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去年 6 月特別舉辦「王廣亞創辦人書藝追思暨揮毫展演及第一屆廣亞盃全國學生書法比賽」，以傳揚創辦人

寓教於書的理念。「廣秀書弈學苑」成立後，由通識教育中心姜明翰教授擔任執行長，負責推廣游藝活動，將於

今年 5 月 6 日舉辦「2018 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賽」及 5 月 20 日舉辦「2018 廣亞盃全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歡迎

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培養下一個棋王 育達成立書弈學苑     http://www.storm.mg/stylish/419457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4-02 11:05 111      

育達「廣秀書弈學苑」揭幕典禮邀請多位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一同共襄盛舉。(圖／育達科大

提供) 

 

 

 

 

 

 

近年吹起圍棋風，甚至開發出圍棋 AI 與世界級職業選手對弈，堪稱將古典文化推上新的巔峰。育達科技大學為提

升校園人文風氣，特將書法、圍棋列為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 3 月 30 日舉辦揭牌

典禮。 

緬懷學校創辦人 更弘揚優良傳統藝術 

育達董事長王育文表示，「廣秀書弈學苑」的廣秀之名，就是取自創辦人王廣亞及夫人王蔡秀鸞姓名中各一字，藉

成立學苑來緬懷追思。已故育達創辦人王廣亞，畢生熱愛書法藝術，勤習不輟，自成一家。所書名言嘉訓，張懸

於育達教育文化事業所屬學校，傳達其教育理念及人生智慧。其創辦之廣興文教基金會、廣亞藝術中心，數十年

來舉辦書法相關活動不計其數，弘揚傳統文化不遺餘力。同為「廣秀」命名的「廣秀森林幼兒園」，將打造為綠建

築，結合學校幼保系專業和生態空間的幼兒園，預計今年 9 月招生。 

充實學生美學涵養 為校園帶來穩重的學習力量 

本次揭牌儀式邀請中華民國圍棋協會秘書長秦世敏、新興高中董事長魏照金、苗栗縣書法學會理事長連照雄、造

橋鄉鄉長黃純德、中華學院太極武藝學會榮譽理事長郭義雄…等多位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一

同共襄盛舉，提倡推廣游藝活動。 

圍棋協會秘書長秦世敏讚佩育達科大對傳統文化傳承的用心，他認為不論學書法或圍棋，對個人及社會，都有莫

大的助益，值得永續推廣及弘揚，以不辜負祖宗遺留下來的寶貴文明資產，期盼「廣秀書弈學苑」能為國內大學

書法、圍棋教育帶來一股力量，更能透過辦理比賽或校際合作活動來倡導學習風氣。 

http://www.storm.mg/stylish/419457


育達科技大學為兼顧穆斯林學生信仰需要，特別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善廚房，

積極營造友善校園環境，尊重穆斯林學生需求。（育達科技大學提供）中央社 

 

 

https://udn.com/news/story/6929/3044154 

體貼穆斯林學生 育達科大營造友善校園 

2018-03-21 20:58 中央社  苗栗縣 21 日電  

育達科技大學這學期招收 33 名印尼籍穆斯林學生，為兼顧他們信仰所需，貼心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

善廚房，積極營造友善環境，令遠來求學的學生倍感窩心。  

育達科技大學配合新南向政策，經教育部核定招生 2 班 80 名學生，首批招進越南生 38 人、印尼生

33 人，為營造外籍生友善讀書環境，特別在學生宿舍設立「穆斯林祈禱室」，並在學生餐廳設置「穆

斯林友善廚房」，滿足生活信仰所需。  

校方指出，穆斯林的飲食、朝拜有一定禁忌與規範，除了不能使用豬油或酒烹調，肉類也必須經由特

殊宰殺方式才可食用，另外，每天要做 5 次祈禱，若找不到清真餐廳及祈禱室，對穆斯林學生在台生

活十分不便。  

校內男女宿舍新設立的禱告室寬敞明亮、通風良好，同時備妥禮拜毯、麥加指標；友善廚房採獨立烹

飪、餐具及供餐作業，提供無豬肉料理。  

印尼學生娜比拉表示，每天 5 次的祈禱對於穆斯林是非常重要的儀式，校方貼心設置友善環境，讓遠

道而來的同學感覺受到尊重、有家的感覺，精神也有寄託。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逾 16 億人，在台工作和留學的穆斯林逾 30 萬人，

