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方表示，因應少子化，今年改變招生策略，著重與高中職科系直接對接，預估註冊率較去年樂觀，可望達 6 成

以上。（編輯：梁君棣）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7782.aspx#.W3o4Gc4zYoA 

育達科大響應政府政策 7 月起調薪 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61828  

 

少子化衝擊 育達科大加薪 3%激勵教職員 

2018-07-19 17:12 中央社 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19 日電 

 

少子化衝擊私立大學招生，育達科技大學響應政府軍公教加薪政策，7 月起調升教職員薪資 3%，且追溯自 1 月

起計算補發，盼激勵員工，共同提升教學品質。 

 

育達科大今天宣布，響應政府政策，董事會已通過校內教職員加薪案，將比照軍公教全面加薪 3%，追溯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於 7 月實施並補發，約有 300 名教師及行政人員受益。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此次加薪案以教師而言，除本俸調薪 3%外，學術研究費也全面比照公立學校標準，

換算加薪幅度達 3%至 17%。 

 

他說，在少子化衝擊下，私立大學辦學不易，學校因應此次加薪，每年增加逾新台幣千萬元支出，希望藉此激勵

教職員用心努力於教學及校務，同時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 

 

不願具名的學校職員指出，台灣生育率不見起色，私校經營愈加險峻，相對於許多學校面臨招生不足、裁減人

力，校方還能逆勢加薪，感覺非常開心。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表示，學校財務狀況健全且零負債，校務基金充裕，專注於辦學，讓學校發展穩健，希望

照顧好教職員工生活、教好每位學生，永續經營，扮演好苗栗唯一科技大學指標性學府角色。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61828


育達科大響應政府政策 7 月起調

薪 3%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718 

16:04:46)育達科技大學今年 7 月

起，響應政府軍公教加薪 3%政

策，全面調升教職員薪資 3%，

300 餘位教職員將受益，這項加薪

案將比照政府軍公教加薪，追溯自

今年元月一日起，並經董事會通

過，於 7 月實施並補發，以激勵

教職同仁，留住優秀人才，照顧好

每位育達的學生。 

 

台灣地區生育率近年來位居全世界

排名末端，少子女化之衝擊，大學

辦學越來越不易，育達科技大學為

配合政府政策及留住優秀人才，每

年增加千萬元的財政支出，也要響

應政府軍公教加薪 3%政策，今年

全面調升教職員薪資，初步將統計

將造福 200 個家庭，約 300 位教

師與行政人員受益。以教師而言，

 

育達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育達科大物聯學程的機器人應用實驗室 
 

 

育達科大社工系同學「全副武裝」體驗長輩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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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薪之基準，除了本俸調薪至少 3%以外，連學術研究費也全面比照公立學校標準，

調薪幅度高達 3%~17%。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說：近幾年景氣不好，加上少子化衝擊，大學辦學不易，學校為

鼓勵教職員工的用心及努力，秉持「共好共享」的理念，特地為教職員工加薪，調幅

在 3%以上，希望能留住優秀的教職員工，並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育達，教好學

校每位學生，以做為苗栗唯一科技大學指標性學府，善盡大學責任，提供地方最好的

服務及永續經營。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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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這次加薪不只是響應政府加薪政策，要延續本校創辦人王廣亞博

士照顧教職員工的善念與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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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15000280-260207 

泰安觀止江德利 獲選育達傑出校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15000280-260207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江德利董事長，獲選為育達科技大學 107 年度傑出校友，出席育達科技大學畢業

典禮，受到畢業生熱烈歡呼。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8 年 07 月 15 日 04:10 工商時報  

文／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 107 年度遴選傑出校友，由畢業於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校友江德利先生獲選，江德利校友現職為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董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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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德利校友的優異表現，足以為育達科技大學學

生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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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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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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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67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07-15/656/a12a00_p_07_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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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德利校友也分享他的經營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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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時報)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268803 

91 歲婦練體適能 腳不麻不抽筋 

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A-A+ 

2018-07-23 23:27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苗栗報導 

 

苗栗造橋龍昇社區高齡者體適能運動班昨天成果展，91 歲老婦人張鍾左妹（右一）開心分享。 記者范榮達／攝

影 

苗栗縣政府重視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前年推出「樂齡．有肌」專題，60 多個社區開辦高齡者體適能運動班，昨

天造橋鄉龍昇社區舉行成果展，91 歲老婦人張鍾左妹參加體適能運動班，她相當開心，覺得下肢比較有力，動

作也更靈活。 

 

