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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報紙’名稱 標題 備

註 

 性質 

1 1071002 自由時報 北部〉全國首座大學長照據點 育達科大揭牌   網路 

2 1071002 大紀元時報 「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 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   網路 

3 1071002 台灣大紀元 「育達樂齡生活棧」揭牌 完整打造社區照顧網   網路 

4 1071002 自由時報 全國首座大學長照據點 育達科大 C 級巷弄站揭牌   網路 

5 1071002 中國時報 全台首間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正式啟用   網路 

6 1071002 大成報 全台第一座大學 C 級巷弄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

棧」揭牌 

  網路 

7 1071023 中國時報 育達觀光餐旅培訓 秀成果   網路 

8 1071022 工商時報 育達科大餐旅專才訓練基地 展現 300 小時訓練

亮麗成果 

  網路 

9 1071022 中央社 終身學習的好榜樣 育達科大行銷系王朝發   網路 

10 1071022 中天快點 TV 育達科大餐旅專才訓練基地 展現 300 小時訓練

亮麗成果 

  網路 

11 1071022 蕃薯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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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12 1071023 雅虎新聞 育達觀光餐旅培訓 秀成果   網路 

13 1071009 中時電子報 第 16 家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網路 

14 1071008 中國時報 朱立倫揭牌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共招 3 班 90 名

幼兒 

  網路 

15 1071008 風傳媒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朱立倫：落實公共化理

念與精神 

  網路 

16 1071008 台灣好新聞 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招收 90 名幼生入園   網路 

17 1071008 自立晚報 新北第 12 間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網路 

18 1071008 國立教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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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19 1071008 大紀元時報 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朱立倫陪幼生搓湯圓慶

雙十 

  網路 

20 1071008 自由時報 樹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家長月省 5 千   網路 

21 1071008 工商時報 朱立倫揭牌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共招 3 班 90 名

幼兒 

  網路 

22 1071008 台灣英文新聞 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 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

揭牌 

  網路 

23 1071008 自立晚報 新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網路 

24 1071009 自由時報 〈台北都會〉樹林三多非營利幼兒園揭牌 招收 90

幼兒 

  網路 

25 1071031 蕃薯藤 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揭牌 首創「幼青

老」共融學習場域 

  網路 

26 1071031 Hinet 新聞 育達科大「廣秀森林幼兒園」揭牌 首創「幼青

老」共融學習場域 

  網路 

27 1071026 Hinet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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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28 1071005 中時電子報 育達樂齡生活棧 實踐青銀共榮   網路 



29 1071014 中時電子報 引導學生創業 育達科大校園創意市集 開幕   網路 

30 1071017 經濟日報 「7 分」康寧大學要改回專科！這 17 所學校的註

冊率更危險 

  網路 

31 1071026 大成報 分享環遊世界夢想 桃竹苗分署名人講座 10/31

邀「浩子」主講 

  網路 

32 1071007 聯合報 佛光山宏法社慶重陽 228 名長者感受到溫馨   網路 

33 1071002 大紀元 “育达乐龄生活栈”揭牌 完整打造社区照顾网   網路 

34 1071031 自由時報 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世界巡演 苗栗場 3 日起開放

索票 

  網路 

35 1071031 大紀元 丹麥國家體操表演隊 11 月 16 日晚苗栗巨蛋登場   網路 

36 1071009 自由時報 亞太學院停辦幾成定局 自救會籲校產歸苗縣府   網路 

37 1071004 自由時報 大學首座長照據點開幕   報紙 

38 1071005 工商時報 育達樂齡生活站開幕   報紙 

39 1071014 工商時報 育達創意市集開幕   報紙 

40 1071023 中國時報 育達觀光餐旅培訓秀成果   報紙 

41 1071008 聯合晚報 育達樂齡生活站 打造社區生活網   報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