學校重視多元文化需求，希望讓同學兼顧信仰所需，學習無後顧之憂，未來校內休閒管理系將整合台

灣旅遊資訊，標示指引清真友善場域，更計畫推出電商平台，與清真商店合作販售清真用品，打造對

穆斯林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3/21/98/458932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https://udn.com/news/story/6929/30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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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9%86%E6%96%AF%E6%9E%9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E%BF%E8%88%8D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21 日電）育達科技大學這學期招收 33 名印尼籍穆斯林學生，為兼顧他們信仰所需，

貼心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善廚房，積極營造友善環境，令遠來求學的學生倍感窩心。 

育達科技大學配合新南向政策，經教育部核定招生 2 班 80 名學生，首批招進越南生 38 人、印尼生 33 人，為營

造外籍生友善讀書環境，特別在學生宿舍設立「穆斯林祈禱室」，並在學生餐廳設置「穆斯林友善廚房」，滿足

生活信仰所需。 

校方指出，穆斯林的飲食、朝拜有一定禁忌與規範，除了不能使用豬油或酒烹調，肉類也必須經由特殊宰殺方式

才可食用，另外，每天要做 5 次祈禱，若找不到清真餐廳及祈禱室，對穆斯林學生在台生活十分不便。 

校內男女宿舍新設立的禱告室寬敞明亮、通風良好，同時備妥禮拜毯、麥加指標；友善廚房採獨立烹飪、餐具及

供餐作業，提供無豬肉料理。 

尼學生娜比拉表示，每天 5 次的祈禱對於穆斯林是非常重要的儀式，校方貼心設置友善環境，讓遠道而來的同學

感覺受到尊重、有家的感覺，精神也有寄託。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逾 16 億人，在台工作和留學的穆斯林逾 30 萬人，學校重視多元

文化需求，希望讓同學兼顧信仰所需，學習無後顧之憂，未來校內休閒管理系將整合台灣旅遊資訊，標示指引清

真友善場域，更計畫推出電商平台，與清真商店合作販售清真用品，打造對穆斯林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803210321-1.aspx 

體貼穆斯林學生 育達科大營造友善校園 

發稿時間：2018/03/21 19:01 

 

 

 

 

育達科技大學為兼顧穆斯林學生信仰需要，特別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善廚房，積極營造友善校園環境，尊重穆斯林學生需求。

（育達科技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7 年 3 月 21 日 

育達科技大學這學期招收多名穆斯林學生，為兼顧學生信仰需求，校方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善廚房，積極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育達科技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7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cna.com.tw/news/aloc/201803210321-1.aspx


育達科大在男、女生宿舍分別設置祈禱室，供穆斯林學生使用。記者胡蓬生／攝影 

 

 

 

穆斯林留學台灣 育達提供友善環境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044727 

2018-03-21 23:06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即時報導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今年針對東南亞招收 2 班學生，其中就讀資訊管理系的卅多名印尼學

生，多數人都是穆斯林，有不吃豬肉及每天多次祈禱的飲食與信仰需求，為此校方特別打造穆斯林的「友善校

園」環境，設置祈禱室，空間比台北車站的祈禱室大上 4 倍，另外還有專屬餐廳，讓這批離鄉背井的留學生備感

貼心。 

 

校方表示，為新南向政策招收的越南、印尼 2 班學生在今年 2 月開學，其中印尼籍學生都修習資訊管理、越南學

生 38 人都就讀餐旅系，他們要在台學習 4 年。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非常重視多元文化，為來自東南亞的穆斯林學生設置祈禱室及友善廚房，希望他

們在台學習能兼顧信仰、生活需求，無後顧之憂，校方還計畫推出電商平台，與清真商店合作販售清真用品，打

造對穆斯林學生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校方說，全世界穆斯林人口超過 16 億人，在台工作及學生都日趨增加，估計逾 30 萬人，東南亞去年來台旅遊人

