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起）丁玉珍分署長、新竹市政府勞工處副處長洪俊耀、桃

園市政府勞動局副局長李賢祥、清華大學副校長林聖芬、勞動力發展署黃秋桂署長、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丁菱

娟、明新科技大學林啟瑞校長、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林志城校長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中華大學鄭藏勝副校

長、清華大學學務長謝小苓。（後排右起）：自強工業基金會張元杰執行長、環宇廣播總經理洪家駿。 自強基

金會／提供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3/3169841 

 

 

 

丁菱娟、岑永康 教你成為 A 咖關鍵 

 分享 2018-05-30 09:19 經濟日報  李憶伶  

為協助台灣青年提升國際競爭力，創造就業市場不可取代性，打造成功致勝關鍵法則，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於 29 日在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以「翻轉未來，打造你的

影響力」為題舉辦青年論壇，針對「台灣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與「成為職場 A 咖的關

鍵技能」等議題交流對談。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30/99/4807764.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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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則邀請到國內前三大會計事務所－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林瓊瀛，與青年暢談如何培養

國際觀、跨領域的知識及技能。活動還邀請到資深媒體人岑永康及知名部落客艾兒莎，與林瓊瀛執行董事共同分

享「成為職場 A 咖的關鍵技能」，如何脫穎而出成為職場 A 咖? 什麼樣的人才特質才是企業經營者或主管眼中的

職場 A 咖等重要課題。活動特別邀請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黃秋桂及清華大學副校長林聖芬親臨致詞，現場

有元培科技大學校長林志城、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明新科技大學校長林啟瑞、中華大學副校長鄭藏勝、桃

園市政府勞動局副局長李賢祥、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秘書黃碩斌、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張元杰執行長等多名重

量級產、官、學界貴賓蒞臨出席，並吸引近 400 位師生及青年熱烈參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9 日在清華大學以「翻轉未

來，打造你的影響力」為題舉辦青年論壇，吸引爆滿人潮。 自強基金會／提供。 

署長黃秋桂於致詞時表示，改善青年就業問題一直是勞動部重要的政策主軸之一，根據台灣

就業通「2017 新鮮人職場競爭力大調查」資料顯示，有高達 97.61%的企業願意僱用社會新

鮮人，而企業最愛的新鮮人必須具備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2 大特質，主動積極絕對是新鮮人

應具備的基本工作態度，心態決定一切，青年更應把握時間充實自己、提升自我價值，才能

在機會來臨時發揮所長。勞動部也將持續推動各項青年措施，提供各項青年資源，讓年輕成

為汲取新知的最佳本錢，新鮮人成為職場搶手人才。  

活動上午邀請到 32 歲即自行創業的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丁菱娟擔任開幕演講嘉賓，她除分

享自身創業歷程外，更以過來人經驗鼓勵青年勇於學習新事物、挑戰自我，並抓緊新世代浪

潮下所帶來的機會。接續由署長黃秋桂、清華大學學務長謝小芩及丁菱娟女士以「站在時代

浪頭上－台灣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為主軸，與青年共同探討「改善青年學用落差」、

「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及「增進自身不可取代性」等三項重要課題，豐富的座談內容獲得

臺下青年熱情回應，頻頻詢問丁菱娟成為專業的公關人才該具備哪些條件及與談貴賓如何

規劃人生職涯目標。  

下午場則邀請到國內前三大會計事務所－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林瓊瀛，

與青年暢談如何培養國際觀、跨領域的知識及技能。活動還邀請到資深媒體人岑永康及知名

部落客艾兒莎，與林瓊瀛執行董事共同分享「成為職場 A 咖的關鍵技能」，如何脫穎而出成

為職場 A 咖? 什麼樣的人才特質才是企業經營者或主管眼中的職場 A 咖等重要課題。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丁玉珍分署長表示，桃竹苗分署提供青年朋友及企業各項就業及

職訓計畫，協助青年朋友加強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相關資訊可上桃竹  

下午場則邀請到國內前三大會計事務所－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林瓊瀛，

與青年暢談如何培養國際觀、跨領域的知識及技能。活動還邀請到資深媒體人岑永康及知名

部落客艾兒莎，與林瓊瀛執行董事共同分享「成為職場 A 咖的關鍵技能」，如何脫穎而出成

為職場 A 咖? 什麼樣的人才特質才是企業經營者或主管眼中的職場 A 咖等重要課題。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30/99/4807768.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丁玉珍分署長表示，桃竹苗分署提供青年朋友及企業各項就業及

職訓計畫，協助青年朋友加強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相關資訊可上桃竹苗分署官網及賈桃

樂粉絲專頁查詢各項訊息，或電話聯絡桃竹苗分署 03-4855368 及至各地就業中心洽詢服

務。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443051 

勞動部舉辦青年論壇 傳授新世代成為職場 A 咖秘訣 

方詠騰  2018-05-29 18:16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舉辦青年論壇，邀請國內重量級產官學界代表分享經驗。（圖／桃竹苗

分署提供）  

協助台灣青年提升國際競爭力，創造就業市場不可取代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今（29）日在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以「翻轉未來，打造你的影響

力」為題舉辦青年論壇，針對「台灣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與「成為職場 A 咖

的關鍵技能」等議題交流對談。  

重量級產官學界代表分享經驗 吸引 400 青年到場聆聽 

活動特別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黃秋桂及清華大學副校長林聖芬親臨致詞，現場有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長

林志城、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明新科技大學校長林啟瑞、中華大學副校長鄭藏勝、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副局

長李賢祥、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秘書黃碩斌、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張元杰執行長等多名重量級產、官、學界貴

賓蒞臨出席，並吸引近 400 位師生及青年熱烈參與。 

署長黃秋桂表示，改善青年就業問題一直是勞動部重要的政策主軸之一，根據台灣

就業通「2017 新鮮人職場競爭力大調查」資料顯示，有高達 97.61%的企業願意僱

用社會新鮮人，而企業最愛的新鮮人必須具備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2 大特質，主動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443051
http://www.storm.mg/authors/82878/%E6%96%B9%E8%A9%A0%E9%A8%B0


積極絕對是新鮮人應具備的基本工作態度，心態決定一切，青年更應把握時間充實

自己、提升自我價值，才能在機會來臨時發揮所長。勞動部也將持續推動各項青年

措施，提供各項青年資源，讓年輕成為汲取新知的最佳本錢，新鮮人成為職場搶手

人才。 

32 歲即自行創業的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丁菱娟應邀擔任開幕演講嘉賓，除分享自身

創業歷程外，她更以過來人經驗鼓勵青年勇於學習新事物、挑戰自我，並抓緊新世

代浪潮下所帶來的機會。  

署長黃秋桂、清大學務長謝小芩及丁菱娟女士以「站在時代浪頭上－台灣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為主軸，與

青年共同探討「改善青年學用落差」、「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及「增進自身不可取代性」等三項重要課題，豐

富的座談內容獲得臺下青年熱情回應，頻頻詢問丁菱娟成為專業的公關人才該具備哪些條件及與談貴賓如何規劃

人生職涯目標。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29 日在清大舉辦青年論壇，吸引近 400 百青年到場參與。（圖／桃竹

苗分署提供）  

下午場則邀請到國內前三大會計事務所－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林瓊瀛，與青年暢談如何培養國際觀、跨領域的知識及技能。活動還邀請到資深媒

體人岑永康及知名部落客艾兒莎，與林瓊瀛執行董事共同分享「成為職場 A 咖的關

鍵技能」，如何脫穎而出成為職場 A 咖？什麼樣的人才特質才是企業經營者或主管

眼中的職場 A 咖等重要課題。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分署長丁玉珍表示，桃竹苗分署提供青年朋友及企業各項

就業及職訓計畫，協助青年朋友加強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相關資訊可上桃竹苗分

署官網及賈桃樂粉絲專頁查詢各項訊息，或至各地就業中心洽詢服務。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766180 

「青年論壇」翻轉未來 桃竹苗分署力助青年打造影響力 

勁報 2018/05/29 13:52(1 天前) 

【勁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為協助台灣青年提升國際競爭力，創造就業市場不可取代性，打造成功致勝關鍵法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

苗分署於 29 日在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以「翻轉未來，打造你的影響力」為題舉辦青年論壇，針對「台灣

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與「成為職場 A 咖的關鍵技能」等議題交流對談。 

 

活動特別邀請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黃秋桂及清華大學副校長林聖芬親臨致詞，現場有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

長林志城、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明新科技大學校長林啟瑞、中華大學副校長鄭藏勝、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副

局長李賢祥、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秘書黃碩斌、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張元杰執行長等多名重量級產、官、學界

