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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國科技大學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執行競賽 育達科大社工系奪冠 

大成報／ 2018.06.06 12:21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彭維乾／苗栗報導】  

「2018 年全國科技大學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執行競賽」日前(5/25)在大仁科技大學舉行，育達科技大學計有四組

同學報名參賽，其中由社工系二技進修部二年級林晉賢、蘇錦雪、張小娟、劉敬愷與曾沛絨第 5 位同學組成的競

賽團隊，在校內競賽中獲得參賽資格，並代表學校參加社區(含特殊族群)組競賽，該組在學校社工系黃寶中助理

教授帶領之下勇奪競賽第一名及海報發表第二名。  

為提升全國科技大學社工系學生方案設計與執行之能力，與方案執行規劃技巧， 「2018 年全國科技大學社會工

作方案設計與執行競賽」，聯合各科技大學與會者進行社工服務方案設計與執行之競賽與觀摩，期待學生通過本

次競賽提升社工系學生方案設計之品質，增進未來就業實務工作能力。  

這次競賽的參賽隊伍，計有由來自大仁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美和科技大學、育達科技

大學、正修科技大學的菁英組成，就老人福利、家庭福利(含婦女)、兒童及少年福利、社區福利服務(含特殊人

口)等四大面向做方案設計。  

育達科技大學表示，這次該校獲得全國第一名同學均為進修部假日班學生，分別居住於台中、苗栗與桃園等地

區，除於平日上班與假日到校上課期間，仍犧牲個人家庭與休閒生活時間，但仍利用半年時間，前往桃園市八德

區農會附設的康復之家執行方案實習，並由學校社工系黃助理教授擔任校內督導。  

這次競賽，育達科技大學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嘉南藥理大學等日間部同學同場較勁，在激烈競爭中勇奪第一

名，是育達科技大學同學畢業前最好的禮物，這是育達科技大學在持續四年參加該比賽中第一次獲得冠軍殊榮，

顯示育達科技大學社工系學生實力已能與國立科技大學學生相較高下，育達科技大學除恭喜該組同學獲獎外，也

祝福這些同學在畢業後能將在校所學技能帶入職場協助更多弱勢族群，也歡迎對於社會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加入育

達社工系的行列。  

（圖由提供／「2018 年全國科技大學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執行競賽」日前(5/25)在大仁科技大學舉行，育達科技

大學社工系二技進修部二年級林晉賢、蘇錦雪、張小娟、劉敬愷與曾沛絨第 5 位同學組成的競賽團隊，在學校社

工系黃寶中助理教授帶領之下勇奪競賽第一名及海報發表第二名。）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621492218 

 

享受在育達學習 63 歲嬤獲雙證照 

中央社／ 2018.06.21 16:48        

享受在育達學習 63 歲嬤獲雙證照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621 16:4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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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完一學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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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62149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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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6259.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211743 

育達科大附設幼兒園 8 月 1 日開學 

2018-06-21 23:49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苗栗報導  

苗栗縣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在校內籌辦的「廣秀森林幼兒園」利用思賢會館空間，預

計 8 月 1 日開學。圖／校方提供 

苗栗縣私立育達科技大學籌設的「廣秀森林幼兒園」將在 8 月 1 日開學，成為縣內第一所

大學附設幼兒園；校方指出，育達科大創校即設有幼兒保育系，開辦幼兒園有專業服務能力

及資源，並能提供教職員工及地方鄉親幼保服務。  

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規畫開辦大、中、小及幼幼班，托育 2 至 6 歲兒童，預估最

多可收托 106 名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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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秀森林幼兒園籌備處主任黃凱祥說，國內有些大學也有附設幼兒園，但數量不多，育達科

大有幼保系，結合幼兒園更能提供幼保專業的服務。  

苗栗縣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在校內籌辦的「廣秀森林幼兒園」利用思賢會館空間，預

計 8 月 1 日開學。圖／校方提供 

他表示，幼兒園以育達創辦人王廣亞夫婦命名為「廣秀」，利用原有男生宿舍「思賢會館」

的空間開辦，正在裝修中，育達科大校區環境優雅廣闊，幼兒園後方還有大片林區，未來自

然生態教育將是幼兒園的一大特色。  

廣秀森林幼兒園已針對周邊竹南、頭份等地辦理招生說明會，獲得地方回響，招生情況不

錯，籌備處指出，幼兒園大班轉班較困難，因此第 1 學期招生重點在中、小班及幼幼班，

預計各開辦 2 班。  

育達科大除開辦附設幼兒園，今年也承接苗栗縣後龍國小的非營利幼兒園，正籌畫辦理招

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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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圳堵營區教學點 31 位士官獲學士學位-提升個人學識-082800899.html 

圳堵營區教學點學有所成 31 位士官摘學士學位 
 

軍聞社 

44 人追蹤 

追蹤 

2018 年 6 月 29 日 下午 4:28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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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相片 

