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9�期�

本期要聞

每 月 1 日 出 刊創辦人：王廣亞∕董事長：王育文∕發行人：黃榮鵬∕社長：龍清勇∕副社長：陳進喜∕主編：劉德慶∕出版者：育達科技大學∕網址：www.ydu.edu.tw∕投稿信箱：times@ydu.edu.tw

線上版
馬上看

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校址：361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168號　電話：(037)�651188

1學校要聞

．

一
、
頂
天
立
地

二
、
繼
往
開
來

三
、
四
育
均
衡

四
、
專
業
第
一

創
校
精
神
：

●

●

●
	
●

1	育達科大與印尼菩提中小學簽訂合作
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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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他們的奉獻與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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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育達營區教學點學有所成�31位士官
摘學士學位

【本報訊】苗栗育達科技大學今
年(107年)聯合登記分發率，由去
年的59%成長至今年的78.61%，排
序更為全國大專院校第26名，獲
分發人數，更交出較去年成長26%
的漂亮成績單，一舉突破分發率
及分發人數雙雙提升的目標。顯
見育達科大辦學成效，逐步獲得
廣大學子與家長的支持。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指出，學
校為全國唯一開設15門跨領域達
人課程的學府，同學只需繳一份
學費，即可培養2項以上專業的
科技大學。今年聯登分發率，在
11個招生系組中，有8系達80%以

上，其中之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應用日語系、休閒事業管理系及
時尚造型設計系更達100%滿招，
感謝鄉親對育達科技大學的肯
定。

近年來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
發，各校分發率及分發人數，皆
受少子化問題影響。然而，苗栗
育達科技大學，在黃榮鵬校長及
全體師生團隊的努力下，深耕苗
栗，深化培養業界所需的技職專
業人才，畢業生就業率表現亮眼。

育達教育體系堪稱全國最大
教育集團，從幼兒園到大學，連
貫式的人才培育機制，校友及在

校生逾百萬人，校友遍及世界各
地；育達的務實辦學理念，深受
社會大眾肯定。

育達科大王榮祖副校長表示，
前述管道入學之同學，如以第一
志願率取且統測加權達標者，學
校將提供最高16萬獎學金。此
外，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單獨招
生報名持續到8月中旬。校方為
加強新生及家長對在校生活的了
解，另於107年8月11日辦理107
學年度第二次新生註冊暨家長座
談會，吸引相當多的新生、家長
報名參加，也藉機讓學生了解，
育達科大將是你最好的選擇。

【本報訊】「教育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人生沒有最成功只有不斷
成功！」，從教育跨足資訊管理
領域，從教育行政人員到國小校
長，第三屆的「傑出校友」、
現任苗栗縣同光國小校長張傳
源學長，回顧自己在因緣際會下
來到育達科大資訊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在學校師長的啟發下，不
但強化自己過去較欠缺的管理職
能，更奠定現在工作的基礎。他
鼓勵所有同學要持續努力充實自
己，邁向成功。

即將卸下第五屆育達校友會理
事長的張傳源說，當初大學畢業
進入教職，發現身邊的人都去研

究所進修，在因緣際會下報考了
育達，進來讀書之後才知道和自
己所想像的全然不同，資管系所
學是管理比資訊還多，育達啟蒙
我最多的，就是管理這一塊。

大學時就讀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資優組，張傳源學
長笑說，以前學的教育行政管理
和企業管理是不一樣的概念，到
現在任校長所用的學校經營規劃
與思維，在經過育達師長的啟發
後，讓我有更寬闊的視野，也與
一般校長不太一樣。   

張傳源最近在著手學校12年
課綱的校定課程，他規劃用民國
64年到78年間小學三年級社會課
本中「自助里的故事」，也運用
了行銷管理學中的「4P」的概念
來結合，「產品 product」就是
課程和教學、「價格 price」就
是如何以最低成本達成、「渠道 
place」尋找發現教育實境、「促

銷promotion」也就是傳播的話語
權，讓自己的學校無可被取代。

目前接任同光國小校長即將滿
兩年，張傳源在學校治理上，有
許多思維很感謝育達科大，他期
許育達學弟妹要有負責當責、捨
我其誰的精神，並以Emma Watson
（艾瑪．華森）在聯合國的演講

