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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歡慶22週年校慶暨運動大會
─在地深耕，綻放國際
The 22nd NKUHT Anniversary & Sports Day Celebration:
Growing Local Roots, Branches Spreading Over the World.

▲校慶創意啦啦舞比賽。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於2018年3月30日歡慶22週年校慶，本屆校慶暨運
動大會的主軸定為「在地深耕，綻放國際」。校慶貴賓雲集，邀請到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王進焱副局長、陸軍步兵訓
練指揮部政戰主任吳俊一上校、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劉
育仨校長、臺中市明道高級中學林雯琪副校長、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就業創
業指導中心周曉副主任等一行6人與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友會全球總會陳宏
志理事長等9人。
（接續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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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今年的活動秉持過往的優良傳統，有各學系師生創意進場、表揚資深優
良教職員工及校務基金人員、頒發本校107年2位傑出校友-中臺科技大學食
品科技系呂哲維助理教授及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李國溢主任，更特別邀請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之體幹班表演國軍體能戰
技，其展現軍民一家親之風範。緊接而來則是本校師生精心籌劃之創意啦啦
舞比賽，充分表現本校學生不只是學術、實務強，創意與體能亦是一等一，
與會國內、外貴賓無不驚嘆連連；此外，亦有園遊會、高中部百公尺決賽、
大隊接力決賽、拔河決賽，大學部拔河決賽與大隊接力決賽等活動，精彩無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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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林玥秀校長於今日校慶活動致詞表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已經22
歲了，今年高教深耕本校得到政府許多挹注，會繼續發揮本校在社會中的應
盡之責任，將來本校會持續深化本校特色，運用高較深耕的創新教學策略來
翻轉、深化本校之專業化與人文化辦校理念；在企業化辦校理念上，則要透
過產學營運總中心讓本校在企業與技職教育領域更加深化，提高本校於全球
觀光與餐旅產業的貢獻。在國際化上，本校更要透過在地深耕，於國際上綻
放，國際化這條路線非常清楚，未來5年本校期望能夠進入全球有關餐旅觀光
領域學校QS排名TOP10。本校以學生為本，教育為主，師生幸福。敬祝高餐
大生日快樂！」高餐大將秉持優良傳統，放眼未來，繼續努力、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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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2018日本海外實習業界訪台面試甄選，
深根專業實力、拓展國際視野
2018 Japanese Overseas Internship Employers Hold
Recruitment Interviews at NKUHT: Overseas Interns to Gain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World View.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為能讓本校學生於職場環境中適應與發展，努力提供
學生與業界就業發展道路，本校國際事務處與國際學院應用日語系於今
(107)年3月7日及8日，特別邀請日本實習合作業界共11家單位，沖繩残波
岬飯店、北九州八幡飯店、溫泉天祥飯店、大隅觀光、岡田飯店、箱根小涌
園、太閣員株式會社、共立飯店、王子飯店、圓山莊飯店及阪急阪神飯店的
業者們一同於本校第二實習大樓1樓辦理聯合實習暨就業面試甄選活動。參
與面試實習活動的現場相當熱絡，本次甄選活動成功讓本校學生的餐旅專業
與國際化能力充分展現。
為使學生專業知能有效與實際職場銜接，本校課程特別設立海外實習的
機會，學生於二年級即可開始報名選擇參與國內或海外，與本校有合作關係
之飯店、餐廳、學校等交換單位進行面試，同學們無不希望把握機會爭取到
心中的第一志願實習地點。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學生亦迎接畢業季的來臨，學
校同時亦安排應屆畢業生與上述日本業者就業面試甄選，共同攜手為餐旅產
業致力於培育餐旅專業新星及拓展未來新鮮人國際觀。

▲日本實習暨就業面試業者與高餐大師長合影。
（接續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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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日本實習暨就業面試開始至今已辦理18年，學生在日本實習企業中除了
能得到企業完善的實習規畫安排外，更能在職場中展現出實際之學習成效與
優良的表現。歷屆高餐大學生的優秀表現已奠定至今長久以來合作的橋梁。
今年相較去年新增實習業合作單位合計共十一家業者，透過本次活動媒合機
制親自與學生面試，招攬本校優秀人才前往日本實習與就業希望透過海外的
實務工作經驗，不僅能透過實務與理論的結合學習，及培養跨國企業團隊合
作能力，更拓展國際視野，了解及欣賞各國風情文化差異，使學生的專業表
現成為國際化指標。
本次活動共有53位學生
踴躍報名，從報名資料的準
備到嚴格面試關卡的突破，
學生們除了在日語能力必須
至少N3以上，各展所長的呈
現出最好的表現，期待自己
能成為業界最棒的選擇。而
除了語言所學的成就表現，
平常學校更也教導要注意個
人服儀、態度等舉手投足都
是不容忽視的禮節，讓學生
在職場中展現自己個人的專
業能力與軟實力！

