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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雞報喜迎新春 金雞迎來好運到」 
106年新春團拜

2 健康促進 活力育達 君毅高中105學年
教職員健康運動列車交流活動

3 雞吉向上 青春校園 早安有禮育達人

4 校園風雲人物榜-備戰2017世界大學運
動會國手出爐

【本報訊】106年「金雞報喜迎新
春 金雞迎來好運到」新春團拜，
2月7日（農曆正月十一日）上午
9時，於綜合大樓中庭辦理，全體
教職員踴躍參與，部分教職員也
攜家帶眷熱情參加，彷若教職員
家庭日，也讓寒假期間沈寂的校
園，在溫暖的冬陽灑灑中，孩童
銀鈴般爽朗笑聲迴盪整個校園；
育達大家庭，天時、地利、人
和！好個開工日。

團拜活動由應日系的迎春納
福太鼓震撼開場，博得滿堂彩，
王育文董事長與陳建勝校長也不
約而同「打賞」熱鬧滾滾的開工
大吉表演同學新年紅包及暖手抱
枕，接著由王育文董事長率先發
表新春祝詞，感謝年來同仁的努
力與貢獻，今天的團拜邀請同仁
的家人同來，讓家人更心安瞭解
這個工作環境，也勉勵大家再接
再厲、突破困境、超越顛峰；陳
建勝校長也感謝王育文董事長及
董事會對學校經營策略的大力支
持，也介紹幾位這學期新加入的

伙伴，希望新的一年大家更「雞
吉」向上，一起為團隊榮譽加油
打拼。

校長致詞完畢，司儀邀請董事
長、校長率一級主管上台，向全體
教職員賀年，全體教職員也向台上
主管們互道「新年快樂！」，最
後大家相互握手、擁抱、拜年、
祝福滿滿，溫馨洋溢整個會場。

活動中最受大家期待的是新
春團拜幸運摸彩及拜年拿紅包活
動，分別由莊謙亮副校長抽出25
位教職員獲得價值1,000元、陳建
勝校長抽出20位教職員獲得價值
2,000元便利商店現金卡，以及校

研室游書宜執行長抽出2位獲得價
值5,000元、王育文董事長出1位
獲得價值10,000元便利商店現金
卡。

接著司儀邀請今天有跟隨爸
爸、媽媽來的小朋友逐一上台向
董事長拜年、領紅包，家長爭相
為孩子拍照，也有媽媽用拖拉拐
的方式哄寶貝上台，模樣可愛吸
睛，也獲得不少掌聲鼓勵，展現
育達人大家庭溫馨的一面。

除此之外，校長仍意猶未盡開
始向與會的未婚教職員發放開春
紅包，祝福他們在金雞年能「起
雞」（家的台語發音）、成家立

業。頓時校園又再度喧囂沸騰起
來，整個新春團拜過程高潮不斷。

活動最後是茶會時間，承辦單
位也精心準備了許多美食飲料提
供大家團聚歡暢使用，包含了象
徵早生貴子的桂圓紅棗茶、大吉
大利的大橘子、平安富貴的紅蘋

果、好彩頭的蘿蔔糕及中、西式
甜、鹹點心一批，讓伙伴們在開
春撿個好彩頭、討個吉利，配合
中庭大螢幕的賀歲影片播放及賀
年布置，106年新春團拜就在喜氣
洋洋、歡欣熱絡中圓滿結束。

【本報訊】近年來以慢食、慢
遊、慢活為核心的「慢城」理念
在台灣逐步萌芽，國際慢城組織
（Cittaslow International）看好台
灣發展慢城文化經濟潛力，特於 
2月22至25日來台參訪，與台灣
獲得國際慢城認證的花蓮鳳林、
嘉義大林、苗栗南庄及三義等地
方首長，在苗栗三義的西湖度假
村，召開「臺灣慢城聯盟成立大
會」，並完成結盟簽署儀式。

2月23日下午於三義西湖度假
村 ， 在 國 際

慢 城 組 織

主席Stefano Pisani、秘
書長Pier Giorgio Oliveti
與長期推動慢城發展
的育達科技大學代表

及相關產官學界人士見證下，本
縣的南庄、三義攜手嘉義大林、
花蓮鳳林，誓師臺灣慢城聯盟正
式成立。擁有雙慢城資源的苗栗
縣縣長徐耀昌強調，未來將協力
聯盟推廣慢城理念，並協助台灣
其他鄉鎮爭取國際慢城認證，大
力在台推廣慢城理念發展地方觀
光，並以社區營造為根本推動觀
光經濟，啟動全台368鄉鎮大慢城
計畫，振興在地文化發展慢城觀
光，推動台灣大慢城計畫。

徐耀昌縣長進一步指出，近期
將透過經驗分享與傳承，全力協
助台東池上取得國際認證；並預
告苗栗縣政府與育達科技大學將
於4-5月份舉辦「台灣慢城發展未
來論壇」國際論壇，邀約國際慢

城組織再次來台，分享國際及在
地視野，協助全台368鄉鎮探索慢
城新經濟。

國際慢城總部主席Stefano Pisani
表示，樂見台灣持續推廣「慢
食、慢遊、慢活」特色的慢城理
念，因為慢城重視在地生產和消
費，並以健康和生態保育為出發
點，有助文史保存及公民參與，
台灣擁有多元的在地文化，以
慢城為觀光發展的方向有助兼顧
居民生活品質，達到在地觀光永
續發展。Stefano Pisani來台也首
次體驗苗栗三義慢食窯烤手作麵
包，身為義大利人對於麵食有高
度要求，對苗栗三義在地手工燒
窯文化充滿興趣，吃過台式窯烤
麵包後讚不絕口，驚艷不已。

