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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家政策 育達科大教職員 調薪 3％ 育達科

大校長黃榮鵬。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8 年 08 月 04 日 04:10 工商時報  

文／林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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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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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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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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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學生遊戲黑客松 龍華科大僑生摘最佳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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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LHU x Student Game Jam（SGJ，學生遊戲黑客松），於龍華科技大學盛大舉行。(龍華科大

提供) 

2018 年 08 月 25 日 13:25 旺報  

李侑珊 

龍華科大遊戲系主任盧大為(右 1)，頒發最佳創意獎給

「19UNDERGROUND」團隊。(龍華科大提供) 

2018 LHU x Student Game Jam 活動，參與者彼此交流遊戲開發經

驗。(龍華科大提供) 

2018 學生遊戲黑客松「2018 LHU x Student Game Jam」近日於龍華科技大學盛大舉行，吸引全台共 14 所大

專校院學生參加，歷經 30 小時遊戲開發，龍華科大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馬來西亞僑生吳文菩、陸繼杵、胡

凱毅、蔡觀耀團隊「19UNDERGROUND」，獲得最佳創意獎。 

「2018 LHU x Student Game Jam」（簡稱 SGJ）活動邁入第 4 屆，今年共邀請 14 所大專院校學生參加，其中

包含龍華科大、台北科大、成功大學、中央大學、國立海洋大學、朝陽科大、育達科大、致理科大、實踐大學、

開南大學、林口高中、大安高工、內湖高工、育達高職等近 60 名大專及高中職學生共組成團隊，並挑戰在 30

個小時內完成遊戲開發創作，彼此交流分享製作遊戲經驗。 

歷經 30 小時遊戲開發，大會並評選出優勝隊伍。龍華科大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馬來西亞僑生吳文菩、陸繼

杵、胡凱毅、蔡觀耀團隊「19UNDERGROUND」，獲得最佳創意獎；同系學生李柏誼、林琮倫與北科大、育

達科大及實踐大學同學共組的團隊「初出茅廬」獲得最佳挑戰獎；育達科技大學學生團隊「沒有美術的團隊」則

獲得最佳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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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Game Jam 活動均由學生統籌舉辦。活動總召集人、龍華科大遊戲系學生呂紹翔，以過來人經驗表

示，剛踏進遊戲開發的圈子時，以為要在短時間內產出一款能正常遊玩的遊戲是不可能的，但在參加去年的 

SGJ 學生遊戲黑客松後，徹底推翻過去的想法。 

呂紹翔說，在遊戲開發的過程中，可以學習許多開發遊戲的技術，不僅如此，還能和許多同為學生的遊戲開發者

互相切磋，並彼此交流分享開發遊戲的經驗！今年延續往年的良好體驗，期望學生遊戲開發環境能變得更好，這

會是個適合所有學生遊戲開發族群並一同製作遊戲的最佳活動。」 

活動指導老師、龍華科大遊戲系主任盧大為指出，SGJ 的核心精神是「自主學習」、「嘗試執行」、及「展示出

來」，遊戲創作不限於任何表現方式或平台，參與的學生只要擁有基本的遊戲設計、程式開發、美術、音效等創

作能力，保持開放、積極的態度參與活動，並與隊友合作，挑戰在三十小時內完成一款遊戲雛形及展示，相信能

提升大家遊戲設計與製作的功力，並在學習上也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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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大 2018 學生遊戲黑客松 自主學習遊戲開發經驗交流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8/24 09:21(10 天前) 

 

龍華科大 2018 學生遊戲黑客松 自主學習遊戲開發經驗交流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824 09:21:01)2018 LHU x Student Game Jam（SGJ，學生遊戲黑客松），日前於龍華

科技大學盛大舉行，由 14 所來自來自龍華科大、台北科大、成功、中央、海洋、朝陽科大、育達科大、致理科

大、實踐大學、開南大學、林口高中、大安高工、內湖高工、育達高職等近 60 名大專及高中職學生共組成團

隊，挑戰在三十個小時內完成遊戲開發創作，並彼此交流分享製作遊戲經驗。 

 

歷經三十小時遊戲開發，大會並評選出優勝隊伍。龍華科大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馬來西亞僑生吳文菩、陸繼

杵、胡凱毅、蔡觀耀團隊「19UNDERGROUND」，獲得最佳創意獎；同系學生李柏誼、林琮倫與北科大、育

達科大及實踐大學同學共組的團隊「初出茅廬」獲得最佳挑戰獎；育達科技大學學生團隊「沒有美術的團隊」則

獲得最佳人氣獎。 

 

今年的 Students Game Jam 已經邁入第四屆，均是由學生所統籌舉辦。活動總召集人、龍華科大遊戲系學生呂

紹翔表示，Student Game Jam 正是為了那些有點基礎但實力仍不足的學生們所舉辦，現場由具備經驗的同學

帶領，指導參與者遊戲開發相關經驗，活動中亦能增進與其他學校的同學交流機會，不僅可以在短時間大量提升

實力，還能多認識些未來的遊戲圈朋友，增廣人脈。 

 