▲日本王子飯店郵井上畫期總支配人帶領共4位主管蒞校面試。

沈進成副校長對此次活動表示：「台灣與日本的文化、地緣關係相近，
期待透過學校與企業的相互合作下，由日本各企業單位永久、長遠的經營文
化能帶領學生學習與成長，並感謝各業者對於目前實習學生的照顧，及未來
對實習學生的安排。也期待本校日後與各家日本實習單位的合作能有更進一
步的成長，讓實習人數增加為60位，就業人數能新增為30位的目標努力，
大家能夠一起在餐旅服務產業中繼續順利合作！」王美蓉副校長表示：「非
常歡迎各位業者們的遠程到來，也感謝各家業者提供機會讓我校學生能赴日
本學習該公司企業精神及文化，期許各位學生也能努力爭取到海外實習及就
業機會」；劉喜臨副校長表示：「非常歡迎各位業者們的遠程蒞臨，高雄餐
旅大學不僅是各位的第二個家，更是一個溫暖、完整的家，業者對待我們的
學生如同父母般的照顧，而從高餐大挑選的學生各個都是品質保證，讓我們
大家一起攜手為餐旅產業創造更專業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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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餐大舉辦國際美食名廚模擬暨廚藝競賽研習會
NKUHT Holds International Cuisine Chef Simulation &
Cooking Competition Seminar.
烹飪趨勢近年從學科理念課程變為廚藝實務訓練新路線，如新世紀烹飪
廚藝課程，將理念與實務結合，為培育國內年輕學生對專業廚藝方面的堅持
，同時具備創新思考潛力之優秀年輕廚師，加深學生對於國際廚藝競賽之規
範及認識，鼓勵其不斷精進廚藝、提升專業廚藝能力，藉由現場模擬競賽提
升學生廚藝之水平，讓學生瞭解國際廚藝競賽參與及臨場反應，並進一步培
育學生廚藝的研發力及抗壓力，激發學生對廚藝專業性的發展空間，將內場
廚藝與外場服務內外雙修的效果達到專業廚藝的養成，培養具有國際觀之餐
旅廚藝人才。
為促進年輕學生廚師做進一步
的廚藝交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
飲管理系賴顧賢老師於107年3月
24日至26日假本校第一實習大樓7
樓實習餐廳舉辦國內大專校院在學
年輕學生廚師國際美食名廚模擬暨
廚藝競賽研習會，特邀世界廚師協
會認證之國際知名評審蒞校示範及
模擬競賽。世界廚藝協會國際級廚
藝裁判Adolf Tan、Shanli BY Ong
及王聰明師傅蒞校親自指導分享經
驗與評定模擬競賽，以增進大專校
院年輕學生廚藝能力和創意技巧。

▲高餐大舉辦國際美食名廚模擬暨競賽研習會合影。

Adolf Tan深具豐富的廚藝經驗，現為新加坡Resort World行政副主廚；
Shanli BY Ong為馬來西亞ASIAPRO CHEF SDN BHD創辦人；曾榮獲亞洲最
佳廚師台中福華大飯店王聰明西餐主廚；三位世界廚師協會（WACS）評審
均致力於烹飪藝術推廣、競賽規劃、擔任評審，鼓勵及幫助年輕廚師參與廚
藝競賽活動。此次模擬廚藝競賽及研習會活動可視為新加坡2018 FHA的國內
模擬賽事，三位國際級裁判透過演講及現場示範方式，並藉由模擬競賽方式
，請評審給予現場參賽選手的成品講評及提出具體修正建議，期許國內年輕
學生廚師更能發揮廚藝創造力，給予國內年輕學生準備及挑戰即將於四月份
舉辦的新加坡2018 FHA賽事修正方向，代表臺灣獲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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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脫圖書館，悠遊e資源小宇宙：
到圖資館尋找All Pass星！
Library escape adventure through browsing the microcosm of
digital resources: search for the All Pass Stars!
每年校慶前3天，圖書資訊館都會在館外辦理書展相關活動，由於科技
日新月異，資訊種類多元，讀者閱讀或找尋資料的習慣也不盡相同。今年圖
資館改變以往辦理書展的形式，仍是走出館外，在與讀者更近的距離和師生
一起玩資訊。

