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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感謝公車司機 中秋揪甘心 

中時電子報 

9.6k 人追蹤 

文╱林福吉 

2018 年 9 月 30 日 上午 5:50 

工商時報【文╱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為感謝苗栗客運、金牌客運入校公車司機每日對學生搭乘交通安全上的照護，讓學生順利抵達目的

地，校長特別準備學校餐旅經營系學生自製之手工中秋月餅禮盒，致贈每位入校公車司機，表達深切感謝敬意。 

苗栗客運、金牌客運每日駛入育達科大的公車計有 5807（A）、5811 及高鐵快捷公車等三線，車班計 62 班次，

從早到晚、不分平假日的照顧學校搭乘師生，多數學生均利用此三路線公車，平安順利的抵達南來北往的交通樞

紐，同學們也非常感謝公車業者及司機大哥們的協助。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為感謝公車司機先生們的長年辛勞及協助，特別請餐旅系李政諺老師帶領系上學生，製作可

口、健康、美味且低熱量的月餅禮盒，致贈每一位駛入校園的公車司機，向他們表達感謝之意，並祝賀大家佳節

愉快。 

黃校長表示，致贈每一位入校公車司機先生禮品，除表達學校秋節感謝之意，亦對學生搭乘公車之安全性及周延

性方面，有莫大助益，有效連結學校及公車業者間相互合作之友誼關係。 

苗栗客運公車司機吳國欽先生表示，感謝黃校長的中秋貼心禮物，並深表感謝，他認為照顧育達科技大學學生上

下車交通安全，只是盡他們的工作和本分，學校還特別準備這份月餅送他們，讓他們「揪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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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中小企業交流媒合首辦 創新商機 

  

IMC 全國聯合會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在育達科技大學首度舉辦「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

流博覽會」，邀請 53 家企業設攤展覽交流。（何冠嫻攝） 

2018 年 09 月 20 日 20:16 中時  

何冠嫻 

IMC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於 20 日在育達科技大學首度舉辦

「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邀請來自高雄、彰化、台中、苗栗等 53 間中小企業相

互交流，讓全國中小企業能提升行銷，並互助合作進而創造商機。 

IMC 聯合會主委陳宗聖表示，20 日首度舉辦的交流博覽會，是為優化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並由 53 家企業展

出攤位，其中 20 家為製造業、31 家為創新商品服務行銷，另外 2 個則是政府部門參展交流攤位。他盼全國中小

企業能透過工商交流相互成長，促進行銷力的提升、創造新服務，且建立合作關係、創造商機。陳宗聖強調博覽

會也安排的專題演講，主講人將產業創新的結果和各企業分享。 

育達科技大學公共事務中心主任陳進喜表示，現場開放學生參觀，且盼準備找尋實習單位的大四生，能進入自己

中意的企業實踐所學。陳宗聖強調，透過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產官學的產業得以創新交流，並提供教師產業深

根銜接、學生企業實習、職場經驗交流及工作媒合等，透過產學合作創造雙贏。育達科技大學也盼校內龐大師資

與學生的資質、能量，能藉此成為產業技術研發的堅實後盾。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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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拚招生 闢旅館、情境教室 

2018-09-29 23:26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黃瑞典、曾增勳、張雅婷／連線報導  

  

  

桃園大興高中使用真實飛機機艙座椅打造機艙情境教室，提供學生機艙餐飲

服務、航空英文訓練。 記者曾增勳／攝影 

少子化趨勢讓私校招生、經營面臨更大挑戰，一些大學、高中職近年相繼在校內開闢具特色

的實習場域，例如育達科技大學新闢無人旅館、設立附設幼兒園，桃園大興高中還打造「航

空站」的情境教室，讓教學與實務更能具體結合，增加招生競爭力。  

育達科技大學最近打造實習無人旅館「育達の棧」，每間套房都以校內各系

所特色呈現不同主題風情。 記者胡蓬生／攝影 

育達科大利用閒置教師宿舍打造的無人旅館「育達の棧」有 7 間套房，結合校內應用日語、

幼兒保育、休閒運動、休閒事業管理等不同系所的教育特色，設計出日式、時尚、電競、觀

光旅遊等不同主題的房間，幼保風格套房有幼童的桌椅和可愛圖案，多媒體與遊戲套房具

十足電競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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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最近打造實習無人旅館，每間套房以校內系所特色呈現不同主題風情，多媒體與遊戲設

計系的主題套房十足電競風格。 記者胡蓬生／攝影 

無人旅館最近開始試營運，但未對消費大眾開放，僅對校友、育達教育體系師生、家長等提

供服務。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出，育達一向強調「做中學、學中做」，努力強化教學，這幾年已陸

續完成實習旅行社、實習餐廳、探索教育冒險挑戰場、實習旅館，附設幼兒園也已招生，除

了能結合教學，實習場域也提供新南向學生及經濟弱勢學生，在校內打工、實習機會，增加

一技之長。  

仁德醫專設有死亡體驗室及課程，生命關懷事業科學生一定要躺過棺木死亡

體驗才能畢業，希望讓學生了解死亡，未來面對亡者與家屬時能更有同理心，悲傷撫慰與服務能更到位。 圖／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苗栗縣私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設有死亡體驗室及課程，算是另類的實習場域，生命關

懷事業科學生「沒躺過棺木體驗死亡不能畢業！」校方表示，生命關係科學生未來從事殯葬

禮儀服務，除了要取得技術士證照，還必須躺過棺木體驗死亡才能畢業，希望學生進職場前

了解死亡，未來面對亡者與家屬更有同理心，悲傷撫慰服務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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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附幼 「走進來就是戶外教學」 

2018-09-29 23:29 聯合報  記者胡蓬生、黃瑞典／苗栗報導  

育達科技大學附設「廣秀森林幼兒園」最近立案招生。 圖／育達科大提供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籌設的「廣秀森林幼兒園」9 月已獲准立案，這是苗栗縣內第一所大學附