陳建勝校長表示，本校致力於
推動全台觀光發展，孕育旅遊產
業的多元人才，並以苗栗作為據
點，透過自身專業資源串聯苗栗

產業及地方，協助苗栗縣政府打
造幸福山城、慢活懷舊品牌，建
立國際休憩旅遊友善環境。由於
課程規畫涵蓋眾多產學接軌、實
務課程，也使本校畢業生就業率
逾八成。

本校推展國際慢城新經濟相
關系所包括休閒事業管理系、餐
旅經營系及休閒運動管理系，為

培育台灣觀光產業人才的重點基
地；而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行
銷與流通管理系、資訊管理系及
時尚造型設計系 ，則能協助推動
觀光產業行銷；健康照顧社會工
作系及幼兒保育系，有助營造慢
城健康生活，應用日語系人才則
有助於將在地觀光推廣至國際，
全校師生齊心協力支持推動慢經
濟觀光發展。

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新 學 期 已 經 開

始，歡迎各位同學
回到學校，展開新的學

習，相信大家也注意到學校又有了些許不
同，我們增建了環校步道和綠美化工程，
伴隨著春季所帶來的綠意盎然，樹木綴滿
繽紛的綠芽或花朵，校園將變得更加美麗
並充滿活力。

2016年被國際媒體總結為近年來最令
人不安的一年，台灣票選的年度代表字則
是－「苦」，另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於
2016年6月公佈的報告中指出人工智慧、機
器人和生物科技將破壞目前的商業世界，5
年後現今存在的一些產業類別和工作機會
有可能全數消失，未來10年許多工作將被
機器人和演算法取代，如何面對未來數位

世界的劇烈競爭和新時代的衝擊，保持正
向思維和積極的學習心態絕對是必要的，
另外校長還想和大家分享－「世界越快，
心則慢。」環境越是震盪變化，心更要能
夠沉得住氣、冷靜思考和判斷。

慢城運動（Cittaslow Movement）起源於
1999年義大利奧維托（Orvieto）舉辦的美
食節，強調「慢食主義」概念，並逐漸獲
得歐洲各國響應，之後演變成所謂的慢活
運動（Slow Movement），並擴散到亞洲等
其它區域，目前全球已有30個國家、228個
會員城市，台灣自2014年以來，花蓮縣鳳
林鎮、嘉義縣大林鎮、苗栗縣三義鄉及南
庄鄉陸續取得國際慢城認證；慢城不僅是
將快速城市的步調放慢，而是一種重視在
地生活品質，支持在地工藝及商業發展，
並以健康、生態保育為出發點的生活哲
學，追求社會共好互助的生活型態。本校

以「觀光休閒、文化創意、健康生活」為
發展主軸，與慢城推廣的「慢食、慢活、慢
遊」理念相互結合，日後也將持續投注資
源協助輔導在地產業，積極培育符應社會
需求的優質服務人才為努力的重點方向。

全聯實業總裁徐重仁先生說過，每一
個人做任何事，有三件事會決定成敗：第
一是「心態」，如果把工作當工作就會覺
得辛苦，若能夠轉變心態就能持續投入精
進；第二是「不斷學
習吸收新知」，掌握
世界發展脈絡、進步
之道，也可以把別人
成功模式複製學習，
透過融會貫通、按步
就班有系統地做，變
成自己的成功密碼；
第三則是「把複雜的

事情簡單化」，踏實地做好每一項工作，
活在當下，目標清楚就持續堅持地做，未
來自然會登高峰。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已正式展開，校長期
待著在校園中再次看到同學們充滿熱情的
笑容和活潑的身影。在此，祝福大家學有
所成，平安快樂。

校長  啟
民國106年2月22日

推廣慢城經濟  打造幸福山城 國際樂活慢都
國際慢城總部代表來台 臺灣慢城聯盟成立 輔導地方觀光產業幕後推手

105學年第2學期始業式 校長給同學的一封信

▲▲ 106年新春團拜▲，由應用日語系
太鼓表演震撼開場。

▲▲不少教職同仁也帶孩子來參加學校
開工新春團拜，象徵人丁興旺、大
「雞」大利。

「金雞報喜迎新春 金雞迎來好運到」106年新春團拜「金雞報喜迎新春 金雞迎來好運到」106年新春團拜

▲▲王育文董事長暨陳建勝校長率學術與行政一級主管向全體教職同仁拜
年，互道恭禧、「雞吉」向上。

▲▲臺灣慢城聯盟於2月23日下午在
三義西湖渡假村成立，陳建勝
校長並於會中將4月26日國際慢
城論壇邀請函遞交國際慢城總
部主席。

▲▲時尚造型設計系師生受勞動
部、工研院委託合作設計的
「茶職人服」頗受好評，下一
個推案是「咖啡職人服」，打
造苗栗慢城服務業特色服飾。

▲▲育達科大創新創業輔導暨育成中心的工
作團隊，是浪漫台三線-幸福苗栗三部
曲及臺灣慢城聯盟重要推手之一。

▲▲新學期新希望，毋忘初衷，做個驕傲自信的育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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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苗栗縣君毅高中全體
教職員於2月10日在林慶旺校長率
領下，至本校運動科學檢測中心
實施年度體適能檢測，由休運系
專業的師生團隊協助完成血壓、
BMI等基礎測量及3分鐘登階運動
脈搏檢查、柔軟度、心肺肌耐力

