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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本校105學年度畢業典

禮，首先感謝各位長官及貴賓的蒞
臨。其次，我要向全體教職同仁及
所有家長致謝，由於大家的努力與
付出，才能培育出在座的所有育達
人。最重要的是，我要向全體畢業
同學道賀，恭喜各位同學完成大學
及研究所學業，即將邁入社會成為
社會新鮮人，展開另一階段的學習
歷程。
今天的畢業典禮，我們非常榮

幸邀請到馬前總統親臨會場為我們
做勉勵。馬前總統在任內積極推動
革新、維繫兩岸和平、捍衛國家地
位、謀求人民幸福，勇敢向歷史負
責的態度，獲得絕大多數民眾的肯
定。在此特別感謝馬前總統在非常
繁忙的行程中撥冗來到育達科大為
畢業生祝福與勉勵。馬前總統在擔
任台北市長前，即與本校創辦人結
緣，長久以來對於育達教育體系的
支持與肯定，可說是「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全體師生均點滴在

心，衷心感謝。馬前總統豐富的從
政經驗與人生閱歷，一定可以為在
場所有畢業生帶來深刻的啟發與助
益。在此，謹代表育達科大全體師
生，再度感謝馬前總統在百忙之中
蒞校給畢業生致賀詞。
畢業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

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各位同學今天
雖然畢業了，但是人生的旅程才正
要展開。在各位同學即將步出校門
的此時此刻，我的心情是喜悅的，
但也懷抱一絲憂慮。面對人生下一
階段的挑戰，各位同學是否已經準
備妥當，蓄勢待發？在此期勉各位
同學，從不斷的學習中累積經驗，
從不斷的努力中獲得成果，從不斷
的競爭中精進自己。因此，今天的
畢業典禮，我試著從本校創辦人的
待人處事哲學、個人在校務經營上
的體會及與同學一起相處的經驗，
提出幾點想法與畢業同學共勉：

第一、發揮天賦，海闊天空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天賦，
別讓自己的天賦睡著了！用心去開
啟與磨練，絕對能找到自己最獨特
的能力。只要堅定信念，接納自
己，肯定自己，以積極進取的態
度，面對負面拉扯的力量，那麼不
管是誰，都能從平凡中，走出一條
屬於自己的不平凡道路。

第二、積極進取，終身學習

「小小的教室是一
個大大的世界，大大
的世界是一間小小的教
室」，各位同學畢業後
離開學校，如何持續學
習，這是很重要的。學
校是非常重要的學習場
所。但要記住，工作的
地方也是。學校所學到
知識與技能，對未來工
作相當重要。但同樣重
要的是，學校所沒有教
的事情，都可在工作中
學習到。因此，工作環
境也是一所大學，一間
教室，有待我們在其中努力開拓，
在其中認真學習。

第三、拓展視野，掌握趨勢

世界瞬息萬變，唯一不變的道
理就是「變」。尤其是產業的變
化，快速得令人反應不及。大家可
曾想過？世紀初以來如火如荼、蓬
勃發展的互聯網時代，已不是新的
議題；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人工
智能領域科技的突破，將大幅改變
人類的生活。如果不想被淘汰，就
不能把未來的人生戰場限縮在狹小
的舒適圈，必須拓展國際視野，隨
時注意世界最新的變化，掌握趨
勢，才能預知未來發展的機會。

第四、見苦知福，關懷弱勢

社會上窮苦可憐的人很多，需
要關懷和幫助，我們應該懷抱慈悲
心腸，懂得感恩惜福，並且樂於助
人。創辦人曾經訓示我：「一個人
手掌心朝上還是朝下，決定他的生
命價值。」他也常說：「施比受更
有福。」所以他一生省吃儉用，把
錢全都投注在辦學志業，目的是為
了幫助更多的人，讓他們受教育，
學有專長才能擺脫貧窮。深盼所有
育達人，學習並效法創辦人慷慨無
私的胸懷，不論錢財多寡、能力大
小，都能手掌心朝下，幫助比自己
辛苦的人。