苗栗縣政府結合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在造橋鄉龍昇社區辦理高齡者體適能運動班，今年 5 月起進行 16

次的運動指導，42 名學員平均 70.9 歲，結果上肢耐力項目，從前測平均 22 公斤，增加到後測 24 公斤；上肢柔

軟度項目從-15 公分，到後測-10 公分，動態平衡、敏捷力平均 7.4 秒，縮短到 7.1 秒，都有明顯的進步。 

 

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主任陳淑貞表示，許多老人把勞動當運動，其實並不相同，體適能運動班量身打造，提

升肌耐力及敏捷力，可以避免跌倒等傷害，也希望 42 名學員成為在地種子，影響周邊親友，讓社區更健康快

樂。 

 

昨天成果展苗栗縣縣長徐耀昌太太蔡麗卿、造橋鄉長黃純德、代表會主席陳裕福、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等人與學

員一起做體適能，互動熱絡，張鍾左妹分享經驗，她做手工、散步、種菜，但為參加社區體適能，她會放下工

作，運動以後腳比較不會麻、不會抽筋。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268803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259925 

世足賽落幕 機器人足球賽登場 

2018-07-18 19:15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即時報導 

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苗栗縣校際杯選拔賽今天在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舉行，縣內從國中小到

高中、大專共 72 隊參賽，在場上展現機器人操控、組裝及撰寫程式的功力，競爭激烈；其

中機器人足球賽項目不乏「射門」的精彩時刻，讓場邊觀眾看得過癮。  

育達科大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系主任張毓騰指出，這次苗栗縣的選拔賽由育達

科大及君毅高中共同主辦，各校參賽情況熱絡，許多隊伍都有家長、老師陪同，顯示機器人

愈來愈受教育界和產業界的重視。  

比賽項目分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競賽組，還有足球賽、三對三機器人鬥牛賽。  

各組比賽都針對食物問題來安排比賽方式，例如國小組的競賽主題要減少食物浪費，參賽

者接受的挑戰是要建造一個可幫農場分類水果等級、外觀好壞的機器人，減少食物浪費；高

中組要建造可運送不同食物到正確目的地的機器人，並提供不同的溫度控制需求。  

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苗栗縣校際杯選拔賽今天在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舉行。記

者胡蓬生／攝影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259925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4NT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6%B3%E7%90%8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9%A9%E8%81%AF%E7%B6%B2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7/18/realtime/5014710.jpg&x=0&y=0&sw=0&sh=0&exp=3600


全國創意機器人大賽苗栗縣校際杯選拔賽今天在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舉行。記

者胡蓬生／攝影 

 

 

 

育達科大今年招到 38 名越南籍生、33 印尼籍穆斯林學生，在校內新增無豬料理廚房，並於男女宿舍規畫朝拜

室，貼心備妥禮拜毯、麥加指標。佛光大學南向辦公室主任陳尚懋表示，國際生來校攻讀學位，仍以馬來西亞學

生居多，但近年來短期交流的印尼生也不少，未來不排除設置專屬朝拜室，學校近期也與大陸甘肅完成交流，當

地不少回教徒學生也表達有意願來台。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0/3243463 

迎新南向生 大學打造文化廚房 

2018-07-09 23:57 聯合報 記者吳佩旻／台北報導 

陸生人數減少，不少大學轉往招收新南向國家學生，因文化風俗不同，設備、軟硬體也隨之調整。苗栗縣育達科

大今年打造無豬料理廚房，並在男女宿舍規畫朝拜室，讓來自東南亞的學生，更快融入台灣生活。暨大近年也開

設文化廚房，讓來自新南向國家學生生自行布置，並提供鍋具烹煮東南亞料理，營造「回家」的感覺。 

台灣首個設立東南亞學系的暨南大學，因應東南亞外籍生在台飲食需求，設置文化廚房，提供一處專屬空間，以

及瓦斯爐、廚具等設備，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生能齊聚一堂，共同秀廚藝、分享家鄉料理。 

此外，各校隨著穆斯林學生增加，紛紛在校內設置專屬烹調及祈禱室。擁有超過百名穆斯林學生的成功大學，在

勝利校區設置祈禱室，提供來自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學生使用。南開科技大學也考量來自新疆的維吾爾

