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科大串連苗栗產官學界 振興在地農創事業 

 

育達科大串連地區產官學界，辦理農創產業全方位增能培訓系列課程，8 月 24 日由黃榮鵬校長

（中）主持始業典禮。圖／育達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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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為投入苗栗地區農業發展，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深耕在地農業，參與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村

再生培根計畫於今年度首度舉辦之多元增能補助計畫，全國申請逾 80 組團隊提報培訓課程，第二梯次計錄取 15

組，育達科技大學獲得通過補助，執行苗栗地區農創產業全方位增能培訓系列課程。 

8 月 24 日於育達科技大學辦理始業式，始業式典禮由黃榮鵬校長主持，與會貴賓計有苗栗縣農業處陳錦俊處長、

休閒農業科丁美君科長、苗栗縣觀光協會江德利理事長、西湖渡假村吳國呈副總經理、香格里拉樂園彭富宗協

理、苗栗兆品酒店潘奕禓經理、經濟部苗栗創新產業中心陳高雋經理、後龍同光國小張傳源校長、後龍灣發展協

會陳彥云理事長等貴賓及苗栗各地參與課程之農創產業朋友們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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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鵬校長特別感謝苗栗縣政府的支持及今天到場貴賓們長期以來對育達的指導與鞭策，本校有信心扮演苗栗農

創資源整合與溝通的平台，也會要求相關專長教師帶領學生走出校，協助農業升級，並達成「找達人到育達，要

人才到苗栗」的學校策略定位，實踐「培育達人，就在育達」的教育目標。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陳錦俊處長強調，苗栗是農業大縣，農產品聞名全台，擁有十大休閒農業區排名全國第二，其

中有兩個休閒農業區列為優等，農業績效卓著，感謝育達科技大學多年來承接縣府各項計畫與活動的努力及在場

各位農民朋友的付出，相信本次辦理這項研習活動定能提供農民朋友們升級的契機，創造縣府、育達科大與農民

三贏的局面。 

苗栗縣觀光協會江德利理事長則是特別以校友的身分回到育達科大，除了倍感親切外，表示以前來育達是上課，

現在回來是來看許多好朋友及分享心得。 

協會也將全力協助農業升級，有需要提升農業技術者，也可以引薦農業科技研究院派員指導，願意提供電子商務

交易的實務經驗讓青農、小型農業推展產品順利，預祝活動順利成功。 

行銷系主任李義祥博士與餐旅系賴奕瑄博士擔任本計畫主持人，整合學校教學資源，共同推動本課程為辦理農創

產業的「行銷管理」、「品牌經營」、「文化創意」、「生態旅遊」、「養生與有機農業」、「食品安全暨食品

營養」等系列研習課程，以及舉辦「食品安全檢驗分析」與「農藥殘留快速檢驗」研習等實作坊，也會安排參訪

有關「農創特色產業」與「食品安全檢驗室」等多項觀摩活動，歡迎苗栗在地對農業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齊

聚一堂進行分享、意見交流及相互學習，期能凝聚共識，共同譜出台灣農村與農創之路，以提升苗栗地區農村再

生與農業人才優質化。 

(工商時報) 

 



打造浪漫台三線 點亮台灣觀光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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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台三線」全長一百五十公里，橫跨桃、竹、苗、台中四縣市，共十六個鄉鎮市區，而育達科大為

苗栗縣唯一的科技大學，在扮演人才培育與企業接軌具有重大的關鍵角色，也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讓更

多學子在未來成為推動在地產業、形塑特色文化，一同協助觀光產業升級加值。 

育達科技大學於四月二十六日與苗栗縣政府、客家委員會攜手舉辦「臺灣觀光大未來趨勢論壇」，特別

針對亞洲未來觀光的想像、浪慢台三線的未來發展與人才的培育等三面向進行論壇分享。 

台灣旅遊躍升 育達巧扮推手 

此次論壇由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生以原住民民謠、苗栗貓狸貓以及動感熱舞作為論壇開場，將開場表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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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身系所特色與特有文化作為主軸，最後更以奉一碗熱茶的方式，讓與會嘉賓轉換心境，靜下心體會