檢測等，陳建勝校長也率相關主
管到場歡迎君毅中學師長蒞臨。

檢測完畢後，休運系也開放各
項運動專業教室讓來賓體驗，包
含初次亮相的燃脂有氧體驗涂馨
友老師、健身塑型體驗飛輪教練
薛盈婷老師帶著大家動一動，感

受育達校園的熱情
活力！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淑貞主任表示：
本校於95學年度初
步完成體適能檢測

中心建置，主要提供本系專業教
學、實習及相關健康促進活動推
廣，其相關專業教學課程為健康
體適能及健康評估與運動處方，
同時中心也藉由學生專業實習及
活動推廣，如體適能檢測及運動
指導等活動，來培養學生實務經
驗，達到運動健康指導人才培育
之目標；透過教育部體育署國民
體適能檢測站之建置，積極與公
民營機構進行產學合作，提供學
生更多元化之學習機會。同時為
配合國家體育發展政策，本校投

入將近100萬購置RFID體適能檢測
系統，做為系上人才培育之重要
專業設備。

學生事務處體衛組李建宗組
長也強調，休運系為結合與配合
國家體育發展政策，建置人才培
養專業設施，並為社區民眾執行
國民體適能檢測。本校在過去共
執行六個有關健康體適能計畫，
分別為二年HELP健康促進計畫
（2006、2007）、教學卓越計
畫：健康促進相關計畫（2006、
2010~2013）、重要特色領域人
才培育改進計畫之子計畫三：
培 育 休 憩 運 動 健 康 管 理 人 才
（2009）、與苗栗縣政府合作辦
理樂活山城健康苗栗―健走大家
一起來活動及苗栗縣民規律運動
現況研究之產學合作（2009）、
行政院體委會苗栗縣國民體能檢
測站二年計畫（2010、2011）、
教育部體育署苗栗縣國民體能檢
測站計畫（2013）及教育部體
育署苗栗縣國民體能檢測站（一
般、樂活檢測站）計畫（2014）
等計畫。

※  體適能檢測項目安排

體適能檢測項目之執行標準
規範依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適
能檢測實施辦法」執行及安排通
過體適能檢測員測驗者，進行體
適能檢測，相關檢測項目說明如
下。
1. 身體組成：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檢測項目：身高、體重量測
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
之平方計算。

2. 腰臀圍比：腰臀圍比＝腰圍（公
分）除以臀圍（公分）。
檢測項目：腰、臀圍量測。

3.肌力與肌耐力：
檢測項目：肱二頭肌手臂屈舉及
椅子坐立。

4.柔軟度：
檢測項目：抓背及椅子坐姿體前
彎。

5.心肺耐力：
檢測項目：原地站立抬膝。

6.平衡能力：
檢測項目：椅子坐立繞物及開眼
單足立。

健康促進
活力育達 君毅高中105學年教職員健康運動列車交流活動

【本報訊】苗栗縣建臺高中與育
達科技大學姐妹校日本菊武學園
名古屋產業大學及菊華高校簽訂
策略聯盟，日前完成簽訂策略聯
盟協議，為整合產學資源，經由
三方策略聯盟，增進資源運用，
期能提升學生升學銜接的多元管
道，強化就業能力，並促進三校
校務的蓬勃發展。

簽約儀式，由日本菊武學園理
事長兼名古屋產業大學校長高木
弘惠率菊華高中山岸鳴門校長等
六人，建臺高中由董事長劉錦志
和校長蔡文堂率相關主任等9人共

同參與，並邀請育達科技大學綜
合開發處鄭素琴開發長、應用日
語系吳銀澤及戶川美惠子老師、
公共事務中心陳進喜主任出席觀
禮，並由本校派遣應日系學生學
生及老師協助日語翻譯。 

建臺高中蔡校長強調，日本
名古屋產業大學和菊華高校，為
建臺高中第一個簽約的國際姐妹
校。簽約儀式目標即以整合三校
且增進資源運用共享，提供多元
升學管道，並透過與日本大學及
高中之交流，以推展國際化並開
闊學生國際視野，透過聯誼交

流、國際教育參訪活動，充份達
到兩國文化交流的目的，同時培
育本校學生具備宏觀的國際視野
及寬廣胸襟，非常感謝育達科大
的牽線促成。

名古屋產業大學高木校長表
示，未來高中同學將可以到日本
進行為期ㄧ個月、或ㄧ學期的交
換留學生，並可互相承認學分；
高中畢業同學若有意願，也可以

申請到名古屋產業大學就讀，修
習環境管理、環境教育和現代商
業等專業知識。再次感謝育達科
大的引介，讓學生多了一個國際
化的選擇。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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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
年因應產業發展及社會人才需求，
學校調整定位為「以應用服務為導
向之教學型大學」，並轉型以培養
觀光休閒、文化創意及健康生活領
域之人才。

育達科大為苗栗唯一之科技大
學，積極串聯地區產官學資源，跨
界專業整合，培育產業所需優秀人
才，學校採取「轉型」、「精緻
化」、「創亮點」等三項具體作
法，建置本校持續改善品質保證機
制，近年亦有相當多的優越表現如
下：