貴賓蒞臨出席，並吸引近 400 位師生及青年熱烈參與。 

 

署長黃秋桂於致詞時表示，改善青年就業問題一直是勞動部重要的政策主軸之一，根據台灣就業通「2017 新鮮

人職場競爭力大調查」資料顯示，有高達 97.61%的企業願意僱用社會新鮮人，而企業最愛的新鮮人必須具備主

動積極、認真負責 2 大特質，主動積極絕對是新鮮人應具備的基本工作態度，心態決定一切，青年更應把握時間

充實自己、提升自我價值，才能在機會來臨時發揮所長。勞動部也將持續推動各項青年措施，提供各項青年資

源，讓年輕成為汲取新知的最佳本錢，新鮮人成為職場搶手人才。 

 

活動上午邀請到 32 歲即自行創業的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丁菱娟擔任開幕演講嘉賓，她除分享自身創業歷程外，

更以過來人經驗鼓勵青年勇於學習新事物、挑戰自我，並抓緊新世代浪潮下所帶來的機會。接續由署長黃秋桂、

清華大學學務長謝小芩及丁菱娟女士以「站在時代浪頭上－台灣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為主軸，與青年共同

探討「改善青年學用落差」、「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及「增進自身不可取代性」等三項重要課題，豐富的座談

內容獲得臺下青年熱情回應，頻頻詢問丁菱娟成為專業的公關人才該具備哪些條件及與談貴賓如何規劃人生職涯

目標。 

 

下午場則邀請到國內前三大會計事務所－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林瓊瀛，與青年暢談如何培養

國際觀、跨領域的知識及技能。活動還邀請到資深媒體人岑永康及知名部落客艾兒莎，與林瓊瀛執行董事共同分

享「成為職場 A 咖的關鍵技能」，如何脫穎而出成為職場 A 咖? 什麼樣的人才特質才是企業經營者或主管眼中的

職場 A 咖等重要課題。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丁玉珍分署長表示，桃竹苗分署提供青年朋友及企業各項就業及職訓計畫，協助青年朋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766180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友加強在就業市場上競爭力，相關資訊可上桃竹苗分署官網及賈桃樂粉絲專頁查詢各項訊息，或電話聯絡桃竹苗

分署 03-4855368 及至各地就業中心洽詢服務。 

 

（圖桃竹苗分署提供／圖上右 1：桃竹苗分署丁玉珍分署長、右 2:新竹市政府勞工處副處長洪俊耀、右 3:桃園市

政府勞動局副局長李賢祥、右 4：清華大學副校長林聖芬、右 5：勞動力發展署黃秋桂署長；左 1:清華大學學務

長謝小苓、左 2:中華大學鄭藏勝副校長、左 3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左 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林志城校長、左

5：明新科技大學林啟瑞校長、後左 1：自強工業基金會張元杰執行長、後左 2：環宇廣播總經理洪家駿。圖下右

2:丁菱娟創辦人、左 2 黃秋桂署長、左 1 清華大學謝小苓學務長針對「台灣青年競爭力之現在與未來」進行座

談。）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4376 

「到宅月嫂」薪 5、6 萬 保母也搶換跑道 

文 / 聯合新聞網      2018-05-24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4376
https://www.gvm.com.tw/blog/articles.html?blogger=441


 

 

時代轉變，婆婆、媽媽不一定能幫忙媳婦、女兒坐月子，「到宅月嫂」近年也受到新手媽咪歡迎，桃

園市保母協會每年底開辦月嫂班，名額有限，年初就有人急著繳報名費卡位，若取得專業證照，月入

5、6 萬元不成問題。  

桃園市保母協會總幹事彭玉琴說，政府擴大托育補助範圍，祖父母接受 126 小時保母課程訓練，結業就能請領親屬

托育補助，少子化危機加上親屬保母威脅，許多合格保母為求生存，紛紛轉型投入月嫂行列。 

保母協會開課班別以培訓保母為主，近 3 年來班別較少的月嫂也變得熱門，課程包含認識中藥、製作營養餐點、嬰

幼兒按摩與產婦照護等，也傳授談 CASE 技巧，指導如何面試、成功接案。 

客家婦女林海珊育有 3 名子女，過去在苗栗縣府上班，有感不少媽媽同事身處小家庭，沒有長輩照料，碰上月嫂跑

單幫，溝通力與專業性都不足，反而讓新手媽咪月子坐得不愉快，3 年前創業宥兒樂，致力產後居家照護。 

 

圖／從事苗栗產後照護服務的宥兒樂公司與育達科大產學合作，培訓一批批月嫂。 

林海珊說，宥兒樂與育達科技大學合開培訓課程，解決苗栗月嫂人才短缺問題，獲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補

助，成立月嫂媒合平台，也安排護理師、泌乳師到宅訪視、指導，讓產後情緒敏感、經驗不豐的媽媽安心。 



「月嫂經驗值很重要」她說，月嫂主力年齡層是 45 歲至 50 歲，她身為媽媽較能以同理心來陪伴、指導，苗栗人普

遍在家坐月子，近年培訓課，學員不少是準備替媳婦、女兒坐月子的婆婆、媽媽，也有丈夫跟著太太一起來。 

彭玉琴說，月嫂想具競爭力，除保母證照，最好要再取得廚師、泌乳師及嬰幼兒按摩等相關證照，證照越多越搶手，

薪水以天計價，1 天約 2200 至 2500 元，月薪可達 5、6 萬元，現在工作難覓，也有年輕人搶進月嫂行業。 

 

 

 

http://www.storm.mg/stylish/441138 

苗栗第一個國際校園社團成立！促成多國籍學生交流平

台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5-24 11:01 

604 人氣  

 

台灣總分會成長執行長吳天勝 (左 2)、社團指導老師戴美華主任 (左 5)和社團同學合影。(圖／育達科大

提供 ) 

育達科技大學「國際英語演講會 YDU Toastmasters Club(YDUTC)」於 5 月 10 日正式

成立，是苗栗地區第一個國際校園型的社團組織，也是全國 160 多所大專校院中第

32 所成功申請獲准成立，更是科技大學中第 6 所獲國際組織通過設立的學校。

YDUTC 的成立，將負起苗栗地區學子英語學習國際化的領導推動責任。  

育達招生多元 展現國際化校學氛圍 

社團指導老師戴美華表示，育達科大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招收東南亞學生，自 106 學年第 2 學期開學始，在校園中多

了許多東南亞籍學生，其中菲律賓學生共 23 名、越南學生 38 名及印尼學生 33 名，加上部分外國高中學生每逢星期

四及星期五皆會至育達科大學習中文，校園國際化的氛圍已悄然形成。  

http://www.storm.mg/stylish/441138
http://www.storm.mg/authors/110392/%E8%82%B2%E9%81%94%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印尼籍學生以英文說明參會之原因。 (圖／育達科大提供 ) 

根據 EF 國際文教機構去年所發表的年度評估報告，在全球 80 個非英語母語國家的

英文程度排名，台灣地區排名第 40 名，遠低於目前校園內外籍學生大宗之國別 (菲

律賓排名第 15 名、越南第 34 名、印尼第 39)，不僅較 2016 年 33 名及 2015 年 31 名

為低，且首次屈居日本(排名第 37)之後。 

積極搭建共通平台 鼓勵國內外學子互動交流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出，為了加強育達科大國際化的具體成效，除積極鼓勵本國

籍的孩子學習英語，與推動外國籍的孩子學習中文外，更致力於搭建共通的學習平

台，讓本國籍與外國籍的孩子在下課之餘，能有共同的學習場域，得以在該社團中

實際用英語溝通，透過語言交流與文化互動的過程，來學習與精進英語，助益學生

未來人生與職場工作技能。  



 

今年度台灣 Toastmasters 演講比賽冠軍洪昆山大使前來助陣。 (圖／育達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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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齋戒月啟動 育達校長親備零食幫學生補充能

量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5-23 13:11 

191 人氣  

 

 

校長黃榮鵬貼心為穆斯林學生準備能補充能量的零食。 (圖／育達科大提供 ) 

今年為期 1 個月的印尼齋戒月於 5 月 17 日正式開始，育達科技大學為體恤信仰穆斯林學生，除了調整

供餐時間，更貼心準備許多年輕人喜歡的零食，方便學生在適合的時間點補充能量。  

育達科大近年招生越趨於國際化，其中來自東南亞的學生國別計有菲律賓、印尼及越南等，其中 33 位印尼學生中有

7 成信仰穆斯林，學校為體恤學生信仰文化，除建置無豬廚房，更為遠渡重洋來台念書的印尼學生免費提供無豬餐

食。  

 

