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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瘋萬聖節 揪兒童同樂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師生於萬聖節陪小朋友學做壽司。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7 年 11月 04 日 04:09 工商時報  

林福吉 

長年默默為在地弱勢團體奉獻愛心的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為了讓鄰近的造橋國小附設幼兒園小朋友體驗不

一樣的萬聖節，餐旅系師生特地邀請日本壽司協會講師本木美登里蒞校，帶領餐旅系同學一同教導小朋友做壽

司。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主任黃秋菊表示，本次餐旅系同學參與公益有別於以往，是邀請造橋國小附設幼兒園小

朋友，在萬聖節前夕來到育達科大，在本木美登里壽司講師以及餐旅系 50 位同學的帶領下，一步一步地完成了

自己親手製作的造型壽司，對同學們來說除了向名師習得做壽司技巧外，也格外具有教育意義。 

30 日在育達科大所舉辦的萬聖節日式創意料理研習活動，30 位造橋國小附設幼兒園小朋友們在老師的指導下，

認真學做壽司，校方也提供豐盛食材料，小朋友吃著自己製作的壽司，不僅直呼好美味，也相當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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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41438&cat=7 

 

2017/11/08 | 校園報導 | 林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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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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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育達科大提供。  

上圖：阿基師對滿場聽眾分享如何利用食物原味及烹飪技巧來食補滋養。圖 /育達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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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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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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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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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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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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6 年 12 月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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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25 7069 50 李主任； 037- 6511 88 分

機 8612 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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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 11月 2日舉辦「2017國際休閒創意產業應用學術研討會」，邀請法國、印度等國在廚藝
學有專精的廚師與學者專家進行國際論壇，黃榮鵬校長（左）致詞。 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7 年 11月 09 日 04:10 工商時報  

林福吉 

由育達科技大學休閒創意學院餐旅經營系主辦，休閒事業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時尚

造型設計系協辦的「2017 國際休閒創意產業應用學術研討會」，11 月 2 日於育達科大家聲紀念圖書館國際會議

廳登場，邀請法國、印度等國在廚藝學有專精的廚師與學者專家進行國際論壇，同時研究生於研討會發表論文，

產、官、學、研四領域共聚一堂，交換意見。本次研討會海內外學者齊聚一堂交流，除了各有一場論壇與海報論

文發表外，還邀請同為論文發表人的外國貴賓 Manash Kumar Pradhan 與 Fabien Verg'e 兩位廚師，首度以主

題式展演方式與該校黃家洋及王申長兩位老師切磋廚藝。 

研討會參與嘉賓包括 Chef Manash Kumar Pradhan、Chef Fabien Verg'e、侯致遠教授、張漢良教授、張博能

副教授等多名學者，擔任專題演講主講人與論文發表主持人，另有多名學者參與論文發表及討論，交流休閒產業

運用的多元面向。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致詞時表示，非常歡迎大家蒞臨本校，這次除了有來自法國與印度的學

者，還有國內多所大學的教授們，一起發表辛苦研究的成果。育達科大很重視技職教育與產業人才培育，希望透

過本次研討會能開創與會師生國際視野。使育達科技大學成為「台灣達人」培訓項目最多與質量最好的專業大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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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國際論壇與研討會主題為「國際休閒創意產業應用」。育達科大休閒創意學院侯致遠院長表示，本次研討會

定位在國際學術交流，邀請了法、印度與國內學者一同參與，論文發表以長摘要方式表現，同時，也邀請本校策

略聯盟的育民工家師生一同參與，讓他們從高中就培養國際視野；未來，本院將再鎖定一個系的專業為主題，邀

請有台灣經驗的外國人一同參與休閒專業研討，將本校技職教育持續推向國際化與務實化。(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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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推動「月子秘書」課程 邀請阿基師分享月子餐烹調 

 
勁報 2017/11/09 00:49(1 天前)【勁報記者羅蔚舟（圖由育達科大提供／育達科大推廣教育金牌大師講座 11/7
日邀請阿基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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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維乾／苗栗報導】 
育達科大推廣教育金牌大師講座 11/7 日邀請阿基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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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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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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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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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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推廣中心將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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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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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新南向政策 育達科大「免費越南語進修課程」熱鬧開班囉！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圖中)帶頭

學習越南課程專心上課情形 
 

 

教職員參加越南語課程上課情形 
 

 

