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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超猛小鮮肉 奪全國健美賽冠軍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參加「2019 年台灣先生健美錦標

賽」，與逾百位健身有成的猛男們同場較勁，紛紛嶄露勻稱的肌肉及健康身體美感，葉振卿也展現苦練 3 年的成

果，在各方勁敵中脫穎而出，勇奪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不僅辛苦獲得肯定，也讓全校師生同感榮耀。 

葉振卿表示，進入大學後才真正踏入健身領域，透過本科系學習健身健體的相關知識，也接受到完整的健身資訊

教育，3 年來不斷苦練，由於他本身又是素食者，因此在增肌減脂的過程中又比一般人更為辛苦，所以他也須投

入更多時間與精力，才能鍛鍊完美體態。 

在師長鼓勵下，葉振卿挑戰今年於苗栗縣舉辦的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不論在整體造型、肌肉勻稱度、身形體態

上皆展現出平常精實苦練的成果，讓他得以站上夢想舞台，並一舉拿下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讓他備受鼓

舞，未來也希望幫助更多人追求健康、維持體態。 

休運系主任陳淑貞說，系上將培育健身運動人才視為重要教學目標，並鼓勵學生參與各種競賽，藉此提升專業形

象及自信，未來也可具備投入職場的一技之長。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也宣布，今年 5 月校方將舉辦全國健身賽，

提供更多好手一個展現自我的舞台。 

 

葉振卿展現平常苦練的好身材。（記者鄭名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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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左），苦練健身健體知識技能，日前參加在苗栗縣舉行的

「2019 年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與逾百名健身有成的肌肉男較勁，勇奪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

（育達科大提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8 年 3 月 26 日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26 日電）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入校 3 年，苦

練健身健體知識技能，身為素食者的他，花更多心力「減脂增肌」，初試啼聲參加「台灣先生

健美錦標賽」竟一舉奪冠。 

育達科技大學今天發布訊息指出，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日前參加在苗栗縣舉行的「2019

年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與逾百名健身有成的肌肉男較勁，勇奪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  

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主任陳淑貞表示，相較於以往的健美比賽，這場賽事更重視整體造型

與全身肌肉的勻稱度；葉振卿是一般生，並無特殊體育專長，也非專業選手出身，進入系上就

讀後才開始接觸、學習健身健體相關知識與技能，短短 3 年從零開始，首次參賽就勇奪全國冠

軍，實屬不易。 

陳淑貞說，葉振卿身高不超過 170 公分，身型較嬌小，而且還是素食者，運動過後補充蛋白質

的選擇性相對較少，在「增肌減脂」過程比一般人更辛苦，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到學校健身中心

自我訓練，鎖定不同肌群「按表操課」，全心努力練習，果然憑藉堅強意志力與耐力，完成夢

想目標。 

陳淑貞指出，培育健身運動指導人才，是系上重要教育目標之一，為了讓學生展現平日訓練成

果，一直鼓勵學生參加相關專業競賽，以提升自我專業形象與自信，個性靦腆的葉振卿原本害

羞經常私下「悶著頭練」，隨著這次挑戰全國賽事有亮麗表現，自信心大增。 



葉振卿說，這次比賽時間正處於讓身體減脂脫水的調整期，有助展現肌肉線條飽和度及協調

性，感謝系上老師栽培，讓他有機會站上夢想舞台，也自覺「跨出成功第一步」視野完全改

變，未來將更積極挑戰新目標。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健美錦標賽是推動年輕人正向、健康、休閒、運動的重要賽事，可考驗

年輕人對於個人健美體態雕塑毅力及意志力，學校 5 月將舉辦「108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

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為全國愛好健身運動者提供展現自信健康美感的舞台。（編

輯：翁翠萍）1080326 

 

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圖），身高不超過 170 公分，身型較嬌小，而且還是素食者，

苦練健身需要花更多心力「減脂增肌」，初試啼聲參加「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一舉奪冠。（育達科大提

供）中央社記者管瑞平傳真 10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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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也能成猛男 葉振卿苦練 3 年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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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休運系主任陳淑貞與榮獲健美冠軍的葉振卿合影。（育達提供） 

 

育達科大休運系學生葉振卿參加 2019 年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榮獲冠軍。（育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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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休運系學生葉振卿展現平時勤加鍛鍊的好身材。（育達提供） 

 

育達科大休運系學生葉振卿自大一起，利用課餘時間勤跑學校健身房鍛鍊。（育達提供） 

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 23 日參加在苗栗縣舉辦的「2019 年台灣先生健美

錦標賽」，與逾百名健身有成的肌肉男女同場較勁，展現全身勻稱肌肉與健康美感，3 年來辛勤苦

練，一舉拿下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 



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為年度健美重要賽事，相較於以往的健美比賽，選手們更重視整體造型，與全