數也超過 20 萬，但穆斯林在飲食上不能用豬油或酒烹調，肉類也必須經由特殊宰殺方式才可食用，每天還要做

5 次禮拜，如找不到清真餐廳及祈禱室，生活十分不便。 

 

校方在男、女生宿舍各規畫 1 間祈禱室，寬敞明亮，同時備妥禮拜毯，牆上還標定麥加的方向，每間有 8 坪大，

校方表示台北車站的祈禱室僅 2 坪大，育達科大為穆斯林學生安排的祈禱室空間大很大；因應飲食需求，校方也

在學生餐廳另外設置「友善廚房」，採獨立烹飪及供餐作業，提供無豬肉料理，使用的刀具、烹飪設施也都不處

理豬肉等穆斯林禁忌的食材。 

 

印尼學生娜比拉表示，每天 5 次祈禱對穆斯林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儀式，學校為他們準備寬敞明亮的禱告室，讓遠

道而來的同學都有家的感覺；校方考量很周到，讓他們感覺在台灣讀書不會不自在。 

 

 

私立育達科大為印尼來的穆斯林學生設置專屬的友善廚房，提供無豬肉料理。圖／校方提供 

育達科大在男、女生宿舍分別設置祈禱室，供穆斯林學生使用。圖／校方提供 

私立育達科大為印尼來的穆斯林學生設置專屬的友善廚房，提供無豬肉料理。記者胡蓬生／...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044727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21002901-260405 

育達科大設祈禱室及友善廚房 讓穆斯林學生有家的感覺 

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逾 16 億，在台工作和就學人數估計超過 30 萬人，且有增加趨勢，由於穆斯林在飲食及朝

拜，除規定不能用豬油或酒烹調，肉類也必須經特殊宰殺方式才可食用，另每天還要做 5 次禮拜。苗栗育達科大

配合新南向政策，設祈禱室及友善廚房因應學生需求。 

 

育達配合新南向政策，今年教育部核定招生 2 班 80 名學生，校方積極營造外籍學生友善讀書環境，招生反應熱

烈，第一梯次招進越南生 38 人、印尼生 33 人。 

 

至於如何照顧穆斯林同學生活，並兼顧信仰需求，校方很重視這個課題，最近已在學生宿舍設立「穆斯林祈禱

室」，祈禱室寬敞明亮且通風良好，同時備妥禮拜氈、麥加指標，方便同學於就學期間，維持信仰及充實精神生

活。 

 

另為因應學生飲食需求，也在餐廳設置「友善廚房」，採獨立烹飪及供餐作業，提供無豬肉料理，區分在地飲食

習慣，同時尊重境外學生需求。 

 

 

 

 

 

(中時)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21002901-260405


另，學生餐廳內也增設友善廚房，採獨立烹調供餐，提供無豬肉料理，區分各地飲食習慣，還設有

無人商店，供穆斯林學生於齋戒月時夜間進食的選擇。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72347 

友善回教外籍學生 育達科大打造竹苗首座穆斯林祈禱室 

 

育達科大於學生宿舍內設置穆斯林祈禱室，供印尼學生進行朝拜。（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大也針對穆斯林飲食習慣，打造友善餐廳。（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大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廣招東南亞學生。（記者鄭名翔攝） 

2018-03-21 18:33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私立育達科技大學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積極向東南亞地區學

子招生，107 學年度獲教育部核定招收兩個班共八十名學生，其中包含 38 名越南、33 名印尼學生，

而為照顧外籍生的信仰需求，於校內設立竹苗地區首間「穆斯林祈禱室」，方便回教學生進行朝拜。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表示，為迎接南向趨勢，特開設東南亞語言班，供教師及學生進修，增加語