教職員參加越南語課程快樂學習情

形 
 

落實新南向政策 育達科大「免費越南語進修課程」熱

鬧開班囉！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71109 18:11:18)育達科技大學 

(佔 66.0%)為大宗，其中居住在苗栗地區之東南亞新

住民當中，越南人口數佔了近一半以上

（55.0%=2,988 為建構學習型組織，提升教職員語文

能力以拓展全校之國際化視野並推動關懷國際學生赴

學校就讀，在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新一代服務人才

就業力培育計畫」之經費挹注下，由學校人事室與教

務處積極合作，進行跨單位資源整合，於日前開辦教

職員免費進修東南亞語言專班，全校教職同仁報名踴

躍，開辦二個越南語進修課程專班。 

目前東南亞地區在台新住民人數共計 150,815 人，以

越南人口 99,486 人人/5,474 人）。因此，為深根經

營苗栗地區，協助社區做好新住民服務照顧，學校第

一階段之多國語言課程開設，以優先配合政府「新南

向政策」推動及學校在地之苗栗地區新住民實際人

數，率先開辦「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 

學校體恤同仁上課之效益，「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

將授課教師請至學校授課，學校教職同仁可依上課之

時間選擇最適合時間上課。由於報名上課人數踴躍，

首梯次開設「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二班。 

學校開設「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聘請到遠從越南

嫁至台灣之越南籍「阮氏妙」講師前來授課，第一堂

課在黃榮鵬校長、蔡彥欣副校長及胡英麟學務長的帶

頭學習下，熱熱鬧鬧開跑。教職同仁們悉數放下各自

的身分，搖身一變成為年齡不一而足的「越南語進修班的同班同學」，開心地上起越

南語發音，整節課一一ㄚㄚ的，如同回到兒時，一群“大”小孩兒牙牙學語，笑聲不

絕於耳，非常開心熱鬧的度過了歡樂的學習時光。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表示：學校為落實新南向政策，並做好境外留學生的照顧服

務，推動「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並聘用優良師資、妥適的時間規劃與設備完善的語

言專用教室，以彰顯學校建構學習型組織之決心，藉以達到最佳之教學成果，協助學

校更進一步邁向國際化社會。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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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砲拜會育達科大，交換人才培育心得  

   

2017/11/09 | 校園報導 | 林福吉  

   為招募優質國防人才與提供官兵優良進修管道，陸軍十軍團 58 砲指部指揮官尹上

校 9 日率人事科長陳中校及士官督導長等人，前往育達科技大學拜會，希望透過相互
交流合作，讓在營官兵充實專業知識提升整體素質，同時有利於提升國家整體戰力與

形象，共創國軍、學校及官士兵個人「三贏」。  

 

 行程中， 58 砲指部指揮官尹上校與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 (上圖左七起 )、莊謙亮及蔡
彥欣等兩位副校長會面，就協助學生未來就業和生涯發展交換意見；隨後一行人參觀

學校各系產學合作教室 (下圖 1-2)，對該校致力教學成果留下深刻印象。  

 

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41479&cat=7 

十軍團指揮官拜會育達科大，肯定辦學嘉惠國軍  

  2017/11/10 | 校園報導 | 林福吉  

   為增進官兵多元便利的進修管道與機會，十軍團指揮官莫又銘中將 (下圖橫排左

一 )10 日拜會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博士 (下圖橫排中 )，雙方進行經驗分享與意見

交流。  

 
 黃校長表示，學校配合目前國軍在職進修政策，目前已在軍團轄內的 58 砲指部及

586 旅兩個單位設立教學點，依軍中任務特性提供部隊最新的進修資訊與教學服務，

使官兵能於服役時兼顧工作與進修，利用服役時間充實與本質相關技職學能，學校也
針對募兵制配套措施推廣，鼓勵校內同學報考專業軍士官班及加入大學儲備軍官團行

列，為國軍招募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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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指揮官對於育達科大務實辦學與推廣教學點的用心表達肯定與感謝，未來將規劃
於幕僚單位再增設教學點，並期望能與學校合作，進行人才招募廣邀有志青年加入國

軍行列。  

 

 

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41476&cat=7 

落實新南向政策，育達科大「免費越南語進修課程」熱鬧開班  

  2017/11/10 | 校園報導 | 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為建構學習型組織，提升教職員語文能力以拓展全校之國際化視野並
推動關懷國際學生赴學校就讀，在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新一代服務人才就業力培育

計畫」之經費挹注下，由學校人事室與教務處積極合作，進行跨單位資源整合，於 11

月 1 日開辦教職員免費進修東南亞語言專班，全校教職同仁報名踴躍，開辦二個越南
語進修課程專班 (下圖 )。  

 

   目前東南亞地區在台新住民人數共計 150,815 人，以越南人口 99,486 人 (佔 66.0%)

為大宗，其中居住在苗栗地區之東南亞新住民當中，越南人口數佔了近一半以上
（ 55.0%=2,988 人 /5,474 人）。因此，為深根經營苗栗地區，協助社區做好新住民服