呂紹翔以過來人經驗說：「在剛踏進遊戲開發的圈子時，以為要在短時間內產出一款能正常遊玩的遊戲是不可能

的，但在參加去年的 SGJ 學生遊戲黑客松之後，徹底推翻過去的想法。在遊戲開發的過程中，可以學習許多開

發遊戲的技術，不僅如此，還能和許多同為學生的遊戲開發者互相切磋，並彼此交流分享開發遊戲的經驗！今年

延續往年的良好體驗，期望學生遊戲開發環境能變得更好，這會是個適合所有學生遊戲開發族群並一同製作遊戲

的最佳活動。」 

 

活動指導老師、龍華科大遊戲系主任盧大為指出，SGJ 的核心精神是「自主學習」、「嘗試執行」、及「展示出

來」，遊戲創作不限於任何表現方式或平台，參與的學生只要擁有基本的遊戲設計、程式開發、美術、音效等創

作能力，保持開放、積極的態度參與活動，並與隊友合作，挑戰在三十小時內完成一款遊戲雛形及展示，相信能

提升大家遊戲設計與製作的功力，並在學習上也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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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82學生就斷水電？亞太學院資遣全數老師 
 

EBC 東森新聞 

3k 人追蹤 

追蹤 

東森新聞 

2018 年 8 月 1 日 下午 7:42 

20 則留言 

 

檢視相片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會決定停辦，學校老師控訴校方惡質辦學，逼退師生，更在 2 週內未依規定

召開的教評會，逕自把剩餘 30 多名的教師全數資遣，老師的資遣費，學校還是拿當初教育部補助的

創校基金的 10 億元中撥給老師，而即將畢業的 82 名大四和研究所學生，也被迫轉到育達科技大

學，學生說表面看似好的安排，但對他們來說根本是困難重重。 

▼（圖／東森新聞） 

 

檢視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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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師生：「各位神聖的一票，是在見證台灣私立學校的未來。」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停辦，師生面

臨無路可走的困境，大動作抗爭，尤其是停辦中形成弱勢的學生，82 名陶藝系大四與研究所同學，

原本堅持原校畢業但也被迫轉到育達技術大學就讀。 

在校學生：「外界的人都覺得說轉學很好是因為新的出發，可是你轉學之後，不是這麼多事情都是

順的。」 

在校學生：「因為已經 3 年級，這樣插班了，那我們會在一些需要分組別的科目或者專題製作上

面，我們都很難找到組員，去完成這件事情。」 

▼（圖／東森新聞） 

 
檢視相片 

未來到底要怎麼辦？位在苗栗頭份的校區，陶藝系大樓已經被校方斷水斷電，圖書館也關閉，整個

學校空空蕩蕩，留下 20 個老師不願意被資遣，組自救會自力救濟。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教授黃惠芝：「到現在校方沒有送出停辦計畫，教育部也沒有核定學校停辦，學

校違法召開教評會，把老師全數資遣掉，所以教育部跟學校配合打假球。」2 週內資遣 20 多名老

師，資遣費竟然是用教育部當初給校方創校基金的 10 億元中撥出。 

▼（圖／東森新聞） 

 

檢視相片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教授黃惠芝：「用設校基金來撥付老師薪水，而不是要求董事會拿出薪水，然後

把學校學生老師都清空，把剩下鉅額 10 幾億的校產，仍是要留給董事會。」 

亞太創意學院主秘曾景睦：「確實還有收到教育部的核准，基本上整個的學校運作也不會因為沒有

教育部的核准名額會停擺。」全國高教工會更質疑，亞太董事會趕走師生後，卻能繼續掌控 10 億校

產，沒有完善的退場機制，老師與學生的未來止能聽天由命，惡性退場的例子一開，恐怕往後其他

學校退場，引發模仿效應，最無辜的就是受害師生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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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好食民宿早餐大賽 業者 TOP 20 爭霸戰 

 

南投好食民宿早餐大賽，業者、學生與名廚場切磋。（廖志晃攝） 

2018 年 08 月 06 日 18:56 中時  

廖志晃 

南投好食民宿早餐大賽，「散步的雲」民宿入選 TOP20。（廖志晃攝） 

南投好食民宿早餐大賽，「金台灣山莊」民宿入選 TOP20。（廖志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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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好食民宿早餐大賽，中華民國溫泉協會理事長李吉田（左）等人擔任評審。（廖志

晃攝） 

南投好食民宿早餐大賽評審─南投縣旅館公會理長林志穎，肯定業者的用心。（廖志

晃攝） 

南投好食民宿創意早餐競賽，邀集初選入圍的 29 家業者，爭奪 TOP 20，還有 5 星飯店主廚及大學

餐飲系學生同場競技；南投縣長林明溱期許業者，以南投優質農特產品烹調美食，讓遊客品嘗南投

在地好味道。 

南投縣民宿觀光協會理事長彭成裕表示，此次競賽將評選出 20 家兼具創意及美味的民宿；並邀請育

達科大、南開科大、高雄餐旅大學、暨南大學、宏國德霖科大等餐飲相關科系學生分組競賽；還有

日月行館、芙洛麗大飯店、雲萊山莊渡假莊園等 5 星主廚展演專業烹飪手法。 

林明溱表示，民宿業者運用在地食材與創意烹調早餐，遊客品嘗後了解在地美食，也有助於南投優

質農產品行銷；此止，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南部旅遊結束，南投遊客量明顯增加，相信觀光景點最多

