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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右）獲頒第 6 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何冠嫻翻攝） 

2018 年 12 月 17 日 18:13 中時  

何冠嫻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中）帶領育達創新轉型，獲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肯定。（何冠嫻翻攝）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獲頒第 6 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雖父親王廣亞為育達創辦人，但他仍從基層做
起，曾在育達高職兼任教師、專任教師、主任等職務，14 年後才成為董事長，正式接掌育達科技大學，他帶領
育達創新轉型，盼提供社會更多元學習管道。王育文於 1996 年進入育達教育體系服務，歷任育達高職的兼任教
師、專任教師、主任等，2007 年進入育達科技大學，擔任總稽核及副校長等重要職務，直至 2010 年獲董事會
推舉為董事長，正式接掌育達科技大學。 

王育文利用育達科大豐富的校內資源、師資團隊、教學設備和完善教學計畫等，提供民眾多元的學習管道，王育
文帶領育達進行教學創新與經營轉型，讓今年的新生註冊率接近 8 成，成長率在全國名列前茅。 

此外，他在經營學校之餘不忘善盡社會責任。育達科大為全國首間設置 C 級長照據點的大學，服務的對象從幼
兒、青年擴展至長輩，盼能建立完整的教育學園。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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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獲選為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

獎。 記者胡蓬生／攝影 

私立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最近獲選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父親王廣亞一手創立育達教育集團，他卻從基

層做起，從兼任、專任講師、主任，到接掌擁有十所學校的育達教育機構。帶領育達創新轉型，盼提供社會更多

元學習管道。 

全國私校文教協會舉辦的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王廣亞是第一屆得主，歷屆得獎者包括樞機主教單國璽、星雲、證

嚴法師等人；與父親相隔十八年也獲此獎肯定，王育文見證育達教育集團的發展與傳承。 

五十歲的王育文赴英取得曼徹斯特大學教育碩博士學位，在育達高職從講師做起，十二年前曾想離開，但當年隨

父視到大陸河南昇達大學參加畢業典禮，意外碰上嚴重校園騷動事件，此事件讓創辦昇達的王廣亞深受打擊，年

屆八旬的他健康也大受影響。 

王育文事後毅然決定以創辦人代表身分，帶著妻子和出生數月的孩子前往大陸危機處理，順利平息紛亂，當時他

一家三口是全校僅有的台灣人；同時期他還接任育達大學副校長，兩岸奔波，但這段歷程也是王育文投入教育事

業後很珍貴的歷練。 

王育文帶領育達進行教學創新及經營轉型，今年育達新生註冊率近八成，學校還成立附屬的廣秀森林幼兒園，並

在新北、苗栗經營非營利幼兒園。未來規畫成立中小學，朝建構從小到老、完整的育達教育學園努力。 

 

 

 

 

育達科大 董事長王

育文 獲頒 傑出教育

事業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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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教育世家的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前右），日前獲頒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育

達科技大學提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7 年 12 月 17 日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17 日電）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出身教育世家，繼父親王廣

亞之後，獲頒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見證育達教育集團發展與經驗傳承。 

育達科技大學今天指出，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選拔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由王育文獲

獎，而他一手創辦育達教育體系的父親王廣亞，曾是第一屆獲獎得主，父子相隔 18 年，相繼

獲獎，極具傳承意義。 

王育文出身教育世家，自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畢業後，為強化教育專業知能，出國進修，

陸續取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育碩士及博士學位。 

1996 年進入育達教育體系服務，從基層教育工作做起，歷任育達高職兼任教師、專任教師、

主任等職務，2007 年轉任育達科大，經過總稽核、副校長等行政職務歷練，2010 年獲董事會

推舉為董事長，接掌育達科大至今。 

育達科大於 1999 年 9 月創校招生，王育文也是在當年結婚，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婚禮當

天，學校仍在最後籌備階段，王廣亞利用他前往迎娶的空檔，先從台北南下苗栗巡視校務，晚



間婚宴結束，更召集學校幹部開會，討論辦學方向目標，認真投入辦學的精神，一直是王育文

心中的典範。 

王育文說，因應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育達科大進行教學創新與經營轉型，今年新生註冊率達

近 8 成，學校成立了附屬森林幼兒園，未來規劃成立中小學，同時也擁有全國第一個由大學設

置的 C 級長照據點，讓學校服務對象從幼兒、青年，延伸到銀髮長輩，善盡私人興學的社會責

任。（編輯：梁君棣）1071217 

 

 

 

育達科大董座 王育文 獲頒

傑出教育事業 家獎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頒發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給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右）。 圖／育達科

技大學提供。 

2018 年 12 月 20 日 04:10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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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繼創辦人王廣亞博士榮獲第一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獲頒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見證育達教育集團蓬勃發展與經驗傳承。12 月 14 日由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頒發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肯定，表彰

王董事長在教育的領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造福學子。 

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 14 日上午在臺北國軍英雄館舉辦「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頒獎典禮，獲獎傑出教

育事業家接受表揚，由教育部次長林騰蛟及 4 位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吳清基、黃榮村、楊朝祥等，為王育文董事

長披掛彩帶、頒發當選證書、頒匾。 

王董事長出身教育世家，父親為台灣知名教育家，育達教育文化事業機構總裁王廣亞博士。自台灣師範大學社會

教育系畢業後，為強化教育專業知能，分別於 1996 年及 2004 年取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育碩士及博士學位。

王董事長於 1996 年進入育達教育體系服務，擔任最基層教育工作，歷任育達高職兼任教師、專任教師、主任等

職務。2007 年轉至育達科技大學任職，歷練總稽核及副校長等重要行政職務。2010 年獲董事會推舉為董事

長，正式接掌育達科技大學。 

王董事長充分運用育達科大豐富的校內資源、優良的師資團隊、先進的教學設備和完善的教學計畫，提供社會大

眾多元的學習管道，並協助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校務經營成效卓著。王董事長本於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核心價

值，在經營學校之餘，亦不忘善盡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各項非營利機構及專業協（學）會事務，擔任多個民間團