穆斯林學生開心收下校長幫他們精心準備的零食。 (圖／育達科大提供) 

穆斯林齋戒月啟動 日出至日落間禁食 

齋戒月時，穆斯林在日出前就會起床吃當天第一餐，這一餐要讓他們一路撐到日落，因此需要攝取富含

蛋白質的食物，並在日出前喝大量的水，日出後就不能再吃任何東西；而穆斯林也不會因為禁食而不上

班、上學或避免勞務，因此學校體恤信仰穆斯林學生，必要時將實施教學課程時段調整，校長黃榮鵬更

貼心準備許多年輕人喜歡的零嘴，幫學生補充能量。 

 

http://www.storm.mg/stylish/44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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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學生 YOJA 日前才在「育達麥克風  我要當歌手」選拔活動中，以生澀的中文演唱「想要有個

家」，令在場多位師生感動落淚，奪得比賽季軍。YOJA 表示，雖然想家，但很喜歡育達科大的學習環

境，謝謝學校對他們這麼照顧，也很開心校長幫他們精心準備的零食。  

 

 

 

黃校長強調，育達科大推行「一份學費，二個專長，三張證照」，將全力支持並鼓勵師生專長發展，朝向「培育

達人、就在育達」，從旅遊、咖啡、時尚、烘焙、西餐、中餐、互聯網、健身、社工，幼保及日本茶道達人等，

做到要找「各行各業的達人」、就在育達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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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打到不會寫字！全國小書法家到育達瀟灑揮毫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5-21 16:49 

339 人氣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521575202 

育達休管系領隊導遊考照捷報 18 人拿到百萬年薪門票 

中央社／ 2018.05.21 17:15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521 17:14:40)育達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師生參加 108 年「領隊與導遊」國家證照考試成績

亮眼，首次考取 18 張領隊與導遊證照，有此佳績，也為學生開 「百萬年薪」之大門。 

考選部舉辦的國家級「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領隊導遊人員考試」於 4 月 23 日放榜，育達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系成績

斐然，共考取 16 張華語領隊與導遊國家考試證照及 2 張英語領隊與導遊證照。 

休閒事業管理系劉碧珍助理教授表示，系上全體老師輪班利用課後給予學生輔導，另有多位老師陪同學生一起讀

書、討論和交換意見，藉以提高同學讀書風氣及考照能力；經過一年的努力，總共考取了 9 張華語領隊證照，7

張華語導遊證照，1 張英語領隊及 1 張英語導遊證照，獲取了百萬年薪的門票。 

休管系計有徐筱雯、李雅雯、廖珆婷、呂柏諺、洪祥瑀、邱雅惠、彭俊穎及蘇政偉等 8 位同學，一同前往陪考的

彭筱琦與林子涵兩位老師也一起考取證照。 

育達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邱文頊主任表示，觀光休閒管理系發展以「觀光旅遊」與「休閒遊憩」為發展主軸。在

「觀光旅遊」領域方面，與雄獅旅行社共同經營產學合作旅行社提供良好的實務經驗；同時與機場環亞 VIP 室長

期合作培訓學生畢業後可以在機場上班。 

邱主任說，系上除了與鴻禧旅行社合作培育導覽解說專業人才外，同時也培育「冒險活動」觀光人才，未來可以

豐富台灣觀光產業之內涵；在「休閒遊憩」方面，則以學習健康養生、精品咖啡，讓同學擁有多技能之長才，埋

下未來可以自己創業的種子。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對於此次同學有此亮眼成績也表示肯定，他說，為了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性，鼓勵大學四年

級學生之校外實習課程，可以前往日本、愛爾蘭、加拿大、杜拜等地，學習日語或英語，提升在就業市場中的競

爭力。 

http://www.storm.mg/stylish/440143
http://www.storm.mg/authors/110392/%E8%82%B2%E9%81%94%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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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的小書法家們正專注揮毫。 (圖／育達科大提供 ) 

現代人慣用電腦處理文書，日常執筆寫字少之又少，育達科技大學於 5 月 20 日舉辦「2018 廣亞盃全國

中小學書法比賽」，參賽選手將近 200 人，齊聚校園振筆揮毫，展現語言文字與書法藝術結合的美學，

藉由選手彼此切磋觀摩，以提升書藝、開展學習風氣。  

 

國中組比賽，同學認真書寫。(圖／育達科大提供 ) 

提升校園人文風氣 充實學生美學涵養 

育達董事長王育文表示，育達已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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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創辦的廣興文教基金會、廣亞藝術中心，數十年來舉辦書

法相關活動更不計其數，可謂弘揚傳統文化不遺餘力。  

 

高中組比賽，選手展現出更豐富多元的書法字體。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大致力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希望藉由祖宗遺留下來的寶貴文明資產，為個人及社會帶來正面提升

力量。今年 3 月特別成立「廣秀書弈學苑」，辦理國內比賽或校際合作活動來倡導書法及圍棋學習風

氣。  

傳承古典文化精髓  帶動墨寶藝術熱潮  



書苑成立之後的首項重要活動就是「廣亞盃全國中小學學生書法比賽」，希望帶動書法藝術熱潮，藉由

書法比賽推動正體字是中華文化的載體，維護漢字體系的完整性，確保正體漢字的正統地位，才能使中

華文化得到系統完整的傳承。  

 

育達「2018 廣亞盃全國中小學書法比賽」，200 名小書法家齊聚一堂切磋技藝。 (圖／育達科大提供 ) 

本次比賽前三名獲獎名單，分為國小低年級組林子鈊、王曉涵、陳子儀，國小高年級組王淳禧、徐婕瑜、陳宥妡，國

中組曾冰雁、邱品瑜、林軒誼，高中組李嘉晏、吳和謙、林妍君等，另各組分別頒發優選及佳作若干。前三名及優選

得獎者均可獲贈獎金及獎狀乙紙，佳作可獲贈獎狀乙紙，參賽獲獎作品之後會於育達廣亞藝術中心展出。  

 

 

 

黃校長強調，育達科大推行「一份學費，二個專長，三張證照」，將全力支持並鼓勵師生專長發展，朝向「培育

達人、就在育達」，從旅遊、咖啡、時尚、烘焙、西餐、中餐、互聯網、健身、社工，幼保及日本茶道達人等，

做到要找「各行各業的達人」、就在育達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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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休管系領隊導遊考照捷報 18 人拿到百萬年薪門票 

中央社／ 2018.05.21 17:15        

育達休管系領隊導遊考照捷報 18 人拿到百萬年薪門票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521 17:14:40)育達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師生參加 108 年「領隊與導遊」國家證照考試成績

亮眼，首次考取 18 張領隊與導遊證照，有此佳績，也為學生開 「百萬年薪」之大門。 

考選部舉辦的國家級「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領隊導遊人員考試」於 4 月 23 日放榜，育達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系成績

斐然，共考取 16 張華語領隊與導遊國家考試證照及 2 張英語領隊與導遊證照。 

休閒事業管理系劉碧珍助理教授表示，系上全體老師輪班利用課後給予學生輔導，另有多位老師陪同學生一起讀

書、討論和交換意見，藉以提高同學讀書風氣及考照能力；經過一年的努力，總共考取了 9 張華語領隊證照，7

張華語導遊證照，1 張英語領隊及 1 張英語導遊證照，獲取了百萬年薪的門票。 

休管系計有徐筱雯、李雅雯、廖珆婷、呂柏諺、洪祥瑀、邱雅惠、彭俊穎及蘇政偉等 8 位同學，一同前往陪考的

彭筱琦與林子涵兩位老師也一起考取證照。 

育達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邱文頊主任表示，觀光休閒管理系發展以「觀光旅遊」與「休閒遊憩」為發展主軸。在

「觀光旅遊」領域方面，與雄獅旅行社共同經營產學合作旅行社提供良好的實務經驗；同時與機場環亞 VIP 室長

期合作培訓學生畢業後可以在機場上班。 

邱主任說，系上除了與鴻禧旅行社合作培育導覽解說專業人才外，同時也培育「冒險活動」觀光人才，未來可以

豐富台灣觀光產業之內涵；在「休閒遊憩」方面，則以學習健康養生、精品咖啡，讓同學擁有多技能之長才，埋

下未來可以自己創業的種子。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對於此次同學有此亮眼成績也表示肯定，他說，為了提升學生的國際競爭性，鼓勵大學四年

級學生之校外實習課程，可以前往日本、愛爾蘭、加拿大、杜拜等地，學習日語或英語，提升在就業市場中的競

爭力。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52157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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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四月八 創意人體花燈踩街 

 

2018-05-21 

37 支團隊爭奇鬥豔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一年一度的民俗盛事「頭份四月八」客庄踩街活動，昨晚於頭份市