的南投，搭配用心經營的民宿，必定是遊客旅遊最優先的選擇。 

民宿創意早餐競賽評選結果，大專組：最佳創意獎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最佳視覺獎德霖科技大學、

最佳風味獎育達科技大學及南開科技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囊括最佳南投特色獎及最佳人氣獎。 

民宿組 TOP 20，包括散步的雲─日月潭生態民宿、水水春耘民宿、 

尚緹民宿、溪之谷民宿、錯喜歡旅棧、日月星舞民宿、貝拉森林鄉村民宿、隱竹別院、聽濤園山

莊、金台灣山莊、清境珂之幄山莊、山慕民宿、晨光鹿嘻民宿、山澗居民宿、明琴清境山莊、華蔓

渡假會館、貴夫人渡假民宿、LOOK 路殼民宿、讚美之泉心靈城堡、熊麋鹿了幸福手作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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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高手張之江 90 年前揚威奥運 苗栗發武林帖交流 

 分享 2018-08-26 09:21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即時報導  

看過 10 年前由張衛健等人主演的功夫電影「奪標」嗎？電影中的武林泰斗、「中央國術館」

館長張之江（于榮光飾）確有其人，曾帶領武術代表隊赴 1936 柏林奥運會表演，被譽為

「中國國術走向國際體壇的第一人」，苗栗縣體育會等單位今起舉辦第三屆紀念中央國術

館建館 90 周年及兩岸武術名家交流大會，27 日更有「張之江武學學術研討會」，讓兩岸

武術學者交流對話。  

苗栗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表示，這場武術交流及表演活動由苗栗縣體育會、苗栗縣教育處、

國際獅子會 300G1 區武術活動委員共同主辦，除了 26 日  (周日)下午 1 點 40 分起的武術

交流表演，27 日上午 9 點起在育達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並舉辦「中央國術館成立 90 周年

張之江武學學術研討會」，兩岸武術學者將進行交流對話。  

體育會表示，創立於 1928 年的中央國術館，為傳統武術培育大批人才，兩岸中央國術館傳

承者為慶祝創館 90 年，並藉此加強兩岸體育與文化經貿交流，在協和基金會董事長林光清

大力贊助下，特別舉辦這場大規模的武術交流活動，苗栗縣體育會國術委員會主委賴昌秀

邀請台灣各地武術名家及上海中山文化交流協會一行組成的武術及經貿代表團，進行 2 天

的武術研討及交流匯演。  

據記載，張之江生於清末的 1882 年，曾加入清朝新軍，武昌起義後參與濼州起義，失敗出

逃，民國成立後成為軍閥馮玉祥麾下，後來官拜陸軍上將。  

創辦中央國術館後，他得知德國柏林將舉辦 1936 年的奧運會，他赴上海主持選拔大賽，選

出 9 名武術高手成立「中國武術代表隊」，赴柏林表演，國手的精湛武藝震驚西方，張之

江也因中國武術隊在奧運會期間表演觀摩大會上的卓越成果，獲得第 11 屆奧運會以「五

環」為標誌的紀念章，並被譽為「中國國術走向國際體壇的第一人」。  

苗栗縣近年積極推廣武術教育，展現成果。圖／報系資料照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33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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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近年積極推廣武術教育，展現成果。圖／報系資料照 

苗栗縣近年積極推廣武術教育，展現成果。圖／報系資料照 

苗栗縣體育會、教育處等單位 26 日下午在文化觀光局中正堂辦武術交流表演。海報圖

案／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提供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8/8/n10623847.htm 

 

 

 

 

竹市府培育自造者 推出創客論壇及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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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自造者培育營（竹市勞工處提供） 

 人氣: 20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8-08-08 4:52 PM    標籤: 自造教育, 論壇, 創新創業, 勞工處 

【大紀元 2018 年 08 月 08 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寶雲台灣新竹綜合報導）新竹市政府創新產業加速中心為發

展與扎根自造教育，107 年 8 至 9 月推出一場創客論壇及五場自造者培育課程，主題涵蓋關鍵寫作、設計思

考、雷射切割應用、手作工場、數位行銷工具應用及 3D 列印應用等。 

任職於台北科技公司 43 歲的周宏憲，與甫上光華國中一年級的兒子周駿彥，參加新竹市政府辦理的「新竹市政

府創新產業加速中心開門計畫社區參訪」活動，透過樂高體驗、應用劇本及手作課程等，瞭解自造者培育課程。

在手作體驗課程中，父子倆共同完成手作筆記本，駿彥把它作為父親節禮物，感謝父親的支持與鼓勵。周宏憲認

為，這些自造者扎根課程及培育計畫，可以有系統的啟發創意思維，引導創新就業及輔導創業，他希望後續能參

加更多自造者培育課程。 

周宏憲與兒子周駿彥手作體驗課程（竹市勞工處提供） 

勞工處處長黃錦源鼓勵想要創新創業的青年們，多多利用市府推出精彩豐富的自造者培育營，除了創客論壇外，

還舉辦「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課程」、「雷射切割應用」、「手作工場」、「數位行銷工具應用」及