圳堵營區教學點共有來自陸軍 58 砲指部、裝甲 586 旅、機步 234 旅及 36 化學兵群等士官畢業，並取得學士學位。（軍聞社記者卓以

立攝） 

更多 

（軍聞社記者卓以立臺中 29 日電）陸軍第 10 軍團指揮部圳堵營區教學點今日舉行育達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由育達科大副校長王榮祖及陸軍砲兵第 58 指揮部指揮官尹少將共同主持，並

為畢業同仁撥穗、頒發學士學位畢業證書，祝賀他們學有所成，希望日後能發揮所學，將學識轉換

成工作上的養分與助力，為單位貢獻心力。 

陸軍 58 砲指部為提供官兵終身學習管道，與育達科技大學簽訂策略聯盟，在營區內設置教學點，提

供在職進修機會，讓官兵執行戰備之餘，可就近在營區內進修，滿足官兵工作和進修的需求。 

此次共有來自陸軍 58 砲指部、裝甲 586 旅、機步 234 旅及 36 化學兵群等 31 位士官畢業，取得學

士學位，不僅有助提升個人本職學識及工作能力，更有利於軍中發展及未來個人生涯規劃。 

 

 

 



 

 

 

 

至於台觀只保留廚藝管理系，停招其他六系，是主動提出瘦身，雖學生數未達三千人，但不代表會被停辦。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186850 

註冊率不到 6 成 17 校達「淹水線」 

2018-06-08 00:36 聯合報 記者吳佩旻／台北報導 

 

未來十年內大專入學新生數估將少九萬多人，外界預料大專因招生不足面臨轉型或退場的情況恐加劇。教育部去

年底也首度公布全校註冊率，有十七校註冊率未滿六成，被外界視為達「淹水線」。另被教育部列專案輔導的名

單有近十校。 

教育部去年首次對外公布各大學註冊率，若對照私校退場條例草案規定，學生數未滿三千人及註冊率未達六成的

學校，被視為退場危險名單，有十七校未達標（扣除性質特殊的宗教學校）後，包括台灣觀光學院、南榮科技大

學、華梵大學、和春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高美醫專、玄奘大學、高苑科大、南亞技術學院、明道大學、修

平科大、台灣首府大學、中州科大、崇右科大、開南大學、遠東科大及育達科大，高美醫專就在其中。 

 

其他學校是否也面臨危機？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謝淑貞說，要被教育部列入專案輔導，除學生數少於三千人外，

還須連續兩年註冊率未達標，以及財務有問題及不合理解聘教師等，這十七所學校僅單一學年度註冊率未達標，

還有努力空間，不必太恐慌。 

 

至於被教育部專案輔導的學校名單，教育部未進一步透露。 

 

近年頻傳停招科系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台灣觀光學院，外傳可能是下波停辦學校。謝淑貞說，亞太營運出問

題，一○七學年度起將不核給名額，但目前未接到校方要停辦的計畫。 

 

https://udn.com/news/story/6928/318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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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董事長頒清寒獎學金 勉學童用功回饋鄉里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07 16:36 118 人氣 

 

 

育達科大獲獎同學與董事長王育文及師長合影。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特於日前南下雲林縣崙背鄉東興國小與崙背國中頒發

「李昊曈博士清寒優秀獎學金」，同時接受東興國小頒發感謝狀，肯定獎學金十年

來對該校弱勢學生的照顧。  

協助清寒學童 延續創辦人義舉 

王育文致詞時表示，此項獎學金的成立有個關鍵核心人物，就是育達科大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因為王博士栽培了副

校長李昊曈，雖然兩人均已仙逝，但他願意繼續推動獎學金，成就這段主僕佳話，同時協助小朋友，也希望獲獎學

童未來能回饋鄉里與社會。  

赴雲林頒獎學金 學童親寫卡片致謝 

106 學年第二學期「李昊曈博士清寒優秀獎學金」，東興國小 10 位學童獲獎，崙背

國中 5 位獲獎，每名可得到獎學金兩千元暨獎狀一張和禮物，本次贈送的禮物是可

愛小熊餅乾禮盒、蛋黃哥與卡娜赫拉爆米花禮盒、造型卡通強力吸盤等。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446583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至雲林縣東興國小頒發獎學金與小禮物給學童。 (圖／育達科大提供 ) 

王育文此次至雲林縣頒發獎學金，兩校不約而同有獲獎學生親寫卡片送給他們口中

的「王叔叔」，好幾位學生寫到謝謝王叔叔上學期送他們「NIKE 包包」，有學生寫

到「以後希望像您(王叔叔)一樣幫助別人」。  

大學部獎學金頒獎典禮於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首次頒發感謝狀給推薦學生申請獎學金的師長，感謝師長平時關注學

