 Sold Out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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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多元與充滿活力的校園生活
學 務 處
相關活動

803 Love Yourself802 Cups801 Good Time

烹調一一人水一項+內山姑娘觀光一憨人餐管一 浪子回頭

烹調二愛情騙子觀光二歡喜來恰恰餐管二浪子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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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聖誕活動

報佳音

聖誕節闖關活動

聖誕節才藝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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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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活動報報
輔 導 處
相關活動

教師節活動剪影

畫我、話我教師活動剪影

畫/話我教師得獎名單及作品

餐管二與林律揚老師 烹調二與童秋淞老師 903與蕭佳玲老師 703與黃奕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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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 黃璿、張庭瑄 優勝烹調一 柯惠喬 優勝

烹調一 黃品嬡 優勝

802 洪澤育 優勝

701 黃資茜 優勝802  詹宸洋 優勝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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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學生對自我的認識與瞭解，建立學生感恩的心，強化生命教育，拓展學生人際以發展群性，藉此

感受別人對自己的關心，激發學生愛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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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塡寫賀詞致贈壽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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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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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科-LED燈製作

高中部壽星合影國中部壽星合影校長與壽星合影烘焙選手協助製作蛋糕

汽車科-模型車實作

機電科-項鍊製作

讓孩子更瞭解自己的特質走向適性發展的路

多元活動報報
輔 導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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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同濟會和財團法人身心障礙發

展協會關懷高餐大附中子弟求學需求，捐助

教學物資：專業廚服及籃球，嘉惠餐中子弟

學習。由高三同學受贈合照感謝捐助，藉此

培養學生回饋社會之情誼。

高餐大附中宣導

高餐大五專宣導

小港高中宣導

捐贈籃球和廚服活動

鳳山高中宣導

高雄高商宣導

　　本學期輔導處邀請高餐大附中陳孟汝主任、黃婉婷主任和

高餐大五專部陳紫玲主任、小港高中薛鈺勤主任、鳳山高中陳

詩涵主任、高雄高商何秉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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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博覽會

感謝同濟會及財團法人
身心障礙發展協會
來校探訪學生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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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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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阿公、阿     相處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和爺爺奶奶相處最印象深刻的回憶   

　　在每個人的回憶中，是否也有和爺爺奶奶相處印象最深刻的事呢?有些人是和爺爺奶奶分享有趣的

日常，有些人是和爺爺奶奶去欣賞美麗的風景，而我呢?憶起童年，總會想起那飄了滿屋子的飯菜香，

和飯後滿滿一盤五顏六色的水果，這些日常活中的細碎小事，卻是我和爺爺奶奶相處下來，最難忘的

回憶。

　　小時候放學時，肚子總有一隻呱呱叫的靑蛙，這時我總會躡手躡腳的，像是小老鼠偷吃食物般，

偷偷地夾走了食物，但也因為奶奶的巧手，讓我健健康康的長大，而且還從不挑食。奶奶在家中，是

一個女超人，她不但煮好吃的食物給客人，還承包了家務，她是我們家中，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爺爺是一位很健康的人，他比公雞還早起，為了家中的早餐店，每天都比太陽早了一步起床工作!

俗話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爺爺因為規律的作息，所以每天都很有朝氣!可說是走路

健步如飛，很有活力的去面對每一天!

　　在爺爺奶奶身上，我學到了要認眞去對待每一天，在他們樸實的生活

中，總是很滿足、珍惜他們的日子，「人對幸福的時光，就是把握當下」，

我們要珍惜和爺爺奶奶相處的日子，把握並且惜福，也要時時感謝他們為

我們的付出!

 觀光一 蔡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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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阿公(嬤)相處印象最深的事

　　小時候，我與阿公阿婆住在屏東鄉下的客家村落。那是個不算發達的小村莊，而我就讀的幼兒園

在3公里外的豐田村，與阿婆上班的工廠比鄰而坐。也因此都是阿婆接送我上放學，每天早上五點，

伴隨著淸晨的微涼，和阿婆一起出門，對於我來說再幸福不過了。一台近

二十年的金旺90，滿載著祖孫倆的忘年的嬉笑、和對一天的期待和衝

勁，步上征途。每天早上幼稚園門口不捨地分別、中午的愛心便當，還

有放學時歸心似箭、頭也不回地向熟悉的身影跑去，那畫面，彷彿歷歷

 觀光一 謝展宇

　　還記得小時候爸爸媽媽工作較忙時都是外公外婆在照顧我，因此從小就與他們有密切的相處，

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則是我們一起去韓國旅行時留下的回憶。

　　這是我們第一次到韓國旅遊，行程中我們一起到麗寶樂園，當時我原想這對外公外婆來說可能

會是很無趣的行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竟有許多有趣的遊樂設施都是外公主動陪我一起體驗。我

