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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 辦國際觀光休閒產業研討會 

 育達科大「2018 年國際觀光休閒產業」研討會，黃榮鵬校長(左四起)率與會師長與國立體育大學邱炳坤校長、

日本學者德村志成教授合影。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8 年 11 月 03 日 04:10 工商時報 文／林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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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然景觀、人文史蹟、產業發展及觀

光資源 

，於日前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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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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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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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時報【文╱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師生參加「第 20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在中國上海與來自澳洲、馬來西亞、

韓國，印尼及中國大陸等 8 個國家，參賽選手 1,203 名，共同角逐廚藝大賽，勇奪 1 金 5 銀 4 銅佳績，讓世界看

見台灣美食的精髓。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為中國大陸唯一獲得世界廚師協會（WACS）認證的國際級比賽，此次參賽選手

1,203 名，來自各國餐飲業的大廚、技專校院與職校的廚藝教師及廚藝系科學生，因此競爭格外激烈。育達科大

餐旅經營系由 2 位老師帶領 5 位同學，組隊前往參加，為讓比賽經驗得以傳承，今年也讓大一新生報名參加，大

一周霆育同學以牛肉料理及義大利麵，獲得雙銅牌佳績，顯示了育達科大新生具備雄厚的料理實力與創意。 

曾獲得金廚與金帽獎的黃家洋老師，在中式海鮮料理及雞肉料理，分別獲得銀牌與銅牌的佳績。另外王申長老師

以牛肉料理和義大利麵，獲雙銀牌，二位老師堪稱是整場比賽，表現最亮眼的。 

學生部分高彥綺在「鱈魚」項目，以最高分數，獲得銀牌。劉辰豪以「蘿勒法式羊排」獲銀牌。周霆育以牛肉料

理及義大利麵，獲雙銅牌。劉彥評以羊肉及鱈魚料理分別獲金牌與銅牌。勇奪了 1 金 5 銀 4 銅，在國際廚藝賽事

讓世界看到台灣，育達科大餐旅系的專業實力不容小覷。 

獲得金牌的劉彥評同學表示，這次參加比賽可以說相當的辛苦，從每次的練習和準備都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

不斷的練習與老師的指導修正。這次羊肉比賽，採用熟成羊肉醃製香料油，搭配香腸，醬汁的熬製也是濃縮了大

量的骨頭和蔬果，以色香味的完美結合，不僅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也徹底征服的評審的味蕾，得到最高的分數。 

黃榮鵬校長對於 2 位老師及 5 位學生，為校增光的傑出表現感到欣慰，期勉再接再厲，也希望育達科大師生積極

參與國際性專業競賽，爭取佳績，不但為我國在國際上爭光，展現學校培育「廚藝達人」的實力與創意，並再次

擦亮了台灣美食王國的招牌。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11000294-260207 



育達科大中德交流論壇 助攻台觀光 

  

育達科大舉辦「2018 中德產官學學術交流論壇」，黃榮鵬校長(前排左二起)、王育文董事長與論壇貴賓合照。圖

／育達科大提供 

2018 年 11 月 11 日 04:10 工商時報  

文／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配合政府推動 「浪漫台三線」計畫，推廣台三線沿線古道之自然景觀、人文史蹟、產業發展及觀

光資源；於日前舉辦「2018 中德產官學學術交流論壇」，由德國下薩克森邦建設廳前廳長 Mr. Bitter 所率領的 17

人訪問團出席參加。同時也邀請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文化觀光局林彥甫局長、商業總會張淑芬前理事長、劉富

明副理事長、文觀協會鄭兆傑理事長、旅館公會陳嘉琪理事、工業會吳肇瑩常務監事、學校游陳鳳嬌董事及德安

電線電纜公司游忠德總經理等各界領袖菁英，共同研討台德雙方城鄉經濟轉型與觀光發展，讓德國貴賓深入瞭解

台灣城鄉發展的特色，建立雙方長期合作關係。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致詞表示，學術交流論壇活動中，學校特別安排所有貴賓，品嚐由餐旅系師生與產學合作

廠商君樂飯店，共同製作之在地客家特色美食。同時也邀請苗栗縣副縣長、文化觀光局長及各界領袖菁英與本校

師長齊聚一堂，進行產官學的交流。這是台德民間難得的一場盛會，特別感謝僑委會楊櫻鳳與陳黎黎委員及本校

游陳鳳嬌董事、行銷系李義祥主任與陳建勝講座教授，促成本次的活動。 

鄧桂菊副縣長指出，苗栗縣已經同時擁有「雙慢城」及「Rail Bike」兩大全臺唯一的優勢，對於未來的觀光行銷

目標相當明確。未來要同時一覽「慢城」及「Rail Bike」的風采，不需要搭四、五個小時的飛機到鄰近國家，只

需要來苗栗，還能細細品嚐道地的客家美食佳餚。苗栗已經準備好了，歡迎大家一起來苗栗，一起體驗苗栗

「慢」魅力。 

會中由德國下薩克森邦建設廳 Diepholz 市經濟促進局長 Bernd Ohlmann 簡報，介紹該城市發展歷史及光觀資源。

隨後由文化觀光局林彥甫局長簡報苗栗豐富自然景觀和深厚文化，不僅於 2016 年榮獲義大利「國際慢城」認

證，還保留了歷史悠久的舊山線百年鐵道，「慢城」及「Rail Bike」的風采，帶來全新的視覺饗宴，承載著許多遊

客心中的美好回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官方外交如果能突破各項困難，積極進行各項的合作及交流，將能發揮很大的效應。藉由