生，協助學生申請獎學金。大學部獲獎學生共四位，其中時尚系的大四學生林采妮多次獲得獎助，這是她大學最後

一次獲得獎學金，林同學親自寫卡片贈送王育文董事長，現場溫馨感人。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222250 

亞太師生發聲明 教育部承諾有學生就不核定停辦 2018-

06-27 22:22 聯合報  記者吳佩旻╱即時報導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紛爭不斷，自董事長黃平璋閃辭後，校內屢傳出倒閉聲音，亞太師生上月

為此赴教育部抗議，並在門口搭起帳篷。亞太校方今天發出聲明表示，教育部技職司長楊玉

惠昨天與亞太教職員生及高教工會代表會面後，在立委黃國昌的見證下做出承諾，只要亞

太還有學生，教育部就會保障學生原校畢業權益，且今年不會核定學校停辦。  

高教工會亞太分部、亞太教職員生團結自救會晚間發出聲明指出，亞太創意技術技術學院

董事會今年 6 月片面決議停辦後，引起各界譁然，師生多次向教育部表達不應核准停辦，

應先保障既有學生「原校畢業」權利。在師生多次的抗議陳情下，教育部今天終於做出「只

要亞太還有學生，教育部應保障學生原校畢業權益，不會核定亞太學院停辦」的承諾。  

此外，聲明中也指出，根據「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決議停辦及師生權益保障情形」的會議紀

錄，楊玉惠也同意重新審視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會的合法性，教育部也同意不再舉行學

生安置說明會，而應尊重學生留校或轉學的意願。學生知悉消息後，大都感到開心，紛紛表

達希望原校、原課程畢業的意願。  

亞太師生表示，這樣「遲來的承諾」，早應確立。實際上，過去近一個月來，教育部和校方

配合學校董事會加碼演出，屢屢威脅學校即將停辦，試圖加速「清空師生」，令亞太師生惶

恐不安。學校連續三次祭出離退方案聯署書，要求學校教職員同意校方所提出之離退方案，

並表示若不同意此方案，則學校不但將於 7 月 31 日停辦，且資遣費一毛都拿不到。  

教育部會同育達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於 6 月 20 日到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辦理學生轉學

說明會時，也遊說學生轉學，惡意形成學校學生轉學的氛圍，造成學校師生人心惶惶。試問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222250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NjU=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99%E8%82%B2%E9%83%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6%95%99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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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秀盃全國圍棋賽 不分年齡以棋會友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14 15:44 

156 人氣  

 

2018 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賽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現場座無虛席。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於 6 月 10 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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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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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育達科大提

供 ) 

科大書法、圍棋列通識 書弈學苑專門推廣 

「2018 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賽」為桃竹苗區多年來最大圍棋賽事，甚獲棋界矚目和期待。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博

士表示，學校將書法、圍棋列為學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設立「廣秀書弈學苑」，推廣此二門藝術。  

http://www.storm.mg/stylish/449179
http://www.storm.mg/authors/110392/%E8%82%B2%E9%81%94%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6/27/realtime/4925748.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王育文說，圍棋是靜心專注、鬥智鬥勇的競賽，不僅需要邏輯思考的能力，也考驗

著選手的定力及意志力。學好圍棋沒有捷徑，唯有持之以恆練習，加強實戰經驗。

即便對戰中失敗了，也要覆盤檢討、尋覓原因和對策，棋藝才能更加精進。  

依能力分組 棋盤上一較高下 

本次比賽依棋力分組，不分年齡，以國中、國小學生居多。選手年齡即使有差距，

卻無所畏懼，你來我往，棋盤上互不相讓，場內場外都瀰漫著緊張的氣息。比賽的

主要意義，在於選手培養棋德、磨練棋藝，增進抗壓性與專注力，勝負輸贏反而不

是最重要者。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關心小選手比賽情形。 (圖／育達科大提供 ) 

「2018 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賽」給獎豐富，比賽得獎名單，將公佈於育達科大活動官網。爾後本校將持續舉辦，願

為苗栗地區圍棋教育略盡棉薄，做好紮根和普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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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見未來、「達」人啟航 朱俐靜暖聲歡送畢業生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26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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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畢業典禮尾聲，所有畢業生一同朝空中拋出學士帽。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 23 日以「育見未來，達人啟航」為主題，舉行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

今年有 1276 名畢業生將接受師長、親友及學弟妹祝福，踏出校園，邁向人生新旅

程。 

為學生正冠撥穗 黃榮鵬勉畢業生成「達人」 

畢業典禮於中午展開，畢業生在師長引導下進行校園巡禮，接受學弟妹們的歡呼、獻花祝福，最後步入「育見未

來，達人啟航」畢業典禮會場。  

校長黃榮鵬、董事長王育文及苗栗縣長徐耀昌依續上台致詞，勉勵畢業生一起為夢

想起飛。黃榮鵬期勉畢業同學，人類最終必將從「製造業」到「服務業」，也就是

從「標準化」到「個性化」，因為人不是機器，而育達人不僅是「匠人」，更是

「達人」。 

 

