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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飛躍18 璀璨育達 慶祝建校十八
週年校慶  
2	因為有您 飛躍18 璀璨育達
3	培育達人 就在育達
4	飛躍18璀璨育達-教職員登山社  

登玉山慶育達18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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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11月25
日（星期六）慶祝建校18週年校
慶，並以「飛躍18、璀璨育達」
為主題，陸續舉辦名人講座、校

園藝人選拔、第10屆
育達青年遴選、校友
回娘家、創意故事說

演比賽、幼兒圖畫書製作比
賽、愛心義賣活動、油畫與

國畫展、校慶大隊接力及校慶嘉
年華等一系列特色活動，熱鬧祝
賀育達科大生日快樂！

上午在國際會議廳所舉辦的校

慶慶祝大會，安排績優社團開場
表演、播放精心製作105學年「回
顧與展望」影片外，配合校慶系
列活動，完成了第10屆育達青年
選拔、教學及研究績優人員、績
優行政人員及教職員服務獎的遴
選，在會中頒獎表揚。

校慶當天下午的嘉年華活動
在活動中心辦理，一開始由各學
系展現精心設計裝扮的造型，以

五花八門、爭奇鬥艷方式遊行進
場；還有精彩萬分的系啦啦隊競
賽及校隊表演，呼應了「飛躍
18、璀璨育達」校慶主題；另外
從十月中旬起陸續辦理的運動競
賽與團康競賽遊戲，由積分決選
出班級競賽總錦標等獎項，也將
安排在閉幕式時頒獎。

除了動態活動之外，各系也
廣 邀 畢 業 校 友 「 回

娘家」來分享母校喜悅，並與師
長、學弟妹交流互動；廣亞藝術
中心規劃了創辦人陶藝收藏展、
林美雯老師的油畫與曹玉明老師
的國畫個展，讓校慶系列活動充
滿許多驚喜，讓與會貴賓、校友
們留下深刻印象，以最誠摯的心
意，一齊祝賀育達科大「飛躍
18」生日快樂！

▲▲已故王創辦人廣亞博士(右)與王育文董事長(左)。

今天是育達科技大學創校18週
年校慶，非常感謝各位長官及貴
賓蒞臨參加慶祝活動，為本校增
添無限光彩，本人謹代表全體教
職員工生表達衷心的謝忱。

落實辦學理念  謹守辦學原則

我們最敬愛的創辦人辭世已近
二年，缺少創辦人的校慶，平添
無限的思念與感恩。回顧過去歲
月，最需感念的就是創辦人為育
達的無私奉獻與全力擘劃。18
年來我們落實「倫理、創新、品
質、績效」的辦學理念，奠定了
發展的根基；18年來我們遵循
「勤儉、樸實、自力、更生」的
校訓精神，形塑了優良的校風；
18年來我們謹守「好的師資、好
的設備、好的制度、好的管理、
好的福利」的辦學原則，強化了
競爭的優勢。藉著這個莊嚴的場
合，謹代表全體教職員工生向創
辦人承諾：育達科大將永遠秉持
創辦人的辦學理念與辦學原則，
持續向前邁進，進而永續發展，
成為一所具品牌特色的優質科技
大學，藉以回報創辦人的無盡付
出與殷殷期望。

凸顯辦學特色  深耕在地產業

回顧過去，我們深感創業之艱

辛；立足當下，我們深信發展之
必要；放眼未來，我們深信改變
之必然。過去幾年，我們迅速調
整學校發展主軸，辦學特色逐漸
凸顯；深耕在地產業，產學成果
逐漸豐碩；積極創新轉型，發展
契機逐漸浮現。「改變．突破．
發展」是學校永續經營的三部
曲。創校18週年是個里程碑，也
是個轉捩點。本校硬體設施已臻
完備，需要加強的是各項軟體建
設。希望在黃校長領導下，本校
教學及行政團隊能精準掌握國內
外發展趨勢，集思廣益，凝聚共
識，整合全校學術及產學特色，
推動課程改革，調整實習制度，
提升國際合作，深化在地聯結，
拓展推廣教育，開創校辦企業。
上述各項軟實力指標的建立與達
成，正是現階段校務發展的全新
目標，有待全體教職員工生一起努
力達成。

求新求變  迎向未來

21世紀是服務業的世紀，人工
智慧迅速成長，將帶動全球服務
業的新趨勢。運用大數據、機器
學習的「智慧服務」將成為未來
服務業主軸。整合硬體、軟體、
雲端平台並與消費者串連就能創
造出硬體外的服務價值。本校以

應用服務為發展主軸，這是下一
階段我們無可迴避的挑戰與課
題。面對不斷變動的未來，我們
必須不斷尋求新的因應之道，尋
求新的突破，尋求新的發展，這
是全體育達人的共同使命。少子
化的困境不可能憑空消失，私立
學校的經營也將永遠困頓艱辛，
但只要全體教職員工生發揚視校
如家的“愛校精神”，秉持堅定
不移的“核心價值”， 落實全員
參與的“團隊合作”，學校未來
的發展就可以不斷求新求變，創