身肌肉的勻稱度，年吸引逾百名俊男美女大展苦練已久的好身材。 

葉振卿表示，進入休運系才開始接觸並學習健身、健體相關知識與技能，系上的健身運動相關課

程，有助於想參加健美健體比賽的人學習；自己是素食者，因此在「增肌減脂」過程中較一般人辛

苦，最後靠意志力和耐力撐下去，證明茹素者也能完成健體、健美比賽，並奪得佳績。 

休運系主任陳淑貞指出，健身運動指導人才的培育，是休運系教育重要目標之一，為讓學生能展現

平日訓練成果的機會，系上向來鼓勵學生參與專業競賽，提升專業形象、自信心與未來職場的競爭

力。 

陳淑貞說，葉振卿從大一開始利用課餘時間到學校的健身中心自我訓練，3 年來不斷向老師們請教

專業知能，並與同儕們互相練習、鼓勵、監督，才有今日美好的成果；5 月 18 日育達將舉辦

「2019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邀請年輕新秀投入健美健身的行

列。 

(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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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入校 3 年，苦練健身健體知識技能，身為素食者的他，花更多心力

「減脂增肌」，初試啼聲參加「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竟一舉奪冠。 

育達科技大學今天發布訊息指出，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日前參加在苗栗縣舉行的「 2019 年台灣先生健

美錦標賽」，與逾百名健身有成的肌肉男較勁，勇奪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 

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主任陳淑貞表示，相較於以往的健美比賽，這場賽事更重視整體造型與全身肌肉的勻稱

度；葉振卿是一般生，並無特殊體育專長，也非專業選手出身，進入系上就讀後才開始接觸、學習健身健體相關

知識與技能，短短 3 年從零開始，首次參賽就勇奪全國冠軍，實屬不易。 

陳淑貞說，葉振卿身高不超過 170 公分，身型較嬌小，而且還是素食者，運動過後補充蛋白質的選擇性相對較

少，在「增肌減脂」過程比一般人更辛苦，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到學校健身中心自我訓練，鎖定不同肌群「按表操

課」，全心努力練習，果然憑藉堅強意志力與耐力，完成夢想目標。 

陳淑貞指出，培育健身運動指導人才，是系上重要教育目標之一，為了讓學生展現平日訓練成果，一直鼓勵學生

參加相關專業競賽，以提升自我專業形象與自信，個性靦腆的葉振卿原本害羞經常私下「悶著頭練」，隨著這次

挑戰全國賽事有亮麗表現，自信心大增。 

葉振卿說，這次比賽時間正處於讓身體減脂脫水的調整期，有助展現肌肉線條飽和度及協調性，感謝系上老師栽

培，讓他有機會站上夢想舞台，也自覺「跨出成功第一步」視野完全改變，未來將更積極挑戰新目標。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健美錦標賽是推動年輕人正向、健康、休閒、運動的重要賽事，可考驗年輕人對於個人健

美體態雕塑毅力及意志力，學校 5 月將舉辦「 108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

為全國愛好健身運動者提供展現自信健康美感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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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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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26 日電）育達科技大學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入校 3 年，苦練健身健體知識技

能，身為素食者的他，花更多心力「減脂增肌」，初試啼聲參加「台灣先生健美錦標賽」竟一舉奪冠。 

 

育達科技大學今天發布訊息指出，休閒運動管理系學生葉振卿日前參加在苗栗縣舉行的「2019 年台灣先生健美錦

標賽」，與逾百名健身有成的肌肉男較勁，勇奪男子健體組第一量級冠軍。 

 

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主任陳淑貞表示，相較於以往的健美比賽，這場賽事更重視整體造型與全身肌肉的勻稱

度；葉振卿是一般生，並無特殊體育專長，也非專業選手出身，進入系上就讀後才開始接觸、學習健身健體相關

知識與技能，短短 3 年從零開始，首次參賽就勇奪全國冠軍，實屬不易。 

 

陳淑貞說，葉振卿身高不超過 170 公分，身型較嬌小，而且還是素食者，運動過後補充蛋白質的選擇性相對較少，

在「增肌減脂」過程比一般人更辛苦，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到學校健身中心自我訓練，鎖定不同肌群「按表操課」，

全心努力練習，果然憑藉堅強意志力與耐力，完成夢想目標。 

 

陳淑貞指出，培育健身運動指導人才，是系上重要教育目標之一，為了讓學生展現平日訓練成果，一直鼓勵學生

參加相關專業競賽，以提升自我專業形象與自信，個性靦腆的葉振卿原本害羞經常私下「悶著頭練」，隨著這次挑

戰全國賽事有亮麗表現，自信心大增。 

 