這次參訪，讓德國友人瞭解台灣科技研發、管理服務、及多元文化保存等各層面的努力與成就，進而推動台德技

術合作、文化合作、學校合作、促進觀光等交流，從而建立民間外交的活絡模式，補強官方外交的不足之處，進

而達到相輔相成之目的。 

(工商時報)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080941 

育達科技大學行銷系陳建宇 實習優異經驗分享學弟妹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1/15 17:00(27 天前) 

  

育達科技大學行銷系陳建宇 實習優異經驗分享學弟妹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115 16:59:40)育達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年級的陳建宇，三年前從新北市能仁家商

資處科畢業後，以技優入學管道就讀育達科大行銷系，大三在”木酢達人”電商公司實習期間，更憑藉著他認真

的態度與努力不懈的精神，為公司帶來銷售佳績，受到公司肯定與佳許，尚未畢業就收到公司的聘約，達成畢業

即就業的教育目的，足為學校學弟妹效法典範。 

陳建宇同學就學期間秉持著認真好學的精神參加過校內微電影徵選競賽、領取過各項獎學金、通過多項證照，對

待師長彬彬有禮不說，與同學之間的人際相處更是融洽，其謙和有禮的態度博得一致的好評，行銷系師生們都相

當喜愛這位同學。 

在大二時行銷系開了一門電子商務課程，陳建宇認識了電商達人陳偉誠(木酢達人創辦人)兼任助理教授；陳建宇

說，在偉誠教授的指導下我在該門課認真的學習獲得優異的成績，同時也得到了偉誠教授認可在大三下學期實習



期間，順利進入了偉誠教授的電商公司木酢達人工作並學習。 

實習期間，工作的同仁對建宇同學積極的表現更是讚譽有加，創造了一系列幫助公司變現的事蹟，參加了許多場

現場展售的機會，為公司增加許多銷售業績。 

建宇同學也在此實習過程中啟發了對電商的興趣，並且會在課後與自己的同學和學弟妹們分享這一路的電商實習

經歷，怎麼做才是消費者會喜歡的最終如何導入變現的過程，由此可見建宇同學是育達科技大學行銷系寶貴的人

才，在未來出社會必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樣的建宇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行銷系李義祥主任特別邀請，建宇同學回校與大三學弟妹分享實習寶貴經驗，李主任表示，行銷系以培養虛實整

合的電子商務專業人才，讓每位同學畢業前都能夠擁有攝影、剪輯、撰寫文案、商品上架、網路社群經營、金流

付款與物流配送之一條龍服務的能力，以面對新零售的時代成為業界搶手的人才。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06243 

育達科大「時尚畢業成果展」 首創時尚走秀與管弦樂跨界合作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1/27 18:18(15 天前) 

  

育達科大「時尚畢業成果展」 首創時尚走秀與管弦樂跨界合作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127 18:18:00)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計設系，於 11 月 25 日於台北市松山文創園區舉辦第

五屆校外畢業成果展，首創台灣時尚與春之聲管弦樂團跨界合作，不用出國也能感受到音樂與時尚氛圍，同學們

卯足全力，交錯運用不同文化與時空的流行元素，引領觀眾進入時尚新趨勢和復古風情中，超水準的演出，並邀

請時尚界及高中職校師生，共享時尚盛宴，搏得滿堂彩。 

台灣時尚秀首度與春之聲管弦樂團跨界合作，春之聲管弦樂團(Voice of Spring Symphony Orchestra, VSSO)成立於

1997 年 9 月，由指揮兼團長陳永清老師領軍，以桃園地區為中心，屢次獲選桃園市傑出演藝團隊，多年來深耕

經營音樂會質量，每年皆舉辦定期音樂會，「就是要給你好音樂！」是春之聲管弦樂團創團所秉持的信念。今年

首創與育達科大時尚系畢業成果展一起演出，交錯運用不同文化與時空的流行元素，引領觀眾進入時尚新趨勢和

復古風情中，不用出國也能感受到音樂與時尚氛圍。 

今年時尚系畢業成果展主題《時‧線》，是表達一個不一樣的視覺世代，串連起過去與現代的結合，如同實現自

己的理想一樣。學生分 10 組走秀，其中區分「整體造型組」與「流行設計組」，所呈現的是迥異主題，人生就像

一條平凡的線，經過時間的淬鍊，也會有所成長，運用線一針一針縫紉，藉由現今與過去對話，表現出時空的時

間點與時間段。活動由春之聲管弦樂團演奏樂曲揭開時尚走秀序幕，並配合 4 組學生現場的整體造型表演，讓人

驚嘆不已。畢業成果展 10 組同學充分表現出專業的自信與創意，展現四年的學習成果，最後由評審選出最優前

三名，獎勵同學的用心與成果。 

畢業展總召集人彭鈞愷是個多才多藝的設計師，他很感謝老師們的用心指導，還有同學間的合作，才能讓我們在

舞台上發光發熱。同學們盛裝打扮，個個千嬌百媚，配合管弦樂的節奏在舞台上走秀，充分展現我們年輕人的自

信與創意，在寬廣的舞台加上魅力四射的演出，讓台下欣賞的觀眾與同學尖叫聲不斷。 

時尚造型計設系主任鄭寶寧表示，時尚造型系畢業成果展今年邁入第五屆，由學生組成畢業展演籌備團隊，一手

籌劃所有展演工作。為配合 19 週年校慶，特別在學校辦理初賽，11 月 25 日於台北市松山文創園區舉辦第二場

次的校外畢業成果展。同學們為了能在舞台上有專業的演出，無不卯足全力，展現課堂上所學專業技能。學生們

從暑假就開始準備，每天花很多時間，經常做到半夜，尤其越靠近表演時，幾乎都要在學校專業教室過夜，學生

的用心讓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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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388.aspx 