們在韓國吃遍當地各式各樣的特色小吃，最特別的是大家一起體驗穿著韓服在韓國的街道上逛街、

散步，彷彿瞬間變成了韓國人的樣貌。我的外公是一位喜歡拍照與體驗新鮮的事物的人；而外婆則

是喜歡品嘗美食與欣賞美景，當看到他們在旅行途中笑的這麼燦爛時，我心裡也感到很幸福。

　　雖然外公外婆已邁入高齡，體力上會比一般人來得辛苦，一起出國旅遊的機會也逐漸減少，但

曾留下我們一起觀光旅遊與品嘗美食的回憶，讓我覺得既幸福又可貴。即

使我的外公外婆與一般人不太一樣，他們是聾啞人士，只能藉由手語或

是寫字的方式與我溝通、互動，但我也從中找到屬於我與他們溝通的方

式，運用表情或是動作來表達情緒或是我想說的話，反而比起現今大

家僅隔著手機用通話方式溝通來的更有溫度，也讓我深刻體會溝通的

方式有許多種。希望外公外婆能保持健康、平安快樂，讓我們有更

多機會創造美好深刻的回憶。

在目。日復一日，無論颳風、下雨，是陰是晴，我的阿婆，在那四年幼兒園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角色，當時的我戲稱我的專屬娃娃車司機。當阿婆得知我考上心中的第一志願時，電話那頭傳來的藏

不住的喜悅與為我而榮，或許，那就是即使分隔兩地，卻不曾因為距離被稀釋的濃濃祖孫情吧。

　　我的阿公，也是一個純樸的客家人，平時務農偶爾去阿婆的工廠幫忙雜事，閒暇時則是我們那個

村的巡守隊成員。巡守隊成員平時的任務是在六日時幫忙淸除路旁的小草，年幼的我，總像個跟屁蟲

般的緊跟在阿公身後。還記得有一次，也是六日的社區活動，當天一大早就出門了，沒有睡飽更沒有

吃早餐，活動結束後，阿公不捨地帶著我去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在旁人眼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我的阿姨們眼裡，卻是一件天大的奇蹟，他們表示道:「以前出門郊遊肚子餓，總是被阿公連哄帶騙

的帶回家，什麼都吃不到。而你，阿公去主動帶你去吃早餐!?」果然有阿公的孩子像個寶，想餓也餓不

著。我的阿公也是啟發我航空興趣的啟蒙者呦!有一陣子我的身體極差，幾乎每週週住一次院，也就借

住在高雄家一陣子，而阿公在我出院的時候總會帶我去機場，看看飛機，或許因此對飛機的情感也就

深植我心了。

　　在我正慶祝著考上第一志願時，我也發現了阿公的異常，他

變得健忘，說話的內容反覆，甚至忘記我的名字，於是我請我的

阿姨帶著阿公去就醫，果不其然，診斷出了老人失智初期，在

心疼阿公之餘，更害怕他忘了我。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我的阿公阿婆都健在，讓我備感溫馨和榮耀。阿婆總是叮

嚀我，每一步都算數，即使跌倒也要爬起來，不能輕言放棄!

我想和阿公阿婆說謝謝您們的支持，這是我的夢想也是我自

己選的道路，即使在艱困，我也不會讓您們失望的!我愛您們!

與外公外婆深刻的回憶  觀光一 林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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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我與阿公阿婆住在屏東鄉下的客家村落。那是個不算發達的小村莊，而我就讀的幼兒園

在3公里外的豐田村，與阿婆上班的工廠比鄰而坐。也因此都是阿婆接送我上放學，每天早上五點，

伴隨著淸晨的微涼，和阿婆一起出門，對於我來說再幸福不過了。一台近

二十年的金旺90，滿載著祖孫倆的忘年的嬉笑、和對一天的期待和衝

勁，步上征途。每天早上幼稚園門口不捨地分別、中午的愛心便當，還

有放學時歸心似箭、頭也不回地向熟悉的身影跑去，那畫面，彷彿歷歷

在目。日復一日，無論颳風、下雨，是陰是晴，我的阿婆，在那四年幼兒園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