設幼兒園，擁有寬敞、舒適的兒童活動空間、教室及戶外資源，教室旁還有大片樹林，幼兒

園標榜「走進來就是戶外教學」。  

育達科大附設幼兒園以育達創辦人王廣亞夫婦命名為「廣秀」，最近獲縣府核准開辦，不同

於校內其他的實習場域，幼兒園不但可對外招生營運，因享有育達大學軟硬體資源，剛招生

就獲得不少家長青睞，願將小孩從竹南、頭份地區送來接受照顧。  

廣秀森林幼兒園主任黃凱祥說，學校籌辦幼兒園主要的發想包括校內空間活化再利用，校

內教職員工也一直期盼校內有托兒的場所，此外育達設有幼兒保育系，成立幼兒園可讓學

生理論與實務結合。  

育達科技大學附設「廣秀森林幼兒園」已立案招生，園內教室、活動空間規

畫寬敞、通風，教室旁還有大片樹林可活動。 記者胡蓬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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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利用原有男生宿舍「思賢會館」設立，一間教室有 21 坪，另外藝術、自然科學教室

也各有 14 坪，教室內都設有洗手檯，還有套房式衛浴設備，因孩子待在幼兒園的時間長，

規畫時特別注重空間通風、舒適性；目前有 38 名 2 至 6 歲幼童，涵蓋大中小及幼幼班。  

黃凱祥說，育達科大設立幼兒園，校內有很多學系的資源可供整合互動，與幼兒園相互提

升，例如幼保系學生實習、教師研究指導，另外餐旅系可合作設計幼兒餐點，時尚系活動也

可安排幼童參訪，其他幼兒園可能要走出去才能進行戶外教學，但這所森林幼兒園一走進

校園就是戶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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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國軍第二專長 育達科大開設 15門跨領域課程 

 

軍聞社／記者卓以立台中電 

因應國家募兵制政策，鼓勵官兵終身學習，圳堵營區教學點近日舉行民國 107 年度聯合開學典禮，由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58 砲

指部指揮官尹少將及 586 旅副旅長類上校共同主持，以及育達科大休閒管理系等 3 系所，40 多名在職進修官兵代表參加。 

黃榮鵬校長在致詞表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希望各位官兵在往後的日子裡，要秉持著保家衛國的精神在學業上有所精進，育達

科大為全國唯一開設 15 門跨領域達人課程的學府，培訓國軍弟兄姐妹培養第二專長，除了可以在服役期間增加本職學能外，也可在退

役後，利用軍中的訓練與所學的第二專長，仍能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尹指揮官也向進修的官兵表示，育達科技大學的教學用心，官兵能感受到，營區在硬體上一定全力配合，目前已有 5 間上課教室，未

來再增設 2 間，在學校的協助下，期盼成為國軍教學點的典範，因為在職進修對於職業軍人很重要，不僅增廣見聞，也可以提升自我

氣質，同時也是學弟妹的榜樣，如同黃校長所說，秉持著保家衛國的心，用達成任務的精神，預祝各位官兵順利畢業。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930/1269739.htm


 

原文網址: 培訓國軍第二專長 育達科大開設 15 門跨領域課程 | ETtoday 軍武 | ETtoday 新聞

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930/1269739.htm#ixzz5SeEgx51Z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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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剩五人 教育部掩護 亞太「實質停辦」目

的快要達成了 

2018/09/27 

焦點事件記者梁家瑋報導 

 

高教工會‘亞太教師再度開記者會控訴亞

太（攝影：梁家瑋） 

前情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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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一步步清空學生，達到實質停辦的目的，過程請參見報導： 

 2018/6/10〈亞太閃決停辦 師生急 教育部沒打算救〉 

 2018/08/10〈董事大風吹 高教工會控中信鯨吞亞太〉 

 〈把大學辦倒是一門好生意？ 私校退場的規則和角力〉 

苗栗亞太技術學院爭議延燒，今日（9/27），高教工會與亞太教師再度召開記者會，指出亞太

雖未停辦，卻在教育部的協助下將所有同學轉至育達科技大學，僅剩下 5 位希望完成論文的研

究生，5 人註冊完、繳完學費後，卻遭學校回應「沒能力辦理論文審查」；高教工會更指出，

工會針對亞太教職員離退提出團體協約協商，卻遭亞太校方惡性拒絕，苗栗縣府、勞動部指正

後，校方卻依然故我、態度惡劣。 

亞太教師黃惠芝說，今年（2018）6 月亞太董事會片面宣布停辦，在未向教育部提出停辦計畫

的情況下，教育部仍直接介入下將同學轉至育達，原本陶藝系同學因育達未有陶藝系而不願離

開，開學前教育部以「亞太陶藝系將複製到育達」為由，將陶藝系同學同樣轉至育達，目前亞

太僅剩五名論文尚未完成的研究生。 

黃惠芝說，陶藝系同學轉至育達後，因育達沒有陶藝相關設備，學生學科在育達上課、術科卻

需返回亞太上課，而教育部曾承諾將安排專車接送往返，至今也未安排。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說，5 名研究生僅剩論文未完成，但開學註冊完、繳完學費後，亞

太主任秘書曾景睦卻片面告知同學，學校無教學單位、沒有研究所，無法讓同學提出論文審查

申請；他痛批，亞太只是停招、沒有停辦，主秘的說法完全與事實不符，教學單位只要有學生

都應繼續運作。 

亞太 7 月時仍有 40 多名教師，7 月校務會議時決議所有教師「8 月 1 日開始安置、11 月 1 日

資遣」；黃惠芝指出，亞太提出 60 萬「資遣慰問金」，20 多位教師已領錢離校，但仍有約 20

位教師不願接受此條件，向教育部申訴校務會議不合法；她說，就算教師真的 11 月資遣，8 月

至 10 月仍應有薪，但 8 月、9 月教師都未領到薪水，學校明顯在懲罰不願「自願走人」的老

師。 

林柏儀說，高教工會已向亞太提出團體協約協商，工會要求有兩項，「資遣費」需工作 1 年 1

個基數，且要學校正式停辦時才能資遣老師，但校方卻對協商要求置之不理、質疑工會協商資

格，絲毫不顧勞動部、苗栗縣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已發文要求學校「依團體協約法誠信協商」

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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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過的教師節」 亞太還沒停辦、學生繳學費沒課上 

2018-09-27 

 

文／公庫記者洪與成、楊鵑如 

教師節即將到來，但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惡性停辦問題仍未解決。今（27）日高教工會與亞太教師召開記者會，表

