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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全國首座大學長照據點 育達科大揭牌 

〔記者鄭〈北部〉全國首座大學長照據點 育達科大揭牌名翔／苗栗報導〕因應人口老化趨勢，苗栗

縣政府配合行政院推動長照二．○政策，於縣內廣設關懷據點，並與私立育達科技大學合作，創立全

國首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結合育達科大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師資及設備，不僅提供銀髮長輩

專業照護及防老課程，並給予學生運用所學的實習場域，達成產官學合作模式，盼未來能成為各縣市

長照站的示範點。 

  

育達樂齡生活棧昨天揭牌啟用，也是全國首座位於大學校園內的 C 級長照巷弄站。（記者鄭名翔攝） 

  

長輩們在社工系學生指導下，學習使用簡單健身器材。（記者鄭名翔攝） 

作為全國首座設在大專院校的長照據點，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目前已由專業師資規

劃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等相關課程，並藉由校園寬闊安全的

空間，量身打造適合長輩的活動，而社工系的學生也可發揮所學，擔任志工，使在地阿

公、阿婆都能獲得妥善照護。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2/n10755581.htm 

苗縣府與育達合作  設 C 級巷弄長照站  

苗栗縣六十五歲以上高齡人口約八萬五千人，佔總人口數十五％，因應高齡趨勢已刻不容

緩。苗栗縣府至今共成立卅一個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八十七個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

六十四個 C 級巷弄長照站，位於育達科大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昨正式揭

牌啟用。  

社工系學生可發揮所學  照護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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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 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 

 

「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苗栗縣府提供） 

 人氣: 36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8-10-02 6:19 PM    標籤: 樂齡, 社區照顧 

【大紀元 2018 年 10 月 02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綜合報導）全台第一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

「育達樂齡生活棧」，10 月 2 日上午在育達科技大學揭牌啟用，副縣長鄧桂菊感謝學校結合健康照顧社會工作

系的師資與設備，讓在地長輩獲得最便利的照顧：縣府積極執行長照計畫 2.0，廣設 ABC 據點，目前已達

31A87B64C，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 

苗栗縣總人口數為 55 萬多人，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約 8 萬 5 千多人，超過縣總人口比例 15%，每 6 人中就有

一人是老人，為因應在地的長輩照顧需求，縣府積極佈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網，縣府與育達科技大學結合，首創

全台第一座設於大專校院產官學合作模式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 

鼓隊精湛表演。（苗栗縣府提供） 

今天舉辦揭牌儀式，在社區鼓陣、育達社工系學生精采表演下揭開序幕，副縣長鄧桂菊、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

育文、校長黃榮鵬、長照中心主任林采勳、衛生所及社福機關到場參加，並進行揭牌，隨後則參觀「育達樂齡生

活棧」的內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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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副縣長鄧桂菊展示設備完善的「育達樂齡生活棧」。（苗栗縣府

提供） 

副縣長鄧桂菊感謝學校大力支持，負起照顧社區長輩的服務，並肯定其設置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

棧」設備完善，相信在地長輩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鄧桂菊強調，為打造銀髮族樂居環境，縣府積極佈建社區整

體照顧服務網，已在各鄉鎮市成立 31 個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87 個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及 64 個 C 級巷

弄長照站，整合醫療、長照服務、預防及護理等多樣資源，就近照顧社區長輩。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指

出，將結合學校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健康促進設備、專業的師資與豐富的自然生態，提供在地長輩的便利性照

顧服務，同時校園內也開辦「廣秀森林幼兒園」，不只提供年輕人學習，也提供在地的幼兒有學習的機會，育達

德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將成為全台第一個實踐「幼青老」共榮學習的學校場域。育達科大校

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樂齡生活棧」目前規劃有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四大主

軸，從 9 月開始，結合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已陸續開辦，長輩已陸續到育達科大參與服務，而育達社工系

學生也擔任志工，直接為長輩做服務，讓青年學生與長輩互動，創造青銀共榮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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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 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 

更新： 2018 年 10 月 02 日 

 

「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苗栗縣府提供） 

【記者陳文敏／苗栗報導】全台第一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10 月 2 日上午在

育達科技大學揭牌啟用，副縣長鄧桂菊感謝學校結合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師資與設備，讓在地長輩

獲得最便利的照顧：縣府積極執行長照計畫 2.0，廣設 ABC 據點，目前已達 31A87B64C，完整打造

社區照顧網。苗栗縣總人口數為 55 萬多人，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約 8 萬 5 千多人，超過縣總人口比

例 15%，每 6 人中就有一人是老人，為因應在地的長輩照顧需求，縣府積極佈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

網，縣府與育達科技大學結合，首創全台第一座設於大專校院產官學合作模式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

達樂齡生活棧」。                      

今天舉辦揭牌儀式，在社區鼓陣、育達社工系學生精彩表演下揭開序幕，副縣長鄧桂菊、育達科技大

學董事長王育文、校長黃榮鵬、長照中心主任林采勳、衛生所及社福機關到場參加，並進行揭牌，隨

後則參觀「育達樂齡生活棧」的內部設施。 

副縣長鄧桂菊感謝學校大力支持，負起照顧社區長輩的服務，並肯定其設置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

達樂齡生活棧」設備完善，相信在地長輩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鄧桂菊強調，為打造銀髮族樂居環境，

縣府積極佈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網，已在各鄉鎮市成立 31 個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87 個 B 級

複合型服務中心及 64 個 C 級巷弄長照站，整合醫療、長照服務、預防及護理等多樣資源，就近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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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樂齡生活棧」目前規劃有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

及延緩失能服務四大主軸，從 9 月開始，結合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已陸續開辦，長輩已陸續到

育達科大參與服務，而育達社工系學生也擔任志工，直接為長輩做服務，讓青年學生與長輩互動，

創造青銀共榮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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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座大學長照據點 育達科大 C 級巷弄站揭牌 

2018-10-02 19:02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因應人口老化趨勢，苗栗縣政府配合行政院推動長照 2.0 政策，

於縣內廣設關懷據點，並與育達科技大學合作，創立全國首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結合育

達科大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師資及設備，不僅提供銀髮長輩專業照護及防老課程，並給予

學生運用所學的實習場域，達成產官學合作模式，盼未來能成為各縣市長照站的示範點。 

苗栗縣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約 8 萬 5 千人，佔總人口數 15%，因應高齡趨勢已刻不容緩。苗栗

縣政府至今共成立 31 個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87 個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64 個 C 級巷

弄長照站，今早位於育達科大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也正式揭牌啟用。 

作為全國首座設於大專院校的長照據點，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目前已由專業師資規劃

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等相關課程，並藉由校園寬闊安全的空

間，量身打造適合長輩的活動，而社工系的學生也可發揮所學，擔任志工，使在地阿公、阿

婆都能獲得妥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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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也再三肯定育達科大對回饋在地的用心，透過校內現有的設備、人力服

務社區長輩，使得長照 2.0 精神持續向下延伸，不僅建構完整照顧網，同時也成為全台首見

產官學合作的 C 級長照站，未來若成效卓著也可望成為長照示範站點。 

 

育達樂齡生活棧今昨揭牌啟用，也是全國首座位於大學校園內的 C 級長照巷弄站。（記者鄭

名翔攝） 

 

社區的阿公開心體驗校方準備的健身設備。（記者鄭名翔攝） 

 

長輩們在社工系學生指導下，學習使用簡單健身器材。（記者鄭名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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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首間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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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左五）等人 2 日為全台首間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揭牌，讓在地長者能就近獲

得專業照顧。 （何冠嫻翻攝） 

2018 年 10 月 02 日 18:11 中時  

何冠嫻 

長者體驗育達樂齡生活棧內的長照設備。（何冠嫻翻攝） 

全台首間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正式啟用 

苗栗育達科技大學首創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2 日由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等人揭牌，宣布正

式啟用，讓在地長者得以藉育達科大提供的專業師資與設備，就近獲得專業照顧。 

育達科大指出，苗縣總人口數為 55 萬多人，65 歲以上的長者占人口比例 15％以上，高達 8 萬 5000 人。校方

強調，為配合縣府長照政策，建立首創全台首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結合健康照顧社會

工作系的師資與設備，為在地長者提供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 4 種服務，打造銀髮族

