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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傳播部  文 育達科技大學  2019-01-10 

「培育達人，就在育達」，全國唯一開設 15 門跨領域達人課程的育達科大，聚焦創新學程與多元發展，學生繳 1

份學費即可培養 2 項以上專業，考取 3 張專業證照，角逐國際賽事更連獲大獎，學子有信心，職涯出路看好，因

而註冊率逆勢成長 19.01%，進步幅度達 23 名，排名成長全國第一。 

校長黃榮鵬表示，育達全力以赴辦學，打造學生最優質的求學環境和學用接軌資源，例如學校自有的實習旅館品

牌，又如與日本旅館協會合作讓學生赴日實習，種種具體作法使育達比其他學校更突顯培育Ｔ型跨域人才的品牌

化、精緻化優勢，用心輔導學生發展專業與考取證照更大幅提升職場競爭力，都讓學生很有感。  

餐旅經營系、資訊管理系暨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正是育達最夯的達人指標，餐旅系副主任張馨芸表

示，力行扎實的師徒制，學生不但擁有餐飲、咖啡、果雕、美學專業，畢業前還考得中西餐、烘焙、中式點心等

乙丙級及食安管制 HACCP 證照，出賽成績也大有可觀，餐旅系蔡健銘等同學贏得「2018 農食料理創意競賽」冠

軍。而教師黃家洋、王申長去年榮獲世界廚師極限挑戰賽銀牌後，立即培訓學生組隊，今年師生表現優異，一舉

囊括「2018 上海 FHC 國際烹飪藝術賽」1 金 5 銀 4 銅，鼎泰豐、王品及雄獅海外分店都提供學生優渥的實習職

缺，預約畢業即就業。 

歸功於師徒制，即使欠缺程式語言、微積分基礎的學生，也能跟著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系主任張毓

騰、副主任葉律佐上軌道，目前開系第二年，就以來自一般中學、不具數理基本功的朱育慶為例，接觸育達的物

聯網營隊後，決定來此求學，與系上共 10 組同學競逐 2018TIRT 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等重要賽事均獲第二名、

佳作等榮譽。 

張毓騰強調，在小班制教學中精進實作，問題迎刃而解，駕馭雲端 IoT、機器人應用、無人機運用、大數據分

析、互聯網應用技術，還未畢業就很搶手，目前與多家機器人相關企業進行產學合作，充分符合業界需求，實習

學生供不應求，黃金職涯可期。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574693 

不懼少子化衝擊 育達科大突破逆境 排名成長全國第

一教育部公布 107 學年度大專全校新生註冊率，苗栗縣私立育達科技大學本學年新生註

冊率 78.49%，在全國私立科技大學排序第 25 名，前進多達 23 名，排名成長全國第一；

另外，註冊率成長 19.01%，成長率全國第三，新生註冊人數較前一年增加 384 人，招生

交出漂亮成績單，育達科大辦學成效，已逐步獲廣大學子及家長的支持與肯定。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574693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出，育達是全國唯一開設 15 門跨領域達人課程的學府，「培育達人，

就在育達」，學生只需繳 1 份學費，即可培養 2 項以上專業，至少能培養考取 3 張專業證

照。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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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育達科大 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美麗校園與學生活力 圖／育達科大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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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打造「育達品牌」，也造就

今年  (107 學年)招生優異成績，畢業生備受社會與職場雇主肯定。  

育達科大因應少子化衝擊，校方也積極進行教學創新與經營轉型，107 學年成立了附屬廣

秀森林幼兒園，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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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還規畫

成立中小學，此外校方並首創全台第一座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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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育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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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教育長黃榮村(圖左)、吳清基(圖右)頒發第六屆傑出教育事業家匾額給育達科技大學王育 圖

／育達科大 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繼創辦人王廣亞博士榮獲第一屆傑出教育事業家獎，最近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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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教育領域發

揮極大影響力，造福學子，由此獎項獲得高度肯定及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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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體操隊選手與育達科大學生互動學習 圖／育達科大 提供 

育達科大與雄獅旅行社產學合作，打造「實習旅行社」培養領隊導遊達人 圖／育達科大 提供 

育達深耕苗栗，鏈結在地產業，接軌國際，目前來自越南、印尼及菲律賓等國的外籍學生已

增至 351 人；學生赴海外交流比率全國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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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優勢再加分。  

為落實校力「培育達人，就在育達」教育目標，育達設立了「達人獎金」，4 月 30 日前預

約就讀日間部四技，頒發獎學金 2 萬元，同時注重城鄉差距，設籍苗栗縣的學子入學日四

技，加發獎學金 5000 元，挹注更多資源，加倍養成精英人才。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84535 

科大生捨寒假送暖 造橋獨居長輩好窩心 

2019-01-27 12:20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溫情暖寒冬！苗栗縣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學生會於寒假期間，號召校內師