體及社會法人之義務職務，以其教育專業推動各項專業服務，並扮演政府與民間承上啟下的橋樑與紐帶之積極角

色，期能藉由民間團體力量提升社會及國家整體競爭力。 

(工商時報) 

 

 



王董事長充分運用育達科大豐富的校內資源、優良的師資團隊、先進的教學設備和完善的教學計

畫，提供社會大眾多元的學習管道，並協助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校務經營成效卓著。王董事長本於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核心價值，在經營學校之餘，亦不忘善盡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各項非營利機構

及專業協（學）會事務，擔任多個民間團體及社會法人之義務職務，以其教育專業推動各項專業服

務，並扮演政府與民間承上啟下的橋樑與紐帶之積極角色，期能藉由民間團體力量提升社會及國家

整體競爭力。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 育文 榮獲第 6屆

「傑出教育事業家 獎」 

大成報 (2018-12-19 15:57) 

分享|       

育達科大董座王育文 獲頒傑出教育事業家獎 
中時電子報 

12.9k 人追蹤 

追蹤 

文╱林福吉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上午 5:50 

1 則留言 

工商時報【文╱林福吉】 

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繼創辦人王廣亞博士榮獲第一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獲頒第六屆傑出教

育事業家獎，見證育達教育集團蓬勃發展與經驗傳承。12 月 14 日由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頒發傑

出教育事業家獎肯定，表彰王董事長在教育的領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造福學子。 

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 14 日上午在臺北國軍英雄館舉辦「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頒獎典禮，

獲獎傑出教育事業家接受表揚，由教育部次長林騰蛟及 4 位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吳清基、黃榮村、

楊朝祥等，為王育文董事長披掛彩帶、頒發當選證書、頒匾。 

王董事長出身教育世家，父親為台灣知名教育家，育達教育文化事業機構總裁王廣亞博士。自台灣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畢業後，為強化教育專業知能，分別於 1996 年及 2004 年取得英國曼徹斯特大

學教育碩士及博士學位。王董事長於 1996 年進入育達教育體系服務，擔任最基層教育工作，歷任

育達高職兼任教師、專任教師、主任等職務。2007 年轉至育達科技大學任職，歷練總稽核及副校長

等重要行政職務。2010 年獲董事會推舉為董事長，正式接掌育達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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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報記者羅蔚舟／新竹報導】   

育達科技大學繼創辦人王廣亞博士榮獲第一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後，現任董事長王育文榮獲頒發

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見證育達教育集團蓬勃發展與經驗傳承。日前 (12/14)由中華民國私校

文教協會頒發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肯定，表彰王董事長在教育的領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造福學

子。   

 

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日前舉辦「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頒獎典禮，獲獎傑出教育事業家

接受表揚，由教育部次長林騰蛟及 4 位前教育部長郭為藩、吳清基、黃榮村、楊朝祥等，為王育

文董事長披掛彩帶、頒發當選證書、頒匾。   

 

王董事長出身教育世家，父親為台灣知名教育家，育達教育文化事業機構總裁王廣亞博士。自台

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畢業後，為強化教育專業知能，分別於 1996 年及 2004 年取得英國曼徹斯

特大學教育碩士及博士學位。王董事長於 1996 年進入育達教育體系服務，擔任最基層教育工

作，歷任育達高職兼任教師、專任教師、主任等職務。 2007 年轉至育達科技大學任職，歷練總

稽核及副校長等重要行政職務。 2010 年獲董事會推舉為董事長，正式接掌育達科技大學。   

 

王董事長充分運用育達科大豐富的校內資源、優良的師資團隊、先進的教學設備和完善的教學計

畫，提供社會大眾多元的學習管道，並協助發展地方特色產業，校務經營成效卓著。育達科大目

前正進行教學創新與經營轉型，已見成效，今年新生註冊率近八成，成長率全國名列前茅。學校

成立了附屬廣秀森林幼兒園，亦經營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及苗栗縣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未來

規劃成立中小學。同時也擁有全國第一個由大學所設置之 C 級長照據點，讓本校服務的對象從

幼兒到青年，進而延伸到長輩，善盡私人興學的社會責任與義務。   

 

王董事長本於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核心價值，在經營學校之餘，亦不忘善盡社會責任，積極參與

各項非營利機構及專業協（學）會事務，擔任多個民間團體及社會法人之義務職務，以其教育專

業推動各項專業服務，並扮演政府與民間承上啟下的橋樑與紐帶之積極角色，期能藉由民間團體

力量提升社會及國家整體競爭力。   

 

(圖由育達科技大學提供／ 1.前教育長黃榮村 (左 )、吳清基 (右 )頒發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匾額給

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 (中 )。 2.前教育部長楊朝祥 (左 )頒發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給育達



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 (右 )。 3.教育部次長林騰蛟 (左 )與獲頒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育達科技

大學王育文董事長 (右 )。）   

 

 

 

 

 

 

 

君毅高中育 達科大聯手

奪 1 金 1 銀 

 

苗栗縣君毅高中和育達科技大學師生組成發明團隊，首次參加「2018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暨設計

展」，獲 1 金 1 銀佳績。（何冠嫻攝） 

2018 年 12 月 14 日 18:51 中時  

何冠嫻 

學生張宇辰（左）、黃敬文（右）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摘下金牌。（何冠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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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彭彥龍（右）、曾孝棋（左），發明能方便用戶監測用

水情形的「智慧型具互動式用水監測儀表」榮獲銀牌殊榮。（何冠嫻攝） 

苗栗縣君毅高中和育達科技大學師生組成發明團隊，今年首次參加「2018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暨設計展」，在

20 個國家、共上百件創新發明作品參賽脫穎而出，獲 1 金 1 銀佳績，展現苗栗師生的發明實力。 

今年的發明展有來自加拿大、德國、克羅埃西亞、荷蘭、印度、菲律賓、伊朗、韓國、泰國、新加坡等 20 多個

國家，計超過 500 件作品參賽，君毅高中與育達科大師生合作，首度參賽便獨佔鰲頭，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