樂居環境。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指出，育達樂齡生活棧將為全台首間實踐「幼、青、老」共榮的學習場域，不但設置許多

健康促進設備更有專業的師資，同時也在校內開辦「廣秀森林幼兒園」，提供年輕人與在地幼兒學習的機會。

另，校方表示，未來更結合華山基金會資源，打造最完整的社區照顧服務網絡。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2/28367206.html 

全台第一座大學 C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2/28367206.html
https://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10-02/656/20181002004682.jpg


大成報 (2018-10-02 14:09) 

分享|       

【大成報記者彭維權／苗栗報導】   

 

全臺第一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 -「育達樂齡生活棧」今天 (2 日 )上午在育達科技大學揭牌啟用，

副縣長鄧桂菊感謝學校結合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師資與設備，讓在地長輩獲得最便利的照顧。

縣府積極執行長照計畫 2.0，廣設 ABC 據點，目前已達 31A87B64C，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   

 

苗栗縣總人口數為 55 萬多人，其中 65 歲以上人口約 8 萬 5 千多人，超過縣總人口比例 15%，每

6 人中就有一人是老人，為因應在地的長輩照顧需求，縣府積極佈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網，縣府

與育達科技大學結合，首創全台第一座設於大專校院產官學合作模式的 C 級巷弄長照站 -「育達

樂齡生活棧」。   

 

今天舉辦揭牌儀式，在社區鼓陣、育達社工系學生精彩表演下揭開序幕，副縣長鄧桂菊、育達科

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校長黃榮鵬、長照中心主任林采勳、衛生所及社福機關到場參加，並進行

揭牌，隨後則參觀「育達樂齡生活棧」的內部設施。   

 

副縣長鄧桂菊感謝學校大力支持，負起照顧社區長輩的服務，並肯定其設置的 C 級巷弄長照站 -

「育達樂齡生活棧」設備完善，相信在地長輩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鄧桂菊強調，為打造銀髮族

樂居環境，縣府積極佈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網，已在各鄉鎮市成立 31 個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 87 個 B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及 64 個 C 級巷弄長照站，整合醫療、長照服務、預防及護理等多

樣資源，就近照顧社區長輩。   

 

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指出，將結合學校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健康促進設備、專業的師資

與豐富的自然生態，提供在地長輩的便利性照顧服務，同時校園內也開辦「廣秀森林幼兒園」，

不只提供年輕人學習，也提供在地的幼兒有學習的機會，育達德 C 級巷弄長照站 -「育達樂齡生

活棧」，將成為全台第一個實踐「幼青老」共榮學習的學校場域。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樂齡生活棧」目前規劃有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

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四大主軸，從 9 月開始，結合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已陸續開辦，長輩已陸

續到育達科大參與服務，而育達社工系學生也擔任志工，直接為長輩做服務，讓青年學生與長輩

互動，創造青銀共榮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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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觀光餐旅培訓 秀成果 

 

育達科大餐旅產業專才培訓基地舉辦成果發表，精緻餐點讓來賓品嘗特色風味。（陳慶居翻攝） 

2018 年 10 月 23 日 04:11 中國時報  

陳慶居／苗栗報導 

勞動力發署桃竹苗分署委由苗栗育達科技大學辦理「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協助推動觀光餐旅專才

培訓，22 日舉行學習心得分享與成果展，安排創意手作甜點麵包製作及觀光工廠導覽培訓等 7 項職業課程 200

多名學員，展現他們歷經 300 小時的培訓成果。 

現場安排創意異國美食料理製作班第一期學員陳芳慧，分享上課過程及學到的技能，也將所學技能運用於創業

上，她預計 11 月在竹南開 1 家屬於自己的店。主辦單位另邀國內冰雕大師張瑞銘，介紹在歷來參賽的榮耀及過

程，與學員分享未來職場就業發展。 

副分署長李燕玲感謝育達可以承接這個基地推廣，培訓了相當多的餐旅和觀光人才。她肯定學校積極的企圖心，

還安排廠商幫同學介紹工作，希望未來成為苗栗地區就業訓練最佳支援夥伴。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29
https://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10-23/656/b22a00_p_05_02.jpg


校長黃榮鵬表示，感謝勞動力發展署與廠商參與，也給育達這個機會，校方規畫課程與設備，並聘請最優秀的師

資，讓學員可以在這兩個多月的職訓課程，能學到專業技能。 

黃榮鵬說，學校本身也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近 2 年招收了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香港等

國家，將近 400 名新南向學生，課程中的「異國風味」創意美食料理，也結合學校多元族群的特色。 

(中國時報)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1022003022-260405  

 

 

 

 

 

育達科大餐旅專才訓練基地 展現 300 小時訓練

亮麗成果 
 陳慶居 

  

2018/10/22 16:40 

  

 

勞動力發署桃竹苗分署委由苗栗育達科技大學辦理「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協助推動

觀光餐旅專業人才培訓，22 日舉行學習心得分享與成果展，有創意手作甜點麵包製作及觀光工廠

導覽培訓等 7 項職業課程 200 多名學員，展現他們歷經 300 小時的培訓成果。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1022003022-260405


現場安排創意異國美食料理製作班第一期學員陳芳慧，分享上課過程及學到的技能，也將所學技能

運用於創業上，她預計 11 月份在竹南開 1 家屬於自己的店。主辦單位另邀國內冰雕大師張瑞銘，

介紹在歷來參賽的榮耀及過程，與學員分享未來職場就業發展。 

副分署長李燕玲表示，剛踏進育達，就覺得校園充滿活力，經由校長的介紹進一步知道學校發展出

各種不同的教學特色，也感謝育達可以承接這個基地推廣，培訓了相當多的餐旅和觀光人才。 

她說，多元的成果呈現方式，可看出來學校的企圖心及熱誠，除學員的成果發表之外，也安排廠商

幫同學介紹工作，展現育達的努力，希望未來校方在餐旅觀光產業的領域上，可以秉持過去的佳績，

繼續和勞動部合作，成為苗栗地區就業訓練的最佳支援夥伴。 

校長黃榮鵬表示，感謝勞動力發展署與廠商參與，也給育達這個機會，校方規畫課程與設備，並聘

請最優秀的師資，讓學員可以在這兩個多月的職訓課程，能學到專業技能。 

黃榮鵬說，學校本身也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近 2 年學校招收了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及香港等國家，將近 400 名新南向學生，這課程中的「異國風味」創意美食料理，也結合本

校多元族群的特色。 

為擴大推廣職業訓練理念與能量，現場除了展示各職訓專班學員們長達 300 小時的學習成果外，學

員們也使出渾身解數，把在課程中學習到的精緻餐點提供現場來賓品嘗，驗收成果。 

 

 

 

 

 

 

 

 



談到能夠進入育達科大進修部就讀，王朝發說，學校除了擁有優秀的師資與完善的教學設備外，校方的各項獎助

學金制度也是非常豐富，我來到育達，實現了中年學習自我肯定的夢想，歡迎大家一起加入育達的「終身學習」

的行列。 

 

 

 

http://gotv.ctitv.com.tw/2018/10/979178.htm 

育達科大餐旅專才訓練基地 展現 300 小時訓練亮麗成

果 
由 快點 TV 於 2018-10-22 生活焦點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2220577 

終身學習的好榜樣 育達科大行銷系王朝發 

中央社／ 2018.10.22 16:39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22 16:39:15)有「吸管達人」之稱，年過 57 歲的街頭藝人王朝發，年少因為環境因素失學，

前年才從苗栗中興商工進修部畢業後，繼續選讀育達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技進修部，學而不倦的王朝發

希望能在年過 50 之後，再回到校園，重新檢視自己，並能學以致用，進而為終身學習教育做了最佳見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王朝發同學，入學育達科大時，已經結婚生子，並且把孩子拉拔長大，孩子更是即將在最近完