務照顧，學校第一階段之多國語言課程開設，以優先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及

學校在地之苗栗地區新住民實際人數，率先開辦「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  

   學校體恤同仁上課之效益，「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將授課教師請至學校授課，學

校教職同仁可依上課之時間選擇最適合時間上課。由於報名上課人數踴躍，首梯次開

設「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二班。  

   學校開設「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聘請到遠從越南嫁至台灣之越南籍「阮氏妙」

講師前來授課，第一堂課在黃榮鵬校長 (上圖右一 )、蔡彥欣副校長 (下圖左一 )及胡英麟

學務長的帶頭學習下，熱熱鬧鬧開跑。教職同仁們悉數放下各自的身分，搖身一變成
為年齡不一而足的「越南語進修班的同班同學」，開心地上起越南語發音，整節課一

一ㄚㄚ的，如同回到兒時，一群「大」小孩兒牙牙學語，笑聲不絕於耳，非常開心熱

鬧的度過了歡樂的學習時光。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表示：學校為落實新南向政策，並做好境外留學生的照顧

服務，推動「免費越南語進修專班」並聘用優良師資、妥適的時間規劃與設備完善的

語言專用教室，以彰顯學校建構學習型組織之決心，藉以達到最佳之教學成果，協助
學校更進一步邁向國際化社會。  
 

 

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41476&cat=7
http://ctee.com.tw/News/List.aspx?cat=7


  莫指揮官對於育達科大務實辦學與推廣教學點的用心表達肯定與感謝，未來將規劃於幕僚單位再增設教學

點，並期望能與學校合作，進行人才招募廣邀有志青年加入國軍行列。 

 

 

https://www.ydn.com.tw/News/263682  

 

10 軍團拜會育達科大 意見交流 

記者鍾盛增／苗栗報導 

 

 為增進官兵多元便利的進修管道與機會，10 軍團指揮官莫中將昨日拜會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博士，雙方

進行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 

 

 黃校長表示，學校配合目前國軍在職進修政策，目前已在軍團轄內的 58 砲指部及 586 旅兩個單位設立教學

點，依軍中任務特性提供部隊最新的進修資訊與教學服務，使官兵能於服役時兼顧工作與進修，利用服役時間充

實與本職相關技職學能，學校也針對募兵制配套措施推廣，鼓勵校內同學報考專業軍士官班及加入大學儲備軍官

團行列，為國軍招募優秀人才。 

 

https://www.ydn.com.tw/News/263682


苗栗縣長徐耀昌在記者會中當起客語老師表示，客家話「後生」是指「年輕朋友」，可不要以為是「後生晚輩」，

為了鼓勵「苗栗後生子弟」返鄉創業、多元發展，盼透過文化觀光局與勞青處跨局處合作，共同開創苗栗

「YOUNG 客時代」。 

 

 

 

http://www.techlife.com.tw/?page=news&id=36896 

 
育達科大深耕產業 青農與在地文創展亮點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819534 

 

山城高校音樂會 苗栗 18 日飄濃濃客家味 

2017-11-15 12:41 中央社 苗栗縣 15 日電 

 

 

苗栗縣政府將於 18 日舉辦「2017 年山城高校音樂會」，由縣內各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演出，縣長徐耀昌今天指出，

活動包含青創成果展，希望打造專屬苗栗青年的「YOUNG 客時代」。 

 

苗栗縣政府 18 日將舉辦「2017 年山城高校音樂會」，由縣內各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演出... 

苗栗縣政府 18 日將舉辦「2017 年山城高校音樂會」，由縣內各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演出，縣長徐耀昌（後右 4）15

日指出，活動包含青創成果展，希望打造專屬苗栗青年的「YOUNG 客時代」。 中央社 

苗栗縣政府規劃「2017 年山城高校音樂會—苗栗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客家音樂會」，上午在文化觀光局舉辦宣傳記

者會，18 日活動當天將由育達科技大學啦啦隊、苗栗農工熱舞社、聯合大學阿卡貝拉、苗栗高中學生歌手陳孟蕎，

帶來充滿客家味的表演。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長林彥甫說，除了在地學生團體，音樂會也邀請入圍金曲獎的 iColor（愛客樂）樂團、廣播金鐘

獎客語流行音樂得主葉鈺婷、世大運主題曲票選最佳人氣獎「尋人啟事」人聲樂團，帶來好客樂章。 

 

苗栗縣勞工及青年發展處長彭德俊表示，配合山城高校音樂會，位於城市規劃館的苗栗青創 1 號基地也與育達科

大「小伴鄉旅」團隊以及工研院聯合舉辦「客青返鄉、地方創生」成果展，提供苗栗青年創業家發表的園地。 

 

http://www.techlife.com.tw/?page=news&id=36896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819534