言優勢，並提供外籍生更友善的教學品質。 

黃榮鵬說，除優先克服語言問題外，校方也設置竹苗地區首座的穆斯林祈禱室及友善餐廳，透過國際

穆斯林觀光產業聯合發展協會的協助，打造符合穆斯林需求的環境。 

穆斯林按律須每天朝麥加方向朝拜 5 次，飲食則忌豬肉且不能食用以酒烹調的料理。育達科大於學生

宿舍設立穆斯林祈禱室，備妥禮拜毯、麥加指標。 

印尼學生娜比拉表示，朝拜祈禱是穆斯林重要精神寄託，校方提供祈禱室對離鄉背井的學生來說，格

外有回到家鄉的感覺。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72347


詳全文 育達科大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2）-生活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321/26213352.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321/26213346.html 

育達科大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1） 

中央社 (2018-03-21 21:30) 

 

育達科技大學這學期招收多名穆斯林學生，為兼顧學生信仰需求，校方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善廚房，積極營造友善校

園環境。（育達科技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7 年 3 月 21 日 

詳 全 文  育 達 科 大 打 造 穆 斯 林 友 善 環 境 （ 1 ） - 生 活 新 聞 - 新 浪 新 聞 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321/26213346.html 

育達科大打造穆斯林友善環境（2） 

中央社 (2018-03-21 21:30) 

 

育達科技大學為兼顧穆斯林學生信仰需要，特別設立專屬祈禱室及友善廚房，積極營造友善校園環境，尊重穆斯林學

生需求。（育達科技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7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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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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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禱告室貼心準備禮拜毯與麥加指標，讓穆斯林同學更方便進行祈禱儀式。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友善廚房採獨立烹調及供餐作業，滿足穆斯林同學的飲食文化需求。 (圖／育達科大提供)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24001231-260207 

育達科大 打造友善穆斯林環境 

2018 年 03 月 24 日 04:10 工商時報 林福吉 

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超過十六億人，由於在臺工作者及學生日趨增加，台灣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在台工

作和留學的穆斯林逾 30 萬人，東南亞去年來台旅遊人數也超 20 萬，然而穆斯林在飲食及朝拜上除了規定不能使

用豬油或酒烹調，肉類也必須經由特殊宰殺方式才可食用，每天還要做 5 次禮拜，若找不到清真餐廳及祈禱室，

對穆斯林生活十分不便。 

 

育達科技大學表示，配合新南向政策，107 年教育部核定招生 2 個班 80 位學生，由於學校積極營造外籍生友善

讀書環境，招生反應熱烈，第一梯次招進越南生 38 人、印尼生 33 人。而要如何照顧穆斯林同學生活，同時兼顧

信仰所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學校向來非常重視境外生的生活照顧，日前貼心於學生宿舍設立「穆斯林祈禱

室」，新設立的禱告室寬敞明亮且通風良好，同時備妥禮拜毯、麥加指標，方便同學於就學期間，能夠維持信仰

及充實精神生活。同時因應學生飲食需求，於學生餐廳設置「友善廚房」，採獨立烹飪及供餐作業，提供無豬肉

料理，除區分在地飲食習慣，同時尊重境外生需求。 

 

印尼學生娜比拉表示，每天 5 次的祈禱對於穆斯林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儀式，如今有寬敞明亮的禱告室來進行祈

禱，讓精神有所寄託，讓遠道而來的同學有家的感覺；同時學校也尊重同學飲食需求，特別設立獨立烹飪廚房，

於在校求學期間能夠兼顧飲食及信仰需求；對於學校各項考量周到的措施，感到非常高興。 

 

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科技大學非常重視多元文化需求，新設立之「穆斯林祈禱室」及「友善廚房」，能夠讓同

學於在學期間，兼顧信仰所需，令學習無後顧之憂，同時落實友善校園政策目標。未來為了吸引更多穆斯林同學

來育達科技大學就讀，本校休管系結合專業正著手整合台灣的旅遊資訊，除了介紹各地旅遊景點，還將景點附近

的清真友善位置標示出來，替旅客做更完整的規畫；不僅如此，更計畫推出電商平台，與清真商店合作販售清真

用品，打造對穆斯林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http://www.storm.mg/stylish/416797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24001231-260207