第五、三吃精神，成功關鍵

創辦人在世時，經常以他充滿
挫折的人生歷練為例，勉勵我要

有「吃苦、吃虧、吃
氣」的三吃精神，在
各位同學即將邁出校
門之際，我也期盼同

學能秉持「三吃精神」－－要培
養吃苦耐勞的能力、要具備不怕吃
虧的胸襟、要懂得忍一時之氣，
培養開闊恢弘的氣度。「山不辭
土，故能成其高；海不擇流，故能
成其大。」人生有無限可能，轉個
彎就能發現不同的風景。「三吃」
是成長的開始，「三吃」是進步的
源頭，「三吃」更是成功的關鍵。
「心有多寬，視野就有多廣；視野
有多廣，能走的路就有多長。」創
辦人為我們留下成功人生的最佳典
範。
畢業典禮過後，各位同學即將

踏出校門。外面的世界何其寬廣，
何其多元，何其吸引人，值得同學
以一生的時間努力發掘，更值得同
學以一生的心力努力開拓。在此祝
福所有畢業同學，積極走入未來世
界，勇敢追逐夢想，永不輕言放
棄，夢想終將實現。最後，敬祝所
有畢業同學，未來不管從事什麼行
業，都能兼顧到工作、家庭與健
康，也祝福在座所有來賓，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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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 王育文董事長
緬懷創辦人及勉勵畢業生

2 育才達人

3 卓越啟航

4 當我們一起走過 2017 畢業季系列
活動 

項次 活動時間 活動項目

1 13：00-13：20 畢業生入場暨播放祝福影片

2 13：20-13：30 師長入場

3 13：30-13：33 典禮開始：歡慶畢業-社團表演

4 13：33-13：35 來賓介紹

5 13：35-13：50
頒獎：�廣亞卓越獎、縣長獎、

議長獎、傑出校友獎、
書卷獎、傑出表現獎

6 13：50-14：05 長官暨貴賓致詞

7 14：05-14：45 馬前總統祝賀致詞
不要害怕輸在起跑點

8 14：45-15：45 頒發畢業證書暨正冠禮

9 15：45-15：50 畢業生致謝詞暨感恩回饋

10 15：50-16：00 畢業祝福-校歌及畢業歌

11 16：00 禮成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隆重登場

▲▲緬懷王創辦人廣亞博士。 ▲▲民國88年臺北市私立中等學校聯招，故王創辦人廣亞
博士和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先生共揭作文題目。

畢業逐夢飛翔
不要害怕輸在起跑點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

王育文董事長緬懷創辦人及勉勵畢業生

【本報訊】本校105學年度「育才達人，卓越啟航」畢業
典禮於6月17日舉行，今年有近1200名畢業生踏出校園，
逐一上台領取畢業證書、完成正冠儀式，並接受師長、親
友及學弟妹祝福。希望在這值得慶賀的一刻，讓畢業生們
感受母校最誠摯的祝賀，大步邁向人生的新旅程。
上午，各系畢業班自行辦理「懇親會」及「祝福與叮

嚀」等活動，離情依依與歡笑淚水迴盪整個校園。正式典
禮則於當天中午13時起展開，畢業生在廣亞大草原（雨
天備案於各系集合）集合完畢後，由師長引導進行校園巡
禮，穿過綜合大樓、商管大樓，走在紅地毯上接受學弟妹
們的歡呼、獻花祝福，最後再進入學生活動中心「育才達
人，卓越啟航」畢業典禮會場（典禮程序如表）。
這次畢業典禮頒發的獎項包括了廣亞卓越獎、傑出校