動式電力監測儀器」摘下金牌、「智慧型具互動式用水監測儀表」則獲銀牌殊榮。 

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勇奪冠軍的學生張宇辰、黃敬文說明，傳統電表的資訊僅能在特定地

點獲取，但藉電力監測儀器，只要在有網路的地方，便能破除時空的限制，隨時取得電量的使用情形。 

學生彭彥龍、曾孝棋發明能方便用戶監測用水情形的「智慧型具互動式用水監測儀表」，除了可透過網路隨時獲

得用水量數據外，還能透過其聊天機器人詢問相關資訊，達到省水愛地球的環保行動。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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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一屆餐旅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賽-育達科大專業登場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2/26 18:04(27 天前) 

 

2018 第一屆餐旅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賽-育達科大專業登場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226 18:03:48)為培育國內餐旅產業達人，強化學生實務技能，育達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

院於 20 日在該校辦理首屆「2018 育達餐旅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競賽」。比賽項目分為「托盤」、「鋪床」及

「遊程設計」三項，共吸引全台 363 位高中職餐旅相關學生報名。 

活動首先由育達科技大學「新南向國際產學專班」的印尼和越南生熱舞揭幕，學生們展現所學，除了帶來精采動

人的傳統舞蹈外，同時也展現南向國家的傳統廚藝料理。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指出，活動辦理的初衷，除了讓南向國際專班的學生能融入新的生活與文化元素，同時

也期盼未來能增加學生實務經驗，提升餐旅服務人員之競爭力。 

今年鋪床競賽共有 35 組，兩人為一組，競賽依儀態儀容、整床速度及美觀平整、安全與衛生及完成時間等項目

評比。過程中，從保潔墊、床單、棉被、枕頭等依序進行，用最專業的速度體力及耐毅力在最短時內完成所有整

床動作。 

托盤競賽則有 31 組，三人為一組，除了比速度、專業、安全與衛生外，還有餐旅服務業最重要的儀態與笑容的

展現。參賽人員依大會指定準則進行競賽，除了依規定時間將水倒入水杯，接著須將酒瓶與水杯置於托盤上行走

50 公尺後交由第二棒接力前進，過程中餐桌布置及托盤禮儀與服務速度缺一不可。 

另外，遊程設計競賽共有 28 組團隊較勁，過程中現學生們的創意性、周延性與市場性，同時也考驗同學們臨場

應變的能力。 

育達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吳菊院長表示：「團隊合作」在餐旅服務品質中是相當重要的元素，希望藉由此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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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除了讓學生有機會活化課堂上所學的知識，同時培養其專業態度、自信心與團隊榮譽感對未來職涯都有正向助

益。 

本次協辦單位新天地餐飲國際集團說：第一屆餐旅達人盃在育達科大舉辦就吸引近 400 人報名參加，各校參賽

選手都是有備而來，比賽十分精采。業者進一步強調，服務品質與專業形象的關鍵就在細節，透過此次競賽，讓

學生們有實務接觸的機會，同時參賽學校間也可以相互砥礪與觀摩，一定有助於提升餐旅業未來的人力品質。 

達人盃競賽閉幕式於下午三點半登場，育達科技大學黃校長致詞時表示；明年第二屆餐旅達人盃全國技藝競賽，

歡迎全國各地的餐旅精英再次齊聚育達，展現所學。同時，也期使透過比賽，讓學生們增加更多的學習經驗，未

來在社會職場上能有更好的表現。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不懼少子化衝擊 育達 科大突破逆境 排名成

長全國第一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2/29 09:31(25 天前) 

 

不懼少子化衝擊 育達科大突破逆境 排名成長全國第一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1229 09:31:47)教育部今天公布 107 學年度大專全校新生註冊率。苗栗育達科技大學今年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16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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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 新生註冊率 78.49%，全國私立科技大學排序為第 25 名，進步幅度達 23 名，排名成長全國第一。另

註冊率成長 19.01%，成長率全國第三，同時新生註冊人數相較圦年增加 384 人，招生交出漂亮成績單，顯見育

達科大辦學成效，逐步獲得廣大學子及家長的支持與肯定。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指出，「培育達人，就在育達」，育達是全國唯一開設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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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用心投入於科技創新學院、觀光餐旅學院

及人文社會學院三大學院十一系的教育，聚焦「專業實務、跨領域專長、國際觀、重品德」四大特色，打造「育

達品牌」，造就今年招生優異成績，畢業生更備受社會各界與職場雇主肯定。 

因應少子化衝擊，學校積極進行教學創新與經營轉型。學校 107 學年成立了附屬廣秀森林幼兒園，亦經營新北

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及苗栗縣後龍非營利幼兒園，未來規劃成立中小學。首創全臺第一座大學Ｃ級巷弄長照站

「育達樂齡生活棧」，結合學校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師資與設備，創造銀髮族樂居好環境，蔚為全臺之光。讓本

校服務的對象從幼兒到青年，進而延伸到長輩，善盡私人興學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因此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

長繼創辦人王廣亞博士榮獲第一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獲頒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見證育達教育集團蓬勃發

展與經驗傳承。表彰學校在教育的領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造福學子。 

育達深耕苗栗，鏈結在地產業，接軌國際，108 學年度來自越南、印尼及菲律賓等外籍學生增加到 351 位。學

生赴海外交流比例全國第一，每年選送上百名學生至美日澳等國進行海外實習、參訪研修或志工服務，拓展國際

視野，還可選讀名古屋產業大學等姊妹校的雙聯學制，取得學碩博士雙文憑，為自己的優勢再加分，育達樂做達

人推手，年年帶領學生登板人生勝利組，站上熱力四射的大舞臺。 

為落實學校「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教育目標，設立「達人獎金」，凡於 4 月 30 日前預約就讀本校，透過統測