示亞太校方目前仍有 5 位同學完成新學期註冊程序，指控亞太校方收了新學期學費卻不開課，要學生到他校修課、

拒絕與教師團體協商等亂象，而教育部對此毫無作為，讓亞太師生面臨「最難過的教師節」。 

真的保障亞太學生原校就讀? 新學期只剩 5 學生 

亞太技術學院教師黃惠芝說，上學年原本還有 300 到 400 位在校生，但今年 6 月亞太董事會片面宣布停辦後，教

育部積極協助學生轉到育達科技大學上課，同時也承諾保障亞太學生原校就讀、畢業權利。至今有約 300 人轉走，

包括就讀亞太特有科系（如陶藝系）的學生也被轉走。 

黃惠芝提到，育達科大無法完整提供亞太學生所需的軟硬體設施，因此仍有部分術科需在亞太修課，而兩地上課

的交通等問題也還沒安排妥善，學生需騎 1 小時多的摩托車到育達上課；另外，有部分學生不願配合轉學，但亞

太校方持續打電話施壓，這些學生最後被迫選擇輟學，直接進入職場或服兵役。 

 

亞太技術學院教師黃惠芝 

亞太註冊章是假的? 5 生拒絕寄讀育達方案 

亞太仍有 5 位研究生打算完成論文，有 4 位在 9/17 時完成新學期註冊程序。當時有 3 位亞太研究所休學生已復學，

與 1 位研究所延修生前往亞太註冊組繳費註冊。4 位同學表示已修完課程，只剩下提論文及向指導教授完成口試。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79890


有同學提到，自己是延修生，並未選擇轉學、亞太也尚未停辦，新學期卻率先收到育達科大寄給他的繳費註冊單，

表示亞太校方擅自將學生學籍資料通通移轉給育達科大。他仍堅持前往亞太校方註冊，在繳交完學分費 8406 元後，

校方只蓋章註冊程序單及學生證 107 年註冊章。另一位同學則說，自己的學生證在休學時被校方收回，如今 107 年

新學期註冊完成，校方卻表示還沒找到，至今尚未補發。 

學生註冊後向主秘曾景睦表示，按照教育部 6/20 來校舉辦安置說明會曾指示「會保障學生原校畢業權」，堅持原

校原地畢業。曾景睦則說，所有亞太學生已經轉學到育達科大，亞太新學期的教學事務，已在 7/30 決議原校畢業

者會以「寄讀」方式委託育達科大。有人當場抗議並沒有同意寄讀方案，也未在 6/20 之後獲得校方任何通知，亞

太做法對在學生不公平。 

曾景睦則說：「你不要寄讀也沒關係，等於只是擱在那邊……所以亞太說會針對在學生為主，延修生與休學生不

算在學生，有修課的人才算。」曾強調，目前亞太方案就是轉學跟原校畢業，而學校目前沒有人力上課，沒人力

就是寄讀，由亞太委託育達負責原校畢業生教學事務。他當場表示，由於 4 個人較特殊，課程已修完，只剩論文

及口試，要跟育達科大校方協調及跟教育部確認，傾向在亞太原校找教室及教師開課指導論文。 

然而註冊至今 10 天，曾景睦不但回應訊息時向這些學生反悔，稱「亞太無法提供完整論文審議程序」、「學校目

前無教學單位與相關系所」，沒有找亞太教室讓他們使用，開課遙遙無期，甚至學生要求校方開學費收據，卻被

回應將由育達科大開出收據。學生皆堅持學費是繳給亞太，並不是繳給育達，要求亞太校方應開出正本收據，將

持續追究。 

 

圖片：亞太 7/30 決議原校畢業者以「寄讀」方式委託育達科大的公文依據。 

亞太教師湯仁忠說，目前亞太仍有 20 多位教師，過去這段時間亞太教師一直要求與校方團體協商，卻持續被校方

以各種理由推辭，即使勞動部、苗栗縣政府也行文關切，要求校方協商，仍被置之不理。湯仁忠並提到，今年 8 月

到 9 月教師薪資都未發放，教師向教育部提出申訴，但近 2 個月來都沒有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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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教師湯仁忠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強調，就連工廠要關廠，也應與員工協商，今天工會提出的協商訴求一點也不過份，

只是要求依年資給予教師資遣費（每工作 1 年給 1 個月薪資）、正式停辦才能強制資遣教師，這些訴求已經低於

一般公司企業的標準。 

林柏儀擔憂，如果政府放任亞太這樣學生受教權受損、教師工作權被侵害、董事會侵吞校產，將是預告台灣高教

崩盤。他強調，亞太目前只有停招仍未停辦，學校應該正常運作，不該依曾景睦所說「沒有教學單位與系所」，

這只是董事會為了自身利益，違法又說謊的作為。 

黃惠芝批評，亞太停辦風波發生至今，教育部一直聲稱亞太經費不足，藉此想把學生轉走，實際上只是協助亞太

董事會清空學生，而校產依然掌握在董事會手中，持續積欠教師薪水，無論教師如何反應教育部皆不理不睬。黃

惠芝希望教育部能介入，盡快解散董事會。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27949746 

國軍十軍團育達教學點聯合開訓典禮 

中央社／ 2018.09.27 17:31 

    

國軍十軍團育達教學點聯合開訓典禮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927 17:28:57)因應國家募兵制政策，鼓勵官兵終身學習，育達科技大

學自 105 年起與陸軍第十軍團共同締結策略聯盟及教學點設置，執行成效獲國軍官兵肯定

與熱烈響應， 9 月 26 日於國軍 58 砲指部指舉辦教學點聯合開訓典禮，計有二技、四技及

碩士班學生近三百人在各教學點參加公餘進修。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27949746


圳堵營區教學點 107 年度聯合開訓典禮，日前在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58 砲指部指揮

官尹少將及 586 旅副旅長類上校共同主持，以及育達科大休閒管理系等 3 系所，40 多名在

職進修官兵代表參加。黃校長在致詞中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希望各位官兵在往後

的日子裡，要秉持著保家衛國的精神在學業上有所精進。育達科大為全國唯一開設 15 門

跨領域達人課程的學府，同學只需繳 1 份學費，即可培養 2 項以上專業，考取 3 張專業證

照，培訓國軍弟兄第二專長，除了可以在服役期間增加本職學能外，也可在退役後，利用

軍中的訓練與所學的第二專長，仍能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另外尹指揮官也向進修的官兵表示，育達科技大學的教學用心，官兵能感受到，58 砲在硬

