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人：于賢華
108 年 2 月第 02 期

中心公告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108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實施計畫
發文日期：108 年 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新北淡高實字第 1089240578 號
主旨：檢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 108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複賽實施計畫」1 份，敬祈貴
校協助代轉公告周知，並惠請餐旅群相關課程任課教師鼓勵學生踴躍報名參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科中心 108 年工作計畫辦理。
二、為推廣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每校至少薦送 1 件作品(專題組或創意組)，每校專題組至多薦
送 6 件及創意組至多薦送 6 件作品(日間部、夜間部、進修學校及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合併計算)。
三、實施計畫及相關附件(請務必點選連結下載)；請務必依規定辦理報名事宜，所有資料須符合
相關規定，違反規定者即取消參賽資格不列入評比。
四、採紙本報名並請線上登錄報名資料，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截止收件，以郵戳為
憑(其他寄件方式以寄件日為憑)，逾時不受理。
五、108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於餐旅群科中心資訊網公告複賽入選名單。
六、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計畫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及本中心隨
時補充、修正後公佈，請注意本中心網站最新公告。
七、競賽相關事宜如有任何疑義請洽專案助理何心盈小姐及王重乃先生，電話(02)2623-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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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查餐旅群各科推行專業相關乙級證照之概況，請惠予轉知貴校餐旅

群各科科主任務必上網填寫調查表，敬請協助辦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7 日
發文字號：新北淡高實字第 1089240458 號
主旨：為調查餐旅群各科推行專業相關乙級證照之概況，請惠予轉知貴校餐旅群各科科主任務必
上網填寫調查表，敬請協助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科中心 108 年工作計畫辦理。
二、為能廣泛蒐集意見，彙整後呈報反映，敬請轉知貴校所有餐旅群科主任務必於 108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前至餐旅群科中心網站(http://shcedu.blogspot.tw/)最新消息點選連結並以科為單位填寫
調查表。
三、相關事宜如有疑義請洽本案專任助理何心盈小姐或王重乃先生，聯絡電話(02)2623-3664。
四、調查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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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暖冬遊帶動勞動力