入學本校四技，頒發獎學金 2 萬元，同時注重城鄉差距，凡設籍苗栗縣入學本校四技加發獎學金 5 仟元，挹注

更多資源，加倍養成精英人才，同時加惠苗栗學子。 

訊息來源：育達科技大學 

 

 

 

 



陸航 602 旅與育 達科大、大慶商工

締育才合作意向書 
 

青年日報 

665 人追蹤 

追蹤 

青年日報社 

2018 年 12 月 16 日 上午 12:00 

留言 

記者劉程鈞／臺北報導 

為培育下一代國防科技基礎技術關鍵人才，陸軍航空 602 旅旅長孫少將日前先後與育達科大校長黃

榮鵬博士及大慶商工校長李社源於新社營區簽訂培育合作意向書，與兩校締結策略聯盟，培育基礎

人才。 

陸航 602 旅此次與育達科技大學及大慶商工，共同規劃建立聯絡平台、證照輔導課程、學位學分班

及推廣教育學分班，提供官兵在職進修機會，共同推展社會人才培育，提升社會教育目標與價值。 

孫旅長表示，育達科技大學及大慶商工自創校以來，積極為國家培育無數基礎技術人才，其培養的

畢業生，紛紛加入國軍的大家庭，表現相當優異。此次的培育合作意向書簽署，使雙方在人才培育

有更緊密的合作與鏈結，亦為推動國防自主的國家政策目標，儲備最堅強的新生代人才。 

 

檢視相片 

航空 602 旅孫旅長與大慶商工校長李社源共同締結策略聯盟，培育基礎人才。（陸航 602 旅提供） 

 

檢視相片 

航空 602 旅與育達科技大學締結策略聯盟，提供官兵在職進修機會。（陸航 602 旅提供） 

 

 

 

 

 

 

https://tw.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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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董事長 王育文 獲頒傑

出教育事業家獎 (圖) 
 

中央社 

6.4k 人追蹤 

追蹤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2018 年 12 月 17 日 下午 7:42 

留言 

出身教育世家的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前右），日前獲頒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

獎。（育達科技大學提供）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7 年 12 月 17 日 

 

 

 

 

學生流失 桃 竹苗租屋市場

衝擊大 

https://tw.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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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大學學生人數及周邊租屋市場 

2018 年 12 月 17 日 04:10 工商時報  

郭及天∕桃園報導 

因少子化衝擊，桃竹苗地區部分大學生快速流失，衝擊周邊的學生租屋市場。23 所大專院校中，有 9 所的學生

人數年減 5％以上、10 所去年註冊率不及八成，這些面臨學生快速流失的學校，2 年來房東平均租金開價下修了

4％以上。 

根據教育部資料統計，位於苗栗頭份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去年學生人數減少 57.7％，是全台去年學生人數減少

最多的大學，位於桃園中壢的南亞技術學院、新竹芎林的大華科技大學年減幅也都達二成以上。 

以去年註冊率來看，位於新竹的玄奘大學不到 48％、桃竹苗最低，南亞技術學院、開南大學、育達科技大學均

不及六成。這些學生快速減少的大專院校，周邊套房市場，因學生租屋需求降低，加上過去投資型產品投資客供

給量大，租金行情快速向下修正。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https://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12-17/clipping/656/a13a00_t_02_02.jpg


根據屋比房屋比價平台調查，桃竹苗地區 23 所大學周邊套房租金屋主開價 2 年來變動，有 14 所大學周邊下

跌，其中，以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跌幅達 8.5％居冠，大華科技大學、南亞技術學院跌幅 5.6％、5.3％居次，學生

人數流失愈多的大學，周邊租屋行情所受衝擊愈大。 

不過具品牌的國立大學、或部分辦學成效不錯的私校，如中原、龍華科大，與新生、仁德二所醫護專校等，在這

波少子化浪潮中仍獲學子青睞，學生人數持平，周邊租屋市場堅挺。 

屋比趨勢研究中心總監陳傑鳴表示，2000 年全台出生人數是最後一年超過 30 萬人，此後每年出生人口快速下

滑，2008 年以後更跌至 20 萬人以下，少子化加上廣建大學政策、大學資源分布不均，減招、停招，甚至退場

頻傳，未來大學租屋市場挑戰將更嚴峻。 

以桃竹苗地區包括桃園龜山、中壢，與新竹市香山區三個大學分布最密集的區域來說，龜山與中壢多所大學形成

聚落，因具工業或商務、辦公、娛樂等多重型態的租屋客源，租金波動不甚明顯，不過如新竹市香山區多所大學

學生流失嚴重、註冊率不佳，2 年來周邊租屋開價即修正 2～5％，整體來看，未來位於偏遠地區、缺乏學生以

外客源支撐的大學租市場衝擊將更大。 

(工商時報) 

 

 

 

 



 

 

 

 

餐旅達人盃全國技 能賽 臺東高商奪

1 冠 1 亞 2 佳作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167 人追蹤 

追蹤 

2018 年 12 月 28 日 下午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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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第一屆育達餐旅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賽，12 月於育達科技大學活動中心盛大舉辦，來自全臺