中所說的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若我不做，誰來
做？若此刻不做，更待何時？）
鼓勵育達人，如果你要扮演主
角？你要下定決心，任何時間你
都可以去做，都不嫌晚，想要成
功，捨我其誰！

【本報訊】育達科大8月22日與印尼菩提中小
學簽訂合作備忘錄（ＭＯＵ），同時，透過學
校的引薦，也促成中興商工與菩提中學的簽約
合作，建立三校未來在教育及服務的友好合作
關係。

這次簽約儀式在育達科大綜合大樓舉行，菩
提中小學由趙坤昌校長代表簽署，中興商工由
吳聲忠校長代表，本校是由黃榮鵬校長代表，
王榮祖副校長、龍清勇主任秘書兼新南向辦
公室主任、胡英麟學務長兼新南向辦公室執行
長、戴美華主任兼新南向辦公室法律事務召集
人、餐旅經營系張馨芸副主任、及國際青年志
工社同學們等人一同觀禮，儀式簡單隆重。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今年7月本校大
國際青年志工社9位師生至印尼棉蘭菩提老人
院、安德列小學及菩提中學服務，拓展本校
在印尼棉蘭之聲譽，透過志工團優秀的表現，
建立良好的關係，也是促成此次簽約的最大原
因。菩提中學是印尼棉蘭地區具有佛教特色的
華文學校，特別重視人文教育的影響，故與本
校重視品德教育的理念一致。

菩提中小學趙坤昌校長致詞時表示，感謝育
達志工團至菩提中學的服務，此行參觀中興商
工及育達科大的教育環境，讓他們對印象中的
台灣教育改觀，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讓他
們受益良多，期待未來持續深化交流，共同提
升學子們的國際觀。

育達科大激勵教職同仁  

7月起調薪3%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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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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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與印尼菩提中小學簽訂合作備忘錄

107學年聯登分發  育達科大成績長足進步

專訪校友會理事長張傳源：永遠在追求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ing

▲▲張傳源學長目
前任職苗栗縣
同光國小校
長。

▲

▲中興商工吳聲
忠校長(右2)
與菩提中學趙
坤昌校長(左
2)在育達科技
大學黃榮鵬
校長(左1)與
崇文三語中小
學暨幼兒園賴
真煁校長助理
(右1)的共同
見證下簽屬合
作備忘錄。

▲▲儀式結束後與會人員合影。

▲▲黃榮鵬校長與菩提中小學趙坤昌校長簽訂兩
校合作備忘錄。

▲

▲張校長很感謝
育達科大給他
的鼓勵與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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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使苗栗縣民眾藉由
體適能檢測，提升對自我體適
能的認知與重視，進而產生運動
動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育達
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承接體育署
辦理「運動i臺灣」運動推展活
動，並透過定期體適能檢測追蹤
自己的運動效益，以達強化運動
健身之實際功效。

為使學生能學以致用，休運系
特別成立「社區運動健康促進團
隊」，並與苗栗各社區合作，提
供苗栗縣民運動健康促進服務，
以達到運動健康促進推廣，善盡
一份專業科系之社會責任。

7月5日本校休運系兩位老師
帶領兩位系友及16位在校生一
行20人，來到佳興里民活動中
心，為樂齡及年輕兩大族群鄉
親，做體能檢測服務，受到里長

及里民志工熱情的參與及支持。
接下來，8月10日休運系的「社

區運動健康促進團隊」來到大湖
南湖社區進行老人家體適能團體
衛教，由今年體育大學運動科學
研究所畢業的休運系校友呂佳育
主講，他表示，參與這次活動心
裡非常開心，從大學時期，就跟
著至社區執行專案，在執行過程

