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科大師生榮獲 2017 韓國首爾發明展金牌、特別獎 

2017/12/04 | 校園報導 | 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領師生研發團隊，在 2017 年首爾國際發明展，於 12 月 2 日頒獎典禮中，再次

拿下 1 金 1 銀 1 銅及 1 特別獎，蔡彥欣副校長更獲大會頒發明教育貢獻獎(下圖)，為台灣爭光，師生同感榮耀。 

 

   獲得金牌獎及印尼特別獎的是「具改善血液循環及豐胸多功能之神奇內衣」(下圖)。因為許多女性長期穿著內

衣造成胸部血液循環不良，育達科大蔡彥欣副校長與該校時尚系馬惠君老師及學生，進行本項發明，是時尚與科

技的結合，讓女性內在美，除了美麗與時尚外，同時具有改善血液微循環及豐胸多功能之神奇內衣。當使用者將

本產品穿於身上時，量子晶片將吸收周圍環境能量，透過放大電路以微波方式反饋到人體，將能量透過血液送到

全身，可改善強化人體循環。女性長期使用本發明之神奇內衣產品，可改善胸部血液循環並達到豐胸的功能，目

前已商品化，並廣獲市場歡迎。 

   副校長蔡彥欣表示，近期台灣的天空空氣霧濛濛一片，很多上班族、帶孩子上學的父母都感受到 PM2.5 危

害，環保署提醒民眾，對所有族群不健康。其中獲得銀牌獎作品「殺菌隱形口罩」(下圖)是我們研發團隊，將傳

統大型口罩改變縮小在鼻孔內使用，同時升級為具有殺菌功能及可清洗重複使用之革命性產品。殺菌隱形口罩，

體積小、省材料、易攜帶；可以用水快速清潔，殺菌力持久、耐洗滌，並具有抑菌和除臭等功能，是環保節能的

好產品。 

 

育達科技大黃榮鵬校長指出，學校全力提供老師和學生所需資源及環境，整合各系所師資及專業，

投入相關創意發明與專利研發，希望能夠讓更多老師與學生，未來在創新創業領域能有更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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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實務專業大學。實踐「培育達

人，就在育達」的育達科技大學教育目標。 

 

神奇內衣會豐胸、鼻孔隱形口罩抗空汙 台生奪首爾發明 4 獎 

2017 年 12 月 04 日 12:11 中時  

陳慶居／苗栗報導 

「神奇科技釣竿」(下圖)是蔡彥欣副校長結合該校休閒管理系，展現技術與創意的科技產品，應用了

遠端操控裝置，使用最新科技，結合手機、無線技術、防水的 LED 燈、頻率聲波器、魚香球、無線針

孔攝影機、聲波遙控器與釣竿，取代長時間等待和利用大量魚餌方式的傳統釣魚方式，享受釣魚樂趣，

發明市場絕無僅有的「最夢幻的科技釣竿」，本次發明展雖獲得銅牌獎，已有兩家韓國廠商來談專利

授權及買賣，未來商品化將成為釣客的最愛。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29


  

隱形口罩具備多項特殊功能，可防 PM2.5 危害。（育達提供） 

神奇科技釣竿，結合現代科技產品更實用且受歡迎。（育達提供） 

苗栗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同師生研發團隊，在 2017 年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中，獲得金
牌、銀牌、銅牌及特別獎各 1 座，作品包括多功能女性神奇內衣和因應 PM2.5 危害研發的隱形
口罩等，蔡彥欣另獲頒發明教育貢獻獎，團隊為苗栗、為台灣爭光。 

育達科大指出，囊括金牌獎及印尼特別獎的是具改善血液循環及豐胸多功能的神奇內衣。創作發
想來自許多女性長期穿著內衣，造成胸部血液循環不良，副校長蔡彥欣與時尚系老師馬惠君和學
生，嘗試研發改善。產品目前已商品化，市場上頗受好評。 

師生將時尚與科技結合，讓女性內在美在時尚之外，又能改善血液微循環及豐胸功能。穿著這件
神奇內衣時，量子晶片會吸收周圍環境能量，透過放大電路以微波反饋到人體，將能量透過血液
送到全身，可強化人體循環及豐胸效果。 

蔡彥欣另表示，近期台灣天空一片灰濛濛，上班族、接送小孩的父母都受到 PM2.5 危害。獲得
銀牌獎的作品「殺菌隱形口罩」，是研發團隊將傳統大型口罩改變縮小在鼻孔內使用，同時升級
為具有殺菌功能及可清洗重複使用之革命性產品。 

殺菌隱形口罩，體積小、省材料、易攜帶，可用水快速清潔，殺菌力持久、耐洗滌，並具有抑菌
和除臭等功能，是環保節能的好產品。 

神奇科技釣竿則是蔡彥欣結合休閒管理系，展現技術與創意的科技產品，應用了遠端操控裝置，
結合手機、無線技術、防水的 LED 燈、頻率聲波器、魚香球、無線針孔攝影機、聲波遙控器與
釣竿，取代長時間等待和利用大量魚餌方式的傳統釣魚方式，享受釣魚樂趣，開發出「最夢幻的
科技釣竿」。 

校長黃榮鵬表示，學校全力提供老師和學生所需資源及環境，整合各系所師資及專業，投入相關
創意發明與專利研發，希望能夠讓更多老師與學生，未來在創新創業領域能有更多表現，使學校
成為「台灣達人」培訓最多與質量最好的應用實務專業大學。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25080.aspx#.WiUBlrpuKkx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25080.aspx#.WiUBlrpuKkx


 

韓國首爾發明展 育達師生再奪金牌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71204 14:25:20)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領師生研發團隊，在 2017 年首爾國際發明

展，於 12 月 2 日頒獎典禮中，再次拿下 1 金 1 銀 1 銅及 1 特別獎，蔡彥欣副校長更獲大會頒發明教育貢獻獎，

為台灣爭光，師生同感榮耀。 

獲得金牌獎及印尼特別獎的是「具改善血液循環及豐胸多功能之神奇內衣」。因為許多女性長期穿著內衣造成胸

部血液循環不良，育達科大蔡彥欣副校長與該校時尚系馬惠君老師及學生，進行本項發明，是時尚與科技的結

合，讓女性內在美，除了美麗與時尚外，同時具有改善血液微循環及豐胸多功能之神奇內衣。當使用者將本產品

穿於身上時，量子晶片將吸收周圍環境能量，透過放大電路以微波方式反饋到人體，將能量透過血液送到全身，

可改善強化人體循環。女性長期使用本發明之神奇內衣產品，可改善胸部血液循環並達到豐胸的功能，目前已商

品化，並廣獲市場歡迎。 

副校長蔡彥欣表示，近期台灣的天空空氣霧濛濛一片，很多上班族、帶孩子上學的父母都感受到 PM2.5 危害，

環保署提醒民眾，對所有族群不健康。其中獲得銀牌獎作品「殺菌隱形口罩」是我們研發團隊，將傳統大型口罩

改變縮小在鼻孔內使用，同時升級為具有殺菌功能及可清洗重複使用之革命性產品。殺菌隱形口罩，體積小、省

材料、易攜帶；可以用水快速清潔，殺菌力持久、耐洗滌，並具有抑菌和除臭等功能，是環保節能的好產品。 

「神奇科技釣竿」是蔡彥欣副校長結合該校休閒管理系，展現技術與創意的科技產品，應用了遠端操控裝置，使

用最新科技，結合手機、無線技術、防水的 LED 燈、頻率聲波器、魚香球、無線針孔攝影機、聲波遙控器與釣

竿，取代長時間等待和利用大量魚餌方式的傳統釣魚方式，享受釣魚樂趣，發明市場絕無僅有的「最夢幻的科技

釣竿」，本次發明展雖獲得銅牌獎，已有兩家韓國廠商來談專利授權及買賣，未來商品化將成為釣客的最愛。 

育達科技大黃榮鵬校長指出，學校全力提供老師和學生所需資源及環境，整合各系所師資及專業，投入相關創意

發明與專利研發，希望能夠讓更多老師與學生，未來在創新創業領域能有更多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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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實務專業大學。實踐「培育達人，就在育達」的育達科技大學教育目標。 

 



 

 

 



他們創設的 TE 桐享文創，也正準備積極協助小農販售農產，並以友善種植的青農或農友為主，

要讓消費者吃得安心，期待各界能大力支持按個讚，更期待獲得資助，早日圓夢。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204002307-260402 

 

 

 

 

 

TE 桐享文創建置 APP 推廣苗栗旅遊和農產 

 

 

 

 

 

 