友獎、縣長獎、議長獎、救國團服務獎、書卷獎及各類傑
出表現獎，其中今年傑出校友打破過去慣例，由非常年輕
的余誌強（96級）獲選，是年度國際紅點設計新秀，另
應屆畢業生最高榮譽的「廣亞卓越獎」邁入第2屆，是本
校緬懷創辦人辦學精神設置，提高往年創辦人獎品德、學
術審查標準，且不限定獲獎人數。去年僅有華創系吳源傑
一位同學獲獎，今年則有時尚系吳繡焮、休運系何思萱2

位同學達標獲獎（獲獎名單詳如第4版）。
學務處表示，今年畢業典禮及各系畢業成果展、品德

講座、演唱會等系列活動，除了呈現溫馨祝福的氣氛，也
展現各系所特色，讓畢業生留下美好回憶，並傳承育達人
共同的校園回憶給在校生，凝聚共識與向心力。

【本報訊】今年（105學年度）畢業典禮，邀請前總
統馬英九先生蒞校勉勵畢業生，馬前總統也展現超級
親和力，人氣長紅不墜的他以「不要害怕輸在起跑
點」為演講主題，並以人生就像馬拉松舉例，不需要
過度在意沒有在起跑點拿到第一，勇敢地挑戰自己人
生的一場長途賽跑。
馬英九先生是中華民國政治人物，1950年生於英

屬香港九龍油麻地，籍貫湖南省衡山縣，1952年隨
雙親定居台灣，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行政院研
考會主委、陸委會副主委、法務部長與台北市長等公
職，並為中華民國第十二、十三任總統。在中國國民
黨黨職方面也曾任副秘書長、副主席到黨主席等多項
重要黨職。
卸任元首職務後的馬英九先生，仍然關心國家、

人民與環境。對於日前「看見臺灣」齊柏林導演殞
逝也認為相當惋惜，他在片中揭露台灣土地所受到
的破壞與傷痕，最後付出自己生命，但讓更多人看
到自己的錦繡河山受到如此破壞，就像啄木鳥抓出
害蟲「非常了不起」。而有些汙染在改善，有
的工程停止，有的傷痕在復原，希望這個精
神能激發同學畢業後繼續從高處「看見台
灣」。

▲▲王育文董事長 薪火相傳，除了
祝福畢業生也不忘緬懷創辦人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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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2A 休管4A企管4A 休管2A

社工2A+2B 行銷4A社工)4A 行銷4A

日間
部

幼保四A

休管四B 行銷四A多遊四A 多遊四B

時尚四A 資管四A時尚四B 華創四A

餐飲4A應英四A 休管4A

二技苗進 四技苗進 四技苗進 四技苗進

二技苗進 四技苗進 二技苗進 四技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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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畢業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一個新的旅途的開始...

幼保2A 時尚4A休管4B 應日4A+應英4A

行銷1A 餐旅4A行銷2A 資管4A

幼保四B 休運四B企管四A 休運四A

行銷碩班 時尚二技二A社工四A 社工四B

資管四B 應日四B餐旅二技二A 應日四A

餐飲4B 餐飲4C

碩專 碩專 四技苗進 四技苗進

二技苗進 四技苗進 四技苗進 四技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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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每到鳳凰花開蟬
聲綿綿的畢業季，離別依
依總是讓人觸動心弦，一系
列畢業活動展開，從廣亞藝
術中心靜態展示到各系學會
動態演出、從校友服務組的
就業博覽會到畢聯會感恩餐
敘、畢業演唱會等，勾起一
串串對廣亞爺爺與小綿羊、
阿公樹旁公車亭及美麗校園
的不捨回憶，而這是成就
育達人的必經之路！紀念
2017，我們一起飛躍、一起
經歷過的事！

「育見人才 達成夢想」 
企業校園徵才博覽會

2017苗栗區企業校園徵
才博覽會「築夢就業��育達
飛揚」於5月上旬在學生活
動中心熱鬧登場，由本校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

分署及苗栗縣政府共同主辦
益。總計有67家廠商，跨
10種產業類別，提供職缺近
4000餘個工作機會，吸引2
千多位應屆畢業生及待業、
轉業民眾前往面試，氣氛熱
絡。