體上一定全力配合，目前已有 5 間上課教室，未來再增設 2 間，在學校的協助下，期盼成

為國軍教學點的典範，因為在職進修對於職業軍人很重要，不僅增廣見聞，也可以提昇自

我氣質，同時也是學弟妹的榜樣，如同黃校長所說，秉持著保家衛國的心，用達成任務的

精神，預祝各位官兵順利畢業。 

典禮最後由黃校長、尹指揮官及類副旅長共同為進修官兵頒贈「育達好學包」下圓滿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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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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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苗栗第三家 

2018-09-26 07:35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387396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0NjA=


苗栗縣私立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昨天揭牌，地方歡喜慶祝。

圖／苗栗縣政府提供 

苗栗縣推動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化幼兒園，第 3 家非營利幼兒園昨天在後龍國小揭牌，

另第一波有 9 家私立園所簽約準公共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分別設有每月

收費 3500 元及  4500 元上限，縣府期待創造幼兒、家長、教保人員的多贏模式。  

縣府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辦理私立後龍非營利幼兒園，縣長徐耀昌、縣議

員李文斌、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等人昨天揭牌，徐耀昌表示，全縣目前有新南、福星

及後龍 3 家，明年 2 月還有五穀非營利幼兒園的開辦，合作對象都是非營利組織，希望解

決台灣少子化危機。  

後龍國小 5 間空餘教室，無償提供非營利幼兒園使用，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專業團隊進駐，

招收 3 到 6 歲學前幼兒 3 班 90 個名額，每月最多繳費 3500 元，減輕家長負擔，加上育

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專業師資，提供優質的教保服務，家長有更多元且在地的教育選擇。  

此外，苗栗縣第一波簽約準公共化幼兒園有 9 家，其中，頭份市公所委託財團法人糖葫蘆

文教基金會附設苗栗縣私立頭份幼兒園核定 320 人，人數全國第 4，目前幼兒園有 183 人，

市公所樂觀其成，頭份市長徐定禎說，糖葫蘆文教基金會附設苗栗縣私立頭份幼兒園月費

5500 元，準公共化後可望減輕的家長負擔，並保證品質，嘉惠更多幼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B%97%E6%A0%97%E7%B8%A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9%BC%E5%85%92%E5%9C%9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E%90%E8%80%80%E6%98%8C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9/26/realtime/5314546.jpg&x=0&y=0&sw=0&sh=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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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化幼園資源不足 苗縣府：兩年內增設 62 班 

 
苗栗縣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比例低，苗縣府力拚兩年內增加 62 班非營利幼園班級數。（記者鄭名翔

攝）  

2018-09-25 22:54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後龍非營利幼兒園為縣內第 3 所非營利幼兒園，今早揭牌啟用，由

後龍國小提供教室場地，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進駐辦學。但目前縣內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園招生比

例偏低，苗栗縣長徐耀昌表示，已獲教育部補助，2 年內將增設 62 個非營利幼園班級數，盼減輕縣內

家長育兒負擔。 

  

苗栗縣後龍非營利幼兒園為縣內第 3 所非營利幼兒園，今早揭牌啟用。（記者鄭名翔攝） 

苗栗縣學齡前幼童近 2 萬人，但全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提供入學名額僅約 3500 人，若所有

小朋友皆要爭取進入公幼及非營利幼兒園，中籤率僅約 17%，許多家長抱怨，公幼名額太少，私幼學

費又昂貴難以負擔。 

苗縣內共有 114 間私立幼兒園，但每月學費動輒破萬，讓許多家長望之卻步。而由政府招標民營的非

營利型幼兒園，學費由政府及家長共同負擔，每月學費約 4000 元，雖仍比公幼昂貴，卻也是家長列

為優先選擇之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6165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61654/print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61654/print


苗縣府教育處表示，公共化教保苦於硬體資源不足，因此無法因應市場需求，目前已獲教育部兩億元

補助，積極成立非營利幼兒園，陸續於縣內多處學校增設教室，預計兩年內增 62 班，可多收逾千名

幼童。 

至於有私幼擔心屆時引發「搶生大戰」，教育處則強調，提升公幼比例之餘，也會與私幼業者協調做

出區隔，使不同需求的家長皆能有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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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平價收費減輕家長負擔 

台灣好新聞／地方中心／苗栗報導 2018.09.25 16:00 

    

地方中心／苗栗報導 

 

為提升平價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育兒負擔，苗栗縣政府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

學辦理私立後龍非營利幼兒園，25 日舉行揭牌儀式，由苗栗縣長徐耀昌先生親臨主持，育

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先生、縣議員李文斌、地方仕紳、家長及後龍國小師生等共同參

與，一起為營造優質的幼兒學習環境見證與祝福。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25378495


徐耀昌表示，苗栗縣目前已有三間非營利幼兒園，分別是新南、福星和今天揭牌的後龍等

園所，明年 2 月還有五穀非營利幼兒園的開辦。非營利幼兒園主要是希望創造幼兒、家

長、教保人員的多贏模式。它的特色是「公民參與」，合作的對象必須是非營利組織。政

府推動非營利幼兒園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台灣少子化危機，讓台灣社會可以永續生存

發展。 

 

 

苗栗縣後龍非營利幼兒園 107 年 8 月 1 日成立，園址位於苗栗縣後龍國小內，招收對象為

3-6 歲學前幼兒，目前共開設 3 班合計 90 個名額。非營利幼兒園之營運成本乃由家長與政

府共同分擔，在中央政策的補助推動下，每名幼生每月最多繳費 3,500 元，如此平價的收

費不但可減輕家長負擔，加上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培訓出的專業師資，將提供更優質的教

保服務，讓家長有更多元且在地的教育選擇。 

 

 

苗栗縣積極推動中央公共化教保政策，這次委請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的專業團隊進駐後龍

國小開設非營利幼兒園，校長林信全大力支持並提供學校 5 間空餘教室，以無償的方式供

幼兒園使用。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成立後，專業教育團隊將以創新且符合幼兒需求的設施設

備，搭配活力有愛的專業教保陣容，秉持著熱忱與用心，迎接並服務每一位幼兒與家長。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25372727 

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大成報／彭維乾 2018.09.25 14:51 

【大成報記者彭維權／苗栗報導】  

為提升平價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育兒負擔，苗栗縣政府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辦理私立後龍非營利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25372727


幼兒園，今(25)日舉行揭牌儀式，由縣長徐耀昌先生親臨主持，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先生、縣議員李文