 
育達學生黎鎮儀與林家德攜手成立 TE 桐享文創，獲佳作企畫案則建置 APP 服務遊客。（陳慶居翻
攝） 
 
2017 年 12 月 04 日 11:21 中時 陳慶居  
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學生黎鎮儀與林家德，利用課餘致力朝創業目標邁進，
兩人在育成中心主辦的創新創業計畫競賽，突破瓶頸發表完整企畫書，以推廣台灣和苗栗在地觀
光而獲評佳作，他們希望籌募基金建置 APP 和粉絲網頁，發揮更大效益。 
黎鎮儀與林家德攜手成立 TE 桐享文創創業團隊，他們致力要完成企畫中的 APP，做到能夠推廣台
灣各地、苗栗在地的觀光旅遊、客家文化及小農產品推廣。 
企畫案雖獲評佳作，行銷系師生與有榮焉，但要製作旅行 APP，就是要讓更多消費者，方便使用
付款及各項功能，例如快速訂房、訂位及支付等，且讓遊客輕鬆找到一些私房景點。 
黎鎮儀表示，他發現台灣地區有些絕佳風景被很多遊客忽略了，當然苗栗地區也有好山好水和好
人情沒被注意到，這個旅行 APP 裡面是要帶給旅行者全新的體驗及驚喜，並找到不同角度和另類
的體驗方式等。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204002307-260402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7-12-04/656/20171204002308.jpg


 



 

 



 

 

苗栗縣政府昨天發表「苗栗友善商店」App，現階段 250 家商品內容、距離遠

近、導航等都有，身障及老人消費也方便。 記者范榮達／攝影 

身障者及老人最怕外出購物時空間不友善，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輪椅 7 名「親善大使」實地檢測，克服不斷碰

釘子困難，2 年登錄 200 多家友善商店。無障礙關懷協會理事長呂萬春形容登錄店家是在「做功德」，必須自掏

腰包改善，只為方便身心障礙者及老人食衣住行育樂。 

苗栗縣人口 55 萬 4267 人，老人 8 萬 5124 人、身障 3 萬 3430 人，總計共占 2 成 1 以上，縣府評估友善環境及服

務需求迫切，運用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款補助無障礙關懷協會評選友善商店，去年完成 100 家，今年 150 家，明年

還要加 200 家，縣府昨天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成果發表會。 

 

 

友善商店「4 平」指標：門口平坦、走道平順、桌椅櫃台平穩、服務平等，呂萬春及親善大使胡春森等人說，親

善大使與育達科大師生實地檢測，整隊人馬有時必須動用 3 輛復康巴士，「工程」相當浩大，多數商家很配合，

但有時會碰釘子，商家推三阻四就是不願配合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2856124 

親善大使實勘 友善商店 App 啟動 

2017-12-04 23:17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苗栗報導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事「親善大使」實地檢測，2 年完成 200 多家友善商店登錄。 記者范榮達／攝影 

縣府秘書長陳斌山、社會處長范陽添、育達科大副校長莊謙亮及呂萬春等人啟動「苗栗友善商店」App，透過智

慧型手機搜尋，現階段 250 家商品內容、距離遠近、導航等都有，友善商店還有認證標章，可提供消費者參考。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2856124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出，學校透過整合各系所師資專業，投入相關創意發明與專利研發，近期在中國、韓國都

獲得優良成績，希望未來讓更多老師與學生參與，積極培育應用實務人才，有助未來創新創業。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事長呂萬春領軍「親善大使」實地檢測，2 年登錄 200 多家友善商店，並有認證標章供辨

識。 記者范榮達／攝影 

呂萬春表示，行政院長賴清德的「做功德」說法引起爭議，但親善大使檢測友善商店無庸置疑是做功德，有些店

家也是做功德，例如生春堂醫藥集團「立康健康養生觀光工廠」近 2 年投入 100 多萬元，打造無障礙環境。明年

擴充完成全縣友善商店 App 後，下階段目標建構苗栗縣無障礙旅遊。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079982 

台灣奪牌數稱霸全場 達育神奇內衣 首爾發明展奪金 

 

苗栗縣 4 日電  

台灣代表團參加今年韓國首爾發明展，成績大放異彩，奪牌數稱霸全場，其中育達科技大學師生研發促進血液循

環的內衣，獲得金牌及印尼特別獎，為國爭光。  

育達科技大學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副校長蔡彥欣率領師生研發團隊參加 2017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拿下 1 金 1

銀 1 銅及 1 面特別獎，蔡彥欣更獲大會頒贈發明教育貢獻獎。  

得獎作品中，「具改善血液循環及豐胸多功能之神奇內衣」同時獲得金牌獎及印尼特別獎，創意發想來自女性長期

穿著內衣，造成胸部血液循環不良，蔡彥欣與校內時尚系老師馬惠君及學生合作，結合科技與時尚，讓女性內在

美促進血液循環。  

蔡彥欣指出，這項發明主要利用量子晶片吸收周圍環境能量，透過放大電路以微波方式反饋到人體，把能量透過

血液送到全身，強化血液循環。  

此外，有鑑於不少民眾擔心空汙危害，出門總戴著口罩，研發團隊於是將傳統大型口罩改變縮小，發明在鼻孔內

使用的「殺菌隱形口罩」，體積小、方便攜帶且兼具抑菌、除臭、環保等功能，獲得銀牌獎。  

銅牌獎作品則是由休閒管理系師生研發的「神奇科技釣竿」，應用遠端操控裝置，結合手機、無線技術、防水 LED

燈、頻率聲波器、魚香球、無線針孔攝影機、聲波遙控器與釣竿，幫助釣客充分掌握水面下動態。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079982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理事長呂萬春表示，在訪視宣導過程普遍獲得商家正面回應，但也有許多店家反映不知如

何改善，剛好藉由這次機會宣導無障礙環境。呂萬春也強調，無障礙旅遊也是未來協會推廣重點，除期盼苗栗縣

能加強無障礙公車、計程車的設置，也希望縣內的旅館、飯店能在房間內增設馬桶椅等無障礙設施，讓身障朋友

來到苗栗旅遊也能玩得盡興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3178 

推廣身心障礙友善環境 苗縣招募友善商店 

2017-12-04 18:37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為打造無障礙友善環境，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與苗栗縣政府、育達科技大學合作，

自去年開始便積極尋訪縣內友善身心障礙人士店家，2 年下來共在 12 鄉鎮市登錄 250 符合標準的友善店家，今

年更與廠商合作開發推出「友善商店 App」，提供身心障礙者可隨時就近搜尋，明年預期於中港溪地區新增 200

間友善商店，讓無障礙空間擴及全縣。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與科技廠商合作，開發友善商店 App，提供身障朋友可就近搜尋友善店家。（記者鄭名翔

攝） 

符合「門口平坦、走道平順、桌椅平穩、服務平等」等四項條件的店家，門口會貼上苗栗友善貼紙。（記者鄭名

翔攝）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今年登錄兩百家友善店家，舉辦成果發表會。（記者鄭名翔攝）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今年共有 8 名坐輪椅的身障慈善大使，到苗栗山線的苗栗、卓蘭、大湖、公館、頭屋、獅

潭及泰安等鄉鎮市宣導，以「門口平坦、走道平順、桌椅櫃台平穩、服務平等」等「四平」指標，獲得 150 家商

店響應改善無障礙設備，提供苗栗縣共 3 萬多名身心障礙人士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此計畫是由苗栗縣政府提供公益彩券盈餘 43 萬餘元補助，分成 3 年度推廣。去年在竹南、造橋、後龍、通霄、

苑裡等海線鄉鎮推廣，共有 100 間商店配合；今年協會也與育達科大及科技廠商合作，開發「友善商店 App」，

讓身障人士可隨時查詢附近的友善店家資訊，明年則預計在頭份、三灣、南庄、三義、銅鑼、西湖等地區延攬

200 家友善商店。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3178


社會處長范陽添指出，友善商店評核指標為門口有平坦、走道有平順、桌椅櫃台有平穩、服務有平等 4 項，去年

在海線地區 130 家中評選出 100 家，今年在山線地區登錄 150 家中，再次選出 100 家，預計明年於中港溪地區進

行評選，全面建構友善服務環境，未來民眾也可透過手機搜尋友善商店或掃描ＱＲ-Ｃode 連結至商店，查詢相關

服務內容。106120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3153 

韓國首爾發明賽 育達科大摘金 

2017-12-04 18:13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台灣之光！育達科技大學參加 2017 韓國首爾發明展，以神奇女用內衣一舉奪下金牌

及特別獎，而對抗霧霾的殺菌隱形口罩及科技神奇釣竿也分別摘銀奪銅，率隊參賽的育達科大副校長蔡彥欣也獲

頒大會的發明教育貢獻獎，參賽成果亮眼。 

  
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領師生參加韓國首爾發明獎，以能夠改善血液循環及具豐胸功能的神奇女用內衣奪

下金牌。（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大副校長蔡彥欣獲頒韓國首爾發明獎的發明教育貢獻獎。（育達科大提供）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712040297-1.aspx 

 

友善身障族 苗栗山線百家商店獲評選 

發稿時間：2017/12/04 19:04 最新更新：2017/12/04 19:04 字級： 字級縮小字級放大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4 日電）苗栗縣政府推動建構友善環境，在山線鄉鎮地區評選出 100 家友善商店，今

天舉辦成果發表會，未來透過手機 APP 搜尋，就能連結至店家查詢相關服務內容。 

 

苗栗縣政府為提供身障朋友及行動不便長輩友善環境，推動「山線友善商店親善服務計畫」，今天在育達科技大學

發表成果，縣府秘書長陳斌山、社會處長范陽添、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莊謙亮、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理事長呂