苗栗縣長徐耀昌頒發縣長獎予育達科大 9 位獲獎畢業生。 (圖／育達科大提供) 

緬懷創辦人辦學精神 廣亞卓越獎邁入第 3 屆 



接著，王育文頒發廣亞卓越獎與傑出校友獎，徐耀昌則頒發縣長獎等。今年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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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應屆畢業生最高榮譽的「廣亞卓越獎」邁入第 3 屆，是育達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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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首創的飲水思源獎得獎同學與師長、頒獎人合影。 (圖／育達科大提供 ) 

時尚系特別為畢業生帶來祝福表演，以時下火紅歌曲祝福學長姐能為自己的夢想努

力不放棄、不畏失敗，呈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幼兒保育系合唱團則在正冠撥穗儀式

後，帶領所有師生齊唱育達校歌及歌曲《剛好遇見你》為所有學長姊及與會貴賓，

獻上畢業禮讚祝福；今年育達科大特別舉辦畢業演唱會，邀請藝人朱俐靜現場演

唱，讓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在優美的歌聲中畫下完美句點。  

 

育達文教事業機構校友聯誼總會劉義宗總會長 (右)頒發傑出校友獎予泰安觀止董事長江德利。 (圖／育

達科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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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無菸校園 醫療專家赴科大宣導防範菸毒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25 17:10 

140 人氣  

育達科技大學 104 年正式宣告打造「無菸校園」學習環境，為落實倡議健康促進宣教，已於今 (107)年 3

至 6 月份舉辦 4 場菸毒害宣教講座，活動參與人數達百人，帶動師生為自我健康向前走，提升校園學習

空氣品質。  

校園落實菸害防制  創造健康學習環境  

育達科大每學年皆積極向教育部爭取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推動師生健康相關議題，並落實規劃重點相關健康議題

各項活動。面對現代學子資訊爆炸，無意間常因資訊不正確或朋友間帶動下，造成菸不離手或誤觸毒品，嚴重更

造成社會及家庭問題。 

育達科大 3 至 6 月間邀請牙醫師、呼吸治療師到護理師等多位專家蒞校宣教與指導，針對菸毒議題及相

關生活健康知識，進行連貫的健康教育，從不同專業角度，教導師生如何各個擊破菸毒害問題與尋找醫

療資源。  

 

育達科大今(107)年 3 至 6 月份舉辦 4 場菸毒害宣教講座，學生對菸害造成的影響進行心得分享。 (圖／

育達科大提供 ) 

學務長胡英麟表示，學校自 104 年起成為無菸校園後，由軍訓室、進修學務組及體衛組成立校園無菸

稽查及保健輔導團隊，並於每日 (包含假日 )定時不定點執行校園菸害巡檢作業，也訂定「菸害防制實施

辦法」並落實執行。  

軍訓室和體衛組規劃多場次菸毒害防制與保健活動，已顯著看出成效，師生在校吸菸行為大大改善與進步，同時

更感謝教育部支持，創造健康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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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樂活校園 育達健康茶堂享受按摩兼品茶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06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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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科技大學學務處、休閒運動管理系與造橋鄉衛生所合辦的「健康促進系列活

動」，日前於綜合大樓辦理第三次的「健康茶堂 (含白開水)暨身心紓壓按摩」活動，

共同攜手為育達師生打造健康樂活園地。  

健康茶飲搭配按摩 健康茶堂獲熱烈迴響 

活動除了有休運系學生為師生按摩舒壓，另有特調的四款健康茶飲，讓教職員們於工作之餘身心都能獲得放鬆，

進而提升工作效率，活動獲得熱烈回響，好評不斷；主任秘書龍清勇與學生事務長胡英麟也親臨體驗品味茶堂和

按摩紓壓樂趣，讓全體師生感受到各長官的親切與溫馨。 

 

造橋鄉衛生所陳護理長 (左 )與育達科大主任秘書龍清勇、學生事務長胡英麟 (右)合影。 (圖／育達科大提

供 ) 

休運系課程實務操作 學生學以致用服務校園 

此次協助按摩舒壓的學生是由休運系助理教授陳鴻仁特別指導的專業課程，讓學生

真正體會實務操作。陳老師表示，感謝學務處提供健康與溫馨的舞台，讓學生有學

以致用，並且服務育達師生的機會，過程中，學生運用舒壓按摩技巧，如輕擦、揉

捏、壓搓、扣打、振動等，應用在筋絡上保健與紓壓運動後疲憊，能改善身體的循

環與筋絡減壓，對於健康保健更是一大福音。  

活動中學務處體育衛生組也加碼提供的健康茶飲，除了礦泉水外，還有薰衣草茶、

養身茶、養顏茶及菊花茶等茶組。胡英麟也表示，喝無糖飲品 (白開水)除了提供心靈

上的寧靜，每天飲用無糖茶品 (白開水)，還可以平衡體內酸鹼值，有助於代償體內乳



酸代謝體外，靜心喝口茶更能讓長時間忙碌的生活獲得悠閒的心情，值得宣傳與推

廣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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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師蛻變「食尚一哥」 阿翔科大演說逗樂師生育達科技

