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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與高雄餐旅大學簽署合作
全力推動「稀少語旅遊輔助人員」訓練計畫

本期焦點

政府大力推動觀光新南向政策，帶動東南亞國家來臺旅遊成長，使得接待人力

需求增加，為提升臺灣觀光旅遊服務品質，擬針對熟稔東南亞語之在臺新住民、僑

外生提供觀光旅遊相關專業知識與解說技巧訓練，強化其協助外語導遊人員翻譯導

覽工作，俾利旅客服務一步到位，成為我國觀光產業接待人力之生力軍。交通部觀

光局今日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全力推動「稀少語旅遊輔助人員訓

練」計畫。

「稀少語旅遊輔助人員」乃是輔助合格外語導遊人員接待或引導稀少語系旅客

入境旅遊之導覽解說、語文溝通或相關旅遊服務之翻譯工作。訓練之對象是以來自

稀少語系國家，並於中華民國公立或立案之大專院校註冊登記入學，具有正式學籍

之僑生與外籍生與來自稀少語系國家且持有中華民國外僑居留證或身分證之新住

民，本期計畫將以來自馬來西亞、越南、印尼、泰國等地學生為優先培訓對象。

▲交通部觀光局周永暉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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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UHT and the Tourism Bureau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train travel support staff involved in the government’s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at targets travelers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training will increase the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skills of travel support staff by utiliz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of NKUHT. Through this

cooperation, the school and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will achieve benefits.

MOU Signed by NKUHT and Tourism Bureau,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on Training for Travel 
Support Staff in Government′s New Southbou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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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林富男委員、高雄市觀光局曾姿雯局長、行政院

政務顧問張積光，以及從事新南向觀光業多家旅行社業者、旅行業公協會代表、旅

館業公協會代表，還有來自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的學生們共同見證下，交通部觀

光局周永暉局長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玥秀校長簽署合作，啟動「稀少語旅遊輔助

人員訓練」計畫，將培訓新住民與僑外生成為臺灣優質旅遊輔助人員，提升臺灣觀

光接待服務質量，並創造其就業發展機會，提高對臺灣文化的認同，穩固並促進政

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所帶來的成果。

(接續上一版)

▲前排--交通部觀光局周永暉局長(左)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玥秀校長(右)簽署合作備忘錄

後排--高雄市政府觀光局曾姿雯局長(中)、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林富男委員(左四)、中華民

國觀光工廠協會陳秀卿理事長(右三)、行政院政務顧問張積光總經理(右二)、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

會張榮南理事長(右一)、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周文彬副理事長(左三)、交通部觀光局蔡明玲執

行秘書(左二)、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鄭雪玲監事主席(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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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海外移地教學 體驗韓流與生態交通本期焦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學程14名學生於4月6日至16日期間，赴韓國首爾之

漢陽女子大學進行海外移地教學，期間正值首爾之櫻花盛開季節，學生除了體驗韓

國大學校園美景與文化之外，期間亦赴水原市體驗社區改造與生態交通體驗，此次

行程，除了學習韓文、結交韓國朋友，更進一步藉由文化交流時間，對韓國文化有

更深層的認識與了解。

高餐大國際觀光學程獲得教育部106學年度全英學程補助計畫，為強化學生的

國際移動力與多元文化學習，14名學生在侯曉憶主任的帶領，赴首爾的漢陽女子大

學進行為期10天的海外移地教學活動。學生們在赴韓國之前，已在學校透過同儕學

習機制，習得韓語的基本子母音發音及簡單社交用語，因此在漢陽女大的學習包含

每天上3小時的韓文，下午則是與該校學生進行3小時的文化交流活動。韓國學生介

紹韓國的服裝、節慶、景點、美食、K-pop與歷史等，高餐大的學生亦介紹關於台

灣之相同主題，雙方學生彼此透過溝通的方式，互相學習。期間韓國學生還教授韓

國最受歡迎女子團體TWICE的舞蹈，台灣學生則教韓國學生唱「小幸運」，透過年

輕學子間彼此熟悉的主題，學習氣氛融洽。每天下課後，韓國學生還帶高餐大的學

生去尋訪首爾的美食與景點，甚至在漢江旁野餐，深入體驗首爾之美。

▲參訪漢陽旅館系 ▲合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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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rom NKUHT’s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 in Tourism Management went
to Korea for 10 days to experience Korean culture and eco-mobility in Suwon, South Korea.
Students also had a great time in learning some basic Korean and about South Korea’s
clothing, festivals, sightseeing spots, gourmet food, K-pop, and history. This overseas
teaching provided NKUHT’s students with a great experience and an international view,
while also enhanc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in both Taiwan and South Korea.