萬春等人出席參與。 

 

縣府社會處表示，苗栗縣內身心障礙人口數達 3 萬 3430 人，佔總人口數約 5.8%，加上高齡化行動不便的長輩，

人數將突破 15%，對於友善環境及服務需求日益增加。 

 

社會處去年起運用公益彩券盈餘，補助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推動友善商店親善服務計畫，邀請餐飲業、便利

商店、超市賣場等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相關商店參加訪查，進而評選出友善商店，並將建立 APP 搜尋平

台。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73153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712040297-1.aspx


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領師生參加韓國首爾發明獎，以對抗霧霾的殺菌隱形口罩拿下銀牌。（育達科大提

供） 

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領師生參加韓國首爾發明獎，以結合多功能科技的神奇釣竿摘下銅牌。（育達科大

提供）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師生團隊參加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勇奪 2 金，私立龍德家商啦啦隊成員赴日也榮獲亞洲青年啦

啦隊錦標賽冠軍，上午在縣府接受表揚。記者胡蓬生／攝影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2859920 

啦啦隊奪冠、發明展奪金 育達龍德同獲表揚 

2017-12-06 17:29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即時報導 

苗栗縣造橋鄉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師生團隊 10 月間參加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勇奪 2 面金牌，苑裡鎮私立龍德家商

啦啦隊成員赴日也榮獲亞洲青年啦啦隊錦標賽冠軍，為苗栗增添光采，苗栗縣長徐耀昌上午在縣府接見表揚，期

勉師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讓個人、學校都能發光、發熱。 

表揚活動在縣府第二辦公大樓大廳舉行，育達科大展出獲發明展金牌的「光電量子能量晶片」與「強力掛勾」2 件

作品；龍德家商啦啦隊也安排了啦啦隊表演，展現空拋、翻騰、金字塔等高難度動作，活力四射。 

育達的師生團隊 10 月由副校長蔡彥欣領軍參加英國倫敦發明展，團隊成員包括育達大學物聯網學程主任張毓騰、

學生江邦煒、二技休閒管理系學生蕭光渝，另外策略聯盟學校二信中學也有 2 名師生參與。 

蔡彥欣指出，「光電量子能量晶片」是透過量子共振，將接收的微電波功率放大，再反饋給人體，具改善人體微循

環及延緩老化功能；「強力掛勾」以大氣壓力原理達到吸附效果，單支掛勾可承重 20 公斤，吸力可達一年不脫落。 

10 月間舉辦的日本東京亞洲青年啦啦隊錦標賽，中華隊以龍德家商啦啦隊為主要班底，與亞洲各國近百支隊伍競

技，奪下競技啦啦隊男女混合組金牌。 

龍德啦啦隊由教練陳碩宏帶領，成軍不到 3 年，這次獲獎隊員包括李佳員、鄭鈺達、林昀歆、黃敏茹、王俊閔、

王俊幃、王柏珵、卓易昇、吳婉華，9 人都是首次參加國際賽，能克服心理及場上壓力，勇奪冠軍，相當不容易。 

龍德校長徐詠芳指出，龍德家商啦啦隊隊員都從基礎開始訓練，為爭取好成績，除平日在校練習，假日也集訓，

每個完美演出背後的辛苦和付出，並非旁人能想像，但他們從不喊累，堅持不放棄，如願把冠軍盃帶回來，讓她

感到驕傲。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師生團隊參加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勇奪 2 金。記者胡蓬生／攝影 

苗栗縣長徐耀昌(中)頒獎表揚育達科大參加倫敦發明展的師生團隊。記者胡蓬生／攝影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085556 

十年百人獲獎勵、樹木樹人樹溫情 育達科大李昊曈副校長清寒優秀獎學金頒獎 

勁報 2017/12/05 22:18(27 天前)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2859920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085556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勁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李昊曈副校長清寒優秀獎學金於日前(11/28)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行頒獎活動，共計有該校碩士班休管系黃于真等五

名同學受獎。這項獎學金自 97 學年起辦理至今，已進入第十年，這學期受獎學生達 100 人次，主辦單位也特別

舉辦溫馨活動，與會來賓印象深刻。 

 

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同時也是協會理事長暨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於致詞時強調李昊曈副校長與創

辦人多年深厚的主從情誼，肯定其對學校的貢獻，李副校長的驟逝令人惋惜！ 

 

王董事長表示，獎學金的規模雖然不大，金額不算很多，但是理念很深遠，舉辦很溫馨，學生受到很大的鼓舞。

希望所有獲獎同學，都能記取獎學金飲水思源，知恩感恩的精神，未來有能力時繼續助人、回饋社會。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是第一次參加本獎學金的頒獎，也特別提到自己求學時期，也是一路拿獎學金讀書的，知道

有這個辦這麼久的獎學金專門在照顧我們學校的學生，覺得很感謝，也恭喜各位獲獎同學。校長並逐一與獲獎同

學握手表達恭喜。 

 

本次獲獎同學共計五名，分別是碩士班休管系黃于真同學，獲得獎學金壹萬元；大學部時尚系林采妮、幼保系莫

湘淇、資管系張雅筑、社工系藍中信同學，各獲得獎學金伍仟元整。 

 

值得一提的是，獎學金嘉惠學生至本學期剛好滿１００人次。主辦單位中華管理發展協會表示，１００是一個充

滿溫馨，感謝，祝福的美麗數字，因此特別舉辦「十年百人」活動。由王育文董事長、黃榮鵬校長、莊謙亮副校

長及１２月份生日的受獎學生在１００數字蠟燭蛋糕前一同慶生，見證這個特別時刻，將這份溫馨、感謝與祝

福，傳達給曾參與獎學金的師生。 

 

受獎的學生同時透過「樹木樹人」的活動，準備小樹盆栽送給推薦教師，彰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意

涵，感謝老師的關懷與扶持，師生情不自禁地相互擁抱，現場溫馨倍增。 

 

隨後，受獎同學也獻上小樹盆栽給該校觀禮最多次的莊謙亮副校長、致力校務的黃榮鵬校長以及獎學金重要推手

的王育文董事長，期待此情透過樹木的生長，長久延續。 

 

莊副校長也特別有感而發表示，這十年來看著董事長的頭髮從黝黑變成灰白，我的頭髮也從茂密變得稀少，我們

一直努力為了學生，看見獎學金一直在勉勵我們學生，真心敬佩董事長和一群委員努力推動這個獎學金。 



 

（圖育達科技大學提供／李昊曈副校長清寒優秀獎學金於日前(11/28)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行頒獎活動，共計有該校

碩士班休管系黃于真等五名同學受獎。）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57446 

〈北部〉打造無障礙環境 苗縣招募友善商店  

 2017-12-05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為打造無障礙友善環境，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與苗栗縣政府、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合

作，自去年開始便積極尋訪縣內友善身心障礙人士店家，兩年下來共登錄兩百五十家符合標準的友善店家，今年

更與廠商合作開發「友善商店 App」，提供身心障礙者可隨時就近搜尋，明年預期於中港溪地區新增兩百家友善

商店，讓無障礙空間擴及全縣。 

 

苗栗縣無障礙關懷協會今年共有八名坐輪椅的身障慈善大使，到苗栗山線地區鄉鎮市宣導，以「門口平坦、走道

平順、桌椅櫃台平穩、服務平等」等「四平」作為指標，獲得一百五十家商店響應改善無障礙設備。 

 

協會理事長呂萬春表示，藉由這次機會宣導無障礙環境，期盼未來苗栗縣能加強無障礙公車、計程車的設置，讓

身障朋友來到苗栗旅遊也能玩得盡興。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育達科技大學日前(11/25)在國際會議廳舉辦慶祝建校 18 週年校慶，並以「飛躍 18，璀璨育達」為主題，陸續舉

辦藝人演講、幼兒圖畫書製作比賽、創意故事說演比賽、育達青年遴選、校園藝人選拔、等系列活動，校慶當日

則以慶祝大會、曹玉明大師畫展、系友回娘家、校慶嘉年華、系啦啦隊競賽等一系列特色活動，一起熱鬧慶祝育

達科大 18 歲生日。  

https://n.yam.com/Article/20171205198532 

「飛躍 18．璀璨育達」 育達科大 18 週年校慶系列慶祝活動熱鬧溫馨 

大成報／ 2017.12.05 19:02 

https://n.yam.com/Article/20171205198532


 

育達科技大學校慶慶祝大會，由傳統技藝社的舞獅表演熱鬧開場，隨後播放精心製作 106 學年「回顧與展望」影

片，除了緬懷王創辦人一生致力於辦學的精神及回顧一年來的大小事外，也配合校慶系列活動，完成了第十屆育

達青年選拔、績優教學及研究人員、績優行政人員及教職員服務等項目，在會中頒獎表揚。  

 

隨後，黃榮鵬校長也代表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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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恩智慧照顧中心及聚鼎休閒事業等單位簽屬「邁向國際-五福臨門」產學合作暨就業實習策略聯盟意向書，與

各企業建立策略聯盟夥伴關係，共同推動學界與產業資源結合，促進產學合作交流，提升學生產業競爭力。  

 