斌、地方仕紳、家長及後龍國小師生等共同參與，一起為營造優質的幼兒學習環境見證與祝福。  

 

縣長徐耀昌表示，苗栗縣目前已有三間非營利幼兒園，分別是新南、福星和今天揭牌的後龍等園所，明年 2 月還

有五穀非營利幼兒園的開辦，非營利幼兒園主要是希望創造幼兒、家長、教保人員的多贏模式。  

 

它的特色是「公民參與」，合作的對象必須是非營利組織，政府推動非營利幼兒園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台灣

少子化危機，讓台灣社會可以永續生存發展。  

 

苗栗縣後龍非營利幼兒園 107 年 8 月 1 日成立，園址位於苗栗縣後龍國小內，招收對象為 3-6 歲學前幼兒，目前

共開設 3 班合計 90 個名額。非營利幼兒園之營運成本乃由家長與政府共同分擔，在中央政策的補助推動下，每

名幼生每月最多繳費 3,500 元，如此平價的收費不但可減輕家長負擔，加上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培訓出的專業師

資，將提供更優質的教保服務，讓家長有更多元且在地的教育選擇。  

 

苗栗縣積極推動中央公共化教保政策，這次委請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的專業團隊進駐後龍國小開設非營利幼兒

園，校長林信全大力支持並提供學校 5 間空餘教室，以無償的方式供幼兒園使用。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成立後，專

業教育團隊將以創新且符合幼兒需求的設施設備，搭配活力有愛的專業教保陣容，秉持著熱忱與用心，迎接並服

務每一位幼兒與家長。＃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974580 

揪甘心中秋佳節將屆 育達科大贈月餅感謝公車司機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9/21 14:50(9天前) 

 

揪甘心中秋佳節將屆 育達科大贈月餅感謝公車司機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921 14:48:26)中秋佳節將屆，育達科技大學為感謝苗栗客運、金牌客運入校公車司機每

日對學生搭乘交通安全上的照護，讓學生順利抵達目的地，校長特別準備學校餐旅經營系學生自製之手工月餅禮

盒，致贈每位入校公車司機，表達深切感謝敬意。 

苗栗客運、金牌客運每日駛入育達科大的公車計有 5807(A)、5811 及高鐵快捷公車等三線，車班計 62 班次，從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974580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95


早到晚、不分平假日的照顧學校搭乘師生，多數學生均利用此三路線公車，平安順利的抵達南來北往的交通樞

紐，同學們也非常感謝公車業者及司機大哥們的協助。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為感謝公車司機先生們的長年辛勞及協助，特別請餐旅系李政諺老師帶領系上學生，製作可

口、健康、美味且低熱量的月餅禮盒，致贈每一位駛入校園的公車司機，向他們表達感謝之意，並祝賀大家佳節

愉快。 

 

黃校長表示，致贈每一位入校公車司機先生禮品，除表達學校秋節感謝之意，亦對學生搭乘公車之安全性及周延

性方面，有莫大助益，有效連結學校及公車業者間相互合作之友誼關係。 

 

苗栗客運公車司機吳國欽先生表示，感謝黃校長的中秋貼心禮物，並深表感謝，他認為照顧育達科技大學學生上

下車交通安全，只是盡他們的工作和本分，學校還特別準備這份月餅送他們，讓他們『揪甘心』。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0920004021-260405 

全國中小企業交流媒合首辦 創新商機 
 何冠嫻 

  

2018/09/20 20:17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0920004021-260405


IMC 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於 20 日在育達科技大學

首度舉辦「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邀請來自高雄、彰化、台中、苗

栗等 53 間中小企業相互交流，讓全國中小企業能提升行銷，並互助合作進而創造商機。 

IMC 聯合會主委陳宗聖表示，20 日首度舉辦的交流博覽會，是為優化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並由

53 家企業展出攤位，其中 20 家為製造業、31 家為創新商品服務行銷，另外 2 個則是政府部門參展

交流攤位。他盼全國中小企業能透過工商交流相互成長，促進行銷力的提升、創造新服務，且建立合

作關係、創造商機。陳宗聖強調博覽會也安排的專題演講，主講人將產業創新的結果和各企業分享。 

育達科技大學公共事務中心主任陳進喜表示，現場開放學生參觀，且盼準備找尋實習單位的大四生，

能進入自己中意的企業實踐所學。陳宗聖強調，透過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產官學的產業得以創新交

流，並提供教師產業深根銜接、學生企業實習、職場經驗交流及工作媒合等，透過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育達科技大學也盼校內龐大師資與學生的資質、能量，能藉此成為產業技術研發的堅實後盾。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920/28253052.html 

全國中小企業交流博覽會 育達科大創新產學合作 

中央社 (2018-09-20 14:30) 

分享|       

 
放大圖 

全國中小企業交流博覽會  育達科大創新產學合作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920 14:30:34)為優化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能力，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於

107 年 9 月 20 日，假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舉辦「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

流博覽會」。透過本活動進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交流，促進中小企業提升行銷、創新服務、互助

合作、尋找商機、創造商機及架接商機媒合平台等能力。活動現場有 53 個展示攤位，呈現各城

鄉特色產業，同時進行一場產官學的產業創新交流及地方特色產業創造新商機。  

 

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與苗栗縣政府指導，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IMC 全國聯合會、苗栗

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及育達科技大學承辦，各工商協會社協辦，以不斷推動中小企業創新、產學

升級及轉型計畫，藉由全國性各工商社團，結合創新競賽、讓產業透過社團產生更多異業結盟的

契機，吸引各界工商人士參與博覽會，促進業者與其他中小企業業者間加強合作，整合供需創造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920/28253052.html
https://news.sina.com.tw/cobrand/cnanews/
https://newsimgs.sina.tw/article/images/news-1537427424863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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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新需求，邀請各縣市代表之業者於博覽會場舞台上發表產業創新成果，透過連結網路同步直

播，創造供需合作與共同建立行銷機制，共享技術、生產、銷售、資訊等經營資源，並邀請育達

科大師生共同參與產業創新發表，並於活動展示教學成果。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蘇文玲副處長致詞，首先感謝苗栗縣政府、工商經營研究社 -IMC 及育達科技

大學的的用心規劃籌辦。臺灣中小企業蘊含豐沛創新能量，是帶動臺灣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每年因應產業趨勢設計不同主題商機媒合活動，讓企業獲得技術、行銷、資金等方面