中找到自己的興趣，
畢業後至研究所就
讀，研究領域為高齡
者功能性體適能方
面，今年畢業後，能
再回來協助專案執
行，繼續為苗栗老人
家在地老化盡一分
力。

休運系陳淑貞主
任表示，由學生團隊
到社區進行高齡長者

團體衛教，這樣貼心的安排，獲
得在地居民肯定與讚賞，期望在
高齡化社會裡，每位長者都能適
當運動，成功老化，減少醫療資
源的使用，健健康康的生活。

休運系的「社區運動健康促
進團隊」於8月18日也與”運動i
台灣”的「貓裏逍遙遊」活動結
合，擴大服務各年齡層的體適能
檢測服務，活動當天鄧桂菊副縣
長及李元友科長也參與休運系的
檢測活動，同時也對育達科大培
養苗栗縣民「愛運動」的興趣及
倡導銀髮樂活健康運動目標表示
肯定。

休運系表示，校外體適能檢測
活動，將持續兩個月，延續育達
科大休運系在苗栗深耕體適能服
務8年之經驗，服務苗栗縣民體適
能檢測，為促進在地居民健康，
貢獻一份心力。

【本報訊】本校日前由黃榮鵬校
長主持106學年度卸任一級主管表
揚典禮，五名卸任老師分別為資
訊圖書處林俊達資圖長、研究發
展處江素貞研發長、綜合開發處

鄭素琴開發長、資訊管理系吳振
鋒主任及人文社會學院、幼兒保
育系、兒童教育產學碩士專班陳
儒晰院長，每人除獲頒琉璃藝術

紀念碑，肯定老師們多年來對育
達的卓越貢獻。

學校為表彰五位卸任一級主管
的貢獻，特別隆重安排在全校行
政會議中公開表揚，黃榮鵬校長
致詞時表示，感謝各位主管多年

來為育達盡心盡力付出，期待每
一位卸任主管的優良領導精神可
以在育達校園裡持續傳遞下去，

感動育達每位教職同仁、深化服
務每位來育達求學的學子，讓育
達的學生得到最完善與最誠懇的
照顧。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為提升行政
人員專業能量，藉由探索教育「做中
學」體驗式研習，培養團隊工作動力
的認知與瞭解，藉以增進行政主管自
我成長並提升其競爭力，特於6月15
日於校內冒險挑戰場舉辦107年度教
職員成長系列-探索教育研習活動，也
激發了無限可能的育達團隊默契，活
動圓滿成功結束。

這次107年度探索教育研習由人事
室主辦、休閒事業管理系協辦，本校
專任教師及一、二級主管全程參與。
上午課程安排了探索簡介及分組、賞
鯨船等平面體驗課程，藉以認識探
索教育、團隊默契建立、溝通協調
能力；高空確保技術教學、高空擊球
等，磨練學員克服自我恐懼、挑戰自
我極限、相互信任支持、團隊默契增
進等，最後所有參與教職員分享心
得，氣氛熱絡，本次活動也讓各同仁
間有了更密切的瞭解與團隊默契。

本次課程邀請休管系彭筱琦老師、
邱文頊老師及巫玫慧老師帶領活動及
引導討論；首先彭筱琦老師在課程介
紹時，詳細的說明探索教育的緣起、
運動精神與其特色，也在現場有安排
具有助教資格的休管系同學協助師長

穿著安全護帶及頭盔等，讓每個人對
接下來的體驗行程都充滿期待。

首先彭老師先帶領大家操作”賞
鯨船”，這看似簡單但卻是困難度最
高、需要全體充分協調合作，同心
協力才能突破，緊接著操作高空確保
的”高空獨木橋”、”漫步在雲端”
以”巨人梯”等項目，充分讓參與者
了解要溝通、問題解決、合作信任才
能夠解決困難，達成任務。

活動最後到達體驗教育的高潮”高
空擊球”挑戰，首先由休管系邱文頊

主任上場示範，抓著木樁往上爬，登
上木樁頂時，木樁晃得更厲害，邱主
任說，首先要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懼，
此時若不穩定心情，盲目抓住確保
繩，多數會墜落；要挺直雙腳，才能
平衡，再來是鼓起勇氣躍出，拍擊目
標球，瞬間身體會隨之墜落，此時正
是考驗著你和朋友間的信任程度；經
過邱主任的示範講解後，有公共事務
中心陳進喜主任及進修學務組許雅惠
組長兩人挑戰成功，活動也在所有人
的掌聲歡呼中圓滿結束。

