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 (民國一○七年創校六十九年)
● 一月
 資處科參加 2018 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在北區賽及全國賽中皆有亮眼
表現，在「雲端 APP 程式設計」項目中，三 33 莊俊偉、王文廷、張家
碩、陳禹丞、鄭姸玫、謝長恩、簡詩萱、二 31 李宜蓁、二 32 李維依等
九人榮獲北區賽高中職組團體總錦標；全國賽中，三 33 張家碩、二 32
李維依榮獲第一名、三 33 王文廷、鄭姸玫、謝長恩榮獲第四名、二 31
李宜蓁榮獲第十名，感謝張家銘老師指導。
 資處科參加「臺北市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歷屆成績都非常優秀，自 103
年起蟬聯四屆冠軍，今年表現更勝以往，榮獲高商組第一名、兩項第二
名、第三名、佳作及團體獎，成績大勝公立學校！
 上海音家餐飲集團前進校園，網羅優質餐飲人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於教學大樓設置「台北推廣教育中心」。
● 二月


觀光科前進韓國進行文化見學，參訪韓國最大觀光集團─哈拿旅遊總社、
韓國觀光公社，與姐妹校瑞逸高校師生交流互動。

● 三月
 餐旅群支援文華東方酒店「臺北米其林指南 2018 晚宴」。
 暑期餐飲產業見學，日本美山町 Homestay 爸爸媽媽回訪育達，與同學
相見歡。
● 四月










時模科黃珮琪強登國際舞台，前進日本東京時裝週，與印尼時尚品牌
(X)S.M.L 合作；表藝科紀欣伶、紀欣伶擔任採訪記錄；多媒科吳俊諺擔
任服裝型錄攝影師。
造型科參加「i-VOUGE 黎明盃國際設計暨藝術大賽」華麗新娘紙圖組、
時尚包頭設計組及「TINA 盃金指獎國際美業競賽」彩妝紙圖創意、甲
片彩繪等共奪 4 冠軍 3 亞軍 3 季軍 1 殿軍 8 佳作，感謝陳蘭梅、沈雅如、
林督墾、張嘉尹老師指導。
餐飲科吳芷雲參加美國聖地牙哥國際蛋糕賽，以作品「人性的戰爭」榮
獲不分層類中間組第一名。
多媒科第七屆、廣設科第一屆畢業聯展《融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
計學系廖偉民教授、鄧建國副教授、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黃文宗教授階
親臨指導、讚不絕口！
競技啦啦隊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榮獲大團體混
合乙組冠軍，感謝尤品涵教練、劉冠駿教練指導。
造型科參加 2018 美國密西根 MNS 國際菁英盃榮獲 10 冠軍 8 亞軍 4 季
軍 1 佳作，感謝林珈榕科主任、余素菁、謝馨樂、沈雅如、楊家柔、許
琪英、林欣賢、林芳伊老師的指導。





造型科蔣玟樺參加青年發展處秀 17「復古新 LOOK」榮獲服裝設計組第
三名。
專訪米其林一星餐廳「明福台菜海產」
，第三代掌廚李修淳就讀餐飲科。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時模科與台灣當代設計師品牌「widson」合作，
16 位同學擔任「文博之夜」動態展演模特兒。
「2018 臺灣文博會」為亞
洲最具思考力的展會，也是設計產業的年度盛事。

● 五月
 五月三日，新生代壁畫創作者─紀人豪，於勤儉樓外牆創作巨幅壁畫《我
們手牽手一起跳躍》完成，並由王育豐董事長代表落款。三月至五月期
間募集全校師生共同為壁畫上色，此作品與創辦人名言相互輝映，將成
為育達最著名的打卡地標。





五月四日，榮獲第五十二屆金鐘獎女主角獎、傑出校友柯淑勤校友返校
演講，分享在育達夜間部就讀的點點滴滴以及演藝圈的經驗。
五月八日，觀光科與旅行公會全聯會、城市科大簽約合作，一條龍產學
合作專班創先例。
五月十四日，「育達大書包」穿堂造景完成。
五月十六日，《育達週刊》榮獲台北市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主編獎」
及「特優」。
五月十八日，臺灣首位完攀世界七頂峰女性江秀真校友返校演講。


