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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校105學年度「育見未來，達
人啟航」畢業典禮於6月23日舉行，今年有
1276名畢業生踏出校園，各班代表上台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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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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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見未
來，達人啟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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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獎、議長獎、書卷獎及各類傑出
表現獎，今年還新增加了「終身學習獎」、
「飲水思源獎」及「行政院僑委會學行成績優良
獎」等三個獎項，另應屆畢業生最高榮譽的「廣亞
卓越獎」邁入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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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應英系王建宇、應日系林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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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畢業典禮隆重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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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學年度畢業典禮 王育文董事長
緬懷創辦人、勉勵畢業生～在自己
的生命做第一

2 筆墨發孝思弈局見苦心
3 達人啟航
4 育見未來  達人啟航—2018畢業季

系列活動回顧

各位貴賓、董事會各位董事、本校
黃校長、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
位同學：
今天是106學年度畢業典禮，首

先感謝各位貴賓及家長蒞臨本校參
加盛會，一起分享畢業同學的喜
悅。在此我要向全體畢業同學道
賀，恭喜你們歷經學術的洗禮與技
能的訓練，順利完成學業，同時也
衷心祝福每位畢業同學錦繡前程，
展翅高飛，從今天起正式加入育達
教育體系30萬名校友的行列，一
起攜手迎向美好的未來。
回顧在校這段期間，在創辦人

「倫理」、「創新」、「品質」、
「績效」辦學理念的導引下，各位
同學見證了學校形象不斷提升、校
務不斷精進，軟硬體設施不斷求新
求變。這是全體育達師生努力的成
果，也是全體育達人的驕傲。在此
期間，相信各位同學也結識不少志
同道合的同窗好友與提攜後進的師
長，這種師生同學關係與人脈資
源，更是人生中最難得的際遇。希
望各位畢業同學能夠珍惜在育達的

這一段求學時光，這將是未來最
美好的回憶。
再過一個星期，適逢本校創辦

人王廣亞博士98歲冥誕紀念日。
創辦人一生力行的目標，就是
「做人倫師表，育天下英才」，
看到同學學業有成，即將進入社
會發揮所長，實現自我，這是他
從事教育工作最大的安慰，也是
我傳承育達教育事業，念茲在茲
的初衷。最近這段時間，我重新
翻閱創辦人生前著作，對於創辦
人所留下來的言教與身教，有更
深一層的認知與領悟。《在自己
的生命做第一》一書中，創辦人
期勉所有讀者做自己人生中的第
一名，因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
的才能，不必跟別人做比較，只
要能將這些天賦才能發揮出來就
是成功的人生，就能成就自己，
照亮他人，做自己生命中的第一
名。在各位同學即將踏出校園，
展開人生下一階段旅程的此時此
刻，我想藉由重讀這本書的心得
與領悟，整理出幾點想法與所有
畢業同學共勉：

第一、找出自己的天賦

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將才能
用在自己有興趣的地方，一定會
成功。我相信任何人都有不同的
特點與長處，要先接納自己、喜
歡自己，看重自己，正視自己的
特點與長處，天賦就能得到自由
伸展與發揮。是馬，就認真跑，
是鳥，就努力飛，如果反其道而

行，結果自然適得其反。
不管求學之路，或發展

事業之途，一定要適情適性，才能
充滿熱忱，進而遊刃有餘，如果勉
強削足削履，只會傷痕處處，痛徹
心扉，最後必然徒勞無功。

第二、給自己一個機會

現階段就業環境不佳、薪資倒
退、房價高漲，社會普遍瀰漫一股
讓人沮喪的氛圍。大家或許覺得機
會有限，前途堪憂。實情是，這個
世界到處充滿機會，只是我們眼界
不夠高闊，暫時還看不到機會。環
境是變動的，再差的環境，也有人
一枝獨秀；再好的環境，也有人一
敗塗地。環境不好，正可鼓舞我們
更加努力，而不是成為放棄努力的
藉口。更何況當別人看不到機會
時，我們的機會反而更大，凡事認
真努力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

第三、活出自己的價值

人生是一條曲折的路，在未來
要想有所作為，讓自己的人生充滿
意義，首先必須先立定志向，朝著
目標堅定奮鬥，努力不懈。但這還
不夠，大凡備受尊敬的企業家與領
袖都還要有幫助別人成功的胸懷，
我們要以濟弱扶傾的慈悲，傳遞幸
福；我們要讓自己有能力幫助別
人，成就別人，營造幸福氛圍；幫
助的人愈多，快樂就愈多。各位同
學或許無法預知會以何種方式貢獻
別人，或者有多大的貢獻，但只要
不畫地自限，敞開胸懷，你的貢獻
就會無限大。