中心熱鬧登場。踩街路線中正路、信東路、中華路、民族路及中山路萬頭鑽動，期待已久的民眾爭睹

卅七支花燈團隊爭奇鬥豔的表演。頭份市長徐定禎表示，每逢農曆四月八日前後就是頭份市展現熱情

好客的時刻，盼把四月八踩街打造成頭份版的「巴西嘉年華」盛事。 

  

小朋友帶來的蓮花舞蹈格外吸睛。（記者鄭名翔攝） 

  

宏法社準備的大型氣球人偶，吸引小朋友驚呼連連。（記者鄭名翔攝） 

頭份市公所昨天傍晚五點開始封街，六點先由身聲劇場的高蹺彩蝶表演打頭陣暖場，絢麗的服裝加上

熱鬧鼓陣，配上吸睛的高蹺彩蝶，一出場就引起民眾歡呼，隨後由東道主頭份市長徐定禎揮旗領軍出

發，八支專業踩街團隊及廿九支由各方組隊參加踩街比賽隊伍，浩浩蕩蕩從頭份上公園出發。 

此次踩街以「舞燈靚」為概念，以傳統花燈及客家元素為主軸，結合複合媒材、科技、舞蹈，打造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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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四月八日是頭份市民引頸期盼的年度慶典，緣由於早期頭份永貞宮媽祖出巡遶境，各地庄頭家

戶皆會設香案辦桌大拜拜，再加上早年地方望族選於此時賽花燈，街頭熱鬧非凡，也成為老頭份人

的珍貴回憶。明天晚上還會在公所前廣場席開百桌，讓許多遊子回家鄉品嘗客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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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版「巴西嘉年華」 四月八踩街熱鬧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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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帶來的蓮花舞蹈格外吸睛。（記者鄭名翔攝）  

2018-05-20 19:49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一年一度的民俗盛事「頭份四月八」客庄踩街活動，今晚於頭份市

中心熱鬧登場。遊行路線擠滿民眾爭睹 37 支花燈團隊爭奇鬥豔的表演。頭份市長徐定禎表示，每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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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頭份在地社區團體組隊參加花燈踩街之外，興華中學及建國國中也帶來傳統的舞龍、舞獅表

演，另還有育達科技大學的印尼籍、越南籍學生帶來家鄉舞蹈及歌曲，讓這場客家庄盛事也融入獨

特的異國風情。 

 

 

 

 

https://ctee.com.tw/news/Content.aspx?id=895937&yyyymmdd=20180520&h=ef73975915233a098e4d755fc777617d 

 

 

育達科大 辦全國健美、健體公開賽   

林福吉 

20180520  |  工商時報  |  A12 企業服務    

      

 育達科技大學籌辦 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以推廣

國內學生健身運動風氣，促進學生健康體能體態活動，打造優質校園活力，及發揚與紀念

學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辦學之精神為宗旨。本次參賽選手共計 219 人，分別來自 74 所

大專院校、 16 所高中職校，個個皆是菁英中的菁英，大秀強健體魄，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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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力與美 育達科大首度舉辦廣亞盃全國健美

健體公開賽 

http://iview.sina.com.tw/post/16107960


大成報 2018-05-18 00:33 觀看數：19 

字體縮小字體放大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為增進學生健康體能體態，打造優質校園活力，育達科技大學日前（5/12）舉辦 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

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以推廣國內學生健身運動風氣，，並發揚與紀念學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辦學之精神為宗

旨。此次參賽選手共計 219 人，分別來自 74 所大專院校、16 所高中職校，個個是菁英中的菁英，大秀強健體魄，

除了展現力與美外，也展現健美、健康體態，競爭格外激烈。  

育達科技大學首度舉辦的「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5/12 日在學校學生活動

中心亮麗登場，來自全國健美菁英齊聚一堂競技，爭取 18 個量級最高榮譽。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致詞時表示，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由該校休閒運動管理

系花費半年時間規劃籌辦，健身運動指導人オ之培育是該系人オ培育重要目標之一，為學生搭建一個學習成果發

表舞台，同時也為全國大專及高中職校愛好健身運動者，多一點展現平日訓練成果的機會，並為健身運動推廣，善

http://iview.sina.com.tw/provide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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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一份專業科系之社會責任，以發揚與紀念育達科大創辦人王廣亞博士之辦學精神。  

此次 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公開賽，可看見承辦單位育達科大的用心，以選手為中心的賽

會思維，推廣健身運動為核心價值，突破困境，將賽會規劃幾項創舉，首先比賽會場搭建雙舞台，讓選手除比賽舞

台外，尚能藉由頒獎舞台，留下美好回憶，並設置雙攝影専區，讓攝影愛好者事先申請攝影証，也引導其他攝影者

進入該區，誏觀眾及裁判得以無障礙觀賽。  

比賽當天來自全國各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選手陸續進場，健美的體態，每每驚豔全場。裁判們表示，這是他

們裁判大專盃比賽，有史以來，參賽人數最多的一次，破了紀錄。當天與會人數約將近 600 人，報名人數 200 多

人，比賽於下午圓滿結束，產生男女子健體組及古典健美組等各組優秀選手，頒獎時各選手期盼明年再相會。  

 

學校特別感謝臺灣健身體能協會劉秘書長在健美賽會的專業協助、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健身工廠)、網際運

通股份有限公司、裕農農機廠有限公司、宇恆科技有限公司（Muscle Fuel)及戰神乳清的熱情贊助與支持，提供

優勝獎金及營養品，讓此活動增添無限吸引力，及大會裁判全力支持及系上全體老師與同學協助，讓活動順利圓滿

完成，期盼再辦第 2 屆、第 3 屆，以提供學生更多舞台，展現自我。  

（圖由育達科大提供／日前舉辦的 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育達科大黃榮鵬校

長在頒發大專男子古典健美組獎項後與得獎者合影。圖由育達科大提供／日前舉辦的 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

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在頒發大專男子古典健美組獎項後與得獎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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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圖 

107 年度旅館專業人才認證及應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517 16:43:32)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合作辦理「旅館管

理專業人員 CHM 銀階認證」，為感謝各校和其專業教師於 106 年度輔導學生強化旅館專業能力，特別於 107 年 5 月

4 日假台北市電腦公會 B1 會議室舉行「107 年度旅館產業人才認證及應用分享會」，並同時頒發「106 年度 CHM 銀

階認證績優推廣學校及教師」及「CHM 銀階認證傑出教師」的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106 年度 CHM 銀階認證績優推廣學校」獲獎名單：第一名：醒吾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優等：明新科技大學－推

廣教育中心、育達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106 年度 CHM 銀階認證績優推廣教師」獲獎名單：醒吾科技大學：蔡昭莉、呂季如、林筠華明新科技大學：尹人

慧、張沛然、范香琴育達科技大學：邱文頊、林建宏、楊雯如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鄧意滿、林久玲、陳善珮 

「CHM 銀階認證傑出教師」獲獎名單：明台高中－觀光事業科：邱筱青醒吾高中－觀光事業科：許瀞心東南科技大

學-餐旅管理系：何俊明/李佳玲/秦孝偉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發展系：劉靜慧宜寧高中－觀光事業科：盧雅雯義守

大學－觀光學系：劉旭冠/傅信維萬能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吳舜丞/李文益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鍾

起岱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林綉敏正修科技大學－觀光遊憩系：邱博賢/李鳳英/林漢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推

廣教育發展部：郭姿麟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觀光系：蔡淑賢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餐旅管理科：黃瑞彩臺

灣觀光學院－旅館管理系：張玲珍/林幸慧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健康休閒管理科：蘇曉妮/林芳珍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楊英明 

 

訊息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詳全文 107 年度旅館專業人才認證及應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文教新聞-新浪新聞中

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517/268923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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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旅館專業人才認證及應用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中央社／ 2018.05.17 16:43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517 16:43:32)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合作辦理「旅

館管理專業人員 CHM 銀階認證」，為感謝各校和其專業教師於 106 年度輔導學生強化旅館專業能力，特別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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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4 日假台北市電腦公會 B1 會議室舉行「107 年度旅館產業人才認證及應用分享會」，並同時頒發「106 年

度 CHM 銀階認證績優推廣學校及教師」及「CHM 銀階認證傑出教師」的獎項，得獎名單如下： 

 

「106 年度 CHM 銀階認證績優推廣學校」獲獎名單： 

 

第一名：醒吾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 

 

優等：明新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育達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 

 

「106 年度 CHM 銀階認證績優推廣教師」獲獎名單： 

 

醒吾科技大學：蔡昭莉、呂季如、林筠華 

 