王育文董事長及黃榮鵬校長在致詞時都感念王創辦人廣亞博士一生辦學精神，也勉勵師生圖治精進，再創高峰。

緊接著由第二屆金嗓盃最佳隊伍帶領全場師生唱齊唱校歌，並引領 18 歲的生日蛋糕出場，博得全場綿延不斷的

掌聲祝福，最後與會貴賓與本校一級主管、獲獎教師及行政人員、育達青年、親善大使團等合影留念，慶祝大會

在簡單隆重卻也溫馨感人的氛圍中圓滿落幕。  

 

隨後，王董事長與黃榮鵬校長及與會貴賓一行人轉往廣亞藝術中心，參加大陸知名畫家曹玉明大師畫展開幕，曹

大師也現場揮毫兩副書法作品贈與縣長夫人蔡麗卿女士與王育文董事長，在場來賓對曹大師的深厚功力皆讚嘆不

已。  

 

校慶當天下午的嘉年華活動在活動中心辦理，一開始由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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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審裁議的績優團隊也在閉幕式時頒獎。此外，王育

文董事長也加碼致贈各系啦啦隊及校隊獎勵金，嘉許勉勵同學們為了達成夢想永不放棄的拼搏精神。  

 

除了動態活動之外，各系也廣邀畢業校友「系友回娘家」來分享母校喜悅，並與師長、學弟妹交流互動，校園內

另有園遊會，從早到晚校園內都瀰漫著喜慶氛圍，祝賀育達科大十八歲生日快樂！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育達科技大學日前(11/25)慶祝建校 18 週年校慶，並以「飛躍 18，璀璨育達」為主

題，播放精心製作 106 學年「回顧與展望」影片，除了緬懷王創辦人一生致力於辦學的精神及回顧一年來的大小

事外，也配合校慶系列活動，完成了第十屆育達青年選拔，黃榮鵬校長也代表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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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恩智慧照顧中心及聚鼎休閒事業等單位簽屬「邁向國際-五

福臨門」產學合作暨就業實習策略聯盟意向書。）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21000577-260210 

育達科大烹飪賽 學子競技育達科大烹飪賽 學子競技 

                                           
 

育達科技大學舉辦「2017 第一屆全國健康養生創意雞蛋烹飪競賽」，莊謙亮副校長（中）與評審（右 1～3）、來賓

及參賽同學合影。圖／育達科技大學提供。 

2017 年 12 月 21 日 04:10 工商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21000577-260210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黃秋菊主任自上任以來，重視教師實務教學與學生學習應用能力的養成。鼓勵教師積極

爭取產學合作計畫，透過教學內容，活化課程使學生可以獲得實務傳承經驗，與產業接軌，提高學生就業實力。 

日前，由陳慶麟老師與吉昌畜牧場產學合作，所主辦「2017 第一屆全國健康養生創意雞蛋烹飪競賽」以現代餐飲

為設計概念，邀請全國餐飲相關科系的學生以健康餐飲實務創意能力踴躍參與「養生、健康、美味料理」的創意

美食競賽。藉由競賽方式，讓青年學子藉此活動，學習使用好食材並培養健康生活概念，同時，累積技職創作的

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本次活動邀請國際名廚，也是宜蘭度小月老闆陳兆麟師父、花蓮銘師父餐廳莊忠銘師父和銘傳國際學院教授林瓊

柔老師擔任比賽裁判由全國北、中、南和東部地區 21 隊伍中挑選出 12 個隊伍進行決賽。 

競賽結果由來自莊敬高職的學生，林怡君同學和羅勝瀚同學所組成的 DOCA 隊獲得金牌殊榮，並且得到合作廠商

勝陽頒發一萬元的獎勵金。 

銀牌由育達科技大學一年級學生魏宜婷和蔡岳翰取得。銅牌由佛光大學林家宏和黃敬博同學獲得。 

其他得獎的隊伍分別是桃園育達高中許子毅、葉邵舜同學和南開科技大學蔡富鼎、陳偉庭同學，以上得到佳作獎，

大會並挑選出兩隊在作品中展現出對食材的應用，分別由來自東海高中廖品崴、薛芷晴和聖母醫護專校學生洪莉

珊、董祐奇同學獲得殊榮。 

透過競賽可以印證學校所學實習經驗，讓學生有機會和國內地區好手同台競技，未來拓展到在國際場合上發光發

亮，獲得榮耀肯定。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67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26345.aspx#.Wksjr9-Wbcc 

育達科大餐旅系育才有成 成果展吸睛 

 

成果展大合照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左 2)、

餐旅系黃秋菊主任(右 1)與鎌

倉聡老師(右 2)合影 
 

 

餐旅系同學成果豐碩，同學與

獎狀、作品合影 
 

 

鎌倉聡老師指導同學製作富具

特色之日本料理 
 

育達科大餐旅系育才有成 成果展吸睛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71222 16:12:22)古云：「春耕 夏

耘 秋收 冬藏 」，冬天是收穫傳承的季節，期待下一

季雨露天晴帶來春日的希望。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

系於 12 月 20 日在學校育才庭舉辦教學成果展，展現

學生與老師這一年豐碩的成果，鼓勵學生站穩腳步，

紮實學習，超越自我，這一年老師們帶領著學生征戰

台灣各地比賽，這一年老師也鼓勵著學生走出台灣迎

戰國際，這一年得獎的喜悅背後是老師與學生每天在

專業教室訓練、鍛鍊、精煉精進的努力成果。 

 

餐旅經營系黃秋菊主任表示，系上師生們正蓄滿能

量，塑造餐旅專業服務好口碑，不僅讓國內餐旅產業

看見我們的實力，主動來函要求辦理徵才說明會，未

來也將在海外開枝散葉，從國際視野培育專業人才，

在 106 學年開始招收國際學生春季班，實現育達餐旅

幸福就業目標。 

 

本發表會餐旅系特別請系上遴聘的客座教授，日本料

理大師鎌倉聡老師，帶領同學們一同製作精美餐點，

讓與會師長貴賓品嘗，從實務面展現學系遴選師資的

用心與同學學習成果。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指出，餐旅系十分榮幸於今年邀

請到日本料理大師鎌倉聡老師，擔任客座教授來協助

系上實務課程，提升學生對於異國文化與料理的認識

與專業，希望藉由鎌倉聡老師所帶來的富具特色之日

本料理實務課程，能激起學生對不同領域的興趣與專

業，提供學生不一樣的學習經驗，與日本料理技術精進能力的機會。 

另外，今年學校餐旅經營系海外實習成果豐碩，6 月份大三同學也走出小格局，前往

中國大陸崑山旅館企業見習，在 2 個月的企業實習中，體驗不同的民情風俗、環境氣

候、交通等，讓學生跨出舒適圈，瞭解自己、體會競爭，建構自我實力，儲備翻轉的

能量。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26345.aspx#.Wksjr9-Wbcc


位於高雄市的和春技術學院，註冊率僅 35.48％，該校近年也遭高教工會檢舉人頭學生等爭議，並呼籲教育部接

管。不過教育部認為和春涉及事件屬校務行政層級，主導權在校長手上，而非董事會，缺乏接管的法源依據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30213 

教育部首度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 17 校入瀕危名單 

中央社 2017/12/28 05:05:00 

大專全校註冊率 首度公布 

少子女化海嘯波及大專校院，教育部昨天（27 日）首度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讓學生家長和社會大眾參考，瞭解各校辦學概況。 

教育部原預定明天上午 10 時才公告上網，但意外今天夜間網站就已開放。 

按照「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全校學生數未達 3000 人，且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

達 6 成的學校，可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要求限期改善，並進行專案輔導，也就是俗稱的「專案輔導名

單」。 

根據教育部今天夜間最新公布的資訊，私立技專部分有多校全校註冊率未達 6 成。包括高苑科大、遠東科大、育

達科大、中州科大、修平科大、南榮科大、崇右科大、和春學院、南亞學院、蘭陽學院、台灣觀光學院、高美醫

專等。 

私立大學部份，未達 6 成學校包括華梵大學、玄奘大學、開南大學、明道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不過，教育部在今年以前，從未公布大專「整校」註冊率，頂多公布到學制。許多媒體自行換算、拼湊專案輔導

名單，但都未得到官方證實。 

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要求下，教育部長潘文忠於去年 11 月備詢時，承諾今年（106 學年度）公布全校性的

註冊率，讓學生在做生涯選擇時，有更充分的參考資訊。 

大專註冊率揭曉 東部南部學校最慘 

教育部今年首度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讓外界一窺少子女化衝擊各校的慘烈災情，其中又以東部、南部學校，

招生情況最為慘澹。 

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公布的最新資訊，106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低於 6 成的學校共有 17

所（不計算宗教研修學院），其中以位於花蓮縣的台灣觀光學院的 29.87％最低。 

事實上，台觀學院於民國 102 年開始，就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招生狀況長期不佳。董事會原本今年就打