苗栗的不同與特有的美。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在致詞時特別強調：「學生的開場表演引動了五感，苗栗

縣就是一個如此具有療癒效果的好所在，保留在地的原汁原味特色，更感謝育達科大在人才培育上的努

力。」 

而全球旅遊版圖正往亞太地區移動，到了 2030 年全球 18 億旅遊人口中，將有 29.6%赴亞洲旅遊！育達

科大校長陳建勝強調，隨著旅客人數倍增，台灣須要更多優質的產業相關人才，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劉

喜臨亦指出，台灣必須緊扣全球化、數位化、在地化、永續觀光、虛實整合、大數據等趨勢，才能創造

差異。也因此育達科技大學更在 5 年前設定觀光休閒、文化創意與健康生活三大主軸，對接產業、深耕

在地，培養產業未來人才。 

點亮浪漫台三線 搭建最佳舞台 

客委會主任祕書廖育珮指出，自 2002 年起，每年舉辦客家桐花季，訴求帶領大家透過活動以貼近的角度

欣賞客家文化，而未來，浪漫台三線也將成為一個新的媒介，讓更多旅客可以透過自行車道、古道、步

道三大路線，重新認識苗栗、重新體會客家文化。 

而苗栗縣文化觀光局長林彥甫表示，台三線其實是一條族群開發的縮影，具有素樸環境、族群融合、先

人智慧等浪漫元素，更倡議當硬體設備降低時，更能融會合多元文化與回復最純粹的山城之美。 

已在苗栗造橋深耕兩年的勤美學執行長何承育更笑著說，正因為苗栗縣過往較少開發，有如凍結般的時

空，有著無限的可能，如今香格里拉樂園成為了鄉間秘境的夢幻營地，還將持續與苗栗在地生活、特色

元素結合，期待未來能變身為真正屬於台灣的樂園！ 

 

 

看好旅遊商機 人才需求激增 

隨著浪漫台三線的開發，將會對苗栗縣的觀光帶來巨大加值作用，浪漫台三線預計將帶來 282 億商機，

人才將會是最大關鍵！ 

人才是服務業重要的資產，雄獅旅行社總經理黃信川強調，雄獅集團持續打造「知識力、科技力、文創

力」的核心競爭，致力於旅遊產業垂直整合外，並積極朝生活產業水平擴展，因此須要各種不同 DNA 的



人才，目前集團全球超過三千名員工皆來自不同背景。觀光產業不斷轉變，從過去跟著走，到量身打

造、主題式的旅遊型態，必須要持續重組產品包裝，只要願意服務、願意分享生活都是產業最佳人才。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陳建勝也回應，學校的育才目標包括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著重三創教育、加強職業

倫理與品德操守，也為發展本科系之外的第二專長，例如日文系加入觀光導遊專業，近年來更藉由自我

介紹、即時演講等方式，培養學生說故事的行銷能力，成為企業好用耐用的人才。 

觀光新勢力發光 年輕創新力爆發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年輕人開始返鄉，用創意與熱誠改造苗栗觀光面貌，耕山農創創辦人邱星崴就是其

中的一位，他主張，真正的觀光要走到生活中，將主控權還到地方居民手中，也親自帶領著遊客造訪第

一線現場，展現南庄的真實樣貌，他也預見，旅遊產業的下一步，就是從虛假（Fake）到虛構

（Fiction），重視人性深層的溝通。 

也有一種旅遊方式異軍突起，就是主題式旅遊，KLOOK 客路透過年輕人的創意，開發出許多有趣的旅遊

體驗，例如台北大稻埕小旅行、墾丁衝浪、花蓮泛舟等主題，KLOOK 客路台灣市場戰略開發負責人楊婉

玉分享，未來需要更多年輕人回到家鄉，將文化與體驗包裝為產品，透過這個平台行銷給全世界，讓大

家看見最具特色的台灣。  

學界持續引領觀光產業創新發展，育達科大已發展物聯網學程，透過大數據帶動智慧觀光，並積極投入

浪漫台三線的打造，強化與在地客家元素連結，積極為苗栗發聲，創造最有產值的議題。 

展望未來，觀光產業的創新需要更多新血投入，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特別強調，浪漫台三線是國家觀