「3D 列印應用」等課程，藉由不同活動與課程引導，培育跨域人才，提升職業能力。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長丁玉珍表示，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8 月份創業講座主題為「時間管理與目標設

定」，於 18 日下午 1 時 30 分登場，由傳智管理顧問公司執行長吳美娥主講，在創業的戰場上，每分每秒都是

一場戰爭，掌握時間、設定完整的目標，才可得先機，贏在創業的起跑點！ 

創客論壇 8 月 9 日光復中學舉辦，邀請育達科技大學創新創業輔導暨育成中心主任林裕富主講「創業關鍵能力─

一輩子都需要的關鍵寫作力」。報名電話洽：（03）5621950 范小姐，自造者培育營相關課程可逕至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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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印學堂官網(http://www.3dpc.tw/)查詢並進行線上報名，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8 月份創業講座報名詳情請洽

網址 https://goo.gl/f9iCJm。聯絡電話：03-5324900 分機 62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9691.aspx#.W4yuSc4zYoA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班 幫助企業邁向國際舞台 提升未來競爭力 

 

第 17 屆「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研習班」在北、中、南開課，8

月登場的中部班，日前於苗栗縣結束五天密集課程。前排中

為經濟部中小企業副處長胡貝蒂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9691.aspx#.W4yuSc4zYoA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班 幫助企業邁

向國際舞台 提升未來競爭力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825 

09:17:25)第十七屆中小企業經營

領袖班中部班已於 8 月 18 日精彩

落幕！凝聚來自全台各地的中小企業領導人，透過為期五天的密集培訓，並邀請產學

研界分享及傳授事業經營技巧，擴大經營領袖之前瞻視野。 

 

為有效協助我國中小企業領導人培養前瞻與國際視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積極推動

「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研習班」，以菁華版 EMBA 為課程設計概念，迄今已逾 1900 人

參與培訓。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胡貝蒂副處長也於中部班開訓時表示，經濟部為提升中部產業創新

發展，整合在地創新能量，輔導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促進中部產業經濟蓬勃發

展，多年來苗創中心以前店後廠機制，帶領後廠團隊計有聯合大學、亞太創意技術學

院、育達科技大學、工研院、農科院等，與苗栗縣政府連結合作，共同推動苗栗粉末

冶金、高值陶瓷及智慧服務等特色產業群聚創新成長。 

 

此外，友嘉實業、裕隆汽車、艾姆勒車電乃至於本次中部班學員即將參訪的恆智重機

等等，在在都是中部在地企業的表率，除了產生中部地區的叢聚(cluster)效應之外，

更藉由這些企業共享供應鏈的優勢，幫助在地的企業邁向國際舞台，連結在地之外更

要連結國際，連結未來。透過「數位經濟」帶來各種科技可能性的勞動生產力、結合

 

第 17 屆「中小企業經營領袖研習班」中部班學員大合照 
 



「循環經濟」帶動中小企業共同合作推動的技術創新力、邁向已開發國家帶入「體驗

經濟」及設計含量的文創質感力。 

系列課程更邀請友嘉實業集團朱志洋總裁、大聯大集團曾國棟副董事長、億可國際飲

食林家振總經理、安口食品機械歐陽禹董事長及德國紅點鄭雯瑄總監…等，產業界翹

楚來授課，而課程的形式也導入各式體驗元素，包含動態性的學員破冰、雙講師制的

交流授課以及互動式的企業參訪外，更安排精神總導師於每日課程後進行收斂整合，

幫助學員反思反饋。 

中小企業領導人除可藉由領袖研習班吸收經營新知，胡貝蒂更鼓勵中小企業，善用政

府資源及中小企業相關輔導措施，運用資源協助企業數位轉型、變革升級！最後一班

南部領袖班將於 9 月辦理，歡迎至活動網站(https://w1.careernet.org.tw/leader/)查

詢課程相關細節，明年度領袖班課程資訊請洽課程執行團隊 02-2332-8558 分機 315

王執行長、分機 311 梁學務長。 

 

 

 

 

 

 

 

 

 



（圖由桃竹苗分署提供／為發展與扎根自造教育並鼓勵青年創新創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補助新竹

市政府勞工處 8 月起推出自造者培育營，包括 1 場創客論壇及 5 場自造者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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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俱老矣 自问老何如——两岸大学生调研养

老问题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809960922 

培育跨域人才、提升職業能力 桃竹苗分署和竹市 8 月起推出自造者培育營 

大成報／ 2018.08.09 23:35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為發展與扎根自造教育並鼓勵青年創新創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補助新竹市政府勞工處 8 月起推出

自造者培育營，包括 1 場創客論壇及 5 場自造者培育課程。桃竹苗分署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8 月份創業講座主題為