明新科技大學：尹人慧、張沛然、范香琴 

 

育達科技大學：邱文頊、林建宏、楊雯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鄧意滿、林久玲、陳善珮 

 

「CHM 銀階認證傑出教師」獲獎名單： 

 

明台高中－觀光事業科：邱筱青 

 

醒吾高中－觀光事業科：許瀞心 

 

東南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何俊明/李佳玲/秦孝偉 

 

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發展系：劉靜慧 

 

宜寧高中－觀光事業科：盧雅雯 

 

義守大學－觀光學系：劉旭冠/傅信維 

 

萬能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吳舜丞/李文益 

 

中州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鍾起岱 

 

遠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林綉敏 

 

正修科技大學－觀光遊憩系：邱博賢/李鳳英/林漢鴻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推廣教育發展部：郭姿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觀光系：蔡淑賢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餐旅管理科：黃瑞彩 



 

臺灣觀光學院－旅館管理系：張玲珍/林幸慧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健康休閒管理科：蘇曉妮/林芳珍 

 

環球科技大學－觀光與餐飲管理學系：楊英明 

 

訊息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 

 

 

 

http://www.storm.mg/stylish/437836 

董娘親下廚 育達師生同樂飽食異國料理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5-15 16:24 

227 人氣  

 

育達校長黃榮鵬校長與同學們同桌享用印尼美食。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近年學生群相當國際化，近日為讓印尼學生更加適應台灣生活，學校

董事長夫人帶領師長一同下廚，為印尼生料理豐盛的家鄉菜並與同學一起用餐聊

天，一解學生思鄉之苦與體驗溫馨的台灣「餐桌情」。  

http://www.storm.mg/stylish/437836
http://www.storm.mg/authors/110392/%E8%82%B2%E9%81%94%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印尼學生看到許久不見的家鄉菜，高興又滿足的盛盤。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近年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招收百餘位東南亞學生，其中有 33 名印尼籍學生就讀資訊管理系大學部一年級，校

長黃榮鵬表示，為妥適照顧印尼學子，特別建置了穆斯林友善廚房，並免費提供穆斯林學生在學期間符合信仰的三餐

飲食，滿足同學需求。  

學生餐廳的菜沒有家鄉味 董娘捲起袖子親下廚 

隨著印尼新生們入學近 2 個月，董事長夫人數次至用餐區查看、關懷學生每日餐飲

情形，發覺菜色缺少了家鄉的味道與母親的滋味，立即著手鑽研印尼料理，於日前

帶著印尼來的朋友，一同至學校親自教導師長們烹飪數道美味的印尼佳餚及特製的

印尼調醬，讓同學們一解思鄉之情。  

 

育達董事長夫人親自下廚，細心烹煮印尼家鄉菜，餵飽印尼學子的身心。 (圖／育達科大提供) 

學校董事長王育文、校長黃榮鵬、主秘龍清勇、學務長胡英麟等師長們也很幸運沾

了這些印尼學子們的光彩，和學生們一同品嚐印尼風味餐，可謂印尼文化的美食體

驗。 



 

育達董事長王育文董偕夫人關懷印尼同學用餐需求，親自為這群遠渡重洋來到台灣求學的孩子們煮一頓

好料。(圖／育達科大提供 ) 

印尼新生終於吃到家常菜 胃滿足了心也溫暖了 

看見學生們吃得滿足、笑得開懷，甜甜說聲「謝謝董事長及夫人」，不難看出這群境外學子的好心情。育達表示，對

學子們的照顧也將如同董事長夫人親調的家鄉味，愈來愈到味，讓在育達的師生溫暖度過每一天。  

 

 

 

 

http://www.storm.mg/stylish/437796 

秀出你的美「肌」！筋肉男女揮汗育達健美健體公開賽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5-15 14:49 

653 人氣  

 

 

女子健美組展現女性清麗與健康體態揉合的多重魅力。 (圖／育達科大提供 ) 

http://www.storm.mg/stylish/437796
http://www.storm.mg/authors/110392/%E8%82%B2%E9%81%94%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育達科技大學首度舉辦的「107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

賽」於 5 月 12 日登場，來自全國健美菁英齊聚一堂競技，爭取 18 個量級最高榮

譽。 

本次競賽選手共計 219 人，分別來自 74 所大專院校、16 所高中職校，皆為菁英中的菁英，除了展現力與美外，也展

現健美、健康體態，大秀強健體魄，競爭格外激烈。  

賽場規劃用心滿分 為學生打造最棒舞台 

育達校長黃榮鵬表示，本次健美、健體公開賽由育達休運系花費半年時間籌備，培

養健身運動指導人オ也是該系重要目標，因此為學生搭建學習成果發表舞台，同時

也為全國大專及高中職校愛好健身運動者，提供展現平日訓練成果的機會，並為健

身運動推廣，善盡專業科系的社會責任，發揚育達創辦人王廣亞的辦學精神。  

 

育達校長黃榮鵬頒發大專男子古典健美組獎項。 (圖／育達科大提供) 

本次競賽育達相當用心，以選手為中心的賽會思維，推廣健身運動為核心價值，突

破困境，將賽會規劃幾項創舉，首先比賽會場搭建雙舞台，讓選手除比賽舞台外，

尚能藉由頒獎舞台，留下美好回憶，並設置雙攝影専區，讓攝影愛好者事先申請攝

影証，也引導其他攝影者進入該區，服務觀眾及裁判無障礙觀賽。  



 

男子健美組大秀苦練出的肌肉，讓評審與觀眾皆一飽眼福。 (圖／育達科大提供 ) 

參賽人數首突破紀錄 選手齊秀驚艷全場 

比賽當天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選手陸續進場，健美的體態驚艶全場，裁判們指出，這是他們裁判大專盃

有史以來參賽人數最多的一次。當天與會人數將近 600 人，報名人數多達 200 人，比賽終曲產生男女子健體組及古典

健美組等各組優秀選手，頒獎時各選手期盼明年再相會。  

 

育達邀請中興商工校長吳聲忠為高中男子古典健美組頒獎。 (圖／育達科大提供 ) 

推廣健身運動風氣打造 優美體態的樂活人生 

育達特別感謝臺灣健身體能協會劉秘書長在健美賽會的專業協助、柏文健康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健身工廠)、網際運通股份有限公司、裕農農機廠有限公司、宇恆科技有

限公司（Muscle Fuel)及戰神乳清的熱情贊助與支持，提供優勝獎金及營養品，讓本

次活動增添無限吸引力。以及大會裁判全力支持，還有系上全體老師與同學協助，

讓活動順利圓滿完成，期盼再辦第 2 屆、第 3 屆，以提供學生更多舞台，展現自

我。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00548 

2 國際發明展 苗栗學子奪 5 金 

 

2018-05-15 

〔記者張勳騰／苗栗報導〕國立苗栗高商學生溫翊筑參加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奪得個人十七、十八

歲女生組 CYCLE 金牌，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及私立君毅高中等學生參加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展及泰國 IPITEX 發明展分別獲得兩金一銀及三金一銅，揚威國際，其中仁德醫

專團隊的「拖鞋鞋墊」一舉奪雙金，還取得專利備受注目。 

  

苗栗學子在世界競技疊杯賽及國際發明展，共奪六金一銀一銅殊榮，苗栗縣長徐耀昌（後左四）接見表揚。（記者張

勳騰攝） 

世界競技疊杯賽 溫翊筑「金」豔 

溫翊筑國中才接觸疊杯運動，她雖起步較晚，但每天苦練三、四小時，彌補及強化自身的能力，她參

加美國奧蘭多舉辦的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中，突破個人最好成績，一舉得金。 

溫翊筑昨天在苗栗縣長徐耀昌接見表揚時，露一手快手疊杯的功夫，敏捷度及反應力，讓徐耀昌及苗

商校長張金華等人讚嘆不已。 

仁德醫專師生則在發明展大放異彩，其中學生陳咨諭、劉威廷、潘乙伶、曾雲筠、朱音及廖珮涵等人

利用所學，研發出「家庭玩具」、「拖鞋鞋墊」、「認知—動作多功能復健器」作品；另，育達科大

學生蕭祺霖及私立君毅高中學生溫佑晟共同組隊，以「智慧植栽盆組」作品；分別在高雄 KIDE 發明

展及泰國 IPITEX 發明展拿下兩金一銀及三金一銅好成績。 

其中，「拖鞋鞋墊」更是拿下雙金，令人刮目相看，這項創新發明可以依據患者足部狀況進行軟硬度

或厚薄考量，提供適當之支撐力、釋放足部壓力及減少足部傷害及病變，讓有足部問題的人也可以舒

適地穿拖鞋。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00548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00548/print