進修部邀請謝哲青談「走
在夢想的路上」！

進修部畢委會及學務組，
邀請備受現代年輕學子喜歡
的知名主持人及旅遊達人－
謝哲青先生蒞校演講，以
「走在夢想的路上」為講
題，與育達科大的師生們分
享自己的人生經歷。謝哲青
先生魅力無窮，本場活動除
了校內教職員及學生踴躍參
加外，也吸引校外人士及畢
業校友參與，為育達的夜空
照亮光芒。

為了「育」見你～進修部
畢業餐會

「105學年星月交輝　夢
想起飛畢業餐會」，宛如
大型謝師宴，餐會中除了有
學校為畢業生做的紀念影片
外，也安排了兩大驚喜，第
一個是由日間部在校生為
畢業生演唱五月天的「笑
忘歌」祝福學長、姐鵬程萬
里，第二個驚喜則是由進修
部社工四技的劉瑋旂同學
（身障選手）所帶來的「舞
動奇蹟」國標舞表演，令現
場所有師生驚豔不己、掌聲
連連，最後在師生談話家
長、意猶未盡下圓滿結束。

「卿聲戲語」正確方向迎
向未來

畢委會辦理品德專題講
座，邀請相聲名人宋少卿，

來校分享人生各階段應有的
態度，讓育達的學生們能夠
在面對事情的能保持應有的
態度面對，對自己的人生能
夠有正確的想法，掌握未來
的人生方向。

「憶起走過」畢業演唱會

學生會與日、夜間部畢
委會在畢業典禮前，特舉辦
「憶起走過」畢業演唱會，
除校內社團表演以外，也邀
請幾組知名藝人接力獻唱，
祝福育達畢業生展翅高飛，
透過活動在全校師生們前獻
上對於畢業生的祝福與鼓
勵，展現多元活力繽紛校
園。

幼保系「玩偶馬戲夢之
旅」畢業公演

幼保系畢業同學所組成的
向日葵劇團，自編自導自演
及道具製作，以「玩偶馬戲
夢之旅」為主題，在校內及
校外在頭份市中山堂各公演
一場，帶領學校周邊幼兒園
小朋友發現「看到自己力量
的玩偶」�與「找回珍惜感動
的小主人」，為畢業前寫下
完美句點。

多遊系 102級畢業成果展

多遊系今年畢業成果展
以「計藝體」為主題，多元
的複合概念組合。從校內展
出後移師竹南鎮立美術館及
台北世貿三館展出，每一場
均吸引大批學子及業界觀
摩。其中世貿新一代設計
展，由潘哲倫老師指導的
「Penumbrae半影」團隊，入
圍2017年「金點新秀贊助特

別獎」，載譽而歸。

時尚系「汝．果」畢業成
果展 驚豔松菸舞台

時尚系102級畢業成果展
主題，以創造者與世界的
觀照互動起始，呈現不同意
念的迥異主題，也強調毋忘
造型設計初衷。以「整體造
型」與「流行設計」兩大領
域區分11組展示，跳脫生理
性別與社會框架，融入不同
文化元素，產生流行與時尚
議題。同學們也卯足全力，
交錯運用不同文化的流行元
素，引領觀眾進入時尚新趨
勢和復古風情中，超水準的
演出，搏得滿堂彩。

2017 畢業季系列活動

傑出校友獎
系（所） 姓名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余誌強

廣亞卓越獎
系（所） 姓名

時尚造型設計系 吳繡焮
休閒運動管理系 何思萱

縣長獎
系（所） 姓名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范欣芳
休閒事業管理系 彭瀅方
時尚造型設計系 吳繡焮
休閒運動管理系 何思萱
餐旅經營系 薛煒霖
應用英語系 劉文欣
應用日語系 黃苡茜
華文傳播與創意系 鄧欣怡
幼兒保育系 吳曉昕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吳玠儒
企業管理系 邱怡萍
資訊管理系 張慧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尹亭