族學生，因信仰伊斯蘭教不能吃豬肉等製品，備置專屬廚房；義守大學也在校內設置簡易廚房及用餐區，提供伊

斯蘭學生使用。 

台師大林口校區僑生先修部有來自 20 多國、近千名僑生，考量印尼籍僑生信奉伊斯蘭教，穆斯林每天要面對麥加

方向祈禱，緬甸籍學生則以佛教為主，同時備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宗教室，學生可

依照各自信仰到專屬的禮拜堂、祈禱室或佛堂進行宗教儀式。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7/18/realtime/5014711.jpg&x=0&y=0&sw=0&sh=0&exp=3600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0/3243463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痛批，亞太資遣教師的動作明顯違法，教育部應不予核准，即使亞太要資遣教師，依

法也須做安置，然而亞太校方卻只「轉發一日內截止的招聘消息」假裝安置教師，實際上沒有任何教師因此找到

新工作，根本是假安置。黃惠芝也批評，教育部和校方資遣原教師後，打算聘任兼任教師來教學，但這對留校學

生並不公平。 

 

 

 

https://tw.news.yahoo.com/ 

苗栗長者肌力運動暨健康飲食成果展 

 

【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 

2018 年 7 月 24 日 上午 12:00 

苗栗縣政府結合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昨（二十三）日在造橋鄉龍昇村活動中心舉辦「長者

肌力運動暨健康飲食成果展」，造橋鄉衛生所特別結合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龍昇村辦公

室、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推動此項活動；縣長夫人蔡麗卿由造橋鄉長黃純德、代表會主席陳裕福、育

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衛生局秘書莊素玲等陪同出席活動，與長輩們一起做運動、找健康。 

苗栗縣長徐耀昌夫人蔡麗卿表示，根據哈佛大學研究指出：「運動一小時，延壽一小時」，如果能

保持一定的運動量，可以減緩約 50%的老化速度，可見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一群人運動」已被

證實可以明顯改善老人的憂鬱症狀，不但有利於排解負面情緒，更可以增加老人的社交能力。老年

人一起運動，不僅能增加人際互動、建立社交網絡，同儕之間的激勵效果，也有助於提升學習意

願。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秘書莊素玲指出，從今年的五月開始到七月初，總共進行十六次的運動指導，這

項成果共有四十二位長者參加，平均年齡是七十點九歲，最長的年長者年紀大到九十一歲，藉由體

適能檢測及肌力運動課程，增加長者運動後的肌力，以提升社區中更多的長者對自我體適能的認知

與重視。 

https://tw.news.yahoo.com/%E6%95%99%E9%83%A8%E6%9C%AA%E4%BA%88%E5%81%9C%E8%BE%A6-

%E4%BA%9E%E5%A4%AA%E6%8C%81%E7%BA%8C%E6%B8%85%E7%A9%BA%E5%B8%AB%E7%94%9F-

%E8%BF%AB%E8%BD%89%E5%AD%B8-%E9%97%9C%E5%9C%96%E6%9B%B8%E9%A4%A8-

%E6%96%B7%E6%B0%B4%E9%9B%BB%E6%A8%A3%E6%A8%A3%E4%BE%86-092719116.html 

2018 年 7 月 31 日 下午 5:27 

教部未予停辦 亞太持續清空師生 迫轉學 關圖書館 斷水電樣樣來 

 

【苦勞網記者張智琦／台北報導】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七月初申請停辦，教育部允諾在還有學生的狀況下不會核准，

後續竟傳出校方持續逼迫師生離校，亞太教師今日（7/31）偕同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召開記者會，批評亞太校