大學  2018-06-06 17:04 

阿翔 (陳秉立 )於演講後與主辦學生合照。 (圖／育達科大提供 ) 

育達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會於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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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與大家分享他由燈光師蛻變成《食尚》一哥的過

程，現場座無虛席，全校師生都被阿翔的魅力所吸引。  

幽默分享經驗 阿翔鼓勵學生勇於面對挑戰 

憑藉著對表演工作的熱情一路走來，阿翔認為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長，要隨時觀察別人的優點內化成自己的實力，並

學會等待機會、抓住機會；他用自身的經驗，談如何看待恐懼、如何淡然看待不理性言語的攻擊，用正面態度走自

己的路。  

面對同學提問，阿翔也以自身為例提醒，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所準備並勇於面對挑

戰，千萬別心急，因為機會是需要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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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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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翔 (陳秉立 )以風趣演說和學生分享自己從燈光師蛻變為「食尚一哥」的成功經驗。 (圖／育達科大提

供 ) 

職場專家蒞校交流 育達盼增進學生視野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表示，阿翔不斷努力與面對挑戰的態度令人敬佩，也希望

大家能藉由阿翔的經驗分享增加不同的視野；主辦的進修部學生會會長盧鴻銘表

示，由於進修部學生多為在職人士且年齡層分布很廣，因此在辦名人演講時，特別

著重能滿足進修部學生需求之名人，形象陽光、且粉絲橫跨各年齡層的阿翔是一開

始就極力爭取邀請的對象，很開心能不負眾望且大家能在這場演講有所收穫。  

由於育達科大一向認為大學應肩負社會教育的責任，因此這次也對外開放報名，吸引許多校外民眾參加，大家對本

活動均給予正面肯定，也讓育達科大更堅持日後爭取更多職場專家蒞校進行經驗交流，帶給大家更多不一樣的感動

與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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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景點食材做蛋糕 苗栗縣邀烘焙好手競技 

中央社 2018/06/15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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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地方 / NOWnews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15 日電）苗栗縣政府首度以苗栗景點為主題，舉辦「2018 浪漫台三線-苗栗之心蛋

糕烘焙競賽」，廣邀烘焙好手融入在地食材、景點特色創作蛋糕，成為苗栗旅遊特色伴手禮。 

2018 浪漫台三線-苗栗之心蛋糕烘焙競賽由國立聯合大學及大湖後生添手團承辦，今天在苗栗縣城市規劃館舉行

記者會說明競賽內容，現場邀請甫獲 2017KICC 韓國國際餐飲大賽金牌的陳心紜與大湖後生添手團製作展示創意

蛋糕。 

陳心紜的創意蛋糕，以鐵道風情為發想，蛋糕主題呈現舊山線指標景點勝興車站，外觀以巧克力裝飾出鐵道、山

洞、桐花、三義木雕等地景特色，並融入大湖草莓及茂谷果乾，提升風味及口感，格外吸睛。 

苗栗縣長徐耀昌透露，他原本不愛甜食，但幾次嘗試發現，飯後些許甜點的確帶給人一種幸福的感覺，希望藉由

競賽，激發烘焙好手的創意巧思，為苗栗創作出能吃出幸福感的蛋糕。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長彭德俊表示，有別於以往的烘焙比賽，這次希望參賽者以浪漫台三線客家印象並結合苗栗景

點為主題，運用苗栗在地食材，開發出可量化製作之商品，將一、二級產業互相連結。 

主辦單位表示，2018 浪漫台三線-苗栗之心蛋糕烘焙競賽即日起開放報名，6 月 25 日截止，參賽者需填妥線上

報名資料及書面報名資料，並於 6 月 25 日前將書面資料寄至指定處所，活動預計 7 月 2 日公佈入選決賽名單、

7 月 11 日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行決賽，詳細資訊公告於「大湖後生添手團」臉書粉絲專頁。（編輯：方沛清）

10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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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旅遊達人授課 科大培育觀光休閒人才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25 17:03 

254 人氣  

 

 

黃榮鵬校長(右 4)與德村志成教授 (左 4)、主任秘書龍清勇 (右 3)、學務長胡英麟 (右 1)與休管系合照。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為培養學生觀光休閒實務達人，聘任著名日本籍旅遊達人德村志成教

授為特任客座教授，應邀在休管系與應日系為師生傳授溫泉休閒與療養的理論和經

驗，透過實務教導，讓學生提前學習產業技術。  

傳授休閒療養經驗 學生提前接觸產業技術 

德村志成現為杭州師範大學教授，曾留學北京大學，擔任過四川萬貫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世界地質公園龍潭

