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苗蓉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大賽初賽 8 組團隊角逐 3 席決賽名額 

大成報 (2018-04-27 13:59)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27/26673578.html 

大成報記者彭維乾／苗栗報導】  

「2018 苗蓉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大賽」今(27)日上午於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初賽，8 組入圍團

隊角逐決賽 3 個名額。副縣長鄧桂菊表示，這個比賽是一個讓青年展現自我才華跟創意的舞台，讓苗栗的子弟可

以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展現出苗栗的軟實力。  

為協助臺灣青年創業家了解並參與兩岸商業市場，加強兩岸於創新創業與商業科技之交流，苗栗縣政府與苗栗縣

青年創業協會、成都亞臺青海峽青年創業園區合作，辦理「2018 苗蓉兩岸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大賽」，初賽在苗栗

縣辦理，遴選出 3 組優勝隊伍，移師至大陸四川省成都市參加決賽，共有 8 組團隊入圍初賽，於今日齊聚一堂角

逐 3 個決賽名額。  

上午的初賽於苗栗縣政府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在正式比賽前，由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代表「苗栗青年創

業、青年農民工坊」與「亞臺青海峽青年創業園」郭弘揚總經理簽定合作交流備忘錄，簽訂儀式由苗栗縣副縣長

鄧桂菊及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明建共同見證，未來雙方將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從事青

年創業、產業等相關交流活動。  

副縣長鄧桂菊表示，縣長徐耀昌上任以來就相當重視青年事務，除了成立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專司青年工作外，為

鼓勵青年創業，特建置青創 1 號基地「苗栗青年創業、青年農民工坊」，以一條鞭的服務方式，輔導及協助青年

解決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提供相關資源，與青年夥伴一起努力，協助他們築夢踏實。她指出，為了協助青

年創業團隊躍上國際舞台，縣府大力促成此次交流活動，希望參賽團隊都能把握機會，展現自信與實力。 

8 個初賽入圍團隊一一上台簡報，經過專業評審的評分後，比賽結果由「人工智慧與物聯網運用於鐵軌檢測」、

「苗蓉創新文化爆米花」、「臺茶灣」3 個團隊獲得前 3 名，取得晉級資格，並將赴陸參加總決賽。 

詳全文 2018 苗蓉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大賽初賽 8 組團隊角逐 3 席決賽名額-社會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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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彭維乾／苗栗報導】  

「2018 苗蓉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大賽」今(27)日上午於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初賽，8 組入圍團

隊角逐決賽 3 個名額。副縣長鄧桂菊表示，這個比賽是一個讓青年展現自我才華跟創意的舞台，讓苗栗的子弟可

以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展現出苗栗的軟實力。  

為協助臺灣青年創業家了解並參與兩岸商業市場，加強兩岸於創新創業與商業科技之交流，苗栗縣政府與苗栗縣

青年創業協會、成都亞臺青海峽青年創業園區合作，辦理「2018 苗蓉兩岸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大賽」，初賽在苗栗

縣辦理，遴選出 3 組優勝隊伍，移師至大陸四川省成都市參加決賽，共有 8 組團隊入圍初賽，於今日齊聚一堂角

逐 3 個決賽名額。  

上午的初賽於苗栗縣政府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在正式比賽前，由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代表「苗栗青年創

業、青年農民工坊」與「亞臺青海峽青年創業園」郭弘揚總經理簽定合作交流備忘錄，簽訂儀式由苗栗縣副縣長

鄧桂菊及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明建共同見證，未來雙方將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從事青

年創業、產業等相關交流活動。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27/26673578.html


副縣長鄧桂菊表示，縣長徐耀昌上任以來就相當重視青年事務，除了成立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專司青年工作外，為

鼓勵青年創業，特建置青創 1 號基地「苗栗青年創業、青年農民工坊」，以一條鞭的服務方式，輔導及協助青年

解決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並提供相關資源，與青年夥伴一起努力，協助他們築夢踏實。她指出，為了協助青