住宿業大舉徵才

勞動部今天表示，暖冬遊政策帶動消費，更帶動就業市場的勞動力。根據統計，住宿業去年
12 月的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3088 人，較前一年同期增加 18.40%，求才人數創近 3 年同期新高。
行政院主計總處今天公布國內 107 年 12 月失業率為 3.66%，較 107 年 11 月 3.70%下降 0.04
個百分點，與前一年同月持平。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今天發出新聞稿表示，「台灣就業通」就業服務資料庫統計，107 年 12
月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新登記求職人數總計 4 萬 8440 人，較 11 月減少 5.15%，新登記求才人數
為 7 萬 5529 人，較 11 月減少 20.41%，平均每一位求職者有 1.56 個工作機會。
發展署說，年底廠商徵才轉趨保守，不過相較於前一年同期，「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與「住宿及餐飲業」徵才人數仍有成長。
發展署指出，尤其住宿業，受到跨年與暖冬方案的加持，107 年 12 月的新登記求才人數為
3088 人，較前一年同期增加 18.40%，求才人數創下近 3 年同期新高，且「住宿業」有近 4 成的
職缺集中在台南市（占 20.21%）、高雄市（占 19.11%），而近 1 成 7 在台北市（占 16.65%）。
發展署表示，去年 12 月合計暖冬遊的 5 個縣市（宜花東高屏）的「住宿及餐飲業」職缺，較
前一年同期成長 10.74%，優於全台各縣市的成長率（5.62%）。
1 月起，暖冬遊擴大補助，加上春節旺季來臨，更是帶動求才熱潮，發展署說，目前已經有
許多住宿業者在台灣就業通網站大舉徵才。
像是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急徵 150 位房務部 PT 人員，主要協助飯店在農曆年節期
間房間房務整理；礁溪長榮鳳凰酒店大舉釋出客務接待員、房務助理、休閒活動指導員、人資專
員、精品店銷售員等各式職缺；遠雄悅來大飯店、礁溪兆品酒店、君鴻國際酒店、蘭城晶英酒
店、華園飯店、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等也在積極徵才中。
2019.1.22 TVBS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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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購物停看聽!勿信誇大食品廣告!
新年除舊歲，家家慶團圓。春節假期開始，正是採買年貨及購物犒賞自己和家人的時機，各
大賣場紛紛祭出各式各樣的年節商品及誘人的新春特惠折扣，而五花八門又標榜功效的促銷廣
告，真的有效嗎？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呼籲民眾切勿輕信誇大不實的違規廣告，以
免破財又傷身。
凡是廣告內容太神奇、太吸引人的，務必「停看聽」：停-冷靜思考是否確實有需要及對健康
是否有幫助；看-閱讀包裝標示上之相關資訊；聽-請教醫師或營養師等專業人員之建議，才能正
確選購食用真正對自身狀況有助益的產品。
食藥署再次呼籲民眾，食品僅提供人體所需之營養素及熱量；化粧品僅施於人體外部修飾容
貌等，並不具任何療效，如有身體不適的情形，應儘速尋求正規之醫療管道就醫。另，食藥署也
將違規廣告資訊公布於「違規食品、藥物、化粧品廣告民眾查詢系統」（網址:
http://pmds.fda.gov.tw/illegalad/），有關涉嫌違規之國外網站廣告也可在「食藥膨風廣告專區」（網
址:http://www.fda.gov.tw/TC/news.aspx?cid=5085）查詢，做為選購產品之參考，以維護自身健康及
消費權益。
2019.1.2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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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菜如何選? 6 大口訣吃出健康過好年
農曆春節將至，在春節假期中，親朋好友相聚圍爐吃年菜為國人重要習俗之一，然而，在年
節歡樂的氛圍烘托下，常會不自覺的飲食過量，除了攝取了超標的熱量外，也提高罹患肥胖等相
關疾病的風險。佛跳牆、雞湯、蹄膀、糖醋魚、獅子頭、米糕及八寶芋泥等皆為常見的傳統年
菜，這些菜色的共通點為以油炸、油煎、糖醋、勾芡、多糖及多醬汁等方式料理，換算下來，一
餐攝取的熱量可能超過 2,600 大卡（附件 1）；以一般體重 60 公斤之靜態工作者來說，一餐所需熱
量約 700 大卡，吃一頓年夜飯所額外攝取的熱量，需至少得跑操場 103 圈（約 31 公里），若年節
期間（以 9 天計算）毫無節制，估算會讓體重增加約 2.2 公斤（附件 2），得要從台北出發騎腳踏
車環島經過屏東後到達花蓮為止，才可消耗 9 天來累積的多餘熱量（以每小時 10 公里的速度，需