葉振卿說，這次比賽時間正處於讓身體減脂脫水的調整期，有助展現肌肉線條飽和度及協調性，感謝系上老師栽

培，讓他有機會站上夢想舞台，也自覺「跨出成功第一步」視野完全改變，未來將更積極挑戰新目標。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指健美錦標賽是推動年輕人正向、健康、休閒、運動的重要賽事，可考驗年輕人對於個人健

美體態雕塑毅力及意志力，學校 5 月將舉辦「108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為全國

愛好健身運動者提供展現自信健康美感的舞台。（編輯：翁翠萍）1080326 

 

 

 

 

https://times.hinet.net/news/22286517 

育達科大與日本朼幌國際大學簽訂姐妹校-攜手世界、君毅二高中職

校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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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3/22 11:15(17 天前) 

 

育達科大與日本朼幌國際大學簽訂姐妹校-攜手世界、君毅二高中職校接軌國際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322 11:15:07)育達科技大學 21 日攜新竹世界高中及苗栗君毅高中與日本札幌國際大學

締結姊妹校，未來 4 校除了將積極推動各項交流活動外，世界與君毅高中也將以育達科大為平台接軌國際，提供

同學更多具國際視野的學習機會。 

簽約典禮當天，在札幌大學國際大學上野八郎董事長、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及世界高中李銘彰董事長的見證

下，由札幌國際大學國際交流中心長沢田 隆與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代表兩校簽訂姊妹校與學術交流協定，隨後

新竹世界高中的蘇至斌校長及君毅高中林慶旺校長，也與沢田隆國際長簽署學術交流協定，4 校並針對未來學生

與教師交流的具體作法交換意見，同時參觀育達科大附設幼兒園及學生實習旅館等，讓與會來賓留下深刻印象。 

黃榮鵬校長表示，位於北海道札幌市的札幌國際大學創立於 1993 年，目前設有觀光學院、人文學院、體育人文

學院等 3 個學院 12 個系所，與育達科大的教學組織架構極為相似。育達與日本學術交流積極頻繁，希望透過今

年與札幌國際大學簽約姊妹校後，共同推動雙聯學制，二校關係能更進一步發展，提升教育學術合作能量，未來

雙方可以透過交換學生、交換教師、辦理研討會等學術交流，提供學生國際化的學習機會。 

黃校長強調，希望透過這次大手牽小手的方式，讓新竹與苗栗的高中友校，能夠結合這次高中三年加大學四年的

「三加四」，以及本校應用日語系的台灣兩年加赴日兩年的「二加二」雙聯學制，讓同學在國內外都可以得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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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文憑，今天能夠和在日本觀光專業排名第二的札幌國際大學合作，相信兩校能夠在光觀、旅遊、休閒運動以及

幼兒保育方面可以完全接軌。 

札幌大學國際大學上野八郎董事長指出，這次可以和育達科大結合世界與君毅兩所高中，在三校科系上，與札幌

國際大學有很多相同之處，大多著重於觀光休閒為主軸，學校同時配合日本政府振興觀光的政策，希望藉由姊妹

校的締結與三校的師生密切進行實習與學術交流，共享豐富的學習資源。 

育達科大國際處林建宏國際長說，育達科大目前已有與國外 133 所大專院校締結姊妹校，學校目前在日本方

面，有一位日本交換學生在校就讀，育達也有 5 位學生赴日本交換，這次簽約，也是育達第 12 個日本姊妹校，

未來同學將有更多機會赴日本學習，開拓國際視野。 

在此次一同與札幌國際大學締結姊妹校的世界高中蘇至斌校長表示，學校在同學外語教學上一直不遺餘力，很感

謝育達提供這個平台，讓世界高中的同學接軌世界，放眼國際。 

 

第一次與日本大學接觸的君毅高中林慶旺校長也表示，感謝育達科大提供君毅的同學，有赴日本就學、實習甚至

就業的機會，學校目前也推動日文教學，希望日後兩校有更密切的交流與互動。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表示，育達科大與日本有著深厚的淵源，創辦人王廣亞博士，畢業於日本亞細亞大學經濟

系及榮獲日本創價大學名譽博士，育達教育體系與日本的學術交流十分頻繁，相信未來與札幌國際大學締結姊妹

校後，更能擴大兩校學術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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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泡泡幸福野餐 千名親子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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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泡泡幸福野餐活動，與會嘉賓與親子同樂。（苗栗縣府提供） 

人氣: 14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9-03-30 8:15 PM    標籤: 育達科大, 親子, 趣味遊戲, 親子公園 

【大紀元 2019 年 03 月 30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報導）苗栗縣府 3 月 30 日上午在育達科大舉