Overseas Teaching: Experiencing Korean Culture and Eco-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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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海外移地教學期間，透過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安排，特地拜訪水原市，水原市是

第1屆舉辦生態交通全球盛典的城市，因高雄市即將在今年10月辦理第3屆生態交通

全球盛典，高餐大的學生自去年開始即協助參與生態交通盛典的系列活動，包含社

區紮根及宣傳生態交通概念於鼓山國小學童，因此特別拜訪水原市以親身體驗生態

交通示範社區的改造與實施生態交通後的改變。該市的生態交通辦公室主任特別安

排導覽與解說，讓學生了解水原市的背景並參觀該市被列為世界文化遺址的「華

城」，學生們照了許多相片將作為未來的生態交通推廣教材，並將水原市的經驗帶

回高雄與學童們分享。

高雄餐旅大學注重學生的國際經驗體

驗與國際觀培養，此次首爾的海外移地教

學，讓學生擔任最好的外交大使，以期盼

能促進並落實雙方高等教育的交流互動。

漢陽女子大學國際處已表示願意於寒假期

間選送有興趣學華語文的學生赴高餐大移

地教學一個月，相信透過海外學習與移地

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增廣見聞、拓展國際

視野，同時也提升第二外語能力，提升競

爭力。

▼文化交流時間 ▼學習K-POP舞蹈

▲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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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慶祝泰國潑水節 嗨翻高餐大
Celebrating the Thai Songkran Water Festival!

為了讓來台交換的

泰籍學生也能感受家鄉

過年的氣氛，國立高雄

餐旅大學為泰籍學生辦

理潑水節活動，現場有

提供泰式食物及飲料，

也有泰國學生及台籍學

生的舞蹈表演，之後學

生到室外玩各項遊戲與

活動，讓學生們體驗並

學習不同文化的國家用

不 同 的 方 式 在 慶 祝 新

年。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際觀光學程每學期皆有來自泰國姊妹校的交換生就讀，這

學期共有來自泰國藝術大學2名與泰國吞武里大學3名學生就讀於該學程。今年的潑

水節活動已是邁入第四年，由學程紐西蘭籍的顧麥克 (Michael Kruesi)老師帶領二

年級的學生，透過「會展規劃與實務」課程，規劃今年的活動。節目一開始先由泰

國學生們介紹在泰國過新年的習俗與方式，特別是年輕的一輩要把芳香的水倒在長

輩和父母的手中，代表對父母長輩的尊敬，並祈求保佑，當天泰國學生也對現場出

席的師長們倒水祈福。之後泰國學生與台籍學生共同表演泰式舞蹈，學生們親手做

道具與裝飾服裝，透過變化多樣的手勢與眼神，充分的表現出泰國傳統舞蹈的優

雅。在表演節目結束後，現場也準備泰式料理及泰式奶茶供所有師生品嚐。之後學

生至籃球場玩潑水遊戲，為因應南部的水情，今年的活動大幅降低活動用水，在省

水概念下，學生已事先規畫各式的闖關活動，運用水球、水槍等，營造新年喜慶的

氣氛，活動最後在師生相互潑水歡慶結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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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此次活動的加拿大籍交換生丹妮(Dani)表示，她對泰國潑水節的印象都是

從新聞媒體得知，不太了解其背後的意義，她這次能夠在台灣親身參與，是很新鮮

的體驗，而且，與泰國生一起辦活動實際規劃之後，才瞭解潑水節對泰國人民的祈

福意涵，是很難得的文化體驗。曾經在泰國居住的顧麥克老師亦表示，辦理此次活

動的意義，不僅是「玩水」，對泰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具有祈福意涵的行為，也期

望透過這次難得的文化體驗，讓學生們學習不同國家的節慶與習俗。

(接續上一版)

▲當日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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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nd General Meeting 於高餐大盛大舉辦本期焦點
2017 Les Clefs d’Or Chinese Taipei 2nd General Meeting at NKUHT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提供更優質服務，並能在國際舞台上與其他國際旅館金鑰

匙協會會員國旗鼓相當，特邀請「中華民國旅館金鑰匙協會」於4月21日(星期五)移

師至本校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2017 2nd General Meeting，會議中共有13位國際

正式會員及27位一般會員與聯繫會員出席。

當天活動現場由高餐大旅館管理系師生與貴賓進行互動交流、經驗分享，再由

接待管家服務同學帶領與會貴賓參訪本校高餐藍帶教學環境。整體活動分別透過本

校群賢會館4位優質管家服務學生精心設計與規劃「港都百年小吃宴」，提供嚴選

高雄在地餐餚與服務，諸如：「南部特有丹丹漢堡、大溝頂阿囉哈滷味、純發蔥仔

胖、打狗冰菓拼盤(柑仔蜜佐薑醬料、大樹鳳梨、燕巢芭樂、林邊蓮霧)」等深具港

都特色美食讓貴賓品嘗享用，充分展現台灣南部特有的風味與餐旅服務熱誠。

▲貴賓與校內師長及學生合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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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與會貴賓任務則由群賢會館的15位管家服務學生，藉由服務活動展現學校

平日教學培訓的成果；會場內由優質管家籌劃的精緻活動背板，發揮學生的創意思

考整合，讓蒞臨的貴賓們讚嘆不已。2017 2nd General Meeting就在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旅館管理系與中華民國旅館金鑰匙協會的辛勞努力之下順利完成。

(接續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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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三屆 [味覺•法國]本期焦點