● 六月
 餐飲科參加「2018 TUCC 泰國極限廚師廚藝挑戰賽」
，二 82 李傑源榮獲



1 金 1 銅、二 8C 曾莉婷榮獲 1 金 1 銅、二 83 張霈涵榮獲 3 銀，參與 7
個獎項全數獲獎，感謝陳建佑師傅、薛文龍師傅指導！
六月九日，電競戰隊參加「2018 英雄聯盟校際盃」，從 1700 組台港澳
區高中職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亞軍。

● 七月
 七月二日，商經科與富邦人壽、華南永昌證券簽訂策略聯盟。
 一○七學年度「技優保送」
、
「技優甄審」放榜，資處科林紘德錄取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商經科董蕙菁錄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
理系、多媒科陳境錄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等優質大學。
 七月十一日，商經科與上海銀行簽約實習合作，由上海銀行協理暨育達
校友會賴永龍會長代表簽約。

●八月



七月十四日，餐飲科師生支援國宴「2018 原遊會夏夜藝文聯誼活動」，
傑出的表現再次獲得蔡英文總統的關注。
八月二十五日，表演藝術科站上小巨蛋，受邀至「超硬電司趴」舞蹈
演出，與頑童 MJ116 等大咖藝人同台，相當光榮。
八月二十五日，育達電競戰隊赴上海參加「雙城盃 兩岸學生電競交

流賽」榮獲亞軍。


●九月



八月底，餐飲科師生參賽「TCAC 國際廚藝挑戰賽」
，從 7 國 600 多位選
手中脫穎而出，共榮獲 1 小金人 2 金 1 銀 3 銅 1 佳作，感謝西餐陳建
佑師傅指導。



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成立資料處理科「電競專班」。
九月二十一日，北育教師參加「臺北市 107 年度行動研究｣，榮獲佳績
個人獎 2 特優 2 優選 5 佳作，團體獎全臺北市第 2 名，為私立學校第 1
名。
九月二十九日，廣設科三 46 李蓓君、多媒科三 42 顏子晴，參加「2018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活動，作品《百變怪小布》在 1221 件中
榮獲全國特優，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盛大受獎。
九月二十七日，日本福島東稜高校師生一行約 200 人蒞臨北育參訪，
與應日科師生進行臺日交流。

●十月










十月初，北育餐飲科遠赴馬來西亞參加「2018 馬來西亞檳城 Battle of the
chefs」
，勇奪「雙人現場蛋糕裝飾賽」金牌、
「結婚蛋糕組」銀牌、
「結
婚蛋糕組」、「盤飾甜點組」銅牌，大獲全勝！
十月十二日，舉辦迎新演唱會「育達 101」，邀請最狂卡司陣容，主持
人由夏和熙、畢業校友洪詩擔任，藝人謝和弦、小宇宋念宇、愷樂、
吳卓源、蔡佩軒、李杰明、高爾宣、王艷薇與同學們雨中狂歡！
十月十七日，北京教育訪問團 10 位貴賓蒞臨參訪交流。
十月十八日，現任東西全球文創集團執行長暨發行人「李冠毅 Kevin Lee」
蒞校演講，鼓勵同學：
「自在做自己！」、「做好自己的非主流，成為最
獨特的那一個！」
十月三十一日，歌仔戲國寶廖瓊枝老師與薪傳歌仔戲劇團蒞校交流。
十月三十一日，育達小熊鑰匙圈「小育」、「小達」正式亮相，可愛的
小布偶穿上育達的制服及書包，獲得師生一致好評！

●十一月





十一月一日，鄭州教育訪問團 13 位貴賓蒞臨參訪交流。
十一月二日，本校以「青春‧正盛」攝影作品參加教育部主辦的「2018
由你瘋 UNIFORM 制服大賞」榮獲第一名殊榮及觀眾票選最佳人氣獎。
時模科、觀光科及表藝科同學擔任模特兒，並由多媒科同學掌鏡拍攝、
造型科同學擔任梳化妝髮，過程全由同學一手操刀！
十一月九日，傑出校友金鐘影后柯淑勤、登山女王江秀真榮獲教育部