穆斯林同學的信仰與飲食需求，我們聽到了！育達科技大學近期積極設立「穆斯林祈禱室」與專門提供

清真飲食的「友善廚房」，打造更貼心的國際友善讀書環境。  

台灣穆斯林人口逾 30 萬  清真餐廳及祈禱室需求量增加  

當今全世界穆斯林人口已超過十六億人，來台工作和留學的穆斯林逾 30 萬人，東南亞去年來台旅遊人

數也已超 20 萬人次。然而穆斯林在飲食及朝拜上規定嚴苛，除了不能使用豬油或酒烹調，肉類也必須

經由特殊宰殺方式才可食用，每天還要做五次禮拜，若信仰者找不到清真餐廳及祈禱室，對穆斯林生活

十分不便。  

育達科大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107 年教育部核定招生 2 個班 80 位學生，因學校積極營造外籍生友善

讀書環境，招生反應熱烈，第一梯次就招進越南生 38 人、印尼生 33 人。要如何兼顧同學日常生活所需

與信仰需求，成為校方新的挑戰課題。  

專設禱告室與友善廚房  給穆斯林同學滿滿的家鄉味與精神寄託  

因此近期育達在學生宿舍設立禱告室，空間寬敞明亮且通風良好，同時備妥禮拜毯、麥加指標，方便穆

斯林同學於就學期間，能夠維持信仰及充實精神生活。同時因應學生飲食需求，於學生餐廳設置「友善

廚房」，採獨立烹飪及供餐作業，提供無豬肉料理，尊重穆斯林學生的飲食文化。  

 

印尼學生娜比拉表示，每天五次的祈禱對於穆斯林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儀式，如今有專設的禱告室來進行

祈禱，讓遠道而來的同學有家的感覺，精神也有所寄託，也很高興學校能特別照顧他們的飲食需求。  

 

育達友善廚房提供無豬肉料理，尊重穆斯林同學因應信仰的飲食規定。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禱告

室於學校宿舍設立，讓穆斯林同學省去尋找祈禱地點的困擾。 (圖／育達科大提供) 

提供更完善的信仰設備與措施  友善迎接更多穆斯林來就讀  

育達校長黃榮鵬說明，育達非常重視多元文化需求，新設立的「穆斯林祈禱室」及「友善廚房」，就是

為了兼顧同學信仰所需，令學習無後顧之憂，同時落實友善校園的目標。  

 

另外，為了吸引更多穆斯林同學進育達就讀，育達休管系已結合專業，著手整合台灣的旅遊資訊，除了

介紹各地旅遊景點，還將景點附近的清真友善位置標示出來，替旅客做更完整的規劃，更計畫推出電商

平台，與清真商店合作販售清真用品，打造對穆斯林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經過當天訓練活動後，每位服務學習分隊長均表示非常充實。進行服務學習前需要事先安排分組及分工的工作。

剛開始時，安排還有點困難，但經過下午的實際操作並與吳啟源組長、曾秀蘭老師及姜學宜老師進行綜合座談

後，每位服務學習分隊長均有信心，一定會把一年級學弟妹給帶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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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志工營 身心靈提升訓練 
育達科大志工營 身心靈提升訓練 

育達科大學生事務處吳啟源組長嘉許所有服務學習幹部。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8 年 03 月 11 日 04:10 工商時報  

林福吉 

苗栗育達科技大學自創校以來，即非常強調責任與榮譽的教育，因此，學校特別於開學日前，假綜合大樓 320

教室舉辦服務學習志工幹部研習營，參與志工皆表示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身心靈提升訓練。 