辦「魔法泡泡幸福野餐～親子童遊趣」活動，近千名家長及小朋友前往同樂，參加各項趣味競賽、泡泡體驗及家

庭野餐等互動遊戲，現場歡笑洋溢。縣長徐耀昌表示，期盼透過活動增進兒童身心健康與親子關係，縣府也將再

設置親子公園，擴大休憩設施，讓親子們有更多互動場所。 

天氣晴朗，一早育達科技大學行政大樓前大草皮就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體驗各項活動。開幕活動由育達科技

大學附設私立廣秀森林幼兒園，以熱情洋溢的「HANDCLAP /拍手歌」揭開序幕，縣長徐耀昌、縣議員曾玟

學、育達科技大學校長洪榮鵬、教育處長徐永鴻等人也到場同樂共舞，並體驗魔法泡泡，活動 HIGH 到最高

點。 

開幕活動由育達科大附設私立廣秀森林幼兒園，以熱情洋溢的「HANDCLAP /拍手歌」揭開序幕，縣長徐耀

昌、縣議員曾玟學、育達科技大學校長洪榮鵬、教育處長徐永鴻等人也到場同樂共舞，並體驗魔法泡泡，活動

HIGH 到最高點。 

縣長徐耀昌表示，家長的陪伴與參與最能增進親子情感互動，希望藉此活動促進家庭諧和及親子互動，縣府除舉

辦多項親子活動之外，繼苗栗市設置貓裏喵親子公園後，也將在竹南鎮獅山多功能運動公園打造縣內第二座主題

親子公園，預計有火炎山造型滑梯、沙坑等遊具，增加親子休閒新去處。 

「魔法泡泡幸福野餐～親子童遊趣」活動由育達科大幼保系學生特別設計好玩的趣味遊戲，讓家長帶著小朋友們

闖關、還有帶動唱、泡泡達人秀等活動，主辦單位還請來空拍機紀錄活動，現場是歡笑聲不斷。草皮上四處可見

小朋友在追逐玩樂，家長帶著小朋友們席地而坐，享受野餐樂趣，場面溫馨熱鬧，讓親子們提前歡度婦幼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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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還邀請警察局、稅務局、移民署服務站、苗北區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及家庭教育中心等 20 個單位設攤宣

導，以親子遊戲闖關方式進行各項宣導，不只增加親子互動，更提升親子對安全衛生、性別平等、毒品危害及環

境保護等各項議題的重視。 

魔法泡泡幸福野餐活動，

與會嘉賓共襄盛舉。（苗栗縣府提供）

魔法泡泡幸福野餐活動，

與會嘉賓與親子同樂。（苗栗縣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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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imes.hinet.net/topic/22300207 

苗魔法泡泡幸福野餐 親子童遊趣 

台灣新生報 2019/03/31 00:00(8 天前) 

苗栗縣政府昨（卅）日上午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魔法泡泡幸福野餐～親子童遊趣」活動，近千名家長及小朋友

前往同樂，參加各項趣味競賽、泡泡體驗及家庭野餐等互動遊戲，現場歡笑洋溢。縣長徐耀昌表示，期盼透過活

動增進兒童身心健康與親子關係，縣府也將再設置親子公園，擴大休憩設施，讓親子們有更多互動場所。 

 

昨天天氣晴朗，一早育達科技大學行政大樓前大草皮就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體驗各項活動。開幕活動由育達

科技大學附設私立廣秀森林幼兒園，以熱情洋溢的「HANDCLAP／拍手歌」揭開序幕，縣長徐耀昌、縣議員曾

玟學、育達科技大學校長洪榮鵬、教育處長徐永鴻等人也到場同樂共舞，並體驗魔法泡泡，活動 HIGH 到最高

點。 

 

縣長徐耀昌表示，家長的陪伴與參與最能增進親子情感互動，希望藉此活動促進家庭和諧及親子互動，縣府除舉

辦多項親子活動之外，繼苗栗市設置貓裏喵親子公園後，也將在竹南鎮獅山多功能運動公園打造縣內第二座主題

親子公園，預計有火炎山造型滑梯、沙坑等遊具，增加親子休閒新去處。 

 

「魔法泡泡幸福野餐～親子童遊趣」活動由育達科大幼保系學生特別設計好玩的趣味遊戲，讓家長帶著小朋友們

闖關、還有帶動唱、泡泡達人秀等活動，主辦單位還請來空拍機紀錄活動，現場是歡笑聲不斷。草皮上四處可見

小朋友在追逐玩樂，家長帶著小朋友們席地而坐，享受野餐樂趣，場面溫馨熱鬧，讓親子們提前歡度婦幼佳節

（見圖）。 

 

