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 (民國一○四年創校六十六年)
● 一月
 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日間部吳舟蓉主任、陳池旺老師、蔣寶華老師、謝雪莉老師分別服務
屆滿四十年六個月、四十一年六個月、二十七年六個月、二十二年，克盡厥職，犧牲奉獻，於
二月一日榮退，王育豐董事長於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歲末感恩餐會上，特頒贈感謝狀，育達學
生獻花致意，感謝四位教師對學校的傑出貢獻。
● 二月
 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岩手縣水澤第一高等學校理事長佐藤久夫蒞訪，劉育仨校長在應
用日文科楊雅鈴科主任陪同下親自接見，並就雙方日後能夠互相合作，進行學術交流及學生遊
學規劃事宜充分討論，期盼提供應日科學生有更多與日本高中生交流，以及認識異國的求學環
境，也藉此讓學生有學以致用的機會。
● 三月
 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參加一○四學年度大學繁星計畫，錄取國立大學五人、傳統優質大學
十六人，錄取率突破八成。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男子排球隊參加一○四年全國 CONTI 青年盃排球錦標賽，榮獲青年男
子甲組第八名、青年男子乙組第三名，獲頒獎盃乙座，指導教練為林欣賢組長、洪佳宏老師。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二○一五遠東科技大學舉辦「臺灣高中職專題小論文暨作品成果競賽」，
吳美慧老師、陳伸豐老師、陳志遠老師，指導三 35 謝秉翰、楊雅茜、王越強、張文愷、吳亮
億等五位同學，以「轉動人生」主題，榮獲特優獎。
● 四月
 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表演藝術科和 B2 Studio 米兔哥娛樂有限公司簽訂合作意向書。
 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四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放榜，推薦十人全部錄
取優質大學。
日間部
三 46 呂碧蜨錄取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三 75 朱楷樺錄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三 25 董芹妤錄取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三 36 呂岱蓉錄取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三 89 李宜臻錄取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三 34 李哲豪錄取致理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
三 35 賴安葶錄取致理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
三 75 許雅鈴錄取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
三 84 廖千慧錄取萬能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進修學校
三 71 康一正錄取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

五月
 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資料處理科及商業經營科共有二百八十二人通過一○四年電腦軟體應用
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
 一○四年五月二十日，連續兩年獲選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頒證為「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肯定。
 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觀光事業科入圍「二○一五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全國總決
賽分別獲得第三名、第四名、第六名及佳作的成績。
 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承辦臺北市一○三學年度高職學生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應英科勇奪團體

獎第二名暨優勝。
●

六月
 一○四年六月一日，資處科由吳美慧老師、陳伸豐老師及史薏平老師領導的「藝手摺天」團隊
勇奪「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地方人物領袖類」主題金獎。
 一○四年六月十五日，餐飲管理科同學參加「第五屆金蘭盃──就醬做料理」
，三 86 鄭士姚榮
獲個人組佳作，三 83 尤湘婷、二 89 羅靖雅、陳林永榮獲團體組第二名，指導老師為周振文師
傅。

●

七月
 傑出畢業校友、現任桃禧航空城大飯店李三連董事長獲選「技職教育的天空」第十三輯典範人
物。
 表演藝術科聘任傳奇星娛樂總經理、三立電視 MTV 娛樂頻道總監張世明先生擔任技術指導顧
問。
 一○四年七月四日，財經政法大學暨鄭州成功財經學院組成的教育參訪團貴賓蒞訪，河南鄭州
成功財經學院王育華董事長代表王創辦人接待貴賓。來訪的貴賓包括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楊健燕
黨委書記、張樹軍主任及鄭州成功財經學院杜福磊院長、共同學科部李創主任、會計系董紅杰
主任、裴曉濤秘書科長一行，王育華董事長與劉育仨校長率教學行政團隊熱誠歡迎。
八月
 畢業校友(一○三學年度就讀三 44)楊羽傑同學與二 44 林煒倫同學參加「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七○週年繪畫比賽」，分別榮獲特優與佳作的成績，兩位同學的指導老師為寧忠湘教官及陳美
娟老師。
 一○四年八月五日，榮獲 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
一等獎，假大安高工進行績優獲獎學校頒獎。
 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日本新瀉縣佐渡市相川高校及佐渡高校蒞校交流，應用日文科師生熱烈
歡迎。

●

●

九月
 觀光科參加「二○一五全國大觀盃原住民部落觀光遊程設計競賽」
，參賽團隊一路挺進總決賽，
以「原味覺醒‧瘋臺灣」主題作品勇奪全國高中職組第一名。
 一○四年九月七日，一○四學年度新增表演藝術科，並配合科系需求於綜合大樓地下室修建一
間舞蹈/排練教室，落成後王創辦人親自巡視驗收，對教室的設計及施工品質表示滿意。
 一○四年九月三日，時尚模特兒科二 91 曲高慶勇奪 2015 凱渥夢幻之星冠軍、二 91 戴紫卉榮
獲伊林璀璨之星國民美少女季軍、三 92 劉邦妮榮獲 Men's Uno 廣告明星最佳潛力新秀獎。
 一○四年九月十八日，時尚模特兒科與時尚造型科和臺灣資生堂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時尚造型科參加「二○一五年 TINA 第六屆國際美甲競賽」獲得佳績，
三 97 程虹瓷榮獲「美甲彩繪設計圖組」亞軍、三 97 張碩芳和程虹瓷分別榮獲「甲片混搭組」
亞軍及第五名；三 96 楊媁晴、三 97 劉芷軒、三 96 張育綺分別榮獲「甲片貼鑽組」亞軍、第
四名和第五名，指導老師皆為陳蘭梅老師。