「第十六屆技職教育的天空風雲人物」，專業備受肯定。



十一月二十三日，本校與臺北商業大學締結校際策略聯盟合作簽約儀
式。
十一月二十六日，餐飲科第八屆成果展「八星齊耀」首次走出校外與
業界合作，於「臺北喜來登大飯店」包辦內外場，承辦千人宴席！喜
來登名廚更是破例傳授經典菜餚，六百位學子挑戰中西五星名廚味
蕾！

●十二月

107 學年度全國家事類科技藝競賽勇奪 2 金 1 優勝：幼保科林琬婷勇奪
「教具製作組」金手獎第 10 名，造型科陳佩如勇奪「美顏組」金手獎














第 3 名，造型科簡至妍榮獲「美髮組」優勝，成績亮眼。
107 學年度全國商業類科技藝競賽共奪 4 金、5 優勝、團體第 1 名，在
參賽的 289 間公私立高中職中排名第一：廣設科辛宥融勇奪「商業廣
告組」金手獎第 4 名，多媒科黃珮榕勇奪「商業廣告組」金手獎第 5
名，
「商業廣告組」更奪得團體第 1 名；資處科黃欣怡勇奪「文書處理
組」金手獎第 9 名，資處科陳煜閎勇奪「程式設計組」優勝，資處科
吳孟蓁勇奪「網頁設計組」優勝；餐飲科李傑源勇奪「中餐烹飪組」
金手獎第 5 名，餐飲科簡至秀勇奪「餐飲服務組」優勝；商經科黃晏
貞勇奪「商業簡報組」優勝；應英科周青璇勇奪「職場英文組」優勝。
十二月一日，有著餐飲界奧斯卡美名的「遠東餐廚達人賽」第 11 屆總
決賽指定於本校舉辦，也是第三度與本校合作，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
長大力讚許：「與育達高職合作讓人放心！」
十二月六日，餐飲科應屆畢業生吳芷雲榮獲教育部「第十四屆技職之
光：競賽卓越獎」，獲教育部葉俊榮部長頒獎。
十二月六日，廣設科與全國最大商業圖庫公司「典匠資訊公司」 簽約
合作，同學將前往實習。
十二月六日，應日科與日本靜岡市立清水櫻丘高校進行國際交流。
十二月七日，本校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曾燦金局長有約，與餐飲科同
學一起製作美味的三明治，品嘗餐旅群同學做的手工餅乾、咖啡拉花，
並欣賞競技啦啦隊與表藝科女團「育達甜心」帶來精彩的表演，局長
大讚：「育達高職是一所值得信賴、有好口碑的學校！」學習成果備受
讚許！
十二月十日，Accademia del Lusso 義大利盧索時尚學院蒞校交流，與造
型科、時模科分享時尚雜誌的運作，並為同學進行造型搭配與講評，
對同學未來的職涯規劃有極大幫助。
十二月十一日，河南省教育學會訪問團蒞校參訪。
十二月十三日，餐飲科與應日科合作，共同接待日本岩手縣水沢第一

高等學校，餐飲科師生進行料理交流，應日科同學也擔任國際大使，





協助翻譯接待，讓日本高校師生充分感受到北育的誠意與熱情。
十二月十六日，臺北育達高職歡慶 69 週年校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曾
燦金局長、兄弟校、韓國姐妹校等貴賓到場祝賀；餐飲科烘焙選手特
製創辦人及育達小熊翻糖蛋糕超吸睛，海內外貴賓讚譽有加！
十二月二十二日，啟動電競「競如人生」三分鐘短片原創競賽，多媒
科校友暨公關事務中心職員李瑜熹勇奪第一名，榮獲十萬元獎金。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競技啦啦隊參加由中華民國臺灣競技啦
啦隊協會(CTCA)主辦的「2018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勇奪 5 金 2 銀 3 銅
的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