光產業全新亮點，為年輕人架好舞台，育達科大將持續發揮育才專業，結合在地產業資源，匯集國際學

術資源，培育知識與實務並重的最佳人才！ 

  

8 大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列車 桃發署今正式啟航 
2017 年 09 月 28 日 16:41 工商  

中國時報記者／龍益雲 

行政院推動「5 加 2」產業創新計畫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因應新興產業人才需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

率先成立 8 個專業人才發展基地今 (28)日正式啟航，並端出虛擬實境、綠能家電、智慧車等成果。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長丁玉珍表示，8 個專業人才發展基地包括台北科技大學「科技紡織產業」、健行科技

大學「電子及資訊產業、綠能科技產業」、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亞洲矽谷產業」、農業科技研究院「新農業產

業」、育達科技大學「觀光餐旅產業」、南亞技術學院「車輛零組件產業」及新竹市職訓教育協會「智慧機械產

業」等，其中科技紡織、亞洲矽谷與新農業是首度開班。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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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玉珍指出，專業人才發展基地計畫為配合未來產業趨勢，所有專業課程並加入至少 30 小時雲端運算、大數據

分析、物聯網 (IOT)等數位能力培訓及跨領域課程，藉此培育參訓學員運用科技協助提升技能，增加就業附加價

值。 

(工商) 

 

理工更需人才 教部樂見觀光科招生下修 

2017-09-13 23:38 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吳佩旻／台北報導  

高中職觀光科招生受衝擊，

教育部認為，市場供過於求，「下修」才是合理的發展方向。 圖／育達商職提供 

針對觀光相關科系學生急遽減少，教育部表示，觀光相關系所過去擴張太快、市場供過於

求，如今「下修」才是合理的發展方向。  

教育界則認為，電資或轉型為「新南向」的觀光科系，可能會取代走下坡的傳統觀光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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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司司長楊玉惠楊玉惠觀察，前幾年高中職與大學端廣設觀光科系，未必是受開放陸客來

台、觀光業崛起影響。主因是這一代年輕人喜歡「小確幸」，對休閒觀光產業興趣濃厚所致，

而各校因應學生需求，「學生喜歡什麼，就開什麼科系」。  

但學生往觀光產業傾斜，影響台灣理工科系的發展。  

楊玉惠指出，若從台灣產業需求來看，理工科系才是產業最迫切需要的人才。教育部三、四

年前開始，控制各校不要再增加觀光相關系所，並逐年下修招生名額。如今各校嗅到市場氛

圍轉變，主動減少招生名額，這是教育部樂見的發展方向。  

龍華科技大學校長葛自祥表示，近年台灣觀光發展不如預期，許多觀光科系學生即使念到畢

業，進入產業後才發現辛苦而轉行，浪費人才培養的資源，教育部及早限縮、減招名額是對

的。  

餐旅系近年也相同，葛自祥指出，之前吳寶春效應吸引不少學生就讀餐旅科系，但許多人畢

業真正進到產業後，才發現廚房工作很辛苦。為對準當前趨勢，該校將成立觀光休閒系南向

專班，直接招收東南亞外籍生。  

南台科技大學副校長張鴻德表示，該校休閒事業管理系及餐旅管理系雖未見缺額，這類科系

已退燒，因人工智慧有市場需求，恐被新崛起的電資等科系取代。  

 

竹市首創長照「視訊任意門」 陳建仁肯定 

記者陳志偉／竹市報導 2017/09/22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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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仁走訪竹市長照 2.0 據點，肯定創新服務領先全國。（圖／陳志偉攝，106.09.22） 