20 所高中職、370 名選手較勁，東商觀光科學生展現實力，黃證穎、陳佳儀在鋪床競賽組奪冠；遊

程設計組，陳沁宇、蘇瑋琳、周云慈、陳文琇奪下亞軍，成績亮眼。 

 臺東高商指出，此次賽是計有興大附農、明道中學、三義高中、能仁家商等 20 校參與角逐，東商

表示，觀光科二年甲班黃證穎、陳佳儀是同班同學，默契好，在鋪床競賽規則 12 分鐘內，要完成一

大床、一小床完整床鋪設，再將小床的床罩取起，轉成夜床模式，兩位同學在 5 分鐘即完成，拿下

全國冠軍。 

 黃證穎來自阿美族利嘉部落，對學習正向積極；陳佳儀則是綠島人，家裡開飯店，從國中就接觸飯

店的事務。指導老師劉秀文表示，針對二位選手的特性、操作方式做了研究與調整，不管在速度、

默契，都非常傑出，才能有此佳績。 

 在遊程設計組，由觀光科二年甲班的陳沁宇、蘇瑋琳、周云慈、陳文琇四人組成，設計遊程主題是

「Naruwan!『銀』接你過『東』」，主打銀髮族來臺東進行三天兩夜遊程，精彩的口說能力，以及

張力十足的解說，在 28 支參賽隊伍中榮獲第二名。 

 蘇瑋琳同學說，「Naruwan」是原住民語的歡迎之意，希望設計適合銀髮族的遊程，讓老人家可以

出遊；在設計遊程時，會特別關注銀髮族，主要是因爺爺住院一段時間，希望老人家能健康、多走

向戶外。 

 楊惠娟老師表示，以團體旅遊方式設計三天兩夜行程，企劃書完成後，製作簡報及口頭報告，學生

表現非常積極，值得肯定。另外，在托盤組選手綜高陳煒捷、江綺婕以及觀二甲的王宥嬛，由李郁

蕙老師指導，獲得佳作成績；另一組房務組觀二甲許如芸、林宜陵獲佳作。 

 校長劉玲慧表示，此項比賽主要是讓學生透過競賽，驗收平時所學成果，尤其東部的孩子能到西部

和各校菁英競技，獲得一項冠軍、一項亞軍，兩項佳作，再次證明東部孩子，技能訓練很紥實、有

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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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市長穿著誰最夯？專家最看好她 蔡英文竟中槍 

六都市長比衣 Q 韓國瑜展拚勁、柯文哲走隨興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4:00 中時電子報  

戴安瑋、影音／楊馨 

台中市長盧秀燕 27 日出席她上任後首次行政院會。（新聞局提

供） 

高雄市長韓國瑜 27 日穿夾克參加行政院會。（圖/中央社）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089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042


台北市長柯文哲 27 日參加行政院會。（資料照片/中央社） 

九合一選後行政院 27 日首次召開院會，六都市長都參加，台北市長柯文哲仍是西裝褲配球鞋；民進黨台南市長

黃偉哲、桃園市長鄭文燦西裝筆挺；國民黨新北市長侯友宜、高雄市長韓國瑜穿夾克、台中市長盧秀燕穿淺色襯

衫，搭配深色外套，相對輕鬆。專家讚盧秀燕專業俐落，比其他男性市長更顯精神與明快。 

六都市長平時穿著各有品味，柯文哲西裝褲、襯衫搭配運動鞋，台灣民眾早已見怪不怪；鄭文燦、黃偉哲平時多

以西裝現身，出席就職典禮、行政院更穿西裝打領帶；侯友宜多是白色 polo 衫、深色便褲和深色布鞋，天冷加

件深色夾克，少見五顏六色；盧秀燕常穿淺色襯衫，搭配深色外套、長褲，再穿好走的鞋子；韓國瑜不是白色就

是淺藍色襯衫加深色長褲，27 日到台北開行政院會，因為氣溫偏低，才又加件夾克。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系主任林青玫向《聯合報》表示，政治人物重視穿搭，其實可以帶動時尚產業，建議政治人物

正式場合要穿正式服裝，表示尊重，但走訪地方若還穿西裝，就會讓人覺得「有距離」、「不親民」。穿搭也不

宜過頭，蔡英文總統曾穿 Prada 鞋子，這對一般民眾來說是「過度高價的精品」；有代表性的人物建議用 MIT

品牌，也能帶動經濟。 



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講師馬惠君表示，盧秀燕穿著中規中矩，符合其專業形象，妝髮造型也俐

落，整體形象相對其他男性而言，更顯得精神與明快。網友說，「韓國瑜、柯文哲和侯友宜三位市長的裝扮真的

是太親民了」、「穿衣著鞋不重要，政策牛肉才是王道」。 

(中時電子報) 

 

 

 

高教寒冬的暖陽 私校協會頒十大

傑出教育事業家 

2018-12-15 

〔記者林曉雲／台北報導〕高教寒冬的暖陽，中華民國私校文教協會昨頒獎表揚第六屆十大傑出教育

事業家，包括大葉大學董事長黃正雄等十人獲獎，肯定帶領學校發揮教育的力量，營造永續幸福。黃

正雄曾在前總統李登輝任內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擔任大葉大學董事長後，帶領學校成為彰投雲嘉規

模最大的私立大學，培育五萬五千多名校友。 

  

今年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部分當選人，左起許文志、黃正雄、孫道亨、蔡清胤與王育文。�（大葉大學提供） 

當選人包括中華科大董事長孫永慶、環球科大創辦人許文志、大葉大學董事長黃正雄、龍華科大董事

長孫道亨、元培科大董事長蔡清胤、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僑泰高中董事長蔡玉堂、大榮高中董事

長李振登、東吳工家創辦人賴旭星、慧燈中學董事長吳君瑩。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5410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5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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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第二屆十大傑出校長當選人則是亞洲大學校長蔡進發、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台北海洋科大校長唐

彥博、東南科大校長李清吟、德明財經科大校長徐守德、經國管理學院校長邱明源、能仁家商校長林

佳生、明台中學校長林垂益、立人中小學校長孫國燕、康僑中小學校長許銘欽。 

黃正雄出身於台南七股養殖世家，擔任大葉大學董事長已十二年。他表示，大學時很幸運遇到恩師管

歐教授，讓他深信老師的熱情足以影響學生一生，大葉推動「德國式師徒制」教育，學校成立研發基

地，促進中彰投產業發展與升級，開創產學研三方合作模式。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3/3564157 

六都市長怎麼穿？韓國瑜不愛領帶 柯文哲獨鍾球鞋 

2018-12-29 10:00:00 聯合報 記者洪敬浤、喻文玟、楊正海、陳珮琦、張裕珍、鄭維真、楊濡嘉／報導 

 

金馬獎、金鐘獎頒獎典禮除關心誰得獎，眾星走紅毯時尚對決也是焦點。今年九合一選後行政院首次召開院會，

六都市長都參加，藍、綠、白穿著品味也被外界品評一番。 

 