年創業團隊躍上國際舞台，縣府大力促成此次交流活動，希望參賽團隊都能把握機會，展現自信與實力。  

8 個初賽入圍團隊一一上台簡報，經過專業評審的評分後，比賽結果由「人工智慧與物聯網運用於鐵軌檢測」、

「苗蓉創新文化爆米花」、「臺茶灣」3 個團隊獲得前 3 名，取得晉級資格，並將赴陸參加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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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要推！育達「青媒竹馬」展用 3D 列印變出杯緣子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4-20 19:36 802 人氣 

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青媒竹馬」成果展，日前於苗栗竹南美術館隆重開幕，展覽發揮業界

產學合作，包括由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的動畫宣導短片，內容非常多樣豐富，展覽至

4 月 29 日為期兩週展出，歡迎各地朋友前往參觀。  

竹南美術館館長黃惠琴表示，育達科大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自 2006 年創系至今，幾乎每年都到竹南鎮圖書館附

設美術館辦成果展，今年邁入第八屆，雙方長期合作希望可共同提升藝術美學素養。 

多媒體跟遊戲  就是年輕世代的「青梅竹馬」  

育達校長黃榮鵬則肯定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師生的努力成果，強調今年成果展的主題「青媒竹馬」是一

語雙關，其中「媒」一字即代表「多媒體」之意，對此世代的學子而言，多媒體與遊戲不僅是年輕人成

長過程重要的玩伴與生活重心，也是其心靈與夢想的依託，可說是名符其實的「青梅竹馬」。3D 列印

杯緣子  讓學生的創意構想實體化  

本次展出依媒材類型主要分為三大類：平面、立體、多媒體。平面作品是多媒體創作的基礎，展出作品

包括基礎的紙上素描、平面設計 (海報 )、動漫畫電腦繪圖、到遊戲開發前的概念圖繪製…等。而立體作

品則以時下最火紅的 3D 列印，進行創意商品的雛型開發，本次商品主題為「杯緣子  + 創意茶包」，

透過電腦 3D 建模並利用 3D 列印機將創意構想予以實體化。  

 

http://www.storm.mg/stylish/427514


展作品分為平面、立體、多媒體三大類，以及大四畢業生嘔心瀝血的畢業專題。 (圖／育達科大提供 ) 

另外還有一大亮點，為大四同學畢業專題製作的多媒體，包含 PC 遊戲、手機遊戲 APP、互動電子書、電腦動

畫…等，也是本次展覽的主軸。本次展覽至 4 月 29 日為期兩週展出，歡迎各地朋友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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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繁星入學 四年學雜費全免、還有獎學金可領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4-20 19:26 146 人氣 

達科技大學今年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的學生，為照顧弱勢及優秀學生，提供免學雜費或國立大學收費之繁星培

育獎勵專案，優異學生最多可獲得四年免學雜費的優惠。 

育達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集團，定位非常清楚，為了實現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找達人就到育

達，黃榮鵬說：「別校沒有的育達要有、別校有的育達要精緻化、別校精緻化的育達要品牌化。」 

學雜費全免 減輕弱勢學生的經濟負擔 

育達首度參與技職繁星入學管道，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以發揚創辦人王廣亞照顧弱勢同學的精

神，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道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中成績表現優異者，入學時免學雜費或以國立大學收費；入學

後只要學期成績表現符合標準者，次一學期就可繼續享有學雜費全免或國立大學收費的優惠，讓學生能安心就

學，成就不凡人生。 

除獎學金之外，學生入學後還可依學習表現，學校另外提供學業優良獎學金、才能卓越獎學金、特色證照獎學金

等；各類獎學金資訊可參考育達科技大學網站，歡迎同學加入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習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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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繁星入學 優惠四年免學雜費 

中央社／ 2018.04.19 11:57 

   育達科技大繁星入學 優惠四年免學雜費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419 11:56:56)育達科技大學今年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之學生，為照顧弱勢及優秀學生，

提供免學雜費或國立大學收費之繁星培育獎勵專案，優異學生最多可獲得四年免學雜費之優惠。育達科大校長黃

榮鵬表示，育達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集團，完整的定位非常清楚，別校沒有的育達要有，別校有的育達要精緻化，

別校精緻化的育達要品牌化，實現「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找達人就到育達」。學校首度參與技職繁星這個入學管

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以發揚創辦人王廣亞博士照顧弱勢同學的精神，決定提供以技職

繁星入學管道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最高可優惠四年免學雜費，讓學生安心就學，成就不凡的