教育處長徐永鴻指出，這次親子活動特別結合泡泡體驗及家庭野餐，除了促進親子間情感交流，泡泡體驗也能實

現孩童創意，從活動中驗證科學原理，培養科學素養。另外也透過幸福野餐活動，倡導親子、婚姻和家庭三合一

重要概念，健全家庭功能，培養兒童健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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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生報 

990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 

2019 年 3 月 31 日 上午 12:00 

留言 

苗栗縣政府昨（卅）日上午在育達科技大學舉辦「魔法泡泡幸福野餐～親子童遊趣」活動，近千名

家長及小朋友前往同樂，參加各項趣味競賽、泡泡體驗及家庭野餐等互動遊戲，現場歡笑洋溢。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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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徐耀昌表示，期盼透過活動增進兒童身心健康與親子關係，縣府也將再設置親子公園，擴大休憩

設施，讓親子們有更多互動場所。 

昨天天氣晴朗，一早育達科技大學行政大樓前大草皮就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體驗各項活動。開

幕活動由育達科技大學附設私立廣秀森林幼兒園，以熱情洋溢的「HANDCLAP／拍手歌」揭開序

幕，縣長徐耀昌、縣議員曾玟學、育達科技大學校長洪榮鵬、教育處長徐永鴻等人也到場同樂共

舞，並體驗魔法泡泡，活動 HIGH 到最高點。 

縣長徐耀昌表示，家長的陪伴與參與最能增進親子情感互動，希望藉此活動促進家庭和諧及親子互

動，縣府除舉辦多項親子活動之外，繼苗栗市設置貓裏喵親子公園後，也將在竹南鎮獅山多功能運

動公園打造縣內第二座主題親子公園，預計有火炎山造型滑梯、沙坑等遊具，增加親子休閒新去

處。 

「魔法泡泡幸福野餐～親子童遊趣」活動由育達科大幼保系學生特別設計好玩的趣味遊戲，讓家長

帶著小朋友們闖關、還有帶動唱、泡泡達人秀等活動，主辦單位還請來空拍機紀錄活動，現場是歡

笑聲不斷。草皮上四處可見小朋友在追逐玩樂，家長帶著小朋友們席地而坐，享受野餐樂趣，場面

溫馨熱鬧，讓親子們提前歡度婦幼佳節（見圖）。 

教育處長徐永鴻指出，這次親子活動特別結合泡泡體驗及家庭野餐，除了促進親子間情感交流，泡

泡體驗也能實現孩童創意，從活動中驗證科學原理，培養科學素養。另外也透過幸福野餐活動，倡

導親子、婚姻和家庭三合一重要概念，健全家庭功能，培養兒童健康品格。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311994349 

育達科大輔導北育、桃育及光隆三校考取美髮乙級

證照 20 張 通過率勇奪全國之冠 

中央社／ 2019.03.11 18:16 

   育達科大輔導北育、桃育及光隆三校考取美髮乙級證照 20 張 通過率勇奪全國之冠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90311 18:15:06)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系楊昌鎮老師，繼去年(107

年)指導徐鈺婷同學代表台灣跨海參加日本藝術祭國際競賽，擊敗一票職業美髮師，贏得

社會組長髮包頭冠軍。這次在育達商職、育達高中及光隆家商指導美髮證照輔導班，通過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311994349


率成績亮眼，共有 20 位同學取得女子美髮乙級、男子理髮乙級，及格率達 100 % ，同學

可選擇以技優管道進入時尚造型設計系就讀。 

育達高中校長陳錦亮表示，學校發展是以「品德第一、升學第一、就業第一」成為全省第

一所通過ＩＳＯ９００２認證的高中職校，培育學生考取證照，一直是學校的教育的重

點。這次學校有 10 位同學考取男子理髮乙級證照，為校爭光，真是不簡單。李蘭芬主任

很感謝育達科大長期以來的協助與支援，本次參加勞動部「男子理髮乙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報名考試 10 同學全部通過，及格率達 100 %，成績勇奪全國之冠。 

育達商職林珈榕主任說，學校丙級證照只是門檻，而乙級證照則是就業及以技優管道升國

立大學的機會。感謝育達科大時尚系師長的用心輔導，同學有 3 位同學考取男子理髮乙級

證照，對技優甄審及甄選入學都有很大加分效果，未來若要就業，或在相關科系擔任講師

技術教師，也都具有絶對的優勢。 

光隆家商美容科簡淑玲主任指出，學校有 7 位同學考取「女子美髮乙級」，非當感謝育達

科大揚老師的用心指導，讓學生技藝精進不少。學生受到感召，許多學生不但利用假日練

習，還有的同學是多天挑燈夜戰的成果，從染髮、上膠再利用不同的指推手法，讓髮絲呈

現檢定造型，手法細膩且時尚感十足，獲得監評肯定，考取女子美髮乙級證照。 

科大校長黃榮鵬表示，學校時尚造型設計系培育學生學習是寬廣多元，理論基礎與實務操

作並重，更加強各式證照之取得，以落實學習效能。同時也跟多家髮型公司簽訂合作策略

聯盟，便積極展開教學規劃與實習設計的相關作業，利用大學端的教學資源，協助高中職

端時尚造型設計方面的人才培育，相信對三方都有很大的幫助，讓學生進入育達科大後，

能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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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大生訪君毅中學 DIY 珍奶直呼「斯勾以」 