 

 

 



【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台灣之光！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參加「第 20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在中國上海與來自澳洲、馬

來西亞、韓國，印尼及中國大陸等 8 個國家，參賽選手 1203 名，共同角逐廚藝大賽，勇奪 1 金 5 銀 4 銅佳績，

讓世界看見台灣美食的精髓。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為中國大陸唯一獲得世界廚師協會（WACS）認證的國際級比賽，此次參賽選手

1203 名，來自各國餐飲業的大廚、技專校院與職校的廚藝教師及廚藝系科學生，因此競爭格外激烈。育達科大餐

旅經營系由 2 位老師帶領 5 位同學，組隊前往參加，為讓比賽經驗得以傳承，今年也讓大一新生報名參加，大一

周霆育同學以牛肉料理及義大利麵，獲得雙銅牌佳績，顯示了育達科大新生具備雄厚的料理實力與創意。  

 

比賽結果，曾獲得金廚與金帽獎的黃家洋老師，在中式海鮮料理及雞肉料理，分別獲得銀牌與銅牌的佳績。另外

王申長老師以牛肉料理和義大利麵，獲雙銀牌，二位老師堪稱是整場比賽，表現最亮眼的。學生部分高彥綺在

「鱈魚」項目，以最高分數，獲得銀牌。劉辰豪以「蘿勒法式羊排」獲銀牌。周霆育以牛肉料理及義大利麵，獲

雙銅牌。劉彥評以羊肉及鱈魚料理分別獲金牌與銅牌。勇奪了 1 金 5 銀 4 銅，在國際廚藝賽事讓世界看到台灣，

學校餐旅系的專業實力不容小覷。  

 

高彥綺同學從小對料理就很有興趣，高中就讀中興商工餐飲科，學習了烹飪的技能，畢業後，就近選讀育達科

大。在師長鼓勵下，參加這次的比賽，三個月前就開始準備了，花了許多心力，加上要一邊打工一邊練習，每天

一大早起床去市場買菜，到學校練習到晚上十二點才離開。從構思菜色，菜色雛型，到最後改良後的成品，還使

用了秘密武器江西柑橘，獨具匠心，充滿創意，拿到了這次比賽鱈魚項目最高分的殊榮，展現了實力。  

 

這次獲得金牌的劉彥評同學表示，這次參加比賽可以說相當的辛苦，從每次的練習和準備都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27107893 

2018 上海 FHC 國際烹飪藝術賽 育達科大勇奪 1

金 5 銀 4 銅 

大成報／ 2018.11.27 00:09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27107893


力，不斷的練習與老師的指導修正。這次羊肉比賽，採用熟成羊肉醃製香料油，搭配香腸，醬汁的熬製也是濃縮

了大量的骨頭和蔬果，以色香味的完美結合，不僅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也徹底征服的評審的味蕾，得到最高的分

數。  

 

黃榮鵬校長對於 2 位老師及 5 位學生，為校增光的傑出表現感到欣慰，期勉再接再厲，也希望育達科大師生積極

參與國際性專業競賽，爭取佳績，不但為我國在國際上爭光，展現學校培育「廚藝達人」的實力與創意，並再次

擦亮了台灣美食王國的招牌。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1.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參加「第 20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獲獎師生與

黃榮鵬校長合影。2.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師生參加「第 20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頒獎後與裁判長

合照。3.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劉辰豪同學參加「第 20 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比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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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發明展 我 13 金成績亮眼 
 

台灣新生報 

800 人追蹤 

追蹤 

【中央社柏林四日專電】 

2018 年 11 月 5 日 上午 12:00 

留言 

今年邁入第七十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iENA）今天落幕，中華民國代表團獲得金牌十三面，總

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發賀電。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61.222.185.194/
http://61.222.185.194/


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沈毓豪表示，今年台灣共有四十三件作品出賽，獲得金牌十三面、銀牌十二

面、銅牌十一面，成績亮眼。 

在大專院校組部分，首度參展的育達科技大學和中原大學獲得四金五銅的佳績，勤益科技大學，展

出的六件作品也全都獲獎牌。在青少年組部分，九件參賽作品拿下四金、四銀、一銅。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29407140 

育達科大攜手南投縣政府 推文化體驗教育向下扎

根 

中央社／ 2018.11.29 11:26 

    

育達科大攜手南投縣政府 推文化體驗教育向下扎根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129 11:25:40)南投縣文化資產教育推廣活動，由縣政府攜手育達科技