大峽谷總經理，也以外國專家組成員身份參與台灣許多縣市的旅遊總體規劃。  

德村志成同時具有日本觀光學會、日本溫泉協會、日本民宿協會特別顧問及中國旅

遊地學會之會員等身份，也先後在國內外近百所大學作過旅遊學術報告。  

 

http://www.storm.mg/stylish/453710
http://www.storm.mg/authors/110392/%E8%82%B2%E9%81%94%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德村志成教授雖是日本專家，但他精通國語，聲情並茂

的講課生動活潑，語言幽默詼諧。黃榮鵬也說，德村志成結合大量案例和景區圖

片，深刻分析各國旅遊區的管理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可開啟師生對旅遊風景區

管理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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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學院停辦爭議 今首次召開學生安置說明會 

2018-06-20, 點閱 682 views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77400


文／公庫記者楊鵑如 

位於苗栗頭份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日前亞太董事會決議今年 7 月將全面停辦，目前待送教育部審核。 

面對校內仍有 300 多名在校生，恐因停辦無法畢業，教育部今（20）天下午 1 點半前往亞太校內舉辦安置說明會。 

 

 

現場除了亞太學生及其家長，其餘的人、連亞太班導師皆無法進入說明會旁聽。校方亦拒絕媒體進入，即使在場

外拍攝，也被校方工作人員要求不得拍攝到他們，更以會影響作業為由，要求媒體不得採訪家長學生。 

今天主持說明會的官員是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謝淑貞及專門委員柯金尉等人。 

說明會程序除了安排教育部官員簡報 30 分鐘及代理校長發言之外，還有學生家長座談會半小時及 50 分鐘的選填

轉校志願、諮詢安置學校時間，說明會約 3 點半結束。 

 



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謝淑貞。 

 

亞太校方表示，總計發函通知 107 學年度在校生 261 封，休學及延修生亦有百封。並請各系主任協助，先行說明

在學學生轉學或留校完成學業的方案。轉學銜接之學校有育達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新竹分部等校。 

說明會後，有學生受訪表示，教育部不負責任，就是希望大家轉學，但是很多亞太學生要求原校畢業，選填志願

卻完全沒有原校畢業的選項。化名小許的同學說：「我想原校畢業，育達的科系名跟現在的不一樣，我應該不會

交志願表。」 

現場還有茶陶創意設計系學生舉起「我們希望原校原地如期畢業」的布條。也有家長提到，先前教育部有過接管

私校起死回生的案例，為何不能接管亞太？批評教育部沒有站在學生立場處理。 

 

本照片由亞太師生提供。 

https://www.apic.edu.tw/index.php/tw/?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layout=edit&id=142


但是學生轉述教育部回應，7 月 2 日前選擇轉至他校，將協助學分抵免、轉學程序等事宜。若選擇原校畢業也尊

重，但是若確定停辦的話，原校恐資源短少，學生仍然得面臨轉學，屆時必須自理。 

副司長謝淑貞表示，因亞太董事會決議停辦，因此在暑假之前來到亞太向學生提出安置轉學方案。「若學生願意

原校就讀也尊重」但她強調，要看今天說明會的意見，只是意願調查，7 月 2 日搜集意見後才會確定安置方案，

「像高美醫專是整個都同意轉學安置。」 

被問到若學生選擇原校就讀、倘若屆時亞太確定停辦，學生是否能拿到亞太畢業證書？副司長說，也要安置方案

確定後才能規劃細節。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老師黃惠芝。 

自救會成員、兒童與家庭服務系老師黃惠芝表示，之前說明會資料說將由導師、系主任帶領學生參加，但昨天校

方臨時宣佈導師不能帶領，「安置學生轉學這麼重大決議的場合，把導師排除？不懂校方、教育部在怕什麼。」 

黃惠芝說，先前教育部保證讓亞太學生原校畢業。董事會 6 月 8 日宣佈停辦後，隔天又有老師組成「不停辦自救

會」，況且停辦申請都還沒送到教育部，教育部就自行介入安置轉學，「到底是停辦還是停招？」 

一位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林同學提到，目前教育部都還沒正式確認學校停辦的狀態下，此時召開學生安置說明會、

安置學生轉學「根本是強迫」。而且想要在原校上課的同學，一旦學校停辦，教育部卻放話會得不到幫助，「我

們的教育部是這樣照顧學生的嗎？」 

林同學說，去年當亞太辦學出問題時，教育部未即時處理，等到一年後亞太董事會決議停辦前夕才來善後，完全

不負責任。「亞太校園裡有很多學生上課的時候是很不錯的，但是好好一個學校被弄成這樣，官員、校方卻以少

子化當藉口，老師及學生的權益在那裡？」 

去年（2017）10 月起，部分亞太師生組成自救會，抗議怡盛保全公司入主亞太董事會後，主動停招 19 個科系。後

續發生老師被欠減薪、學生遭併班授課，甚至引導近 500 學生轉、休學，師生質疑新董事會刻意「把學校辦到倒」，

疑為了停辦、待 3 年轉型期，謀校產圖利。 

師生為求爭取受教權及工作權，已向教育部陳情抗議多次，無奈董事會突然決議今年 7 月將全面停辦。再過 3 天

就是亞太的畢業典禮，恐怕將是亞太最後一次的畢典。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95548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最後一次畢典  學生嘆：不敢說哪