人生。 

育達科大是首度參與技職繁星這個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

道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入學時免學雜費或以國立大學收費，入學後，只要學期成績表現符合

標準者，次一學期就可繼續享有學雜費全免或國立大學收費的優惠。 

除獎學金之外，學生入學後還可依學習表現，學校另外提供學業優良獎學金、才能卓越獎學金、特色證照獎學金

等；各類獎學金資訊可參考育達科技大學網站，歡迎同學加入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習行列。報名專線:037-651188

分機 1301–1303。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207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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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 2018 青媒竹馬成果展 驚艷登場 

中央社／ 2018.04.18 15:32        

育達科技大學 2018 青媒竹馬成果展 驚艷登場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418 15:31:31)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青媒竹馬」成果展日前於苗栗縣竹南美

術館隆重開幕，到場嘉賓除了黃惠琴館長，還有縣府代表詹科長、鎮長代表郭專員、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育達

科大休閒創意學院吳菊院長、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系主任以及全體老師，此外還有君毅高中多位老

師也到場祝賀。 

黃惠琴館長指出，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自 2006 年創系至今幾乎每年都到竹南鎮圖書館附設美術館

辦成果展，今年已經是第八次，雙方長期合作希望可以共同提升藝術美學素養。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非常肯定該校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師生的努力成果，黃校長說今年成果展的主題「青媒竹

馬」是一語雙關，此“媒”乃是“多媒體”之意，因為對這個世代的學子而言，多媒體與遊戲是他們成長過程重

要的玩伴與生活重心、也是心靈與夢想的依託，是名符其實的「青梅竹馬」。 

次的展出成果，依媒材類型主要分為三大類：平面、立體、多媒體。平面作品是多媒體創作的基礎，展出作品從

基礎的紙上素描、平面設計(海報)、動漫畫電腦繪圖、到遊戲開發前的概念圖繪製。而立體作品，則是以時下最

火紅的 3D 列印，進行創意商品的雛型開發，本次的商品主題是「杯緣子 + 創意茶包」，透過電腦 3D 建模並利

用 3D 列印機將創意構想予以實體化。另外一個亮點是大四同學畢業專題製作的多媒體，包含 PC 遊戲、手機遊

戲 APP、互動電子書、電腦動畫等等，也是本次展覽的主軸。 

本學生成果展結合與業界產學合作，由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的動畫宣導短片，內容非常多樣而

豐富，即日起至 4 月 29 日為期兩週的展出，歡迎各地鄉親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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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東南亞學生照顧 育達科大成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

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 

大成報 (2018-04-16 22:50) 

分享|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為響應政府推動八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育達科技大學特設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不僅完善東南亞學生照

顧，更積極推動提升學校國際化績效，建立與東南亞國家多元、多面向的夥伴關係，促進教育資源共享與在教育研究

領域多方面的連結，同時南向打造教育新藍海，並全力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  

 

響應政府之推動新住民子女、青年發展、產學連結、師生交流、交流據點、雙向人才培育、數位學習及終生學習等八

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育達科技大學於 3 月份設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據兼任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主任的主任

秘書龍清勇表示，本辦公室為學校新南向政策規劃與執行統籌單一窗口，並設跨處室工作會議平臺定期召開工作會

議，積極爭取並執行教育部新南向政策相關補助計畫；同時因應新南向政策之辦學策略與方法，適時提供招生相關諮

詢與建議，以滾動式修正方案內容，並協調執行進度管控。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博士也表示，本校推動「新南向」相關的教育政策，配合東協及南亞國家產業及臺商需求，開設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餐旅經營系及資訊管理系) 」，建置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平臺，目前已有初步成果，招

收越南學生 38 名、印尼學生 33 名及菲律賓碩士生 23 名，並於 107 年 2 月在越南正式成立「越南校友會」，強化與

東南亞各地留臺學生的連結網絡。  

 

新南向政策主張「以人為本」，政府以提供獎助學金、補助教學資源、擴大南向招生、等各項措施，推動與新南向國

家之人才交流，以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向鏈結。辦公室兼任執行長胡英麟學務長表示，透過教育新南向計畫的申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16/26520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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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全文 完善東南亞學生照顧 育達科大成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社會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16/26520774.html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659264 