民進黨台南市長黃偉哲、桃園市長西裝筆挺，國民黨新北市長侯友宜、台中市長盧秀燕和高雄市長韓國瑜穿夾

克、外套，相對輕鬆。至於台北市長柯文哲，仍是一貫的西裝褲配球鞋。 

 

今年六都選舉過後，藍綠版圖翻轉。六都首長 27 日都親自出席就職後首場行政院會，鄭文燦與黃偉哲都穿深色

西裝、打領帶，顯得正式與嚴肅。反觀侯友宜穿著黑色便裝，盧秀燕材質柔軟的外套，韓國瑜穿夾克，展現不同

的「衣 Q」。 

 

西裝褲、襯衫配運動鞋 大陸網友：太奇葩 

六都市長穿著各有品味，柯文哲的「非典型」穿著已成個人特色，西裝褲、襯衫搭配運動鞋，台灣民眾早已看

慣。2017 年雙城論壇在上海舉辦，柯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上海市長應勇見面時，身穿襯衫、西裝褲，但

腳踩球鞋，大大吸引中國大陸網友眼球，直呼「太奇葩、太有人味了」。 

 

為何穿西裝配球鞋？柯答說，又不是女生，出門還要搭配晚禮服，一雙鞋穿到底就好，穿鞋輕鬆舒服就好。但回

顧世大運開幕式，柯不只穿西裝，還穿亮面皮鞋，可見也非一雙球鞋走天下。 

 

侯友宜堅持做自己 不變的「三分頭」 

侯友宜的造型用「單調」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天熱愛穿白色 polo 衫、深色便褲和深色布鞋。天冷白襯衫加深色

夾克，少見五顏六色，不變的還有他的「三分頭」。 

 

候的幕僚都說侯不愛打扮，更不習慣穿西裝打領帶，這可能與他以前出身基層、當警察有關，因為「辦案沒暝沒

日，哪有美國時間還去找要穿什麼衣服？」前天首次參加行政院會，穿著也沒特別花心思，堅守「做自己」的原

則。 

 

鄭文燦平時多以西裝現身公開場合，出席就職典禮、行政院會等正式場合，更一律穿西裝打領帶。不過，因為地

方行程也多，鄭的車上也備有多套適合不同場合的衣著，除了素面夾克或繡字背心，出席客庄或原民活動，也會

應景換穿客家衫或原民圖騰背心。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3/3564157


桃園市政府新聞處長詹賀舜說，幕僚依照出席場合性質，會事先建議鄭搭配不同顏色或圖樣的領帶點綴，鄭平日

最常打紅色或綠色領帶。 

 

盧秀燕鞋子 行動力滿點 

盧秀燕定位自己是「媽媽市長」，因此衣著以柔和、柔軟的線條為主，常穿淺色襯衫，搭配深色外套、長褲，再

穿好走的鞋子，展現行動力。 

盧的就職典禮也別具巧思，刻意規畫在市府後方的綠地舉行，打造野餐會的氛圍。當天盧團隊都穿上牛仔褲，上

半身穿襯衫與深色外套，營造輕鬆又不失莊重的氛圍。 

 

黃偉哲首次參加行政院會，維持一貫穿著，西裝筆挺，深色系西裝顯得沉穩，搭配淺藍色襯衫、寶藍色領帶，在

服裝儀容部分打出保守牌。黃偉哲平常鮮少便服出場，多以襯衫打上領帶、西裝褲、皮鞋的形象出現，受訪時則

是幾乎都穿上西裝外套，認為這樣的打扮比較慎重、不隨便。 

 

韓國瑜常挽袖 不扣第一個扣子 

韓國瑜的穿著相對單一，就是白色或淺藍色襯衫加深色長褲。長袖襯衫通常還會把袖子捲到手肘處。韓很不喜歡

打領帶，襯衫第一個釦子當然也不喜歡扣上，偶爾在正式場合穿西裝，一離開那個場合，很快把西裝脫下。 

 

12 月 25 日就職典禮當天，韓國瑜穿上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時尚設計學系師生、畢業校友設計的三件式西裝，隔天

又恢復襯衫穿著，27 日到台北開行政院會，因為氣溫偏低，才又加件夾克。 

 

時尚專家：「TPO」決定穿著 

亞洲大學時尚設計系主任林青玫說，政治人物重視穿搭，其實可以帶動時尚產業。西方人有「ＴＰＯ」服飾穿戴

原則，T 是 Time（時間）、P 是 Place（地點）、O 是 Occasion（場合）。台灣的政治人物少有自己的品味，這和台

灣重不重視時尚品味有關。 

 

林青玫建議，政治人物正式場合要穿正式服裝，表示尊重，但走訪地方若還穿西裝，就會讓人覺得「有距離」、

「不親民」。穿搭也不宜過頭，蔡英文總統曾穿 Prada 的鞋子，這對一般民眾來說是「過度高價的精品」，有代表

性的人物建議用 MIT 品牌，也能帶動經濟。 

 

六都首長就職後，都親自出席首次行政院會，六人政治光譜分屬藍綠白，衣著語言也透露玄... 