「時間管理與目標設定」，訂於 8/18 日下午 1 時 30 分登場，由傳智管理顧問公司執行長吳美娥主講。桃竹苗分

署長丁玉珍表示，在創業的戰場上，每分每秒都是一場戰爭，掌握時間、設定完整的目標，才可得先機，贏在創

業的起跑點！  

 

自造者培育營今(8/9)日上午在光復中學舉辦創客論壇，邀請育達科技大學創新創業輔導暨育成中心主任林裕富主

講「創業關鍵能力─一輩子都需要的關鍵寫作力」。竹市勞工處表示，林主任具有產業創新推動中心輔導專家及

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等經歷，參與跨組織、跨領域、跨產業之專業技術輔導團隊，推動微型創新輔導、地方特色

產業聚落形塑、研發聯盟輔導推動等相關業務。他認為未來新世代的青年，極有可能用目前尚未發明的技術，解

決我們不曾想像過的問題，如果說要準備些什麼核心能力，那必然是終身都運用得到，不會隨著時代改變而落伍

的關鍵寫作能力。  

 

丁玉珍分署長及竹市勞工處處長黃錦源鼓勵想要創新創業的青年們，多多利用精彩豐富的自造者培育營，除了創

客論壇外，還陸續舉辦「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課程」、「雷射切割應用」、「手作工場」、「數位行銷工具應用」

及「3D 列印應用」等課程，藉由不同活動與課程引導，培育跨域人才，提升職業能力。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今年爭取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規劃一系列最夯的自造者培育營課程，勞工處長黃錦源表

示，除了帶領參加者從不同的視角認識自己、發揮自我潛力與創意，還會體驗多項作品從無到有的創作過程，例

如透過 3D 列印機設計人生第一台橡皮筋動力飛行器；透過雷射切割機創造專屬的手飾品、庭院燈具及密室桌

遊；透過程式設計及開源電路板，製造超療癒的跳舞機器人和互動式智能寶盒。從發想、設計到實踐這一連串的

腦力激盪，來提升自我價值與競爭力。  

 

自造者培育營相關課程可逕至承辦單位享印學堂官網(http://www.3dpc.tw/)查詢並進行線上報名，衣啟飛翔創客

基地 8 月份創業講座報名詳情請洽網址 https://goo.gl/f9iC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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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杨 孙萌萌 

2018年 08月 20日 05:2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与君俱老矣，自问老何如”，当代两岸大学生养老问题调研成果汇报会日前在福建泉州举
行，来自两岸的 60 余名大学生通过话剧和报告的形式，直面两岸养老问题的现状，并展示他们 7
月间的泉州调研成果。 

  两岸年轻人关注养老 

  “透过两岸年轻人的关心，把他们的年轻朝气和创意融入到养老生活环境中，希望他们毕业之
后能对这个议题持续关注，跨领域进行结合。”台湾康宁大学校长黄宜纯说，两岸的生活习惯和语
言相近，在养老和生活水平提升方面有诸多合作的空间。 

  根据四川大学的调研数据分析显示：80%的大陆年轻人认为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而 70%的
台湾年轻人则认为视情况而定。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学生黄育婷说，在泉州调研过程中，大家发现生
活在泉州的老人根据贫富的不同，对养老的观念和资源需求也不尽相同。“老人不管经济好坏，他
们对物质需求很低，最主要是心理的孤寂感，需要被关爱、需要朋友和家人，专业服务可能只是辅
助，他们更需要的是生活。” 

  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表示，养老问题是现在两岸亟待解决的问题，两岸大学
生选择这一议题进行调研十分有意义，在养老事业方面，两岸各有所长，应该加强交流；同时，开
展这一调研活动，能有效推动两岸青年大学生互相交流、认识和理解。 

  两岸养老观念基本相同 

  两岸都进入老年化时代，两岸都是中国人，老人们在养老上都有基本相同的养老观念，从现实
看，居家养老可能是目前两岸老人都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 

  台湾育达科技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学生江巧伦说，两岸大学生在泉州街头访问时，问了很多老
人与年轻人对未来理想养老的方式和对养老院的想法与看法，大部分的老人听到养老院都是很反感
的。因为在传统理念里，把老人家送进养老院是一件很不孝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不愿意
进养老院，“这一点两岸太像了。” 

  江巧伦说，自己主要的调研是参访养老院，第一家养老院设施很完善，但有点冷清，其价格不
是每位老人都能够负担的；第二家养老院则以照顾失智与失能的长者为主，这里的老人会比其他养
老院缺少些自由；第三家养老院则是社区型养老院。“这家养老院是我看到笑容最多的养老院，因
为是一个社区集资打造的养老院，可能都是左右邻居一起相约进去的，所以进养老院的老人之间不
仅没有隔阂，反而还很开心，可以一起聊聊天，一起运动，而且养老院的费用也不会很贵。” 

  交流改变台生对大陆印象 

  据了解，参与本次调研活动的台湾大学生中有七成是首次来大陆，在短暂的调研过程中，两地
大学生也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育婷开心地说，“10 天的相伴，彼此之间有竞
争、有帮助，让大家收获了许多感动。”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20/content_1875764.htm