新竹市長林智堅力推長照 2.0，為長者打造綿密照顧服務網，副總統陳建仁今天走訪長照 C 級柑仔店香村社區發

展協會，體驗全國首創「視訊任意門」服務，肯定林智堅推動長照成果，將科技融合長照關懷長輩，竹市創新服

務領先全國，為全國典範。 



陳建仁在林智堅陪同下，體驗全國首創的「智慧長照」服務，以科技融合長照的視訊任意門，讓長輩每周能與幫

手秘書互動。他表示，竹市把科技與創新元素帶入長照，創新成為全國典範，並肯定香村社區讓長輩聚集享用共

餐食堂，彼此照顧幫忙，幸福氛圍感染社區每一角落。 

陳建仁說，總統蔡英文上任後致力推動長照，更打造長照 2.0 鐵三角，結合老人年金、社區長照、健保制度，讓

長者能在地老化。林智堅積極推動完善托育政策結合健全長照 2.0，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工作打拚，新竹市一定

能成為更幸福的城市。 

林智堅表示，新竹市 65 歲以上者約有 4 萬 8443 名，占人口比例 11%，上任後積極配合中央推動長照 2.0，去

（105）年於北區、香山區設置「1A-2B-5C」長照據點，獲得許多迴響，今年將於東區新增「1A-2B-5C」8 處

據點。 

此外，透過 33 處社區關懷據點、45 個共餐食堂也讓長輩相互作伴，林智堅也感謝長輩過去為新竹市打拚，奠定

城市幸福的基礎，讓新竹市蟬聯全台最幸福城市。 

 

 > 報紙 > 地方 

〈北部〉臺灣馬拉松 in 苗栗 超商補給 

2017-09-20 

〔記者張勳騰／苗栗報導〕「臺灣馬拉松 in 苗栗」將在十月十五日在苗栗市登場，臺灣馬拉松管理協

會昨天與苗栗縣政府召開記者會，「飛躍的羚羊」紀政等人認為這次賽道路線平坦舒適，讓選手進一

步認識苗栗。這次還設有時尚休閒區，更首創便利商店上賽道，讓活動很特色。 

http://news.ltn.com.tw/list/newspaper
http://news.ltn.com.tw/list/newspaper/local/20171103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36855/print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36855/print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36855/print


  

迎接「臺灣馬拉松 in 苗栗」，縣府準備了各項文創商品。   （記者張勳騰攝） 

苗栗縣長徐耀昌邀請各國好手除參加路跑外，也體驗苗栗縣的山城好風光、品嘗客家料理，採購優質

伴手禮，帶動苗栗農產品及文創產業發展。 

這項賽事分全馬、半馬及九公里、五公里組，有來自法國、澳洲、加拿大、英國、新加坡等廿多個國

家、近三千選手參賽。 

比賽從苗栗縣體育場出發，沿經國路轉陶色公路，接台七十二線東西向快速公路汶水段折返，沿途有

田園、陶園於一線，堪稱是最美的賽道。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表示，為迎接遠道而來的選手，學校動員近二百名師生協助各項賽務，現場

將設置休閒時尚區，內有油壓按摩服務、美甲、義剪、咖啡等各項服務。 

這次也首創便利商店上賽道，由贊助超商在賽道上提供補給品，直接運送到各補給站，由專人為跑者

服務。 

台灣心血管外科學會除在現場設有運動醫療諮詢站外，更號召十多位心臟專科醫師，分布在八個救護

站，並成立醫師陪跑團，在賽道上為選手的安全把關。 

活動當天 實施交管 



活動當天會實施交通管制：十月十五日清晨四點到下午二點，苗栗市經國路四段（為公路至中華路）

雙向管制；台七十二線西行線（台三線至客屬大橋段）封閉；經國路二、三段、沿山道等比賽路徑將

採調撥車道因應。 

 

 

 