徐耀昌期勉學子們再接再厲，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度與精神，繼續在各自領域精益求精，再創佳績為台

灣、為苗栗爭光。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142021 

苗栗青年國際發光 縣長表揚  

2018-05-14 23:57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苗栗報導  

苗栗縣長徐耀昌（後排左四）昨表揚

世界疊杯錦標賽及發明展表現優異學生。 記者范榮達／攝影 

苗栗高商學生溫翊筑日前在美國奧蘭多 WSSA 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突破自我一舉進步 0.5 秒，勇

奪 17 到 18 歲女生組 cycle 金牌；仁德醫護管理專校復健科學生陳咨諭、潘乙伶、劉威廷研發「拖鞋

鞋墊」，拿下兩大發明展的雙料金牌，縣長徐耀昌昨天表揚，期許精益求精、發光發熱。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142021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0Nj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E%A9%E5%81%A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9%BC%E6%98%8E%E5%B1%95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15/1/4736545.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國立苗栗高商學生溫翊筑在世界競技

疊杯錦標賽，突破個人最好成績，拿下個人世界冠軍。記者范榮達／攝影 

溫翊筑國中才接觸疊杯運動，起步雖較晚，但每天 3 到 4 小時苦練，拚出好成績。她認為

疊杯運動最難的地方就是要專心，手眼協調度要相當高，疊杯教會她做什麼事都要全力以赴，

不僅發揮潛力，還可以找到自信與快樂。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發明

「拖鞋鞋墊」，在發明展奪雙金。記者范榮達／攝影 

此外，陳咨諭、潘乙伶、劉威廷的作品「拖鞋鞋墊」，已取得台灣專利，並拿下 2017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展、2018 泰國 IPITEX 國際發明展金牌。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15/1/473681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15/1/4736810.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仁德醫專廖珮涵創新發明的多功能復健作品「家庭玩具」，在泰國發明展中拿下金牌，曾雲

筠、朱音、潘乙伶的作品「認知 -動作多功能復健器」，獲高雄國際發明展銀牌；育達科技

大學蕭祺霖及君毅高中溫佑晟的作品「智慧植栽盆組」，也獲泰國國際發明展銅牌肯定。  

 

 

 

 



縣長徐耀昌對於獲獎青年的努力、堅持與創新求進步讚譽有加，更感謝師長們的用心指導，期勉再

接再厲，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度與精神繼續在各自領域精益求精，再創佳績為台灣、為苗栗爭光。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005.htm 

世界競技疊杯賽奪金 縣府表揚苗栗好青年 

  https://tw.news.yahoo.com/%E5%BE%90%E8%80 

%80%E6%98%8C%E8%A1%A8%E6%8F%9A%E5%82%91%E5%87%BA%E9%9D%92%E5%B9%B4-160000956.html 

徐耀昌表揚傑出青年 
 

台灣新生報【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2018 年 5 月 15 日 上午 12:00 

 

苗栗縣徐耀昌昨（十四）日接見表揚全世界疊杯最快的女生溫翊筑，以及在國際發明展榮獲三金一

銀一銅優異成績的苗栗青年，肯定他們專注學習的精神及創新科技發明，讓世界看見苗栗，是所有

縣民的榮耀。 

苗栗縣政府昨天上午在 A201 會議室舉行苗栗傑出青年表揚活動，上個月在美國奧蘭多舉辦的世界競

技疊杯錦標賽中榮獲個人十七歲至十八歲女生組 cycle 金牌的溫翊筑，在會中露一手快手疊杯的功

夫，敏捷度及反應力，讓縣長徐耀昌及在場觀眾驚嘆不已。 

獲表揚的還有仁德醫護管理專校復健科師生在二○一七高雄 KIDE 國際發明展、二○一八泰國 IPITEX

國際發明展拿下三金一銀的好成績，此外育達科技大學及君毅高中師生也在泰國國際發明展榮獲一

銅，讓國際看見苗栗創新發明的軟實力。 

就讀苗栗高商的溫翊筑，國中才開始接觸的疊杯運動，雖然起步較晚，但透過每天三到四小時苦

練，彌補及強化自身的能力，平常練習的最佳成績多落在六點七秒左右，這次比賽她全神關注，創

下六點二秒個人最佳成績，一舉奪金，讓她興奮不已。 

溫翊筑的父親是頭份市民代表會主席溫俊勇，他為女兒的表現感到驕傲。溫翊筑也說，疊杯運動最

難的地方就是要專心致志，手眼之間的協調度要相當高，疊杯教會她做什麼事都要全力以赴，專注

不僅讓潛力發揮，還可以找到自信與快樂。 

仁德醫護專校陳咨諭、潘乙伶、劉威廷的作品「拖鞋鞋墊」，拿下兩大發明展的雙料金牌，這項創

新發明可以依據患者足部狀況進行軟硬度或厚薄考量，提供適當之支撐力、釋放足部壓力及減少足

部傷害及病變，讓有足部問題的人也可以舒適地穿拖鞋。 

另外，仁德醫護專校廖珮涵創新發明的多功能復建作品「家庭玩具」，在泰國發展明展中拿下金

牌，並已取得專利權，還有曾雲筠等人的作品「認知-動作多功能復健器」榮獲高雄國際發明展銀

牌；育達科大蕭祺霖及君毅高中溫佑晟的作品「智慧植栽盆組」也獲得泰國國際發明展銅牌肯定。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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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徐耀昌與獲奬同學和指導老師合影。 (許享富/大紀元) 

 人氣: 13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8-05-14 4:25 PM    標籤: 苗栗, 疊杯賽 

【大紀元 2018 年 05 月 14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苗栗報導）苗栗好青年再次躍上世界舞台，讓大家看見

台灣實力，苗栗力量。苗栗縣長徐耀昌 5 月 14 日表揚縣內優秀師生，其中苗栗高商同學溫翊筑，參加美國世界

競技疊杯錦標賽拿下金牌，君毅高中、仁德醫專及育達科大同學也於國際發明展中獲獎，共獲 5 金 1 銀 1 銅佳

績。 

仁德醫專廖珮涵(右二)與指導老師和縣長合影。（許享富/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005.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005.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5/14/n10392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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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18/05/727d63ae0b1199b48326fc86246f5052-600x400.jpg


君毅中學溫佑晟(右一)、育逹科大蕭祺霖(右二)與指導師長

縣長合影。（許享富/大紀元） 陳咨諭(右二)、劉威廷(右三)與

指導師長和縣長合影。（許享富/大紀元） 

就讀苗栗高商的溫翊筑同學於美國奧蘭多舉辦的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榮獲個人 17-18 歲女生組 cycle 金牌，

讓世界看見台灣。溫翊筑表示，疊杯運動最難的地方就是必須要相當專心，而且手眼之間的協調度要相當高，更

需要具備敏捷、思考的能力，有時候看到成績停滯，也會感到相當挫折，秉持運動家的精神，不斷的練習、克

服，一路堅持過來。 

此外，仁德醫專、育達科大及君毅高中師生亦不落人後，繼 2017 年韓國首爾、中國大陸兩大國際展後再創佳

績，分別於高雄 KIDE 發明展及泰國 IPITEX 發明展拿下兩金一銀及三金一銅的好成績，縣長徐耀昌特別於縣府

接見表現傑出的同學並頒贈相關表揚狀。 

仁德醫專參與發明展力奪三金一銀。（許享富/大紀

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8b%97%e6%a0%97.html


其中以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表現最為亮眼，由蔡孟書、洪佳慧及陳繼勝三位師長率領的師生團隊，參賽的作品

「家庭玩具」、「拖鞋鞋墊」、「認知-動作多功能復健器」，從 1 千多件參展作品中獲得三金一銀的好成績，

尤其「拖鞋鞋墊」更是拿下兩大國際賽的雙項金牌殊榮；另外由育達科技大學及君毅高中共同組隊參賽的作品

「智慧植栽盆組」也獲得銅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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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一點一滴用心耕耘才獲

致的豐碩成果，各項成就足堪全縣青年表率，期盼獲獎青年再接再厲，保持積極進取的態度與精神繼續在各自領

域精益求。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140825 

苗栗疊杯運動、拖鞋鞋墊發明 世界發光發熱 

 苗栗學子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縣長徐耀昌今天表揚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個人 17-18 歲女

生組 cycle 金牌溫翊筑，高雄 KIDE 發明展及泰國 IPITEX 發明展表現優異學生，其中仁

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團隊的「拖鞋鞋墊」一舉奪雙金，更是受到注目。  

美國奧蘭多日前舉辦的 WSSA 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台灣代表隊 22 名選手橫掃 27 金 13