造出屬於育達的美好
未來。

為國育才  服務社會

教育是百年大計，
育 達 科 大 剛 屆 滿 1 8
年，畢業校友已達3
萬 餘 名 ， 正 在 各 行
各業發揮所長，這是我們的最大
成就，本人與在場所有教職員工
生同感驕傲也同感喜悅。對於所
有參與過育達科大成長茁壯過程
的每一位育達人，在此致上最高

的敬意與謝意。藉著這個歡慶場
合，本人也要再度感謝所有出席
貴賓與我們一起分享育達18歲生
日的喜悅。最後敬祝在座諸位，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博士。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月24日 藝人演講-郭彥甫 綜317教室

11月16日 第十屆育達青年遴選 國際會議廳

11月10-15日 幼兒圖畫書製作比賽 管108教室

11月22日 創意故事說演比賽 管501教室

11月03日至30日 油畫展 廣亞現代迴廊

11月24日至25日 國畫展 廣亞現代迴廊

11月22日至24日 愛心義賣 綜合大樓中庭

11月23日 校園藝人選拔賽 活動中心

11月25日 校友回娘家活動 依各系規劃場地

校友回娘家          （11/25）

時  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出席者

11:00～13:20 校(系)友回娘家活動
依各系
規劃場地

畢業系友

校慶大隊接力流程表   （11/25）

時  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1:30～12:30 大隊接力 運動場

校慶嘉年華          （11/25）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出席者

13:00～13:20 集合就位

活
動
中
心

董事長、
董事、
貴賓、
校長、
副校長、
校內一級主管 
、全校各系師
生代表

13:20～13:30
董事長、貴賓、校長、
副校長及本校一級主管
進場

13:30～13:35 校長致詞

13:35～14:30 校慶嘉年華競賽

14:30～14:40
啦啦隊競賽場佈/舞蹈研
究社社團表演

14:40～14:45 董事長致詞

14:45～15:45 系啦啦隊競賽

15:45～15:50 校級啦啦隊表演

15:50～15:55 裁判講評

15:55～16:00 頒獎/閉幕

校慶慶祝大會       （11/25）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8:40～09:00
師生代表進
入活動會場

國
際
會
議
廳

校內學術及行政一級主管陪
同接待貴賓進場

09:00～09:25 貴賓進場
由董事長帶領校長、副校長
及貴賓進場

09:25～09:30 開幕表演 傳統技藝社-舞獅

09:30～09:35 回顧與展望 影片欣賞

09:35～09:45 頒獎

績優行政人員
教職員服務獎
教學及研究績優教師
育達青年

09:45～09:55
邁 向 國 際 -
五福臨門簽
約

與桃禧航空城大飯店、plaza 
premium lunge、雄獅旅行
社、菁英國際教育集團、受
恩智慧照顧中心、聚鼎休閒
事業

09:55～10:40
致詞-貴賓
祝賀致詞

董事長致詞
校長致詞
貴賓致詞

10:40～10:45
禮讚
歡慶祝福

第二屆金嗓盃最佳隊伍領唱
切蛋糕慶賀育達18週年

10:45～11:00 時光翦影 來賓大合照

11:00～ 禮成
全校師生代表移至各系參與
活動

記得我是今年7/31來報到的，今
天剛好是榮鵬來育達第118天，也
是育達科大第18周年校慶。來育
達的初體驗，仿佛像當兵，每天戰
鬥生活，天天與時間賽跑，尋求解
脫退伍那天早日來到。但在育達，
最大的不同，一樣與時間賽跑，卻
希望時間能夠短暫停留，在董事長
的支持與鼓勵下，跟大家一起努
力，再加把勁，跟上，再堅持一
下，大步跟上。多做一些該做的，
而未做的事；已做的，仍然做不夠
好；做好的，別人卻不知道，持續
深化育達科大的品牌故事。更重
要是，搶先一步，創造別校未做的
事。

今天在這裏希望透過各位教職
員生的雙手，不要再遲疑，不要害
怕失敗，要勇敢踏出第一步，試著
犧牲自己的一小部份，為育達下
一大步，貢獻一己之力。把育達未
來的歷史，學生未來的希望，緊緊
相扣。今天校慶的日子，讓我們
一起見證育達，從此時此刻起「翻
轉」。或許，我們個人一點小小改
變，會讓世人遺忘，但育達科大卻
因為您的努力，會永續經營。

相反的，當我們選擇放下，逃
避改變，育達科大必將從18年前
的造橋興起，而也會因你放棄改
變的機會，而從造橋消失。我們絕
不可能看到這一天。同仁們，同學

們，各位校友與貴賓們，育達科大
就在我們面前，育達科大就在我們
心中，蛻變中的育達需要大家的參
與，擘劃育達科大的璀璨與成功，
我們永遠在一起，共同努力以赴。

勇敢踏出第一步  邁向新的里程碑
黃榮鵬校長期勉教職員生攜手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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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十八