算停招，但在學校教職員請求下，決定再試一年。然而最終事與願違，今年日間部只招到 74 個學生，招生率僅約

4 成，完全沒達到當初設定的 6 成目標。 

台觀董事會已決議明年除廚藝系外，各系都不再招收新生。9 月開學時，便開始轉介學生到鄰近的大專校院，但舊

生如果不願轉學，可以原校念到畢業。 

全校註冊率第二低的是台南市的南榮科技大學（32.17％），該校曾於 105 年爆發校長黃聰亮涉嫌販賣偽造學位證

書，以及 18 位學生持「英培爾大學」學士學位參加轉學考並錄取的爭議事件，重創該校聲譽，連年招生不佳，已

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30213


 

 

 

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要求下，教育部長潘文忠於去年 11 月備詢時，承諾今年（106 學年度）公布全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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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註冊率揭曉 東部南部學校最慘 

發稿時間：2017/12/28 01:01 最新更新：2017/12/28 11:08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許秩維台北 28 日電）教育部今年首度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讓外界一窺少子女化衝擊

各校的慘烈災情，其中又以東部、南部學校，招生情況最為慘澹。 

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公布的最新資訊，106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低於 6 成的學校共有 17

所（不計算宗教研修學院），其中以位於花蓮縣的台灣觀光學院的 29.87％最低。 

事實上，台觀學院於民國 102 年開始，就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招生狀況長期不佳。董事會原本今年就打

算停招，但在學校教職員請求下，決定再試一年。然而最終事與願違，今年日間部只招到 74 個學生，招生率僅約

4 成，完全沒達到當初設定的 6 成目標。 

台觀董事會已決議明年除廚藝系外，各系都不再招收新生。9 月開學時，便開始轉介學生到鄰近的大專校院，但舊

生如果不願轉學，可以原校念到畢業。 

全校註冊率第二低的是台南市的南榮科技大學（32.17％），該校曾於 105 年爆發校長黃聰亮涉嫌販賣偽造學位證

書，以及 18 位學生持「英培爾大學」學士學位參加轉學考並錄取的爭議事件，重創該校聲譽，連年招生不佳，已

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位於高雄市的和春技術學院，註冊率僅 35.48％，該校近年也遭高教工會檢舉人頭學生等爭議，並呼籲教育部接管。

不過教育部認為和春涉及事件屬校務行政層級，主導權在校長手上，而非董事會，缺乏接管的法源依據。1061228 

大專全校註冊率 首度公布 

 

（中央社記者陳至中、許秩維台北 27 日電）少子女化海嘯波及大專校院，教育部首度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於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讓學生家長和社會大眾參考，瞭解各校辦學概況。 

教育部原預定 28 日上午 10 時才公告上網，但意外 27 日夜間網站就已開放。 

按照「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全校學生數未達 3000 人，且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

達 6 成的學校，可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要求限期改善，並進行專案輔導，也就是俗稱的「專案輔導名

單」。 

根據教育部晚間最新公布的資訊，私立技專部分有多校全校註冊率未達 6 成。包括高苑科大、遠東科大、育達科

大、中州科大、修平科大、南榮科大、崇右科大、和春學院、南亞學院、蘭陽學院、台灣觀光學院、高美醫專等。 

私立大學部份，未達 6 成學校包括華梵大學、玄奘大學、開南大學、明道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不過，教育部在今年以前，從未公布大專「整校」註冊率，頂多公布到學制。許多媒體自行換算、拼湊專案輔導

名單，但都未得到官方證實。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2280004-1.aspx


註冊率﹒教育部﹒華梵大學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899002 

教育部首公布大專校院註冊率 有學校竟不到 3 成 

2017-12-27 23:01 聯合報 記者馮靖惠、林良齊╱即時報導 

 

教育部今晚在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上公布 162 所大專校院校註冊率，由於日前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條文中明文規定

「全校學生數未達 3 千人，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達 6 成」將列入專案輔導學校，引發外界關注。 

據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上資料顯示，包括臺灣觀光學院、南榮科技大學、華梵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基督教台灣浸

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高美醫專、玄奘大學、高苑科大、南亞技術學院、明道大學、修平科

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中州科技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開南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及育達科技大學共 19 校

學校的註冊率未達 6 成，除了宗教學院外，私立科技大學慘況嚴重，其中，以台灣觀光學院僅 115 名新生註冊，

註冊率低於 3 成，僅 29.87％最慘。 

而台灣觀光學院日前也決議除了廚藝系，其他六系未來將停招，舊生可續念，但已錄取的新生不開班入學。 

公立學校中註冊率最低的則是台東專科學校有 65.68%，公立一般大學為暨南國際大學為 83.08%。 

包括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一貫道崇德學院的註冊率為 100%，均為私立學校。 

另包括台大、政大博士班等共有 198 個系所招生掛 0。 

南榮科大、華梵大學今年度新生總數也僅有 3 百多人，南榮科大註冊率 32.17％、華梵大學 32.43％，和春技術學

院 35.48％均未達 4 成。此外，未達 5 成的學校包括蘭陽技術學院 43.89％、高美醫專 47.24％、玄奘大學 47.95

％。 

教育部日前曾表示，如果全校註冊率連續 2 年低於 60%，且學生數低於 3000 人，可能就會被列為專案輔導學

校。另外，學校若有行政疏失或註冊率不佳，可能被教育部扣減招生名額；例如學士班連 2 年註冊率公立大學未

達 80％、私立大學未達 70％，或碩士班連 3 年未達 70％者，教育部可以扣減 10％至 50％名額。 

被點名註冊率低 華梵大學聲明稿回應 

針對少子化，造成大學註冊率偏低的情形，華梵大學董事會表示，註冊率不等於辦學品質，華梵自創辦以來，為

社會培養人才之初衷始終如一。全國各校相同面對嚴峻的少子化挑戰，華梵同樣勇敢面對、積極因應。 

董事會並指出，華梵財務健全、零負債，尚有現金及特種校務基金等合計 13 億，將陸續依計畫需求投入各項教

學相關措施與建設。而教育部校務資訊公開平台所公布華梵「可用資金」3 億餘元，係指華梵活期性存款及現

金，並未加計校務發展基金等特種基金，也請社會大眾瞭解。 

華梵大學董事會強調，該校將持續引入資源，積極呼應社會需求，以創新角度調整辦學方向，發揚華梵創辦人曉

雲導師創校理念。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899002 

教育部首公布大專校院註冊率 這間學校竟不到三成 

2017-12-28 09:06 聯合報 記者馮靖惠╱即時報導 

教育部今晚在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上公布 162 所大專校院校註冊率，由於日前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條文中明文規定「全

校學生數未達 3 千人，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達 6 成」將列入專案輔導學校，引發外界關注。 

據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上資料顯示，包括臺灣觀光學院、南榮科技大學、華梵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基督教台灣浸

會神學院、臺北基督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高美醫專、玄奘大學、高苑科大、南亞技術學院、明道大學、修平科

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中州科技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開南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及育達科技大學共 19 校學

校的註冊率未達 6 成，除了宗教學院外，私立科技大學慘況嚴重，其中，以台灣觀光學院僅 115 名新生註冊，註

冊率低於 3 成，僅 29.87％最慘。 

而台灣觀光學院日前也決議除了廚藝系，其他六系未來將停招，舊生可續念，但已錄取的新生不開班入學。 

公立學校中註冊率最低的則是台東專科學校有 65.68%，公立一般大學為暨南國際大學為 83.08%。 

包括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一貫道崇德學院的註冊率為 100%，均為私立學校。 

另包括台大、政大博士班等共有 198 個系所招生掛 0。 

南榮科大、華梵大學今年度新生總數也僅有 3 百多人，南榮科大註冊率 32.17％、華梵大學 32.43％，和春技術學

院 35.48％均未達 4 成。此外，未達 5 成的學校包括蘭陽技術學院 43.89％、高美醫專 47.24％、玄奘大學 47.95％。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89900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899002


教育部日前曾表示，如果全校註冊率連續 2 年低於 60%，且學生數低於 3000 人，可能就會被列為專案輔導學

校。另外，學校若有行政疏失或註冊率不佳，可能被教育部扣減招生名額；例如學士班連 2 年註冊率公立大學未

達 80％、私立大學未達 70％，或碩士班連 3 年未達 70％者，教育部可以扣減 10％至 50％名額。 

 

 

 

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公布的最新資訊，106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低於 6 成的學校共有 17

所（不計算宗教研修學院），其中以位於花蓮縣的台灣觀光學院的 29.87％最低。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6418 

（中央社） 

大專「全校」註冊率首次曝光：17 間低於「死亡線」，但有 3 所 100% 

 

少子女化海嘯波及大專校院，教育部今（28）日首度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

台」，讓學生家長和社會大眾參考，瞭解各校辦學概況。 

按照「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全校學生數未達 3000 人，且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

未達 6 成的學校，可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要求限期改善，並進行專案輔導，也就是俗稱的「專案輔

導名單」。 

根據統計資料，106 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共有 17 校（不計算宗教研修學院）低於 6 成的「死亡線」，按照教

育部規定，未來可能列入「專案輔導名單」。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及台北基督學院為性質特殊的宗教學校不計