【本報訊】8月23日台灣面臨豪大
雨的威脅，台中以南縣市根據中央
氣象局預報，擔心豪雨致災之可
能，為保障民眾安全、降低災害的
發生，自下午起即陸續宣佈晚上停
班停課。本校雖位於台中以北之苗
栗地區，受到鋒面的影響也開始變
天下起雨來，黃榮鵬校長擔心待在
學校宿舍之學生們的安全，特別帶
領龍清勇主秘及胡英麟學務長等教
職同仁巡視校園並前往宿舍探視關
懷學生。

因擔心熱帶性低氣壓挾帶龐大雨
量來襲，造成雨後氣溫驟降之情形
發生，黃校長特別為每一名學生購

置薄毯，親至學生宿舍贈予暑
假期間仍住在學校宿舍而未返
鄉之越南學子，給予其身體與
心靈上的溫暖。

在 每 份 充 滿 愛 心 的 小 禮 物
上，都貼有校長對學生們的叮
嚀，提醒學生暑期打工務必注
意安全，同學之間在異鄉要彼
此關懷，不管是求學或是打工
都要認真看待，注意禮貌與態
度。在開學前夕，更要提醒自
己收收心，迎接開學的到來，
遵守學校的一切規範，當個認
真求學的好學生。

校長表揚106學年度卸任一級主管 感謝他們的奉獻與付出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貼心準備薄毯 
供越南學生保暖

休運系學子走入農村社區 為里民健康服務

育達科大教職員成長系列  107年度主管探索教育研習圓滿成功

▲▲黃校長致贈資訊圖書處林俊達
資圖長紀念牌。

▲▲黃校長致贈研究發展處江素貞研
發長紀念牌。

▲▲黃校長致贈人文社會學院、幼兒
保育系、兒童教育產學碩士專班
陳儒晰院長紀念牌。

▲▲黃校長致贈綜合開發處鄭素琴開
發長紀念牌。

▲▲黃校長致贈資訊管理系吳振鋒
主任紀念牌。

▲  “賞鯨船”這看
似簡單但卻是困
難度最高、需要
全體充分協調合
作，同心協力才
能突破。

▲▲操作高空確保的”高空獨
木橋”等項目，充分讓參

與者了解要溝通、
問題解決、合作信
任才能夠解決困
難，達成任務。

▲▲公共事務中心陳進喜主任成
功征服“高空擊球”挑戰。

▲▲所有參與體驗之主管合影。

▲▲越南學生收到禮物開心與黃榮鵬校長及師長
合影。

▲▲黃榮鵬校長與揚玉
順同學合影。

▲▲縣長夫人蔡麗卿、造橋鄉長黃純德、代表會主
席陳裕福、衛生局秘書莊素玲、龍昇村長陳吳
滿玉、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育達科技大
學休運系主任陳淑貞等與91歲阿嬤合影。

▲▲休運系「社區運動健康促進團隊」，陳淑貞主
任帶阿公阿嬤進行毛巾操等運動指導服務。

▲▲鄧桂菊副縣長親臨活
動現場，體驗休運系
專業的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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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校6月26日於綜合大
樓B1育才庭舉辦106學年第2學期
「境外生接待家庭歡送餐會」，
此次活動有38位接待老師與60位
境外生出席，蔡彥欣副校長及陳
建民國際長等師長也撥冗共襄盛
舉，現場氣氛溫馨熱絡，為境外
生短期研修生活畫下圓滿句點。

蔡彥欣副校長表示，在校方沒
有任何補助下，本校教職員生仍
踴躍申請擔任接待家庭，提供境
外生適切的接待與關懷，讓這些
遠道而來的同學們能安心就學，
雙方也因而建立濃厚感情。

此外，蔡副校長也提到，接待 

家庭營造出友善的學習環境，除
了讓境外生體會到臺灣的熱情與
多元文化，也讓境外生在育達有
家的溫暖。他要特別感謝參與接
待家庭的育達科大師長們，也期
盼育達的境外生，有空常「回
家」，育達的大門永遠為大家開
著。