婚、生子。行銷系李義祥主任表示，即將當上王爺爺的朝發同學，秉持著向學的精神，先前完成了高中教育，鍥

而不捨地追求更高的學問殿堂。朝發同學入學以來，對待同學彬彬有禮不說，遇見老師們更是相當有禮貌，其謙

和有禮的態度博得一致好評，行銷系師生們都相當喜愛這位同學。 

課堂上的王朝發，不僅好學，注意力集中地將每一堂課吸取精華，舉手發言是他的常態。王朝發的班導師林育如

說，他會在課堂之餘，鼓勵其他同學要認真讀書，增長見識。此外，王朝發也會將課堂上的重點整理成筆記，在

line 群組上面與同學分享。 

除了勤於發問，王朝發也會事先預習上課的範圍，指定作業都能如期繳交完成，包括專題製作等。對於額外指定

參加的競賽，也表現出濃厚的學習興趣，一年級即參加 2018 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107 新北客家文創商品競賽

等。課後的朝發，同時也是一位領有執照的街頭藝人。在苗栗努力踏實工作著，而他卻能依然保持良好的出席率。

由此可知，他除課業外，對於個人生活管理亦能拿捏恰到好處。王朝發在手工藝的製作精湛，不只深受消費者喜

愛，更因為其意涵吸引群眾，而數次接受媒體採訪。 

王朝發自己的收入並非富裕，然而這樣的他卻願意為社會付出，王朝發曾數次贊助弱勢機構團體，熱心公益的精

神相當令人感佩。這樣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表現，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 

http://gotv.ctitv.com.tw/2018/10/979178.htm
http://gotv.ctitv.com.tw/author/mike-chen
http://gotv.ctitv.com.tw/category/share-shopping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2220577


 

 

勞動力發署桃竹苗分署委由苗栗育達科技大學辦理「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

協助推動觀光餐旅專業人才培訓，22 日舉行學習心得分享與成果展，有創意手作甜點麵

包製作及觀光工廠導覽培訓等 7 項職業課程 200 多名學員，展現他們歷經 300 小時的培

訓成果。  

現場安排創意異國美食料理製作班第一期學員陳芳慧，分享上課過程及學到的技能，也將

所學技能運用於創業上，她預計 11 月份在竹南開 1 家屬於自己的店。主辦單位另邀國內

冰雕大師張瑞銘，介紹在歷來參賽的榮耀及過程，與學員分享未來職場就業發展。  

副分署長李燕玲表示，剛踏進育達，就覺得校園充滿活力，經由校長的介紹進一步知道學

校發展出各種不同的教學特色，也感謝育達可以承接這個基地推廣，培訓了相當多的餐旅

和觀光人才。  



她說，多元的成果呈現方式，可看出來學校的企圖心及熱誠，除學員的成果發表之外，也

安排廠商幫同學介紹工作，展現育達的努力，希望未來校方在餐旅觀光產業的領域上，可

以秉持過去的佳績，繼續和勞動部合作，成為苗栗地區就業訓練的最佳支援夥伴。  

校長黃榮鵬表示，感謝勞動力發展署與廠商參與，也給育達這個機會，校方規畫課程與設

備，並聘請最優秀的師資，讓學員可以在這兩個多月的職訓課程，能學到專業技能。  

黃榮鵬說，學校本身也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近 2 年學校招收了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香

港等國家，將近 400 名新南向學生，這課程中的「異國風味」創意美食料理，也結合本校多元族群的特色。 

為擴大推廣職業訓練理念與能量，現場除了展示各職訓專班學員們長達 300 小時的學習成果外，學員們也使出渾

身解數，把在課程中學習到的精緻餐點提供現場來賓品嘗，驗收成果。 

中時 陳慶居 

 

 

 

 



為使民眾瞭解職業訓練推廣之理念與能量，現場除了展示各職訓專班學員們長達 300 小時的學習成果外，學員們

也展示在課程中學習到的精緻餐點提供現場來賓試吃，活動精彩廣受參觀民眾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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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觀光餐旅培訓 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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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2130276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成果展 辦學成效卓著 提供超夯產業職訓 

中央社／ 2018.10.22 16:24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成果展 辦學成效卓著 提供超夯產業職訓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22 16:23:44)勞動部勞動力發署桃竹苗分署委託育達科技大學辦理「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

才發展基地」，協助勞動部推動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的培訓基地，10 月 22 日於學校中庭舉辦「學員學習

心得分享與成果展」，計有創意手作甜點麵包製作班、創意月子料理與中餐烹調培訓班、創意異國美食料理製作

班、觀光工廠導覽人才培訓班等 7 個職業課程，近 2 百位學員參加，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 

 

現場也請到「創意異國美食料理製作班」第一期學員陳芳慧分享上課的過程及學到的技能，並將所學到的技能運

用於創業上。預計 11 月份在竹南開一間屬於自己的店。同時也請到國內冰雕大師張瑞銘介紹在各地參與比賽的

榮耀及過程並與學員分享料理心得及未來職場就業發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李燕玲副分署長致詞說，剛踏進育達，就覺得這個學校充滿活力，剛剛經由黃校

長的介紹，知道學校發展出各種不同的教學特色，也感謝育達科大可以來承接我們這個基地，也培訓了相當多的

餐旅和觀光人才，從今天這樣多元的安排就可以看出來學校的企圖心及熱誠，今天除了學員的成果發表之外，也

安排廠商幫同學介紹工作，由此再再展現育達科大的努力，在此轉達分署長的期許，希望未來育達科大在餐旅觀

光產業的領域上，可以秉持過去的佳績，具續和勞動部合作，成為和本部在苗栗地區就業訓練的最佳支援夥伴。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表示，非常感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李燕玲副分署及廠商代表熱烈參與，給育達科大這

個機會，我們用心規劃課程、設備，還有最優秀的師資聘來，讓學員可以在這兩個多月的職訓課程，能學到專業

技能。學校也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近二年學校招收了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香港等國

家，將近四百位新南向同學，所以這課程中的”異國風味”創意美食料理，也結合本校多元族群的特色，讓育達

科大成為一個多元學習的搖籃。除此之外，在中餐料理部分，也融入了台灣特色的美食，希望這些南向與境外的

學生能夠學到台灣美食文化。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www.chinatimes.com/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2130276


勞動力發署桃竹苗分署委由苗栗育達科技大學辦理「觀光餐旅產業專業人才發展基地」，協助推動

觀光餐旅專才培訓，22 日舉行學習心得分享與成果展，安排創意手作甜點麵包製作及觀光工廠導覽

培訓等 7 項職業課程 200 多名學員，展現他們歷經 300 小時的培訓成果。 

現場安排創意異國美食料理製作班第一期學員陳芳慧，分享上課過程及學到的技能，也將所學技能

運用於創業上，她預計 11 月在竹南開 1 家屬於自己的店。主辦單位另邀國內冰雕大師張瑞銘，介紹

在歷來參賽的榮耀及過程，與學員分享未來職場就業發展。 

副分署長李燕玲感謝育達可以承接這個基地推廣，培訓了相當多的餐旅和觀光人才。她肯定學校積

極的企圖心，還安排廠商幫同學介紹工作，希望未來成為苗栗地區就業訓練最佳支援夥伴。 

校長黃榮鵬表示，感謝勞動力發展署與廠商參與，也給育達這個機會，校方規畫課程與設備，並聘

請最優秀的師資，讓學員可以在這兩個多月的職訓課程，能學到專業技能。 

黃榮鵬說，學校本身也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近 2 年招收了來自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

律賓及香港等國家，將近 400 名新南向學生，課程中的「異國風味」創意美食料理，也結合學校多

元族群的特色。 

 

 

 

 

 

https://tw.news.yahoo.com 

第 16 家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中時電子報 

10.2k 人追蹤 

追蹤 

許哲瑗╱新北報導 

2018 年 10 月 9 日 上午 5:50 

留言 

中國時報【許哲瑗╱新北報導】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8 日由市長朱立倫到場揭牌，這是新北市第 16 家非營利幼兒園，市府與育

達科技大學合作辦理，利用公立三多國中的閒置空間，今年 8 月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共 90 名

幼兒入園，平均月費 5 千餘元。 

朱立倫指出，新北市自 2001 年自 2018 年，不到 8 年間已增設 431 個班、增加 1 萬 1687 名幼生收

托名額，0 到 6 歲共有 2 萬 1 千人能進入公立體系，也提供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幼兒、原住民幼