入。 

私立技專部分有多校全校註冊率未達 6 成。包括高苑科大、遠東科大、育達科大、中州科大、修平科大、南榮科

大、崇右科大、和春學院、南亞學院、蘭陽學院、台灣觀光學院、高美醫專等。 

私立大學部份，未達 6 成學校包括華梵大學、玄奘大學、開南大學、明道大學、台灣首府大學。 

不過，教育部在今年以前，從未公布大專「整校」註冊率，頂多公布到學制。許多媒體自行換算、拼湊專案輔導

名單，但都未得到官方證實。 

大學退場排名：50 所快「溺水」的大專院校，你的母校上榜了嗎？ 

教育部次長姚立德表示，註冊率表現較差的學校，幾乎都是因為區域吃虧。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惠表示，註冊率

只是其中一個指標，關鍵還是教學品質。單一學系如果新生註冊率低於 5 成，會列為教學查核重點，觀察學校是

否併班上課，或是教師授課和專長不符合等狀況。 

楊玉惠也提到，註冊率低的學校幾乎都在東部、南部，「地區性是影響招生多寡很大的因素。」不可諱言，現在

孩子都喜歡往北部、都市地區跑，以前總學生數高較不明顯，現在人數少了，就會顯現出來。 

以下為公立大學、公立技專「註冊率」倒數十名的學校列表： 

 
東部、南部的學校最慘？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6418


校長施光訓今天接受訪問時說，在校學生若想保障就業，多益成績得達 750 分，還要取得 9 張金融證照；目前，

全校近半數學生已達標準。 

事實上，台觀學院於民國 102 年開始，就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招生狀況長期不佳。董事會原本今年就打

算停招，但在學校教職員請求下，決定再試一年。然而最終事與願違，今年日間部只招到 74 個學生，招生率僅

約 4 成，完全沒達到當初設定的 6 成目標。 

 

台觀董事會已決議明年除廚藝系外，各系都不再招收新生。9 月開學時，便開始轉介學生到鄰近的大專校院，但

舊生如果不願轉學，可以原校念到畢業。 

台觀學院註冊率墊底，校長：數據沒意義，轉型培育東部棒球人才 

台觀學院早上開學，下午馬上辦轉學、14 個學校到場「拉客」 

全校註冊率第二低的是台南市的南榮科技大學（32.17％），該校曾於 105 年爆發校長黃聰亮涉嫌販賣偽造學位證

書，以及 18 位學生持「英培爾大學」學士學位參加轉學考並錄取的爭議事件，重創該校聲譽，連年招生不佳，

已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位於高雄市的和春技術學院，註冊率僅 35.48％，該校近年也遭高教工會檢舉人頭學生等爭議，並呼籲教育部接

管。不過教育部認為和春涉及事件屬校務行政層級，主導權在校長手上，而非董事會，缺乏接管的法源依據。 

和春技術學院爆出用上百名原住民當「人頭學生」，詐領千萬補助款 

以下為私立大學、私立技專的「註冊率」倒數十名的學校列表： 

 
「中信金融學院」註冊率 100% 

（中央社）中信管院前身是 2000 年創辦的「興國管理學院」，由於師資、財務等問題，連年招生不佳，一度被教

育部要求停止招生。後來校方找來中國信託接手、改組董事會，於 104 年改名「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並大幅縮

編至 3 個系、招收 150 位學生。 

重組後的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縮小規模僅設立財務金融學系、財經法律學系、企業管理學系三個學系，並採單獨

招生，每系招生 50 人，在 104 年全校只招收 150 人。105 年起陸續增設金融管理學院學士班、金融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及法律研究所碩士班；106 年又設立「台南市中信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轉型中信管院後，受惠於規模縮小、大企業招牌、優渥的獎學金、就業保證措施等因素，招生屢創佳績，去年、

今年新生註冊率都是完美的 100%。教育部屢次將中信管院視為轉型典範，前教育部長吳思華更曾主動拜訪上市

公司企業主，希望複製中信成功模式，找大企業救學校。 

該校也於 105 年起先後獲得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評選為「國內 Top 20 辦學卓越的大學」及「最佳大學」。 

另外，中信金融每年 150 名學生中，3 成名額開放給貧困學生，相關費用全免，貧困學生可透過獨招或聯招入

學；中信金融辦學最大特色，就是保障績優學生就業，畢業後被引進中信金控。 



根據教育部最新公布資訊，106 學年度 162 所大專專任教師共 4 萬 7462 人，兼任教師 4 萬 2650 人。其中私立一

般大學和公立技專校院，兼任比專任還多。 

 

 

中信金融另一特色，就是讓績優學生到國外研修一學期；施光訓表示，赴國外研修的條件，必須是放棄台灣大學

或政治大學商學院、選擇到中信金融就讀的學生。校方預定明年暑假送出 4 名大四學生到美國賓州大學。 

 

施光訓說，校方也規劃每年遴選績優學生到國外遊學一個月；第一批 80 多名學生今年暑假被送往日本早稻田大

學遊學。 

我們經由「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可以看到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的資料： 

在學學生數總計：485 人 

畢業生數總計：17 人 

總退學人數上學期 總計：7 人｜下學期 總計：40 人 

專任教師數總計：38 人 

兼任教師數總計：26 人 

學校提供一年級學生住宿之比率 台南市： 100 % 

另外，註冊率達到 100%的還有「一貫道崇德學院」以及「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除了中信管院，也有許多私校在少子女化海嘯中，試圖力挽狂瀾。 

位於台南市的康寧大學，過去招生狀況不理想，104 年與同一集團、位於台北市的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合併

（合併名稱為康寧大學），並縮編學系，打出全國唯一「健康產業專業大學」的名號，今年開出的全校註冊率為

78.04%，算是中前段班。 

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停辦後，校地由一貫道天皇基金會接手，成立私立崇華雙語小學，是國內首個大學變小學的案

例。該基金會仍以「一貫道天皇學院」設有一貫道學系和研究所，今年註冊率高達 92.86%。 

另外，106 學年度共有 4 所學院通過審核，改名大學，包括德霖技術學院改名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東方設

計學院改名「東方設計大學」，崇右技術學院改名「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改名「台北海洋科技

大學」。 

改名也沒用？少子化衝擊，亞太技術學院今年恐熄燈 

根據最新統計，上述 4 校的全校註冊率，德霖（62.95%）、東方（67.27%）、台北海洋科大（63.96 %）3 校高於 6

成門檻，崇右 55.47%，都仍有努力空間。 

大專專任/兼任教師 幾乎達 1 比 1 

教育部次長姚立德今天在記者會指出， 評斷一個學校辦學的好壞不是只有「註冊率」，指標應該是多元的，其實

還有像是休學/退學人數、外籍生的人數、交換學生人數、境外學生人數、專任/兼任老師的人數、學校的財務、

學校提供學生住宿的比例等等，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來檢視各大專院校。 



另外，輔系、雙主修的統計，政治大學不論人數、比率都名列前矛，9407 個在籍日間學士班學生中，有 3681 人

次修輔系，1592 人次修雙主修。李彥儀說：「我們也很訝異。」輔系要修 20 個學分、雙主修要修 40 個學分，人

數如此多，可見學生想要多元學習、跨領域發展。 

 

教育部規定大專師資應以專任教師為主，專任依規定排課後如果仍有剩餘的課程時數，或為使學生學習更具特

殊、實務技能，才聘用符合教學需求的兼任教師。 

高教工會等團體，多年來批評大專兼任教師比率過高，薪資、待遇都明顯不如專任。教育部今年 5 月發佈「專科

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明定聘期需以學期計算，並要求學校針對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提繳退休金。 

教育部也規定學校不得任意解聘、不續聘未具本職的兼任教師，如果學校違反規定，將扣減招生名額或獎補助經

費。 

搶收境外學生 台大銘傳淡江收最多 

教育部今天公布大專校務資訊，近年受到國際化和少子女化影響，大專搶收境外生，其中又以台灣大學、銘傳大

學、淡江大學收到的人數最多。 

境外生包括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中國大陸學生，根據教育部公布最新資訊，公立學校以台大（2615 人）、

成大（1667 人）、政大（1503 人）、台師大（1393 人）、清大（1196 人）最多。 

私立學校也表現不俗，其中以銘傳大學（2123 人）、淡江（2023 人）、逢甲（1641 人）、文化（1543 人）、義守

（1533 人）招收到的境外生最多。 

教育部高教司長李彥儀表示，私校有 2 校境外生人數比大部分公立學校還多，可見招生非常努力，成績也看得出

來。技專境外生人數雖然較少，但還是有一些學校表現不錯，例如台灣科技大學就有 1222 人，明新科大也有

391 人，這兩所學校都有很多來自東南亞的學位學生。 

另外，教育部也公布新生住宿提供率(申請人數除以實際住宿人數)，以私立技專的 90.7％最高，公立一般大學則

最低，只有 86.2％。李彥儀表示，公立學校住宿需求最高，學校要更努力提供床位數。 

考量一年級學生因不熟悉校園周邊環境，住宿需求比率較高，本次學校提供一年級學生住宿比率平均達 88.6％以

上： 

 