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 育達科大成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南向 

 

 

 

 

 

打造教育新藍海 

勁報 2018/04/16 22:51(14 天前) 

【勁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南向打造教育新藍海，全力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育達科技大學為響應政府之推動新住民子女、青年發

展、產學連結、師生交流、交流據點、雙向人才培育、數位學習及終生學習等八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於三

月份設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不僅完善東南亞學生照顧，更積極推動提升學校國際化績效，建立與東南亞國

家多元、多面向的夥伴關係，促進教育資源共享與在教育研究領域多方面的連結。 

 

兼任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主任的主任秘書龍清勇表示，本辦公室為學校新南向政策規劃與執行統籌單一窗口，並設

跨處室工作會議平臺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積極爭取並執行教育部新南向政策相關補助計畫；同時因應新南向政策

之辦學策略與方法，適時提供招生相關諮詢與建議，以滾動式修正方案內容，並協調執行進度管控。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博士也表示，本校推動「新南向」相關的教育政策，配合東協及南亞國家產業及臺商需求，

開設「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餐旅經營系及資訊管理系) 」，建置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平臺，目前已有初

步成果，招收越南學生 38 名、印尼學生 33 名及菲律賓碩士生 23 名，並於 107 年 2 月在越南正式成立「越南

校友會」，強化與東南亞各地留臺學生的連結網絡。 

 

新南向政策主張「以人為本」，政府以提供獎助學金、補助教學資源、擴大南向招生、等各項措施，推動與新南

向國家之人才交流，以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向鏈結。辦公室兼任執行長胡英麟學務長表示，透過教育新南向

計畫的申請，在面臨少子化的競爭之下，學校若藉此建立特色有效執行，除了可配合政府整體的新南向計畫及強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16/26520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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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東南亞國家高教單位的合作，更可以大幅提升學校本身的國際化指標。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為響應政府推動八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育達科技大學特設立「新南向計畫辦公

室」，不僅完善東南亞學生照顧，更積極推動提升學校國際化績效，同時南向打造教育新藍海，並全力培育國際

移動專業人才。） 

 

 

 

 

http://www.storm.mg/stylish/423618 

完善東南亞學生照顧 育達成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4-12 13:17 567 人氣 

達科技大學為響應政府推動新住民子女、青年發展、產學連結、師生交流、交流據

點、雙向人才培育、數位學習及終生學習等八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於 3 月設

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積極推動並提升學校國際化績效，建立與東南亞國家多

元、多面向的夥伴關係，促進教育資源共享與教育研究領域多方面的連結，同時南

向打造教育新藍海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  

 

來自印尼的學生們，於多媒體教室上通識教育課程。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主任龍清勇表示，此辦公室為育達新南向政策規劃與執行統籌單一窗口，並設跨處室工作

會議平臺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積極爭取並執行教育部新南向政策相關補助計畫；同時因應新南向政策的辦學策略

與方法，適時提供招生相關諮詢與建議，以滾動式修正方案內容，並協調執行進度管控。 

海外南向招生強強滾 育達在越南成立校友會 

育達校長黃榮鵬也表示，育達推動「新南向」相關的教育政策，配合東協及南亞國

家產業及臺商需求，開設「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餐旅經營系及資訊管理系) 」，

建置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平臺，目前已有初步成果，招收越南學生 38 名、印

尼學生 33 名及菲律賓碩士生 23 名，並於今年 2 月在越南正式成立「越南校友

會」，強化與東南亞各地留臺學生的連結網絡。  

http://www.storm.mg/stylish/423618


配合政策打造新南向教育合作 育達躍身國際化學府 

新南向政策主張「以人為本」，政府以提供獎助學金、補助教學資源、擴大南向招

生、等各項措施，推動與新南向國家之人才交流，以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向鏈

結。育達新南向計畫辦公室執行長胡英麟指出，透過教育新南向計畫的申請，在面

臨少子化的競爭之下，學校藉此建立特色有效執行，除了可配合政府整體的新南向

計畫及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高教單位的合作，更可以大幅提升學校本身的國際化指

標。 

 

全新成立的「育達新南向計畫辦公室」，將持續提升育達的國際化指標。 (圖／育達科大提供)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410380770 