苗栗之光 8 青年獲表揚 
2017 年 09 月 23 日 04:10 中國時報  

江詩筑／苗栗報導 

苗栗縣府 22 日表揚日前參加台北世大運奪牌、京台青年創新創業競賽台灣區決賽首獎得主、全國技能競賽表現

傑出學子等 8 名青年，期勉他們精益求精，未來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 

縣長徐耀昌頒獎表揚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林怡汝，她獲世大運女子散打 60 公斤級銀牌、休閒事業管理

系學生陳宜盈獲得女子太極套路銀牌、同系的劉政杰獲得男子 9 號球單打銀牌，而國立體育大學陳建安獲桌球男

子單打銀牌及男子雙打銅牌，其中陳建安目前仍在國外比賽。 

另名獲表揚的是第二屆京台青年創新創業競賽台灣區選手鄭昆霖，他和聯合大學育成中心合作半年，以「蛋生奇

蹟」為題，透過穩健台風、精準答詢及大膽細膩的創新創業構想，在 900 多組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創新

農業、文創設計、跨境電商」組台灣區決賽第一名。 

鄭昆霖是後龍雞農第二代，從小在養雞場打滾，對於自家雞與蛋的品質十分有把握，父親養雞而他做蛋的品牌，

成功且精準地找到懂得欣賞好蛋的通路及消費者，透過品牌經營，也使得自家蛋品的銷量大增，也是返鄉青農的

典範之一。 

另外獲表揚的還有全國技能競賽表現優異者，包括苗栗農工彭國彰榮獲電氣裝配類金牌，蔡宗洋獲得冷凍空調類

佳作，大湖農工吳宗恩獲得模具類銅牌。 

(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0


 

弘道獎表彰 5 名傑出教師，唐彥博榮膺私校最高榮譽 

中

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理事長湯振鶴，頒發講座給臺北海大校長唐彥博（圖右），肯定他治校有方，提升生率

與教學口碑。（記者黃朝琴攝）



106 年

「弘道獎」今天舉行頒獎典禮，臺北海大校長唐彥博（圖右）榮膺私校最高榮譽。（記者黃朝琴攝）

中華民

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理事長湯振鶴，頒發講座給臺北海大校長唐彥博（圖右），肯定他治校有方，提升生率與教

學口碑。（記者黃朝琴攝）



106 年「弘道獎」今

天舉行頒獎典禮，臺北海大校長唐彥博（圖右）榮膺私校最高榮譽。（記者黃朝琴攝） 



 

記者黃朝琴／臺北報導 

 106 年「弘道獎」今天舉行頒獎典禮，這個獎項代表國內私立教育界最高榮譽，總計 5 位教師接受表揚，他們

奉獻教育的卓越績效，足為杏壇楷模。其中，臺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唐彥博，在學術界成果深獲肯定，先後擔任

崇右技術學院校長、育達科大 2 所大學校長，辦學績效卓著，近年更以前瞻性治校理念，帶領臺北海院邁向科

大，在少子化趨勢，招生率與教學口碑，格外亮眼。 



 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主辦的「全國十大傑出教師：弘道獎」，今年邁入第 31 屆，從全國 6 萬多名私立

大專校院與高中職，遴選出 5 名教師，雀屏中選者必須符合 8 項條件，例如對私校發展具重大貢獻、服務 20 年

以上成績特別優異、任職期間向教育主管單位或服務學校提供重大協助或改進辦法具特殊價值者等。 

 唐彥博具有崇高學術地位，國內外獲獎無數，國內獲得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李國鼎管理獎章、中國文化大學

傑出校友，國外則有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Man of the Year in Education、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教育貢獻金牌獎、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教育終身成就獎，以及日本創價大學最高榮譽賞。 

 唐彥博擔任過 3 所大學校長，辦學績效卓越。接任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任內，以豐富教育行政經驗、專業素

養及閱歷，帶領學校還成功改名「臺北海洋科技大學」使校務永續健全發展。 

 

華嚴啟能中心親子戶外同樂 研習與身障者溝通技巧 

 