大學自 9 月起至 11 月份安排縣內國小學童，至南投縣文化園區參觀，藉由實地參訪與

DIY 手作，實地觀察、接觸，了解古蹟緣起、建築特色等，帶領縣內學子認識自己故鄉的

文化資產，看見先民智慧，落實文化資產教育向下扎根工作。 

  活動參加對象以縣內偏鄉學校學童為優先，每校一梯次。活動內容則包含介紹竹藝博

物館、認識文化園區歷史建築、南投陶的介紹、文化資產小故事及動手體驗 DIY 等。由草

屯鎮平林國小進行第一場次體驗活動，學童首站來到「南投縣文化園區」主體建築「武德

殿」原建於日治時期（西元 1937 年），為南投縣已登錄公告之歷史建築類有形文化資

產。園區內，有「南投陶展示館」、「傳統南投陶工藝」為縣內傳統工藝類無形文化資

產。現場並邀請專家介紹傳統工藝，也讓小朋友實際體驗傳統工藝的智慧與樂趣。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29407140


  今年育達科大原規劃辦理 10 場次，後因反應熱烈加辦一場。育達科大楊貴媚老師表

示，活動由時尚系學生一手規劃、設計活動內容，並擔任活動助教，展現學生所學專業。

活動設計內容，主要從推廣文化教育、保存在地工藝為目標，透過與學界合作進而鏈結政

府資源，讓在地國小學校更了解南投傳統工藝類無形文化資產。由文化好遊趣活動，讓師

生多多了解生長土地，聽聽傳統文化故事與體驗在地工藝，讓珍貴的文化資產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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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502.aspx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07322205 

2018「第 12 屆菩提金廚獎」育達科大榮銅牌獎 

餐旅系學生展現「廚藝達人」實力 

中央社／ 2018.11.07 12:04 

2018「第 12 屆菩提金廚獎」育達科大榮銅牌獎 餐旅系學生展現「廚藝達人」實力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107 12:04:22)全球最具規模的素食界星光大道的 2018「第 12 屆菩提

金廚獎」，11 月 2 日於台北花博公園長廊廣場盛大登場，並於 11 月 4 日選出國際組與學

生組的前三名。今年「菩提金廚獎」以「果」入菜為主題，全球近 70 位國際廚師，競逐

世界級的「菩提金廚獎」素食名廚最高榮耀。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學生徐欣鴻、吳雨

涵，以「蕉香蜜糖若蘋果」，贏得銅牌獎，展現「廚藝達人」專業實力。 

今年的國際組匯集美國、法國、日本、印度、新加坡、台灣，75 位廚藝精湛的廚師，角逐

全球比賽規模最大、世界級的「菩提金廚獎」素食金廚的最高榮耀。各國名廚選手將端出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07322205


拿手絕活，揉合傳統與創新的食藝料理，創造時尚蔬食潮流，向全世界展現台灣蔬食文化

實力的全球最重要地位。為期三天的大競逐，育達科大學生徐欣鴻、吳雨涵，運用台灣在

地新鮮食材、在地農產品，搭配以「果」入菜，以分量口味兼具的「蕉香蜜糖若蘋果」，

贏得銅牌獎。 

育達科大徐欣鴻、吳雨涵二位得獎同學，三年前均畢業於中興商工，以優異的成績，就近

選讀育達。吳雨涵同學說，在思考菜色搭配時，會先從食材的屬性、種類、口味、呈現，

去搭配主食，在學校陳慶麟老師的用心指導下，去學習創意各式各樣的美食，看了令人垂

涎三尺，嬴得這次的比賽。 

徐欣鴻同學更謙虛的說，他認為製作料理前，必須先練好基本功，料理的基本在「刀

功」，回想從前剛進廚房時，懵懵懂懂，甚至連刀都拿不穩，他切出來的蔥花慘不忍睹，

一路經過中興商工及育達科大老師的指導，花了六年的時間練習與學習，終於練就一身好

功夫，才能在比賽時有好的表現。 

育達科大黃榮鵬表示，台灣有素食王國的美譽，素食料理已跨越宗教主張邁向世界環保關

心的議題，本校餐旅經營系也將食尚健康養生新潮流納入專業課程，開設跨領域達人學

程，培育廚藝達人，讓學生備台灣素食文化的藝「素」的手藝，也傳達節能減碳愛地球、

保育人類家園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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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14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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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住民圓夢 發展署推動職業訓練課程 
 

匯流新聞網 

414 人追蹤 

追蹤 

李盛雯 

2018 年 11 月 29 日 下午 3:53 

留言 

 

匯流新聞網記者李盛雯／綜合報導   據內政部統計台灣目前 20 歲以上已設戶籍之新住民已超過 20 萬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協助

具有就業意願的新住民培養就業技能，學得一技之長，依不同地區產業發展特色以及新住民的參訓需求，於每年度持續規劃辦理多元

類別的職業訓練課程，供有就業意願之新住民選訓，以協助順利就業或成功創業。   來自大陸廈門的陳小姐是一… 

更多 

匯流新聞網記者李盛雯／綜合報導 

 據內政部統計台灣目前 20 歲以上已設戶籍之新住民已超過 20 萬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協助具

有就業意願的新住民培養就業技能，學得一技之長，依不同地區產業發展特色以及新住民的參訓需

求，於每年度持續規劃辦理多元類別的職業訓練課程，供有就業意願之新住民選訓，以協助順利就

業或成功創業。 

  