2019-03-14 15:10 

 

 

日本女大生在君毅中學觀光科協助下，動手完成道地台灣珍珠奶茶。（記者鄭名翔攝）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的日本姊妹校國立德島大學近期造訪台灣，

君毅中學特邀請 7 名日本女大生到校與觀光科學生交流，今早雙方學生相見歡，東道主君毅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26868
javascript:void(0);


中學準備一系列活動，並請校內師生教導日本嬌客 DIY 手做珍珠奶茶、餅乾等台灣味，藉此

趣味互動提升國際觀，並加強外語能力。 

7 名日本德島大學女學生多是首度造訪台灣，此次進行為期 2 週的交流活動，除了與育達科

大應用日語系、君毅中學觀光科學生趣味互動，更藉此機會學習中文、欣賞台灣人情及風

景。 

請繼續往下閱讀... 

君毅中學為迎接遠道而來的日本嬌客，學生們特別設計一系列遊戲活動，雙方先各自用對方

語言自我介紹，隨後君毅中學校長林慶旺也送上學生設計的精美中國風春聯、特色小書包等

文創品，讓日本女大生們好驚喜。 

隨後女大生們則在君毅中學師生協助下，體驗親手製作聞名國際的道地台灣珍珠奶茶，從攪

拌珍珠、調整甜度及搭配鮮奶都自己來，過程直呼「斯勾以」（日語：好厲害）。 

林慶旺表示，藉此活動不僅提升學生對外語及國際視野的能力，未來也會持續推動語文檢

定、交換學生等；日籍率隊老師戶川美惠子則說，此次經驗對學生而言非常難得，除了感受

台灣的熱情外，也大大精進中文能力。 

相關影音 

還想看更多新聞嗎？歡迎下載自由時報 APP，現在看新聞還能抽獎，共 9 萬個中獎機會等著

你： 

iOS 載點 https://bit.ly/ltn_appstore 

Android 載點 https://bit.ly/ltn_googleplay 

活動辦法： https://draw.ltn.com.tw/slot_v8/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15004510-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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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就郵愛》新書發表 中華郵政

邀請重返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 
20:512019/03 /15  

工商 
  

孫彬訓複製連結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中華郵政公司為記錄 123 年來陪伴民眾走過的精采歲月與美好回憶，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合作出

版《轉角就郵愛：從特色郵局出發，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專書，以郵局出發，探索城鄉及在

地人情之美，協助推廣在地產業，展現文化魅力，並於 15 日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演

廳舉辦新書發表會。 

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魏健宏宣布，將贈送專書 500 冊給各大旅遊中心、鄰近特色郵局的大專院校及

公共圖書館，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也推薦給旅遊愛好者，讓郵局成為世代間美好的共同回

憶，由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主任方正光及育達科技大學公共事務中心主任陳進喜代表受贈，

並由文化部政務次長蕭宗煌與會見證。 

故事分享會邀請臺灣手繪文化大師魚夫及集郵達人旺德福娛樂董事長陳福壽到場分享與郵局結緣的

動人故事；善化郵局郵務士李松樺（筆名李翔）也透過自身經歷述說郵局對大眾生活的影響及投遞

過程的美好記憶，網路徵文獲選人蕭宇亮亦出席分享在外島當兵時，憑藉書寫郵件，傳遞萬里情的

感動。 

郵局不只是訊息傳遞者，更是融入在地歷史與人文風貌的見證者，隨著中華郵政公司多元創新，不

斷強化智慧營運，滿足顧客需求之際，也充分結合在地產業、農業、觀光及生活，透過「關懷農產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07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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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嘉年華郵樂園」及「123 郵臺灣」等系列活動，跨業整合資源，與地方合作彰顯城鄉風

貌，並結合弱勢團體共同舉辦公益活動，讓中華郵政公司從民眾情感連結的橋梁，躍升為協助產業

發展的文化推手。 

《轉角就郵愛》以特色郵局為出發點，呈現各地文化、美食，讓民眾透過郵局看見美麗臺灣，書中

也收錄了民眾對郵局的情感與回憶。邀請大家透過專書重溫以信件傳遞情意的幸福年代，走進郵

局、探索城鄉，感受郵局與在地人文共創的連結與脈動，體會傳遞幸福的美好與溫馨。 

(工商 ) 