議長獎
系（所） 姓名

幼兒保育系 黃璿方
企業管理系 賴佳農
休閒事業管理系 鄭涵憶

救國團服務獎
系（所） 姓名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邱美燕

傑出表現獎-體育類
系（所） 姓名

休閒運動管理系 黃揚傑
休閒運動管理系 刁仁傑
休閒運動管理系 楊旻真

傑出表現獎-學藝類
系（所） 姓名

時尚造型設計系 吳繡焮
幼兒保育系 吳曉昕
幼兒保育系 吳鈺雯

傑出表現獎-服務類
系（所） 姓名

幼兒保育系 黃璿方

休閒運動管理系 何思萱
休閒事業管理系 蕭丞誌
餐旅經營系 謝明月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美蓮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朱仁傑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吳玠儒
華文傳播與創意系 鄧欣怡
幼兒保育系 陳妍瑀
幼兒保育系 曾依蒂
企業管理系 邱怡萍

傑出表現獎-證照類
系（所） 姓名

餐旅經營系 黎煥庭
餐旅經營系 鄭育茹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育豐
餐旅經營系 林季佳
餐旅經營系 林一翔
時尚造型設計系 莊昕倫
時尚造型設計系 游淑涵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二技苗進)

江文裕

傑出表現獎-特殊表現類
系（所） 姓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廖婕如

書卷獎
系（所） 姓名

餐旅經營系(二技日) 蔡思文
時尚造型設計系�
(二技日)

曾語柔

企業管理系 賴佳農
資訊管理系 徐筱晴
資訊管理系 張慧娟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尹亭
應用英語系 王文哲
應用日語系 林千儷
應用日語系 鄧博仁
華文傳播與創意系 王家玉
幼兒保育系 譚卉珊
幼兒保育系 吳鈺雯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古玲華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吳婷娟
休閒事業管理系 鄭涵憶
休閒事業管理系 彭瀅方
休閒運動管理系 何思萱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炫忠
餐旅經營系 陳尚義
餐旅經營系 鍾妮芝

餐旅經營系 孫聖閔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范欣芳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游喻湄
時尚造型設計系 楊心瑀
時尚造型設計系 邱玫綺
幼兒保育系(二技苗進) 許芳芹
休閒事業管理系(二技
苗進)

張筠蓁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二技苗進)

周順成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二技苗進)

詹后尹

休閒事業管理系(四技
苗進)

黃明儀

休閒事業管理系(四技
苗進)

呂孟玲

企業管理系(四技苗進) 王思晴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
技苗進)

劉佩宇

時尚造型設計系(四技
苗進)

林佩真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四技苗進)

彭圓祐

資訊管理系(四技苗進) 杜宛庭
餐旅經營系(四技苗進) 張怡萍
應用日語系(四技苗進) 范達欣
應用英語系(四技苗進) 陳泯希
休閒事業管理系(四技
苗職)

葉珈彣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
技苗職)

林庭輝

【本報訊】多媒體與遊戲設
計系96級(100年畢)、資訊
管理系碩士班100級(102年
畢)之畢業校友余誌強，在
校期間曾有多樣作品參賽，
專業設計經驗讓他連續獲獎
無數，吸引行動平台遊戲公
司輔導遊戲上架，至業界服
務後仍不斷有創作作品參賽
及獲獎，現入圍國際紅點設
計競賽決賽，表現優異，足
堪學弟、妹表率。
一直在育達教育事業體系

成長的余誌強，在就讀育達
高職資料處理科時就已漸漸
嶄露頭角，進入育達科大多
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後，在江
素貞主任的帶領下積極參賽
屢獲佳績，之後進入資訊管
理系碩士班就讀，加上先前
當兵服役（研發替代役）期
間，展開了余誌強連年獲獎
不斷的遊戲人生勝利組。
余誌強大學期間參加經濟