 
【特派記者羅蔚舟／苗栗報導】 2017.11.19 
由育達科技大學執行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的產業群聚計劃，在經該校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黃月桂博士與餐旅經

營系賴奕瑄博士共同合作下，包括公館的馬郭芋頭園、玉順農創莊園、西湖水通伯柚子農莊、後龍樂仙米農等在

地小農，進行加工產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及產品的加值包裝設計，從食品的原物料無農藥快篩，到產品研發製作

過程的安全衛生管理到製成品的無農藥檢測以及產品的包裝設計，全部由育達科技大學的師生團隊共同合作。 

在群聚輔導案中，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產品包裝設計的部分，希望能夠提升在地小農的農產品價值為在地小

農帶來更多的收益，同時也提供安全衛生的加工品給消費者，也讓消費者能夠有機會更加支持在地小農。育達科

技大學表示，非常感謝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提供群聚計畫及微型輔導案，幫助在地企業做升級也讓學校單位能

夠與產業做結合。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由育達科技大學執行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的產業群聚計劃，在經該校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黃月桂博士與餐旅經

營系賴奕瑄博士共同合作下，包括公館的馬郭芋頭園、玉順農創莊園、西湖水通伯柚子農莊、後龍樂仙米農等在

地小農，進行加工產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及產品的加值包裝設計，從食品的原物料無農藥快篩，到產品研發製作

過程的安全衛生管理到製成品的無農藥檢測以及產品的包裝設計，全部由育達科技大學的師生團隊共同合作。  

在群聚輔導案中，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產品包裝設計的部分，希望能夠提升在地小農的農產品價值為在地小

農帶來更多的收益，同時也提供安全衛生的加工品給消費者，也讓消費者能夠有機會更加支持在地小農。育達科

技大學表示，非常感謝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提供群聚計畫及微型輔導案，幫助在地企業做升級也讓學校單位能

夠與產業做結合。  

（圖由提供／育達科技大學輔導苗栗在地青農團隊成果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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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深耕產業 青農與在地文創展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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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育達科大深耕產業 青農與在地文創展亮點-社會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71119/24666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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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深耕產業 青農與在地文創展亮點 

大成報 (2017-11-19 15:21)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由育達科技大學執行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的產業群聚計劃，在經該校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黃月桂博士與餐旅經

營系賴奕瑄博士共同合作下，包括公館的馬郭芋頭園、玉順農創莊園、西湖水通伯柚子農莊、後龍樂仙米農等在

地小農，進行加工產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及產品的加值包裝設計，從食品的原物料無農藥快篩，到產品研發製作

過程的安全衛生管理到製成品的無農藥檢測以及產品的包裝設計，全部由育達科技大學的師生團隊共同合作。  

 

在群聚輔導案中，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生參與產品包裝設計的部分，希望能夠提升在地小農的農產品價值為在地小

農帶來更多的收益，同時也提供安全衛生的加工品給消費者，也讓消費者能夠有機會更加支持在地小農。育達科

技大學表示，非常感謝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提供群聚計畫及微型輔導案，幫助在地企業做升級也讓學校單位能

夠與產業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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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啟用竹苗地區首座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地 培養學生挑戰自

我、發展自信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7/11/23 16:48(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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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啟用竹苗地區首座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地 培養學生挑戰自我、發展自信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71123 16:48:23)育達科技大學首創竹苗地區第一座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地」，將結合校內

外師資、運用高低空探索等設施，提供校內學生、竹苗地區國高中學生、以及企業、非營利組織等團體參與探索

教育體驗，即將於 106 學年度正式啟用。育達科技大學於今天(22 日)下午 14 時 30 分舉辦「冒險挑戰場地」啟用

活動，希望藉此鼓勵師生們積極參與探索教育，學習融入團隊精神，培養獨立自主、挑戰自我的能力，並成為竹

苗地區探索教育發展中心。 

 

育達科大於今年申請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增建高低空探索設施包含低空之高牆、賞鯨船、蜘蛛網、砲洞穿越、

三角橫渡等；高空也新增設浮動海島、巨人梯、高空獨木橋、與空中擊球等，以單場 60 人次容訓量，活化現有校

園空間。 即將於 106 學年度正式啟用的「冒險挑戰場地」，將開放安排學生進行體驗課程培養探索教育職專業職

能。未來在暑假期間，也將推動國高中生的戶外活動系列課程，結合探索教育、露營等戶外活動，在完善的戶外

冒險挑戰場地內，提供竹苗等地區高國中學生能走出戶外參與挑戰自我與團體合作等體驗課程 。 

該校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邱文頊表示，育達科技大學積極推動探索教育，為鼓勵學生們參與體驗，「 冒險挑戰場