華嚴啓能中心親職旅遊，親子戶外同樂拉近關係。（陳慶居翻攝） 

2017 年 09 月 23 日 15:27 中時  

中國時報記者／陳慶居 

苗栗縣華嚴啟能中心鼓勵身障家庭家長，多陪同子女從事休閒娛樂和文化的體驗，增進親子關係，23 日在秋季親

職旅遊活動，在別具歐式莊園的巧克力雲莊舉行，親子體驗巧克力 DIY 樂趣。 

華嚴啟能中心指出，這次活動的場地選在大湖、泰安交界，擁有雪霸山群 360 度圍繞，具備青草如茵、綠樹成蔭

的地點，適合身心障礙家庭活動。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29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7-09-23/656/20170923002536.jpg


另有感身障家庭的家屬對於身障者的生活及教育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也感到疲憊，此行邀請育達商業科技大

學助理教授簡宏江，帶來《如何與情緒共舞》的親職教育講座，希望藉由課程培養情緒智慧，可以圓滿與身障朋

友溝通，抒發情緒的技巧。 

(中時) 

 

台湾大学生走进福州社区：我在大陆当社工(图) 

华夏经纬网   2017-09-21 13:23:41    字号:小 大 
   

 

台湾大学生（左二）和小朋友一起玩“桌游”。 

    这个暑假，9 名台湾大学生走进福州的社区，开展“社区金点子计划”活动；探访留守儿童，制订帮扶规划，普及防卫知

识。他们在学以致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和认识，明晰了发展的方向—— 

 

    绘制家庭关系图 

 

    顶着大太阳走访留守儿童；给小朋友普及禁毒知识；走进社区，与居民们共同开展“社区金点子计划”活动……在刚刚结

束的暑假里，9 名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有点儿忙。原来，他们参加了台湾社会工作系大学生福州实践活动。这是我省首次组

织台湾社会工作系大学生到社工站实习。9 名台湾大学生分别进入福州市马尾区致睿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鹏辰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协会以及台江区鲲鹏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我们社工的工作和志愿者不一样哦。”台湾屏东科技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郑惠心告诉记者，社工的工作就是利用社会工作

的专业技能帮助他人。当他们到马尾亭江走访留守儿童的时候，除了给孩子们送去书包、文具等礼物，还到他们家里，了

解家庭情况，并详细绘制一张家庭关系图，然后再依此制订一份帮扶规划来帮助这些孩子。“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

样，必须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和他们进行沟通，不是简单的一次送爱心就能达到效果的。” 

 

    和台湾很多留守儿童一样，这些大陆的留守儿童也同样显得羞涩，不擅沟通。于是，台湾社工们就设计了“欢乐桌游”，

http://www.huaxia.com/tslj/zjts/2017/09/5478501.html
http://www.huaxia.com/tslj/zjts/2017/09/5478501.html


邀请他们参加。“桌游”的道具都是社工们从台湾带来的，游戏有“宝石阵”“妙语说书人”“狼人游戏”“谁是牛头王”等。台湾

实践大学的郭怡馨告诉记者，这些游戏都是精心挑选的，不但有趣味性，还可以培养逻辑思维和语言沟通能力，最重要的

目的，是让这些留守儿童敞开心扉，社工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演了几出好戏 

 

    台湾育达科技大学的萧家翔热爱表演，不过，这次他在福州市儿童福利院表演的角色却让小朋友有些“害怕”。“我扮演

的是一个企图性侵小朋友的坏叔叔哦。”萧家翔扮了个鬼脸说，“这些在福利院的孩子平时都有工作人员照护，生活起居都

不是问题。那么，我们应该给他们带去什么特别的礼物呢？”前不久，台湾发生年轻作家林奕含因少年时期遭性侵而患上

抑郁症最终自杀的悲剧，这些台湾社工就聚在一起探讨并决定演一出戏，用戏剧的形式让福利院的小朋友知道什么叫性

侵，如何防范性侵。 

 

    萧家翔告诉记者，儿童性侵害是以前长时间被遗忘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如何预防，首先就应该从孩子自身入手。他