張耀文也指出，博士班名額調整應該分領域，教育部應該進行科學分析，如果流浪博士過多的領域，應該慢慢的

適當縮減名額，但產業有需求的領域，就不應刪減名額；博士班問題應該要嚴肅看待，否則長遠下來將影響國家

的競爭力，等到其他國家超過，想要再追恐怕就來不及了。 

 

 

世新、金門大學被稱「學店」冤枉了？反教盟：評鑑會過是因為教育部放水 

全台 198 系所招生掛零 頂大博士班也難逃 

觀察國立大學的註冊率資料，可發現頂尖大學全校新生註冊率大多在 90%以上，以交通大學註冊率 94.76%最

高，以中山大學 89.32%、陽明大學 85.16%相對較低，而一般國立大學新生註冊率也都超過 80%。 

 

進一步查詢各系所狀況，全台共 157 所大專校院，共 8849 個系所（含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二專、五專進

修部等），其中有 198 個系所招生掛零，其中包含 104 個日間學士班招生掛零，13 個碩士班招生掛零，和 53 個

博士班招生掛零，招生掛零的系所比去年（151 個）增加。 

頂尖大學雖然在全校新生註冊率表現亮眼，但仍有部分博士班招生情況不佳。 

根據校務資訊公開平台資料顯示，台灣大學人類系、社會系、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和免疫學研究所等 4 個博

士班招生掛零，而清華大學社會系博士班和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科技博士班也是招生掛零。 

另外，成功大學則有企業管理系、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奈微科技博士班、能源工程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等 4 個博士班掛零，政大地政系、統計系、國際經營與貿易系等 3 個博士生同樣招生掛零。 

台灣大學副教務長張耀文今天告訴記者，博士班的訓練，對國家未來競爭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沒有紮實的

學術水準，就沒有堅強的產業，而學生就讀博士班意願低落，除了特殊領域外，共同原因就是社會氛圍和經濟與

家庭壓力。 

張耀文指出，先前博士生賣雞排的新聞引發關注，影響學生和家長認為念博士出路更窄，加上教育部前幾年持續

統刪博士班名額，學生看到名額逐年刪減，也會覺得前途堪憂，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學生當然更不願意去念博

士班。 

經濟和家庭壓力也是影響學生念博士班的現實因素，張耀文提到，有些博士生畢業後無法找到教職或正式研究工

作，成為流浪博士，博士生如果獎學金不夠，有些還得靠家庭支持；碩士生畢業後就能投入職場，博士班卻不知

道要讀幾年，有些領域就業狀況好，也造成學生希望提早去卡位搶職缺，因此不願繼續念博士班。 

要解決學生就讀博班意願低落和招生不佳的問題，張耀文建議，教育部和科技部應該提供誘因，大幅提升博士生

獎學金。企業要升級，就需要更強的研發實力，因此企業不能短視近利，也要負起育才責任，將資源投資在頂級

博士人才的訓練。 



校方表示，育達科大自投入高等技職教育以來認真辦學，因應少子化的艱困環境及地方政府產業升級政策，校方

自 102 年起調整定位為「以應用服務為導向之實用教學型大學」，並轉型以培養觀光休閒、文化創意及健康生活

領域之人才，盼使育達科大成為「台灣達人」培訓項目最多與質量最好的專業大學。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900060 

註冊率未達六成 育達科大：四技新生逾六成 

2017-12-28 15:19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即時報導 

教育部昨晚公布 162 所大專校院校註冊率，其中有 19 校註冊率未達 6 成，苗栗縣私立育達科技大學也名列其中，

針對教育部公布的訊息，育達科大今天強調該校日間部四技新生總註冊率超過 6 成，日間部及進修部所有學制的

整體註冊率也維持 6 成左右，校方並已陸續採取一連串提升校務發展的具體作為。 

日前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條文中明文規定「全校學生數未達 3 千人，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達 6 成」將列入專案輔

導學校，引發外界關注。 

育達科大指出，育達現有日間部、進修部學生數約 5000 人，少子化造成生源短缺，但在全體師生努力下，今年日

間部四技新生總註冊率超過 6 成，部分系所招生情況更佳，例如幼保系及社工系二技 106 學年度註冊率均達 97%，

全校日間部及進修部所有學制的整體註冊率仍維持在 6 成左右。 

校方強調，對提升校務發展，育達已採取相關因應措施，部分註冊率較低的系所，班級人數雖少，學校仍維持教

學品質，無論人數多少都正常開課，維護學生受教權，此外也檢討生源情形，調整系所招生名額，並停招部分系

所或學制。 

校方因應產業人才需求，調整教學資源或新設招生系所學程，例如兒童教育及事業經營碩士學位學程及時尚造型

計設系、休閒事業管理系與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技進修部)。 

育達科大表示，配合國防部全募兵制政策，去年育達與陸軍十軍團簽訂策略聯盟，從 105 學年度招收「營區專班」

設置教學點，招收休閒事業管理系二技學生，註冊率達 90%。 

同時拓展境外學生，大陸福外專班今年入學新生數比去年大幅成長，註冊率達 95%；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南向技職

教育輸出，近期獲教育部專案核准辦理產學專班，合計招收 100 名境外生，預定明年 2 月 1 日入學。 

育達科大強調，校方財務狀況健全且零負債，校務基金充裕；建校至今，每年會計師簽證都出具無保留意見的查

核報告，學校發展穩健。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2900060


對此，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楊玉惠強調，「註冊率不等於辦學品質！」攤開瀕危私立技職學校名單，多半位於東部

與南部偏遠地方，「地區性才是影響招生的很大原因。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1763 

大學註冊率大公開，17 所私校岌岌可危，其中七成為技職 

技職體系大崩盤？好壞學校一起被拖下水 

文 / 謝明彧    2017-12-28 

             

受到少子化影響，近年每年都傳出有大專院校因招收不到學生被迫即將退場，但到底是哪些學校瀕臨沈船？ 

過去由於教育部始終未曾正式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頂多公布到學制，使得每年都由各家機構或媒體透過各

種管道換算與猜測，引來各種傳聞滿天飛。 

教育部長潘文忠在今年 11 月的立院質詢中，承諾預計在 12 月底前公布 105 學年度各校系所及學制的註冊率。教

育部昨天晚上開始，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https://udb.moe.edu.tw/）正式公布相關資訊，提供學

生、家長選擇就讀學校、系所的參考。 

根據「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全校學生數未達 3000 人，且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

未達 6 成的學校，可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要求限期改善，並進行專案輔導，也就是俗稱的「專案輔

導名單」。 

 

新生註冊率，關鍵數字看哪些學校即將沈船 

而根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資訊，同時未滿 3000 人及註冊率未達 6 成的學校中，扣除宗教學院後，其中又以私立

科技大學最岌岌可危。 

其中，私立大專共有 17 所學校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被視為第一波岌岌可危的退場學校。 

其中，私立技專部分共有 12 所學校新生註冊率未達 6 成，包括高苑科大（51.16%）、遠東科大（56.34%）、育達

科大（59.48%）、中州科大（54.42%）、修平科大（52.88%）、南榮科大（32.17%）、崇右科大（55.47%）、和春學

院（35.48%）、南亞學院（51.59%）、蘭陽學院（43.89%）、台灣觀光學院（29.87%）、高美醫專（47.24%）。其中

台灣觀光學院，105 年學度僅 115 名新生註冊，狀況最糟。 

私立大學部份，則有 5 所大學新生註冊率連續兩年未達 6 成，包括華梵大學（32.43%）、玄奘大學（47.95%）、開

南大學（56.11%）、明道大學（52.49%）、台灣首府大學（53.36%）。 

 

瀕危多是私立技職？教育部：地區位置才是主因 

攤開此次新生註冊率不到六成的大專排行，17 所學校中有 12 所是私立技職，占比高達七成。 

就有知名國立科技大學校長私下表示擔憂，教育部公布的瀕危學校，技職比例偏高，不只會加速學生選填志願上

的偏移，讓技職更趨弱勢，「如果明年技職倒 10 家，三年後再倒 10 家，寒蟬效應下，之後還有哪個學生敢選技

職？」擔心導致整個技職體系崩盤，好壞學校一起被拖下水。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1763


如果學生和家長能夠好好思考，未來發展就不該以就職為主要指標，薪資更不該是唯一考量。 

 

 

 

楊玉惠認為，學生喜歡往北部與都會區跑，不想到偏遠地方就讀，造成註冊率較低的校院，幾乎都在東部與南

部，以前學生多，這現象不明顯，但在少子化下，所以先在東部和南部反應，「這只是局部地區現象，所以請不

要用單一註冊率評斷技職辦學的成果，也並不代表技職體系即將崩盤！」 

楊玉惠進一步補充，技職還是產業人才最需要培養的機構，以私立大專院校註冊率前十名中，有 5 所是私立五

專，表示只要有紮實的訓練，給予學生好的就職情況與願景，技職反而是招生利多，還是有家長和學生青睞。 

例如技專院校全校註冊率前十名的學校中，就有五所是五專，包括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及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等校註冊

率均達 90％以上，顯示五專學校已為國中畢業生升學選項。 

 

管入口不管出口，教育部堅不公開畢業生就業薪資 

如果說學生能不能找到好工作，才是確保一間學校招生狀況好壞的關鍵。2016 年時，教育部曾公布「99-101 學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初步揭露不同學群畢業生就業狀況。 