●

十月
 餐飲管理科參加由臺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主辦的「二○一五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識競賽」，三
89 李季霆、鄭詠馨、鄭亞歆及蔡宜宸同學組隊參賽，榮獲大賽第二名，並於十月六日前往臺北






市政府接受柯文哲市長親自頒獎，王育豐董事長特別約見參賽師生，嘉勉大家為了北育爭取光
榮。
一○四年十月七日，餐飲科三 89 羅靖雅參加 2015 美饌第四屆美食藝術大展榮獲金牌肯定，三
89 李蕙心參加 2015 城市盃創意絲瓜料理競賽榮獲亞軍。王育豐董事長特別約見勉勵同學。
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傑出校友桃禧航空城酒店李三連董事長出席｢技職教育的天空第十三輯
新書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家長代表大會於十月二十三日晚間假大禮堂召開，會中並投票通過
楊青山先生擔任家長會會長、吳松柏先生擔任副會長。
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一○四年度語文競賽，成績優異，得獎名單如下：
三 42 鄭蕙儀同學榮獲閩南語朗讀比賽第一名，指導老師為陳財貴老師。二 61 顏瑀同學榮獲魯凱族語朗讀比賽第
一名，三 06 陳厚傑同學榮獲太魯閣族語朗讀比賽第一名，三 08 施羽辰同學榮獲雅美達悟族語朗讀比賽第一名，
三 52 游若婷同學榮獲賽考利克泰雅族語朗讀比賽第二名，三 91 高錦坣同學榮獲賽考利克泰雅族語朗讀比賽第三
名，二 16 許健元同學榮獲南排灣族語朗讀比賽第五名，指導老師為高月娟老師。



●

多媒科參加教育部「臺灣女孩亮起來，展現自信靚風采」繪畫比賽獲得佳績，三 44 曹雅芳同
學榮獲高中職組第一名，二 44 蘇桑尼同學、許筠婕同學榮獲高中職組佳作，指導老師為黃昱
幃老師。

十一月
 十一月二日參加「臺北市一○四年度高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頒獎典禮與觀摩」
，榮獲一項特優、
九項佳作。
得獎名單如下：
【特優】
國文學習檔案
三 11 江妍德，指導老師為洪阿李老師
【佳作】
生涯學習檔案
二 41 馮芝聿，指導老師為洪阿李老師
二 8A 江庭瑜，指導老師為連艾寧老師
二 61 解品瑄，指導老師為彭美珍、茹義老師
三 11 賴季汝，指導老師為洪阿李老師
國文學習檔案
二 74 黃汶宣，指導老師為洪阿李老師
二 91 姚郁萱，指導老師為李曉喬老師
三 44 徐

薇，指導老師為廖雪君老師

三 41 何欣蓉，指導老師為吳麗娃老師
三 24 鄭伃庭，指導老師為游麗卿老師






一○四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教育廳訪問團蒞校參訪，由河南省教育廳副廳長任鋒率領，隨行
的有：河南省教育廳辦公室副主任王飛、河南省高校後勤管理中心主任宋振、河南機電職業學
院副院長魯俊民等四人，劉育仨校長率領單位主管於校門口迎接。
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享有台灣餐廚界奧斯卡美譽的「遠東餐廚達人賽」特別選定於本校舉辦，
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親自蒞臨參加頒獎典禮。
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餐飲管理科三 86 林宜欣參加 2015 年第一屆 CHSDA『城市金侍獎』
比賽，榮獲金侍獎肯定。

●

十二月
 時尚造型科參加由中華時尚美容協會舉辦的「2015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競賽大會」成績優異，
榮獲冠軍一座、亞軍三座、季軍一座、殿軍七座、團體技術優勝獎。
得獎名單如下：
晶鑽彩繪靜態作品組：二 96 蕭羽絜榮獲冠軍，指導老師為林珈榕老師；三 96 楊媁晴榮獲亞軍，指導老師為林珈
榕老師；二 97 陳亭君榮獲季軍，指導老師；二 96 林佩陵榮獲殿軍，指導老師為林珈榕老師；二 96 江佳紋榮獲
殿軍，指導老師為林珈榕老師；二 98 施穎伶榮獲殿軍，指導老師為余素菁老師。
蝶古巴特靜態(安全帽)組：二 96 陳潔萱榮獲亞軍，指導老師為林珈榕老師。
標準冷燙靜態組：一 96 黃惠玲榮獲殿軍，指導老師為楊家柔老師；二 96 許喻涵榮獲殿軍，指導老師為張家瑄老
師。
光療凝膠彩繪組：二 96 許家瑀榮獲殿軍，指導老師為陳蘭梅老師。
芭比娃娃禮服組：三 97 程虹瓷榮獲亞軍，指導老師為林珈榕老師。
少女化妝現場組：二 96 林冠宏榮獲殿軍，指導老師為林珈榕老師。二 98 鄭心瑜榮獲技藝精湛獎，指導老師為余
素菁老師。







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競技啦啦隊參加「二○一五全國競技啦啦隊錦標賽」，榮獲四人雙組
混合技巧高中組第一名及第二名、四人單組混合技巧高中組第二名及第六名、雙人單組混合技
巧高中組第二名，成績斐然。
資料處理科參加「第六屆簡報達人頂尖新秀爭霸戰」全國賽─國際簡報達人 2013 版本：一 31
陳詩韻榮獲第二名、一 31 楊薏甄榮獲第五名、一 33 葉家宜榮獲第七名、一 31 楊高明榮獲第
九名。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六分，育達教育文化事業王創辦人廣亞博士逝世，與世長辭，師生同
表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