味覺法國是一個已經在法國歷史悠久的活動，主要目的是推廣傳統的法國菜，

他們會邀集許多餐廳一起參加，請各個餐廳提供一套法式menu，經過審核這套菜

單是純正的法國菜後，該餐廳當天就只有供應這套menu,他們有個固定的網站會公

告，一般消費者可以上網去預約

台灣這個活動做了第三年，而今年法國在台協會也為了響應這個活動，又正好知

道藍帶廚藝學院在台灣正式設立(也是全台灣唯一一間源自法國的廚藝學院)，所以

由法協主任響應，舉辦了這樣一場盛宴，唯一不同的是，參加味覺法國這個活動的

餐廳在網站上公告，是對一般人公開的，高雄的Thomas Chien也有參加。而這一

場舉辦在藍帶的晚宴則是不對外公開的活動，僅有法國在台協會與其邀請的貴賓

法國在台協會邀請函 (內容擷取)

在3月21日春天來臨的這一天，法國的« 味覺·法國 » (« Goût de France/Good

France »)活動將在全球展開，禮讚法國美食！今年分佈5大洲的2000位名廚將同時

響應這個活動。今年也是法國在台協會第3次連續在臺灣與大家一起舉行這個美食

的盛宴。這一次我們將城市交流以及料理的專業傳承作爲活動主旨，尤其希望彰顯

法國與南臺灣的合作夥伴關係。藉這個機會，法國在台協會紀博偉主任希望邀請所

有高雄市致力於臺法關係的重要人士共聚一堂，一起享受一個輕鬆愉快的傳統法式

晚宴。我們熱烈期待您的蒞臨。藉這個時刻大家可以集思廣益，創造嶄新的合作方

式，提升法國與高雄的關係。當天的晚宴料理將由藍帶國際學院的法式廚藝教學主

廚指導學生準備，而且會有一場糕點示範。

*新聞介紹參考: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9850.aspx#.WMprF1WGOpo

11▲活動當日集錦

2017 Goût de France/ Good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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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2017年中華海峽兩岸美食論壇
NKUHT Hosted the 7th Culinary Culture Foru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與中華海峽兩岸餐飲連鎖經營協會於本月27日假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2017年中華海峽兩岸美食論壇」，透過論壇集結台灣

北中南之餐飲相關業者、主廚及大陸餐飲菁英參與研習。本活動有來自於大陸成

都、浙江、合肥、深圳等城市之貴賓共有21位，台灣貴賓則有61位及校內師生73位

一同共襄盛舉。

活動由高餐大林玥秀校長開幕致詞為論壇揭開序幕，論壇邀請森邦集團吳信泰

總經理分享「從本土企業邁向國際化」，提出品質、品味、品德之三品理論，以及

強調優質化、國際化、在地化的重要性；御品屋實業有限公司劉秀芳董事長則分享

「品牌經營及行銷」，透過與農民的契約合作，珍惜台灣農產，並將梅子視為農產

品的珠寶，以及進用弱勢族群進入職場，實行社會責任；兆紅國際集團林致兵董事

長分享了「台灣之光-滷底撈-品牌創意新思維」，透過不斷的創新思維，將泡麵、

滷味等本土餐飲口味改良後推向國際，並發揚光大。

▲貴賓與校內師長及學生合影紀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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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峽兩岸餐飲界的經營者、廚師等精英齊聚一堂，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李日東理事長表示：「論壇促進兩岸美食文化交流，主講人經驗分享，給予與會人

員啟發良多，並可運用在自己的工作或事業上，成為一種助力」；中華海峽兩岸餐

飲連鎖經營協會梁幼祥會長表示：「透過經驗分享，別人的長處我們要學習，別人

的短處是我們的借鏡，交流是不斷的學習，透過平台讓大家學習進步」；最後由本

校西餐廚藝系陳寬定老師精心製作美味PIZZA讓與會貴賓品嘗，場面非常熱絡活動

亦圓滿成功。

(接續上一版)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李日東理事長頒發證書與
四川省飯店與餐飲娛樂行業協會成都市美食之都促進會-吳韵倩副秘書長

▲兆紅國際集團林致兵董事長演講 ▲森邦集團吳信泰總經理演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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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高餐大 培育新南向餐旅人才
NKUHT Cultivates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for New Southbound Policy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推動教育部補助106年度發展典範科大延續計畫，規畫建置