一、「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計
畫」補助，開展轉型的契機

學校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試
辦創新計畫」，民國104年 (種子階
段)至民國105年 (啟動階段)均獲補
助，計畫重點為發展銀髮產業及其
相關專業，整合本校休創學院及健
康照顧與社會工作系教學資源與課
程，將聚焦於此方向，以打造全國

高齡服務人才的培育重鎮，並發展
育達健康養生園區。

二、「再造技優計畫」補助，
培育特色及跨領域人才

學校為培育與產業接軌之跨領
域人才，獲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經
費補助計3案

(一)培育網路維運技優人才

資管系配合智慧載具發趨勢，
申請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
技優計畫-資訊系統及網路維運職
能培訓計畫」，與聯強國際集團及
中華電信簽署產學合作案，與產業
進行學術與技術實質交流。

 (二) 培育物聯互聯智慧工廠技術應
用人才

經管學院申請「物聯互聯智慧
工廠技術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以
RFID應用程式系統開發技術及WSN
無線感測網路系統應用為導向，整
合物聯智慧工廠最新技術於虛擬工
廠實務、物聯網規劃與設計、物聯
網應用實作等課程，培養學生就業

技能，縮短學用落差，落實技優計
畫精神。建立智慧工廠專業教室及
物聯網服務培訓專業教室，以實境
教學實習教室模擬體驗，並即時輔
導。

(三) 培育老幼福祉數位應用整合人
才

休創學院及人社學院共同申請
「老幼福祉數位應用整合人才培訓
計畫」，主軸以老人福祉為主，參
考日本老幼中心機構照護與代間學
習之作法，融入數位科技創新與多
元應用之遊具功能，並整合社工
系、多遊系、幼保系之師資、課
程、教學設備等資源，將數位多
媒體工具應用於老幼福祉照護與療
育，協助老幼獲得娛樂價值，促進
老幼共學，提升老幼福祉。

三、「銀髮產業創新計畫」，
開創產官學訓新紀元

105年度通過教育部審查的全國
技職校院僅9所，顯示本校朝「銀
髮產業」發展的轉型方案，已獲教
育部肯定與認同。「105-106年度

產業技術人才培訓據點建置計
畫」補助，達成勞動力運用、
提升及發展之效益，開創產官
學訓聯手辦理人才培訓計畫新
紀元。

四、「幸福苗栗三部曲試
辦計畫-培力就業計畫」補
助，整合串聯苗栗產業及地
方資源

申請勞動部「幸福苗栗三部
曲試辦計畫-培力就業計畫」，整
合本校休創學院系所專業，協助苗
栗縣政府發展地方特色，規劃浪漫
婚紗蜜月旅、銀髮懷舊慶生宴、風
情萬種鐵道遊等三大主題休閒遊憩
規劃，提出幸福產業整合型產業發
展計畫，以勞動部建置於本校的產
業技術人才培訓據點，串聯苗栗產
業及地方資源，打造幸福山城、慢
活懷舊品牌，形塑閩客多元文化重
鎮，建立國際休憩旅遊友善環境，
以期振興地方產業、促進在地就
業。

五、「就業學程計畫」補助，
產業實務導入課程，提升學生
就業技能

學校為連結產業，降低學用落
差，將產業實務導入課程，提升學
生就業技能，積極爭取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就業學程計畫，自96-
105學年連續10年共獲補助43案。
其中105學年計申請10案，其中7
案獲審查通過，通過案數為桃竹
苗分署排名第1名、技職排名第8

名、全國(高教與技職)第11名，成
效卓著。

六、建置EMEA碩士專區，培育
產業高階人才畢

學校EMBA碩士專區係由校友游
忠德先生及游陳鳳嬌女士伉儷捐資
籌建完成，首創竹苗區大專院校建
置研究所教學專區先例，並特別成
立「碩士學位發展小組」，積極進
行資管、行銷及休管等三個碩士班
相關課程的創新與整合，發展出
「大師講座」、「海外移地教學」
及「在地產業的深耕研習」等創新
教學模式，招來各產業高階專業人
才就讀，鏈結相關產業公會創業資
源。

七、畢業生之職場表現獲得企
業界肯定，滿意度逐年提升

本校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及結
果回饋，以瞭解雇主對本校校友之
就業評價與滿意度。根據委託第三
方公正單位進行雇主滿意度調查顯
示，雇主對本校畢業生的就業評價
有高達七成的滿意度，其中以「職
場倫理與道德操守」的認同最高，
此與本校多次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
獎項之肯定相呼應。

「育達投入高等技職教育的初
衷未變」，致力發展觀光休閒、文
化創意與健康生活三大主軸，全體
師生士氣高昂、團結一致，努力成
為一所「小而美、小而精」的科技
大學，有充分信心，在苗栗深耕永
續經營。

產官學聯手拼轉型、跨界專業整合創亮點

育達科大牽線建臺高中  與名產大簽訂策略聯盟 攜手推動國際交流

▲▲本校首創竹苗區大專院校建置研究
所教學專區先例，招來各產業高階
專業人才，鏈結創業資源。

▲▲銀髮樂活養生園地是本校轉型指標
之一（圖為樂齡大學學園在家聲紀
念圖書館開心分享手工印花包成果
上課情形）。

▲▲王育文董事長也經常巡視校園，
找缺點改進（圖為西餐專業教室
鼓勵同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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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心肺耐力的三分鐘登階測驗，讓不少老師氣喘如牛。