兒等不利條件的家庭優先入園方案。 

朱立倫說，推動準公共化幼托政策必須雙管齊下，光靠補助不能解決問題，新北市這幾年努力成立

公共托育中心，以及推動公立幼兒園增班才是正軌。 

朱立倫 8 日揭牌，他和幼兒園孩童一起動手搓湯圓，製作樹林獨有的紅麴湯圓，三多國中學童也現

場表演「國慶健康操」，慶祝雙十國慶日到來。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www.chinatimes.com/


教育局表示，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新北市成立的第 16 家非營利幼兒園，與育達科技大學合作辦理，

8 月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90 名幼兒入園，平均每月收費 5 千餘元。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長蔡維芸說，三多非營利幼兒園的家長接送時間到 5 時，比一般公托增加 1 小

時，而課後延拖 1 小時僅加收 60 元，就是希望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08001853-260405 

朱立倫揭牌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共招 3 班 90 名幼兒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8 日）由市長朱立倫揭牌，朱立倫也帶領孩子一起製作樹林特有紅麴

湯圓。（許哲瑗攝） 

  

2018 年 10 月 08 日 11:18 中時  

許哲瑗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8 日）在市長朱立倫親臨之下揭牌，這是新北市成立的第 16 家非營利幼兒園，利

用公立三多國中的閒置空間，和育達科技大學合作辦理，今年 8 月開放招生，第一學期共招收 3 班、90 名幼

兒。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08001853-26040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1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126
https://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10-08/656/20181008001854.jpg


揭牌活動由三多國中學生唱跳「國慶健康操」揭開序幕，朱立倫也和幼兒一起現場製作樹林特有的紅麴湯圓，展

現熱情校園活力，朱立倫說，許多外縣市常自稱對幼兒學習環境很友善，補助金額很高，但提升公共化教育供應

量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新北市自 2001 年自 2018 年，7 年間共增設 431 班、增加共 1 萬 687 名幼生收托名

額，0 到 6 歲共有 2 萬 1 千人能進入公立體系。 

教育局長林奕華表示，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具專業合格的師資、課程活動也結合樹林社區文化資源，此外還設計特

色教學「健康操課程」，提供幼兒適性發展，也由根基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教育局表示，非營利幼兒園由政府和公益法人合作辦理，歡迎有幼兒相關科系、學位、學程的公私立大專幼校、

幼兒教保相關工作，以申請辦理或委託非營利幼兒園的方式，一起投入新北市的教保服務。 

(中時 )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532309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朱立倫：落實公共化理念與精

神 

李梅瑛 2018-10-08 18:28 

林金生 2018-10-28 05:40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532309
https://www.storm.mg/authors/133221/%E6%9D%8E%E6%A2%85%E7%91%9B
https://www.storm.mg/authors/87583/%E6%9E%97%E9%87%91%E7%94%9F


 

新北市長朱立倫 (中)出席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8 日揭牌典禮與小朋友及出席貴賓合影。（圖／新北市教育

局提供）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8)日揭牌典禮，適逢雙十國慶的到來，三多國中學生與

幼生一起唱跳「國慶健康操」，展現滿滿熱情與活力。新北市長朱立倫與幼生也一

同以極富地方特色的「紅麴」製作湯圓，歡慶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啟用。  

兩萬名孩童能進入公立與非營利幼教體系  

朱立倫表示，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的城市，也是推動幼兒教育最努力的城市，而增設公立幼兒園是所有家長共同心

聲，因此新北市在近 8 年內，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 431 班，嘉惠 11,687 名幼生；連同 0 至 6 歲的公共托育中心

及托育聯盟一併計入，則有近 21,000 位孩童能進入公立與非營利幼教體系。他強調，別於其它縣市單純採用托育補

助的方式，新北市真正落實「公共化」的理念與精神。  

產學合作 減輕家長負擔並支持就業 

朱立倫說明，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透

過產學合作的方式提供服務，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共

計 90 名幼兒入園。同時，幼兒園也針對不利條件幼兒提供優先入園方案，減輕家長

育兒負擔並支持就業，提供更符合社會需求的教育政策。  

新北教育局長林奕華提到，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師資合格專業、課程活動結合樹

林地區文化資源，提供幼兒適性發展。為帶動全民運動風氣並發展特色教學「健康



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動中自行發揮創意及展現活力，從遊戲中養成運動的好

習慣。 

非營利幼兒園係由政府與公益法人合作辦理，歡迎設有幼兒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幼兒教保相

關工會組織，及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的財團或公益社團法人，以申請辦理或委

辦非營利幼兒園方式，一起投入新北市教保服務，提供家長更多元的選擇，共同為幼兒教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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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招收 90 名幼生入園 
 

台灣好新聞報 

978 人追蹤 

追蹤 

記者黃村杉／新北報導 

2018 年 10 月 8 日 下午 12:35 

留言 

 

檢視相片 

新北市長朱立倫 8 日出席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典禮，並與幼生以極富地方特色的「紅麴」製作湯

圓，歡慶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啟用。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新北市第 16 間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廣亞學校

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提供服務，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營

運，招收 3 個班級共計 90 名幼兒入園。 

朱立倫強調，有別於其它縣市單純採用托育補助的方式，新北市則是真正落實「公共化」的理念與

精神。並指增設公立幼兒園是所有家長共同心聲，因此新北市在近 8 年內，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

園 431 班，嘉惠 11,687 名幼生；連同 0 至 6 歲的公共托育中心及托育聯盟一併計入，則有近

21,000 位孩童能進入公立與非營利幼教體系。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s://www.taiwanhot.net/
https://www.taiwanhot.net/


 
檢視相片 

 

檢視相片 

教育局長林奕華指出，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師資合格專業、課程活動結合樹林地區文化資源，提

供幼兒適性發展。另為了帶動全民運動風氣並發展特色教學「健康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動中

自行發揮創意及展現活力，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盡情玩跳，從遊戲中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檢視相片 

 

檢視相片 

教育局表示，非營利幼兒園係由政府與公益法人合作辦理，歡迎設有幼兒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

公私立大專校院、幼兒教保相關工會組織，及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

事項的財團或公益社團法人，以申請辦理或委辦非營利幼兒園方式，一起投入新北市教保服務，提

供家長更多元的選擇，共同為幼兒教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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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第 12 間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自立晚報 

199 人追蹤 

追蹤 

2018 年 10 月 8 日 下午 2:56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www.idn.com.tw/


留言 

(記者黃秀麗新北報導)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8 日揭牌典禮，適逢雙十國慶的到來，三多國中學

生與幼生一起唱跳「國慶健康操」，展現滿滿熱情與活力。市長朱立倫與幼生也一同以極富地方特

色的「紅麴」製作湯圓，歡慶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啟用。 

朱立倫表示，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的城市，也是推動幼兒教育最努力的城市，而增設公立幼兒園是所

有家長共同心聲，因此新北市在近 8 年內，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 431 班，嘉惠 11,687 名幼

生；連同 0 至 6 歲的公共托育中心及托育聯盟一併計入，則有近 21,000 位孩童能進入公立與非營利

幼教體系。他強調，別於其它縣市單純採用托育補助的方式，新北市真正落實「公共化」的理念與

精神。 

朱立倫說明，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透過產學合作的方

式提供服務，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共計 90 名幼兒入園。同時，幼兒

園也針對不利條件幼兒提供優先入園方案，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並支持就業，提供更符合社會需求的

教育政策。 

教育局長林奕華提到，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師資合格專業、課程活動結合樹林地區文化資源，提

供幼兒適性發展。另外，為了帶動全民運動風氣並發展特色教學「健康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

動中自行發揮創意及展現活力，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盡情玩跳，從遊戲中養成運動的好習慣。(自立晚

報 20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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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特色「健康操課程」讓幼

生在運動中展現自我活力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134 人追蹤 

追蹤 

2018 年 10 月 8 日 下午 6:35 

留言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8）日揭牌，市長朱立倫也親臨，這是新北市成立的第 16 家非營利幼

兒園，利用公立三多國中的閒置空間，和育達科技大學合作辦理，8 月份開放招生，第一學期共招

收 3 班、90 名幼兒。 

  

活動開場由三多國中學生與幼生一起唱跳「國慶健康操」揭開序幕，市長朱立倫也陪伴孩子製作樹

林當地特有的「紅麴湯圓」，展現在地就學具有的特色。朱立倫說，增設公立幼兒園是所有家長共

同心聲，新北從民國一百年就開始重視並落實公共化，7 年間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 431 班，增

