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 (民國一○六年創校六十八年)
● 一月
 自一月起，聘任第八屆傑出校友吳仁堯律師(民國 87 年國際貿易科畢業，
導師為吳惠君組長)擔任本校法律顧問。
 造型科辦理第二屆畢業學習成果展「初澀」，透過多元媒材的運用呈現
出豐富的題材，展現同學在校三年累積的創造力，其中蘊含的多元觀點、
視野更是令人驚豔！
 時模科與多家知名模特兒經紀公司：伊林娛樂、風暴國際、曼都集團合
作舉辦徵選活動，目前已有二十位同學獲得簽約。
● 二月
 二月十五日於開工典禮當天，由王育豐董事長帶領全體校職同仁揭示本
校大門口全新校牌，期許新的一年育達校運持續蒸蒸日上。
● 三月
 多媒科三 44 李佩霓、三 43 藍紀湄於「105 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商科技藝
競賽」榮獲商業廣告職種第一名、第三名金手獎，保送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互動設計系、文化事業發展系。
 三月十二日，本校承辦臺北市教育局 105 學年度「臺北市高中職博覽會」，
自前置準備、協調到活動當天成效良好，獲得教育局長官一致肯定！
 三月十六日，與萬能科大締結策略聯盟。
 三月二十一日，與文化大學締結策略聯盟。
 三月三十日，與聖約翰大學締結策略聯盟。
 三月三十一日，王美英主任教官榮退。
● 四月
 幼保科傑出校友、黑人范瑋琪雙胞胎「飛飛翔翔」保母小亨堡學姐返校
與幼保科學妹分享幼教工作經驗。
 時模科許文琦、戴紫卉透過 106 年獨立招生考試漂亮錄取模特兒界第一
志願「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模特兒組」。
 競技啦啦隊參加 105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榮獲高中大團
體混合組、高中五人混合組雙料冠軍。
 餐飲科周振文師傅指導俄羅斯女星安妮考取中餐丙級證照，成為全台首
位考取中餐證照的俄羅斯人。
 資處科參加臺北市第 14 屆中小學專題式網頁競賽榮獲兩項第一名、一
項第二名、兩項第三名、六項佳作，成績更勝以往。
 造型科參加美國密西根國際菁英盃榮獲二冠五亞一季一殿二佳作，成績
亮眼。
● 五月
 106 年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推薦之 12 人全數上板，更連
續十年錄取第一志願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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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科曹羽蘋榮獲救國團青年獎章，自三百多位優秀青年中脫穎而出，
成為六十一年來首位獲選的高職生。
時模科陳柏瑋榮獲 2017「聾艷」聽障模特兒選拔賽第一名，即將代表
臺灣遠赴法國巴黎參加國際賽。
觀光科專業教室審核通過「國際航空客運票務」
、
「遊程規劃師認證」專
業考場，成為北北基桃第一所高中職通過認證的學校。

六月
 表藝科參加 2017 臺北市大運主題曲勁舞比賽包辦松山區冠、亞、季軍。
 餐飲科、時模科跨科整合，參加第六屆果雕技能競賽暨國際交流暖身賽，
榮獲冠軍及第三名。多元設科、共用師資、設備、資源，培養第二、第
三專長。
 應英科參加臺北市高中職英語讀者劇場榮獲第一名、第三名及最佳劇本
獎。
 日本交流協會「臺灣高中生赴日留學招募計畫」
，全台僅 15 為合格者，
應日科張玳瑄評選合格，八月即將赴日留學。
 競技啦啦隊參加 2017 世大運表演會暨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榮獲混
雙高中組第一名、四人技巧高中混合組第四、第五名、四人技巧高中混
合甲組第二、三、四名。
● 七月
 餐飲科師生參加「2017 泰國廚藝挑戰賽」，榮獲四銀八銅四佳作。
 造型科參加「秀 17─2017 臺北市青少年創意時尚造型觀摩賽」榮獲最
佳造型獎第一名、第二名；最佳彩妝設計第一名、優選兩項；最佳服裝
設計第三名、優選一項；最佳創意獎，其中「最佳整體造型獎」蟬聯兩
屆冠軍。
 餐飲科參加「2017 臺灣美食展廚藝大賽」榮獲一金二銅，三 81 吳芷雲
榮獲糕點裝飾比賽金牌；三 83 王偉呈榮獲西餐烹調比賽─現場熱盤烹
調(鹿野土雞)組銅牌；三 83 柳飛尚榮獲西餐烹調比賽─現場熱盤烹調
(羊腰部肉)組銅牌。
● 八月
 造型科首次建教合作正式啟動，採「階梯式」建教合作，同學在高一、
高二期間在校接受基礎及專業理論教育，高三進入合作企業接受職業技
能訓練。
● 九月
 多媒科參加「第 18 屆漫筆獎」，三 43 陳境、辛宥融、吳晨綺榮獲高中
組前三名。
 阿基師蒞臨餐飲科高一拜師授藝大典，由劉育仨校長擔任主禮官，帶領
同學向餐飲祖師爺伊尹行祭禮，並由一 81 游舜宇代表高一新生進行宣
誓，再由阿基師與業師群同學進行戴冠儀式，贈予蔥(聰明機靈)、芹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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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認真)勉勵，意義非凡。
餐飲科代表臺灣至韓國首爾參加「2017 韓國 WACS 國際餐飲大賽」偕
同校友共奪七金一銀二銅，三 81 吳芷雲、二 81 林欣平在「結婚蛋糕組」
分別榮獲一金一銀，並共同在「韓式豆沙擠花」榮獲團體二金，表現傑
出。
餐飲科「食育廚房」研發中秋敬師禮「花好月圓月見禮」，「鳳紅莓酥」
外皮揉入天然紅麴粉，內餡以特調黃金比例融合鳳梨餡、冬瓜餡、蔓越
莓果乾，甜而不膩；「太陽花酥」象徵同學熱情明朗的初心，以紅麴為
塔皮、薑黃杏仁為邊、紅薯地瓜為花心，讓老師吃得安心又健康。
姐妹校日本福島東稜高校二度來訪，由五十嵐教頭先生率領 226 位師生
蒞臨，同學準備精彩表演，並帶領福島東稜高校同學參觀校園，相處融
洽。