▲▲本校牽線建臺高中與日本姊妹校菊武學園名古屋產業
大學及菊華高校締結盟約後，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這次菊武學園（名產大、菊華高校）訪台另一重點
是觀摩休閒創意與餐旅觀光教學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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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聲紀念圖書館 獲國家圖書館頒發金傳獎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
網(NBINet)是國內最
大的圖書聯合目錄
資料庫，在目前88
個合作單位中篩選
嚴格，僅有8所科技
大學圖書館獲准加
入。本校自民國91
年加入後，每年皆
有數千至上萬筆不
等的書目資料上傳，並保持資料100%正確實屬不易。 林俊
達資圖長表示，圖書館能獲此殊榮，顯見本館書目品質具有
一定的水準，未來圖書館團隊將秉持高標準的自我要求，繼
續提供優質的書目服務。

中華學院太極武藝學會 蒞校參訪
日前在南庄獅頭山辦理太極研習營及在台北大學辦理的兩岸的太極文化交流論
壇的「中華學院太極武藝學會」，22日由榮譽理事長郭義雄（前台師大校長）
先生率陳惠珠理事長、黃榮
松教授等蒞校訪問，全程由
王育文董事長陪同，並參觀
校園建築設施，尋求共同合
作機緣，推展兩岸武藝交
流。陳惠珠表示，目前北京
大學開設的本科生太極拳必
修課已有20餘年，形成了
特色課程，多年來持續與兩
岸大專院校及相關單位促進
交流，提升兩岸青年學子的
身心健康與人文素養。

幼兒保育系 辦理高中及兒童戲劇營
幼保系於寒假期間辦理戲劇體驗冬令營，計有桃園育達高中、臺北育達高職、
桃園永平商工及新竹光復高中等學校幼保科同學參與體驗，大夥兒玩的很開心
也很投入，王育文董事長特別前來鼓勵學生及工作人員，還贈送每人一個熊大
暖手枕，真是貼心！另外，也同步舉辦第六屆「兒童戲劇營」，以「新馬戲
團」為活動主題，引導幼童肢體表達、律動舞蹈、人際互動和語言等多元表
現，激發兒童創造潛能、提升表達力與自信心、培養合作與專注力。

雞吉向上 陽光校園 早安有禮育達人

校 園 短 波

【本報訊】105學年度第2學期
「早安有禮育達人」活動於2月
22、23日在校園熱烈展開系列
活動，連續兩天一早由陳建勝
校長、莊謙亮副校長率領一、
二級主管，以及學生會引導全校
社團、各系系學會幹部與社員，
於校門口與到校師生一一問早、
道好。各學系、社團也不甘示弱
展現創意問候競賽花招，在寒流
低溫特報的刺骨寒風中展現育達
人熱情，溫暖所有來育達科大上
班、上課師生及研習、洽公校友
的心。

活動在第二天所有參與師生於
綜合大樓前大會師，由學生會何
思萱會長率領各系學會會長向師
長宣示遵守課堂品格教育要求事
項後合影留念，活動圓滿落幕。

本 校 為 積 極 落 實 王 創 辦 人 廣
亞博士首重「倫理」辦學理念，
以及培養學生優秀氣質精神，積
極推動品德教育融入校園生活，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品格與態
度。透過品德教育活動之規劃，
期能培養同學具備有「尊重與樂
觀」、「守治與守律」、「感恩
與仁慈」、「平等與自信」、
「服務與關懷」及「責任與助
人」等品德核心價值，近年來品
德教育融入校園生活已見顯著成
效，這是屬於育達人一份特有的
自信與驕傲。

育達科大自99-105學年連續七
年實施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計畫，並於
其中四年獲
得教育部頒
為友善校園
學校及品德
教育特色學
校殊榮，每
學期開學週
辦理的早安
週活動，儼
然已成為育

達科大光榮傳統。
「早安有禮育達人」藉由品德

教育活動進行禮節示範及課堂品
德教育推動，大大提升品德教育
推廣成效，也期望全體師生平日
均能彼此展現親切笑容及互相愉
快問候，拉近育達人彼此之間距
離，共同營造優質且具人文、關
懷、溫馨及友善的學習環境，而
這項延續多年的活動也已普遍獲
得越來越多師生及社團響應，將
這份育達人的榮耀傳承下去。

 

雞吉向上 陽光校園 早安有禮育達人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
營系於106年2月10日 (星期五) 舉
辦中西餐烘焙暨飲調冬令營，廣
招君毅高中、苗栗農工與建臺中

學等學校共襄盛舉，共計近70名
高中職學生報名參加。

活動全程由餐旅經營系名廚們
大顯身手、指導學生廚藝製作，

包含麻油松阪豬、干
貝XO醬炒西芹、手工
pizza、義大利麵與巧克
力核桃馬芬等料理。從
食材介紹、刀工切法到
完美佳餚的呈現，皆為
學生親手料理，即便火
候和刀工技巧生澀，但
各個學生看著自己的作
品在鍋裡翻滾，其面容