地」也將融合校內跨系課程，例如：戶外教育概論、休閒規劃與設計、露營管理與實務等課程，發展冒險旅遊達

人特色跨領域學分學程，結合休閒事業管理系與休閒運動管理系之特色，培訓「戶外活動管理」相關專業人才，

以提供學生於主系外，第二專長之整合性學程學習，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能力。 

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地」啟用活動，由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救國團陳孟紳總幹事、本校王育文董事長、校務

研究辦公室游書宜執行長及黃榮鵬校長共同揭牌，現場安排育達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高空挑戰體驗， 學

生們現場展現團隊動能與自我超越之能量，一一挑戰成功，率先體驗與感受前所未有的冒險挑戰。 

副縣長鄧桂菊表示，希望學生們經由探索教育活動，學習融入團隊精神，培養獨立自主、挑戰自我的能力。也希

望於寒暑假期間，推動國高中生的戶外活動系列課程，結合探索教育、露營等戶外活動，在完善的戶外冒險挑戰

場地內，提供竹苗地區國高中生走出戶外，參與挑戰自我與團體合作等體驗課程。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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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育達科技大學首創竹苗地區第一座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地」，將結合校內外師資、運用高低空探索等設施，提

供校內學生、竹苗地區國高中學生、以及企業、非營利組織等團體參與探索教育體驗，即將於 106 學年度正式

啟用。育達科技大學於日前（11/22）日舉辦「冒險挑戰場地」啟用活動，希望藉此鼓勵師生們積極參與探索教

育，學習融入團隊精神，培養獨立自主、挑戰自我的能力，並成為竹苗地區探索教育發展中心。 

育達科大於今年申請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增建高低空探索設施包含低空之高牆、賞鯨船、蜘蛛網、砲洞穿越、

三角橫渡等；高空也新增設浮動海島、巨人梯、高空獨木橋、與空中擊球等，以單場 60 人次容訓量，活化現有

校園空間。 即將於 106 學年度正式啟用的「冒險挑戰場地」，將開放安排學生進行體驗課程培養探索教育職專

業職能。未來在暑假期間，也將推動國高中生的戶外活動系列課程，結合探索教育、露營等戶外活動，在完善的

戶外冒險挑戰場地內，提供竹苗等地區高國中學生能走出戶外參與挑戰自我與團體合作等體驗課程 。 

該校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邱文頊表示，育達科技大學積極推動探索教育，為鼓勵學生們參與體驗，「 冒險挑戰

場地」也將融合校內跨系課程，例如：戶外教育概論、休閒規劃與設計、露營管理與實務等課程，發展冒險旅遊

達人特色跨領域學分學程，結合休閒事業管理系與休閒運動管理系之特色，培訓「戶外活動管理」相關專業人

才，以提供學生於主系外，第二專長之整合性學程學習，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能力。 

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地」啟用活動，由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救國團陳孟紳總幹事、本校王育文董事長、校務

研究辦公室游書宜執行長及黃榮鵬校長共同揭牌，現場安排育達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學生高空挑戰體驗， 

學生們現場展現團隊動能與自我超越之能量，一一挑戰成功，率先體驗與感受前所未有的冒險挑戰。 

副縣長鄧桂菊表示，希望學生們經由探索教育活動，學習融入團隊精神，培養獨立自主、挑戰自我的能力。也希

望於寒暑假期間，推動國高中生的戶外活動系列課程，結合探索教育、露營等戶外活動，在完善的戶外冒險挑戰

場地內，提供竹苗地區國高中生走出戶外，參與挑戰自我與團體合作等體驗課程。 

（圖由育達科大提供／育達科大於日前（11/22）日舉辦「冒險挑戰場地」啟用活動，希望藉此鼓勵師生們積極

參與探索教育，學習融入團隊精神，培養獨立自主、挑戰自我的能力，並成為竹苗地區探索教育發展中心。）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038283 

培養學生「挑戰自我、發展自信」 育達科大啟用竹苗地區首座探索

教育冒險挑戰場地 

勁報 2017/11/24 22:32(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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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創中心堪稱國內跨域創新平台的首例典範。未來也將同步推動苗栗多元產業聚落創新發展，朝北銜桃竹高科技

園區，南接中彰投智慧機械之都，形塑跨區域產業創新群聚軸心暨創新廊道樞紐典範。 

 

 

https://tw.news.yahoo.com/苗創中心-轉動創新產業價值-215003035--finance.htm 

苗創中心 轉動創新產業價值 

中時電子報 

2017 年 11 月 28 日 上午 5:50 

工商時報【李水蓮】 

 

在經濟部技術處支持下，苗栗產業創新推動中心，3 年來以跨域聯結在地產業，轉動創新產業價值。24 日在竹南

運動公園與苗栗縣政府，共同舉辦「2017 年度苗栗音樂佳餚暨苗創中心成果饗宴」。以生活藝文、互動體驗方式

宣揚苗栗產業創新在地黏著性及商業化，讓苗栗鄉親深刻感受在地產業蓬勃發展，推陳出新之生命力。 

 