育達科大揭牌成立「廣秀書弈學苑」 緬懷創辦人

並提升校園人文風氣 

大成報／ 2018.04.10 22:57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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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承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術之忱，提升校園人文風氣，充實學生美學涵養，育達科技大學特將書

法、圍棋列為本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特別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日前(3/30)舉行揭牌成立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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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共襄盛舉，以提倡推廣游藝

活動，提升校園人文風氣。  

 

董事長王育文表示：「廣秀」之名，各取自創辦人王廣亞及夫人王蔡秀鸞姓名其中一字合成，藉著學苑的成立啟

用以表達人子的緬懷與追思。已故本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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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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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打造的是一座綠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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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棋協會秘書長秦世敏致詞時：讚佩育達科大對傳統文化傳承的用心，他指出不論學書法或學圍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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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透過辦理國內比賽或校際合作活動來倡導學習風氣。  

 

學校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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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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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為傳承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術之忱，育達科技大學特將書法、圍棋列為

本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特別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日前(3/30)舉行揭牌成立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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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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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下一個棋王 育達成立書弈學苑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4-02 11:05 1152 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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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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秀書弈學苑」裝潢雅致，充滿陳釀的文化書香。 (圖／育達科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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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嘉賓於揭幕典禮上交流書法技藝。 (圖／育達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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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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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為讓學生安心就學並成就不凡人生，特於今（107）年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的學生，推出繁星培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680217 

育達科大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生 祭出培育獎學金最高 4 年免學雜
費【勁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勁報 2018/04/24 22:27(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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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獎勵專案，提供免學雜費或國立大學收費，以照顧弱勢及優秀學生，最多可獲得 4 年免學雜費之優惠。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集團，完整的定位非常清楚，別校沒有的育達要有，別校有的

育達要精緻化，別校精緻化的育達要品牌化，實現「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找達人就到育達」。學校首度參與技職

繁星這個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以發揚創辦人王廣亞博士照顧弱勢同學的精神，

決定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道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最高可優惠 4 年免學雜費，讓學生安心就

學，成就不凡的人生。 

 

育達科大是首度參與技職繁星的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道

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入學時免學雜費或以國立大學收費，入學後，只要學期成績表現符合標

準者，次一學期即可繼續享有學雜費全免或國立大學收費的優惠。 

 

除獎學金之外，學生入學後還可依學習表現，學校另外提供學業優良獎學金、才能卓越獎學金、特色證照獎學金

等；各類獎學金資訊可參考育達科技大學網站，歡迎同學加入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習行列。（報名專線:037-

651188 分機 1301–1303）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育達科技大學今（107）年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的學生，推出繁星培育獎勵專案，

祭出培育獎學金最高 4 年免學雜費。圖係育達科技大學美麗的校園及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學生啦啦隊表演。）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24/26630572.html 

育達科大首度參與繁星入學 祭出培育獎學金最高 4年

免學雜費 

大成報 (2018-04-24 22:27)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24/26630572.html
http://news.sina.com.tw/cobrand/greatnews/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育達科技大學為讓學生安心就學並成就不凡人生，特於今（107）年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的學生，推出繁星培育獎

勵專案，提供免學雜費或國立大學收費，以照顧弱勢及優秀學生，最多可獲得 4 年免學雜費之優惠。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集團，完整的定位非常清楚，別校沒有的育達要有，別校有的育達

要精緻化，別校精緻化的育達要品牌化，實現「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找達人就到育達」。學校首度參與技職繁星這個

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以發揚創辦人王廣亞博士照顧弱勢同學的精神，決定提供以技

職繁星入學管道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最高可優惠 4 年免學雜費，讓學生安心就學，成就不凡的人

生。  

 

育達科大是首度參與技職繁星的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會，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道進入

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入學時免學雜費或以國立大學收費，入學後，只要學期成績表現符合標準者，次

一學期即可繼續享有學雜費全免或國立大學收費的優惠。  

 

除獎學金之外，學生入學後還可依學習表現，學校另外提供學業優良獎學金、才能卓越獎學金、特色證照獎學金等；

各類獎學金資訊可參考育達科技大學網站，歡迎同學加入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習行列。（報名專線:037-651188 分機