方要求學生轉學至育達科技大學，目前亞太只剩下 82 位學生留校，多數教師也已遭強制資遣，工會呼籲教育部盡

速介入，制止亞太違法逼退師生的行徑。 

亞太教師黃惠芝表示，教育部日前承諾只要亞太有學生要原校畢業，就不會核准停辦，但卻持續和校方聯手「逼

退師生」。她指出，從六月初到七月初，教育部和校方積極要求學生轉學到鄰近的育達科大，目前已知有近三百位

學生轉學育達，僅剩 82 位堅持原校畢業，跟教育部「尊重學生原校畢業」的說法背道而馳。 

黃惠芝表示，在教職員方面，近期校方以各科系沒有學生為由，召開會議試圖資遣全校教師，但會議沒有經過三

級三審的資遣程序，也未達法定開會人數；她指出，即使亞太還未停辦，亞太師生已經被迫清空。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61.222.185.194/
https://tw.news.yahoo.com/%E6%95%99%E9%83%A8%E6%9C%AA%E4%BA%88%E5%81%9C%E8%BE%A6-%E4%BA%9E%E5%A4%AA%E6%8C%81%E7%BA%8C%E6%B8%85%E7%A9%BA%E5%B8%AB%E7%94%9F-%E8%BF%AB%E8%BD%89%E5%AD%B8-%E9%97%9C%E5%9C%96%E6%9B%B8%E9%A4%A8-%E6%96%B7%E6%B0%B4%E9%9B%BB%E6%A8%A3%E6%A8%A3%E4%BE%86-0927191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5%99%E9%83%A8%E6%9C%AA%E4%BA%88%E5%81%9C%E8%BE%A6-%E4%BA%9E%E5%A4%AA%E6%8C%81%E7%BA%8C%E6%B8%85%E7%A9%BA%E5%B8%AB%E7%94%9F-%E8%BF%AB%E8%BD%89%E5%AD%B8-%E9%97%9C%E5%9C%96%E6%9B%B8%E9%A4%A8-%E6%96%B7%E6%B0%B4%E9%9B%BB%E6%A8%A3%E6%A8%A3%E4%BE%86-0927191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5%99%E9%83%A8%E6%9C%AA%E4%BA%88%E5%81%9C%E8%BE%A6-%E4%BA%9E%E5%A4%AA%E6%8C%81%E7%BA%8C%E6%B8%85%E7%A9%BA%E5%B8%AB%E7%94%9F-%E8%BF%AB%E8%BD%89%E5%AD%B8-%E9%97%9C%E5%9C%96%E6%9B%B8%E9%A4%A8-%E6%96%B7%E6%B0%B4%E9%9B%BB%E6%A8%A3%E6%A8%A3%E4%BE%86-09271911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5%99%E9%83%A8%E6%9C%AA%E4%BA%88%E5%81%9C%E8%BE%A6-%E4%BA%9E%E5%A4%AA%E6%8C%81%E7%BA%8C%E6%B8%85%E7%A9%BA%E5%B8%AB%E7%94%9F-%E8%BF%AB%E8%BD%89%E5%AD%B8-%E9%97%9C%E5%9C%96%E6%9B%B8%E9%A4%A8-%E6%96%B7%E6%B0%B4%E9%9B%BB%E6%A8%A3%E6%A8%A3%E4%BE%86-092719116.html


體適能檢測項目包括身體質量指數、臀腰圍、柔軟度、肌肉適能、心肺耐力、平衡能力等項目。其

前後測分別有上肢肌力、上肢柔軟度、動態平衡、敏捷力等項目有明顯的進步，証明經由社區集體

運動的介入，確實有助於長者健康。 

另外，現場還配合了健康飲食的項目提供了一些健康飲食的認知 DIY 活動，讓阿公阿嬤們更深入了

解如何吃的健康、活得健康。配合國民健康署推動「活躍老化」系列活動，希望長者能「病得少、

老得慢、活得好」。希望藉由本計畫的成果，能更多的社區長者走出家裏，到社區一起來運動，一

起活得健康，攜手營造苗栗縣高齡友善環境、預防及延緩失能失智，健康在地老化！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496614 

出生率低怪她？！造橋鄉長瞎扯蔡總統沒生... 

 

2018-07-23 13:09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步入高齡化社會，苗栗縣全縣銀髮族達 8 萬 5 千人，佔人口總數的 16%，

為推動阿公、阿嬤健康樂活觀念，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及造橋鄉衛生所與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

合作，由師生進入社區帶動長輩運動，今早舉辦成果展。國民黨籍造橋鄉長黃純德鼓勵長輩多走多動

之餘，話鋒一轉也公開對少子化的憂心，直言政府不斷鼓勵民間生育，還扯出：「但蔡總統自己不婚

不生，怎麼有說服力。」 

  

造橋鄉長黃純德對少子化及高齡社會表達憂心。（記者鄭名翔攝）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496614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496614/print


  