苗創中心主任傅如彬表示，經濟部為提升苗栗產業創新發展，於 103 年成立苗創專案整合在地創新能量，輔導推

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促進苗栗產業經濟蓬勃發展。3 年來苗創中心以前店後廠機制，帶領後廠團隊計有聯合大

學、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育達科技大學、工研院、農科院等，與苗栗縣政府連結合作，共同推動苗栗粉末冶金、

高值陶瓷及智慧服務等特色產業群聚創新成長。 

 

今年推動成果包含產業創新生態體系串接形塑、新材料運用、製程科技化、工業區服務轉型、企業二代創新傳承

及智慧服務群聚創新商模，提升產業技術能量及多元化發展。為期 3 天的成果發表包含互動體驗展現輔導 30 家

特色廠商及成品展示，以及安排績優研發廠商進行表揚，充分展現創新平台活絡及苗栗產業創新能量，引領苗栗

產業創新爆發力。 

 

苗創中心執行總監郭煌村指出，苗創中心運用科專成熟技術與服務系統科技加值產業，協助苗栗粉末冶金製造、

高值陶瓷生活創意及主題式智慧服務升級轉型。郭煌村強調，苗栗目前有許多第二代的企業接班人、以及新外地

加入，將苗栗在地特色的產品如陶瓷、農產品導入新商業模式，這也是「年輕在地」與「永續發展」同時影響苗

栗最後一哩路的關鍵趨勢。 

 

從本年度輔導在地企業進行微型技術提升 25 家，促進在地研發、擴廠投資達 2.1 億元。尤其在苗創中心的資源

及能量挹注下，充分顯示苗栗三大產業及區域創新平台優化與亮點成果，將帶動苗栗產業創新爆發力。未來將持

續運用科專成熟技術，融合地方文創深耕苗栗特色產業，導入跨部會輔導資源，創造地區產業價值鏈，共同開拓

國際新市場鏈結地方文化創意。 

 

https://tw.news.yahoo.com/苗創中心-轉動創新產業價值-215003035--finance.htm


此外，福建還先後選派近 1 千名應用型本科高校、職業院校骨幹教師和管理幹部在兩岸高校進行研修訪學。廈門

理工學院選派了 27 名優秀教師赴台灣合作高校攻讀博士學位，並與台北科技大學、元智大學等共同成立「福建

省理工類師資閩台聯合培養中心」，積極推動教師隊伍建設。 

 

 

https://times.hinet.net/topic/21054361 

食尚豆類飲食夯 第一屆首府養生豆製品創意競賽 30 日登場 

台灣好 2017/11/28 17:39(1 天前) 

記者李文生／台南報導 

現代食尚豆類飲食夯，為推展以豆類為主製品的餐食，第一屆首府養生豆製品創意美味競賽，將於 30 日在台灣

首府大學舉辦，比賽分高中職組及大專社會組進行，每組各有 23 隊報名。台首大校長許光華表示，比賽總獎金

達 10 萬元，且得獎作品未來將有量產機會，競爭激烈可期。 

許光華校長說，因應養生潮流，在萬位國際餐飲集團贊助下，舉辦首屆養生豆製品創意美味競賽，希望藉由年輕

人的巧思，為傳統的豆製食品注入新生命。比賽有高中職組 23 隊、大專社會組 23 隊參賽，每隊成員 2 至 3 人。 

許光華校長表示，這項比賽的目的就是希望參賽者以創意、美味料理為主軸，結合當地有機豆類、豆製品食材，

設計出開胃菜、主菜、點心等 3 道作品。所有菜餚產品必須具備出餐快速、親民平價、加工複製、健康養生、美

味可口、視覺創意、輕食點心等 7 大元素，期能達到量產的可能性。 

第一屆養生豆製品創意美味競賽，參賽隊伍高中職組有亞洲餐旅、義峰高中、新榮高中、家齊高中、東吳高職、

中山工商及三信家商等校。而大專學校則台灣首府大學、慈惠醫護專科、崑山科大、中華醫事科大、台南應用科

大、吳鳳科大、高雄餐旅大學、嘉南藥理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及育達科大等。另有奇美幸福觀光工廠、福

容飯店貝悅店、爸爸私廚、大台南西餐公會、烹調主義及慶鍾佳味等業界組隊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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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中國大陸發明展勇奪 1 金 2 銀 

福建引進台灣教師 2 年 338 人次 

2017-11-24 03:57 聯合報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正在召開的福建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 32 次會議表示，兩年來福建省已經安排專項資金超過 3 千萬元人民幣，