生協助華山基金會造橋天使站募款送年菜至弱勢獨居長輩，還邀請校內新南向的異國學生一同共襄盛

舉，除了為阿公、阿婆們打掃居家環境、布置年節氣氛，更陪著他們話家常，用學生的活力為社區提

早迎接暖暖的佳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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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學生會會長司巧霖幫長輩帶上保暖毛帽。（記者鄭名翔翻攝） 

  

育達科大師生們幫長輩張貼春聯，增添年節喜氣。（記者鄭名翔翻攝）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左一）與師生們一同致贈長者年菜及紅包賀年。（記者鄭名翔翻攝） 

育達科大學生會長司巧霖表示，利用寒假期間邀請校內師生，與華山基金會合作，一同關懷社區鄰居

的獨居老人，親手送上年菜時看到長輩笑呵呵的模樣，就彷彿看到自己的爺爺奶奶般親切，也盼藉由

類似活動，能鼓勵更多師生投入。 

而這群善心學生之中也出現來自異國的面孔，透過新南向政策來台求學的學生阮氏草及吳氏惠不僅要

感受台灣的春節氣氛，更在過年前跟著學生會一起走入社區，動手幫忙長輩除舊布新、貼春聯，還用

初學的客家語與阿公、阿婆們聊天，讓長輩們笑開懷。 

高齡 90 歲、獨居平興村山上的黃爺爺難得見到一群年輕人圍繞身旁，親切噓寒問暖又協助打掃環境，

讓家中充滿歡笑及溫情，笑得合不攏嘴。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沈湘縈、學務長胡

英麟也送上暖呼呼年菜，讓他開心過好年。 



黃榮鵬說，看到學生們放棄寒假，自發性地留在學校協助募款，並且舉辦活動關懷社區長輩，讓他非

常感動，也為學生的服務精神感到驕傲，盼藉此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一同加入守護長輩的行列。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22004230-260405 

科大辦一日冬令營 助高三生職涯探索 

 

物聯網學程讓學員體驗專業無人機操作。（校方提供） 

2019 年 01 月 23 日 07:17 中時  

巫靜婷 

在休管系的同學帶領下，營隊學員完成探索教育高空挑戰。

（校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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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系由王申長老師帶領同學示範西餐烹飪。（校方提供） 

苗栗縣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 19 日首次舉辦 1 日寒假冬令營，吸引逾 30 所學校近 300 名高三同學參加，在畢業

前的最後一次長假中，親身接觸不同技職教育科系的特色，10 科系輪番上陣，讓同學們不僅替畢業選系做準

備，更提前規畫職涯發展藍圖。 

寒假冬令營分為上、下午 2 場體驗活動，由各學系針對教學特色及未來就業設計不同主題，科技創新學院副院長

張毓騰表示，因應時下最夯的物聯網產業需求，由資管系及物聯網學程所辦的雙機奇謀王創意營，由手機加上無

人機的操作實作，讓同學體驗如何成為物聯網產業達人。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的前進億元電商．網路創業研習營、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的愛上完美 360．電競直播體驗營、

幼兒保育系的 Fun 假遊戲去．創意戲劇營、應用日語系的日本深度文化巡禮營，以及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提倡

老幼同遊的社工樂活趣營皆讓同學們玩中學，收穫滿滿。 

另，育達觀光餐旅學院由休管系所辦的玩得瘋冒險教育體驗營、休運系的單車美食觀光逍遙遊、餐旅系的 2019

食在棒！破解西餐擺盤技法點、線、面，及時尚系的時尚彩繪印創客等營隊，讓同學們未踏出校園之際，即可體

驗技職最新知識與動向。 

校長黃榮鵬表示，身為苗栗唯一的科技大學，教學與研究兼具，理論與實務並重是全校師生的目標，學校辦學著

重企業實習、經驗交流及職訓媒合等產學合作，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就業即達人」的能力，舉辦 1 日冬令

營，讓高中生對未來的發展更有想法，使他們在職涯選擇上有更大的助益。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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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無懼少子化 新生註冊成長幅度冠全台 

 

育達科技大學美麗校園與學生活力。圖／育達科大提供 

2019 年 01 月 05 日 04:10 工商時報  

文／林福吉 

教育部日前公布 107 學年度大專全校新生註冊率，苗栗育達科技大學新生註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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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相較去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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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是全國唯一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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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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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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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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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為全台之光。讓育達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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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105000318-260207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60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67
https://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9-01-05/656/a12a00_p_01_01.jpg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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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推 1314 愛情日邀 25 男跳愛河 潘恆