  台南护理专科学校老人服务事业科学生陈琦方说，“大陆同学们都很厉害，他们思维清晰、条
理分明，而且口才很好。两岸间交流的意义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交流，更多的是彼此互相学习，以及
人与人之间心的交流。” 

  台南护理专科学校学生李宜蓉说，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通过这次交流，深刻体会到我之
前目光有多么浅短，能力有多么不够。我期许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大陆看看，见见世面，感受大
陆发展和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友善和亲切。 
 

 

 

                              

 

台灣廚藝美食協會會長簡義展表示，本屆賽事結果突顯拔擢年輕選手及廚藝傳承之精神。

同時期望提昇國內評審及選手國際水準與視野，也讓彼此在競爭中交流，學習更精湛的美

食創藝。民眾如果想要一睹年輕廚神的真面目，三位選手將於 10 月 20 日廚師節，參與義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843/3333119 

 

台灣廚藝美食挑戰冠軍前進世界 

 分享 2018-08-27 17:16 經濟日報  黃英傑  

2018 台灣國際廚藝美食挑戰賽，競賽項目包括，青年與職業組之中西餐肉類、海鮮，另有

雕刻、冷盤展示、烘焙工藝藝術類及甜點等。經過三日激烈競爭後，台灣參賽菁英不負國人

眾望，以獎牌數 24 金 59 銀 185 銅，將總冠軍榮銜留在地主國。韓國、日本、中國香港、

新加坡也緊追在後，均創下選手奪牌新紀錄。賽後獎項，最佳職業廚師李佳和、最佳廚師姚

呈昇、最具潛力廚師蔡羽柔，三位獲獎人將代表台灣進軍國際，由協會提供技術指導與參賽

交通，參與接下來的世界廚師會亞洲盃國際賽及 2020 年俄羅斯世界大賽。  

 

本屆賽事由台灣廚藝美食協會及景文科技大學共同舉辦，國際組織世界廚師協會聯合會為

指導單位，共邀請國內外 80 名專業評審，包括景文、育達、開平、崑山、醒吾以及貝莉義

式餐廳、三好國際酒店、福容大飯店、東方文華、肉多多餐飲集團、王品集團、清新溫泉飯

店、板橋凱撒大飯店、八里水灣餐廳等，共計 500 多位選手爭豔角逐。其中獲得最佳職業

廚師李佳和，為台灣廚師李佳其之胞弟。李家其於 2010 新加坡參加國際廚師協會廚藝比

賽，拿下個人最高榮譽獎項亞洲廚師大獎金牌，成為國內餐飲界第三位在國際賽獲獎的「台

灣之光」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843/333311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843/3333119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8/27/99/5185958.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exp=3600


煮活動，屆時可見三強選手美麗帥氣的真面目，相關競賽活動介紹與花絮，歡迎搜尋台灣

廚藝美食協會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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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府培育自造者 推出创客论坛及培育课程 

 

新竹自造者培育营（竹市劳工处提供） 

 人气: 20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8-08-08 4:52 PM    标签: 自造教育, 论坛, 创新创业, 劳工处 

【大纪元 2018 年 08月 0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宝云台湾新竹综合报导）新竹市政府创新产业加速中心为发展

与扎根自造教育，107年 8至 9月推出一场创客论坛及五场自造者培育课程，主题涵盖关键写作、设计思考、雷

射切割应用、手作工场、数位行销工具应用及 3D列印应用等。 

任职于台北科技公司 43岁的周宏宪，与甫上光华国中一年级的儿子周骏彦，参加新竹市政府办理的“新竹市政

府创新产业加速中心开门计划社区参访”活动，透过乐高体验、应用剧本及手作课程等，了解自造者培育课程。

在手作体验课程中，父子俩共同完成手作笔记本，骏彦把它作为父亲节礼物，感谢父亲的支持与鼓励。周宏宪认

为，这些自造者扎根课程及培育计划，可以有系统的启发创意思维，引导创新就业及辅导创业，他希望后续能参

加更多自造者培育课程。 

周宏宪与儿子周骏彦手作体验课程（竹市劳工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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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处处长黄锦源鼓励想要创新创业的青年们，多多利用市府推出精彩丰富的自造者培育营，除了创客论坛外，

还举办“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课程”、“雷射切割应用”、“手作工场”、“数位行销工具应用”及“3D

列印应用”等课程，藉由不同活动与课程引导，培育跨域人才，提升职业能力。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长丁玉珍表示，衣启飞翔创客基地 8月份创业讲座主题为“时间管理与目标设

定”，于 18 日下午 1时 30分登场，由传智管理顾问公司执行长吴美娥主讲，在创业的战场上，每分每秒都是一

场战争，掌握时间、设定完整的目标，才可得先机，赢在创业的起跑点！ 

创客论坛 8 月 9日光复中学举办，邀请育达科技大学创新创业辅导暨育成中心主任林裕富主讲“创业关键能力─

一辈子都需要的关键写作力”。报名电话洽：（03）5621950范小姐，自造者培育营相关课程可迳至承办单位享

印学堂官网(http://www.3dpc.tw/)查询并进行线上报名，衣启飞翔创客基地 8月份创业讲座报名详情请洽网址

https://goo.gl/f9iCJm。联络电话：03-5324900分机 62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ynamic-cina-komunitas/2018 