第四、為自己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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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學到的知
識與技能，對未來的工作相當重
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學校沒有教
到的事情，都可在工作中學習到。
在此要強調的是，學校沒有教的，
可以在工作中獲得，進而完備自己
的能力，因此，工作環境也是一所
大學，有待我們在其中開拓，在其
中學習。

第五、自己定義第一名

人生的價值並不在於樣樣得第
一，比別人強真的了不起嗎？強中
自有更強者，一味和別人做比較，
不知伊於胡底。天下之大，千變萬
化，成功的定義，不會只有一款，
我們不應該只追求別人眼中的第
一。人生要踏實，不應追求虛幻的
第一，而應樂於和自己競爭，做自
己的第一。凡事只要用心，並能堅
持到底，絕不輕言放棄，未來的人
生即使沒有大成也有小成，即使最

後連小成也沒有，起碼內心不會有
任何遺憾，可以坦然面對自己的人
生。永遠做自己的第一名，未來就
永遠充滿希望。
畢業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

另一個階段的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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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斷的嘗試中累積經驗，
從不斷的努力中獲得成果，從不斷
的學習中精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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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家長與同學們大家好，今天
是一個感恩的日子，首先，特別邀請與感謝
各位高中職母校代表參加今天各位的畢業典
禮。二是感謝創辦人與董事會提供這麼好的
學習環境，三是要謝謝你們的導師，交換彼
此生命，一路陪你四年，最後，再一次感謝
你的父母。讓你完成大學學歷。
各位同學在育達科大，3年多的日子已經

過去了，從現在開始各位即將離開育達越
來越遠，但我相信你我的心卻是越來越近。雖然，校長剛來不到一
年。但正如作家：張愛玲曾說：「遇見你，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
一步」。未來我們也一定會在地球某一角落，再次見面。別忘了說
聲校長好久不見。
過去育達校訓教導給你「勤儉樸實、自力更生」，但是同學不能

以此滿足，因為機器人不怕累。AI人工智慧，算的比你快。育達所
教給你的三件事：「生活有品味-通識教育」、「工作有創新-專業課
程」、「溝通用對方的語言-多元語文」。儘管政府政策從服務業逐
漸位移到製造業，身為育達科大定位為應用服務型專業大學並不害
怕。因為，最終人類也必將從「製造業」到「服務業」，也就是從
「標準化」到「個性化」。因為，畢竟「人還是人，不是機器」，
而是育達人不僅是「匠人」，更是「達人」。
剩下最後幾十分鐘，當你最後這一次走出造橋，離開苗栗，你

要對自己的未來完全負責。你現在或許還在懷疑你的能力，但從今
天開始，校長請你收拾你的羊性，發揮你的狼性，就像我們的吉祥
物，小綿羊-咩達，頭上的小綠芽代表著「智慧＆知識」，充滿智
慧。脖子上的星星代表著「未來的新星」，舞台有多大，機會
就有多大，世界就是你的舞台。
未來你人生最重要的關鍵字是「育達」，最後，我們

育達人終將成為「達人」的代名詞。祝同學「榮耀滿
心；鵬程萬里」，各位嘉賓與家長心想事成，感謝。

校長的期勉

▲▲黃榮鵬校長勉勵畢
業生。

▲▲王育文董事長對畢業生訓勉。

▲▲緬懷王創辦人廣亞博士。

項次 活動時間 活動程序

1 12:50-13:20 畢業生入場暨播放祝福影片

2 13:20-13:30 師長入場

3 13:30-13:34 典禮開始（開場表演）

4 13:34-13:37 貴賓介紹

5 13:37-13:50 長官暨貴賓致詞

6 13:50-14:10
頒獎：�廣亞卓越獎、縣長獎、議長獎、�

終身學習獎、書卷獎、傑出表現獎�
飲水思源獎、僑務委員會獎

7 14:10-14:20 YDU時尚練習生表演

8 14:20-14:50 宣讀畢業生推薦書暨頒發畢業證書、撥穗

9 14:50-15:05 畢業生致謝詞

10 15:05-15:10 畢業祝福-校歌及畢業歌

禮成（鳴炮及拋帽）

11 15:10-15:30 畢業演唱會

12 15:30-16:00 畢業叮嚀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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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開春以來，育達科技大學洋
溢著文化藝術的氣息、蛻變出嶄新的面
貌。為了緬懷已故創辦人王廣亞博士，
傳繼他弘揚文藝的精神，王育文董事長
指示成立「廣秀書弈學苑」，特別選在
教孝月清明前夕，舉行學苑揭牌儀式，