教學績優獎

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李 永 裕
餐旅經營系助理教授

賴 奕 萱

績優行政人員

主任秘書兼教務長

龍 清 勇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江 素 貞
公共事務中心主任

陳 進 喜

行政庶務組組長

蔡 淑 美
人事室書記

石 佳 雯

研究績優獎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教授 陳 基 國

時尚造型設計系助理

教授 陳 弘 正

單位 姓名 職稱 年資

通識教育中心 呂嘉弘 教授 1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許竹筌 副教授 1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斐雲 助理教授 1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安琪 助理教授 1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徐健進 講師 15

應用英語系 黃玉蘭 副教授 15

應用日語系 許錦華 講師 15

應用日語系 鄭素琴 講師 15

休閒事業管理系 黃秋韻 副教授 15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文忠 副教授 15

休閒運動管理系 李建宗 講師 15

餐旅經營系 楊雯如 助理教授 15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江素貞 助理教授 15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黃月桂 助理教授 15

學生事務處 吳淑娟 護士 15

資訊圖書處 洪銘鍵 組長 15

資訊圖書處 黃政欽 技士 15

研究發展處 張嬌蓮 組長 15

綜合開發處 林怡君 編審 15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陳娟玫 交流中心主任 15

總務處 林平妹 校工 15

資訊管理系 藍天雄 教授 1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育如 助理教授 10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沈湘縈 副教授 10

休閒事業管理系 邱文頊 助理教授 10

休閒事業管理系 呂承儒 助理教授 10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潘哲倫 助理教授 10

總務處 陳元昌 技士 1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建勝 講座教授 5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劉淑惠 助理教授 5

餐旅經營系 黃家洋 助理教授 5

時尚造型設計系 龍清勇 副教授 5

教務處 桂友生 約僱辦事員 5

教務處 呂淑惠 進修教育組組長 5

教務處 鍾欣學 約僱辦事員 5

學生事務處 羅卿純 約僱行政人員 5

學生事務處 許雅惠 進修學務組組長 5

揹著地球跑

系所 年級/班別 名次

休運(四技日) 2A 1

休運(四技日) 1A 2

幼保(四技日) 4A 3

幼保(四技日) 4B 4

資管(四技日) 1A 5

多遊(四技日) 1A 6

時尚(四技日) 1A 7

同心協力

系所 年級/班別 名次

休運(四技日) 2A 1

幼保(四技日) 4B 2

幼保(四技日) 1A 3

休運(四技日) 1A 4

幼保(四技日) 4A 5

時尚(四技日) 1A 6

資管(四技日) 1A 7

1 3 5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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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06學年第10屆育達
青年遴選活動，11月16日於國際
會議廳隆重登場，11位候選人站
上決選舞台積極展現自己，經過
激烈評選，最後共有多遊系張濂
宇等7位同學脫穎而出，當選第10
屆育達青年，由休閒創意學院侯
致遠院長與人文社會學院陳儒晰
院長分別為當選人別上綵帶，將
獲邀出席校慶慶祝大會，再度公
開表揚。

第10屆育達青年決選，共有10
個系總計11位合格候選人參加，
參賽期間每位候選人都積極練
習，充份準備評審項目，在活動
現場笑聲、掌聲不斷，候選人彼
此也互相鼓勵，展現育達青年寬
容的雅量及正面能量，正是謙恭
有禮「育達人」相互學習標竿。

學務處表示，育達青年選拔從
報名前，到正式站上決選舞台的

11位同學都是萬中之選，歷經各
系自行推選優秀同學完成初選、
薦報，再到評審委員謹慎、嚴格
的書面資料審查後，嚴選各項標
準合格的候選人才能進入決選，
所以說「候選即當選」一點也不
為過。

決選時，候選人都使出混身
解數來吸引評審的目光，除了台
風、即席演講、臨場反應、加油團
出席狀況、服裝儀容、個人特色
外，更是發揮才藝及真正自我內
涵的展現。而一連串精彩表演，
也為活動掀起一波波的高潮。

黃榮鵬校長致詞時表示，育達
青年選拔活動非常有意義，能去
蕪存菁讓師生訂定追求好還要更
好的目標，必須將追求完美的精
神一直傳承與延續下去，成為本
校的特色與傳統，為學校選拔出
更多優秀人才。