來自大陸廈門的陳小姐是一位開朗、親切、健談且活潑的新住民，自民國 89 年嫁到臺灣之後，曾擔

任過塑膠工廠員工、家庭看護、小吃店員工及電子公司作業員等，在結束前一個工作之後，考量自

己想實現開設餐飲店的夢想，並經朋友介紹後，發現發展署有委託育達科技大學針對新住民開辦

「創意異國料理美食料理製作班」，由於自己對餐飲相當感興趣，以並於結訓後，踏上自行創業的

夢想之路，以開店方式進行創意料理及特色小吃的經營。 

 陳小姐希望能將自己的拿手私房菜加以改進後帶到臺灣來與大家分享，所以在參訓期間，始終保持

旺盛的求知慾和動力，連授課老師張瑞銘也對她印象深刻，張老師表示陳小姐除了個性活潑又主動

外，總是主動詢問老師各種料理上的問題，積極學習的態度讓老師大為讚賞，讓老師傾囊相授許多

獨門料理技巧，包含老師獨家配方的藥膳排骨雞湯。 

https://cnews.com.tw/
https://cnews.com.tw/


 陳小姐表示非常感謝老師不吝指教以及不藏私的指導，讓自己在美食料理的知識與實作技術上有很

大的進步，未來也會在自家店內的菜單中，販售老師獨家配方的藥膳排骨雞湯及學到的特色料理小

吃與滷味，讓所有光臨店內的顧客，都能享用到這些好吃的創意美食料理。 

為協助新住民順利就業或成功創業，發展署每年均針對工作技能不足或需補充就業技能的新住民規

劃辦理各類適合學習的訓練班次，歡迎有參加職業訓練需求的新住民，就近洽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確

認自己的職涯目標及技能需求，並視不同需求推介參加職業訓練課程。 

 相關課程資訊可上台灣就業通網站(https://www.taiwanjobs.gov.tw)查詢，或直接撥打 24 小時免付

費客服專線 0800-777-888 洽詢職業訓練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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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盃美容美髮 12/9 苗栗比美 
 

台灣新生報 

800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上午 12:00 

留言 

二○一八第六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將於十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在苗栗「巨蛋」體育館、國立聯合大學

登場，共有十國選手，同台角逐美學桂冠。主辦單位昨（十四）日上午在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舉行時尚美學造型走秀，為即將登場的活動暖身。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肯定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

讓國內外妝髮好手透過觀摩與競賽，提升美容美髮業的技術與品質，引領時尚流行美學，歡迎熱愛

妝髮時尚的鄉親一同到苗栗共襄盛舉，欣賞這場美學盛宴。 

由中華民國美容美髮學術暨世界交流協會、苗栗縣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主辦的國際盃美容美

髮大賽已連續舉辦六屆，今年將有來自日本、韓國、英國、德國、美國等十國選手，同台角逐美學

桂冠，同時也將透過網路直播，運用網路行銷，將台灣妝髮美學推展到全世界。 

這次活動同時結合國際美容美髮大賽、國際學術新技術研討會、國際新技術發布會、商品展覽交易

會及 IBC 國際認證等五大主題，藉由國際盃向世界體現台灣美學的核心價值。 

主辦單位昨日上午舉辦行前記者會，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吳宜

臻、縣府工商處長黃智群等人到場表示支持與肯定，會中由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學生展現

「交疊」、「拼湊」、「不羈」及「自由」等四大主題造型走秀，以白、紅、黑、灰等顏色及各式

素材呈現時代女性內心多元衝突卻不段尋求突破的能動性，華麗時尚的設計，吸引眾人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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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 造型走秀吸睛 

 

與會嘉賓共襄盛舉。（苗栗縣府提供） 

 人氣: 13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8-11-14 7:10 PM    標籤: 美容美髮大賽, 網路行銷 

【大紀元 2018 年 11 月 14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綜合報導）第六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邀請

十國好手來台切磋，即將於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苗栗巨蛋體育館、國立聯合大學等隆重登場；該賽事結合流行

時尚演示會、商品展覽、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認證系統等，要將台灣美學再次推向國際化，且將透過網路行

銷，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造型走秀吸睛。（苗栗縣府提供） 

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將邀請日本、韓國、中國、德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緬甸等 10

國，堪稱亞洲最大國際美學賽事；苗栗縣長徐耀昌特別以地主的身分，歡迎各國選手及國內外產官學界美學代表

蒞臨苗栗，感受苗栗風土人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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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縣長鄧桂菊表示，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是目前亞洲最大型的比

賽。（苗栗縣府提供） 

副縣長鄧桂菊肯定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讓國內外妝髮好手透過觀摩與競賽，提升美容美髮業的技術與品質，引

領時尚流行美學，歡迎熱愛妝髮時尚的鄉親一同到苗栗共襄盛舉，欣賞這場美學盛宴。 

她表示，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是目前亞洲最大型的比賽，且一年比一年盛大，每年都吸引近萬人次進入苗栗，促

進週邊消費商機，此次大賽不僅提升美容美髮關行業的技術水準，達成學術、技術、商品與觀光的有效相互聯

結，期盼此次活動促進業界與國際交流，也帶動相關經濟產業發展，歡迎美容美髮人員暢遊苗栗，感受苗栗好山

好水好人情。 

國際盃賽事，自 2006 年舉辦至今，前後歷經了 12 個年頭，國際盃創辦人，也是中華民國美容美髮學術暨技術

世界交流協會王順德理事長，他也是苗栗在地人，12 年來堅持將國際盃在苗栗舉辦，回饋家鄉，並且全力推動

台灣美學國際化；他表示，希望以國際盃向全世界體現台灣美學的核心價值，更結合時下最流行的網路直播推廣

此盛會，透過網路行銷，讓全世界都能共享這場美學盛宴。 

責任編輯：英禎 

 