造橋鄉長黃純德、苗縣長徐耀昌太太蔡麗卿今早也跟著長輩們活動筋骨。（記者鄭名翔攝） 

苗栗縣造橋鄉全鄉人口 1 萬 2 千多人，65 歲以上高齡人口逾 2 千多人，近年出生率更持續下探，幾

乎低於死亡率，因此照顧鄉內高齡長輩成為公所首重課題。造橋鄉公所及衛生所與鄉內的最高學府育

達科技大學合作，從今年 5 月至今由休管系師生到社區內，帶領著長輩進行正確運動觀念。 

42 名阿公、阿嬤跟著小老師們活動筋骨，藉由體適能檢測及肌力運動課程，增加肌力延緩老化，今早

在龍昇活動中心舉辦成果展，未來還將帶著這套運動舞蹈參加全國比賽。 

造橋鄉長黃純德、苗縣長徐耀昌太太蔡麗卿今早也跟著長輩們活動筋骨，而本身育有 2 子 1 女 3 孫的

黃純德也透露對全國出生率低表達憂心，他直言少子化已成為國家重要問題，政府雖祭出多項政策鼓

勵生育但效果不彰，黃純德說，「但蔡總統自己不婚不生，怎麼有說服力。」 

 

 

 



「有條件通過」30 校如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原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蘭

陽技術學院、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南亞技術

學院、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大華科技大學、大漢技術學院、中州

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文藻外語大學。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467315 

苗栗之星蛋糕烘焙競賽  慕思蛋糕「桐心」奪金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2018-07-24 19:08 

100 人氣 

 

苗栗之星蛋糕烘焙競賽，創褀商行「桐心」奪金。（圖／苗栗縣政府提供）  

浪漫台 3 線苗栗之星蛋糕烘焙競賽成績出爐，來自新竹創祺商行的唐櫻萍、邱歆茹

母女以「桐心」作品奪得冠軍，她們以銅鑼九華山天空步道浪漫桐花美景發想，運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91851  

通過技專院校實習課程評量 僑光科大有撇步  

 2018-07-18 13:33 

〔記者張瑞楨／台中報導〕教育部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今年首次辦理技專校院「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

量」，評量結果本月公布，共有 40 所公私立技專院校接受教育部績效評量，其中，共有僑光科技大學等 8 校通

過，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 30 校「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則有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與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共 2 所。 

僑光科大陳伯濤董事長表示，該校通過評量之因，是僑光科大推動與校外實習廠商合作的「客製化就業導向課程

模組」，將實習當成就業的跳板，除可縮短學用落差，亦可為企業發掘人才，共創產學雙贏，目前，僑光科大透

過強化實習前、實習中、實習後三階段各項實習機制，提高校外實習課程品質及保障實習學生勞動權益，107 學

年度日間部大四有近 70％學生參加全學年校外實習課程，實習計畫合約均比照勞基法規範，獲得業界與教育部

肯定。 

依教育部公布結果，通過學校 8 所如下：僑光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東南科

技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467315
http://www.storm.mg/authors/106074/%E5%9C%B0%E6%96%B9%E4%B8%AD%E5%BF%83%E7%B6%9C%E5%90%88%E5%A0%B1%E5%B0%8E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91851


用桔醬、梅酒結合優格製成慕思蛋糕，創造作出專屬苗栗的酸甜愛情滋味，讓評審

為之驚豔。 

苗栗之星蛋糕烘焙競賽 冠軍獲 1 萬 2 千元 

為創意行銷苗栗之美，以及透過甜點製作為苗栗開發特色伴手禮，與聯合大學、大湖後生添手團共同策畫舉辦辦苗

栗之星蛋糕烘焙競賽，12 組入圍總決賽隊伍，今天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烘焙教室進行創意與手藝 PK，現場香味四

溢。  

主辦單位聘請去年榮獲韓國國際餐飲大賽金牌獎陳心紜及苗栗縣糕餅公會、育達科

大餐旅系 5 名專業評審，根據蛋糕口感與技巧、商品化、創意與主題、在地食材運

用、衛生安全等項目進行評分。  

比賽結果由唐櫻萍、邱歆茹母女組成的浪漫桐花隊以「桐心」作品奪金，亞軍得主

為法朋烘焙甜點雙魚座隊的「桐話」，季軍為苗栗市週二藝術隊的「劍潭」，佳作

得主分別是世界高中歐歐歐隊的「假日之森」、泰安湯悅溫泉飯店「我的故鄉 -烏嘎

彥」。 

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指出，這項活動是苗栗縣後生添手團「果香品吟浪漫大湖趣」計畫項下的一項子計畫，以浪漫