收 11,687 名幼生名額，0 到 6 歲共有 2 萬 1 千人能進入公立體系。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www.ner.gov.tw/
http://www.ner.gov.tw/


教育局長林奕華則說，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透過產學合

作的方式提供服務，在課程活動結合樹林地區文化資源。另外，為了帶動全民運動風氣並發展特色

教學「健康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動中展現活力，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盡情玩跳，從遊戲中養成

運動的好習慣。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8/n10768478.htm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朱立倫陪幼生搓湯圓慶雙十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新北市第 12 間非營利幼兒園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人氣: 8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8-10-08 5:35 PM    標籤: 朱立倫, 幼兒教育, 幼兒園, 公共化 

【大紀元 2018 年 10 月 08 日訊】（大紀元記者莊麗存台灣新北報導）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8 日揭牌典

禮，適逢雙十國慶的到來，三多國中學生與幼生一起唱跳「國慶健康操」，展現滿滿熱情與活力。新北市長朱立

倫與幼生也一同以極富地方特色的「紅麴」製作湯圓，歡慶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啟用。 

朱立倫表示，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的城市，也是推動幼兒教育最努力的城市，而增設公立幼兒園是所有家長共同心

聲，因此新北市在近 8 年內，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 431 班，嘉惠 11,687 名幼生；連同 0 至 6 歲的公共托

育中心及托育聯盟一併計入，則有近 21,000 位孩童能進入公立與非營利幼教體系。 

他強調，別於其它縣市單純採用托育補助的方式，新北市真正落實「公共化」的理念與精神。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8/n1076847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8/n1076847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8/n1076847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0/8/n1076847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c%b1%e7%ab%8b%e5%80%a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6%95%99%e8%82%b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5%9c%9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ac%e5%85%b1%e5%8c%96.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5%9c%9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c%b1%e7%ab%8b%e5%80%a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c%b1%e7%ab%8b%e5%80%a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5%9c%9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c%b1%e7%ab%8b%e5%80%a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6%95%99%e8%82%b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ac%e5%85%b1%e5%8c%96.html
http://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18/10/84aa0648fbac466143a6876f3a651d55-600x400.jpg


朱立倫說明，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提供服務，

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共計 90 名幼兒入園。同時，幼兒園也針對不利條件幼兒提

供優先入園方案，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並支持就業，提供更符合社會需求的教育政策。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林奕華提到，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師資合格專業、課程活動結合樹林地區文化資源，提供

幼兒適性發展。另外，為了帶動全民運動風氣並發展特色教學「健康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動中自行發揮創

意及展現活力，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盡情玩跳，從遊戲中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教育局表示，非營利幼兒園係由政府與公益法人合作辦理，歡迎設有幼兒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公私立大專校

院、幼兒教保相關工會組織，及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的財團或公益社團法

人，以申請辦理或委辦非營利幼兒園方式，一起投入新北市教保服務，提供家長更多元的選擇，共同為幼兒教育

努力。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74148 

樹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家長月省 5 千 

2018-10-08 11:20 

〔記者邱書昱／新北報導〕新北市樹林區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天舉行揭牌，並於今年 8 月開

始招生，招收 3 個班級共 90 名幼兒入園，月費 5832 元。一名范姓媽媽考量交通、價格選擇

讓小孩入園，她說，學費一個月和私立相比能夠省下 5000 元。 

市長朱立倫到場致詞時表示，為了提供公共化教保服務，從 100 學年度到 107 學年度增加

431 班，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利用公立國中閒置空間，目前新北市總共

有 16 所非營利幼兒園，雖然其他縣市也有補助，但是仍不是非營利幼兒園，提供安全、公立

體系環境。 

新北市教育局說，三多幼兒園月費為 5832 元，提供不利條件包含身心障礙幼兒、原住民幼

兒、中低收入戶幼兒，育有 3 胎以上子女家庭滿 4 歲的幼兒等，優先抽籤方案。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長蔡維芸補充說，家長接送時間到 5 點，比一般的公托增加一小時，而課

後延拖一小時僅 60 元，也是希望能減輕家長時間和經費。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6%95%99%e8%82%b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9%bc%e5%85%92%e6%95%99%e8%82%b2.html
http://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574148


 

新北市長朱立倫到場舉行揭牌，希望開幕的幼兒園能夠替家長減輕負擔。（記者邱書昱攝）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於今年 8 月開始招生，目前招收 3 個班級共 90 名幼兒入園。（記者邱書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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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05 

朱立倫揭牌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共招 3 班 90 名幼兒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1008001853-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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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8 日）在市長朱立倫親臨之下揭牌，這是新北市成立的第 16 家非

營利幼兒園，利用公立三多國中的閒置空間，和育達科技大學合作辦理，今年 8 月開放招生，第

一學期共招收 3 班、90 名幼兒。 

揭牌活動由三多國中學生唱跳「國慶健康操」揭開序幕，朱立倫也和幼兒一起現場製作樹林特有

的紅麴湯圓，展現熱情校園活力，朱立倫說，許多外縣市常自稱對幼兒學習環境很友善，補助金

額很高，但提升公共化教育供應量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新北市自 2001 年自 2018 年，7 年間共

增設 431 班、增加共 1 萬 687 名幼生收托名額，0 到 6 歲共有 2 萬 1 千人能進入公立體系。 

教育局長林奕華表示，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具專業合格的師資、課程活動也結合樹林社區文化資

源，此外還設計特色教學「健康操課程」，提供幼兒適性發展，也由根基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教育局表示，非營利幼兒園由政府和公益法人合作辦理，歡迎有幼兒相關科系、學位、學程的公

私立大專幼校、幼兒教保相關工作，以申請辦理或委託非營利幼兒園的方式，一起投入新北市的

教保服務。 

INTERBRAND 品牌價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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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 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By  台灣英文新聞 

2018/10/08 17:28 

https://m.ctee.com.tw/livenews/ch/20181008001850-260405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547671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8)日辦理揭牌活動，適逢雙十國慶的到來，三多國中學生與幼生一起唱跳

「國慶健康操」，展現出滿滿的熱情與活力。市長朱立倫與幼生也一同以當地極富特色的「紅麴」來製作

湯圓，慶祝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正式揭牌。  

市長朱立倫表示，提供平價優質的幼兒園是新北重視的目標及政策，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係委託廣亞學校財

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共計 90 名幼兒入園。本

市為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自 100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共增設 431 班，增加 1 萬 1,687 名幼生收

托名額。幼兒園也對不利條件幼兒提供優先入園方案，以減輕家長育兒負擔及支持安心就業，提供更符合

社會需求的教育政策。 

教育局長林奕華提到，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園內教保師資合格專業、課程活動也結合樹林地區社區文化資

源，提供幼兒適性發展。另外，為了帶動全民運動風氣發展特色教學「健康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動

中自行發揮創意及展現活力，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盡情地跳、盡情地玩，享受汗水淋漓的愉快，從遊戲中養

成運動的好習慣。 

教育局表示，非營利幼兒園係由政府與公益法人合作辦理，歡迎設有幼兒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公私立

大專校院、幼兒教保相關工會組織，及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之財團或

公益社團法人，以申請辦理或委辦非營利幼兒園的方式，一起投入新北市教保服務，提升服務品質，提供

家長更多元的選擇，共同為幼兒教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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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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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人追蹤 

追蹤 

2018 年 10 月 8 日 下午 4:22 

留言 

(記者黃秀麗新北報導)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8 日揭牌典禮，適逢雙十國慶的到來，三多國中學

生與幼生一起唱跳「國慶健康操」，展現滿滿熱情與活力。市長朱立倫與幼生也一同以極富地方特

色的「紅麴」製作湯圓，歡慶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啟用。 

朱立倫表示，新北市是全台最大的城市，也是推動幼兒教育最努力的城市，而增設公立幼兒園是所

有家長共同心聲，因此新北市在近 8 年內，增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 431 班，嘉惠 11,687 名幼

生；連同 0 至 6 歲的公共托育中心及托育聯盟一併計入，則有近 21,000 位孩童能進入公立與非營利

幼教體系。他強調，別於其它縣市單純採用托育補助的方式，新北市真正落實「公共化」的理念與

精神。 

朱立倫說明，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是委託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所辦理，透過產學合作的方