 

 

 

 

 

https://howlife.cna.com.tw/life/20190315s004.aspx 

重返書信傳情 中華郵政推新書《轉角就郵愛》 

最新更新：2019/03/15 18:12 

中華郵政公司為記錄 123 年來陪伴民眾走過的精采歲月與美好回憶，與出版業者合作推出《轉

角就郵愛：從特色郵局出發，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專書，以郵局出發，探索城鄉及在地

人情之美，協助推廣在地產業，展現文化魅力。 

https://howlife.cna.com.tw/life/20190315s004.aspx


中華郵政公司總經理陳憲着(左 1)、中華郵政

公司董事長魏健宏(右 2)、文化部政務次長蕭宗煌(右 1)與出版業者共同為新書進行接書儀式。 

中華郵政表示，《轉角就郵愛》以特色郵局爲出發點，呈現各地文化、美食，讓民衆透過郵局

看見美麗臺灣，書中也收錄了民眾對郵局的情感與回憶。邀請大家透過專書重溫以信件傳遞情

意的幸福年代，走進郵局、探索城鄉，感受郵局與在地人文共創的連結與脈動，體會傳遞幸福

的美好與溫馨。 

《轉角就郵愛》以特色郵局爲出發點，呈現各地文化、美

食，讓民衆透過郵局看見美麗臺灣，書中收錄了民眾對郵局的情感與回憶。  



中華郵政指出，郵局不只是訊息傳遞者，更是融入在地歷史與人文風貌的見證者，隨著中華郵

政公司多元創新，不斷強化智慧營運，滿足顧客需求之際，也充分結合在地產業、農業、觀光

及生活，透過「關懷農產行銷」、「嘉年華郵樂園」及「123 郵臺灣」等系列活動，跨業整合

資源，與地方合作彰顯城鄉風貌，並結合弱勢團體共同舉辦公益活動，讓中華郵政公司從民眾

情感連結的橋梁，躍升為協助產業發展的文化推手。 

此外，中華郵政公司魏董事長同時宣布將贈送專書 500 冊給各大旅遊中心、鄰近特色郵局的大

專院校及公共圖書館，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也推薦給旅遊愛好者，讓郵局成為世代間美

好的共同回憶。(文/陳嘉琪 圖/陳嘉琪、中華郵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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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就郵愛》新書發表 中華郵政

邀請重返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 
20:512019/03 /15  

工商 
  

孫彬訓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中華郵政公司為記錄 123 年來陪伴民眾走過的精采歲月與美好回憶，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合作出

版《轉角就郵愛：從特色郵局出發，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專書，以郵局出發，探索城鄉及在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315004510-2604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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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情之美，協助推廣在地產業，展現文化魅力，並於 15 日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演

廳舉辦新書發表會。 

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魏健宏宣布，將贈送專書 500 冊給各大旅遊中心、鄰近特色郵局的大專院校及

公共圖書館，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也推薦給旅遊愛好者，讓郵局成為世代間美好的共同回

憶，由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主任方正光及育達科技大學公共事務中心主任陳進喜代表受贈，

並由文化部政務次長蕭宗煌與會見證。 

故事分享會邀請臺灣手繪文化大師魚夫及集郵達人旺德福娛樂董事長陳福壽到場分享與郵局結緣的

動人故事；善化郵局郵務士李松樺（筆名李翔）也透過自身經歷述說郵局對大眾生活的影響及投遞

過程的美好記憶，網路徵文獲選人蕭宇亮亦出席分享在外島當兵時，憑藉書寫郵件，傳遞萬里情的

感動。 

郵局不只是訊息傳遞者，更是融入在地歷史與人文風貌的見證者，隨著中華郵政公司多元創新，不

斷強化智慧營運，滿足顧客需求之際，也充分結合在地產業、農業、觀光及生活，透過「關懷農產

行銷」、「嘉年華郵樂園」及「123 郵臺灣」等系列活動，跨業整合資源，與地方合作彰顯城鄉風

貌，並結合弱勢團體共同舉辦公益活動，讓中華郵政公司從民眾情感連結的橋梁，躍升為協助產業

發展的文化推手。 

《轉角就郵愛》以特色郵局為出發點，呈現各地文化、美食，讓民眾透過郵局看見美麗臺灣，書中

也收錄了民眾對郵局的情感與回憶。邀請大家透過專書重溫以信件傳遞情意的幸福年代，走進郵

局、探索城鄉，感受郵局與在地人文共創的連結與脈動，體會傳遞幸福的美好與溫馨。 

(工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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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就郵愛 中華郵政新書發表 重返書信傳情 