仍難掩興奮與期待。
佳餚一上桌，大家都迫不及待

上前品嘗自己的手藝。參與活動

的建臺中學學生深深覺得，這次
的冬令營是最真實、最務實的學
習。從小組分工開始，團隊成員
已準備拿著鍋鏟躍躍欲試，雖然
很多人是第一次挽袖下廚，但活
動樂趣無窮。不僅增進同學們間
的情誼，同時也點燃大家對廚藝
的熱情—就是想把大師們的一身
技藝全部記在腦海中。

李義祥主任表示，餐旅產業
本身就是極具創新性的產業，從
整體活動規劃開始，每個環節都
是重點。這次活動目的，除了讓

學生認識不同食材性質、應用及
餐點與飲調搭配的適切性，也讓
學生學習培養團隊分工合作之精
神與共識，才能夠品嘗到創作美
食的成就感。活動過程，中西餐
烘焙暨飲調的大廚們除了親自掌
廚授課外，同時也依各組實作情
形，選出最佳廚藝組別，並於閉
幕式分別致贈獎項予以鼓勵。整
體活動氣氛熱烈，除了讓學生提
早了解未來職涯規劃與自我興趣
外，同時也促進校際間師生情感
交流，展現校園活力與系所專業
優勢。

2017餐旅冬令營 君毅苗農建臺師生FUN體驗

▲▲參與2017餐旅冬令營的全體師生們合影留
念。

▲▲王申長老師▲ (圖左)▲指導學生如
何製作手工pizza。

▲▲活動第一天一早，校長即率師長們站在校門口向到校的教職員生問早▲
道好。

育達鳳凰競技啦啦隊 
積極備戰大專盃 
寒假期間，龍德家商競技啦
啦隊於春節前，至本校展開
寒訓，與大哥哥大姐姐們彼
此切蹉技巧與經驗交流，最
後，龍德啦啦隊成員在綜合
大樓前合影，為兩校啦啦隊
寒訓聯誼劃下完美句點。另
外，邱雯琪教練所指導的本
校、臺灣大學及
達人女中競技啦
啦隊，也在春節
後的寒假期間在
活動中心展開為
期五天的鳳凰三
校聯合集訓，一
起為2017年大
專盃努力。

▲▲早安週活動援例在結束前由學生會會長帶領全體人員宣誓後大合影留念。 ▲▲我們都是快樂熱情青春有禮的育達人。

陸軍裝甲586旅蒞校參訪暨營
區專班開班研討
2月14日陸軍裝甲586旅政戰主任許宏任
上校率隊蒞校參訪，並於休閒事業管理
系咖啡美學教室聽取綜合開發處規劃於
營區專班設置簡報。雙方於交換紀念品
後，一邊欣賞本校師生課程的手沖研磨
咖啡與點心，一邊研討在營區設置專班
授課的合作方式，一起推廣國軍在職進
修專案，造福官兵弟兄。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社工體驗營
社工系在寒假期間辦理社工體驗營，從參與
的小學員提著大包小包行李報到，隨時都有
親切的社工系熱情的大哥哥大姐姐志工全程
陪伴、引導，展現社工一家親、助人最快樂
的精神，看著營隊學員奔馳在育達科大美麗
校園，一起製作糕點煮火鍋，二天一夜社工
體驗營讓大家情感增溫，收穫滿滿。社工系
沈湘縈主任也特別感謝苗栗縣紅十字會協辦
CPR+AED訓練，讓整個活動更圓滿。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創意行銷影音製作營
行銷系有鑑
於網路商務
行銷當道時
代，特於寒
假期間辦理
「高創意行
銷趣味影音
製作」體驗
營，包含了
行銷劇本設
計、影片剪
輯技巧及影片後製等實務經驗，吸引了君毅高中、致用
高中相關類科學生報名參加，一天的活動過程讓同學收
穫滿滿，也獲得6小時研習證書。

國際與兩岸交流中心 蘇州信息學院 
參訪
蘇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李月英科長等貴賓於2月15
日蒞校參訪，由莊謙亮副校長率相關主管全程接
待，除了收看校況簡介影片及致贈紀念品外，安排
參訪行程中，該校師長領導人對本校資訊管理系與
中華電信產學合作的網通維運實習中心、生活智慧
應用教室及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的3D列印專題製
作教室非常感興趣，頻頻提問，收穫滿滿，在依依
不捨中互相道別，並期再續合作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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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子翔同學
(左)的優異表
現常獲學校表
揚肯定，王育
文董事長(右)
也特別表揚。

賀新年、祝新年！新
年到、好運旺！雞年積極
2017一起飛躍！農曆過年
前左訓中心傳來好消息，
本校3位在左營國家選手
訓練中心培訓期間表現良
好，1月中旬第三階段甄選
均以各類組第一名成績取得

2017世大運武術選手資格。
休運3A的林庠宇當選2017年世界大

學運動會武術散打男子組52公斤級國
手；休運3A的林怡汝獲得女子組60公
斤級國手資格；進修部休管二技1A的臺
灣武術界太極美女陳宜盈則榮獲武術套
路太極拳項目國手資格。

去年11月19日校慶活動空檔，王育文董
事長及陳建勝校長也在綜合大樓3樓貴賓室
抽空召見了林庠宇、林怡汝散打國手，以及
太極國手陳宜盈，除了慰勉這3位從左營國
家選手訓練中心趕回學校參加校慶舟車辛勞
外，也預祝同學們2017在台北舉辦的世界
大學運動會能突破自我拿下最佳成績，並一
起合影擺出架勢激發「闘魂」。3位同學也
在恩師休管系主任邱文頊教授指導下在貴賓
室即興展現功力，太極美女陳宜盈也臨時答
應在下午的校慶嘉年華活動演出，精彩演出
博得校內師生熱烈掌聲。  