此次服務學習志工幹部訓練重點在於帶領新生之志工幹部人際溝通、生活關懷、服務式領導的技巧及日常生活中

所表現之言教與身教。希望藉由以上訓練，除了能形塑具有良好服務學習氛圍之環境外，更能加強志工幹部企畫

書撰寫的能力，期許未來服務學習志工能發展成學習型組織。 

育達科大學生事務處吳啟源組長嘉許所有服務學習幹部，在 105～106 學年中創造 90％以上的高及格率，並鼓

勵大家繼續努力，把服務學習帶領的更好，同時也提醒服務學習幹部除了要注意自身的態度，關心每一位分隊的

同學出席狀況外，並且要指導同學打掃的技巧，而不是只有點名的工作。 

當天幹訓中，曾秀蘭老師分享如何從生活中付出，怎麼去服務他人，如何正面思考去影響自己及別人，並且希望

在帶領新生從事服務教育時，能夠融入服務學習的反思技巧，使基本服務學習不是只有勞力的服務。以及姜學宜

老師指導幹部如何帶領新生從事服務教育及進行任務分工，每位同學都受益良多。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11000247-2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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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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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學用合一、在地連結！為讓學生嘗試開店經營落實實務實習，育達科技大學首創在校外開設實習商店「育達小

棧」，意外成為竹南火車站旁一個特色亮點。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鵩表示，「育達小棧」不僅提供現做荼飲料、鬆

餅及咖啡，未來更將上架學生自製商品，其中學校餐旅系「育見幸福烘焙坊」的手做麵包最搶手，不僅是師生或

校友，還有附近民眾皆慕名而來，只因有學校掛保證，全程監督安心食品的提供。  

 

育達科大實習商店現址以前是竹南火車站旁一閒置空間，校長黃榮鵩說：「一年前轉型成『育達小棧』，起初只

賣學生自產自銷的咖啡，為讓學生有更好的店舖經營學習模式，自今年(107 年)起引進企業促成產學合作擴大經

營，讓實習學生身歷其境體驗經營荼飲料連鎖商店的實況。同時，亦規劃為學生自行設計商品上架的一個平台。

有別於其他學校直接讓企業進駐，育達科大的「育達小棧」，從商品研發、製作、進出貨物、鋪貨、成本管控

等，都由學生親自操作。未來更將結合發展電子商務及創意行銷，讓學生運用所學，增加職場經驗，同時協助在

地小農及合作廠商行銷產品。  

 

黃校長極為肯定此一發展方向，承諾將以學校的社會責任來支持「育達小棧」經營，穩定長期提供苗栗鄉親真正

安心的商品！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316407313 

打造竹南火車站旁新亮點 育達科大校外實習店

「育達小棧」廣受民眾熱愛 

大成報／ 2018.03.16 22:30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316407313


 

實習的同學餐旅系林奕綺表示，實習過程中，店長都很樂於教導，除熟悉作業流程外，也有時間的壓力，因為客

人搭火車有時間限制，希望茶飲料能點了就拿走，同時學習到服務業工作上的細心、細膩和待客之道。因為「育

達小棧」強調餐飲服務業最重要的是笑容與親切，如能將每位客人視為家人，真心對待，凡事虛心學習，便能有

個真實生活中的實習體驗。  

 

實習的同學餐旅系林奕綺表示，實習過程中，店長都很樂於教導。除熟悉作業流程外，也有時間的壓力，因為客

人搭火車有時間限制，希望茶飲料能點了就拿走，同時學習到服務業工作上的細心、細膩和待客之道。因為「育

達小棧」強調餐飲服務業最重要的是笑容與親切，如能將每位客人視為家人，真心對待，凡事虛心學習，便能有

個真實生活中的實習體驗。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為讓學生嘗試開店經營落實實務實習，育達科技大學首創在校外開設實習商店「育達

小棧」，意外成為竹南火車站旁一個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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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學問不簡單 育達學生：學習配合客人趕火車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3-14 18:15 

 

育達開設校外實習商店「育達小棧」，給學生最真實的經營體驗。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小棧展售學生手做咖啡產品。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小棧展售學生手做包包與配件。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苗栗竹南火車站旁近來多了一個特色亮點「育達小棧」，是育達科技大學為學生首創開設的校外實習商