式提供服務，並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營運，招收 3 個班級共計 90 名幼兒入園。同時，幼兒

園也針對不利條件幼兒提供優先入園方案，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並支持就業，提供更符合社會需求的

教育政策。 

教育局長林奕華提到，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師資合格專業、課程活動結合樹林地區文化資源，提

供幼兒適性發展。另外，為了帶動全民運動風氣並發展特色教學「健康操課程」，讓小朋友們在運

動中自行發揮創意及展現活力，用屬於自己的方式盡情玩跳，從遊戲中養成運動的好習慣。(自立晚

報 2018/10/8) 

 

 

 

http://m.ltn.com.tw/news/local/paper/1237988 

〈台北都會〉樹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招收 90 幼兒 

2018-10-09 

〔記者邱書昱／新北報導〕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三多國中校內的「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昨天揭

牌，已從今年八月起招生三個班級、共九十名幼兒入園，每月費用五八三二元，是新北市第

十六個非營利幼兒園；范姓媽媽說，考量交通及價格因素讓小孩入園，每月學費和私立幼兒

園相比，大約省下五千元。 

市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長李幼安表示，全市目前共有十六個非營利幼兒園，都是利用公共閒

置空間設立而成，因此降低營運成本，收費介於私立與公立幼兒園之間，非營利幼兒園委託

公益性質的法人合作經營，讓幼教老師專心在教育上，不需擔心招生等問題。 

http://m.ltn.com.tw/news/local/paper/1237988


在新北市十六個非營利幼兒園中，分布在板橋區二家、中和區二家、新莊區二家、新店區一

家、樹林區一家、鶯歌區一家、三峽區四家、土城區一家、蘆洲區一家、林口區一家。 

落實公共化 利用三多國中閒置空間 

市長朱立倫致詞表示，為了提供公共化的教保服務，新北市從一百到一○七學年度，約有二萬

一千名零歲到六歲的孩童進入公立幼兒園與非營利的幼教體系，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也是利用

公立國中的閒置空間，有別於其他縣市單純採用托育補助的方式，新北市真正落實「公共

化」的理念與精神。 

月費五千多元 弱勢戶優先抽籤入學 

教育局指出，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月費是五八三二元，身心障礙幼兒、原住民幼兒、中低收入

戶幼兒、育有三胎以上子女家庭滿四歲的幼兒等，優先抽籤入學；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園長蔡

維芸說，家長接送時間延長到五點，比一般的公托增加一小時，而課後延拖一小時僅收費六

十元，減輕家長的時間壓力和經濟負擔。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今年八月開始招生，目前招收三個班級共九十名幼兒入園。（記者邱書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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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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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056693 

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揭牌 首創「幼青老」共融學習場域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31 14:49(1 天前)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31705667 

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揭牌 首創「幼青老」共融學習場域 

中央社／ 2018.10.31 14:49        

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揭牌 首創「幼青老」共融學習場域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31 14: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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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 月 31 日舉行揭牌儀式，邀請造橋鄉黃純德鄉長、陳裕福主席、苗栗縣政府謝佳容科

長、苗栗中央扶輪社凃偉倫社長、徐連斌祕書、幼兒園家長及育達科大師生等共同參與，一起為營造優質的幼兒

學習環境見證與祝福。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致詞時說，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是以育達創辦人王廣亞夫婦命名為「廣秀」，9

月已獲准立案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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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及後龍地區送來接受照顧。同時校園內也開辦育達 C 級巷弄長

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不只提供年輕人學習，同時協助政府承擔起，照顧街坊鄰居長輩的服務。成為全台第

一個實踐「幼青老」共榮學習的學校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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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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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

105 位學童，幼兒涵蓋大中小及幼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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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揭牌 首創「幼青老」共融學習場域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31 14:4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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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 月 31 日舉行揭牌儀式，邀請造橋鄉黃純德鄉長、陳裕福主席、苗栗縣政府謝佳

容科長、苗栗中央扶輪社凃偉倫社長、徐連斌祕書、幼兒園家長及育達科大師生等共同參與，一起為營造優質的

幼兒學習環境見證與祝福。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致詞時說，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是以育達創辦人王廣亞夫婦命名為「廣秀」，9

月已獲准立案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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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及後龍地區送來接受照顧。同時校園內也開辦育達 C 級巷弄

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不只提供年輕人學習，同時協助政府承擔起，照顧街坊鄰居長輩的服務。成為全

台第一個實踐「幼青老」共榮學習的學校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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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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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

105 位學童，幼兒涵蓋大中小及幼幼班。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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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046272 

育達科大「2018 年國際觀光休閒產業」研討會 邀國際專家激盪觀光

休閒新思維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26 11:25(6 天前) 

 

育達科大「2018 年國際觀光休閒產業」研討會 邀國際專家激盪觀光休閒新思維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026 11:24:59)育達科技大學配合政府推動 「浪漫台三線」計劃，推廣台三線沿線古道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046272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95


之自然景觀、人文史蹟、產業發展及觀光資源；於 11 月 25 日舉辦「2018 國際觀光休產業研討會」，以國家發

展觀光產業來提升經濟動能，對於自然環境、在地文化保存等造成之影響，在提升觀光產業與經濟規模同時，持

續關注整體旅遊環境、經濟與社會文化等面向之均衡發展。 

此次研討會，聚焦於觀光與休閒產業的議題，育達科大邀請日台兩國知名學者蒞臨開幕式，以專題演講的方式，

從國際與在地化的角度，為台灣的觀光休閒產業進行分析，並提出建言。受邀與會的日本學者德村志成，是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專家委員會的委員，憑藉著他長時間觀察世界各國的觀光發展，他始終對觀光產業有獨到見解。

此次，他更以他專長的鄉村旅遊、人文旅遊出發，剖析台灣的鄉村旅遊與民宿產業的發展。 

強調，要發展觀光，就要把「基本面」、「調查面」做好，同時要發揮「創意」，認為台灣有非常好的條件發展

觀光、休閒與民宿，台灣是日本人出國旅遊的首選。 

與日本學者相互爭輝，受邀的台灣學者是國立體育大學新任校長邱炳坤博士，以「競技運動轉化為觀光休閒，再

提升為休閒產業」的連貫性關係。邱校長提出台灣休閒運動產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特別是他提到休閒運動產

業的類別，已從昔日單純的自由休閒，轉為組織性、科技性、創新性、國際化、個性化的休閒，認為台灣的休閒

運動將隨著國人生活水準的提升開展為更大的格局。 

針對政府力推的「浪漫台三線」政策，育達科大王遠嘉教授以其多年研究苗栗地區「古道」之心得，認為要推展

苗栗觀光，「必須將古道的人文歷史精神結合現代的休閒觀念，以活化古道，進而提升人文旅遊的層次」。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的的吳菊院長，亦針對校內新南向國際專班的印尼與越南學生，進行餐旅服務時應具備的

基本能力進行探討，結果發現華語語言能力的培養仍須提升，但其服務的積極性態度讓業者感到滿意。 

育達科大溫馨美麗的校園，讓各地遠道而來的國際學者，能在短短的一天時間中發表研究心得，並熱烈的相互交

流相互學習，並特別一齊祝福育達科大 19 周年校慶，更約定明年 20 周年校慶時再來共襄盛舉。 

 

 

 

https://tw.news.yahoo.com 

育達樂齡生活棧 實踐青銀共榮 
中時電子報 

10.2k 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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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imes.com/


追蹤 

文╱林福吉 

2018 年 10 月 5 日 上午 5:50 

留言 

工商時報【文╱林福吉】 

苗栗縣總人口數為 55 萬多人，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約有 8.5 萬人，占總人口比例 15％以上，已是高

齡社會，為配合政府長照政策，打造銀髮族樂居環境，育達科技大學首創全台第一座大學 C 級巷弄

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於 10 月 2 日舉行揭牌儀式，結合學校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師資與設