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講師馬惠君觀察六都市長衣著，發現就職典禮、行政院院等場合，6 人多以

襯衫、背心或西裝，不夠鮮明，也沒有太大驚喜。 

 

馬惠君特別點評唯一的女性直轄市長盧秀燕，認為盧穿著中規中矩，加上過去為立委身分，服裝搭配褲裝為主，

符合其專業形象，妝髮造型也俐落，整體形象相對其他男性而言，更顯得精神與明快。 

 

 

 

 

 

 

 

台灣發明團隊首 爾參展 獲 55 金

是全場之冠 
https://tw.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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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新聞網 

2.5k 人追蹤 

追蹤 

2018 年 12 月 8 日 下午 11:22 

2 則留言 

2018 首爾國際發明展，經過 3 天的展出，周末晚間閉幕並頒獎，台灣發明團隊，獲得 55 金、45

銀、29 銅 、7 面特別獎，另外還有 2 面大會首獎，成績為全場之冠，為國爭光不少。（王長偉首

爾報導） 

今年也有不少中學生參展，例如光仁高中「第一代 AI 無人機」，利用五官辨識演算法，使無人機除

了拍照攝影外還能計數；立志中學「具 LED 顯示模組之安全帽結構」，以及曾文高工等，還有來自

美國加州爾灣市學生和三民家商高中生合力創新研發，其中一位黃雋宇只有九歲，也是這次台灣團

隊中年紀最小的小小發明家。 

台灣參展團團長陳宗台當天接受中廣新聞網說，今年共有來自全球 33 國、687 件作品參展，台灣有

35 個單位、1 百多件作品、185 人參加，是南韓以外的最大發明團體。遠東科技大學「遠紅外線輻

射散熱 LED 燈具」與「具有多用途高性能和節能的氣體分配設備」作品，分別獲得大會首獎與一面

特別獎。前者捨棄傳統 LED 天井燈以散熱鰭片的方式散熱，改以奈米塗層無需介質傳導的輻射散熱

方式，使得體積大大減少 99%，重量減少 93%。後者是利用流體力學的原理使氣體均勻分散於液體

中並可旋轉攪拌，適用於魚塭、魚池等。 

另一座大會首獎是紅崴公司的「LiZi 亮子紗穴位雕塑科技褲」，採用帶有遠紅外線能量的微米等級

鍺紗和胜肽紗，結合獨家專利中醫穴位加壓點，穿上後促進血液、經絡循環，可養生保健。 

 

獲得特別獎的則有修緣興業公司的「蠶絲 TEP 胸膜」，是由百分百蠶絲布製成，萃取深層海水奈米

級分子 20 多種單一元素，皮膚好吸收，可以去斑美白，預防呼吸道疾病。 

 

亞洲大學「內藏式吸管包裝」改善現行鋁箔包飲料的吸管易脫落、且不同材質丟棄時需分類的麻

煩，改為將吸管貼附在包裝裡，不會脫落又衛生環保。 

 

弘光科技大學「呼吸就能抗老化」找出能夠清除人體自由基的精油配方組合，在醫院進行一個月人

體試驗，證實自由基下降 30%，已發表五篇 SCI 期刊。 

 

城市科技大學「盲人專用智能飲水機」利用聲控方式，讓水杯在杯架上會自行移動到「溫水」或

「熱水」處，並自動告知水已裝滿；當水箱沒水時，飲水機也會自動加水，解決盲人的不便。 

 

葡萄王生技的「GKM3 益生菌」從台灣泡菜挑選菌株，可降尿酸、降血脂、抗發炎等。大江生醫

「多水果濃縮飲」可調控多種基因，促進抗氧化，提升 DNA 修復功能，同樣上台領取特別獎。 

http://www.bcc.com.tw/
http://www.bcc.com.tw/


55 面金牌獲獎有：育達科技大學副校長蔡彥欣率領的團隊，展出的「具保健改善體質的氫水機」和

「多功能自動安全帽」以及國宸科技公司展出的「奈米導熱紗織型態電子加熱元件」等，表現發光

發熱。 

 
 

 

 

 

 

2018 中 国台湾学

生围棋团队赛闭幕 体育大学队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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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体育大学队  

  为弘扬优良传统艺术之忱，提升校园围棋风气，台湾围棋教育推广协会与育达科技大

学广秀书弈学苑共同策划主办‘2018 台湾学生围棋团队赛’，于 12 月 9 日假育达科技大

学综合大楼五楼礼堂举行。最终，体育大学获得本次比赛冠军，清华大学获得亚军。  

  本次团队赛採用围棋队际赛规则，是一项崭新的围棋竞赛方式，和传统的单打独斗不

同，著重团队作战的观念与默契，一盘棋由两支至少六人以上组成的队伍较技，分为三

节，各派不同的选手联棋对弈，由教练进行战术指导，中途可换人、暂停，过程紧张刺

激、新奇有趣，深受学生棋手喜爱。  

比赛现场  



  过去台湾围棋教育推广协会曾举办过‘2015 年首届台湾大专盃围棋队际邀请赛’及

‘2016 第二届台湾大专盃暨海峡盃围棋队际赛’，今年首次引进大学校园，开风气之

先，并邀请国中与高中学校组队参加，有来自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共八

所学校一百多名围棋高手参加，齐聚在育达科大美丽的校园切磋棋艺，共同留下难忘的精

采回忆。  

  开幕式由育达科技大学广秀书弈学苑姜明翰执行长主持，由王育文董事长、黄荣鹏校

长及台湾围棋教育推广协会伍晋居理事长致词，大森围棋文化艺术基金会张昭焚董事长以

及中华棋协秦世敏秘书长也给予学生们勉励。在黄燕忠裁判长说明比赛规则之后，八校学

生身著该校队服，依序站上巨型棋盘舞台带来精彩的队呼表演。育达科技大学的队呼‘你

是我的眼，破掉你的眼！巨龙巨龙你差两眼！’颇具创意，南山中学的‘暴风来袭，横扫

强敌！南山高中，所向无敌！’队呼搭配帅气动作，获得全场热烈掌声！接著由育达应用

日文系的学生带来太鼓表演，为一天的比赛揭开序幕。  

合影  

  本次比赛最大亮点除了首次移师大学校园之外，大会延续前两届比赛的特色，为八所

学校製作八个颜色的队服，光彩鲜豔，洋溢青春活力。经过上下午的赛程，冠军战由体育

大学对战清华大学，决赛在巨型棋盘舞台上更显紧张刺激。清华大学乃 2015 年首届台湾



大专盃围棋队际邀请赛之冠军队伍，来势汹汹！体育大学则是平均棋力最强，包括 7 位 7

段、5 位 6 段，赛前预测也是最被看好的冠军队伍。清华大学校徽为紫色，体育大学校徽

为蓝色，两校队服正代表两校校徽，最终由体育大学胜出摘下冠军宝座；新北市南山中学

在教练党希昀职业二段的指导下拿下季军，台湾大学因辅分较低以殿军坐收；逢甲大学、

联合大学、育达科大及桃园市立大岗国中并列优胜。   闭幕颁奖由台湾围棋教育推广协

会张晓茵秘书长主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除了颁发前四名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奖