當選今年育達青年的同學計有
多遊系張濂宇，休管系李元顥，
餐旅系陳佳祺，休運系楊思辰，
應英系周育靖，社工系陳英傑及
幼保系的沈怡秀等七位。

飛躍18 璀璨育達 系列活動  
育達青年選拔

▲▲龍清勇教務長向當選同學握手
致意。

▲▲參與評選的師長與當選同學合影。

校慶運動會競賽決賽成績表

教職員服務獎

座右銘

決 定 我 們 成
為甚麼樣的
人，不是我
們的能力，
而是我們的
選擇。

座右銘

我不怕失敗  
只怕沒有挑戰

座右銘

懷抱夢想有時
會受傷，但只
要 能 懷 抱 夢
想 ， 就 能 實
現。

座右銘

每一個奮發努
力的背後，
必有加倍的
賞賜。

座右銘

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 ，向著標
竿直跑。

座右銘

隨時把自己心
態歸零

座右銘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
事竟成。

105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5學年度



培育達人 就在育達 跨領域學分學程

經營管理學院

兒教經營達人╲跨足兒童教育領域 培育國家幼苗

兒童的成長過程只有一次，許多家長因忙於工作而無
法陪伴兒童成長。為了彌補教育缺口，兒童教育產業應運而
生。兒教經營達人學程支持您成為專業經理人，為兒童及家
長量身訂做精英教育活動，結合多元化學術理論與實務業界
之跨領域專業人才，強化課程結構與產業接軌，開設專題研
究與實務研討課程，讓您成為兒童教育經營達人。

 未來出路 	托育機構主管、兒教產業主管

資訊管理系 /物聯學程、社工系

智慧照顧達人╲研發智慧科技 建構全人照顧

相信智慧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物聯網技術、智慧科
技、行動載具及大數據分析的結合對產業經營、健康生活管
理具有創新實務應用效果。本學程藉由智慧科技深化全人照
顧、社會福利、健康生活、身心療育、高齡者服務與健康照
顧產業的經營管理績效，並透過網路行銷或行動連結來提升
全人照顧、健康生活之服務品質。

 未來出路 	 	大數據分析人員

 核心證照 	 	IPAS 巨量資料分析師、資策會 -EPCIE	物聯網工程
師認證 
EXIN	Cloud	Computing	Foundation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資管系

跨境電商達人╲芝麻開門  實現阿里巴巴的夢想

隨著網路發展及資訊科技創新帶來之變
革，「零售4.0、新零售、馬雲、阿里巴巴、
支付寶、Apple	Pay、O2O」大家朗朗上
口。因應「線上體驗、線下購物」或「線
下體驗、線上購物」，電子商務交易量與
日俱增，所需人才迫在眉睫。如何培育具有
虛實整合能力之熱情、創新、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跨境電商專
業達人，成為熱門的話題。同學們想要具備選擇暢銷商品、
經營網路交易平台及處理實體物流與金流的整合能力，成為
台灣的馬雲，歡迎選讀本學程，實現您的夢想。

 未來出路 	 	電商客服經理、電商客服人員、電子商務行銷企劃 
電子商務專案經理、電子商務技術人員

 核心證照 	 	IMA 網路行銷應用師、TOEIC、電子商
務分析師 
顧客關係管理企劃師、電子商務規劃師 
電子商務管理師、電子商務應用工程
師、數據分析師證照	

經營管理學院 /資管系、行銷系、休管系

高齡運動保健達人╲樂齡幸福 活化身心 

高齡人口比率上升，
伴隨國內社區「不老健身
房」的成立，喚起社會意
識：「原來健身房不再是
年輕人的專利，年長者更
應該上健身房練肌力！」
本學程主要在培訓「高齡
運動保健」相關專業人
才。課程從「高齡健康評
估與促進」、「高齡休閒
活動規劃實務」、「老幼
創意活動帶領」、「老人
心理諮商」等，從心靈到
身體的評估與訓練，面面
俱到。您是有遠見的人
嗎？歡迎選修本課程，為即將到來的超高齡社會預作準備。

 未來出路 	 	高齡者運動保健指導員 
功能性健康體適能指導員

 核心證照 	 	YMCA國際體適能教練	(AOA)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照

休閒創意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旅系

咖啡達人╲精品咖啡 追求有溫度的高貴

飄散在空氣中的咖啡味
道總是令人深深迷戀，光是
全台便利商店一年可賣出 5
億杯咖啡，黑金商機持續發
燒中。本學程課程以精品咖
啡技能及經營為導向，從「咖
啡概論」、「咖啡烘焙技術」、
「咖啡拉花藝術」、「咖啡
調製技術」、「西點烘焙製
作」、到「咖啡創業與經營
實務」，讓您對咖啡由入門
到專精，培養創新與創意思
維、團隊合作與創業精神。

 未來出路   咖啡店經營者 

咖啡烘焙師、咖啡吧檯師

 核心證照 	 	CA	Barista、SCA	Brewing 
SCA	Roasting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社工系、休運系

休閒創意學院

休閒事業管理系 /應日系

領隊導遊達人╲邂逅世界 前進旅遊幸福產業

隨著生活習慣之改變，
近十年觀光總收入由 3,905 億
成長到 8,293 億，短短十年間
成長了 112.37%，領隊導遊
達人跨領域學分學程結合本校
休閒事業管理系、應用日語系
之「觀光與深度旅遊」、「領
隊導遊實務」、「觀光日語入
門」、「旅遊風險與旅遊糾
紛」……等課程及師資與設備，
培育觀光旅遊專業知識與技能
之人才。