台三線為意象，由比賽導向商品開發，希望為苗栗打造專屬伴手禮，也為返鄉年輕人找到新舞台，共創苗栗新未

來。  

鄧桂菊、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院長晁瑞明等人並頒獎表揚優勝者，肯定參與蛋糕

製作的團隊技藝超群，其中冠軍得主頒給獎金 1 萬 2 千元，亞軍 8 千元、季軍 5 千

元、佳作 2 名各頒給獎金 3 千元。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7212.aspx#.W3pBc84zYoA 

2018 中區十校暑期聯合夏艷聯合服務隊授旗在中國醫藥大學舉行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7212.aspx#.W3pBc84zYoA


 

2018「中區十校暑期聯合夏艷聯合服務隊」授旗。 
 

 

唐烽堯學務長致贈感謝狀。 
 

 

唐烽堯處學務長授旗。 
 



2018 中區十校暑期聯合夏艷聯合

服務隊授旗在中國醫藥大學舉行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706 

11:52:51)2018「中區十校聯合夏

艷聯合服務隊」於 7 月 6 日上午

舉行授旗儀式；十所大學院校的

40 位志工同學，將分別前往臺中

市和平區白冷國小及東勢區中科國

小進行五天四夜暑期營隊服務，集

結中區 10 所大學的力量，送愛到

偏鄉，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

果，帶動更多團隊深入偏鄉服務。 

 

中部地區十校聯合夏艷聯合服務隊於民國 95 年成軍，起初成員只有中國醫藥大學、

逢甲及東海等三所大學，由於服務活動成效良好，陸續吸引其他學校加入，才有今天

十校聯合服務隊的規模，每年由夥伴學校輪流擔任主辦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學務處唐烽堯處長表示，十校聯合服務隊活動今年邁入第 13 年，感謝

這麼多年來每一位學生的熱忱，期待 10 校學生持續發揮專長，融入十校專長及特

色，貢獻社會，也期盼能夠影響更多大學投入偏鄉服務活動。 

 

2018「中區十校聯合夏艷聯合服務隊」由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學系王孟珣同學擔

 

唐烽堯學務長主持中區十校聯合服務隊授旗。 
 

 

暑期服務隊志工同學宣誓。 
 



任總召，今年配合白冷國小及中科國小的需求增加語文課程內容設計，也會結合各校

社團專長，設計出團康活動、科學實驗、衛教宣導、社區服務…等不同課程內容，期

盼帶給學童及社區民眾一個難忘的暑假生活，同時也會成為參與的十校學子們難得的

服務經驗。 

 

中區十校聯合服務隊成員有中國醫藥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弘光科

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及國立台

中科技大學。 

 

 

 

 



亞太教職員生自救會再次痛批教育部「擺爛」，任由亞太董事會將學校辦到倒，甚至不顧師生

權益執意清空師生，呼籲新教長葉俊榮能信守過去教部「只要還有學生就不准停辦」的承諾，積極

處理亞太後續問題。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3252914 

王瑞揚領軍 窈窕佳人全球拓版圖 
2018-07-15 19:30 經濟日報  吳佳汾 

從新竹開展版圖的 SPA 品牌「窈窕佳人」，在創辦人王瑞揚與另一半林沂蓁積極努力下，

展店的動作馬不停蹄，7 月交大附近第 11 家新店面開幕。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89517 

亞太 87 名學生堅持原校畢業 盼新教長守諾不核定停辦 

 

2018-07-16 11:09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頭份市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新學年度確定停招，校方持續「清空」師

生，日前辦理教職員優離手續，依年資及本俸計算最高可領 60 萬元，但僅有 18 名教職員接受；而六

月教育部強調「只要還有學生就不會核定亞太停辦申請」，昨日 261 名學生陸續完成轉學，但仍有 87

名學生堅持「原校畢業」，也盼新教育部長葉俊榮能信守承諾，積極保障亞太師生權益。 

  

亞太學院歹戲拖棚，自救會師生盼新教長葉俊榮能積極處理。（記者鄭名翔攝） 

亞太學院董事會上月決議於七月底停辦，雖遲未獲教育部核准，但校方清空師生動作頻頻，日前進行

「編制內教職員優惠離（退）簽約」，但全校 70 多名教職員中僅有 18 人簽字同意優離，亞太主任秘

書曾景睦強調，將會持續與未簽字教職員溝通，盼能達成共識。 

昨日 261 名在校生已完成轉學手續，各自轉至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或中國科技大學就讀，但仍有 80 名