部工業局4C數位創作競賽，
連續4年獲獎，2013年就讀
研究所畢業後服役時更以
「水手關燈2」一舉抱回遊
戲提案組大會金獎與台灣在
地特色獎，表現亮眼。傑出

表現亦受企業青睞，繼續朝
專業發展，現任臺中市向上
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企劃。
2011年大四時的他所設

計的第一代「水手關燈」手
機遊戲，次年榮獲經濟部工
業局主辦的全國性「4C數位
創作競賽」優選，是育達科
大第一個在Apple�App�Store
上架的遊戲，因為好玩、易
上手，不到兩周就突破上萬
次的下載量，創造不少話
題。2年後再度獲獎的「水
手關燈2」，則是依據玩家
回饋的意見及結合台灣「天
燈」特色在地文化特色來打
造，畫面色彩更加豐富，且
應用範圍更擴及在iPhone、
Android系統上均可下載連線
使用。�
談起遊戲設計，余誌強總

有聊不完的話題。他表示，
這幾年APP遊戲出現後，造
就了一批「輕玩家」，也
就是對遊戲「黏度」不高，
但會想嘗試玩玩小遊戲的人
變多了。他認為，「願意嘗
試」就是很好的開始，以往
線上遊戲玩家以男性為主，
但APP的「輕玩家」女性比
例拉高，因此現在設計遊戲
時，不只要考慮到市場玩家
的特性，同時要結合社群互
動，並附加文創特質。
余誌強也表示，設計出

好的遊戲後，若沒有行銷
出去，很容易就淹沒在市場
中。他認為遊戲推出後能獲
得極佳的回響，參賽獲獎是
最好的宣傳方式之一，所以
鼓勵學弟、妹多多參賽，不
只可以累積經驗，也能讓自
己的表現被業界前輩們「看
見」，無論是行銷遊戲或是
行銷自己，比賽都是很好的
管道。而目前也正積極規劃
未來創業藍圖的余誌強，未
來也將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積極邁向育才達人、卓越啟
航的人生新境界。

2017 紅點設計 青年新星 余誌強獲選年度傑出校友

▲▲多遊系江素貞主任(左)非常讚
賞余誌強校友的獲獎表現。

105學年度 廣亞卓越獎

▲▲陳建勝校長（右）3月30
日轉頒證予接受全國大
專優秀青年表揚的何思
萱同學（左）。

吳繡焮  傑出事績

•�2016年大韓民國�韓國國
際美容藝術大晚宴髮型��
金獎

•�第三十九屆亞洲髮型化
妝大賽少青組-時尚女士
宴會髮型設計�特優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技
藝競賽創意編書靜態作
品組�第一名

•�美容美睫造型暨國際認
證比賽國際編書靜態組��
亞軍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技
藝競賽新娘包頭現場組��
第三名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技
藝競賽創意編書靜態作
品��特優

•�美容美睫造型暨國際認

證比賽國際編書靜態組��
冠軍

•�美容美睫造型暨國際認
證比賽國際創意包頭��
冠軍

何思萱  傑出事績

•�106年大專優秀青年
•�105學年度�學生會�會長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特優獎

•�第八屆育達青年
•�104學年度�休閒運動管
理系�系學會�副會長

•�104年全校社團評鑑暨
觀摩活動��特優獎

•�103學年度�休閒運動管

理系�系學會�副會長
•�103年全校社團評鑑暨
觀摩活動��進步獎

•�103年全校社團評鑑暨
觀摩活動��優等獎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頒獎名單

▲▲徵才博覽會熱鬧滾滾，也
吸引不少大二、大三生前
來媒合。

▲▲具有豐富閱歷的哲青老
師，魅力無法擋。

▲▲進修部社工系的劉瑋旂同
學國標舞表演令人讚賞。

▲▲吳繡焮同學（中）於今
年4月接受王育文董事
長（左）及陳建勝校長
（右）頒發育才達人百萬
拔尖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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