 分享 2019-03-15 18:15 經濟日報  孫震宇  

中華郵政今年 123 周年慶，為記錄 123 年來陪伴民眾走過的精采歲月與美好回憶，與遠見

天下文化事業群合作出版《轉角就郵愛：從特色郵局出發，找回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專

書，以郵局出發，探索各城鄉及在地人情之美，協助推廣在地產業，展現文化魅力，15 日

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演廳舉辦新書發表會。  

中華郵政公司總經理陳憲着(左起)、

遠見雜誌社長暨總編輯楊瑪利、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魏健宏、文化部政務次長蕭宗煌共同揭書合影。 中華郵政

／提供 

因為郵局遍及全省各地，新書《轉角就郵愛》介紹各城鄉與在地之美，中華郵政董事長魏健

宏代表將新書 500 冊贈送給各大旅遊中心、鄰近特色郵局的大專院校及公共圖書館，推薦

給旅遊愛好者，讓郵局成為世代間美好的共同回憶，也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由交通部觀光

局旅遊服務中心主任方正光及育達科技大學公共事務中心陳進喜主任代表受贈，並由文化

部政務次長蕭宗煌與會見證。  

活動並舉辦故事分享會，邀請臺灣手繪文化大師魚夫及集郵達人旺德福娛樂董事長陳福壽

到場分享與郵局結緣的動人故事；善化郵局郵務士李松樺 (筆名李翔 )也透過自身經歷，述說

郵局對大眾生活的影響及投遞過程的美好記憶，網路徵文獲選人蕭宇亮出席分享在外島當

兵時，憑藉書寫郵件，傳遞萬里情的感動。  

郵局不只是訊息傳遞者，更是融入在地歷史與人文風貌的見證者，隨著中華郵政公司多元

創新，不斷強化智慧營運，滿足顧客需求之際，也充分結合在地產業、農業、觀光及生活，

透過「關懷農產行銷」、「嘉年華郵樂園」及「123 郵臺灣」等系列活動，跨業整合資源，

與地方合作彰顯城鄉風貌，並結合弱勢團體共同舉辦公益活動，讓中華郵政公司從民眾情

感連結的橋梁，躍升為協助產業發展的文化推手。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720/369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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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就郵愛》以特色郵局爲出發點，呈現各地文化、美食，讓民衆透過郵局看見美麗臺

灣，書中也收錄民眾對郵局的情感與回憶。邀請大家透過專書重溫以信件傳遞情意的幸福

年代，走進郵局、探索城鄉，感受郵局與在地人文共創的連結與脈動，體會傳遞幸福的美好

與溫馨。  

 

 

 

 

 

 中華郵政公司表示，郵局不只是訊息傳遞者，更是融入在地歷史與人文風貌的見證，透過這本專

書，感受郵局與在地人文共創的連結與脈動，重溫以信件傳遞情意的幸褔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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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郵政發表新書《轉角就郵愛》 紀錄 123 年世

代回憶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199 人追蹤 

追蹤 

2019 年 3 月 15 日 下午 5:29 

留言 

中華郵政公司為紀錄 123 年來陪伴民眾的精采歲月，特別出版《轉角就郵愛：從特色郵局出發，找

回書信傳情的美好年代》專書，今天舉行新書發表會，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魏健宏表示，將贈送專

書 500 冊給旅遊中心、大專院校及公共圖書館，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讓郵局成為世代間美好

的共同回憶。 

 中華郵政成立滿 123 周年，特別出版《轉角就郵愛》專書，以特色郵局為出發點，呈現各地的文

化、美食，探索城鄉及在地人情之美，讓民眾透過郵局看見美麗台灣，此外，書中也收錄民眾對郵

局的情感與回憶。 

 中華郵政董事長魏健宏出席新書發表會，致詞時表達對新書的願景。他表示，希望這本書能讓大家

對台灣更了解，以及不同的生活記憶回想，以及轉變的過程，讓大家看見時代的痕跡。 

 新書發表會現場也邀請網路徵文獲選人蕭宇亮出席，同時他也分享在外島當兵時，憑藉書寫郵件，

傳遞萬里情的感動 

 蕭宇亮說，那時我在馬祖當兵，我的副排長不識字，他的信都是用畫圖的方式，有一次被問到圖怎

麼畫，於是幫忙寫了信，從此他的信變成蕭先生在寫，有次副排想問太太錢收到沒，於是詢問蕭先

生怎麼畫，蕭先生決定幫忙寫信，從此他的信件變成蕭先生寫，對方則由女兒代寫代唸，就是一段

萬里傳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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