智慧餐旅產學研發園區等8大主軸，並貫穿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國際

交流四個面向，計畫中並涵蓋餐飲教育新南向概念，以該校的國際聲望及創校以來

累積的核心能力，預將成為政府新南向政策的亮點之一。

去年104資訊科技與今周刊合作分析22萬名求職會員的人格特質，在高薪族較

一般族相對顯著的17項人格特質中，高雄餐旅大學首次擠進前10名，並拿下3個特

質冠軍。高餐大這3項特質是樂觀性、社交性和活力。過去20餘年，高餐大培育了

約19,000位餐旅菁英人才，校友散布全球數十個國家，涵蓋了創業者、中高階主

管，高餐校友正是以「樂觀性、社交性和活力」深獲餐旅產業的肯定，透過校友及

學生的優異表現，讓高餐這塊金字招牌擦得越來越亮。

履任屆滿1周年的高餐大第三任校長林玥秀接受記者專訪表示，20餘年高餐在

創校校長李福登、第二任容繼業的領導及全體師生的齊心努力下，一以貫之「餐旅

菁英的搖籃、餐旅企業的關鍵夥伴、餐旅教育的新典範」學校定位，並成為全國唯

一餐旅專業大學，亦是國內外餐旅產學合作優質平台。

林玥秀校長說，高餐大有很好的國際聲望，尤其校友在東南亞地區皆有傑出表

現，高餐大可協助台商及當地餐旅業培育優秀人才。她說「106年度發展典範科大

延續計畫」八大主軸之一的「建構國際觀光餐旅典範課程」計畫，係為配合政府新

南向政策及結合學校「紮根本土、國際延伸」的思維，建構全英文博碩士課程，並

邀請國際大師授課，預計今年暑假開班，已有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大學10餘位老

師諮詢，爭取成為高餐大博士生。林玥秀信心十足的表示，高餐大在新南向政策人

才培育上應該很有機會及市場。

林玥秀校長強調，面對多變的世界局勢，高餐大不能沉湎過去的成就，必須有

前瞻性思維，她認為高餐大除了紮根本土也要開始打「國際盃」，培育學生成為具

國際觀及世界移動力的人才。

中時電子報2017年4月27日-黃全興報導

*新聞資料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E9%AB%98%E9%A4%90%E5%A4%A7‐
%E5%9F%B9%E8%82%B2%E6%96%B0%E5%8D%97%E5%90%91%E9%A4%90%E6%97%85%
E4%BA%BA%E6%89%8D‐215011869‐‐finance.htm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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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藍帶頂尖廚師秀 米其林一星主廚VS.歐洲甜點冠軍
Chef Battle at Le Cordon Bleu: one-star Michelin Chef vs European Dessert Champion

2017-04-29 17:27聯合報 記者徐如宜╱即時報導

Le Cordon Bleu法國藍帶廚藝學院今天在高餐藍帶，安排自營法式餐廳得到米

其林一星的主廚Chef Jose Cau，與獲得歐洲盃甜點冠軍的主廚Chef Nicolas

Belorgey同台示範展演。前者秀了一手「鱸魚鑲羊肚菌菇佐甜薯」，後者帶來拉糖

藝術作品，廚藝大師展現精湛料理功力，台下學員勤作筆記。

高餐藍帶總經理李怡君表示，高餐藍帶廚房設備耗資5千萬打造，課程也與全

球藍帶校區課程同步。正規課程分為料理及甜點兩大系統，總學程為15個月，包含

9個月的技術實作課程，及6個月的高階廚藝及管理課程，結業後可取得「藍帶國際

頂極廚藝證書」，在藍帶的證書分類中是較高級的證書。其中後6個月的課程為高

餐藍帶的特色課程。

15

▲米其林一星主廚與歐洲杯甜點冠軍難得同台，
藍帶學員及校友趕緊筆記、拍照。

記者徐如宜／攝影

▲高餐藍帶邀米其林一星主廚與歐洲杯甜點冠
軍，示範精湛廚藝。記者徐如宜／攝影

這次示範的就是此階段的高階廚藝課程技巧。Nicolas Belorgey曾獲歐洲杯甜

點冠軍，他表示，「糖藝」是種耗時的甜點創作，也是藍帶甜點班學生的課程之

一，創作者會透過糖在高溫時的延展性，透過拉、吹後變換出不同的造型，需要相

當的經驗和技術，一件糖藝作品有時必須耗時幾天或甚至一周才能完成。

他先示範如何拉製糖緞帶，在糖加熱極短的時間內透過大手一拉，如同魔術師

般變出一條多采且光亮無比的糖緞帶，並且透過再次加熱折成想要的波浪造型，並

運用噴槍的噴糖繪，噴出尼莫和多莉糖藝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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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 Cau是米其林一星主廚，一道「鱸魚鑲羊肚菌菇佐甜薯」充分展現法式料

理的慢工出細活，填塞在鱸魚內的餡料絲毫不馬虎，加入雞胸、羊肚菌菇及蛋白等

使其口感更滑順，裝飾上更大膽的使用墨魚汁加入麵粉，使用熱鍋煎至薄脆如同網

狀。李怡君表示，已極力爭取Chef Jose常駐在校，讓學生得以跟米其林大師學習，

可望5月正式聘入高餐藍帶。高餐藍帶正規課程的開課月份，分別是1月、4月、7

月、10月，洽詢電話07-8010909。

(接續上一版)

16

▲歐洲杯甜點冠軍Nicolas Belorgey，運用噴
槍的噴糖繪，噴出尼莫糖藝造型。

記者徐如宜／攝影

▲米其林一星的主廚Chef Jose Cau端出
「鱸魚鑲羊肚菌菇佐甜薯」，令人垂涎。

記者徐如宜／攝影

▲高餐藍帶邀請米其林一星的主廚Chef Jose Cau(右)，與獲得歐洲盃甜點冠軍的
主廚Chef Nicolas Belorgey(左)，同台示範展演。記者徐如宜／攝影