1301–1303）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育達科技大學今（107）年首度招收技職繁星入學的學生，推出繁星培育獎勵專案，祭出

培育獎學金最高 4 年免學雜費。圖係育達科技大學美麗的校園及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學生啦啦隊表演。） 

 

 

詳全文 育達科大首度參與繁星入學 祭出培育獎學金最高 4 年免學雜費-社會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24/26630572.html 

 

http://find.sina.com.tw/news/%E5%84%AA%E6%83%A0
http://find.sina.com.tw/news/%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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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424/26630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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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繁星入學 優惠四年免學雜費 

 

育達科技大學美麗的校園 
 

 

育達科技大學休管系首創與雄獅旅行社產學合作學生旅行社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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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繁星入學 優惠四年免

學雜費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419 

11:56:56)育達科技大學今年首度

招收技職繁星入學之學生，為照顧

弱勢及優秀學生，提供免學雜費或

國立大學收費之繁星培育獎勵專

案，優異學生最多可獲得四年免學

雜費之優惠。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是

一個完整的教育集團，完整的定位非常清楚，別校沒有的育達要有，別校有的育達要

精緻化，別校精緻化的育達要品牌化，實現「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找達人就到育

達」。學校首度參與技職繁星這個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

會，以發揚創辦人王廣亞博士照顧弱勢同學的精神，決定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道進

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最高可優惠四年免學雜費，讓學生安心就學，

成就不凡的人生。 

 

育達科大是首度參與技職繁星這個入學管道，主要是希望給偏遠弱勢學生更多升學機

會，提供以技職繁星入學管道進入育達科大的學生，成績表現優異者，入學時免學雜

費或以國立大學收費，入學後，只要學期成績表現符合標準者，次一學期就可繼續享

有學雜費全免或國立大學收費的優惠。 

 

育達科技大學創設無人商店首例，結合行銷專業,以提供全校

師生全新消費感受 
 

 

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學生啦啦隊表演 
 



 

除獎學金之外，學生入學後還可依學習表現，學校另外提供學業優良獎學金、才能卓

越獎學金、特色證照獎學金等；各類獎學金資訊可參考育達科技大學網站，歡迎同學

加入育達科技大學的學習行列。報名專線:037-651188 分機 1301–1303。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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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南向教育合作 育達躍身國際化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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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 2018 青媒竹馬成果展 驚艷登場 

中央社／ 2018.04.18 15:32        

育達科技大學 2018 青媒竹馬成果展 驚艷登場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418 15:31:31)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青媒竹馬」成果展日前於苗栗縣竹南美

術館隆重開幕，到場嘉賓除了黃惠琴館長，還有縣府代表詹科長、鎮長代表郭專員、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育達

科大休閒創意學院吳菊院長、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系主任以及全體老師，此外還有君毅高中多位老

師也到場祝賀。 

 

黃惠琴館長指出，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自 2006 年創系至今幾乎每年都到竹南鎮圖書館附設美術館

辦成果展，今年已經是第八次，雙方長期合作希望可以共同提升藝術美學素養。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非常肯定該校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師生的努力成果，黃校長說今年成果展的主題「青媒竹

馬」是一語雙關，此“媒”乃是“多媒體”之意，因為對這個世代的學子而言，多媒體與遊戲是他們成長過程重

要的玩伴與生活重心、也是心靈與夢想的依託，是名符其實的「青梅竹馬」。 

 

本次的展出成果，依媒材類型主要分為三大類：平面、立體、多媒體。平面作品是多媒體創作的基礎，展出作品

從基礎的紙上素描、平面設計(海報)、動漫畫電腦繪圖、到遊戲開發前的概念圖繪製。而立體作品，則是以時下

最火紅的 3D 列印，進行創意商品的雛型開發，本次的商品主題是「杯緣子 + 創意茶包」，透過電腦 3D 建模並

利用 3D 列印機將創意構想予以實體化。另外一個亮點是大四同學畢業專題製作的多媒體，包含 PC 遊戲、手機

遊戲 APP、互動電子書、電腦動畫等等，也是本次展覽的主軸。 

 

本學生成果展結合與業界產學合作，由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的動畫宣導短片，內容非常多樣而

豐富，即日起至 4 月 29 日為期兩週的展出，歡迎各地鄉親前往參觀。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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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南向教育合作 育達躍身國