十月
 幼保科謝依蓉老師榮獲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肯定；林佩蓉老師榮獲臺北
市 106 學年度杏壇芬芳獎。
 資處科畢業校友黃聖淵獲選為《技職教育的天空》第十五輯技職達人，
由母親及妹妹代為參加頒獎典禮。
 加拿大蒙特婁英語教育局 Anne Marie Matheson 局長率領教育團隊蒞臨
交流。
 韓國姐妹校瑞逸高校，由李和泳校長與主任教師、教師及 17 位學生來
訪，觀光科師生熱情接待。
十一月
 造型科參加 2017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榮獲 27 獎(2 冠 3 亞 2 季 20
佳作)，感謝沈雅如老師、余素菁老師、許琪英老師、張嘉尹老師、林
督墾老師指導。
 全球知名 IT 專業考試認證服務商 Certiport 設置原廠認證授權考試中心，
本次新增加的考試項目有：ADOBE 多媒體相關認證、AUTODESK 認證工
程師(進階級、用戶級)、MOS 微軟 OFFICE 專家、MTA 微軟專業應用技
術國際認證、計算機綜合能力全球國際認證。
 餐飲科三 81 吳芷雲參加 2017 Cake International 國際翻糖賽，作品「時
間大盜」榮獲金獎，更奪下 18 歲以下青年組「總冠軍 Best in Show」，
是本屆唯一榮獲總冠軍臺灣人，實為臺灣之光！
 本校教師參加臺北市第 18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榮獲兩件特優、三件優選、三件佳作及團體獎第二名。
 姐妹校韓國瑞逸高校由李和泳校長帶領 17 位師生蒞臨參訪，觀光科師
生熱情接待，擔任瑞逸高校專業導遊，陪伴他們參觀故宮博物院、前往
阿里山欣賞日出。
 日本東京郁文館高校來訪，東京郁文館高校以往都是與高中交流，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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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校交流就選擇本校，應日科同學自高一起扎實的語言訓練、輔導考
照，可以自然地與日本高校同學溝通，並介紹臺灣景點，展現最棒的國
民外交！
多媒科參加 106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三 43 辛宥融、三 43 陳境、
二 42 黃珮榕、三 43 沈靜雅分別榮獲漫畫類第一名、第二名、佳作兩項；
三 43 陳境、三 43 簡怡親、三 43 辛宥融分別榮獲平面設計類第三名兩
項、佳作。
造型科參加第 29 屆首爾國際人類美容與健康奧林匹克大賽，三 98 王品
淳榮獲藝術面具競賽組金牌、校友謝彩琳榮獲晚宴化妝組銀牌，感謝沈
雅如老師、萬能科大顏國華老師指導。
造型科參加第 11 屆 KOBC 韓國國際美容技能大賽，三 96 余珈誼榮獲半
永久性霧眉設計第三名。
本校教師參加體育競賽，表現亮眼：臺北市 106 年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榮獲教師個人雙打第三名、團體第三名；臺北市 106 年教育盃籃球錦標
賽，榮獲男子組第四名； 106 年臺北市教育盃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
榮獲教師男子組第一名，蟬聯四屆冠軍！
田徑隊參加 106 年臺北市中正盃田徑錦標賽，榮獲高中男子組跳遠第一
名、三級跳遠第二名、鉛球第四名、鐵餅第六名、高中女子組 100 公尺
第七名。
男子排球隊參加全國第 38 屆華宗盃排球賽，榮獲男子乙組亞軍。
女子排球隊參加 106 年臺北市教育盃中等學校排球錦標賽，榮獲高中女
子乙組第一名。
餐旅群支援臺北文華東方酒店多場活動，法拉利&藍寶堅尼酒會、LV 高
級珠寶 VIP 晚宴、金馬 54 典禮入圍酒會，與江振誠主廚多次合作，獲
益良多。
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家事類、商業類學生技藝競賽，本校勇奪三金手七
優勝，其中，資處科三 33 林紘德榮獲程式設計組全國第一名金手獎，
感謝張家銘老師指導。

十二月
 本校競技啦啦隊參加 2017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勇奪高中混合團體大組(甲
組)冠軍及雙人技巧、四人技巧、指定動作等四項冠軍、一項亞軍及多
項佳績！感謝劉冠駿教練、尤品涵教練指導。
 資處科、應日科參加資訊月應用技能競賽勇奪 19 獎，數位內容建置(日
文組)蟬聯四屆冠軍，三 74 高諺以一分鐘打 130 自創下歷年紀錄，成該
項目的紀錄保持人。
 廣告設計科首度規劃校外實習，與「2F Studio 貳樓視覺攝影工作室」合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