角色，當時的我戲稱我的專屬娃娃車司機。當阿婆得知我考上心中的第一志願時，電話那頭傳來的藏

不住的喜悅與為我而榮，或許，那就是即使分隔兩地，卻不曾因為距離被稀釋的濃濃祖孫情吧。

　　我的阿公，也是一個純樸的客家人，平時務農偶爾去阿婆的工廠幫忙雜事，閒暇時則是我們那個

村的巡守隊成員。巡守隊成員平時的任務是在六日時幫忙淸除路旁的小草，年幼的我，總像個跟屁蟲

般的緊跟在阿公身後。還記得有一次，也是六日的社區活動，當天一大早就出門了，沒有睡飽更沒有

吃早餐，活動結束後，阿公不捨地帶著我去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在旁人眼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我的阿姨們眼裡，卻是一件天大的奇蹟，他們表示道:「以前出門郊遊肚子餓，總是被阿公連哄帶騙

的帶回家，什麼都吃不到。而你，阿公去主動帶你去吃早餐!?」果然有阿公的孩子像個寶，想餓也餓不

著。我的阿公也是啟發我航空興趣的啟蒙者呦!有一陣子我的身體極差，幾乎每週週住一次院，也就借

住在高雄家一陣子，而阿公在我出院的時候總會帶我去機場，看看飛機，或許因此對飛機的情感也就

深植我心了。

　　在我正慶祝著考上第一志願時，我也發現了阿公的異常，他

變得健忘，說話的內容反覆，甚至忘記我的名字，於是我請我的

阿姨帶著阿公去就醫，果不其然，診斷出了老人失智初期，在

心疼阿公之餘，更害怕他忘了我。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我的阿公阿婆都健在，讓我備感溫馨和榮耀。阿婆總是叮

嚀我，每一步都算數，即使跌倒也要爬起來，不能輕言放棄!

我想和阿公阿婆說謝謝您們的支持，這是我的夢想也是我自

己選的道路，即使在艱困，我也不會讓您們失望的!我愛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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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CAS肉品廚藝競賽
第三名

美國馬鈴薯-校園廚藝爭霸賽
優勝

高效能-電磁爐料理競賽
第二名

創意菱食料理競賽
第二名

全國商業技藝競賽勇奪三金

烘焙職種比賽

餐服職種比賽

中餐職種比賽

110年全國商業技藝競賽
〔餐飮服務職種〕金手第九名

110年全國商業技藝競賽
〔烘焙職種〕金手第三名

景文科技大學
西點精英盃-佳作

景文科技大學
餐服模擬賽-第二名

110年全國商業技藝競賽
〔中餐烹調職種〕金手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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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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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力
比賽

認識高餐大
之旅

高科大
參訪

崑山科大
參訪

咖啡拉花

職種比賽

日語導覽
解說比賽

遊程規劃
比賽

正修盃-第三名、第六名、佳作

高雄教育節「簡報力比賽」
佳作

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優勝

2021高科盃
日文導覽比賽-第三名

崑山盃-冠軍、佳作

南開盃-第一名、第二名、優勝

多元活動報報
實 習 處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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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均質化計畫

110-1
優質化

均質化-飮調經典講座
〔茶文化之旅〕

B3餐旅企業見習
〔科工館英語導覽志工〕

職場英文
〔哈瑪星英文導覽〕

A1專題製作講座
<觀二>

職場英文
〔英文導覽技巧〕

優質化-選手訓練
〔餐飮服務技術精進研習〕

A1專題製作講座
<餐、烹三>

均質化-烘焙經典講座
〔在地食材與創意蛋糕研習〕

均質化-中餐經典講座
〔經典海鮮料理研習〕第一場

均質化-中餐經典講座
〔經典海鮮料理研習〕第二場

均質化-西餐經典講座
〔手工PIZZA製作〕

均質化-餐服經典講座
〔旅館前台服務研習〕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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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第1學期 實習處 學生競賽榮譽榜
實 習 處
相關活動

編號 日期 比賽名稱 參加學生 指導老師 獎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211217

20211207

20211204

2021.1130-1202

2021.1130-1202

2021.1130-1202

20211120

20211113

20211030

20211113

20211127

20211128

20211210

20211104

20211105

20211105

20211108

20211029

樹德科技大學全國高中職
專題製作決賽

萬能科大天際盃國際旅遊
創意競中文組

2021專業英日文詞彙
與聽力能力大賽
(南一區觀光類組)