際化學府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418 

15:40:17)育達科技大學為響應政

府之推動新住民子女、青年發展、

產學連結、師生交流、交流據點、

雙向人才培育、數位學習及終生學

習等八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

於三月份設立「新南向計畫辦公

室」，積極推動並提升學校國際化

績效，建立與東南亞國家多元、多

面向的夥伴關係，促進教育資源共

享與在教育研究領域多方面的連

結，同時南向打造教育新藍海培育

國際移動專業人才。 

 

兼任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主任的龍清

勇主任秘書表示，本辦公室為學校

新南向政策規劃與執行統籌單一窗

口，並設跨處室工作會議平臺定期

召開工作會議，積極爭取並執行教

育部新南向政策相關補助計畫；同

 

黃榮鵬校長(右 3)、辦公室主任龍清勇主任秘書(左 1)、辦公

室執行長胡英麟學務長(右 1)與辦公室成員合影 
 

 

印尼籍學生服務學習照片 
 

 

印尼籍學生上通識課程現況 
 

 

越南籍學生上體育課程實況 
 



時因應新南向政策之辦學策略與方法，適時提供招生相關諮詢與建議，以滾動式修正

方案內容，並協調執行進度管控。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博士也表示，本校推動「新南向」相關的教育政策，配合東協及

南亞國家產業及臺商需求，開設「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餐旅經營系及資訊管理

系) 」，建置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平臺，目前已有初步成果，招收越南學生 38

名、印尼學生 33 名及菲律賓碩士生 23 名，並於 107 年 2 月在越南正式成立「越南

校友會」，強化與東南亞各地留臺學生的連結網絡。 

 

新南向政策主張「以人為本」，政府以提供獎助學金、補助教學資源、擴大南向招

生、等各項措施，推動與新南向國家之人才交流，以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向鏈

結。辦公室兼任執行長胡英麟學務長表示，透過教育新南向計畫的申請，在面臨少子

化的競爭之下，學校若藉此建立特色有效執行，除了可配合政府整體的新南向計畫及

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高教單位的合作，更可以大幅提升學校本身的國際化指標。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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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 2018 青媒竹馬成果展 驚艷登場 

 

2018「青媒竹馬」成果展來賓與指導教授合照 
 

 

2018「青媒竹馬」成果展黃榮鵬校長致詞 
 

 

2018「青媒竹馬」成果展學生平面作品 
 

育達科技大學 2018 青媒竹馬成果

展 驚艷登場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418 

15:31:31)育達科技大學多媒體與

遊戲設計系「青媒竹馬」成果展日

前於苗栗縣竹南美術館隆重開幕，

到場嘉賓除了黃惠琴館長，還有縣

府代表詹科長、鎮長代表郭專員、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育達科大休

閒創意學院吳菊院長、育達科技大

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系主任以及

全體老師，此外還有君毅高中多位

老師也到場祝賀。  

黃惠琴館長指出，育達科技大學多

媒體與遊戲設計系自 2006 年創系

至今幾乎每年都到竹南鎮圖書館附

設美術館辦成果展，今年已經是第

八次，雙方長期合作希望可以共同

提升藝術美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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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東南亞學生照顧 育達成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4-12 13:17 572 人氣 

達科技大學為響應政府推動新住民子女、青年發展、產學連結、師生交流、交流據點、雙向人才培育、

數位學習及終生學習等八大面向的「新南向政策」，於 3 月設立「新南向計畫辦公室」，積極推動並

提升學校國際化績效，建立與東南亞國家多元、多面向的夥伴關係，促進教育資源共享與教育研究領域

多方面的連結，同時南向打造教育新藍海培育國際移動專業人才。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非常肯定該校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師生的努力成果，黃校長說今