 未來出路 	 	領隊、導遊、旅行
社OP 
航空地勤業務、解說員

 核心證照 	 			華語領隊 /導遊人員 
外語領隊 /導遊人員 
航空票務、國際禮儀接待員

休閒事業管理系 /休運系

冒險旅遊達人╲探索世界 挑戰自我 突破極限

以「戶外教育」為核心
基礎，搭配「探索活動設計與
實務」、「戶外領導與團體動
能」、「戶外活動遊程管理」、
「溪流活動管理」等課程，培
養讓您帶領著全年齡群，走出
戶外，勇敢探索，享受大自然
的洗禮，讓遼闊的戶外世界為
您們而展開。

 未來出路 	 	探索教育引導員 
戶外教育指導員 
休閒活動規劃與管理 
露營地經營管理

 核心證照 	 			體驗教育助理引導 
員證 
體驗教育副引導員證 
初級野外急救員 
進階野外急救員 
水上救生員

休閒運動管理系 /休管系、餐旅系

休閒創意學院

健體達人╲型男靚女變變變

隨著國際連鎖健身俱樂部首度進
入台灣，各種標榜高品質、高消費健
康與體適能的運動健身俱樂部，如
雨後春筍般的成立，也帶動國
人上健身房運動風潮。本學程
主要在培訓「健身教練」相
關專業人才，結合營養學及
運動生理學等領域，透過系統
化的課程，從了解自己、面對自
己、配合相關技能，達到理想中
的體態。進而具備引導及帶領學
員學習相關健身技巧，搭配均衡
飲食，最終雕塑出型男靚女們所
需的身材。

 未來出路 	 	健身教練、健康體適能指導員

 核心證照 	 	AFAA 體適能相關證照 (WT) 
YMCA國際體適能教練 (SCI) 
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照

餐旅經營系 /休管系

旅館達人╲旅館管家 創造頂級服務

能夠為下榻的旅人一同創造美好
的旅遊記憶，提供像家一樣舒適自在
的住宿體驗，滿足每位旅客賓至如歸
的奢華渡假體驗，即是本領域學程的
教育目標。選修課程之學生，能培養
對旅館產業基本之認識、瞭解旅館部
門分類、職責與所需具備之能力及建
立正確飯店服務人員之態度，更能擴
展修課學生從事旅館或高級專業管家
工作之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未來出路   櫃檯人員、行李員、房務人員 
客務人員、訂席業務人員 
內外場人員、人力資源人員、
領檯

 核心證照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 銀
階 ) 
餐旅服務技術士 ( 丙級 ) 
國際禮儀接待員 ( 乙級 )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 
基礎人力資源管理師、餐旅
資訊系統應用人員認證

1份學費
2項專業

3張證照

休閒創意學院

餐旅經營系 /休管系

廚藝達人╲中西廚藝 匯聚餐旅

建立學生擁有中西廚藝之臨場
問題判斷能力及職場工作能力，施
以專業技能訓練、學習能力培養、
職業道德、美藝涵養等課程訓練，
使學生具備餐食的製作
能力，並建立其廚藝概
念。課程涵蓋「中、西
餐烹調與實務」、「創
意廚藝」、「地方小吃
製作」等特色課程，以
培養服務業全方位就業
職場專業技能與態度，
增加多面向求職就業能力。

 未來出路 	 	廚房助手、內外場人員 
餐單設計人員、外燴師傅、主廚、學校實務課程業師

 核心證照 	 	中餐烹調技術士證 (乙丙級 )、西餐烹調技術士證 (乙
丙級 ) 
餐飲衛生安全管理師 ( 丙級 )

餐旅經營系 /應日系

侍酒師達人╲葡萄酒融合美食文化的推手

如果你嚮往成為一位受過專業
訓練的 Sommelier( 侍酒師 )，擁有
對酒類廣泛的知識，專精於各式酒
類服務，能將餐點與葡萄酒做完美
的搭配，那你千萬不能錯過侍酒師
達人的跨學分領域課程。本領域課
程提供學生以葡萄酒為主的知識，
並強調學生的溝通技巧與職場倫
理，進而養成學生成為侍酒師的人
才，並協助學生能取得侍酒師證照，
創造多面向求職就業能力。

 未來出路 	 	吧檯人員、外場領班、 
調酒員 
葡萄酒侍酒師、餐搭侍酒師 
冷熱飲調製販售員 
酒類通路開發人員、酒館店長

 核心證照 	 	葡萄酒初階侍酒師 
清酒品評師、顧客關係管理師 ( 丙級 ) 
國際禮儀接待員 ( 乙級 ) 
International	Sommelier	Guild	(ISG) 系列證照、
Wine	and	Spirits	Education	Trust	(WSET) 葡萄酒
Level	1 證照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時尚系