2017年世大運武術套路培訓隊由選手時
代有「太極拳美少女」之稱的范嫚紜擔任教
練，她帶隊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律。因為培訓
隊在國訓中心課表並沒有晨操，但一天練習
兩次，一週有兩次重量訓練，由運科支援體
能、重訓課表，讓教練能專注於技術上的指
導。范嫚紜透露，其實不少選手仍會自行晨

操，只要選手在套路動作

的難度完成度太低，隔天就自己都會自我要
求主動晨操，加強鍛鍊，而他們的達到標準
的機率很高。

武術在1990年北京亞運成為正式競賽項
目，設有套路、散打兩大組；套路以長拳、
南拳和太極拳為比賽內容，兼具「演武」與
「技擊」。目前武術在世界運動會、世界休
閒運動會都是競賽項目，惟世界休閒運動會
主辦單位是聯合國，台灣無法派隊參賽。但
放眼亞洲版圖，武術是極具發展條件的運
動，台灣武術雖非熱門項目，但有悠久的武
術文化，仍值得推廣發展。

武術其實最初並未在台北世大運競賽項目
內，不過2014年10月通過，武術得以主辦
城市自選項目納入，故也被列為我國奪牌潛
力項目。進駐國訓中心培訓的選手，加上營
外訓練以及亞錦賽前六名選手，經過日前激
烈的競爭，各項目第一名即為世大運國手，
第二名為陪練員。所以，本校3位同學確實
真功夫、厚底子才能在眾強之中脫穎而出。

風雲人物榜校園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41週年
暨2016-17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

行銷碩二 曾麗姈 
（竹南百齡社）

資管碩一 張力升 
（苗栗中央社）

行銷碩二 陳采晴 
（苗栗中央社）

行銷系 企劃獲獎連連
•	恭喜張尹婷、黃紫柔、趙思妤、林婕如等同學獲2016年全國
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第三名。

•	恭喜林育如老師指導的李政龍、吳治憲同學榮獲2016新創盃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決賽優等，陳玟潔、曾
珮菱、翁意娟初賽佳作。

【本報訊】2017年桌球成人國手選拔
賽年前在花蓮縣立體育館展開透過第
3、4輪決選，選出男、女各4席。男子
第3輪決選2席由本校休管4A直拍橫打
好手洪子翔，睽違3年後再度打下國手
席次。賽後興奮狂吼的他說：「連幾
年沒當選，還在堅持就是想證明自己
還可以，重新再當選特別開心。」洪
子翔曾經在國三時第一次入選國手，
高中也3年連續參加國際賽，但大學前
3年國手選拔卻都落選，對於曾經獲得
2010年青奧銀牌、2011年世界青少年
桌球巡迴賽總決賽封王的他，之後都
沒獲得好成績，世界排名也因長期未
參加國際賽被取消，儼然是一串多年
的打擊。而今年比賽也不多，2016年
只參加5月份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及11
月全國錦標賽2場國內賽，終於在全錦
賽獲得男子雙打冠軍，浴火重生。 洪
子翔表示：「換了大球以後對直拍比
較不利，直拍打法反手技術要加強本
來也就比較困難。但越打越順手，感

覺自己還是有一定競爭力，信心有加
強。這次選拔賽也是抱著一輪不上就
打下一輪，盡量打就好，心態放開了
反而成為關鍵。」他回顧大學前幾年
的這段低潮說：「一度很迷失，每天
鑽牛角尖苦練，但不是沒效果就是真
到比賽練的東西卻用不上，這2年想開
了，心態平穩了才開始好轉，現在該
練就練、該放鬆就放鬆。」

第4度當選國手，洪子翔表示特別
感謝啟蒙教練李黎懌說：「很感謝教
練在我低潮這幾年都沒放棄我，這次
還全程看我比賽、在場邊指導。」除
了教練，洪子翔最想將喜悅和家人分
享：「這幾年看到他們為我擔心的樣
子，心裡也很不捨，還有時常鼓勵我
的師長好友，一定會在今年打出更好
的成績來回報大家。」

體衛組李建宗組長指出，本校王
育文董事長非常支持本校的運動團
隊，因此非常關心校隊選手代表國家
參加比賽表現，聽聞子翔重回國手之

林後，王董事長也為他感到非常開
心，並表達祝賀之意，也期許本校
各運動團隊能夠持續精進，自我挑
戰，為校爭光。接下來，洪子翔即
將與合作多年的休管所1A的賴乙燿
一起打完5月份的全國大專運動會
後，積極備戰2017世界大學運動
會，希望能為國家爭光。

育達多遊 引領風騷
2017台北國際電玩展，唯一學生團隊獲邀參展作品，就

在育達！
台北國際電玩展雖然遊戲大廠的活動豐富，攤位規模又

大，漂亮的 Show Girl 也多，但若想要找到具創意特色的
遊戲小品，往 INDIE HOUSE 獨立遊戲專區挖寶就對了。最
近新聞爆紅、在 Steam 排行衝上全球第六名的《返校》，
在去年的台北電玩展便是在此區推出試玩時開始引人注
意。唯一純學生作品受邀參展，是由本校多媒體與遊戲設
計系 101級畢業學生製作的《八岐輪》，屬於無雙類型的
動作遊戲，有必殺技、集氣、守城、單挑等玩法。由黃耀
圻為首的這八位同學從大二起合作，成為他們去年畢業的
代表作品，發燒好評延續到2017年，由於獲得了不少獎
項，因此獲得主辦單位邀請參加，展現出台灣學生創作的