 

 

 

【大成報記者彭維權／苗栗報導】2018 第六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將於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苗栗巨蛋體育館、聯

合大學登場，主辦單位今(14)日上午在縣府第一辦公大樓舉行時尚美學造型走秀，為即將登場的活動暖身，副縣長

鄧桂菊肯定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讓國內外妝髮好手透過觀摩與競賽，提升美容美髮業的技術與品質，引領時尚

流行美學，歡迎熱愛妝髮時尚的鄉親一同到苗栗共襄盛舉，欣賞這場美學盛宴。  

 

https://n.yam.com/Article/20181114746012 

第六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 12 月 9 日苗栗巨蛋登

場大成報／彭維乾 2018.11.14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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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民國美容美髮學術暨世界交流協會、苗栗縣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主辦的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已連續

舉辦六屆，今年將有來自日本、韓國、英國、德國、美國等 10 國選手，同台角逐美學桂冠，同時也將透過網路直

播，運用網路行銷，將台灣妝髮美學推展到全世界。  

 

這次活動同時結合國際美容美髮大賽、國際學術新技術研討會、國際新技術發布會、商品展覽交易會及 IBC 國際

認證等 5 大主題，藉由國際盃向世界體現台灣美學的核心價值。  

 

主辦單位今(14)日上午在舉辦行前記者會，副縣長鄧桂菊與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吳宜臻、縣府工商處

長黃智群等人到場表示支持與肯定，會中由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學生展現「交疊」、「拼湊」、「不羈」

及「自由」等四大主題造型走秀，以白、紅、黑、灰等顏色及各式素材呈現時代女性內心多元衝突卻不段尋求突

破的能動性，華麗時尚的設計，吸引眾人目光。  

 

副縣長鄧桂菊表示，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是目前亞洲最大型的比賽，且一年比一年盛大，每年都吸引近萬人次進

入苗栗，促進週邊消費商機，此次大賽不僅提升美容美髮關行業的技術水準，達成學術、技術、商品與觀光的有

效相互聯結，期盼此次活動促進業界與國際交流，也帶動相關經濟產業發展，歡迎美容美髮人員暢遊苗栗，感受

苗栗好山好水好人情。  

 

中華民國美容美髮學術暨技術世界交流協會理事長王順德表示，身為苗栗人，堅持在苗栗舉辦國際盃，將這項集

結國內外產官學界的國際舞台在苗栗展現，帶動在地相關產業與觀光發展收入，盼藉此回饋家鄉。＃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20004673-260415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 成績出爐了！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20 日在南投縣政府舉行。（廖志晃攝） 

2018 年 11 月 20 日 21:18 中時  

廖志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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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鋪床要快速確實，分秒必

爭。（廖志晃攝）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托盤還講究儀態大方。（廖志晃

攝）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由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理事長

李吉田（左二）創辦。（廖志晃攝） 



南投縣旅館公會理事長林志穎（右），頒獎表揚優勝者。（廖志晃

攝）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

務競賽，匯集業界及未來菁英提升服務品質。（廖志晃攝） 

2018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20 日在南投縣政府大廳舉行，這項全國矚目的賽事，有如觀光業界的奧斯卡

獎，競賽成績揭曉，在職人員整床組由杉林溪大飯店劉于朱、湯小春奪冠；托盤組由古華花園飯店張楨越、許晏

菁掄元。 

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由溪頭妖怪村吉祥物枯麻與八豆熱舞揭開序幕，縣府祕書長洪瑞智、交通部觀光局組

長湯文琦、縣府觀光處長王源鍾、南投縣旅館公會理事長林志穎、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理事長李吉田都共襄盛

舉。 



2018 年第 4 屆台灣旅館節全國旅館盃餐旅服務競賽成績揭曉，托盤類：高中職校組第 1 名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五

專部徐為清、蔡牧容，第 2 名仁愛高農康庭瑀，李芳壎，第 3 名明台高中陳緯承、楊心惟；佳作僑泰中學楊芷

菱、侯冠妤， 

明道中學洪慈妏、陳雅萍，最佳儀態獎北斗家商陳奕廷，最佳精神獎達德商工程荺媛、游繕綺，最佳默契義峰高

中梁寶瑄、張佑民，最佳微笑天使慈明高中賴語謙。 

大專學院組第 1 名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劉學謙、王莉婷，第 2 名明新科技大學林仕恩、張葦徹， 

第 3 名遠東科技大學劉怡姍、張晴瑗；佳作吳鳳科技大學林欣瑤、蔡志旻，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林昱捷、黃彥霖；