3月27日至29日館員在館外放置3個寶箱，透過簡單解密碼開寶箱的小
遊戲拉開序幕，打開寶箱認識電子資源即可獲得每道寶箱的線索。現場邀請
各電子資源廠商講師擔任關主，除讓師生認識各類資源，更可直接與專家互
動。此外，為讓讀者快速掌握查檢多元資訊的方法，圖資館為大家打造一座
｢e資源小宇宙概念模型｣，將抽象的雲端資源具體呈現在大家面前，師生透
過這座模型很快瞭解文章、期刊或圖書查檢相互關係，以及如何利用資訊服
務探索系統和ERMG系統，查找實體或雲端書庫各個種類的資訊。

All Pass

◀
資本
源校
小圖
宇資
宙館
：於
到校
圖慶
資前
館夕
尋舉
找辦
「
逃
脫
圖
星書
」館
活，
動悠
。遊
ｅ
（接續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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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3天的活動，圖資館門口就是密室逃脫的現場，館員以今年南亞東協展
覽的元素，設計開啟寶箱的活動，同學通過貨幣爬梯、國家文字計數與古地
圖找數字等題目，解題獲得開寶箱密碼鎖的數字，最後取得開啟館內藏寶箱
的3道線索，打開寶箱即可獲得寶藏及館員手工親製的ALL PASS星，獲得來
自圖資館滿滿的祝福。館員也透過這樣近距離與師生互動的機會，更瞭解讀
者實際需求，也希望師生的參與，能提升大家的資訊素養、掌握資源訊息，
更能得心應手應用資訊、享受資源的便利。

▲爬格子破解密碼開寶箱。
▲具體化的概念模型，快速掌握e資源連結關係。

▲考試All Pass，事事All Pass。
▲解開藏寶圖訊息，獲得寶藏也認識e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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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日語系龍兄虎弟
The Xie Brothers have a Great Enthusiasm for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Japanese, NKUHT.
撰稿：應用日語系王珍妮老師

▲左為哥哥謝宗運，右為弟弟謝維哲。

106學年度應日系出現了一對兄弟檔，哥哥謝宗運是大四，弟弟謝維哲
是大一。兩兄弟的神貌迥異，若非被告知，很難聯想是兄弟。宗運白皙俊美
，維哲黝黑壯碩，不過兩兄弟都得到父母的優良基因，身高都是183公分，
在同學當中相當醒目突出。
（接續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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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一版）

雖然外型屬不同類型，但畢竟是兄弟，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宗運是第七
屆應日系系學會會長，維哲則是現任第十屆系學會會長。記得哥哥任會長期
間，辦理了高中職體驗高餐大學生活的夏令營，弟弟維哲就曾報名參加。藉
由瞭解高餐大的校園生活，心生羨慕嚮往，自高一起就立志以高餐為目標，
終於在去年9月如願以償，考進高餐而且和哥哥一樣就讀應日系。看到哥哥為
應日系的努力付出，維哲也極力爭取系會長一職，想把應日系營造為向心力
超強的「應日Family」，遂獲得全系肯定榮膺會長，目前正熱血奮鬥中。
除了熱心服務，兄弟倆幼年時期曾有短暫在日本生活的經驗，兩人都愛
日本料理，尤其是壽司，是他們的最愛。壯碩魁梧的維哲也愛拉麵。維哲的
壯碩是因自小勤練跆拳道，而造就了他的體魄，一路廝殺過來，戰果輝煌，
獲獎無數，家中掛滿了各式獎牌和獎盃。相信在武藝競賽的過程中，也培養
了他堅毅的信念和決心。
哥哥宗運在大三時赴日本交換留學，課餘在飯店實習。原本就有純熟的
日語表達能力，經過一年的日本校園生活及業界的歷練，使他談吐之間更加
流露出游刃有餘的度量，受到業者青睞，日前很順利地錄取日本阪急飯店系
統，畢業兵役後即將在日本就業。
他們的父母肯定高餐的辦學，新生家長說明會時都來參加，也放心的把
孩子交給學校。好的兄長帶動了下面的弟妹，父母功不可沒。期待兄弟倆前
程似錦，成為高餐的榮耀。

▲左為哥哥謝宗運，右為弟弟謝維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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