畢業的  

2018/06/23 21:37:00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苗栗縣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在董事長、校長接連閃辭後，董事會日前決定學校今年 7 月 31 日停

辦。今（23）日下午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現場 600 多名畢業生心情複雜，因為他

們將會是學校的末屆畢業生，有畢業生感嘆，「以後出社會都不敢說是哪畢業的！」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將停辦。（圖／翻攝自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臉書）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原於 1988 年成立，當時叫做親民工專，2004 年改制為技術學院，2010 年

8 月改名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今年 4 月，因財務等問題無法改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長

黃平璋閃辭，後來代理校長黃廷合也辭職。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會這個月 7 日宣布，學校將

在今年 7 月 31 日停辦，將會把停辦計畫送到教育部。  

今天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畢業典禮上，包括進修專校、日間四技、進修學院及研究所的畢業生，

共有 678 人參加，典禮由代理校長孔祥慧主持。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被問到成為末屆畢業生是否會覺得感傷，一名黃姓女同學說，「至少

有了學位和專長，能順利畢業就好！」不過有人則感嘆，「以後出社會都不敢說是哪畢業的！」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95548


報導也提到，校方表示，剩下的 261 位在校生，將在轉學或轉系到育達科技大學或中國科技大

學繼續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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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肉料理征服評審味蕾 科大餐飲師國際廚藝大賽奪雙牌 

育達科技大學  2018-06-14 13:35 170 人氣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與獲獎的黃家洋及王申長老師合影。 (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黃家洋及王申長兩位老師今年參加 2018 泰國極限廚師挑戰

賽職業組，以咖哩雞、豬料理以及嫩煎鴨胸料理，成功挑戰評審味蕾，拿下賽事雙

銀牌及佳作殊榮。  

2018 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  育達餐飲師奪 2 銀 2 佳作 

餐旅系主任兼休創學院院長的吳菊表示，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TUCC）是亞洲重要的廚藝賽事之一，每年吸引各國

優秀廚師競技。今年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菲律賓、泰國、韓國、台灣、越南及馬來西亞、柬埔寨、蒙古等 40 個國

家參加，約有 1300 多位職業選手參加，賽況十分激烈，能獲得 2 銀 2 佳作佳績，是兩位老師精湛廚藝的具體展現。  

 

王申長老師的參賽作品「煎鴨胸 ,蕃茄燴鴨腿附季節蔬菜和起士脆片洋芋泥佐蒜頭醬」。 (圖／育達科大

提供 ) 

黃家洋老師及王申長老師在此次賽事中，是以鴨腿及鴨胸作為盤上主角。分別端出

「鴨肉料理」以及「煎鴨胸 ,蕃茄燴鴨腿附季節蔬菜和起士脆片洋芋泥佐蒜頭醬」。

http://www.storm.mg/stylish/449126


黃家洋老師表示，鴨胸及鴨腿料理可算是費時費工，火候不易控制。尤其鴨胸取料

要小，經由醬汁、香料粉醃製，再裝入真空耐熱袋，用 75 度熱水慢煮，後續用慢火

煎到外皮是金黃帶脆，裡頭肉質則是保持鴨肉鮮質軟嫩的甘甜滋味。  

鴨腿烹調部份，王申長老師說，鴨腿料理關鍵在於除掉鸭肉本身帶有的血水及腥

味。料理前除了必須用香料及鹽巴醃製，同時透過油溫烘燜去浮沫，出菜前須油鍋

慢煎到外皮呈現金黃脆軟外，還需要送至烤箱烤到金黃香脆。經過一連串繁複製

成，最後以酸甜醬汁及季節蔬菜與紅酒醬汁使之入味，軟嫩中帶有彈性與鮮美，甘

甜味美，終於擄獲評審味蕾，榮獲銀牌肯定。  

 

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黃家洋及王申長老師參加 2018 泰國極限廚師挑戰賽職業組競賽，上台獲頒獎

牌。 (圖／育達科大提供) 

鼓勵師生參與國際性競賽 提升國內人力素質 

吳菊對於系上兩位老師能獲得此殊榮也感到相當高興，她表示，非常鼓勵本系師生踴躍參與國際性餐飲技藝競賽爭

取榮譽。參與國際賽的目的，不僅培養國際經驗，同時也可以見識到各國專業廚藝的差異性。深耕國際餐飲競賽，

除了將前瞻性、創新性的餐飲技能帶回國內，對於國內餐飲學子人力素質提升也是一個重要指標。  

 