資助從台灣引進全職教師 338 人次，其中 99%以上具有博士學位，52%以上取得副教授以上職稱，有力促進兩岸

高等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 

新華社報導，大陸首個涉台職業教育合作的地方性法規「福建省促進閩台職業教育合作條例」頒布實施兩年來，

福建不斷探索閩台合作辦學模式，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創新教學理念，提升高校建設內涵，拓展校企合作的深度

與廣度，建立閩台合作交流的常態機制。 

 

福建 2015 年提出，在「台灣全職教師引進計劃」項下，力爭在 3 年內引進 800 名台灣優秀教師到福建高校任職。

福建高校還借鏡台灣高校的辦學理念、經驗，引進台灣高校優質教學資源；在引進台灣優質科研資源方面日趨成

熟，逐步由單純聯合人才培養向合作科研攻關轉變。 

 

據了解，福建商學院與台灣育達科技大學合作創辦「育達專班」，全套引進台灣課程體系，完全由台灣教學團隊實

施課程教學、社團輔導和實習就業指導。福建工程學院先後與台灣雲林科技大學合作建設閩台合作土木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與台灣明道大學聯合共建「等離子表面工程實驗室和高新光電暨表面工程實訓基地」。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24787.aspx#.Wh9vNkqWYdU


 

育達科大研發團隊與參賽作品「改善身體微循環多功能量子晶片」合照(蔡彥欣副校長圖右、休管系蕭光渝同學 圖

左) 

育達科大研發團隊與參賽作品「高科技智慧型自動警示安全帽」合照(蔡彥欣副校長圖右、休管系蕭光渝同學 圖

左) 

蔡彥欣副校長於參賽作品前合照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71129 11:51:59)育達科技大學蔡彥欣副校長於 11 月 24 日率領學校二技休管系蕭光渝同學，

赴中國大陸廣東佛山市參加第二十二屆中國大陸全國發明展，有 34 個國家 1771 件作品參賽，學校有三件作品參

賽「改善身體微循環多功能量子晶片」、「高科技智慧型自動警示安全帽」與「涵氫負電位小分子鹼性水機裝置」

獲得 1 金 2 銀，展現育達科大師生團隊的發明實力。 

 

獲得金牌獎的發明「改善身體微循環多功能量子晶片」具改善身體微循環功能的光電量子能量晶片。學校物聯學

程江邦煒同學說，當使用者將本產品用於身上時，晶片藉由吸收環境周圍光能與各種電磁波後，透過量子共振，

可將所接收之微電波功率放大，再反饋給人體，並將能量輸送到全身，可改善強化人體的微循環，使得所有細胞

有充足的氧氣和養分，讓細胞實現自我修復功能，以達到恢復健康，延緩衰老之功效。 

 

學校休管系蕭光渝同學表示「高科技多功能智慧型自動警式安全帽」拿到銀牌獎，他平時喜愛騎車，但很怕被汽

機車追撞，這頂單車安全帽，後車接近時會有蜂鳴警示聲，也可以用頭自動「打方向燈、煞車燈」，很有創意及實

用性。 

 

另一項發明作品「涵氫負電位小分子鹼性水機裝置」，研究團隊成員中興商工資訊科宋汶霖同學指出，以往 RO 逆

滲透飲水機要產生 1 公升的水，至少要排掉 3 公升廢水，相當於 75%的水被浪費，電解水飲水機則會排掉約 50%

廢水，但團隊發明的雙功能活水裝置所有的水都可生飲且不用插電，能獲得銀牌獎表示對研究團隊的肯定。 

 

蔡副校長指出，大家平常喝的的水約有 13 至 16 顆水分子，團隊發明的活水裝置產生的水只有兩顆水分子，更容

易穿透細胞組織，能有效促進新陳代謝，讓身體一些殘留物代謝出來，只要持續飲用數天後，尿的顏色就會變淡，

且較無尿騷味。 

 

另外他也表示，台灣發明研究工作在前端「創意」做得很好，但後端「創新」、「創業」甚至「創富」一直没配合

上來。前期組研發團隊就要找業界合作，過程中才能協助替未來量產、行銷做準備，本次參賽作品「改善身體微

循環多功能量子晶片」及「涵氫負電位小分子鹼性水機裝置」均已獲得代理商簽約量產。 

 

學校表示，這次發明展組成共同研發的團隊有休管系邱文頊主任、系蕭光渝同學，物聯網學程張毓騰主任、江邦

煒同學及，另外有策略聯盟學校校君毅高中資訊科郭嘉和老師、徐韶良同學，中興商工資訊科陳奕亨主任、宋汶

霖同學也一同參與。是希望透過實際參與國際展活動，讓學子們能及早接觸產業市場、擴展國際視野，進而在專

業實務領域奠定就業創業的基礎，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41758&cat=7 

育達科技大學榮獲中國大陸發明展 1 金 2 銀  

2017/11/29 | 校園報導 | 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蔡彥欣副校長(下圖右)於 11 月 24 日率領學校二技休管系蕭光渝同學(下圖左)，赴中國大陸廣東