最佳儀態獎萬能科技大學羅儷云，最佳精神獎僑光科技大學洪珮昕、簡廷璇，最佳默契獎台北城市科技大學何弘

琦、彭彥菱，最佳微笑天使景文科技大學李芷菱。 

在職組第 1 名古華花園飯店張楨越、許晏菁，第 2 名日月潭涵碧樓酒店王韶偉、吳宜庭，第 3 名桂田酒店劉冠

麟、吳彬菖，第 4 名古華花園飯店汪宥成、王翊婷，第 5 名杉林溪大飯店施怡伶、蔡詠宇；最佳儀態獎孟宗山

莊劉育妏，最佳精神獎妖怪村主題飯店陳玫均、陳尉修，最佳默契獎米堤大飯店黃雅萍、謝郁雪，最佳微笑天使

桂田酒店莊智鈞。 

整床類高中職校組第 1 名明台高中田吟旋、陳玫諠，第 2 名僑泰中學陳昕昀、林俊宏，第 3 名國立台東專科學

校陳國韻、陳元凱；佳作達德商工吳芊誼、陳聖傑，北斗家商劉乙靚、陳奕廷；最佳儀態獎水里商工江元傑，最

佳微笑天使獎慈明高中林杼亭，最佳精神獎華南高商盧珮蓁、張培琪，最佳默契獎明道中學張安蕎。 

大專學院組第 1 名台東專科學校余萱、李偉廷，第 2 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何雅雯、馬宇葳，第 3 名明新科技大

學李賢昱、陳昱婷；佳作僑光科技大學林于順、盧怡?，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林正軒、陳昱璇，最佳儀態獎遠東科



技大學李珮琦、最佳微笑天使獎育達科技大學林頎恩，最佳精神獎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洪紹軒、賴俊宇，最佳默契

獎嶺東科技大學魏華允、王家洋。 

在職組第 1 名杉林溪大飯店劉于朱、湯小春，第 2 名妖怪村主題飯店陳秀珍、李欣燕，第 3 名鹿港永樂酒店包

啟良、趙思萍，第 4 名杉林溪大飯店張瑋津、梁敏珠，第 5 名米堤大飯店郭孟昕、吳思儀；最佳儀態獎米堤大

飯店鄭羽志，最佳微笑天使獎泰雅度假村林妝青，最佳精神獎孟宗山莊邱淑芬、許素麗，最佳默契獎妖怪村主題

飯店劉美倩、林建良。 

洪瑞智表示，希望藉由比賽讓學生結合所學與實務，同時搭起與業界媒合的機會；對旅宿業者來說，基層人員參

與競賽，更能提升服務水準與專業形象。 

林志穎表示，這項賽事從前理事長李吉田創辦以來，參賽人數越來越多，菁英齊聚，不僅提升觀光業界服務品

質，也讓將踏進旅遊業的學生，提前適應職場。 

(中時 ) 

 

https://www.ydn.com.tw/News/31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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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女大生击败一群美发师 抱回日本古董金杯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1/3/n10827967.htm


 
台湾的育达科技大学时尚系大四学生徐钰婷参加日本“艺术祭国际竞赛”荣获冠军与作品及古董奖杯合照。（育

达科技大学提供） 

 人气: 2934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8-11-03 5:34 PM    标签: 徐钰婷, 古董金杯, 美发, 时尚造型, 育达科技大学 

【大纪元 2018 年 11月 03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综合报导）育达科技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学生徐钰婷，

日前代表台湾跨海到日本东京参加“第 68回日本艺术祭国际竞赛”，荣获社会组长发包头冠军，她是台湾史上

第 3位抱回具 68年历史“古董金杯”的选手。 

据育达科大新闻稿表示，日本“艺术祭全国大会”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时尚美容竞赛，政府部门厚生劳动省为主

办单位之一，每年均吸引亚洲数百位专业学生及职业设计师参赛，是极为知名的美容盛事。 

现年 22 岁的徐钰婷今年 7月参加台湾区选拔赛，从 11所大专院校 12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教育部补助东京

来回机票，代表台湾到日本参赛。徐钰婷今年以“孔雀”为发想，利用丰富、对比强烈的色彩，融合编发、线条

美感，将孔雀开屏效果发挥在晚宴包头造型上，夺得长发包头冠军，获得最高荣誉的“古董金杯”。该奖杯已有

68年历史，冠军者可保管奖杯一年，隔年竞赛要缴交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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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育达科技大学时尚系徐钰婷同学参加日本“艺术祭国际竞

赛”比赛中情形。（育达科技大学提供） 

“徐钰婷拿下社会组长发包头冠军，打败一群美发界的职业设计师。”时尚系主任郑宝宁表示，徐钰婷高中念头

城家商美容科，第一志愿就读育达科大，在杨昌镇老师用心指导下，她坚持着把自己有兴趣的事做好的信念，终

于证明自己的实力。 

台湾的育达科技大学时尚系徐钰婷同学参加日本“艺术

祭国际竞赛”荣获冠军的作品、奖状及古董金杯。（育达科技大学提供） 

据中央社报导，徐钰婷说，准备比赛期间同时还有毕展要忙，每天练习逾 10小时，身体吃不消，一直凭着意志

力坚持着。到了颁奖时刻，连续公布几个奖项都没听到自己的名字，紧张到在心中做了最坏打算，最后终于证明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徐钰婷是宜兰人，她从小就爱漂亮，小时候跟着妈妈上美容院，总觉得美发师的“手艺”很厉害，特别是“编

发”造型多变，让她对美发领域产生浓厚兴趣。感谢求学路上有老师提携带领，目前已取得美发乙级证照，未来

若有机会想自行开业，也或者再进修朝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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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育达科技大学时尚