以表達思念與感恩之情。王董事長表
示，創辦人一生奉獻教育文化事業，成
就學子，造福後世，遺留的恩澤廣大深
厚，實在難以回報。身為人子所能做
的，就是繼承他未竟的志業，並且發
揚光大。眾所皆知，創辦人畢生熱愛書

法，臨池不輟，自成一家面貌；雖不擅
弈棋，卻深通弈理，將之運用於生活事
業，往往能做出最好的選擇，進而邁向
成功坦途，這就是廣秀書弈學苑推廣書
法和圍棋兩門藝術的主要原因。

──緬懷創辦人王廣亞博士，本校舉辦全國書法及圍棋比賽

2018廣亞盃全國中小學書法比賽
提倡校園學習書法風氣

「廣秀書弈學苑」成立揭牌 
緬懷王創辦人、提升校園人文

2018廣秀盃全國圍棋賽 各路棋手以棋會友
6月10日假學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辦「2018廣秀

盃全國圍棋公開賽」。許多家長特地陪同孩子一起
出賽，給予孩子們最大的精神鼓勵，為沈寂多時的

苗栗棋界注入新活力，帶動學習風氣，培育更多優
秀的圍棋人才。

「廣秀書弈學苑」於3月30日揭牌成
立，學苑揭牌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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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墨發孝思．弈局見苦心筆墨發孝思．弈局見苦心

5月20日「廣秀書弈學苑」舉辦「2018
廣亞盃全國中小學書法比賽」，參賽選手
人將近2百人，齊聚校園振筆揮毫，充分將

語言文字與書法藝術結合，藉由彼此切磋
觀摩，提升書藝，開展學習風氣。

▲▲王育文董事長於廣秀盃圍棋公開賽中關心小選手
比賽情形。

▲▲比賽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現場座無虛席。▲▲王育文董事長(右)與廣秀書弈學苑姜明翰執行長擊鼓敲鑼為比賽揭開序
幕。

▲▲成立大會後與會來賓大合照。

▲ ▲來賓參觀學苑設備讚
賞有佳。

▲▲由(由左至右)中華民國
圍棋協會秦世敏秘書
長、育達科大黃榮鵬校
長、中華學苑太極武藝
學會郭義雄榮譽理事
長、新興高中▲魏照金
董事長、育達科大王育
文董事長及造橋鄉黃純
德鄉長。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右)與評審老師一起巡
視廣亞盃書法比賽現況。

▲▲王董事長聽取評審老師講解得獎者作品。

▲▲ 2018廣亞盃全國中小學學生書法比賽獲獎同學與家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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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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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畢業典禮頒獎名單

飲水思源獎
畢業高中職 系 別 姓名

君毅高中
餐旅經營系 林俐含
餐旅經營系 陳家綺
休閒運動管理系 張雅鈞

中興商工
休閒事業管理系 葉家妤
餐旅經營系 曾至頡
資訊管理系 蕭玉玲

育達高中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林正鈺
時尚造形設計系 徐儷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怡文

育達家商
資訊管理系 鄭翔璉
幼兒保育系 林佳心
幼兒保育系 鄭念明

龍德家商
餐旅經營系 陳萱榕
餐旅經營系 林倚萱
幼兒保育系 呂冠慧

光復高中
應用日語系 謝宜臻
時尚造形設計系 呂安婕
休閒運動管理系 劉家宏

飲水思源獎
畢業高中職 系 別 姓名

大成高中
資訊管理系 林佳儀
休閒運動管理系 鍾佳璇
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佳方

建臺高中
資訊管理系 蔣仲緯
資訊管理系 柳宏坪
資訊管理系 傅文遠

苗栗農工
資訊管理系 張吰語
休閒事業管理系 蔣佳晏
餐旅經營系 黃淨雯

育民工家
餐旅經營系 傅怡惠
休閒事業管理系 江美燁
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佳蓉

致用高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歐怡彣

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之容
休閒運動管理系 黃彥閣

大湖農工
休閒運動管理系 江澔煒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岳均
餐旅經營系 楊偉毅