2021第二屆
崑山盃全國咖啡
拉花競賽

2021第十屆觀光精英盃
全國遊程設計競賽
南區(茶鄉之旅) 

景文科技大學
全國商業類競藝競賽
餐服模擬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商業類技藝競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商業類技藝競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商業類技藝競賽

景文科技大學
西點精英盃

美國馬鈴薯
校園廚藝爭霸賽

110年高效能
電磁爐料理競賽

第三屆
CAS肉品廚藝競賽

「菱風再起，嶄露頭角」
創意菱食料理競賽

2021
莫凡彼咖啡拉花競賽

2021
正修盃咖啡拉花比賽

2021高科盃
日文導覽比賽

2021高雄教育節
「我的簡報力比賽」

餐管三 周黃宜哲、餐管二 李孟潔
餐管一 黃立偉、烹調一 張立潔

烹三 曾柏仁
烹二 蔡孟紘

烹二 許路
餐二 陳亮廷

餐二 陳亮廷、陳若宸、郭蕙毓

李思萱

何馥芳

陳佩吟

陳佩吟

楊東衡

楊東衡

楊東衡

王姿珺

辛政霖
陳凱毅

吳欣怡
蘇育榛

吳欣怡
蘇育榛

辛政霖
陳凱毅

辛政霖
陳凱毅

辛政霖
陳凱毅

辛政霖
陳凱毅

楊博凱
林仕鈞

顧晏瑜
楊珮菁

觀三 王韋翔

烹三 謝采葳 中餐職種

烹三 鐘昊均 烘焙職種

觀三 李亮妤 餐服職種

觀三 李亮妤 餐服職種

烹三 鐘昊均 烘焙職種

餐三 黃珮楡
烹二 王筠程、蔡孟紘

觀三 姜伶蓉

觀三 陳姿瑜

觀光二 陳伊涵、李盈瑩、
陳一臻、陳詩婷

觀光二  陳伊涵、李盈瑩、
陳相穎、鄭寓洤

餐三 李俊穎、劉羽、宋豐宇
烹三 張雅茜、鄭幼安、邱晉吉

觀光三 陳姿瑜 
觀光三 姜伶蓉
餐管二 梁維翊

觀三 姜伶蓉
觀三 陳姿瑜、觀二 陳虹羽、餐二 梁維翊

觀光二 盧易暄       王姿珺 第二名

烹調三 張雅茜、王姿樺、謝采葳 黃琬婷
陳孟汝 第一名

第一名

個人組季軍

金手獎
第一名

金手獎
第三名

金手獎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六名

優勝

佳作

優勝

優勝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二名

冠軍

佳作

佳作

金手獎
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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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且充實的
餐中圖書館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閱讀能使人的思考變得更加敏捷奔放，在瞬息萬變得當下，閱讀能夠好整以暇地面對未知的挑戰。本學

期圖書館聯合靑春博客來辦理校園巡迴書展，分別展出「疫後新時代」、「閱讀不孤獨」、「用故事群聚」、「自主

學習力」等主題，鼓勵大家將疫情期間累積的「外出動機」轉換為「閱讀能量」。

青春博客來校園巡迴書展

閱讀護照優良作品集

靜心閱讀，涵養內化學生踴躍參與師生共同閱讀，共學共好

　　圖書館為提升閱讀力，分別於舉辦了好書分享與親子共讀活動。透過書香志工在朝會上分享好書、拋磚

引玉，喚醒大家的閱讀魂。另外，在暑假期間也由書香志工籌辦「親子共讀」活動，邀請本校同仁及小小家屬

們共襄盛舉，一同進入閱讀的殿堂，透過活動準備與籌劃，不僅讓志工同學大量閱讀，更在活動中培養出

「ORID」焦點討論法的核心能力。在這裡，我們相信「學習」可以是一種團體行動，在共同營造氛圍後將能使學

習有效果。

好書分享、親子共讀活動

親子共讀-我的名字
Chrysanthemum

親子共讀-小刺蝟愛生氣802 吳念純-朝會好書分享

801 余婕希-說謊的阿大801 潘怡芳-生物好好玩3801吳宜柔-最後的演講

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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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針對學員問題
給予建議示範