銀 10 銅，打破 2 項世界紀錄及刷新 5 項國內紀錄，國立苗栗高商學生溫翊筑國中才接觸疊

杯運動，她起步較晚，透過每天 3 到 4 小時苦練，比賽突破個人最好成績，連同團體賽項

目，獲得 1 金 2 銀及 1 項第四名，好成績父親頭份市民代表會主席溫俊勇。  

仁德醫專則在發明展大放異彩，其中復健科同學利用所學，研發「家庭玩具」、「拖鞋鞋墊」、

「認知-動作多功能復健器」，不僅取得專利，更在高雄 KIDE 發明展及泰國 IPITEX 發明

展獲得 3 金 1 銀好成績，其中，「拖鞋鞋墊」更是拿下雙金。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14082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9%BC%E6%98%8E%E5%B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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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育達科技大學及君毅高中共同組隊參賽的作品「智慧植栽盆組」獲得銅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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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一點一滴用心耕

耘才獲致的豐碩成果，期盼再接再厲，繼續精益求精、發光發熱。  

苗栗縣長徐耀昌今天表揚世界競技疊杯錦標賽及發明

展表現優異學生，鼓勵精益求精、發光發熱。記者范榮達／攝影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717468 

育達科大全面加薪 3%激勵教職員 提供學生更好的輔導與照顧 

勁報 2018/05/09 17:12(2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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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近幾年景氣不好，加上少子化衝擊，大學辦學越來越不易，但育達科技大學近日宣布，響應政府軍公教加薪 3%

政策，今年全面調升教職員薪資 3%，近 300 位教職員人員將受益，以激勵教職同仁認真教學研究與學生輔導工

作，照顧好每位育達學生。 

育達科大日前校務會議正式通過，全校教職員工全面加薪 3%。校長黃榮鵬博士說：「我評鑑過許多的大專院

校，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博士是一位相當照顧學校教職員工和學生的老闆，這項加薪案將比照政府軍公教加薪

追溯自今年元月一日，等董事會通過就會立即實施並補發。」 

「學校調薪可以實質獎勵員工、凝聚向心力，激勵教職同仁積極營造教學特色，發展產學合作。」黃校長強調，

做為苗栗唯一科技大學指標性學府，善盡大學責任為地方提供最好的服務及永續經營；儘管在少子女化浪潮下，

學校經營日益艱難，為提升學校未來競爭力，學校更責無旁貸，必須盡力照顧好教職員工生活，善盡社會責任。 

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博士指出，董事會開會一定會通過，因教職員工和學生都是學校的珍貴資產，育達科大財務

狀況健全並且零負債，校務基金充裕，學校發展穩健，這次加薪不只是響應政府加薪政策，也是要延續本校創辦

人王廣亞博士強調照顧員工與弱勢的善念與精神。 



（圖由育達科技大提供／育達科技大學近日宣布，響應政府軍公教加薪 3%政策，今年全面調升教職員薪資

3%，近 300 位教職員人員將受益，以激勵教職同仁認真教學研究與學生輔導工作，照顧好每位育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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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博覽會廠商橫跨各領域，包含電子科技、資訊、餐飲飯店、製造業、運輸、政府機關及國軍徵

才等類別，提供工程師、研發人員、儲備幹部、企劃幹部、餐飲服務員等近四千個熱門職缺，參與

廠商有京元電子、超豐電子、大潤發、尚順開發等六十七家，吸引不少準社會新鮮人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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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校園徵才博覽會 4 千職缺向新鮮人招手 

 

育達科大校園徵才博覽會。（苗縣府提供） 

 人氣: 29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8-05-08 4:41 PM    標籤: 育達科大, 校園徵才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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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060.html 

 

 

造橋育達科大校園徵才 
 

台灣新生報 

504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 

2018 年 5 月 9 日 上午 12:00 

留言 

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昨（八）日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共有六十七家廠商提供跨十種產業類別、近

四千個職缺，吸引二千多位社會新鮮人及求職民眾前往面試，場面熱絡。 

因應畢業季即將到來，苗栗縣政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育達科技大學聯合舉辦「職

場薪 SHOW 育達領航」校園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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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 2018 年 05 月 08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報導）苗栗縣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5 月 8 日

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約 67 家廠商提供跨 10 種產業類別、近 4 千個職缺，吸引 2 千多位社會新鮮人及求職民

眾前往面試，場面熱絡。 

因應畢業季即將到來，縣府、勞動部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育達科大聯合舉辦「職場薪 SHOW 育達領航」校園徵

才活動，縣府秘書長陳斌山、勞青處處處長彭德俊、育達科大副校長蔡彥欣等與會嘉賓到場參加開幕活動，並為

求職者加油打氣。 

求職民眾前往徵才就業。（苗縣府提供）

求職民眾前往徵才就業。（苗縣府提供） 

博覽會的廠商橫跨各領域，包含電子科技、資訊、餐飲飯店、製造業、運輸、政府機關及國軍徵才等類別，提供

近 4 千個熱門職缺，吸引不少「準」社會新鮮人面試。 

陳斌山表示，感謝廠商提供應屆畢業學子們就業機會，也預祝即將步入社會的求職者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企業

都能找到好人才，共創勞資雙贏。 

彭德俊表示，縣府十分重視青年就業及各項發展議題，除了協助青年就業舉辦各項徵才活動之外，並與育達科大

合作，在苗栗市城市規劃館成立青創 1 號基地，提供青年創業空間與相關課程，2 號青創基地，預計 6 月辦理揭

牌啟用，進駐者只需負擔基本水電費，大幅減輕社會新鮮人創業負擔，歡迎青年朋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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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130345 

育達校園徵才博覽會 提供 4000 職缺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上午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共 67 家廠商提供 4000 多個、跨 10 種產業

類別的職缺，吸引應屆畢業及在校學生面試；育達科大副校長蔡彥欣指出，近年來育大畢業

生的就業率平均達八成五，表現亮眼，校方期盼學生畢業即就業，甚至在學、入學時也能就

業，歡迎質優廠商與學校配合。 

因應畢業季將到來，苗栗縣政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育達科大聯合辦「職場

薪 SHOW、育達領航」校園徵才，縣府秘書長陳斌山、苗栗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陳懷峰、縣

府勞青處處長彭德俊、苗栗商業會理事長戴美玉、苗栗工業會常務監事吳肇瑩及總幹事葉國

煥等，上午都人到場參加開幕，為求職學生加油打氣。  

參加徵才博覽會的廠商包括電子科技、資訊、餐飲飯店、製造業、運輸、政府機關及國軍徵

才等類別，提供工程師、研發、儲備幹部、企畫幹部、行政、餐飲服務人員約 4000 個職缺，

參與廠商有京元電子、超豐電子、大潤發、尚順開發、泰安觀止、涵碧樓、鼎王餐飲、捷安

特微笑單車、高雄空廚、立康生醫、元大期貨、史丹佛文教、台灣資生堂等 67 家知名廠商。 

育達副校長蔡彥欣指出，育達近幾年畢業學生的就業率都超過八成，除期盼學生畢業就可順

利找到工作，校方還推在學、入學即就業，部分有經濟需求的學生，可透過一些專案、計畫

在校就業，兼顧工作與學習。  

勞青處長彭德俊表示，縣府十分重視青年就業及發展議題，除協助青年就業辦理各項徵才，

也與育達科大合作在苗栗城市規劃館成立青創 1 號基地，提供青年創業空間與相關課程，2

號青創基地預計 6 月揭牌，進駐者只需負擔基本水電費，可大幅減輕社會新鮮人創業負擔，

歡迎青年朋友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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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育達科技大學上午辦校園徵才博

覽會，有 67 家廠商提供 4000 個職缺，吸引學生到場參加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508381325 

育達科大校園徵才博覽會登場 4 千職缺向新鮮人招

手 

大成報／彭維乾 2018.05.08 13:44 

    

【大成報記者彭維乾／苗栗報導】  

 

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今 8 日舉辦校園徵才博覽會，約 67 家廠商提供跨 10 種產業類別、近 4 千個職缺，吸引 2 千

多位社會新鮮人及求職民眾前往面試，場面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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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畢業季即將到來，縣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育達科技大學聯合舉辦「職場薪 SHOW 育達領

航」校園徵才活動，縣府秘書長陳斌山、苗栗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陳懷峰、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縣府勞青

處處長彭德俊、苗栗商業會理事長戴美玉、苗栗工業會常務監事吳肇瑩及總幹事葉國煥等人到場參加開幕活動，

並為求職者加油打氣。  

 

秘書長陳斌山在勞青處處長彭德俊、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陪同下一一到廠商設攤處致意，他感謝廠商提供