【本報訊】活到老、學到老！今年63
歲的李秋蘭已經是三個孫子的阿嬤，三
年前因為看到同樣一位從育達畢業銀髮
同學的勵志文，她拾起書本、進入育達
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夜間部就
讀，成為班上的「阿嬤同學」。三年來
她風雨無阻，時時珍惜學習的機會，考
取了照服員及保母兩張證照，畢業前夕
也向銀髮鄉親喊話，「要勇敢的踏出
去、就會有收穫!」
即將於育達社工系畢業的李秋蘭，自

小就很喜歡讀書，但是礙於現實生活限
制，國中到高中都是讀夜校，十多年前
退休後幫忙子女照顧孫子，一直到3年前
才重拾書本，再次享受學習的樂趣。
原本是就讀育達科大四技夜間部的李

秋蘭，在讀完一學年後，因為小孫
子的突然報到，讓她差一點就中斷
學業；李秋蘭說，當時因為要照顧
剛出生的孫子，無法兼顧學業，好
在有班導師黃寶中助理教授的鼓勵
與協助，讓我轉至進修部二技繼續
就讀，運用週休二日的時間上課，
平日也可以專心帶孫子，如今即

將完成學業，同時也考取照服員及保母
兩張證照，非常感謝系上師長的一路相
伴，讓我有嶄新的退休規劃。
黃寶中助理教授表示，終生學習就是

要活到老學到老，年長的同學在學習的
過程中除了可強化腦力外，連帶的身體
與精神上都能獲得寄託與慰藉，再加上
社工系所學的各項實務課程與輔導考照
制度，除了可以讓長者享受大學資源，
拓展人際關係外，對於日後二度就業規
劃也有很大的幫助。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也很肯定李秋蘭

的終生學習精神，他表示，育達科大本
著服務在地鄉親，提供最好的設備、最
優的師資以及最完善的技能培訓制度，
讓不論男女老幼，相信都能夠在育達培

養一技之長，
育達科大歡迎
您。

【本報訊】為迎接畢業季到來，畢
聯會、學生會及學校各處室，各系
所辦理了一系列相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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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演講等，
讓我們來回顧一些精彩活動吧！

「職場薪SHOW  育達領航」企業
校園徵才博覽會

2018苗栗區企業校園徵才博覽
會「職場薪SHOW� �育達領航」於
5月8日(星期二)上午10點至下午2
點假育達科技大學生活動中心熱烈
登場，本次活動與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桃竹苗分署及苗栗縣政府共同
合辦，擴大活動徵才效益，總計有
67家廠商，跨10種產業類別，提
供近4000餘個工作機會，共吸引2
千多位社會新鮮人及苗栗區民眾前
往面試，場面相當熱烈。

進修部邀請陳秉立談「我的飛翔人
生」！

進修部學生會5月14日邀請到金
鐘獎最佳主持人－「浩角翔起」
的阿翔-陳秉立，以「我的飛翔人
生」與大家分享他由燈光師蛻變成
《食尚》一哥的過程，全校師生都
被阿翔的魅力吸引，現場座無虛
席，整場聽眾在阿翔幽默風趣帶領

下度過輕鬆愉快的仲夏夜晚。

進修部「106學年星月交輝　夢想
起飛畢業餐會」

「傷離別～離別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再見不會太遙遠」離別歌
聲響起，又到了該說再見的時刻，
進修部學生會特別為進修部畢業學
長姐們所舉辦之「106學年星月交
輝　夢想起飛畢業餐會」於五月廿
一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登場，吸引超
過兩百多名進修部畢業班學長姐踴
躍參與，場面十分熱絡。

幼保系「假如我是…」畢業公演

幼兒保育系於4月25及5月12日
分別於校內禮堂及頭份市中山堂演
出兩場兒童劇畢業公演，由103級
畢業生們所組成的「向日葵故事
劇團」，以「假如我
是…」為主題，推出
兩齣故事：「小老鼠
大冒險」與「我的生
日禮物」，展現多元

能力與展演活力，並透過這次的戲
劇演出精進自己的專業知能、建立
自信，吸引現場來自竹南頭份各地
的大、小朋友們來，將會場擠得水
洩不通，隨著劇情進入不可思議的
冒險。

多遊系「青媒竹馬」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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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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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系「致青春」畢業成果展

時尚系「致青春」師生聯展於
廣亞藝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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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不同媒材元素，產生流行
與時尚議題。同學們也卯足全力，
交錯運用多媒材如服裝、金工、飾
品、陶藝、攝影等，引領參觀者進
入時尚新趨勢和復古情境。

廣亞卓越獎
系 別 姓名

應用英語系 王健宇

應用日語系 林逸𤧟

縣長獎
系 別 姓名

資訊管理系 張吰語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歐怡彣

應用英語系 王健宇

應用日語系 林逸𤧟

幼兒保育系 沈怡秀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葉昀宣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曾柏崴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俐君