 

 

 



 

 

越南籍學生阮氏銀（前排中），剛就讀健行科大時，一度因為不會中文，想要放棄學業，但在她的

堅持下，23 日從學校畢業，自己也相當開心。（賴佑維攝） 

2018 年 06 月 24 日 04:11 中國時報  

陳慶居、賴佑維、蔡依珍／綜合報導 

適逢畢業旺季，苗栗縣頭份市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因董事會已作出停辦決議並送教育部核備，678 位畢業生成末代

畢業生，夾雜離情與感傷；健行科技大學越南籍畢業生阮氏銀一度因上課時幾乎聽不懂老師說什麼，常回宿舍獨

自啜泣，不放棄下 23 日順利畢業。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於 1988 年成立為親民工專，2004 年改制為技術學院，2010 年 8 月改為現在的校名，近幾年

因經營權易主。董事會已於 6 月 7 日決議停辦，預定月底前將停辦計畫送到教育部。 

亞太 678 名畢業生昨下午出席畢業典禮，儘管成為亞太最後一屆，未來或許就沒有母校，但仍平常心看待，抓

緊時機與三五好友或找師長合影留念，開心取得學位和專長。對於在校的 261 名學生，教育部和學校居間協調

育達及中國 2 科大協助轉學安置，可以接續就學完成學業。教職員部分，年資滿 20 年以上者可申請自動退休，

20 年以下者則資遣。 

健行科技大學碩、學士畢業生共 2822 人，越南籍阮氏銀跟著嫁到台灣的姊姊來台讀大學，原本只會一點點中

文，幾乎聽不懂老師說什麼，一度怨嘆為何來台，但她不想放棄，苦讀中文，甚至老師上課寫板書的筆順都是她

學習中文的方式，並到餐廳打工和客人互動學中文。如今聽、說相當流利，簡單的讀、寫也不成問題，目前在人

力仲介公司打工，協助翻譯，將來畢業後，也想留在台灣工作。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29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61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41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06-24/656/b19a00_p_02_01.jpg


健行科技大學另名畢業生簡佑哲則是籃球隊當家主將，將在 7 月 9 日投入 SBL 選秀，很感謝在學校的訓練，讓

自己球技越來越好。 

龍華科大的畢業生代表李博玄則特別身著排灣族傳統服飾感性致詞，讓畢業典禮洋溢原民風。化材系楊宇斌，國

中時因腦瘤昏迷，2 度開刀、住院長達 1 年才撿回一命，但肌肉控制能力不如從前，求學路上備嘗艱辛，他不氣

餒、更努力向學，甚至獨力完成專題，參加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一路過關斬將進入決賽，還報考

碩士班，求學不倦讓人敬佩。 

(中國時報) 

 

 

 

 

主辦單位表示，2018 浪漫台三線-苗栗之心蛋糕烘焙競賽即日起開放報名，6 月 25 日截止，參賽者需填妥線上報

名資料及書面報名資料，並於 6 月 25 日前將書面資料寄至指定處所，活動預計 7 月 2 日公佈入選決賽名單、7

月 11 日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行決賽，詳細資訊公告於「大湖後生添手團」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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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用在地景點為主題！加入在地食材 苗栗邀烘焙好手競技 

2018/06/19 17:49:00 中央社 

栗縣政府首度以苗栗景點為主題，舉辦「2018 浪漫台三線-苗栗之心蛋糕烘焙競賽」，廣邀烘焙好手融入在地食材、

景點特色創作蛋糕，成為苗栗旅遊特色伴手禮。 

 

 2018 浪漫台三線-苗栗之心蛋糕烘焙競賽由國立聯合大學及大湖後生添手團承辦，15 日在苗栗縣城市規劃館舉行

記者會說明競賽內容，現場邀請甫獲 2017KICC 韓國國際餐飲大賽金牌的陳心紜與大湖後生添手團製作展示創意蛋

糕。 

 

陳心紜的創意蛋糕，以鐵道風情為發想，蛋糕主題呈現舊山線指標景點勝興車站，外觀以巧克力裝飾出鐵道、山

洞、桐花、三義木雕等地景特色，並融入大湖草莓及茂谷果乾，提升風味及口感，格外吸睛。 

 

苗栗縣長徐耀昌透露，他原本不愛甜食，但幾次嘗試發現，飯後些許甜點的確帶給人一種幸福的感覺，希望藉由

競賽，激發烘焙好手的創意巧思，為苗栗創作出能吃出幸福感的蛋糕。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長彭德俊表示，有別於以往的烘焙比賽，這次希望參賽者以浪漫台三線客家印象並結合苗栗景

點為主題，運用苗栗在地食材，開發出可量化製作之商品，將一、二級產業互相連結。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93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