備，讓在地長輩得以接受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四種服務，使在地長輩

能獲得便利的照顧，獲得開朗的笑容。 

育達科技大學為因應苗栗縣在地的長輩照顧需求，結合苗栗縣政府與長期照護管理中心，首創全台

第一座設於大專校院的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正式揭牌後，將結合學校健康照顧社

會工作系的健康促進設備、專業的師資與豐富的自然生態，提供在地長輩的便利性照顧服務，使得

學校服務的人口也從幼兒到青年到長輩，均能獲得妥適的教育與照顧服務。 

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致詞說，感謝育達科大的熱心及努力，首創全台第一座設於大專校院的 C 級巷

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全面提升本縣長照據點的服務品質，達成樂居山城、幸福社區願

景。 

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特別感謝各位貴賓蒞臨，並支持學校推動 C 級巷弄長照站，尤其苗栗縣

政府與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一起促成第一座設於大專校院內的 C 級巷弄長照站，也讓育

達科大善盡社會責任，協助政府承擔起照顧街坊鄰居長輩的服務。同時校園內也開辦「廣秀森林幼

兒園」，不只提供年輕人學習，也提供在地幼兒更好的學習機會，如今育達 C 級巷弄長照站－「育

達樂齡生活棧」揭牌，成為全台第一個實踐「幼青老」共榮學習的學校場域。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學校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目前規劃有社會參與、健康

促進、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四大主軸，使長輩進入育達科大均能獲得快樂與健康的效

益，長輩的笑容是最溫馨的，透過「育達樂齡生活棧」的開辦，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健康促進設

備、專業的師資及學生也能擔任志工，直接為長輩做服務，讓青年學生與長輩互動，創造青銀共榮

的實踐。 

育達科大從獲得計畫開始，結合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已陸續開辦長輩到學校接受服務，就近

提供長輩在地、即時、便利的照顧。未來更結合華山基金會資源打造完整社區照顧服務網，建立銀

髮長輩樂居的幸福苗栗，更期待發展成提供老幼與青銀融合學習的最佳典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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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創業 育達科大校園創意市集 開幕 
中時電子報 

10.2k 人追蹤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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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福吉 

2018 年 10 月 14 日 上午 5:50 

留言 

工商時報【文╱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為鼓勵校內弱勢學生能多利用課餘時間，創造更多工讀機會，同時展現學生才藝，特

別於綜合大樓達人庭開設「校園創意市集」，並於日前舉行揭牌儀式，除了提供免費場地讓學生市

集擺攤，並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完善弱勢協助機制」相關做法，提供學生就業輔導勵學金，以

改善經濟狀況，使其安心就學。 

活動開始首先以應日系學生帶來太鼓表演，讓整場活動增添不少熱鬧，且學生熱情服務的態度，讓

校園創意市集就聚集不少學生圍觀採購，手作麵包不到二小時就銷售一空，成功吸引消費者上門。 

育達科大學務長胡英麟表示，學校部分學生因家庭經濟因素，必須分擔家計或自籌學費、生活費，

多數時間忙於打工。學校希望設此市集可以鼓勵校內學生，透過擺攤販售的機會，改善或加深自我

產品特色，也推動學生創意與發明成果商品化或產業化。 

「校園創意市集」初期招收八個攤位，商品都是學生手工製品，包括時尚造型系學生設計耳環、手

鍊飾品；餐旅經營系學生製作麵包、餅乾；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手工藝創作及各種零食餅乾等。 

王榮祖副校長致詞時表示，學校秉持創辦人「三創」精神，以培育學生「創意」、「創新」及「創

業」各項技能，學生可以透過校園創意市集活動，能夠提早面對市場競爭，同時累積經驗及自信，

並藉由本次機會創造出商品獨特性，且建立自身品牌形象。 

 

 

 

 



根據統計處公布的「大專院校 106 學年度註冊率」，康寧大學的註冊率為 78.04%，比它低的一般私立大專校院另

外還有 54 所；新生註冊率未達 60％「退場淹水線」的一般私立大專校院則有 17 所，包含華梵大學、玄奘大

學、高苑科技大學、開南大學、遠東科技大學、明道大學、育達科技大學、台灣首府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修平

科技大學、南榮科技大學、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南亞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臺灣觀光學院、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等學校...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426854 

 

 

「7 分」康寧大學要改回專科！這 17 所學校的註冊率更危險 

2018-10-17 15:00 文／勞倫溼 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 

 

全國首例！受到少子化浪潮的影響，私立大專院校招不到學生的情況日益嚴重，其中又屬末段班的學校首當其中。

過去曾創下「7 分就能上大學」事件的康寧大學，升格不到 10 年，近日主動向教育部申請「退格」改制回專科學

校，引發教育界一片譁然。 

 

過去幾年全台灣掀起一股大學升格潮，不少專科學校搶著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大，造成近 30 年間國內專科學校從

77 所銳減剩下 13 所，康寧大學也是其中一所申請升格而來的大學。然而受到少子化的衝擊，近幾年來陸續傳出

許多私立大學招不到生的窘境，例如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瀕臨停辦，更慘的就像永達技術學院、高鳳數位內容學院

直接「退場」倒閉。 

 

康寧大學前身為台南立德管理學院，2008 年升格立德大學，2011 年改名康寧大學，隨後在 2013 年與康寧護專合

併；2008 年大學考試分發入學，立德大學資源環境系創下全國最低 7.69 分的錄取分數，被鄉民封為「7 分大學」。 

 

如今康寧大學升格不到 10 年間，面臨招不到學生，註冊率低落，無法因應升格後「虛胖」的龐大學校體制開銷，

去年已經停招企管、餐飲管理及資訊傳播等科系，大學部人數僅剩千人左右，最終還是無法繼續苦撐，向教育部

申請改制回專科學校。 

 

不少教育界人士痛批，過去許多專科學校一窩蜂搶著升格大學，教育部核可後，要求辦學率若未達標要改回專科，

許多學校卻抵死不從；如今康寧大學在升格後的不到 10 年期間，便主動向教育部要求改制回專科學校，若教育部

核准「降格」，等於承認當初核准升格的過程有瑕疵，實在需要檢討。 

 

值得注意的是，康寧大學從 105 年起連續 2 年註冊率不到 7 成，此次申請改制回專科學校，甚至有可能面臨退場

危機都有跡可循；然而康寧大學的註冊率實際上並非排在倒數，若光論招不到學生的問題嚴重性，有不少學校同

樣面臨岌岌可危的情況，這次康寧大學要求「降格」開響第一槍，恐怕造成連鎖效應，將過去搶著升格大學的「虛

胖」學校陸續打回原形。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3426854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桃園報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攜手育達科技大學合辦，將於 10 月 31 日(星期三)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名人專

班」講座，邀請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浩子」謝炘昊先生主講「我很浩，那你呢？」與大家分享其為了達成環遊

世界夢想，毅然暫別演藝圈，帶著一家四口走過最瘋狂、最勇敢的一年。  

 

「…這一年，我帶著家人環遊世界。我們一起目睹披著彩虹衣裳的渡月橋；一起站在米蘭大教堂面前丟掉曾經的

委屈；一起住進哈瓦那感受生命變得像雪茄一樣濃烈；一起流浪哥本哈根街頭，遇見我最初想像自己會成為的模

樣；一起站在冰川上，把冰凍一萬年終於融化的那一點點，喝進肚子裡……這個世界教我們的事多麼奇妙；它告

訴我們，把世界活得大一點，路再走遠一些，多愛別人一點，內心的自己輕一些…」。  

 

從日本、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瑞士、丹麥、英國、加拿大、美國到古巴，誠如浩子所說︰「在無數陌生的國

度裡，我無數次地重組自己的人生順序」，會玩、玩得最瘋的旅遊節目主持人浩子，帶著家人花了近一年時間到

世界流浪，回來後，竟無心插柳、柳卻成蔭，在臉書分享的流浪日記，被集結出版成《世界，是我的信仰》一

書。本分署特邀請浩子來「名人講座」主講，希望藉由其現身說法，與分享面對生命的熱愛及堅持理想的歷程與

經驗，激勵聽講民眾勇於自我挑戰，並以積極的行動追尋人生目標！讓自己可以很浩也很好！  

 

桃竹苗分署長期以來提供民眾求職技巧與激勵自我等多方面的課程機會，冀求能使求職者突破就業瓶頸及困境；

「名人專班」的舉辦，即是延攬知名專業人士、或各行各業達人，擬藉其影響力及現身說法，分享其自身職場成

功經驗或人生歷練，並透過近距離接觸，激勵民眾追求目標，並藉由積極行動力實現自我。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6765036 