時尚造形設計系 呂安婕

休閒運動管理系 廖銘傳

餐旅經營系 黃思賢

議長獎
系 別 姓名

資訊管理所 劉正傑

應用英語系 周育靖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林正鈺

行政院僑委會學行成績優良獎
系 別 姓名

應用日語系 劉晞雯

應用日語系 趙泳茵

日間部書卷獎
系 別 姓名

資訊管理系 游珮均

資訊管理系 鄭翔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歐怡彣

應用英語系 王健宇

應用日語系 曹雅筑

應用日語系 陳怡玲

幼兒保育系 董雅琪

幼兒保育系 沈怡秀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游佳潔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林正鈺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吳璟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俐君

休閒事業管理系 葉家妤

休閒事業管理系 劉倍甄

時尚造形設計系 李紹瑜

時尚造形設計系 呂安婕

休閒運動管理系 吳怡瑩

休閒運動管理系 劉家宏

餐旅經營系 黃思賢

餐旅經營系 黃信閎

餐旅經營系 葉怡君

餐旅經營系 黃思嘉

進修部書卷獎
系 別 姓名

資訊管理系 廖文禓

資訊管理系 林琬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鄭學承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穎婕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文凌

應用日語系 辜震宇

幼兒保育系 盧信宏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吳徠圓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葉承澔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吳憶玲

休閒事業管理系 徐志琴

休閒事業管理系 郭于靖

休閒事業管理系 巫淑敏

休閒事業管理系 黃珮鈞

時尚造形設計系 邱莉晴

餐旅經營系 張皓然

終身學習獎
系 別 姓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麗紋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慧琦

休閒事業管理系 劉燕梅

傑出表現獎
系 別 傑出表現獎 姓名

休閒運動管理系 體育類 林怡汝
休閒運動管理系 體育類 伍勤哲
休閒運動管理系 體育類 林庠宇
應用英語系 服務類 王湘妮
應用日語系 服務類 許築媛
應用日語系 服務類 林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證照類 陳博聖
應用英語系 證照類 王健宇

傑出表現獎
系 別 傑出表現獎 姓名

應用英語系 證照類 周育靖
應用日語系 證照類 藍昱璟
時尚造形設計系 證照類 李紹瑜
時尚造形設計系 證照類 林采妮
時尚造形設計系 證照類 盧力瑄
時尚造形設計系 證照類 陳詩涵
時尚造形設計系 證照類 楊丸瑩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特殊表現類 陳翠玲

10
7年
度傑出校友

【本報訊】107年度
遴選傑出校友為休閒事業

管理研究所畢業校友江德利先
生，表現優異足以為學生模
範，目前現職為泰安觀止董事
長，出生於1959年台北縣雙
溪鄉的農礦工家庭，因經濟關
係基隆中學畢業後入伍，在金
門服役14個月，隨部隊調回
苗栗大坪頂，因此人生就此改
變。

江董事長自1984年經歷直
線攀升，擔任吉元電器
與另轉型吉元有線電
視公司負責人、有線
電視系統全國聯合會主

委、成立大苗栗新聞中心與
議會現場轉播、苗栗縣大閘
蟹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苗
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社
長、苗栗縣觀光協會理事長
等重要職務。
江董事長於2017年曾接受

1111人力銀行專訪時提及10
項企業經營心得，他表示，
踏實做好功課再下手、尊重
大自然創造獨特性、極簡風
格深得人心、質樸及環保最
時尚、小細節創造大感動、

體驗慢食慢活好情趣、好飯店
對地方經濟有貢獻、客觀擷取
飯店所在地特色、明確定位是
塑造品牌的基礎、注入人文內
涵吸引目標族群、讓客人快樂
是事業成功王道。
江德利同時分享他的經營

哲學，他指出，旅遊業的任務
就是要讓人們快樂，因此要不
斷要求自己、調整自己來迎合
旅客的喜好，以爭取最好的商
機，有時自己沒想到的，也可
以靠別人提醒重視客戶的回
應。藉此提供即將畢業踏入職
場的學弟妹們，以踏實方式認
真做好每個任務逐步穩健基
礎，建立成功之道。

江德利 表現優異足為典範

享受學習  63歲李秋蘭獲雙證照

2018畢業季系列活動回顧

▲ ▲社工系沈湘縈
主任(左)與黃
寶中助理教授
(右)和李秋蘭
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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