成品大合照

講師示範
作品呈現

與美麗的成品合照

成品
展示

　　美好的餐具配上美食，令人彷若

置身高級餐廳，本學期圖書館邀請鄧

雅姍老師進行瓷盤彩繪指導。介紹瓷

器與釉彩的種類，釉顏料上色可利用

多層次的堆疊與安排，讓顏色更加飽

和與豐富，藉由實際操作的體驗，融

合藝術與美感素養的課程，讓參與的

師生收穫滿滿。

均質化餐　美學計畫-
瓷盤彩繪研習

　　餐桌上的小飾品總是具有一種魔力，能

讓食客們感到視覺與心靈的舒展，本學期餐

桌佈置研習課程邀請到乾燥花藝國際講師‒

張志宜老師，成品為半月型乾燥花圈，參與

成員除了本校師生，更有高雄區國中小教

師，徹底實踐均質化社區資源共享精神，相

同的材料在每位學員手中都幻化成獨一無二

的作品，也呈現出個別化的特質。

均質化餐　美學計畫-
乾燥花圈製作研習

美的建立ing

多元且充實的
餐中圖書館

圖 書 館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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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季刊The Affiliated Hospitality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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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高中職以及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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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中由國中部‒A咖特派員以及高中部觀光事業科

‒VR虛擬大使聯手出擊，現場以手沖咖啡展演獲得許多民眾的讚賞，另展出「2021 VR跨域盃」亞軍的作品，呈

現本校餐旅十二年一貫的教學特色。

均質化計畫-高雄南三區大遠百跨校社群展

　　本學年圖書館執行的共好計畫以「自主學習」為核心，推廣與鼓勵學生能投入自主學習，從開學起便大力

推廣，先是融入新生班級的圖書館利用教育，再來也針對高二學長姊進行入班宣導，且不僅如此，我們也邀

請了許多大專院校與高中職端的師長分別對校內師生進行分享與指導課程，讓學生自主學習的每個環節都能

獲得協助。本學期相關指導講座、深化課程與諮詢工作坊共辦理6場，相信藉此能有效提昇自主學習的質

量，也期望學生透過自主學習，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與思維。

共好計畫-自主學習系列研習與講座

學生示範VR操作方式

VR參觀民眾合影

自主學習宣導活動學生自主學習情形-桌遊製模學生自主學習研習-精油調配自主學習教師研習講座

A咖手沖咖啡展演

觀光事業科VR大使

校長與學生一同參與展出

A咖與民眾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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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思考著我從餐中的三年裡學到了甚麼?最先想到是簡報能

力，三年裡完成了無數的學習單和簡報，當時眞的很痛苦，但那時

的淬鍊，使我在大學面對課程時能得心應手、游刃有餘。另外，最

開心的事情是三年內學了烘焙、中餐、西餐實務，雖然剛開始的學

習有些生疏和不安，但學了一段時間後，是越來越感興趣，就像發

現新大陸，所以每次實習課都很期待。

　　雖然上了高職後，我選擇了毫無關聯的機械系，但當我想讓自

己放鬆時，都會選擇做甜點。很多人問我:「做甜點不是很麻煩

嗎?」，但其實製作的當下是樂在其中的，久而久之烘焙便成為了我

生活的一部分，雖然說不上專業，但就是開心製作，且能放鬆、補

充正能量且分享喜悅的紓壓方法。

　　同時也有人問：「你那麼喜歡烘焙，為何不朝烘焙發展呢?」而

我認為烘焙雖是興趣，但卻非我的擅長項，且許多興趣是無法成為

工作的。權衡之下，我選擇了機械系，因為它是我感興趣且擅長的

領域，而未來發展也相當具有潛力。在現實生活中，金錢不是萬

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有了足夠的資本，才有能力去發展興趣。

　　最後，想跟學弟妹分享，在每個人生階段裡，都要探索自己喜

好，若能立定目標，每當達成，成就感就會驅使你前往下一步，所

以讓我們一起邁開腳步吧!

校友專欄

活動經歷 

1.參加2019世界靑年高峰會
     (主辦:北一女)
2.參加南二中模擬聯合國
3.參加聖功女中模擬聯合國
4.參加2018ASEP 
    亞洲學生交流計畫 英文簡報競賽
5.參加高雄高工2019
     日本國際教育旅行
6.台科大TEDxNTUST 
     社團擔任過 活動部 部長 (已卸任)

校友姓名    林彥丞
畢業年度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