合作機會，這次能與產官學界結合辦理，更是創新的辦理方式，學校提供專業學術人才交流，協

助企業創意商品的開發，更成為商機無限的交流平台。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表示，本次博覽會計有 53 個展示攤位， 20 個製造業， 31 個創新商品服

務行銷， 2 個政府部門參展交流，透過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的機會，進行一場產官學的產業創新

交流，學校包括教師產業深根銜接、學生的企業實習、職場經驗交流及職業工作媒合等，透過產

學合作，創造雙贏，透過本校創新創業輔導暨育成中心的媒合，育達科大的龐大師資與學生人力

與能量，可以成為產業技術研發的堅實後盾，達成「找人才到苗栗、找達人到育達」的教育目

標。   

 

 

 

 

 



答：104 年我們成立財政改善小組，研謀各種開源節流措施，覈實編列預算，將支出減少 50 億元後，
105 年度為苗栗縣 18 來年首次收支歲計賸餘，3 年多共減債 33 億元，財政體質由劣轉優，未來將以

負責的態度，持續減債，戮力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經費，推動各項公共建設，營造良好投資環境，
吸收人才留鄉，為苗栗縣發展注入活水。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914/1429911/ 

https://tw.news.yahoo.com 

徐耀昌招商引資 拚產官學共贏 
中時電子報 

文╱賴麗如 

2018 年 9 月 19 日 上午 8:49 

留言 

工商時報【文╱賴麗如】苗栗縣政府為推動地方產業創新，向經濟部申請 SBIR 補助，已協助 85 家

業者申請到補助，補助金額達 6,304 萬餘元，並積極透過招商引資與國際接軌，成功引進百餘家企

業設廠，投資金額超過千億，預估可增加上萬個就業機會，朝向「觀光科技大縣邁進」，翻轉苗栗

城鄉再生。以下是專訪內容摘要： 

問：苗栗縣產學合作與工商業發展方向為何？ 

答：以輔導形塑特色產業，透過補助廠商技術研發，協助業者產品上市，同時與縣內國立聯合大

學、育達科技大學合作進行「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業務」（SBIR），在本府與產、學界的共同努力

下，獲 SBIR 補助的廠商表現優異、得獎無數，盼本縣廠商研發的創新產品能透過專業通路行銷國

內外市場，為企業帶來商機，創造產、觀、學、業共贏局面。 

問：縣長標榜市民需求馬上辦中心的內容？ 

答：招商引資是縣府重要的施政工作，自 104 年 2 月成立「苗栗縣政府招商服務馬上辦中心」，專

責辦理招商業務，簡化行政流程，並推動「10 項業務一日合發專案」，工商便民的措施，成功引進

百餘家企業設廠，創造上萬個就業機會，107 年各大企業更加速投資設廠，總計重要投資超過新台

幣 3,500 億餘元。 

問：苗栗人關心的未來，縣長的願景是什麼？ 

答：配合中央推動重大建設，整合文化觀光，發展科技產業能加速活絡地方財政，推動地方產業創

新研發業務，完備交通建設讓苗栗具備更完善的生活條件與富足的經濟。 

問：苗栗財政嚴重失衡，情況好轉的關鍵作法是什麼？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914/1429911/
https://tw.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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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 育達師生自製月餅送 71 戶獨居老

人 
516 

出版時間：2018/09/14 14:23 

   育達科大餐旅系師生便合力製作中秋月餅。翻攝畫面 

苗栗縣造橋鄉的育達科技大學，今年與社福團體華山基金會合作，由餐旅系師生製作愛心

月餅，昨由校長黃榮鵬帶隊，攜手拜訪學校周邊獨居長輩分送，還幫老人家量血壓話家

常，龍昇村 95 歲高齡的獨居吳爺爺，看到學校師生及華山基金會人員到訪，開心地說：

「沒想到也會有人想到我，還帶這麼多禮物，真的揪感心。」 

 

黃榮鵬說，學校餐旅系連續 4 年推出自製月餅禮盒供不應求，今年師生透過畢業校友、華

山基金會造橋天使站站長陳宣尹牽線，敦親睦鄰，一起分送愛心月餅給學校周邊獨居長

輩，共計 71 戶，讓學生從做中學習，展現平日所學成果，在陪伴長者的過程中，也讓同

學們深刻體會到敬老與服務的實踐。 

 

餐旅系副主任張馨芸表示，餐旅系月餅結合在地食材，研發製作健康美味低熱量的月餅禮

盒大受好評，今年再精進製作 150 盒，除了有興趣投入生產的同學之外，校內同仁擔任義

工投入製作，才能如期將師生月餅訂單製作完成，並趕在中秋節前夕分送祝福給長輩們。 

 

指導老師李政諺說，今年月餅禮盒有 2 種口味，分別是芋頭餅、地瓜蛋黃酥，芋頭餅使用

公館芋頭、白豆沙，「低糖還能吃得到芋頭顆粒；地瓜蛋黃酥則取用部分蛋黃加上竹南小



農自產地瓜，再揉進豆沙、烏豆沙與麻糬，低膽固醇無負擔，也絕不添加防腐劑，讓長輩

們吃得健康無負擔。（吳傑沐∕苗栗報導） 

育達科大師生自製月餅

送 71 戶獨居老人敦親睦鄰。翻攝畫面 

學生幫老人家量血壓做簡單身體檢查。翻攝畫面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14695308 

育達科大餐旅系中秋送暖 關懷獨老溫馨過節 

中央社／ 2018.09.14 13:29 

    

育達科大餐旅系中秋送暖 關懷獨老溫馨過節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914 13:29:32)長期關懷獨居長者不遺餘力的育達科技大學，由於中秋

佳節將至，校長黃榮鵬 13 日率學校師生與華山基金會社福團體，攜手拜訪學校周邊獨居

長輩，除分送自製月餅禮盒與營養品外，也陪伴長輩們提前度過一個溫馨的中秋佳節，讓

學校周邊獨居長輩感受到社會的關懷與照顧。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914695308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說，學校餐旅系連續 4 年推出自製「月餅禮盒」供不應求，今年