旭：有人來電報名了 
69646 

出版時間：2019/01/12 21:00 

  高雄市觀光局長潘恆旭又有新點子了。高雄市觀光局今早發新聞稿表示，已結合愛河沿

線各飯店業者，推出「一生一世」1314 愛情日活動，爾後每月的 13、14 日都有不同

1314 主題，本月主題是「愛情套房」；參與飯店會在限定房內，以紅酒、巧克力為點

綴；二月主題是「墜入愛河」，愛河前會設置戀人打卡地標，並擬號召 25 對情侶，由男

伴跳入愛河，就在高雄對愛人宣告「我愛你」。 

國民黨籍高市女性議員邱于軒今晚指，她與老公已報名 2 月 14 日墜入愛河活動，反正是

老公去跳（愛河），身為三個孩子的媽的她說，為徹底響應高雄行銷愛情產業鏈政策，

「我已打算生老四。」潘恆旭說，雖他單身，但情應相挺邱于軒夫婦，當天會陪跳。 

 高市觀光局長潘恆旭表示，這項活動將會在每個月的 13、14 日推出不同的主題特色，以

加強行銷愛情產業，首波活動就於明起的 1 月 13、14 日展開，一月活動主題為「愛情套

房」，由合作飯店以浪漫愛情為主題，推出限量主題套房。 

  

潘恆旭下午受訪指，早上觀光局新聞稿發出後，已有許多愛侶致電想報名，此活動下周會

開放報名，限 25 對、50 名情侶情侶參加，只限男生跳愛河，女生在岸上感動鼓掌即可。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112/1499335/


 有媒體提問愛河河水可能不潔問題。潘恆旭說，河水含菌量是可檢驗的，話說人為了愛

「墓仔埔也敢去」，河水不潔也敢跳，也可能成另一賣點，但他強調，高市府會協愛河附

近飯店，讓參加墜入愛河的男性，一上岸就能快速洗澡更衣。 

 參與的高雄飯店有：福容大飯店、翰品酒店、國賓大飯店、漢來大飯店、君鴻國際酒店、

鈞怡大飯店、秝芯旅店駁二館、城市商旅（駁二館、真愛館）、賀喔文旅、青雨行館、愛

河、日央共 12 家飯店。房間內將以紅酒或巧克力等作點綴，妝點愛情浪漫氛圍。潘強

調，這是該局結合飯店業聯合行銷高雄的活動，飯店業者不會因此加價。 

 潘恆旭表示，二月 1314 日逢二月西洋情人節，觀光局會設計「情人套餐」、「墜入愛

河」為主題，在愛河 Love 地標前，設置明顯示愛的打卡點，並擬號召 25 位想示愛的男

性，一同跳入愛河，就在高雄對愛人宣告「我愛你」。當天高雄特色的星級飯店，也會在

愛河前擺出「一生一世」情人宴，期待為高雄帶來愛的春天。 

 潘恆旭說，下月墜入愛河的 1314 活動，會搭配安全措施，跳愛河的男性都會穿著救生

衣，歡迎想大方示愛的男性們，就到高雄過情人節。且不只一月、二月，高雄每月 1314

日，各飯店都會有不同愛的元素主題，今年高市府年度集團結婚，也擬首度在愛河畔舉

畔，讓大家想到高雄，就想到愛河，就想到浪漫的愛情。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觀光學者黃榮鵬表示，高雄推 1314 愛情日與墜入愛河主題，很具話

題性，對觀光行銷是幫助的，但助力是如煙火般短暫或能持久，要視內容否持續足以吸引

或具有感動人心元素，像羅蜜歐與朱麗葉愛情故事，數百年吸引國內外遊客造訪義大利，

就是非常吸引人觀光行銷點。 

 正在高雄四天三日行的馬來西亞遊客沈先生說，他因韓國瑜當選，特地帶女友到高雄玩，

有興趣報名墜入愛河活動，他對一旁女友喊著「好證明我有多愛妳！」但高雄市民江先生

說，愛河河水不太乾淨，「我不敢跳」。 



 潘恆旭此言一出，引發網友熱議，有網友說，「改嘴砲團隊好了，冷泉變溫泉還沒完，現

又來跳河」、「別只會叫別人，高雄市政團隊先跳」，對此，潘恆旭說，「如果韓市長要

我跳，我就跳，不過我是單身，沒對象可宣告要愛一生一世，不符合需由一對戀人報名的

活動資格。」 

行銷雄觀光方法屢遭非議，潘恆旭顯然不在意，他今晚於臉書發出「暖冬的韓流」貼文，

文中寫著「漢來（飯店）林子寬總經理跟我說，上個月創下 23 年歷史新高單月 87%住房

率，翰品酒店嚴天立總經理也說歷史新高 95%紀錄，國賓飯店也是破記錄 9 成， 賀喔文

旅表示 12 月住房率破 9 成，英迪格比去年同期增加 200 多萬營收，平均住房 85%,也是

新高。」 

 跳愛河，早在去年九合一選前，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曾在節目上隨口說，要是韓國瑜當選，

要去跳海。韓國瑜當時還邀請他跳愛河，不過王世堅事後表示，那只是形容詞「我用形容

詞來講這民調是不可能的，我才說我必須跳海，(大家)不應該把人家真性情、至情至性真

性情來硬凹別人。」面對韓國瑜表示要邀他跳愛河，刺激高雄觀光，王世堅也回嗆「不要

贏了選舉，輸了格調」；今有媒體問潘，是否會邀王世堅來跳愛河？潘恆旭說，「別為難

他（王世堅）。」（吳慧芬、謝承浩／高雄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