陶瓷創意設計學系學生、2 名數位科技系學生、1 名觀光餐旅系學生堅持原校就讀，另有 4 名學生向

法院申請假處分，力拚原校畢業。部分「堅守崗位」的老師也開出新學年度課表，做好長期抗戰的打

算。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325291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8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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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佳人創辦人王瑞揚為培訓店長解說集團發展藍圖。 窈窕佳人/提供 

王瑞揚與林沂蓁夫婦深耕新竹美容美體界 20 年，夫婦兩人對事業的認真經營態度，以及積

極進修提升管理能力，讓自創品牌「窈窕佳人」不僅通過優良服務 GSP 認證，在桃竹苗展

店的計畫也順利的推展開來，經營內容，更從一開始的臉部護膚服務及保養品販售，逐漸擴

增到美體及塑身服務。  

「窈窕佳人」目前分店與加盟店共有 11 家，王瑞揚表示，美容界的門檻其實不高，很多人

學了一些技術就會想自行開店，要想與別的店有所區隔，一定要有不同的做法，才能跳脫紅

海競爭。  

他經過創業初期的磨練與挫折考驗後，深深明瞭，服務品質及企業文化是支撐成長的重要

關鍵，因此，夫婦同心協力以開設讓消費者喜愛且無法被同業模仿取代的 SPA 店為主要目

標，更鼓勵內部創業，讓員工成為股東，做自己的主人，在互利的情況，使企業更加茁壯成

長。  

因夫妻倆都愛讀書，並相信氣質的培養要從閱讀開始，有了有氣質的員工，才會形成有氣質

的永續企業文化。因此，王瑞揚與林沂蓁先後考取交大 EMBA，林沂蓁今年 6 月也順利從

交大畢業，兩人在課堂積極吸收管理相關資訊後，會分享給員工，並且設立 CEO 圖書室，

鼓勵員工多讀書進修，自我提升經營能力。  

除了強化員工的能力提升，基於培養人才，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新竹市美容

公會理事長胡錫賢及新竹東亞補習班配合授課，也攜手國內多所大學，如元培醫大、萬能科

大、仁德醫專、新生醫校、育達科大、桃園創新、屏東科技大學等，提供優質的實習環境與

機會，並與開南大學開設專班，主要是針對原住民，提供錄取的原民學生在學期間全額學雜

費補助，畢業後可直接進入集團服務，是產學合作縮短學用落差的最佳示範。  

由於國內市場發展順利，王瑞揚也積極接觸國外市場，獲選政府補助代表台灣參與菲律賓

亞洲連鎖加盟展，藉此增加品牌曝光，並找尋適合的加盟商，要把台灣的美麗事業傳播到全

球去。  

另外，隨著事業版圖的擴大，尋覓已久的新廠也終於抵定，選址在新竹公道五上，同時也將

竹北辦公室遷移過去。新廠將做為加盟總部及美容訓練中心，以及代工生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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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烘焙竞赛，创褀商行桐心夺金。（苗县府提供） 

 人气: 9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8-07-24 8:42 PM    标签: 蛋糕烘焙, 苗栗之美, 创意, 伴手礼 

【大纪元 2018年 07月 24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文敏台湾苗栗报导）浪漫台 3线苗栗之星蛋糕烘焙竞赛成绩出