2018 台湾高等教育展 本月 10 至 13 日印尼三大城市登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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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三起：李世屏秘书、黄贤安、Bambang B.Suwarso、叶秀娟、谭自强、Handa S.Abidin 等与赴台留

学生们在新闻发布会后合影。 

 【本报周孙毅报道】由印尼台湾教育中心（Taiwan Education Center Indonesia)主办，台湾东海

大学协办的“2018台湾高等教育展”，将于 8月 10日至 13日期间，分别在 Cikarang、雅加达、棉

兰等三大城市登场。 

昨日，印尼台湾教育中心主席叶秀娟，东海大学代表黄贤安，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教育秘书李世

屏等嘉宾，包括：台湾长荣航空驻印尼总经理谭自强，印尼工商会馆代表 Bambang B.Suwarso，印

尼总统大学第四副校长 Handa S.Abidin等，在雅加达 Menara Batavia 大厦就上述活动召开了新闻

发布会。 

据叶秀娟表示，届时将有 36所台湾各大专院校前来参展，为印尼学子及家长提供最新的留学资讯。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她说，该教育展将于 8 月 10 日，首先在 Cikarang Jababeka Convention 

Center举办，接着 8 月 11日在雅加达 Central Park Pullman 酒店大礼堂登场；第三站则于 8 月 11

日至 12日，在苏北省棉兰市 Grand Mercure 酒店举办。 

参加本次教育展的各大专院校有：东海大学、义守大学、慈济科技大学、慈济大学、天主教辅仁大

学、淡江大学、大叶大学、东吴大学、中台科技大学、国立嘉义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侨光科技大

学、高雄医学大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朝阳科技大学、

醒吾科技大学、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吴凤科技大学、国立高雄餐旅大学、明新科技大学、国立交通

大学、树德科技大学、育达科技大学、国立成功大学、国立台湾大学、国立联合大学、实践大学、

中原大学、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教育秘书李世屏也发表重要讲话，并希望通过该教育展，能让印尼学生有更

多选择属意科系的机会，促成更多学生赴台留学，加强学术文化交流。 

叶秀娟补充说，这是本年度第二次举办的台湾高等教育展。第一次教育展已于今年 2 月 4 日至 10

日，在万隆、日惹、三宝垄成功举办。希望本次展览能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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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湾高等教育展雅加达站隆重开幕 

  

主办方与嘉宾们和来自台湾 36 所各大专院校代表合影。 

 【本报周孙毅报道】 8 月 11日，由印尼台湾教育中心主办，台湾东海大学等单位协办的 2018台

湾高等教育展，在雅加达 Central Park Pullman酒店隆重开幕。 

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陈忠代表，侨务组组长张淑燕，教育组秘书李世屏，印尼台湾教育中心主席

叶秀娟，执行长黄贤安，JABABEKA 集团总裁许龙川，印尼工商总会副主席 Bambang B.Suwarso，雅

加达台北学校董事长宋培民，东海大学校长王茂骏，长荣航空印尼总经理谭自强与台湾各大专院校

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吸引了 36所台湾各大专院校参展，分别是：东海大学、义守大学、慈济科技大学、慈济大

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大叶大学、东吴大学、嘉义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侨光科技大学、高雄

医学大学、中台科技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朝阳科技大学、醒吾科技大学、云林科

技大学、吴凤科技大学、高雄餐旅大学、屏东科技大学、明新科技大学、交通大学、树德科技大

学、育达科技大学、成功大学、台湾首府大学、政治大学、台湾联合大学、实践大学、中原大学、

实践大学、长荣大学、东华大学、台湾海洋大学，以及玄奘大学等。 

叶秀娟在开幕式上致辞，感谢与会嘉宾拨冗出席本届教育展开幕礼。她说，这是今年第二次举办的

2018 台湾高等教育展。第一次已于今年 2 月 4 日至 10日，分别在万隆、日惹、三宝垄成功举办。

http://www.shangbaoindonesia.com/dynamic-cina-komunitas


本次教育展将于 8 月 10 日至 13 日，分别在 Cikarang Jababeka Convention Center、雅加达、棉

兰 Grand Mercure 酒店等三大城市举办。 

叶秀娟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教育展，能为印尼学子及家长提供台湾最新的留学资讯，让印尼学生有

更多选择属意科系的机会，促成更多学生赴台留学，加强学术文化交流。 

JABABEKA 集团总裁许龙川、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陈忠代表、雅加达台北学校董事长宋培民、东海

大学校长王茂骏、印尼工商总会副主席 Bambang B.Suwarso分别致辞，对本次教育展的顺利举办表

示祝贺。希望与会学生及其家长们能够借着本次教育展，多了解台湾的教育环境，也希望留学台湾

的学生在学习最新知识及技术，返印尼后将所学贡献社会，为印尼国家尽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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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台湾举行的“武林大会”吸引了海峡两岸的