騎約 713 公里）。因此建議民眾不論是自行準備或上館子用餐，圍爐吃年菜可選擇少油炸、少糖、
少鹽、多纖維的菜色，並可參考「我的餐盤」均衡飲食圖像及口訣，以避免食用過量。此外，國
民健康署也提供民眾 6 項技巧，讓民眾在農曆春節期間吃得營養均衡無負擔，健康開心樂過年，
豬年諸事順利。
技巧 1、全榖雜糧多選原態
全穀雜糧類建議每餐以 1.5 個拳頭大小的份量為食用基準，建議選擇富含維生素、礦物
質及膳食纖維等「維持原態」的全榖雜糧類，如糙米、全麥麵、芋頭、南瓜、山藥及紅豆等，而
年菜中常見的米糕、八寶芋泥等，通常額外添加許多油脂和糖製作，建議酌量攝取即可。
技巧 2、年年有餘減少加工
豆魚蛋肉類建議每餐大約 1 掌心大小及厚度之份量，而份量較大的年菜，如豬肋排、全
雞等，建議民眾可以與親朋好友共享，或將 1 餐分成 2 餐食用，以避免過量。菜色選擇時，建議
以脂肪含量較低的鮮蝦、海參、花枝、牛腱肉、雞肉等，取代蹄膀、東坡肉等；以天然食材取代
高熱量、高鹽、高油之肉類加工製品，例如獅子頭等，也建議減少煙燻、鹽漬或以亞硝酸鹽加工
的臘肉、香腸等，避免不當添加物的攝取及罹患腸癌的風險。.
技巧 3、蒸煮涼拌搭配堅果
菜色盡量選擇蒸、煮、涼拌等佳餚，避免油炸、糖醋、燴等菜色，例如以清蒸魚取代糖
醋魚、紹興醉雞取代脆皮炸雞，或是挑掉炸衣，以減少攝取過量油脂；解凍後的湯品，可將上層
凝固油脂除掉後再加熱以減少油脂的攝取。另外，每餐可選擇搭配大約 1 個「大拇指節」（約 1 茶
匙）的堅果種子為開胃菜或飯後點心，如杏仁果 2 粒、腰果 2 粒或核桃仁 1 粒。
技巧 4、多添蔬菜補足纖維
每餐蔬菜攝取量以 1.5 個拳頭大小的份量為食用基準，因此選擇年菜時，建議多挑選 2
至 3 道蔬食或半蔬食菜色，也可準備新鮮蔬菜，適量加入肉品或湯品年菜中，例如：燉品可加入
蘿蔔一同燉煮；鍋品則可加入茼蒿、高麗菜、香菇、金針菇；肉品則可加入燙熟的芥菜、花椰
菜、青江菜盤飾，或以青椒、筍片拌炒，不但可以增加膳食纖維，且可以增加飽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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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5、當季水果大桔大利
每餐水果攝取量大約 1 個拳頭大，建議以當季新鮮水果（如柑橘、小番茄、葡萄、蓮
霧、草莓）取代過年常吃的芒果青、水果風味軟糖、牛軋糖等零食。水果中富含維生素（如維生
素 A、C、E 等）及膳食纖維，可以促進腸胃蠕動、預防便祕、增加飽足感、增強免疫力等，達到
預防疾病、增進健康的效果。
技巧 6、多喝開水無糖飲料
口渴時喝白開水最健康，另每日建議喝 1.5～2 杯原味乳。因含糖飲料中添加大量糖，使
用的配料（粉圓、芋圓、粉條、布丁等）也多含有糖分，過量攝取會提高造成肥胖及罹患糖尿病
等疾病的風險，建議多以白開水、無糖飲品或原味乳（鮮乳、原味保久乳等）取代含糖飲料。原
味乳富含鈣質、蛋白質及多種維生素等，因此建議每日應攝取至少 1.5～2 杯的原味乳（每杯 240
毫升）；調味乳品常含有外加糖及其他食品添加物等，故原味乳品為較優質的乳品選擇。
國民健康署也提醒民眾，不妨利用春節期間，相約親朋好友出外走春、拜年，可利用散步或
是騎腳踏車等，增加身體活動量，並能消耗多餘的熱量。也鼓勵民眾將「我的餐盤」均衡飲食圖
像及口訣應用於年菜上，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三餐中。祝全國民眾「家家戶戶喜洋洋 事事順心迎豬
年」。
2019.1.25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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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國旅暖冬遊持續加溫 補助經費申請超過一半 民眾可把握最後優惠
機會
延續去年 11 月「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方案帶來國人旅遊熱潮創造新臺幣(下同)47 億元
觀光效益，交通部觀光局今(108)年 1 月 1 日起至春節前 1 月 31 日止推動執行「擴大國旅暖冬遊
方案」。針對媒體報導「經費用不到一半 擴大暖冬現疲態」，交通部觀光局表示，隨著寒假來臨，
擴大國旅暖冬遊住宿優惠活動持續加溫，旅宿業申請補助案件比一月中旬前快速成長，截至 1 月
24 日止申請補助逾 45 萬房，計有超過 105 萬人次旅客使用住宿優惠，申請補助金額逾 6 億元，
已超過一半以上，初估創造觀光效益亦逾 37 億元。另外在團體旅遊部分亦有近 500 團旅行團申請
補助，參團人數約 2 萬 2 千人,申請補助金額逾 1,500 萬元，初估亦創造逾 1 億元觀光效益。
交通部觀光局表示，「擴大國旅暖冬遊方案」活動，係基於國人國內旅遊一日遊比例超過九
成，為能鼓勵更多國人安排深度在地旅遊，體驗在地文化與美食及活絡各縣市產業經濟，除對 60
歲(含)以上樂齡族群之加碼補助外，亦首次增加青年及親子族群作為加碼補助對象，期藉此擴大
方案帶來國旅熱潮，並為地方帶動旅遊動力，希望國人不拘團遊或自由行形式，均能安排前往各
縣市具有在地特色之景點旅遊。自活動實施以來，民眾及業者反映熱烈，旅宿業者及旅行業者亦