休閒創意學院

網紅時尚達人╲網紅經濟 直播大趨勢

近年最熱門的網路關鍵字要
算「網紅」和「直播」了。本課
程主要在教導同學如何善用影音
短片動畫，結合時尚彩妝實務製
作，讓同學體驗如何打造專業形
象，以及如何善用網路媒體免費
直播資源，達成網紅創意行銷的
目標。

 未來出路 	 	直播主、網紅經紀人 
動畫影片製作、影片後製 
廣告相關工作

 核心證照 	 	ACA	Photoshop	國
際認證 
ACA	Illustrator	國際
認證 
ACA	After	Effects	
國際認證 
美容丙級

時尚造型設計系 /多遊系、應日系

時尚創客達人╲時尚產業創客 實現創業夢想

藉由跨領域的創客實
務能力訓練，培育學生具備
時尚產業前緣商品之快速原
形設計 (rapid	prototyping)
能力。包括運用 3D建模、
3D列印、金工等技術於服
裝設計、飾品設計上，並透
過實習商店的實作，修習學
生可以獲得完整的商品設計
能力、商品企劃能力以及相
關的銷售以流行趨勢之了解。

 未來出路 	 	文創商品設計師、時尚工藝工作室、時尚工藝教師

 核心證照 	 	金工乙丙級證照、電繡丙級證照、3D列印工程師能
力鑑定 
Fusion	360	國際認證

營造雙聯學制接軌國際的教育環境，一校修課、兩張文憑，

學生經申請通過學分認定，可赴境外合作大學，包括：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USA)、

澳洲南十字星大學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Australia)、

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等就讀，國際無縫接軌。

推 動 全 面 實 習， 跨 足 國 際 場 域， 
與 國 際 級 各 領 域 企 業 合 作， 如：
PLAZA PREMIUM LOUNGE、 新
加坡：W HOTEL、日本：富良野自然
之森酒店、御前水飯店、馬來西亞：柔佛州新
山 Transform Gym & Martial Arts 全 活 力 健
康館、台灣：桃禧航空城大飯店、雄獅集團企業、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受恩智慧
照護中心、群創光電、曼都髮
型美容、台北 101⋯⋯ 增加學
生國際觀與產業實作無縫接軌
就業， 達到畢業即就業、上班
即上手。

雙聯學制  接軌國際

實習就業  邁向國際

南十字星大學 名古屋產業大學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

W	Hotel	( 新加坡 ) 台北 101

Transform	Gym	&	
Martial	Arts 全活力健

康 ( 馬來西亞 )

Plaza	Premium	
Lounge( 全球 )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社工系、幼保系、應日系、應英系

老幼照顧達人╲托育、長照能力一把罩

當我有了小孩，我該如何照
顧？如何讓他無憂無慮地快樂長
大又可贏在起跑點？在自己老化
過程中，我如何照顧自己的身心
靈健康，並且把我的養生心得分
享給更多需要自我照顧、健康老
化的長輩？「老幼照顧達人」學程可以解決以上的問題。
本學程結合老幼服務照顧產業之跨領域專業師資，讓您成
為老幼支持、家庭服務、創新應用之照顧服務、社會工作
與智慧服務之創新達人。

 未來出路 	 	托育機構專業服務人員、長照產業專業服務人員 
老幼照顧專業服務人員

 核心證照 	 	保母證照、照顧服務員證照

人文社會學院 /幼保系、餐旅系

坐月子達人╲行動月嫂　傳承現在與未來

在講求養生與食安的今天，產後調
理的坐月子料理也備受國人關注。為了
減低新手媽媽不知如何照顧新生兒的憂
慮、同時產後能放心坐月子，本校開創
「坐月子達人」學分學程課程，結合幼
保系、餐旅系專業設備與專業師資群，
透過實作方式進行培訓。課程有「產後
照顧」、「月子料理」、「托嬰照顧」
等照顧服務課程，讓學生擁有一技之
長，日後可從事到府坐月子、坐月子中心料理烹調及行動
月嫂等工作，成為稱職的月子達人。

 未來出路 	 	產後護理專業服務
人員 
托嬰照顧專業服務
人員

 核心證照 	 	保母證照 
中餐烹調技術士證
( 丙級 )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星期六 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

璀璨育達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星期六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校慶櫥窗4

．

一
、
頂
天
立
地

二
、
繼
往
開
來

三
、
四
育
均
衡

四
、
專
業
第
一

創
校
精
神
：

【議事文書組鍾素卿報導】堅持，
才能親身體驗登頂的喜悅和感動，
本團隊的團員大部分是第一次站
上台灣最高峰-玉山，有沒有愛上
了站在峰頂的感覺。登頂所給予
人的是…無法言喻的幸福感受，有
點累、卻是滿心歡喜，原因不在征
服百岳，而是與山同在時的澄澈心
境。