蔡副校長致詞勉勵後，緊接著
是頒發短期生研修證書，每校代
表依序上臺領獎時，驕傲神情表
露無遺，完成研修的成就感與喜
悅不言而喻。

短短一學期的交流生之旅即將
進入尾聲，餐會中充滿著感謝和

不捨的氣氛，大家最後互道祝福
並且期勉，「結束，是下一段國
際交流的延續與開始！」期待下
次再相見。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攝影
研究社，於6月13日於育達科技
大學廣亞藝術中心異國文化視
聽館及廣亞草皮舉辦空拍攝影
之運鏡研習活動，活動的特色
是教授飛行機安全知識以及大
型活動時，空拍機運鏡拍攝技
巧，讓學生在未來活動時，在
操作空拍機能夠有更多有好的
拍攝視角，並且重視未來法規
落實時，應該注意的飛行範圍
及飛行限高。

育 達 科 技 大 學 物 聯 網 學 位
學程張毓騰主任也前來旁聽課
程，對空拍機也頗有研究的張

主任表示，學校能夠辦理空拍
機相關的研習課程，增加學生
對於空拍機法規知識以及操作
的手法，未來學校也將投入更
多的資源與人力，讓未來對於
有興趣的學生，能夠在航拍產
業上發光發熱。

本次研習活動由飛岳影像創
作學院的岳志忠老師教導，其
內容是教授現在時下最夯的空
拍機，講授空拍機飛行法規，
以及空拍攝影運鏡技巧，以提
高學員對於未來活動期間，飛
行空拍機的畫面需求，增加活
動紀錄可看性，讓每一位同學
都大開眼界直呼收穫滿滿。

應日3A�范羽彤∕彩霞

地點：永和山水庫

器材：HTC10

說明：�在永和山水庫的一隅，絢麗的彩

霞與湖面如鏡的倒影，如詩如

畫，藏在山路蜿蜒的小道上。

【本報訊】育達科大學6月30日至
7月14日由台中中國科技大學承辦
的中區十校「夏艷服務營隊」，
由本校學生會吳淨崴、楊晉嘉、
溫昂珊及許千文等四位同學代表
本校參與活動，並由中區的國立
台中教育大學、國立台中科技大
學、逢甲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靜宜大學、東海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及中國醫藥
大學等九所學校，共同辦理弱勢
偏鄉服務營隊共計40名學生代表

參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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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技大學學生總召休閒
事業管理系的吳淨崴同學說，每
年在各中區伙伴學校共同為偏鄉
學生而辦理的營隊服務活動，對
於參加活動的學生而言，非常有
意義性的活動，也希望未來能夠
有更多的同學能夠參加類似的活
動。