分享環遊世界夢想 桃竹苗分署名人講座 10/31 邀

「浩子」主講 

大成報／ 2018.10.26 16:36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02676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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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408977 

佛光山宏法社慶重陽 228 名長者感受到溫馨 

2018-10-07 18:33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即時報導  

重陽節將屆，佛光山宏法社今天安排 228 名苗栗縣頭份、竹南、南庄、造橋 70 歲以上長

者欣賞表演，接受年輕世代奉茶，他們還跟著做椅子操，最高齡 96 歲的林鍾貞妹也全程參

與，精神奕奕感受社會溫馨。  

宏法社今天重陽敬老活動，92 歲的李錦妹很期待，一早自己搭公車從造橋來參加，永一幼

兒園、頭份佛光童軍團及青年團為長者奉茶，體現敬老尊賢傳統美德，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

動管理學系主任陳淑貞帶領一起椅子操，此外，還有帶動唱、幼兒舞蹈，合唱團懷舊老歌演

出，及健康舞蹈班的熱歌勁舞，氣氛熱鬧溫馨。  

義剪區大排長龍，佛光會頭份區各分會安排多項益智趣味遊戲，帶著長者忘了年紀，育達科

大還教導簡單的伸展運動，並透過量血壓、平衡、行動力、敏捷、柔軟度、肌耐力與身體組

成等體適能檢測，宣導「身體活動」是高齡健康促進不可或缺的一環。  

苗栗縣長徐耀昌太太蔡麗卿到場，她表示，踏入宏法社處處都看到長者與義工們愉悅的笑

容，覺得這是「最美麗」的風景，長者要多走入人群，常回宏法社禮佛，相信一定會更開心

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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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能開心的大笑，用開心的心影響週遭的人。」竹南鎮鎮長康世明強調只要心存善

念，隨時做到三好，一定可以幫助到整個社會。  

重陽節將屆，佛光山宏法社今天安排 228 名

苗栗縣頭份、竹南、南庄、造橋 70 歲以上長者參加敬老活動。圖／宏法社提供 

佛光山宏法社今天重陽敬老活動安排奉茶，

體現敬老尊賢傳統美德。圖／宏法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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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达乐龄生活栈”揭牌 完整打造社区照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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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达乐龄生活栈”揭牌，完整打造社区照顾网。（苗栗县府提供） 

 人气: 36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8-10-02 6:19 PM    标签: 乐龄, 社区照顾 

【大纪元 2018 年 10月 02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文敏台湾苗栗综合报导）全台第一座大学 C级巷弄长照站-“育

达乐龄生活栈”，10月 2日上午在育达科技大学揭牌启用，副县长邓桂菊感谢学校结合健康照顾社会工作系的

师资与设备，让在地长辈获得最便利的照顾：县府积极执行长照计划 2.0，广设 ABC据点，目前已达

31A87B64C，完整打造社区照顾网。 

苗栗县总人口数为 55万多人，其中 65 岁以上人口约 8万 5千多人，超过县总人口比例 15%，每 6人中就有一人

是老人，为因应在地的长辈照顾需求，县府积极布建社区整体照顾服务网，县府与育达科技大学结合，首创全台

第一座设于大专校院产官学合作模式的 C级巷弄长照站-“育达乐龄生活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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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世界巡演 苗栗場 3 日起開放索票 

 
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National Danish Performance Team, NDPT），將於 11 月 16 日在苗栗巨蛋體育

館演出，採免費索票入場。（圖由縣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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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彭健禮／苗栗報導〕巡迴全球 80 國、吸引超過 200 萬名觀眾欣賞的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

（National Danish Performance Team, NDPT），將於 11 月 16 日在苗栗巨蛋體育館演出，採免費

索票入場，縣府將於 11 月 3 日起，在縣府第一辦公大樓一樓服務台開放索取，每人限索 4 張，索完

為止。 

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National Danish Performance Team, NDPT），將於 11 月 16 日在苗栗巨蛋體育館演出，採免費

索票入場。（圖由縣府提供） 

台灣籌備小組執行長康明淵博士表示，自 1994 年以來，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每年丹麥挑選 28 名 19

至 27 歲的青年國際體操選手，經過嚴謹訓練後赴世界各地巡演，目前已橫跨 80 個國家，欣賞過表演

的觀眾超過 200 萬人。 

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結合現代韻律體操、舞蹈、啦啦隊、藝術跳躍、空中翻滾、肢體律動與特技等，

配上色彩繽紛的表演服裝以及燈光音樂的效果，展現出體操的力與美。 

演出之餘，縣府也協助安排體操隊成員至竹南高中、後龍國小、育達科技大學及國立聯合大學與學生

進行交流，互動課程由 28 名表演團成員親自教導，包括基礎的暖身、柔軟、韻律、舞蹈等動作，透

過學習與互動，領略體操的力與美，展現熱情與活力，提昇心靈的美好感受，傳達健康和積極的生活

態度。 

縣長徐耀昌表示，這次特別感謝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台灣籌備小組執行長康明淵博士協助安排，讓鄉

親有機會目睹國際水準的體操表演，也讓學子有機會可以向世界一流的體操選手拜師學藝，未來縣府

在推動國際藝術交流方面將持續努力，讓鄉親都可以欣賞到國際級表演。 

索票地點於縣府第一辦公大樓一樓服務台；索票時間於 11 月 3 日起到演出，逢週六、日為上午 8 點

至下午 4 點，週一至週五則為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每人限索 4 張，索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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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 11 月 16 日晚苗栗巨蛋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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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世界巡演活動即將來到台灣，11 月 16 日晚間 7 點在苗栗巨蛋體育館

推出來台最大規模的一場演出，民眾可索票免費入場；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結合現代韻律

體操、舞蹈、啦啦隊、藝術跳躍、空中翻滾、肢體律動與特技等，縣府歡迎民眾踴躍索票觀

賞，闔家一起來欣賞一場國際級的體操表演盛會。  

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

結合現代韻律體操、舞蹈、啦啦隊、藝術跳躍、空中翻滾、肢體律動與特技，11 月 16 日晚間將在苗栗巨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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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

結合現代韻律體操、舞蹈、啦啦隊、藝術跳躍、空中翻滾、肢體律動與特技，11 月 16 日晚間將在苗栗巨蛋演

出。圖／苗栗縣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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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學院停辦幾成定局 自救會籲校產歸苗縣府  

 分享亞太學院停辦幾成定局 自救會籲校產歸苗縣府到 Facebook 分享亞太學院停辦幾成定局 自救會籲校產歸苗

縣府到 Line 

 

2018-10-09 19:56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頭份市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董事會於 7 月決議停辦，但因尚有 5 名學生待取得碩

士學位，且董事會人數未達法定要求，教育部未予以核准，並請法院指派董事，才得以決定轉型或退場。但亞太

教職員生自救會認為，校產屬公共資源，不能淪特定財團使用，盼停辦後能撥交苗栗縣政府妥善處置。 

 

亞太學院主任秘書曾景睦說，5 名學生是延修生，而非正式學生，未來將由育達教師審查論文；而校方停辦立場

未變，目前仍待法院指派補足董事人數後再研議後續規劃，但所有校產皆已信託教育部，董事會無土地財產權，

自救會的訴求實為杞人憂天。 

 

亞太自救會指出，教育部雖未核准校方停辦，但卻傾力協助校方清空所有師生，然而目前仍有陶藝所及文創所共

5 名復學研究生不願離開，但校方收取學費完成註冊後，卻以「無能力論文審查」為由，強迫學生轉至育達科技

大學上課。 

 

而日前教育部說，亞太董事會滿額為 9 人，但目前成員僅剩 3 人，不足法定規定人數，無法決議轉型或退場，已

由法院指派董事，再進行後續研議。但自救會認為，教育部應立即解散董事會，並為避免公共的校產淪為財團資

產，呼籲撥交給苗栗縣政府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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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府教育處說，過去並無相關接管退場私校前例，須先釐清校產屬地性質；亞太學院主秘曾景睦則強調，所有校

產皆已信託，無淪為私產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