*新聞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328/243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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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UHT Works with Japanese Nagasaki Ramen Champion to Create New Trend
—Double-size Vegetable Taiwanese-style Ramen

本期焦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協助輔導日本Ringer Hut以臺灣人記憶的料理美食風味

為主題，開發系列臺灣在地風味拉麵，並於2017年春季於臺北南港軟體園區中國信

託金融園區C棟 好食商城隆重登台！鎖定了新興南港商圈上班族，提供更健康美味

的日式美食料理。

超過50年的老字號，來自日本堅持「食之愉悅」的長崎冠軍拉麵Ringer Hut，

其名字的由來，可追溯自日本明治時代初期，在長崎活耀的英國實業家Ringer的姓

氏，再加上Hut(意指小屋)組合而成。長崎拉麵 創辦人米濱會長表示：「Ringer

Hut長崎冠軍麵自創業以來，堅持只使用新鮮食材，提供顧客最高品質美味的同

時，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吃得安心健康，冠軍麵最早發祥於長崎縣長崎市中華街，以

中國閩南菜為基礎，加入豬肉、貝類、魚類、蔬菜等十數種材料拌炒，非常講究的

湯底是美味關鍵之一，以雞、豬大骨與大量蔬菜細細熬煮，搭配冠軍麵ちゃんぽん

的特製麵條，一碗營養豐富又經濟實惠的冠軍麵就這樣誕生了！」，2013年在日本

人氣朝日電視以『雙倍野菜冠軍麵(Champon)』在《拜託!RANKING GOLD》節目

中，榮獲 第一屆麵類總選舉日本第一名，奠定了長崎冠軍麵在日本拉麵界的地位同

時在本國也掀起一場輕美食新風潮。

人氣餐點<日本道地風味>和台灣限定<高餐研發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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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林玥秀校長至上任以來致力於推動產學鏈結，成立產學營運總中心，由

產學營運總中心創新研發團隊，以Ringer Hut之「安心、安全、健康」企業理念，

將臺灣好味道及好食材，以五星級廚藝技術融入精典台菜文化，結合台灣特色食材

與民情口味食法，創作出塔香三杯燴嫩雞煎麵、辛香麻辣嗆勁紅湯拉麵以及南瓜纖

活黃金濃湯拉麵等三大新潮流台味拉麵，同樣採取高單位量的蔬菜以及具豐富層次

之美味湯頭，同步也運用臺灣蘿蔔及臺灣豆腐乳等食材研發出具特色小菜-大根煎餃

及臺灣腐乳炸雞。

在台北首間直營店-南港店除了有來自日本原汁原味的長崎冠軍拉麵外，也推出與

高餐大研發專屬台灣門市限定的拉麵，讓前來享用的客人有日本以台灣的雙重選

擇，突破傳統拉麵的單一口感，也是中日美食文化交流的創新里程碑。

(接續上一版)

▲0428長崎冠軍麵媒體發表會
(左起)大成集團代表總裁特助宋家炫及台灣棱
閣屋有限公司浜島董事及營養管理達人祖雄
及日本株式會社RingerHut海外事業本部長
福原董事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林玥秀

▼0428高餐大林玥秀校
長_產學營運總中心創新
研發團隊及長崎冠軍麵

公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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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的發酵、累積的展現 探索臺灣無界限
The Ferment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Students′ Dreams on Display in the 
7th Micro-enterprise Exhibition Hos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inary Arts

本期焦點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五專餐飲廚藝科於民國106年04月26日（星期三）至民國

106年04月28日（星期五）舉辦第七屆微型創業成果展，由25位本校五專餐飲廚藝

科應屆畢業生所規劃。我們處在科技進步、資訊爆炸的社會，每分每秒都有舊的

人、事、物被淘汰，在高速汰換的時代趨勢下，我們該如何應對？停下腳步、不斷

摸索、回首過去歷史、探討現今社會現象、遠觀未來發展趨勢，我們發現唯有思想

不斷的突破，才能不被取代及遺忘。因此，我們打破人們既有思維，注入新鮮點

子，將平凡事物變得不平凡。善用創新思想，賦予舊有事物注入新的生命，以「醱

現臺灣」作為本屆展覽主題。

餐飲廚藝科成立於民國九十五年，以培育餐飲業中階實務人才為主要目標，學

生經由中餐、西餐、烘焙、餐飲服務及飲料調酒等各項專業技藝訓練與知識陶冶

後，再至業界實習，透過「三明治教學」的方式，達成以「技藝為根本，文化、藝

術為用」的教育目標。以整合性教學為發展重點，融入創意思考、餐飲管理、微型

創業等課程，因應當前國內餐飲業求新求變的環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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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活動集錦