本次公布新生註冊率，被校方認為是教育部出手管「入口」，但對於學生最重視的畢業後就業機會，教育部是否

也會管「出口」，針對個別學校與科系，公布畢業生三年就業狀況與薪資所得數字，讓學生知道選讀哪個學校的

哪個學系，未來最有前景與錢景？ 

對此，教育部次長姚立德直接表示「不會」，目前暫時不會做這方面的公布。 

 

姚立德表示，薪資的好壞，固然與科系有關，但有些科系辦學認真，但產業環境和科系剛好沒有對接，大環境的

關係，讓科系薪資不好，對學校來說並不公平。另外產業也是會輪動的，有高低起伏，學生目前入學時產業薪資

不好，但畢業時可能就變好了。 

姚立德說，薪資的資訊，教育部有給各個學校，作為調整課程的參考，但教育部並沒有打算要對外公佈此一資訊

給予大眾。 

高教司司長李彥儀也持同樣「不公布」的觀點，表示希望呼籲學生和家長，選擇系科就讀時，應該按照自己潛

能，未來職涯發展固然是指標之一，但個人性向、興趣才該是重點。 



教育部指出，根據《私校退場條例》，學生人數低於 3000 人的學校，如果連續 2 年的註冊率都低於 6 成，將列為

專案輔導對象，可能面臨轉型或退場的狀況；而註冊率太低的學校，也會被扣減招生名額， 

 

教育部表示，這次把學校的「校務狀況」、招生率等公布出來， 一方面是鞭策學校辦學進步，一方面也是希望學

生跟家長對要念的科系，有更多的了解。 

 

不過特別的是，招生率 100%的學校並不是排名前段的「頂大」，而是轉型後的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以及崇仁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一貫道崇德學院。 

 

中信金融前身是興國管理學院，連年招生不佳，由中信集團接手改組，104 年獨招，105 年起獨招和聯招並行，全

校只有財務金融學系、財經法律學系及企業管理學系，每系每年招收 50 名學生，金融管理研究所 105 年開始招

生。 

https://www.times-bignews.com/content.php?t=47095 

台北／大專院校註冊率首揭曉 19 校低於死線 中信金融轉型典範創 100％ 

發佈時間：2017 年 12 月 28 日 18:48 

新聞來源：網路 

 

私校註冊率少子化學歷招生退場校務資料 

 

 

 

 

 

 

 

【今日大話新聞／教育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受少子化、高學歷貶值衝擊，教育部今（28）日公布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務資料，私立大學有 7 校註冊率低於

6 成的死線，包括華梵、玄奘、開南、明道、台灣首府、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及台北基督學院；至於私立技專校

院，註冊率低於 6 成者有 12 校，包括高苑、遠東、育達、中州、修平、崇右、和春、南榮、南亞、蘭陽、台灣觀

光及高美醫專等。 

 

教育部日前研擬的「私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中提到，學校學生未達 3000 人、且近 2 年新生註冊率未

達 6 成者將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但目前草案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如今先公布註冊率，讓私校感覺很不公平。 

 

其中，以台灣觀光學院僅 115 名新生註冊，註冊率低於 3 成，僅 29.87％最慘。事實上，台觀學院自民國 102 年

起，就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招生狀況長期不佳。董事會原本今年就打算停招，但在學校教職員請求下，

決定再試一年。然而最終事與願違，今年日間部只招到 74 個學生，招生率僅約 4 成，完全沒達到當初設定的 6 成

目標。 

 

代理校長劉家榛表示，今年 9 月適逢董事會改組，決議除了廚藝系，其他六系未來將停招，舊生可續念，但已錄

取的新生不開班入學，所以才會導致註冊率偏低，但少子化問題不只對台觀造成衝擊，全台大專校院都面臨同樣

難題，校方已積極轉型，預計明年 2 月會有清楚的計畫推出。 

 

全校註冊率第二低的是臺南市的南榮科技大學（32.17％），該校去年招生期間經歷前校長醜聞事件，註冊率重挫僅

剩 18.74%，校方推動人事重整及科系整併，今年已大幅回升至 32.17%，副校長劉清如回應，學校無負債，財務沒

有問題，未來持續推動系所整併，將由原先 14 系減為 11 系，而教育部政策對工科學校招生不利，希望能適度鬆

綁，針對大環境影響，將加強與產業結合，提升知名度及招生誘因。 

 

https://www.times-bignews.com/content.php?t=47095


 

另外，中信金融每年 150 名學生中，3 成名額開放給貧困學生，相關費用全免，貧困學生可透過獨招或聯招入學；

中信金融辦學最大特色，就是保障績優學生就業，畢業後被引進中信金控，被視為中信金控的人才庫 

 

雖然沒有拿到百分之百註冊率，但台大、政大、清大、交大、台師大、成大等頂大，還有台科大、北科大、高應

大等科技校院，台藝大、北藝大、台灣戲曲學院等藝術專科學校，註冊率都在 9 成以上；除了學校長期是領域龍

頭之外，其實大部分的國立大學、國立科大的註冊率都在 8 成左右，但碩博士班掛蛋的情形就很多，連台大都有

4 個博士班招不到學生。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901958 

管入口不管出口 教育部堅不公開畢業生就業薪資 

分享留言列印 

2017-12-29 14:54 聯合新聞網 文／遠見提供 

受到少子化影響，近年每年都傳出有大專院校因招收不到學生被迫即將退場，但到底是哪些學校瀕臨沈船？ 

過去由於教育部始終未曾正式公布大專「全校」註冊率，頂多公布到學制，使得每年都由各家機構或媒體透過各

種管道換算與猜測，引來各種傳聞滿天飛。 

教育部長潘文忠在今年 11 月的立院質詢中，承諾預計在 12 月底前公布 105 學年度各校系所及學制的註冊率。教

育部昨天晚上開始，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https://udb.moe.edu.tw/）正式公布相關資訊，提供學

生、家長選擇就讀學校、系所的參考。 

根據「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規定，全校學生數未達 3000 人，且最近 2 年新生註冊率

未達 6 成的學校，可依「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規定，要求限期改善，並進行專案輔導，也就是俗稱的「專案輔

導名單」。 

新生註冊率，關鍵數字看哪些學校即將沈船 

而根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資訊，同時未滿 3000 人及註冊率未達 6 成的學校中，扣除宗教學院後，其中又以私立

科技大學最岌岌可危。 

其中，私立大專共有 17 所學校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被視為第一波岌岌可危的退場學校。 

其中，私立技專部分共有 12 所學校新生註冊率未達 6 成，包括高苑科大（51.16%）、遠東科大（56.34%）、育達

科大（59.48%）、中州科大（54.42%）、修平科大（52.88%）、南榮科大（32.17%）、崇右科大（55.47%）、和春學

院（35.48%）、南亞學院（51.59%）、蘭陽學院（43.89%）、台灣觀光學院（29.87%）、高美醫專（47.24%）。其中

台灣觀光學院，105 年學度僅 115 名新生註冊，狀況最糟。 

 

私立大學部份，則有 5 所大學新生註冊率連續兩年未達 6 成，包括華梵大學（32.43%）、玄奘大學（47.95%）、開

南大學（56.11%）、明道大學（52.49%）、台灣首府大學（53.36%）。 

 

瀕危多是私立技職？教育部：地區位置才是主因 

攤開此次新生註冊率不到六成的大專排行，17 所學校中有 12 所是私立技職，占比高達七成。 

 

就有知名國立科技大學校長私下表示擔憂，教育部公布的瀕危學校，技職比例偏高，不只會加速學生選填志願上

的偏移，讓技職更趨弱勢，「如果明年技職倒 10 家，三年後再倒 10 家，寒蟬效應下，之後還有哪個學生敢選技

職？」擔心導致整個技職體系崩盤，好壞學校一起被拖下水。 

 

對此，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楊玉惠強調，「註冊率不等於辦學品質！」攤開瀕危私立技職學校名單，多半位於東部

與南部偏遠地方，「地區性才是影響招生的很大原因。」 

 

楊玉惠認為，學生喜歡往北部與都會區跑，不想到偏遠地方就讀，造成註冊率較低的校院，幾乎都在東部與南

部，以前學生多，這現象不明顯，但在少子化下，所以先在東部和南部反應，「這只是局部地區現象，所以請不

要用單一註冊率評斷技職辦學的成果，也並不代表技職體系即將崩盤！」 

 

楊玉惠進一步補充，技職還是產業人才最需要培養的機構，以私立大專院校註冊率前十名中，有 5 所是私立五

專，表示只要有紮實的訓練，給予學生好的就職情況與願景，技職反而是招生利多，還是有家長和學生青睞。 

 

例如技專院校全校註冊率前十名的學校中，就有五所是五專，包括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及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等校註冊

率均達 90％以上，顯示五專學校已為國中畢業生升學選項。 

 

管入口不管出口，教育部堅不公開畢業生就業薪資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2901958


如果學生和家長能夠好好思考，未來發展就不該以就職為主要指標，薪資更不該是唯一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