炉，来自新竹创祺商行的唐樱萍、邱歆茹母女以“桐心”作品夺得冠军，她们以铜锣九华山天空步道浪漫桐花美

景发想，运用桔酱、梅酒结合优格制成慕思蛋糕，创造作出专属苗栗的酸甜爱情滋味，让评审为之惊艳。 

苗栗县府为创意行销苗栗之美，以及透过甜点制作为苗栗开发特色伴手礼，与联合大学、大湖后生添手团共同策

画举办办苗栗之星蛋糕烘焙竞赛，12 组入围总决赛队伍 7月 24日在造桥乡育达科技大学烘焙教室进行创意与手

艺 PK，现场香味四溢。 

主办单位聘请去年荣获韩国国际餐饮大赛金牌奖陈心纭及苗栗县糕饼公会、育达科大餐旅系 5名专业评审，根据

蛋糕口感与技巧、商品化、创意与主题、在地食材运用、卫生安全等项目进行评分，下午 3点公布评审结果。 

比赛结果由唐樱萍、邱歆茹母女组成的浪漫桐花队以“桐心”作品夺金，亚军得主为法朋烘焙甜点双鱼座队的

“桐话”，季军为苗栗市周二艺术队的“剑潭”，佳作得主分别是世界高中欧欧欧队的“假日之森”、泰安汤悦

温泉饭店“我的故乡-乌嘎彦”。 

副县长邓桂菊指出，这项活动是苗栗县后生添手团“果香品吟浪漫大湖趣”计划项下的一项子计划，以浪漫台三

线为意象，由比赛导向商品开发，希望为苗栗打造专属伴手礼，也为返乡年轻人找到新舞台，共创苗栗新未来。 

副县长邓桂菊、联合大学客家研究学院院长晁瑞明等人并颁奖表扬优胜者，肯定参与蛋糕制作的团队技艺超群，

其中冠军得主颁给奖金 1万 2千元，亚军 8千元、季军 5千元、佳作 2名各颁给奖金 3千元。 

副县长邓桂菊表示，青年们创意无限，更是国家重要的人才资源、地方永续发展的动力，本次活动是苗栗县后生

添手团“果香品吟浪漫大湖趣”计划项下的一项子计划，特以浪漫台三线为意象，由比赛导向商品开发，目的除

了希望透过甜点制作为苗栗打造专属伴手礼，也希望能藉这次机会为准备返乡的年轻人找到新舞台，一起共创苗

栗新未来。 

劳青处涂荣辉副处长表示，此次竞赛有别于以往的烘焙比赛，我们希望参赛者运用苗栗在地食材，开发出可量化

之商品，并激发烘焙业者新的思维，将一级、二级产业互相连结，让消费者买到具有苗栗景点特色的伴手礼，期

待今日的决赛可以看见各组选手使出浑身解术，将苗栗多处知名景点意象呈现在蛋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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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后生添手团社区规划师张书榕表示，这次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蛋糕所使用的鸡蛋由三义“幸福小筑”独家提

供，参赛者只要自付 100 元运费就可以免费获得制作作品过程中所需的鸡蛋。另本次得奖作品的智慧财产权将归

苗栗县政府所有，未来可做为本府辅导业者量产或开发特色拌手礼之考量。 

“苗栗之心-蛋糕烘焙竞赛”总决赛，现场开放民众远距离观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704654675 

從理工人變身為科技農業人  許又仁博士分享創

業歷程大成報／ 2018.07.04 17:02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廚餘+農業廢棄物=無臭有機堆肥!」從理工人變身為農業科技人的清華大學許又仁博士，憑藉著資源回收再利

用的構想，2015 年獲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培育計畫積分冠軍，並代表參加本署舉辦社會創新競賽-

百萬獎金支持計畫，2016 年創立第一個以永續農業為志業的社會企業。許又仁博士於 7/4 日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桃竹苗分署之邀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與現場近百人分享創業歷程，他鼓勵大家一定要勇於自我挑戰，將想法

化為積極行動力，提升職場競爭力。  

 

來自台灣南投的農村囝仔，許又仁從小與大自然培養了深厚情感，在清華大學攻讀奈米工程與微系統博士學位之

際，他有機會參加在德國舉辦的國際研討會 MicoTAS，發覺台灣的傳統農業具備相當優質的潛力，決定放棄進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704654675


入高科技業無塵室想法，將自己的所學和一群不同科系的朋友組成「元沛農坊」團隊，將新式科技的觀念與技術

帶入農業， 

 

「我們不是以傳統農業在看農業這件事，是把它當成未來的明星產業、永續產業在看！」許又仁以新創實務經

驗，分享個人對工作的熱愛與對理想的堅持，帶領大家認識台灣精緻農業發展，以及可能帶來的就業機會與職能

發展方向。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長丁玉珍表示，名人專班講座透過邀請名人分享職涯經驗，鼓勵大家勇於嘗試，

開創自己的人生，去年舉辦 6 場次、吸引 840 人參與，反應甚佳，今年預計舉辦 4 場，最後 2 場分別於 8 月、10

月邀請名人謝哲青、知名藝人陶晶瑩，先後在新竹市文化局及育達科大辦理。  

 

想知道更多桃竹苗分署舉辦的名人講座訊息，請查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thmr.wda.gov.tw)、Facebook 

賈桃樂(JobTaole)粉絲團或洽詢桃竹苗分署各就業中心。  

 

（圖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從理工人變身為農業科技人的清華大學許又仁博士，7/4 日應桃竹

苗分署之邀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與現場近百人分享創業歷程，他鼓勵大家一定要勇於自我挑戰，將想法化為積

極行動力，提升職場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