106學年度第2學期境外生歡送餐會 溫馨熱絡

育達參與中區“夏艷聯合服務營隊”  
服務偏鄉 貢獻社會

攝影社教空拍機
學習立體拍攝手法

▲▲蔡副校長頒發短期生研修證書。
▲▲蔡副校長逐一向大家互道祝福並
期待下次再相見。

▲▲十校夥伴服務員出隊大合照。

▲▲同學們至台中中科國小營隊服
務情況。

▲▲攝影社聘請飛岳影像創作學院
的岳志忠老師教導現在時下最
夯的空拍機。

▲▲戶外的實作課程，讓每一位同
學實際體驗空拍機的基本操
作。

攝影賞析

應日3A�劉佳宜∕夕陽餘輝

地點：苗栗縣後龍鎮

器材：手機攝影

說明：�日落時分的美好消縱即

逝，夕陽無限好；只是

近黃昏……除了攝影之

外能使這美好剎那停留

至永恆的只有回憶。

應日3A�吳孟玲∕歸

地點：往高鐵的路上

器材：htc728

說明：�回家的路上看到夕陽，覺得很美

所以就停下來拍。

休管3B�陳甯怡∕展翅高飛

地點：新竹-南寮漁港

說明：�『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要記得畢

業並不代表學業的結束，而是邁

向另一個里程碑的開始，互相勉

勵彼此，更進一步，讓我們各自

奔向光明的前程！

餐旅3A�杰輝李∕開學前夕

地點：商管大樓餐旅系外面向操場

說明：�106學年第一哩路結束後，新生

們紛紛回到了宿舍，暗了兩個月

的宿舍開恢復了光亮，同學們也

視乎都在忙著整理行李，籃球場

上都空無一人。

休管4B李元顥∕心情出口

地點：苗栗�龍鳳漁港

器材：D5100

說明：�對於生活�或許有許

多的煩惱，不妨走

出戶外行走去旅行，

讓心情有個釋放的出

口。

休管4B�李元顥∕以舞會友

地點：苗栗火車站

說明：�舞蹈是一種能與人溝

通，交流互動的方

式，就如同這場舞蹈

研究社� battle�交流

賽，每一個動作都充

滿感動、喜悅。

廣亞藝術中心�黃萬全主任∕自信

地點：學校圖書館

說明：�時尚系畢業成果展幕

後工作人員，在校內

圖書館賽前最後排演

完後，留下出賽前充

滿信心的合影。

廣亞藝術中心�黃萬全主任∕龍鳳夕照

地點：龍鳳漁港

說明：�龍鳳漁港鄰近育達科大，風景宜

人，是學校師生假日休憩的好去

處，希望同學在讀書之餘，也要

多接近大自然！

應日3A��陳慧宜∕蔓

地點：育達水池邊

器材：�OLYMPUS�PEN�EE3�

業務用100

說明：�如果說每一片葉子

都是回憶，那麼今

後也會一直向上生

長，一直累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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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今年暑假由休閒運動
管理系戶外組陳鴻仁、吳怡樺、
楊蕙霞老師與實習學生領隊，帶
領學校教職員與樂齡大學學生
們，進行一趟小琉球生態戶外活
動之旅，行程精彩豐富，各個收
穫滿滿。

陳鴻仁老師說，我們除了觀光
旅遊，還精心
加入自行車騎
車體驗、浮潛
看綠蠵龜、踏
浪看潮間生態
保育，這樣特
別的安排，讓
所有參與者都
留下深刻又美
好的回憶，大
家相約明年再
來一次。

休運系陳淑

貞主任表示，系上一直以來強調
「做中學」，此次活動由老師規
劃之後，帶領著學生實習實作演
練，學生親自參與整個運動觀光
的流程，這樣紮實的訓練方式，
獲得所有人的肯定，歡迎未來對
運動觀光與戶外活動有興趣的學
子們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吧！

情定育達   學輔中心
校友回校幸福拍婚紗

  時尚師生發巧思  為育達電梯上新妝

107年育達科大中元普渡
107年育達科大中元普渡儀式於8月22日吉時於綜合大樓前舉
行，由王育文董事長主祭，校內一二級主管與各級行政同仁
均到場一同參加，祈求校區招生順利，教職員生出入平安，
與會人員莫不齊心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106學年個資保護課程
本校於 6月 8日下
午，在圖書館3樓舉
辦「個資保護的推
動與管理」課程，
邀請國立中興大學
ISCB主導稽核員鍾
沛原講師授課，讓
與會同仁習得個資
專業知識，讓行政
執行更有效率。

106學年校務諮詢會議
本校106學年度
校務諮詢委員會
於107年7月24日
召開，會中邀請
多位校外專家學
者蒞臨指導，計
有文化大學資訊
傳播學系李天任
委員、台北海洋
科技大學唐彥博
委員、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容
繼業委員、南開科技大學楊濬中委員、景文科技大學
劉顯達委員等，委員於會中針對本校現況提出建議改
善意見。

時尚系學習服務
相當受到校內師生歡迎的"時尚系服務學習活動"6月
20日下午於綜合大樓一樓中庭，舉辦特別的舒壓『滑
罐、拔罐、刮痧』服務，由本校時尚系林婉如老師帶
領時尚系課程學生為全校教職員紓壓，期使理論與實
務相結合。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圳堵
營區教學點於6月29日舉行106學
年度畢業典禮，由育達科大王榮
祖副校長及陸軍砲兵第58指揮部
指揮官尹少將共同主持，並為畢
業官兵撥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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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榮祖副校長致詞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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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工
作和進修的需求，同時
更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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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營區教學點學有所成 31位士官摘學士學位育達營區教學點學有所成 31位士官摘學士學位