年成果展的主題「青媒竹馬」是一語雙關，此“媒”乃是“多媒體”之意，因為對這

個世代的學子而言，多媒體與遊戲是他們成長過程重要的玩伴與生活重心、也是心靈

與夢想的依託，是名符其實的「青梅竹馬」。 

本次的展出成果，依媒材類型主要分為三大類：平面、立體、多媒體。平面作品是多

媒體創作的基礎，展出作品從基礎的紙上素描、平面設計(海報)、動漫畫電腦繪圖、

到遊戲開發前的概念圖繪製。而立體作品，則是以時下最火紅的 3D 列印，進行創意

商品的雛型開發，本次的商品主題是「杯緣子 + 創意茶包」，透過電腦 3D 建模並利

用 3D 列印機將創意構想予以實體化。另外一個亮點是大四同學畢業專題製作的多媒

體，包含 PC 遊戲、手機遊戲 APP、互動電子書、電腦動畫等等，也是本次展覽的主

軸。 

本學生成果展結合與業界產學合作，由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產學合作的動畫

宣導短片，內容非常多樣而豐富，即日起至 4 月 29 日為期兩週的展出，歡迎各地鄉

親前往參觀。 

 



 

來自印尼的學生們，於多媒體教室上通識教育課程。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新南向計畫辦公室主任龍清勇表示，此辦公室為育達新南向政策規劃與執行統籌單一窗口，並設跨處室工作

會議平臺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積極爭取並執行教育部新南向政策相關補助計畫；同時因應新南向政策的辦學策略

與方法，適時提供招生相關諮詢與建議，以滾動式修正方案內容，並協調執行進度管控。 

海外南向招生強強滾  育達在越南成立校友會  

育達校長黃榮鵬也表示，育達推動「新南向」相關的教育政策，配合東協及南亞國家產業及臺商需求，

開設「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餐旅經營系及資訊管理系 ) 」，建置新南向國家人才培育策略平臺，目

前已有初步成果，招收越南學生 38 名、印尼學生 33 名及菲律賓碩士生 23 名，並於今年 2 月在越南正

式成立「越南校友會」，強化與東南亞各地留臺學生的連結網絡。  

配合政策打造新南向教育合作  育達躍身國際化學府  

新南向政策主張「以人為本」，政府以提供獎助學金、補助教學資源、擴大南向招生、等各項措施，推

動與新南向國家之人才交流，以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向鏈結。育達新南向計畫辦公室執行長胡英麟

指出，透過教育新南向計畫的申請，在面臨少子化的競爭之下，學校藉此建立特色有效執行，除了可配

合政府整體的新南向計畫及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高教單位的合作，更可以大幅提升學校本身的國際化指

標。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643762 

育達科大成立「廣秀書弈學苑」 緬懷創辦人並大力提倡推廣游藝活

動 

勁報 2018/04/10 22:59(20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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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為傳承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術之忱，提升校園人文風氣，充實學生美學涵養，育達科技大學特將書

法、圍棋列為本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特別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日前(3/30)舉行揭牌成立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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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共襄盛舉，以提倡推廣

游藝活動，提升校園人文風氣。 

事長王育文表示：「廣秀」之名，各取自創辦人王廣亞及夫人王蔡秀鸞姓名其中一字合成，藉著學苑的成立啟用

以表達人子的緬懷與追思。已故本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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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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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造的是一座綠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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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棋協會秘書長秦世敏致詞時：讚佩育達科大對傳統文化傳承的用心，他指出不論學書法或學圍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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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透過辦理國內比賽或校際合作活動來倡導學習風氣。 

學校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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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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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為傳承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術之忱，育達科技大學特將書法、圍棋列為

本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特別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日前(3/30)舉行揭牌成立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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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共襄盛舉。）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為傳承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術之忱，提升校園人文風氣，充實學生美學涵養，育達科技大學特將書

法、圍棋列為本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特別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日前(3/30)舉行揭牌成立典禮，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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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藝活動，提升校園人文風氣。  

 

董事長王育文表示：「廣秀」之名，各取自創辦人王廣亞及夫人王蔡秀鸞姓名其中一字合成，藉著學苑的成立啟

用以表達人子的緬懷與追思。已故本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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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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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造的是一座綠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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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棋協會秘書長秦世敏致詞時：讚佩育達科大對傳統文化傳承的用心，他指出不論學書法或學圍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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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透過辦理國內比賽或校際合作活動來倡導學習風氣。  

 

學校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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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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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為傳承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術之忱，育達科技大學特將書法、圍棋列為

本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特別設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日前(3/30)舉行揭牌成立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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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圍棋界重要知名人士及在地藝術家共襄盛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