本校餐旅經營系師生，透過也是本校畢業校友，目前擔任華山基金會造橋天使站站長的陳

宣尹牽線，一起分送學校周邊獨居長輩共計 71 戶，讓學生從做中學習，展現平日所學成

果，在陪伴長者的過程中，也讓同學們深刻體會到敬老與服務的實踐。 

龍昇村獨居的吳爺爺高齡 95 歲，看到學校師生及華山基金會人員到訪，開心地與黃校長

和師生話家常：「沒想到也會有人想到我，還帶這麼多禮物，真的就甘心。」 

餐旅系副主任張馨芸表示，餐旅系月餅結合在地食材，研發製作健康美味低熱量的月餅禮

盒大受好評，今年再精進製作 150 盒，除了有興趣投入生產的同學之外，校內同仁擔任義

工投入製作，才能如期將師生月餅訂單製作完成，並趕在中秋節前夕分送祝福給長輩們。 

指導同學並一同參與製作的李政彥老師說，月餅禮盒有 2 種口味，分別是芋頭餅、地瓜蛋

黃酥，芋頭餅使用公館芋頭、白豆沙，「低糖還能吃得到芋頭顆粒；地瓜蛋黃酥則取用部

分蛋黃加上竹南小農自產地瓜，再揉進豆沙、烏豆沙與麻糬，低膽固醇無負擔，也絕不添

加防腐劑，讓長輩們吃得健康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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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世界盃美髮大賽 台灣勇奪 3 金 2 銀 3 銅 

台灣英文新聞 2018/09/11 12:09(20天前) 

https://times.hinet.net/news/21955500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55


 

（台灣英文新聞/生活組綜合報導）台灣美髮技術受國際肯定！美髮美容世界協會（OMC）台灣總會 9 日率台灣

選手赴巴黎參加 2018 OMC 世界盃錦標賽，拿下 3 金、2 銀、3 銅佳績，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皆賀電表示

嘉獎。 

《聯合》報導，由 OMC Hairworld 主辦、為期兩天的賽事，共有 48 國選手一較長短。 

總統蔡英文賀電指出，台灣隊榮獲 3 面金牌、2 面銀牌、3 面銅牌，技藝精湛，巧奪天工，為國爭光，至感欽佩。

副總統陳建仁也賀電表示，技壓群雄，見證台灣美容美髮產業創意與實力。 

對於台灣國旗能在法國時尚舞台飄揚，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會長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外貿協會巴黎台貿中心主

任蕭淑禧也前往現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據報導，萬能科技大學林明惠教授及 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會長皆在年會中獲得 2018 OMC 大使獎以及 2018 

OMC 卓越成就獎的殊榮。 

本次台灣隊參賽團體包括：曼都髮型、Ann 髮型工作室、Sam Lin 花輪彩妝造型、萬能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

育達科技大學、莊敬高職。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527180 

法國世界盃美髮大賽 台灣勇奪 3 金 2 銀 3 銅 

總統蔡英文與副總統陳建仁特別致電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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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隊作品（圖／駐法國台北代表處） 

（台灣英文新聞/生活組綜合報導）台灣美髮技術受國際肯定！美髮美容世界協會（OMC）台灣總會 9 日

率台灣選手赴巴黎參加 2018 OMC 世界盃錦標賽，拿下 3 金、2 銀、3 銅佳績，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

仁皆賀電表示嘉獎。《聯合》報導，由 OMC Hairworld 主辦、為期兩天的賽事，共有 48 國選手一較長

短。總統蔡英文賀電指出，台灣隊榮獲 3 面金牌、2 面銀牌、3 面銅牌，技藝精湛，巧奪天工，為國爭

光，至感欽佩。副總統陳建仁也賀電表示，技壓群雄，見證台灣美容美髮產業創意與實力。對於台灣國旗

能在法國時尚舞台飄揚，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會長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外貿協會巴黎台貿中心主任蕭淑

禧也前往現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會長及萬能科技大學林明惠教授也分別在 9 月 8

日年會中獲得 2018 OMC 大使獎以及 2018 OMC 卓越成就獎的殊榮。本次台灣隊參賽團體包括：曼都髮

型、Ann 髮型工作室、Sam Lin 花輪彩妝造型、萬能科技大學、華夏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莊敬高

職。 

 

 

 

 

 

https://udn.com/news/story/7270/3360646 

國旗飄揚巴黎時尚舞台 世界盃美髮賽台灣獲 3 金 2018-

09-11 10:36 聯合報  記者游明煌╱即時報導  

台灣選手拿下 3 金、2 銀、3 銅佳績牌，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都賀

電。中華民國的國旗，再次在法國巴黎世界盃時尚舞台上熱烈的飄揚，讓大家都很興奮。圖／光華里長陳世豐提

供 

https://udn.com/news/story/7270/3360646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ODg=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8/09/11/realtime/5251147.jpg&x=0&y=0&sw=0&sh=0&exp=3600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OMC）台灣總會 9 日率領台灣美容美髮選手，到法國巴黎參加

2018OMC 世界盃錦標賽，連續 2 天與來自全球 48 國選手一較高下，拿下 3 金、2 銀、3

銅佳績牌，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都賀電為國爭光。中華民國的國旗再次在法國巴黎

世界盃時尚舞台上熱烈的飄揚，讓台灣健兒都很興奮。  

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會長 9 日率領台灣代表隊參加比賽，9、10 連續兩天拚鬥，台灣選手

表現傑出，昨天結果一出來，就獲得總統、副總統賀電。總統蔡英文賀電指出，榮獲 3 面

金牌、2 面銀牌、3 面銅牌，  技藝精湛，懋績嘉獻，為國爭光，至感欽佩；副總統陳建仁

也賀電表示，技壓群雄，見證台灣美容美髮產業創意與實力。  

陳德雄說，「我們的國旗再次的在法國巴黎世界盃時尚舞台上熱烈的飄揚，我們的台灣健兒

們真的太棒了」。今天得獎的消息傳回國內，讓美容美髮界都很高興。  

外貿協會巴黎台貿中心主任蕭淑禧也前往現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並與幹部在國旗前合影，