其實爬山的過程，就是不斷挑
戰極限跟無止盡的忍耐，所有運動
競賽都是如此，跑馬拉松或越野、
鐵人三項，都是在比誰可以忍耐的
強度越高或越久，越過自己之後，
就能再進步一些，但只有如此近距
離的貼近過大自然，才會發現身為
人的渺小、大自然的壯闊，當它在
訴說著什麼時，我們都必須正襟危
坐的傾聽，學著堅強、學會應對恐
懼，和做出適當的決定。

在山上爬的氣喘吁吁，在平地
光想到都會偷笑，一直不斷地自我
精神對話意識催眠，有咬緊牙關，
刻骨銘心的付出，激發潛能邁向目
標。前方的背影，是前進的方向，
回眸時看到彼此的身影緊緊跟隨，
便覺心安。努力不懈的夥伴們，互
相鼓勵向前行，體驗一級棒的雲端
漫步，一起感受風起雲湧，美不勝
收的山嵐、雲海、雲瀑，山在虛無
縹緲間穿越濃霧。

爬山是我的生活方式之一，無
須太多準備，不過是一顆心的再次
啟程，在規律的喘息呼吸中~頭腦
特別清楚~沒有光害的內心寧靜~才
能聽見自己的聲音，心寬了、身健
了、靈也清了，享受這種最純真的
相處，單純的快樂與共，感謝大家
給的歡笑、快樂…那麼多。

攻頂，不是爬山唯一的目標；
比登頂更重要的事，安全下山。

感謝董事長促成這次玉山行，
讓許多人圓夢。當接到董事長的訊

息指令時，便積極籌備各項事宜，
終於在經過21次的抽籤後於今年8
月26日成行，行前安排加里山及
油羅山集訓，無奈往排雲山莊的山
路卻因連日豪雨崩塌中斷，我們在
8月27日登了玉山前峰後便撤退。

回程時董事長希望原班人馬繼
續參加抽籤，因此，一切從頭來，
一次又一次參加抽籤，總在失落中
繼續努力，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
11月 4日排雲山莊中籤，行前安
排虎山集訓，11月3日我們再度成
行，遺憾的是董事長臨時有要事，
無法跟大家一起去爬玉山，我們應
允董事長要把校旗帶上玉山頂峰，
過程中歷經嚴峻碎石坡及強風吹襲

並克服高山氣壓，感恩天、地、山
神護佑我們站上東北亞第一高峰，
並許我們一個好天氣，讓我們看到
玉山大景及冉冉上升的日出，當校
旗在玉山頂峰飄揚時，象
徵校運昌隆，招生蒸蒸日
上，站上高峰，感動的氣
氛瞬間感染大家。

感謝元昌帶領大家攻
上主峰及押隊，最佳紀錄
及攝影師長忠、武清幫大
家留下美麗的回憶，武清
更是一馬當先攻上玉山西
峰，小方一路上<嘿休>加
油打氣，安富、凈苡、庭
萱的堅持，上排雲落後的

勇哥、阿嬌、明和的互相鼓勵。感
謝各位的熱情參與和配合，各位都
是最佳的隊友，此行玉山全員攻頂
成功，活動圓滿完成。

【本報訊】阿基師106年11月7日
於育達科大推廣教育金牌大師講座
分享月子烹飪料理祕訣，受到民眾
熱烈的歡迎，阿基師分享在產前不
同孕期及產後照顧的各種食補秘訣
與注意事項，並表示苗栗本地物產
豐饒，各鄉鎮都有很好的食材，不
論是月子料理常用的大湖老薑、公
館紅棗、三義茶油、造橋南瓜等優
質農特產或各鄉鎮的水果，只要善
用食材原味都可以獲得很好的滋養
效果。講座後更與現場民眾進行深
度對談互動，分享各種料理與廚藝
的撇步，與會者莫不覺得受益良
多。

育 達 科 技 大 學 黃 榮 鵬 校 長 表
示，以「推動終身學習、落實學習
社會」為推廣教育願景，以轉型、
精緻化及創亮點為重點訓練政策，
除105年獲得勞動部TTQS銀牌認證
外。面對人口結構少子化及高齡化
趨勢，許多雙薪家庭願意投入更多
資源獲得更佳產後月子照顧及幼兒
托育的專業服務，在知名人力銀行
1111 也已經出現月子秘書職缺，
育達科大在系所設置與專業訓練教
室都足堪成為產後照顧與幼托照顧
專業的人才培訓基地。

育達推廣中心李聖賢主任表示
知名廚藝大師阿基師廚藝精湛，出
版多項暢銷烹飪書籍，廚藝備受肯
定，育達將禮聘阿基師擔任學校餐

飲職業訓練與廚藝技術課程總顧
問，期盼育達推廣教育課程規劃及
教師團隊能在阿基師指導下，逐步
開發精緻月子餐飲及月子秘書的訓
練課程。

育達推廣中心執行勞動部105-
106年度產業技術人才培訓據點建
置計畫-觀光餐旅產業類委託案，
成功開辦10個班隊訓練出246人次
投入職場，並將在此基礎上繼續執
行勞動部建置「觀光餐旅產業專業
人才發展基地」計畫，打造育達推
廣中心成為觀光餐飲專業人才及台
灣金牌月子秘書的培訓基地。