“大咖”：为中华武术鼓劲，为两岸未来祈福 

来源：新民晚报     记者：江跃中     作者：江跃中     编辑：梅璎迪     2018-08-28 19:14 | |  

 

图说 ：2018 年“ 中 央国 术馆 ”九 十周 年 张之 江武 学思 想研 讨 会。 民革 上海 市委 供 图  

新民 晚报 讯  （通 讯 员  吉朋 晓  记者  江 跃中 ）舞 台上，拳 脚 生风，刀 光剑 影；舞 台下，高 朋满 座，

笑 语欢 声 。 这里 是 位 于 台湾 西 北 部的 苗 栗 县 ，一 股 洋 溢着 两 岸 血 脉亲 情 的 “武 林 风 ” 在这 里 刮 起。 8

月 26 日 至 27 日 ， 由苗 栗县 政府 主办 ， 上海 中山 文化 交流 协 会、 南京 体育 学院 、 沧州 武术 协会 等单

位共 同参 与的 “纪 念 ‘中 央国 术馆 ’创 馆 九十 周年 2018 两岸 武术 交流 表演 大会 暨 张之 江武 学思 想研

讨会 ”，在 苗栗 县隆 重举 行。两 天的 时间 里，来 自两 岸武 术界 的诸 多大 家，来 自五 湖四 海的 近千 位武

术拥 趸， 着实 享受 了 一次 全方 位的 武术 盛 宴。  

8 月 26 日举行的 这 场“ 武林 大会 ”开 幕 式， 吸引 了来 自两 岸 各界 的“ 大咖 ”： 上 海中 山文 化交

流协 会副 会长 朱成 钢、李栋 樑，中国 国民 党前 主席 洪秀 柱，台 湾海 基会 前董 事长 林 中森，中国 国民 党

中央 评议 委员 会委 员 简汉 生，苗栗 县县 长 徐耀 昌，苗栗 县政 府 武术 教育 讲师 团团 长 兼总 教练 赖昌 秀，

中国 武术 九段、武术 博士 生导 师邱 丕相，张之 江将 军后 人万 乐 刚，南 京体 育学 院校 长杨 国庆，沧州 武

术协 会副 会长 杨国 忠 等。开 幕式 上，徐耀 昌、朱 成钢、洪 秀柱、林中 森等 先后 致辞，他们 用热 情洋 溢

的言 语， 为中 华武 术 鼓劲 ，为 两岸 未来 祈 福。  

“中 华武 术源 远流 长、两 岸武 林同 宗同 源，以 张之 江武 学思 想 为主 题，开展 的交 流 与研 讨活 动迄

今已 是第 三届。”朱 成钢 赞扬 了张 之江 将 军为 现代 中华 武术 文 化作 出的 卓越 贡献。他认 为，这 是一 个

共叙 友谊、切磋 武艺 的平 台，为 弘扬 中华 武术 文化，携手 促进 民间 武术 交流 交往 作 出了 积极 的贡 献。  

洪 秀 柱 也 以武 术 为 喻 ， 对 两 岸 关系 送 出 了 美 好 祝 愿 。她 说 ： “ 心 平 气 和 ，止 戈 为 武 ， 以 武 会 友，

以友 辅侠 ”， 希望 两 岸关 系的 明天 会更 好 。  

 

http://newsxmwb.xinmin.cn/shizheng/2018/08/28/31424008.html


“我们衷心希望，通过 对‘ 中央 国术 馆’ 创立 90 周年 的纪 念、 对张 之江 武学 思想 的总 结研 讨， 让两

岸民 众充 分了 解中 华 武术 的发 展历 史， 为 推动 、深 化中 华 武 术 的多 角度 呈现 与研 究 ，为 促进 当代 武

术发 展提 供启 迪和 借 鉴。 ”李 栋樑 在研 讨 会致 辞中 表示 ，未 来 ，上 海中 山文 化交 流 协会 仍将 继续 广

泛联 系、 团结 两岸 武 学人 士， 为弘 扬中 华 武术 、传 播中 国传 统 文化 ，为 促进 两岸 合 作交 流贡 献积 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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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平潭国际旅游岛研讨会召开 

2018 平潭国际旅游岛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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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18 平潭国际旅游岛研讨会召开  

  8 日，2018 平潭国际旅游岛研讨会召开，吸引两岸近 50 位专家学者和 500 多名嘉宾

参加。  

  研讨会以“共筑海洋梦·开启新时代”为主题，聚焦旅游业发展的热点问题，探讨海岛

旅游发展理念。  

  会上，平潭国际旅游岛专家智库成立，首批聘请 21 位专家。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

会、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平潭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还分别与台湾育达科技大

学、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13 家高校、企业等签约战略合作协议。现场还举办

2018 中国海洋旅游风向奖颁奖仪式，平潭综合实验区荣获 2018 国际最具潜力旅游目的

地·海岛风情奖。（记者  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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