项。围棋队际赛讲究团队作战，尤其是教练的排兵布阵策略，所以特别颁发最佳教练奖给

冠亚军队伍的教练，分别是国立体育大学萧义修业馀 7 段及国立清华大学林新为职业二

段；育达科技大学队特聘杨孟允职业五段担任教练，队员在比赛过程中悉心接受教练指

导，齐心协力争取胜利，获颁最佳团体精神奖；新北市南山中学在队呼表演中气势如虹、

技压群雄，创意队呼奖实至名归；在赛前的网路投票中，桃园市立大岗国中领队胡伟杰老

师带领家长们发动投票攻势，一枝独秀摘下最佳网路人气奖。大岗国中乃八队中年纪最小

的队伍，不畏强敌与大学生比赛，精神可嘉。此外，魏廷宇、蔡仪萱、黄群伦、李至蕙、

林仁昱在赛前网路预测中神准预测体育大学夺冠，获最佳神预测奖；柯慧芳、曾汉铭、林

晓彤、林助全、魏廷宇在比赛当天于网路上发文宣传，推广围棋成效显著，获颁最佳网路

宣传奖。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16875 

苗栗亞太技術學院停辦 司法裁定「工會董事」 

2018 年 12 月 20 日 

 

私校退場轉型 

苗栗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停辦，苗栗地院 11 月 28 日作出裁定，對僅剩三位的亞太董事會，新增選任了學

者、工會代表、亞太教師等六位臨時董事，來重組董事會。未來將進行師生權益問題、學校退場等爭議

處理。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臨時董事 黃惠芝對此表示，「看到這樣的裁決，亞太師生真的又燃起了一絲，真的

是很開心。」 

 

得知法院針對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的臨時董事選任裁定，黃老師很開心。因為學校董事會在 7 月決議停辦

之後，卻因為董事會人數不足，無法討論停辦計畫。苗栗地院後來裁定，新選任學者、工會代表和黃老

師等六位臨時董事，重組董事會。 

 

黃惠芝說，「站在整個大環境，比較符合師生利益，全民利益的角度來一起努力，（例如）學校要課務

要正常（仍有 4 生）。」 

 

高教工會指出，教育部雖然依法向法院聲請選任臨時董事，但裁定書中提到，如果教育部說尊重亞太自

主選任的董事人選，那為何要立法讓司法機關介入？如果法院不實質審核，只用教育部提供的不完足名

單來選任，是否就淪為橡皮圖章？還提到教育部拒絕協助法院，探求其他特定專業人士的選任，「實不

足取」。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臨時董事 陳政亮就說，「（裁定書）法院後來是說，我問你教育部，提供好的名單

給我，你不願意，你提出來就是舊的，這批董事又是那批人，所以他乾脆就自己來詢問了。」 

 

教育部技職司專委 柯今尉則表示，「裁定書裡頭寫的一些內容，或許我們不這麼認同，（但）法院派

誰的事情都尊重，那是法院的權責，我們認為目前學校大概只能走向停辦這條路，所以我們也希望董事

會，現在人數足夠了，能夠盡快開會來討論。」 

 

教育部澄清，沒有不協助，但最終的董事人選是誰，都尊重法院裁定。目前學校全面停招，只剩下 4 位

碩班學生，會協助轉往育達科大等學校。至於積欠老師的薪資，以及後續發展方向，將交由新任董事會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16875


 

 

 

 

 

http://huaxia.com/jjtw/rdrw/2018/12/5989781.html 

六“都”市长穿着谁最夯？ 专家最看好她 

华夏经纬网   2018-12-29 14:24:53     

字号:小 大 

    台“九合一”选后“行政院”27 日首次召开“院会”，六“都”市长都参加，台北市长柯文哲

仍是西装裤配球鞋；民进党台南市长黄伟哲、桃园市长郑文灿西装笔挺；国民党新北市长侯友宜、高

雄市长韩国瑜穿夹克、台中市长卢秀燕穿浅色衬衫，搭配深色外套，相对轻松。专家赞卢秀燕专业利

落，比其他男性市长更显精神与明快。 

 

    其实，六“都”市长平时穿着各有品味，柯文哲西装裤、衬衫搭配运动鞋，台湾民众早已见怪不

怪；郑文灿、黄伟哲平时多以西装现身，出席就职典礼、“行政院”更穿西装打领带；侯友宜多是白

色 polo 衫、深色便裤和深色布鞋，天冷加件深色夹克，少见五颜六色；卢秀燕常穿浅色衬衫，搭配深

色外套、长裤，再穿好走的鞋子；韩国瑜不是白色就是浅蓝色衬衫加深色长裤，27 日到台北开“行政

院会”，因为气温偏低，才又加件夹克。 

 

    亚洲大学时尚设计系主任林青玫向《联合报》表示，政治人物重视穿搭，其实可以带动时尚产业，

建议政治人物正式场合要穿正式服装，表示尊重，但走访地方若还穿西装，就会让人觉得“有距离”、

“不亲民”。穿搭也不宜过头，蔡英文曾穿 Prada 鞋子，这对一般民众来说是“过度高价的精品”；

有代表性的人物建议用 MIT 品牌，也能带动经济。 

 

    苗栗县育达科技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讲师马惠君表示，卢秀燕穿着中规中矩，符合其专业形象，

妆发造型也利落，整体形象相对其他男性而言，更显得精神与明快。网友说，“韩国瑜、柯文哲和侯

友宜三位市长的装扮真的是太亲民了”、“穿衣着鞋不重要，政策牛肉才是王道”。 

 

 

 

 

 

 

 

 

 

http://huaxia.com/jjtw/rdrw/2018/12/598978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