店，提供現做茶飲料、鬆餅及咖啡，還有最搶手的手做麵包，未來也將上架學生自製商品，落實實務實

習的同時，也吸引許多民眾慕名前來消費。  

提供鄉親安心食品  更幫學生打造舞台  

育達科大實習商店現址以前是竹南火車站旁一個閒置空間，育達校長黃榮鵬指出，一年前將此轉型成「育達小

棧』，起初只賣學生自產自銷的咖啡，為讓學生有更好的店舖經營學習模式，今年開始引進企業促成產學合作擴大

經營，讓實習學生身歷其境體驗經營荼飲料連鎖商店的實況，也成為學生設計商品上架的一個平台。  

開店講究親力親為  學生全盤體驗真正的經營學  

有別於其他學校直接讓企業進駐，育達科大的「育達小棧」，從商品研發、製作、進出貨物、鋪貨、成

本管控等，都由學生親自操作。未來更將結合電子商務及創意行銷，讓學生運用所學，增加職場經驗，

同時協助在地小農及合作廠商行銷產品。黃榮鵬也承諾，將以學校的社會責任來支持「育達小棧」經

營，穩定長期提供苗栗鄉親真正安心的商品。  

http://www.storm.mg/stylish/410815


 

不僅能熟悉作業流程，「育達小棧」讓學生學會待客之道。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的越南學生也來參觀見習 ,對「育達小棧」的茶飲料及親切的服務讚不絕口。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談到實習過程，餐旅系學生林奕綺表示，店長很樂於教導，除熟悉作業流程外，也須配合客人趕火車的

時間壓力，同時也學習到服務業工作上的細心、細膩和待客之道。因為「育達小棧」強調餐飲服務業最

重要的是笑容與親切，如能將每位客人視為家人，真心對待，凡事虛心學習，便能有個真實生活中的實

習體驗。  

 

 

 

 

 



現場活動同時安排育達科技大學啦啦隊、苗栗高中熱舞社、苗栗高商熱音社、仁德醫專熱音社及親善大使舞蹈表

演，充分表現在地青年在藝術表演領域的天份與熱情，最後則在青年節籌備委員合唱《我們不一樣》激勵的歌聲

中，畫下完美句點，期待明年再會。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06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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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好青年 108 位優秀青年接受表揚 

更新： 2018 年 03 月 31 日 

 

苗栗縣優秀青年表揚，與會嘉賓與優秀青年合影。（苗栗縣府提供）育達科技大學啦啦隊。（苗栗縣府提供） 

【記者陳文敏／苗栗報導】 

為慶祝一年一度青年節，苗栗縣府與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合作規劃一系列的青年節系列活動，並以「青年關懷 深

耕地方」為整體活動主軸。3 月 31 日在縣府國際會議廳舉行優秀青年表揚大會，縣長徐耀昌親自頒發表揚及當選

證書給 108 位縣內優秀青年，藉此表彰優秀青年的傑出成就。 

今年度獲表揚的對象包含考取專技高考及格成為全台灣最年輕工礦衛生技師的邱律維同學以及 89 名社會暨在校

優秀青年，其中包含社會優秀青年 20 位、大專優秀青年 11 位、中等學校優秀青年 58 位，另外則為 18 名第 2 屆

苗栗縣青年事務委員會外聘委員，總計 108 名青年朋友。 

仁德醫專助理教授侯宏誼表示，去年甫從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科畢業的邱律維同學，於去年底參

加專技高考工礦衛生技師考試，以 16.81%的錄取率成功考取證照，目前全國通過該項考試者還不到六百人，而

20 歲的邱同學，是唯一一位應屆通過的考生，更打敗眾多碩士學歷的報考者，成為最年輕的「高考工礦衛生技師」。 

縣長徐耀昌表示，青年是國家進步、社會創新發展的原動力，獲獎者都是各方翹楚，無論在學業成就或專業技能

面向，均為一點一滴用心耕耘才獲致的豐碩成果，成就足堪全縣青年表率，期盼獲獎青年再接再厲，繼續在各自

領域精益求精、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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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  國內唯一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在苗栗開

設 

2018-03-30 21:40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即時報導  

台灣開放酒精進口後，國內的高濃度酒精生產因成本考量近乎停擺，苗栗縣政府辦理地方產業創新研

發推動計畫，透過育達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協助，成功輔導宸鼎生物科技以創新技術大量生產高濃

度食用酒精，成為國內唯一的生產線。  

縣府工商發展處指出，縣府推動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民國 100 年起每年向經濟部爭取經費補助廠商