校 園 短 波

【本報訊】就在情人節的前
夕，愛神悄悄地到來，育達校
園的空氣中瀰漫著甜甜的味
道，粉紅色的愛心泡泡似乎也
飄進學校裡來；民國98年因參
加學務處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學輔義工社團」而相知相戀
的資管系馬文伸、邱鈺雯兩位
校友，由於不約而同的助人理
念而相識，在社團學習中更加
瞭解彼此而墜入愛河，在攜手9
年後，終於決定在今年年底要
步上紅毯了！

新郎馬文伸與新娘邱鈺雯回
憶起當年的青澀歲月，娓娓道
來一路上與學生輔導與諮商中
心結緣的過程；當年參加學輔
義工社，基於服務的熱血，在
中心輔導員的帶領下，社員們
一起協力完成了諸如弱勢團體
義賣、同儕輔導、社團評鑑等
活動。在這過程中，兩人也更
加相知相惜，互相期許「散播
愛與關懷的種子」是兩人彼此
的終生志趣。

兩人在訪談過程中也互相打
趣，九年的交往過程中，難免也
有關係陷入低潮與緊張的時候，
幸好當年報名參加了學輔中心的
同理心演練、男女大不同、人際
溝通技巧等小團體，這些點點滴
滴學習，日後讓兩人一次次地化
解誤會，解開心結。

在決定攜手相伴一生後，同
為育達校友的兩人，決定在8月
6日這天回到對他們意義重大的
娘家—育達學輔中心拍攝婚紗，
兩人在中心團體諮商室重溫大學
時代下課後總是一同來到社團，
大夥兒在團諮室打打鬧鬧的情
景，也感謝母校帶給他們的一
切。拍攝過程進行得十分順利，
拍照時深情對望的兩人，既感人
又甜蜜，小倆口的婚紗照幸福感
破表，連背後層層疊疊的卷宗夾
也變得可愛了。最後，兩人向學
輔中心的師長許諾，結婚十週年
要再回來育達這個娘家，兩人未
來也要共同相守愛與助人的信念
喔！

休運系生態之旅  「做中學」實作演練

▲▲畢業典禮由王榮祖副校長(中)與58砲指揮官
尹少將共同主持。

▲▲休管系邱文頊主任為畢業同學撥
穗。 ▲▲典禮結束後，與會官兵師長合影。

▲▲休運系小琉球生態戶外活動之旅，行程精彩豐富。

▲▲行程中，特別安排騎自行車一覽
小琉球美景。

▲▲同學們浮潛看綠蠵龜、踏浪看潮
間生態保育，讓所有參與者都留
下深刻又美好的回憶。

▲▲「學輔義工社團」相知相戀
的資管系馬文伸、邱鈺雯兩
位校友。

▲▲互相期許「散播愛與關懷的種
子」是兩人彼此的終生志趣。

【本報訊】時尚造型設計系為了
讓學校綜合大樓電梯更具美感與
增添人文藝術，由時尚系盧玉華
老師帶領孫慧婷、洪閔榕同學一起
完成皮雕作品，讓蒞校的外賓及校
內師生有全然不同的藝術體驗。

位於綜合大樓的兩台電梯，分

別設計由育達校徽為主題的“育
達學生將會是地球村的國際人”
以及“智慧樹”，樹上的果實代
表學生將來需具備勇氣、行動、
信心等智慧。

主要圖案設計由學生孫慧婷構
思，洪閔榕同學協助完成。使用

真皮雷射雕刻出圖型以層疊方式
塑造出立體感，同時再以特別的
復古圖紋邊飾和古典建築藝術圖
案，加以裝點鑽飾和特殊五金來
豐富視覺上的精彩度。

黃榮鵬校長對於時尚系師生，
主動發揮所學專業為學校美化妝
點感到十分感動與欣慰，也特別
致贈同學獎勵金，鼓勵同學們，
並希望她們可以再接再厲，在藝
術創作上更上層樓。

▲▲時尚系的洪閔榕(中)與孫慧婷(右2)兩位
同學與黃榮鵬校長(左2)、鄭寶寧主任
及指導創作的盧玉華老師(右)合影。

▲ ▲由育達校徽
為 主 題 的
“育達學生
將會是地球
村 的 國 際
人”皮雕作
品。

▲  “智慧樹”
作品，樹上
的果實代表
學生將來需
具備勇氣、
行動、信心
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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