熱情。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日間部四技學生
統一於大四安排至企業修習1,500小時，將近
一整年的校外實習課程，每年學生出去都會
獲得不少實習廠商讚譽有加，繼104學年學生
表現優良獲得鼎泰豐賞識連晉三級後，105學
年學生校外實習再次傳出好消息！

目前在新竹國賓飯店實習的餐旅系學生黎
煥庭及譚雁方同學，分別獲得餐飲部廚房及
房務部優秀實習生的殊榮，並於飯店舉辦105
年實習生座談會上頒獎表揚。此外，新竹國
賓飯店人力資源部汪文彬副協理特地來信表
揚，並感謝學校把學生教導的如此優秀。

無獨有偶，新竹煙波大飯店也來信告知於
飯店湖濱館西餐廳實習的餐旅系劉曉庭同學
因表現優異予以調薪，特地寄發優秀同仁感
謝狀至餐旅系，希望學校能在公開場合表揚
學生。

休創學院侯致遠院長表示，對於以上同學
在校外的優秀表現，無疑是對於育達餐旅經
營系教學及輔導上的認同，更是令本校師生
與有榮焉。相信，本校未來一定陸續還有更
多學生在實習上能有優秀的表現獲得實習單
位讚賞與認同。

餐旅系主任李義祥副教授也強調，課餘閒
暇時，餐旅系老師也會抽空到各實習單位關
懷同學及畢業校友，例
如黃秋菊老師日前至昇
恆昌金湖大飯店關心傑
出系友黃瓊嶠工作情
形，而瓊嶠表現出色也
讓餐飲部行政總主廚大
大讚許。全系教師也承
諾會全力以赴教導與照
顧學生，創造學生展現
自信的舞台，成為餐旅
業界優異的專業人才。

【本報訊】今年適逢雞年，新年
新氣象，休閒事業管理系與公共
事務中心在廣亞藝術中心展示二
區，配合新學期「金雞報喜」熱
鬧開展。

在人們眼裡，雞在日常生活中
隨處可見，它的繁殖能力強，存
活率高，對環境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求，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飼養
茁壯。雞的最顯著的象徵意義就
是守信、準時、守禮，就像育達
人的精神，將堅強的草根性展現
無遺。

印象中的雞，不管寒冬酷暑，

還是晴耕雨讀時節，它都守信報
曉，絕不偷懶。一代一代傳承在
黎明拂曉初試聲啼，一鳴驚
人，於是人間又開始了新
的一天，日復一日、生機無
限。

而金雞報曉，也意味走出
晦暗、迎向光明，就象徵著本
校在艱苦卓絕的高等教育現實環
境中，「雞吉」進取、屹立
不搖。

雞年特展自3月6日起在廣亞藝
術中心展示二區展出，內容有王
創辦人廣亞博士趣味造型的雞偶

26件，以及休管系邱文頊
主任有關金雞的國畫作品等，歡
迎師生校友蒞臨觀賞指導。

備戰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
燃燒吧！闘魂！賀本校武術培訓隊3位同學入選國手 

▲▲燃燒吧！闘魂！左起
王育文董事長、休運
3A林怡汝、林庠宇
及進修部休管二技
1A陳宜盈與休管系
邱文頊主任。

▲

▲本校武術搏擊隊3位
同學一月中旬正式獲
選今年臺北世大運參
賽國手資格。

▲ ▲休管二技陳
宜盈在校慶時表
演，展現2017世
界大學運動會奪金
氣勢。

男子桌球 休管4A洪子翔 暌違3年再當國手

▲ ▲
2017

年2月份世界
女桌排名躍升
第5名的鄭怡
靜校友(左)與
洪子翔同學(圖
右)曾在本校一

起練習桌球，切磋
球技。圖中為體衛組李建宗組長。

餐旅系 黎煥庭 譚雁方 劉曉庭 校外實習深獲企業肯定

廣亞藝術中心 金雞報喜 迎春特展

▲▲餐旅系副主任黃秋菊老
師(中)至昇恆昌金湖大飯
店關心傑出系友黃瓊嶠
(左)工作情形，表現出色
連餐飲部行政總主廚(右)

都讚譽有加。

▲▲ 105學年學生實習分享會後各校同學交流
合影。

▲▲ 2017年在台北國際電
玩展INDIE▲HOUSE▲獨
立遊戲專區本校攤位。

▲▲由黃耀圻（最前方）領軍的這
八位同學，畢業作品八岐輪發
表以來獲獎無數。

▲▲左起張力升（資管碩一）、陳采晴及曾麗姈（行銷碩
二）品學兼優，榮獲扶輪社3500區提名領取獎助學金。

▲▲休管系邱文頊主任2月21日
當場揮毫提字及雞年畫作。

藝 文 資 訊

▲ ▲廣亞藝術中心展出中國
雞年的金雞報喜展，本館
藏隸屬王創辦人廣亞博
士的12生肖收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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