為台灣代表團加油，讓世界看到台灣美容美髮產業的創意與實力。OMC 台灣總會陳德雄會

長及萬能科技大學林明惠教授並在年會中獲得 2018OMC 大使獎以及 2018 OMC 卓越成

就獎的殊榮。  

此次參賽團體有、曼都髮型、萬能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Ann 髮型工

作室、莊敬高職、Sam Lin 花輪彩妝造型。主辦單位為 OMC Hairworld，組團單位為 OMC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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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可欣的父親張太陽曾任鎮民代表及多屆縣議員，是地方劉派大將，參與地方政治 30 多
年，她「接棒」參選縣議員，具傳承意味，她是仁德醫專護理科畢業，從小就對政治不陌生，
她說，小時候就幫忙助選，對地方服務有熱忱，因此決定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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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林佳怡 榮登華裔小姐 
中時電子報 

文╱林福吉 

2018 年 9 月 9 日 上午 5:50 

台灣首屆選美盛事，「2018 世界華人華裔小姐決賽」8 月 31 日在台北小巨蛋喜宴軒登場，這場選

美盛事，歷經半年來 10 次的海選賽，來自台灣與海外的千名參賽者，平均年齡 22 歲，選出的 20

https://udn.com/vote2018/story/10958/3358269 

苗縣參選人 最年長與最年輕差 60 歲  

2018-09-09 23:57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胡蓬生／苗栗報導  

83 歲謝運煌競選連任苗栗縣公館鄉民代表，他強調老當益壯，1 人當選、2 人服

務。記者范榮達／攝影 

苗栗縣年底 5 項選舉 926 人登記參選，公館鄉民代表參選人謝運煌 83 歲年紀最長，最年

輕是苗栗縣議員參選人張可欣、泰安鄉民代表參選人黃威愷都是 23 歲初試啼聲，跨越 1 甲

子、3 代人同台，參與民主政治的盛會。  

「我愛服務！」謝運煌說，他身體健朗，代表會質詢從不含糊，目前任公館鄉五穀宮管委會

榮譽主委，公館民眾服務社常務監事，長子謝文堂當鄰長，他 1 人當選，2 人服務。他曾任

鄉代會副主席，關心納骨塔案，監督鄉公所早日做好，方便鄉民身後事，此外，公館鄉館中

社區活動中心 1 樓面積太過狹窄，他將爭取促使鄉公所另覓地點興建。  

苗栗縣年底地方選舉最年輕參選人張可欣接棒，參選下屆縣議員。圖／張可欣提供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www.chinatimes.com/
https://udn.com/vote2018/story/10958/3358269


名佳麗，在台灣賽區的決賽中角逐后冠，育達科技大學時尚系林佳怡同學榮獲華裔小姐及最佳造型

獎，全校師生深感榮耀。 

這場全球唯一美、中所承認的選美平台，由美西洛杉磯等全球各地華商會聯合申辦，在台灣、洛杉

磯、英國、澳洲、香港、澳門、泰國、星馬、印尼與上海等地，15 個賽區同步展開選美賽事，而自

台灣選出的后冠佳麗，將於 10 月參加中國大陸（北京）的總決賽爭冠。 

「2018 世界華人華裔小姐決賽」主要在儀態簡介、機智問答、才藝表演與泳裝走秀等四項競賽中，

佳麗們以旗袍出場，接著機智問答以及歌唱、調酒與熱舞等各項才藝演出，最後由 20 名佳麗中，分

別選出前三名華人小姐與一名華裔小姐。第一名由 25 歲的曾嘉麗封后，第二名為來自彰化 25 歲的

陳蘊予，第三名華人小姐為 24 歲的高子涵，而華裔小姐則是來自育達科技大學現住宜蘭 22 歲的林

佳怡，評審認為她表現大方，氣質優美，實至名歸。 

華裔小姐林佳怡表示，今天能夠站在選美的舞台上榮耀自身，發光發熱，首先感謝育達科技大學提

供優質的師資陣容及場地，可以給我伸展人生的舞台，也最感謝時尚系鄭寶寧主任的鼓勵及林婉如

老師的細心指導，還有全體育達師生的加油及打氣，才有今天的成績，這種光榮，屬於育達全體師

生的，感謝所有關心我的人。「2018 世界華人華裔小姐北京的總決賽」，我會全力以赴爭取佳績，

報答育達科技大學的栽培及回饋社會。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指出，學校鼓勵同學多方參加比賽活動，累積專業經驗，並提供學生最好的師

資與資源，這也是學校為全國唯一開設 15 門跨領域達人課程，培育專業達人，同學只需繳 1 份學

費，即可培養 2 項以上專業，取得 3 張專業證照。本次選美活動長達半年的海選賽，來自台灣與海

外的千名參賽者，同台競爭比賽，可說競爭激烈，本校計有 4 位同學獲選進入比賽，最後由林佳怡

同學榮獲華裔小姐及最佳造型獎殊榮。期盼她今年 10 月代表台灣再發光發亮，讓世界看見台灣，也

帶動台灣的觀光！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40919 

正妹女大生獲選華裔小姐 10 月遠征北京為國爭光 

 
育達科大學生林佳怡（右三）獲選為華裔小姐，師長也與有榮焉。（記者鄭名翔翻攝）  

2018-09-04 16:48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2018 世界華人華裔小姐決賽」歷經半年、10 次的海選賽，從海內外千

名參賽者中選出 20 名佳麗，再依儀態、機智問答、才藝表演、泳裝走秀等競賽中，選出前 3 名華人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40919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40919/print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40919/print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40919/print


小姐與 1 名華裔小姐。目前就讀育達科技大學時尚系的林佳怡以大方、優雅氣質脫穎而出，榮獲華裔

小姐及最佳造型獎，將於 10 月代表台灣參加總決賽，盼能為國爭光。 

育達科大學生林佳怡（中）獲選為華裔小姐及最佳造型獎。（記者鄭名翔翻攝） 

由美國洛杉磯等全球各地華商會合辦的選美盛事，於台灣、洛杉磯、英國、澳洲、香港、澳門、泰國、

星馬、印尼與上海等地，15 個賽區同步展開選美賽事。 

22 歲的林佳怡初試啼聲就榮獲華裔小姐的肯定，她除了感謝校方提供優質的師資及場地，使她得以

做足準備，站上舞台展現亮麗一面，也誓言要帶著全校師生及家人的加油打氣，持續精進自己的各項

儀態與內在美，10 月參加於北京的總決賽拿下最好成績，為國爭光。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林佳怡能夠從上千名海內外參賽者脫穎而出，實屬不易，全校師生皆與有

榮焉，而校方也全力支持學生參加各項賽事，並盡力提供各項資源輔導，祝福她能在總決賽奪下好成

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