李聖賢主任說，中心將於106年
12月19日在台北推廣教學據點繼
續辦理第二場「阿基師培育達人」
金牌大師講座，邀請所有民眾跟著
大廚，輕鬆學月子餐，講座詢問
電話：02-25706950李主任；037-
651188分機8612洪小姐。

育達科技大學配合飛躍18璀璨
育達校慶，特別邀請曹玉明大師在
學校廣亞藝術中心展示畫作，學校
希望藉由曹大師精湛細膩的國畫藝
術，將人文藝術的種子在校園中散
布開來，帶領師生進入藝術殿堂。

曹玉明大師是一位師出名門之
後的畫家，其外祖父系民國時期
著名的“九大畫家”之首的周申
莆老先生(其餘為齊白石,徐悲鴻,張
大千,李可然等),是開創中國繪畫廣
告的創始人。當年一副達爾文畫轟
動整個畫壇以致驚動民國第一夫人
宋美齡，先後數次請求拜師學藝曹
玉明自幼酷愛繪畫藝術，受其祖父
中、西畫兼得之精髓得傳承，愚頑
頓開，藝術根基紮實雄厚，後又師
承蜀中著名書法家王砥如先生，
曾君茂先生,伍端先生研習書畫.曹
老師十分崇尚“八大山人”,“馬
遠”“郎世寧”的繪畫精神，取古
人繪畫之長,繼承和發揚中國繪畫
傳承。

曹大師為創新國畫畫法，閉門
潛心研究十多年。因此，他整整在
畫界消失了十多年。皇天不負苦心
人，今年初他終於研究出嶄新的繪
畫技法—墨彩單色畫。根據曹老師
的解讀，這種畫用西畫的素描手法
之單色線條組合，運用自然界中的
光影，透視元素,以其精湛細膩的
筆法,來表現物體之萬象，無論是
人物工筆還是山水花鳥都力求意
韻豐滿,氣韻生動，色調明快、

艷麗而沉穩，高雅又古樸醇厚，
達到至臻至美的藝術意境。

 一個始終從不賣名用心創作
的畫家，將自己的所有時間沉醉
在藝術創作裡，為了是給大家帶
來藝術的享受，同時也為了突破
千百年來國畫的畫法。他閉門潛
心多年，展現的是一種精神、一
種決心、一種毅力。他的理念就
是“感悟自然、用心表達”的作
畫風格、展現的是畫的意涵、畫
出意念、畫的意境。

育 達 科 大 黃 榮 鵬 校 長 表 示 ：
曹大師不只要讓師生知道藝術的
美、藝術的好、藝術的可貴，更
要讓師生知道畫可以陶冶人性，
美化人生外，也能鍛鍊人的精
神。他要借此機會告訴師生，畫
裡的思想，畫中的意涵，畫外的
人生，是精闢的、是精緻的、當
然也是精彩的。11月25日校慶當
日也特別邀請曹玉明大師及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專家委員德村志
成博士來台交流指教。曹大師也
說明，此次選擇在赴義大利前，
到育達科大展出，是久仰育達科

技大學不僅僅是一所知名的私立
大學，除了用心裁培希望獲得一
技之長的學生外，深知藝術在大
學裡的重要，還特設立廣亞藝術
中心。德村志成博士表示：曹老
師的畫是融合了天地人之氣的創
作品，像是一種『道行畫』，是
一種『境界畫』，一種讓人會看
了心動的畫。

曹玉明畫展自即日起至11月25
日下午4：00於學校廣亞藝術中心
展出，11月25日上午曹玉明老師
也將蒞臨廣亞藝術中心，作品中
絕大部份是預定明年準備在義大
利梵蒂岡博物館展出的作品，說
明曹老師對這次展出的重視，即

將展出的畫有人物和花鳥和字
畫，是一次絕對值得觀賞的畫
展。歡迎各界人士、老師和
學生到場觀賞。洽詢電話：
037-651188

育達科大發展月子秘書課程
邀請阿基師分享月子餐烹調秘訣

「飛躍18 璀璨育達」曹玉明大師畫展 帶您進入心的境界

▲▲王董事長育文(中)授校旗予登山社。

▲▲王董事長育文一一向社員擊掌加
油，預祝登頂成功。

▲▲社員們完成攻頂前準備，於入口
處合影。

▲▲登山社成員於攻頂後合影。

▲▲育達科大聘任阿基師為學校餐飲
職業訓練與廚藝技術課程顧問。

▲▲規則講解

▲▲安全規定下達 ▲▲同心協力 ▲▲同心協力 ▲▲同心協力 ▲▲同心協力

▲▲鳴槍起跑 ▲▲揹著地球跑 ▲▲揹著地球跑 ▲▲揹著地球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