们用戏剧的形式告诉孩子们，比如独自等电梯时遇到陌生男子、放学回家路上被人叫住或尾随等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对

方有进一步侵犯隐私部位的行为，还要依据情境正确处理。比如周围有成年人，就应该马上大声呼救。但如果四顾无人，

则要设法找机会跑走。“福利院的孩子们从小失去了父母，所以我们更应该及早让他们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保护自己。”萧

家翔说。 

 

    另一出好戏是由小朋友们上演的。台湾嘉南药理科技大学的周增玺喜欢皮影，于是他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动手制作皮影人

偶，一起登台表演。此外，他还设计了个“假如我看得见”体验活动，让小朋友戴上眼罩，感受一下盲人的世界。因为没有

感受过黑暗，就不会真正体会到眼前世界的美好，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知道保护好视力的重要性。 

 

    提升社工专业度 

 

    在台湾的上百所高校里，有 30 多所设有社工专业。社工服务的身影遍及社会各个领域，从留守儿童、受家暴的妇女、

受欺凌的学生，到企业员工，甚至监狱服刑人员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台湾每年还会举办社会工作师考试。 

 

    “社工不是志愿者。”台湾和美科技大学社工系讲师张龄友解释道，社工是专业的助人者，是有薪资报酬的，有科学标

准、讲方法，专业性强，并且需要去寻求资源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而志愿者是有时间的人都可以做。 

 

    高度的专业性是台湾社工的特点。比如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台湾社工首先会带受家暴的太太去验伤，然后申请警察陪同

太太一起回家去收拾衣物，临时给她安顿一个住处。而另外一组社工则会与施暴的先生交流，了解家庭情况。然后，社工

们再和这个家庭的成员进一步讨论复合或分开的问题。 

 

    涂佳荣是福州市马尾区致睿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在来福州之前，他的身份是台湾青年社会服务推展协会秘书长。

这次台湾社会工作系大学生福州实践活动就是由他组织的。他告诉记者，台湾的社工人才丰富，但没有多少机会能够走出

台湾，而大陆社工培养刚刚起步，并且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力度很大，两岸如果能够有效对接，将是一件互惠互利的好

事。让涂佳荣欣慰的是，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暑假实践结束后，9 名台湾大学生在问卷调查“以后是否有意愿来大陆就业或

创业”一栏里，都无一例外地写下“愿意”。□记者 陈梦婕 文/图  

    来源：福建日报 

 

 

三灣梨鄉 農創市集推廣 



 

與會嘉賓大力推荐三灣梨鄉農創市集的推廣。（苗縣府／提供）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7-09-03 8:01 PM    標籤: 三灣梨, 農創市集, 休閒農業 

【大紀元 2017 年 09月 03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報導）三灣梨鄉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9 月 3 日

在永和山茶廠舉辦農創市集推廣行銷活動，縣長徐耀昌推薦當地具有特色的一梨三茶農特產品，歡迎各地遊客安

排 1 日遊或 2 日遊行程，到三灣梨鄉休閒農業區健行、採購伴手禮，體驗農村之美。 

三灣梨鄉農創市集推廣行銷活動，除了展售三灣梨、「三茶」─東方美人茶、酸柑茶、苦茶油，還有蜂蜜、手工

醬油、咖啡等。 

開幕儀式中，縣長徐耀昌大力推荐三灣梨鄉休閒農業區的一梨三茶都是在地自產的農特產品，品質優異，尤其農

創市集可讓消費者與當地小農直接接觸，可以安心選購，為自己食安把關，歡迎遊客前來採購、品嚐客家美食，

體驗休閒農業區之美。 

農創市集推廣行銷活動，安排有古箏、育達科大啦啦隊、原住民舞蹈、北埔社區鼓隊、茶山情歌、熱歌勁舞、街

頭藝人等表演節目及卡拉ＯＫ歡唱、攤位產品試吃、特色客家美食品嚐，還有永和社區、北埔社區文化、美食探

索之旅及休區導覽解說。 

責任編輯：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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