本次成果展由餐飲廚藝科林淑瑛主任與游達榮老師共同指導，由屠國城老師與

李柏宏老師協助指導學生產品研發，並由譚雅今老師指導美學設計，本次創業餐廳

名稱為「品茗臺灣」，展示內容包含展店企劃說明、概念餐廳實境之呈現、現場餐

點製作品嘗……等。藉由此次發表會，本科畢業班同學將呈現在校五年所學，每位

參加的賓客都能一覽學生們如何精進自我，並在微型創業成果展中展現學習成果。

20歲的高餐大餐飲廚藝科新銳們，觀察餐飲行業的趨勢藉以創新，加上認真專業的

態度，將為餐飲界注入一股新血、掀起一陣風潮。

(接續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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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廚藝科簡介：

餐飲廚藝科成立於

95學年度，98學年度獲

教 育 部 選 為 全 國 籌 辦

「五專菁英班」五所大

專院校之一，並於100

學年起，全面辦理五專

菁英班招生，餐飲廚藝

(接續上一版)

*專題製作課程－學生展現過去五年所學：

專題製作課程為整合式之課程，以「微型創業」主題為中心，鼓勵學生使用所

學知識探索主題，指導學生整合過去在廚藝課程、餐飲服務與管理課程、創業相關

課程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技能，接合餐旅趨勢，考量大環境之因素（如：經濟、環

境、社會、政治等），蒐集資料並將其分析及運用於報告中，整合運用規畫籌備一

間餐飲店。學生學習內容主題為創業動機、可行性評估與市場調查、設定經營理念

及目標、開業各項規化流程、財務營運計畫、產品規劃與設計、CIS設計理念、空

間規劃設計、展場規劃設計。撰寫完成餐飲企劃書，藉由舉辦成果展將其展現出

來。

科教育目標為培養具實務技能與智識內涵並重的「餐飲廚藝實務人才」，教學目標

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課程規劃設計以餐飲廚藝各項能力為主，依發展目標將課

程分為三個模組，分別為廚藝課程模組、餐飲服務與管理模組、微型創業模組，並

將課程與就業、產業需求做連結。積極推動知識與技能之整合式學習與教學，培養

具有多元廚藝才能並具備高階思考與邏輯能力的現代餐飲實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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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發想：

臺灣不缺少美，缺乏的是

發現，我們將深入探索臺灣的

富饒，挖掘出蘊藏在其中的內

涵，並藉由與眾不同的手法包

裝與創新，結合此次展覽，將

臺灣的美麗呈現出來，誘發台

灣人們對自身生長的土地的關

心及好奇心，跟著我們一起發

現臺灣。

「醱」－發酵使用的酵母存在於

土壤、植物、空氣等，無所不在的存

在各處，就猶如我們的創意一般，從

路邊花草、電影情節、心情上…等收

集各式各樣的創意，揉進麵包、摻入

果醋、蘊在茶葉上，才能變化出一道

道美味佳餚。

(接續上一版)

發酵的過程是潛移默化的、漸變的力量，就像高餐五年的所學所見，對我們都

是一股漸變的力量，長時間的累積才能造就穩固的基石，驅使夢想前進，也讓夢想

滋味發酵得更加豐富。

「現」－經由這五年來的發酵醞釀，在離開學校前的最後一刻經由畢業展展

現，呈現出五年來認真學習的結晶，作為餐飲求學中的一個里程碑，將我們的努力

化作行動，紀錄與分享我們的成長。

*本次微型創業畢業成果展主題－「醱現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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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106年度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將智慧財產權觀念深耕校園

2017 Lectur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Brining the Concep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o Campus

為宣導「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本校圖資館於4月26日(星期三)邀請理律法律

事務所(南部辦公室)-張容綺資深律師蒞臨本校，為師生帶來智財權相關議題的分

享。

為進一步落實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並推動教育智慧財產權基本知識，本

館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合作，辦理「106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宣導活動」，當

日上午10點假本校人文大樓G113教室舉行「106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法令說明會」

宣導講座。

除了簡介著作權法，張容綺律師引用近期與智財權相關之「古阿莫」熱門新聞

題材，透過新穎話題、欣賞簡短影片及簡易問答方式與學生互動，讓師生對於著作

權相關概念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講師同時運用生活時事與法律上的實例，將著作權

的保護要件藉由對照圖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表達，師生也更能清楚了解其中意義。

本館每年不定期透過各種管道宣傳智財權，包括辦理活動、舉辦講座或於宣導網

站(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專區http://lic.nkuht.edu.tw/IPR/main.php)轉知其他

相關單位舉辦之講座、研討會或教育訓練，期望將智慧財產權與相關品德教育觀念

深耕校園，使青少年學子與教職同仁及早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並將觀念落實於日常

生活中。

當日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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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食趣」課程獲好評 高市今年加碼30堂
Takao Cooking Fun Class Gets Good Reviews, so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Opens 30 More Classes!