應屆畢業學子們就業機會，也預祝即將步入社會的求職者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企業都能找到好人才，共創勞資

雙贏。  

 

這次博覽會的廠商橫跨各領域，包含電子科技、資訊、餐飲飯店、製造業、運輸、政府機關及國軍徵才等類別，

提供工程師、研發人員、儲備幹部、企劃幹部、行政人員、餐飲服務員等近 4 千個熱門職缺，參與廠商有京元電

子、超豐電子、大潤發、尚順開發、泰安觀止、涵碧樓、鼎王餐飲、捷安特、高雄空廚、立康生醫、元大期貨、

史丹佛文教、台灣資生堂等 67 家知名廠商共同徵才，吸引不少「準」社會新鮮人面試。  

 

勞青處處處長彭德俊表示，縣府十分重視青年就業及各項發展議題，除了協助青年就業舉辦各項徵才活動之外，

並與育達科大合作，在苗栗市城市規劃館成立青創 1 號基地，提供青年創業空間與相關課程，2 號青創基地，預

計 6 月辦理揭牌啟用，進駐者只需負擔基本水電費，大幅減輕社會新鮮人創業負擔，歡迎青年朋友多加利用；同

時也鼓勵青年返鄉揮灑熱情、在地就業，青年創業青年農民工坊以單一窗口「創業一條龍」，輔導近 30 位青年

完成創業作為轄內青年，希望社會新鮮人多加利用，同時鼓勵優秀學子根留苗栗，為苗栗的發展共同努力。  

 

育達科技大學為推動畢業生充分就業，已分別於 4 月 16、19 日舉辦校園徵才說明會，邀請施舒雅、佐登妮絲、家

樂福、鼎王餐飲集團及全家便利商店到場說明，讓學生提早了解企業徵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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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沒在怕！育達堅持全面加薪 3%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5-08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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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物聯學程的機器人應用實驗室。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科技大學近日宣布，響應政府軍公教加薪 3%政策，今年全面調升教職員薪資

3%，盼激勵教職同仁認真教學研究與學生輔導工作，照顧好每位育達學生，預估近

300 位教職員人員將受益。  

育達科大日前宣布全校教職員工全面加薪 3%，校長黃榮鵬表示，他評鑑過許多大專院校，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是

一位相當照顧學校教職員工和學生的老闆，這項加薪案將比照政府軍公教加薪追溯自今年元月一日，等董事會通過就

會立即實施並補發。  

 

育達科大與雄獅旅行社產學合作，打造「實習旅行社」培養領隊導遊達人。(圖／育達科大提供 ) 

待遇好壞攸關教學品質 加薪讓教職員工更願意帶好學生 

黃榮鵬認為，學校調薪可實質獎勵員工、凝聚向心力，激勵教職同仁積極營造教學

特色，發展產學合作。育達做為苗栗唯一科技大學指標性學府，善盡大學責任為地

方提供最好的服務及永續經營。儘管在少子女化浪潮下，學校經營日益艱難，為提



升學校未來競爭力，學校更責無旁貸，必須盡力照顧好教職員工生活，善盡社會責

任。 

愛護員工是學校義務 育達遵循創辦人善念精神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也說明，教職員工和學生都是學校的珍貴資產，育達科大財

務狀況健全並且零負債，校務基金充裕，學校發展穩健，這次加薪不只是響應政府

政策，更是延續育達創辦人王廣亞熱愛照顧員工與弱勢的善念精神。  

 

育達科大社工系同學「全副武裝」體驗長輩的不便。 (圖／育達科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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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生怕死」就別來讀 ... 哪校校訓這麼直白？ 

 分享  

 留言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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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5 09:00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黃瑞典／報導  

  

  

各地校園、機關常有一些訓詞、口號或標語，藉此鼓勵學生或民眾遵循，但若標語用字太古

板，很多人可能只是看看，不當回事；但有些訓詞相當直白，讓人看了秒懂更具效果，有些

背後還有「隱藏」故事。  

「貪生怕死請走他路」，苗栗縣

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大門門聯，對學生來說一針見血。 記者黃瑞典

／攝影  

●仁德醫專生關科  

貪生怕死別來  讀書這麼嚴肅？  

上聯「貪生怕死請走他路」、下聯「養生送死得入此門」、橫批「關懷生命圓滿人生」，苗

栗縣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從開辦以來，門口就貼這副紅色對聯，每年

雖都換新，但內容不變。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124361?from=udn-hotnews_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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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科專任教師邱達能說，生關科學生要面對大體等等，如果怕鬼或怕「什麼東西」，

學習過程會很痛苦，最好不要來念。養生送死出自四書古籍「孟子」，強調為人最重要的就

是養生送死，希望來上課的學生能從不同角度關懷生命。  

聚焦考證照  仁德學生表現優異  

仁德醫專近年辦學績效亮眼，校內大樓外牆上有「選技職、唸仁德」、「考證照、強英文」、

「好好唸、有前途」的宣傳口號，凸顯師生努力的目標。仁德學生護理師考照率超過九成，

高於全國平均的考照率四成一，排名全國第一。去年首度舉辦的驗光師、驗光生證照考試，

仁德校友有 1100 人應考，其中 967 人獲證照。  

●苗栗高商  

3 句訓詞超口語  學生一看就懂  

苗栗高商校舍大樓高掛老校長張紹焱

的 3 句名言「想好就做」、「不會就學」、「不好就改」，「想好就做」因是晚做了 10 多

年，顏色比另兩句深。  記者胡蓬生／攝影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5/04/1/4707944.jpg&s=Y&x=226&y=86&sw=928&sh=619&sl=W&fw=1050&exp=3600


栗高商校舍大樓高掛老校長張紹焱的 3

句名言。  記者胡蓬生／攝影  

苗栗高商校舍大樓高掛老校長張紹焱

的 3 句名言。  記者胡蓬生／攝影  

國立苗栗高商校區大樓分別高掛了「想好就做」、「不會就學」、「不好就改」三句訓詞，

因為有別於傳統教育口號，也常引人談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副署長退休的黃新發說，

這幾句是苗商退休老校長張紹焱的名言和座右銘。  

3 句校訓  來自老校長的座右銘  

張紹焱是縣內第一位由苗栗子弟出任的教育局長，更是傑出的教育家，先後擔任新竹高工、

大甲高工校長後，24 年前回鄉到苗商當校長，並把自己的座右銘「不會就學」、「不好就

改」當成校內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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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新發說，張常掛在嘴邊的話其實有 3 句，但校內最早只有 2 句，第 1 句「想好就做」一

直沒做。張紹焱退休後，接任的校長特別找人模仿張紹焱的字體補上，因相隔 10 多年，色

澤略有不同。  

●育達科大  

創辦人喜愛書法  嘉句期勉師生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行政大樓前

的「不為失敗找理由，要為成功想辦法」，是創辦人王廣亞的書法作品。  記者胡蓬生／攝

影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校園及大樓，許多地方可見育達創辦人王廣亞勉勵學生的書法作品，行政

大樓前「不為失敗找理由、要為成功想辦法」，是許多師生印象深刻的聯句。育達科大表示，

王廣亞博士傾一生積蓄，以一己之力捐資辦學，對文字、書畫等藝術推廣不遺餘力。  

●竹南鎮中興商工  

校長掃地  領悟天生我才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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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私立中興商工校門口有

醒目的「放對地方，每個人都是天才」的標語。  記者胡蓬生／攝影  

「放對地方，每個人都是天才」竹南鎮中興商工的口號也很特別，那是已退休前校長古文雄

的「領悟」。古文雄說，10 多年前和妻子到獅頭山掃階、淨山完畢，發現竹掃帚尾端快脫

盡，告知勸化堂執事更換，希望下次能有新的竹掃帚可用。  

但隔了一周還是沒有新掃帚可用，只能繼續用舊的竹掃帚；碰巧前幾天山上連續下雨，路面

溼滑，要掃除黏在石板上的枯枝、落葉，反而是尾端快脫盡的竹掃帚好用。這一掃，讓他對

人才有了新領悟，原來只要放對地方，每個人都會是天才。  

●苗縣卓蘭鎮公所  

大門上方「鄉親最大」4 字坐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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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公所前幾年製作

「鄉親最大」的斗大標語，相當醒目。  記者胡蓬生／攝影  

除了校園訓詞、標語引人討論，苗栗縣卓蘭鎮公所大門上方，前幾年也增加斗大的「鄉親最

大」4 個字，相當醒目，引起來往人士側目。鎮公所表示，鎮長詹坤金指示製作這 4 個字的

標語牌，希望凸顯鎮公所員工身為「公僕」的角色，強調為鄉親服務是「最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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