研發產業技術，至 106 年已核定補助 74 家中小企業，107 年再獲補助 712.9 萬元，持續提供企業

創新研發，提升競爭力。  

宸鼎 104 年進駐育達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第二年獲縣府計畫補助，在育達科大教務長龍清勇技術指

導下，成功研發再生燃料相轉換汽化裝置及生物創新發酵技術，獲得工研院創新績優廠商，並通過台

灣與大陸的專利申請，去年由縣府工商發處協助租用苗市文發路中工機械公司廠房，最近建置全國唯

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今年 3 月取得國庫署核准的製酒執照。  

苗栗縣長徐耀昌上午訪視宸鼎公司，參觀廠房設備，宸鼎目前雇用廿多名員工，且員工起薪 40K，廠

區設備、環境新穎且高度自動化，他對這次產官學合作的成果高度肯定和讚賞。  

龍清勇指出，近 15 年來台灣的食用酒精幾乎全仰賴進口，宸鼎是第一家自製自產食用酒精的廠商，

將進口砂糖透過發酵、蒸餾、精餾等程序，生產出 95％濃度的食用酒精，可用於各種食用酒類、食

品、實驗、醫藥等，製造過程產生的食用醪液，還可再抽取果糖、葡萄糖，目前計畫爭取縣府補助，

研發利用醪液生產有機液態肥料等，回收的食用二氧化碳可用於啤酒、氣泡飲料、製藥等。  

宸鼎董事長紀政孝感謝縣府協助產業創新研發，讓他們能突破技術，成為全台唯一生產高濃度食用酒

精的廠家，且整個製程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廢棄物，符合綠色循環經濟，現正透過縣府工商發展處協助

覓地，將規畫擴建第二廠區。  

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苗

栗縣長徐耀昌(右二)上午到廠區參觀。記者胡蓬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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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

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記者胡蓬生／攝影 

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苗栗縣長徐耀昌上午到廠區參觀。記者胡蓬生／

攝影 

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

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廠區設備、環境新穎，且高度自動化。記者胡蓬生／攝影 

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苗栗縣長徐耀昌(右)上午到廠區參觀。記者胡蓬

生／攝影 

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

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廠區設備、環境新穎，且高度自動化。記者胡蓬生／攝影 

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最近建置全國唯一的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苗栗縣長徐耀昌(右)上午到廠區參觀，在高濃度酒

精簽名留念。記者胡蓬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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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清勇說明，近十五年來台灣使用的食用酒精幾乎仰賴進口，公司技術可利用進口砂糖經過發酵、

蒸餾、精餾等程序提煉九十五％濃度的食用酒精，可用於各種食用酒類、食品、實驗、醫藥等，所

產生的食用醪液可再提煉抽取果糖、葡萄糖，目前計畫再爭取苗縣府補助研發利用醪液生產有機液

態肥料等，回收的食用二氧化碳可用於啤酒、氣泡飲料、製藥等。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88520 

〈北部〉生科公司起薪 40K 苗栗縣長：創造幸福感 
2018-03-31 

〔記者彭健禮／苗栗報導〕苗栗縣政府爭取經濟部補助，輔導玨鼎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研發「再生燃料

相轉換汽化裝置」，開發全國唯一大型量產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玨鼎將此技術廠在苗栗市設立宸

鼎生物科技公司，新進員工起薪四萬元；苗栗縣長徐耀昌昨天參訪，肯定業者創新研發技術，也為苗

栗縣創造幸福感。 

  

苗栗縣長徐耀昌（右）昨天參訪宸鼎生物科技公司，測試酒精濃度。（縣府提供） 

苗縣府配合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輔導地方產業創新；玨鼎受縣府爭取五十八萬元補助，在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教務長龍清勇技術指導下，成功研發再生燃料相轉換汽化裝置及生物創新發酵技術，

獲得工研院創新績優廠商，通過台灣與中國的專利申請。 

該公司於去年在苗縣府工商發處協助下在苗栗市設廠，建置全國唯一高濃度食用酒精生產線，三月取

得國庫署核准的製酒執照。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88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