佛山市參加第 22 屆中國大陸全國發明展，有 34 個國家 1,771 件作品參賽，學校有三件作品參賽「改善身體微循

環多功能量子晶片」、「高科技智慧型自動警示安全帽」與「涵氫負電位小分子鹼性水機裝置」獲得 1 金 2 銀，展

現育達科大師生團隊的發明實力。 

   獲得金牌獎的「改善身體微循環多功能量子晶片」，具改善身體微循環功能的光電量子能量晶片。學校物聯學

程江邦煒同學說，當使用者將本產品用於身上時，晶片藉由吸收環境周圍光能與各種電磁波後，透過量子共振，

可將所接收之微電波功率放大，再反饋給人體，並將能量輸送到全身，可改善強化人體的微循環，使得所有細胞

有充足的氧氣和養分，讓細胞實現自我修復功能，以達到恢復健康，延緩衰老之功效。 

 上圖：育達科技大學榮獲中國大陸發明展 1 金 2 銀。圖/育達科技大提供。 

   學校休管系蕭光渝同學表示「高科技多功能智慧型自動警式安全帽」拿到銀牌獎，他平時喜愛騎車，但很怕

被汽機車追撞，這頂單車安全帽，後車接近時會有蜂鳴警示聲，也可以用頭自動「打方向燈、煞車燈」，很有創

意及實用性。 

   另一項銀牌獎發明作品「涵氫負電位小分子鹼性水機裝置」，研究團隊成員中興商工資訊科宋汶霖同學指出，

以往 RO 逆滲透飲水機要產生 1 公升的水，至少要排掉 3 公升廢水，相當於 75%的水被浪費，電解水飲水機則會

排掉約 50%廢水，但團隊發明的雙功能活水裝置所有的水都可生飲且不用插電，能獲得銀牌獎表示對研究團隊的

肯定。 

   蔡副校長指出，大家平常喝的的水約有 13 至 16 顆水分子，團隊發明的活水裝置產生的水只有兩顆水分子，

更容易穿透細胞組織，能有效促進新陳代謝，讓身體一些殘留物代謝出來，只要持續飲用數天後，尿的顏色就會

變淡，且較無尿騷味。 

   另外他也表示，台灣發明研究工作在前端「創意」做得很好，但後端「創新」、「創業」甚至「創富」一直没

配合上來。前期組研發團隊就要找業界合作，過程中才能協助替未來量產、行銷做準備，本次參賽作品「改善身

體微循環多功能量子晶片」及「涵氫負電位小分子鹼性水機裝置」均已獲得代理商簽約量產。 

   學校表示這次發明展組成共同研發的團隊有休管系邱文頊主任、蕭光渝同學，物聯網學程張毓騰主任、江邦

煒同學及，另外有策略聯盟學校君毅高中資訊科郭嘉和老師、徐韶良同學，中興商工資訊科陳奕亨主任、宋汶霖

同學也一同參與。是希望透過實際參與國際展活動，讓學子們能及早接觸產業市場、擴展國際視野，進而在專業

實務領域奠定就業創業的基礎，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41758&cat=7


 

 

 

 



台灣電競協會理事長施文彬也強調，過去協會積極推動電競產業發展，也獲得政府重視，期許未來

能看到學生們站上世界舞台，為國爭光。另現場也找來知名遊戲直播主「大魚」分享產業現況及未

來出路，提供學生更多經驗參考。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68742 

 

苗栗縣育達科大及君毅中學成立電競校隊，攜手舉辦授旗典禮。（記者鄭名翔攝）  

苗栗縣育達科大及君毅中學成立電競校隊，攜手舉辦授旗典禮。（記者鄭名翔攝） 

台灣電競協會理事長施文彬也到場勉勵選手。（記者鄭名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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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掌握電競產業趨勢，苗栗育達科技大學及君毅中學今攜手成立電競戰隊校

隊，並舉行授旗儀式。台灣電競協會理事長施文彬也到場勉勵選手，期盼選手們能善用學校資源，不

斷精進技術，未來能夠出國比賽為國爭光。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和君毅中學校長林慶旺皆表示，電競已被國家納入運動產業之中，社會各界

對於傳統打電動的刻板印象也逐漸改觀，未來電競及周邊產業發展蘊含數百億的商機，校方也希望藉

此機會，投注更多資源，讓學生能適才適性多元發展。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68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