系大四学生徐钰婷参加日本“艺术祭国际竞赛”荣获冠军献奖给学校与师长合照。左起指导老师杨昌镇、董事长

王育文、徐钰婷、校长黄荣鹏及系主任郑宝宁。（育达科技大学提供） 

徐钰婷也提到，外界对于美发业仍有“感觉很辛苦又赚不到钱”的刻板印象，高中实习阶段确实也体验到入门美

容服务业的辛苦，“从奉茶、接待客人、洗头开始学”，但她的信念是“没关系，多学”，这些一点一滴的基

础，都是经验的累积，也是应对未来每件事的重要养分。 

台湾代表队前往日本参加“艺术祭国际竞

赛”前于机场合影。（育达科技大学提供） 

育达科大校长黄荣鹏指出，学校为全国唯一开设 15门跨领域课程，培育专业达人，学生缴一份学费，可培养 2

项以上专业，取得 3张专业证照，在师生共同努力下，107学年度新生注册率近 8成，在少子化压力下，招生人

数逆势成长，显示办学特色获得家长学生的认同。 

责任编辑：林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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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纽伦堡发明展 台湾夺 13金成绩亮眼 

 

中华民国代表团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iENA）获得金牌 13 面、银牌 12面、铜牌 11 面，成绩亮眼。 （团长

沈毓豪提供／中央社） 

 人气: 643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8-11-06 2:01 AM    标签: 发明展, 纽伦堡发明展, 沈毓豪, 中华民国代表团 

【大纪元 2018 年 11月 05日讯】今年迈入第 70届的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iENA）11月 4日落幕，中华民国

代表团获得金牌 13面，总统蔡英文、副总统陈建仁发贺电祝贺。 

据中央社报导，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沈毓豪表示，今年台湾共有 43件作品出赛，获得金牌 13面、银牌 12面、

铜牌 11 面，成绩亮眼。 

在大专院校组部分，首度参展的育达科技大学和中原大学表现优异，获得 4金 5铜的佳绩，其中中原大学获 3金

3铜表现亮眼，而积极推广创意发明教学的勤益科技大学，展出的 6件作品获得 1金 2银 3铜 2特别奖。 

在青少年组部分，9件参赛作品拿下 4 金 4银 1铜，其中彰化县员林国中学生创作的“多功能水壶”获评审一致

青睐，得到金牌肯定，可见台湾年轻学生的创意不容小觑， 

沈毓豪表示，纽伦堡发明展一向秉持公平严谨的评审原则，参展者踊跃，在国际间享有最高的权威声誉，能获这

些奖项实属不易。责任编辑：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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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如：有福之州让我有无限可能性 

2018-11-12 09:13:33 谢星星 来源：福州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培欣   我来说两句 

  廖文如（中）在课后与学生交流。见习记者 林里 摄 

福州日报记者 谢星星 见习记者 林里 

从怀揣教学梦来榕，到潜心科研、激情创业、传承文化、纵情山水……对福建商学院台籍教师廖文

如来说，有福之州给了她无限可能性。 

来榕之前，廖文如就梦想成为教师。她在台湾中央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对财务金融专业颇有研究。

“很想把自己所学传授给学生，但是台湾少子化现象严重，从事教师职业较难。”记者昨日见到廖

文如时，这位“80”后女老师温柔又不失力量。她告诉记者，尽管很难，但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她依

然执着从教。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此时由福建商学院与台湾育达科技大学合作创办的育达专班在台湾招聘老师。

“当时台湾掀起一场赴大陆就业热潮，我内心也有所憧憬。加上此行可以让我实现教师梦，我便义

无反顾地提交了申请。”提起当年的抉择，廖文如非常庆幸自己能迈出这一步。 

2015 年 8 月 28 日，廖文如在生日当天搭乘飞机来到福州，在福建商学院马尾校区开始了教研之

旅。 

今年是廖文如来到福州第三年，也是被福建商学院聘为副教授的第一年。在她的课堂上，师生交流

融洽，课堂气氛活跃。她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对网络销售有浓厚兴趣，“纸上谈兵很无趣，如果

能让学生为产品做电商等网络方面的推广、研发等，应该是不错的教学新模式”。 

廖文如和同事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得到马尾“三创”台青创基地的大力支持。“在各方的支持下，

我们将校园资源与台商产品相结合，既为学生提供一个专业实训的平台，又能让台商对大陆电商环

境有进一步的了解。”廖文如告诉记者。 

除了教学、创业，科研也是廖文如在榕生活的重要部分。她正计划与同事申请以马尾船政文化为主

题的城乡发展研究。“在马尾亭江镇生活了 3 年多，一直觉得闽安有许多内涵有待挖掘，与同事讨

论后，希望可以结合彼此的专业，研究对地方建设有益的发展模式。”廖文如说。 

兴趣爱好广泛的廖文如对两岸文化同样满怀热情，去年还参加了台湾陶艺师陈金旺在榕举办的柴烧

http://fz.fjsen.com/2018-11/12/content_21666686.htm


除了良好的教学环境、舒适的居住环境，一项项便利的惠台举措也坚定了廖文如在榕工作的信心。

特别是今年 8 月福州市发布了惠及台胞的“68 条措施”，从扩大榕台经贸合作、在榕实习就业创

业、深化榕台文化交流、方便台胞在榕安居乐业四个方面为台商台胞提供同等待遇。“这几个月看

到这些措施进一步落实，为台胞在榕工作生活提供便利，我感觉很温暖。今年我还申请了限价房，

正在等结果，希望以后能在福州有个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廖文如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