本期焦點

2017-04-09 23:24 自由時報

〔記者陳文嬋／高雄報導〕市府農業局去年開設「打狗食趣」廚藝教室獲好評，今

年加碼開了30堂課程，由夏日下午茶課程打頭陣，高雄餐旅大學中餐廚藝系老師林

致信以當季青梅食材，教導民眾現做3道青梅料理。

市府農業局去年於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開設20堂「打狗食趣」廚藝教室，

吸引民眾爭相報名，今年加碼多了10堂課程，包括5、6月的夏日下午茶、7月米

食、8月酷夏清爽料理、年底中秋烤肉大全及異國創意料理，還有七夕情人節特別企

劃，教導民眾以當季在地食材，做出美味多變的料理。

由夏日下午茶課程打頭陣，高雄餐旅大學中餐廚藝系老師林致信，教導民眾製

作青梅馬來糕、相思梅奶酪及打狗梅醋料理，民眾林小姐表示，以新鮮食材做出料

理特別好吃，最特別是相思梅奶酪，用梅汁熬煮的紅豆，甜中帶點梅子酸味超對

味，也感覺沒那麼膩，參加課程收穫良多。

農業局長蔡復進表示，「打狗食趣」廚藝教室是依照不同地區的季節食材，設

計不同主題風味料理課程，今年特別加入女性喜歡的烘焙甜點課程，讓民眾在專業

廚師的帶領下，一邊學習烹飪，認識在地食材，及食材背後的土地故事，達到「食

在地、吃當季」綠色餐食理念。

24*新聞資料來源: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31081

▲農業局今年加碼30堂打狗食趣廚藝教室。（記者陳文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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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Take a Guess! Which Country Invented Zuo, Zongtang Chicken, and Moon Shrimp Cake?

猜猜看！左宗棠雞 月亮蝦餅是哪國菜?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與60多位，包括飲食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專家學者組成

研究團隊，經文獻收集、田野調查、訪談、座談及問卷調查後，出版了一本《台灣

菜的百年變遷與風貌》，高餐大廚藝學院院長楊昭景說：「這是第一本台灣菜的飲

食文化紀錄。」

楊昭景院長說：「飲食文化是不斷流動建構的結果，台灣這塊土地，從400年前

荷蘭大航海時代的開拓、原住民落腳，後來漢人移入包括閩南、客家，乃至於最後

1990後很多的外配的家庭進到這塊土地上來。所以今天在討論台灣菜的內涵時，不

能以年輕一代餐飲業者的知識，或是外省為主流的美食評論家的回憶做憑據下斷

言，更不能以權力駕馭的方式定義這個多元族群構成的共同文化與意象，勢必得從

這島上所有族群的飲食特色與相互交融演變去深入解析和重構。」

台灣菜的百年變遷與風貌一書在菜別名稱上撇棄慣稱的「台菜」、「台灣料

理」，改稱「台灣菜」，楊昭景說：「台菜好像只有閩南族群的菜系，忽略了原住

民、客家等飲食特色，台灣料理則是日治時期為與中國支那料理區隔的用語。」至

於台灣菜的內容，書中將台灣出產的特色食材、特色調味食材與調味醬、現有台灣

歷史資料中呈現的傳統菜色、由台灣人研發創制或在台灣極受歡迎的在地菜餚、台

灣各種傳統小吃和特色醬菜等，列為組成台灣菜要素。
25

▲楊昭景院長與同學解說台灣飲食文化
(影音新聞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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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有趣的是，一般認為是泰國招牌菜的月亮蝦餅，書中將之「正名」為台灣菜，

楊昭景院長說：「月亮蝦餅是由台灣人在台灣所創新出來極受喜愛的菜餚，只是被

放在供應泰國菜的餐館裡。」不只如此，一般被認為是湖南菜的左宗棠雞，書中也

認為是台灣菜。楊昭景說：「左宗棠雞是是彭長貴先生烹製給當時蔣經國先生吃的

一道菜，它和湖南菜裡的東安雞很像，但做法、味道都有差異，所以是台灣菜。」

楊昭景院長強調：「包容性愈大，文化內涵愈豐富，在地性愈強，才能更具國

際視野和吸引力。」透過這本書，她希望有更多人重視並討論台灣菜的內容，台灣

美食登上國際舞台時，更具魅力與說服力。（顏怡今╱高雄報導）

26

資料來源/影音新聞: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704
22/3762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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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高餐大獲2017 大學辦學績效最佳 TOP 20
NKUHT Listed on Cheers 2017 Top 20 Best Ru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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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賀**本校西餐廚藝系陳寬定老師榮獲
2017海峽兩岸美食文化交流論壇--兩岸十大餐飲名師--

Culinary Culture Foru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warded Eddie Chen,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Western Culinary Arts, with Recognition as 

One of the Top 10 Chef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for 20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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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本校烘焙系學生參加
2017台北國際烘焙展GATEAUX盃烘焙比賽

獲得佳績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aking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Won a 

Cake Award at GATEAUX Cup 2017 at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Bakery Show