對政府在活絡國旅市場之政策多予肯定，各業者在住房率或業績上多有大幅上升，已創造業者與
民眾雙贏之效果。惟隨著擴大國旅暖冬遊優惠活動即將於 1 月 31 日結束，交通部觀光局還是鼓勵
民眾可把握最後優惠補助機會安排出遊。
推動振興國內旅遊，創造各地產業經濟之發展，是目前政府積極推動之重大政策，交通部觀
光局表示，該局亦將檢討推動補助之成效，並就蔡總統指示推動常態性國旅補助，未來將與各縣
市政府研議共同推動淡季之旅遊補助，以帶動地方整體旅遊及產業經濟之發展。
2019.1.25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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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園地
☞技專特殊選才招生放榜 不看指考或學測成績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招生放榜，不採學測、統測及指考成績，著重考生多元專
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或成就，分別設有「青年儲蓄帳戶組｣及「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
｣，共提供 703 個招生名額。
「青年儲蓄帳戶組」提供 106 年度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的「青年就業領航計
畫」或「青年體驗學習計畫」且完成 2 年計畫者青年申請參加。「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提供符
合招生校系所訂定之專業領域、特殊技能、經歷、專長或成就之學生選擇參加。
本學年度上網完成登記志願者（參加分發人數）計 279 人，經分發錄取 181 人(青年儲蓄帳戶
組 63 人、技職特才及實驗教育組 118 人)，分發錄取率為 64.9%，結果已公告於在技專校院招生
委員會聯合會。
教育部舉例，技高就學階段多益成績達到 945 分錄取應用外語系、自行創立個人工作室並與
業界合作共同設計作品，參與多國比賽獲得優異成績錄取工業設計系，或自行開發手機 APP 具
5000 次以上使用，結合語言專長開發語音即時譯錄取資訊工程系。
透過青年儲蓄帳戶組之入學管道，青年可以轉換到適合自己性向與志趣的科系就讀。依據分
發錄取結果，在專業群(職業)科 50 人中，有 22 名青年原畢業科組別與新分發錄取系科組學程不
同。如甲生原畢業科組別為國際貿易科，於職場中擔任婚禮企畫，錄取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顯現經過本方案提供的職涯試探機會，青年更加瞭解到個人興趣與志向，並將於計畫完成後回流
大學就讀。
另外也有青年經由本方案更加確立自己未來發展方向，如乙生為化工科畢業，於科技公司擔
任製程工程師，錄取化學工程學系，顯現青年們在實際的職業生涯後更加瞭解自己，透過特殊選
才管道進入到適合自己性向與志趣的科系就讀，並且儲備自己未來接受高等教育及發展經費。
教育部特別提醒，分發錄取生必須於 108 年 1 月 30 日 12:00 前，依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
辦理報到。已辦理完成報到手續之錄取生一律不得再參加本學年度等各項聯合招生作業。相關招
生訊息請至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網站查詢。
2019.1.25 技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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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108 年度相關競賽日程
競賽名稱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寄發准考證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108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日期
108.03.27(三)
108.05.04(六)~05.05(日)
108.05.09(四)~05.11(六)

☞107 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各科試題與參考答案公告

共同科目

餐旅群

科目

試題

公告答案

國文科

試題

答案

英文科

試題

答案

數學科-數學(B)

試題

答案

專業科目(一)

試題

答案

專業科目(二)

試題

答案

本群(類)別各科目成績組距

更多消息請見餐旅群科中心資訊網(http://shcedu.blogspot.tw/)及
Facebook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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