2017台北國際烘焙展GATEAUX盃烘焙比賽，除了有多家知名烘焙業者進駐，也

有一系列的烘焙設備讓您一探究竟烘焙製程的獨家秘辛，提供烘焙相關業者及民眾

一站式採購機會，以了解烘培未來五大趨勢及臺灣烘焙產業現況，今年並首度舉辦

「烘焙未來趨勢論壇」，邀請名人分享烘備區是及經驗交流。

本校烘焙系於今年活動中設有一個攤位，以做為宣傳推廣與延攬學生加入本系

之用。本次展覽除有烘焙相關產品及設備展出外，另舉辦兩年一度的「UIBC世界盃

青年西點大賽」，以及擬於2018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盃點心大賽」，為了遴選

代表台灣出戰的參賽隊伍，特於此次展覽中進行台灣區參賽代表選手選拔。再者，

本次活動本系有數名學生報名參加「亞洲盃點心大賽」，該賽事是烘焙好手前進世

界上最重要的甜點比賽「世界盃點心大賽」的前哨戰，為了選拔有潛力的選手，參

賽選手將分為兩個組別：巧克力工藝品及拉糖工藝品，分別遴選製作巧克力工藝品

及拉糖工藝品的選手，優勝選手將組成2018亞洲盃點心大賽台灣代表隊，代表台灣

與來自亞洲各地的選手角逐2019世界盃點心大賽的代表權。

歷經活動選拔，本系參賽同學發揮創意與技術實力於激烈比賽中脫穎而出，共

計榮獲一金三銀的好成績，實為系上爭光。詳細獲獎名單如下：拉糖工藝學生組：

冠軍2A黃鈺璇、拉糖工藝學生組：亞軍 2A林怡芊、拉糖工藝職業組：亞軍 2A滕民

猷、小西點與巧克力職業組：亞軍 4A王意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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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拉糖工藝學生組：冠軍2A黃鈺璇 ▲拉糖工藝學生組：亞軍 2A林怡芊

▲拉糖工藝職業組：亞軍 2A滕民猷 ▲小西點與巧克力職業組：亞軍 4A王意絜
(代: 黃靜純老師)

▲得獎同學與指導老師及校長合影紀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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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廚藝學院同學於
第47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獲獎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Culinary Arts Recognized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Division Skills Competition at 

the 47th National Skill Evaluation

榮譽榜

31

▲當日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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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烹飪第一名：西廚系賴季煒同學

*西餐烹飪第二名：西廚系吳晉辰同學

32

(接續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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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烹飪第四名：西廚系李瑞軒同學

*西餐烹飪第三名：西廚系羅佑太同學(接續上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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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校友專欄-
總經理改當調酒師 她將代表台港澳參加世界調酒大賽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Culinary Arts Recognized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Division Skills Competition at the 47th National Skill Evaluation

2017年04月10日 17:12 黃文博／台南報導

台南老爺行旅新秀調酒師蔡佳穎，是台南夜市大亨的獨生女，原本是立志要當

總經理的，卻意外當上調酒師，還遭遇媽媽強力反對，只好拼比賽得獎來說服家

人，調酒資歷不到1年，就以獨創的「使徒」雞尾酒，打敗台港澳調酒好手，今年5

月將前往德國柏林參加世界雞尾酒大賽。

蔡佳穎的父親在台南的夜市經營韓國料理，因此她從小就立志要當總經理，於

是就選擇高餐大攻讀餐飲管理，2年前畢業後，自己投履歷到台南老爺行旅當服務

員，1年前，被調去當夜場調酒師，媽媽以酒吧的交往比較複雜，全力反對。

未料蔡佳穎在調酒過程，堅定了自己人生方向，決定用參加比賽得獎來說服媽

媽，以自身故事為題材，研發出「Apostol 使徒」雞尾酒，最近剛獲得百加得傳世

雞尾酒大賽台港澳區域冠軍，是台灣人首位以台港澳區代表出賽的選手，今年5月18

日將前往德國柏林參加總決賽，與30多國調酒師代表同場競技。

蔡佳穎說，「Apostol使徒」講的是西班牙籍移民美洲的故事，是Bacardi深蘭

姆酒創辦人堅定不移的故事，更是自己找到調酒師這個人生目標的故事，以煙燻肉

桂香氣與搭配Bacardi深蘭姆酒，熟陳後的獨有香氣呈現偏大人的酒感，再加上富有

蜂蜜、糖蜜的香氣西班牙雪莉酒及巧克力酒，帶入出口的甘味，調出來的味道，正

是人生的酸甜苦辣。(中時)

34

▲蔡佳穎調酒資歷不到1年，今年5月就
要前進德國柏林，與世界各國調酒好手

同場競技。（黃文博攝）

▲台南老爺行旅新秀調酒師蔡佳穎，將以
獨創的「使徒」雞尾酒，代表台港澳，前
進德國柏林參加世界雞尾酒大賽。（黃文

博攝）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410004985-26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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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獨家專訪-情境教室實戰演練 畢業後無縫接軌
Exclusive Interview—Practical Training in Scenario Simulation Classroom 

Leads to Fast-Track Employment after Graduation

2017年4月14日 中天新聞

為了降低少子化衝擊，技職學校力拼轉型開闢新生源，紛紛打造情境教室，讓

學生畢業後更順利踏入職場，像高雄一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就把獲贈的除役機

體改造成客艙教室，從客艙服務到緊急逃生教學，學生都能實際演練。讓同學畢業

後能無縫接軌！

影音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waSg-cstpf4 35

▲影音新聞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