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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
校長與大陸福建商學院黃斌校長
及澳洲國際酒店管理學院(ICHM)院
長 Mr Gerald Lipman 於2019 年5月
16日在澳洲ICHM簽訂三方合作備
忘錄，促進三方開展學校教師交
流、學生交流，建置酒店管理專
業共享平台，及推動國際化應用
型酒店管理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育達科大以「應用服務」為校
務發展方向，在培育新一代服務
達人，提升人力素質上有完整培
育課程與方案，因此吸引許多中
國大陸友校尋求合作。學校提出
校際合作創新的作法，促成兩岸
三地高校與國際知名學校三方攜
手合作。

育達科大目前與福建商學院合
作培育市場營銷、物流管理及電
子商務等專業領域人才，此次結
合擁有酒店管理專業及服務專業
領先地位的澳洲國際酒店管理學
院（ICHM），共同培育優秀的國
際服務專業人才，實現「培育達
人就在育達、找達人就到育達」
的教育目標。

黃榮鵬校長指出，為適應當前
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增加學生
國際移動力，育達科大積極鼓勵
學生，赴海外大學交流學習或赴

海外實習，目前本校餐旅系吳薈
君同學即已在澳洲ICHM擔任一
年交換學生。吳同學申請赴澳洲
ICHM研修有高門檻的要求，在育
達科大餐旅系教師的指導及協助
下，吳同學順利通過申請赴澳洲
知名酒店管理學校ICHM研修，一
圓她至海外留學的夢。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茶陶創
意設計系「2019畢業成果展“器
韻”」，學生對陶瓷藝術創作注入
新創意、新活力。於108年5月20
日起在學校廣亞藝術中心及苗栗工
藝園區展出學生茶陶創意畢業成果
展，學生以對自然的情感及陶瓷藝
術的熱愛，注入茶陶的創作與生
命，在傳統茶陶文化中展現年輕人
的創意巧思，讓學生成果展更具有
意義與特色。

在教育部的輔導下，原亞太創
意技術學院茶陶創意設計系研究
所、文創所及二技暨大學部三、四
年級同學，轉介到育達科技大學就
讀，繼續追求對陶瓷藝術的一份熱
愛。此次展出的作品，集結了茶陶
系19位四技和13位二技同學們的
創意巧思作品。在「器與不器」

之間「器韻」生
動，呈現不盡相
同 的 詮 釋 及 創
作。並邀請時尚
系鄭寶寧主任、
吳靜芳老師及茶
陶 系 連 炳 龍 老
師、湯潤清老師
與苗栗知名陶藝
家邱建清老師，從陶藝設計理念、
技術造形及作品創意等進行評比。

參與評審的連炳龍老師與湯潤
清老師，是台灣工藝與藝術競賽的
常勝軍，苗栗在地陶藝家邱建清老
師，更在柴燒陶領域深耕多年，對
柴燒陶研究及創作皆深具其專業和
藝術性，對於此次參展的作品，老
師們均表示肯定與讚許。

評審結果，獲得最高分數的作

品為「明日天涯」，是二技徐穩祥
同學的作品，身為苗栗柴燒創作協
會理事長，努力勤學的精神及創作
力，以柴燒陶的表現來詮釋大地的
生命力，抽象的帆船造形，大地龜
裂的質感及落灰的特殊肌理搭配相
得益彰，也藉此創作祝福每位畢業
生同學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第二名是由二技部王慧珍同學
的作品「津金之光」，以純潔、高
貴、生命力頑強的天鵝與祈禱的少
女，呈現黑暗裡的光明溫暖人心。
第三名是四技部林昱彣同學所創作
的作品「身影」，以金屬質感的特
殊造形，表現出舞者蔓妙起舞婀娜
多姿的身影，闡明面對艱辛不屈不
饒默默付出下的自我。其他佳作作

品「修行」、「魚」、「童趣」等
也是可圈可點，所有同學們整體展
出之作品皆在水準之上，獲得評審
老師們高度肯定而。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指出，陶
土需經過1200度以上的高溫淬煉
方能成為精彩璀璨之作品，就像本
校茶陶創意設計系的學生們，歷經
幾番崎嶇難行學習之路，透過育達
科大一系列課程規劃，整合陶藝、
茶藝美學及多媒材工藝設計的學
習，在陶瓷專業技能更加精進，呈

現在陶瓷創意作品的表現，讓陶藝
的巧與美，表現的可圈可點。

茶陶系學生們特別感謝學校廣
亞藝術中心及苗栗工藝園區，提供
專業的藝術殿堂讓作品展出，也感
謝師長們熱情協助與指導安排，讓
學生畢業作品，能有機會，透過此
次展覽和大眾交流和對談。適逢畢
業驪歌聲揚前夕，於108年5月20
日至6月28日，一場陶藝「器韻」
展現不凡，邀您共享茶陶創意美的
饗宴。

2019廣亞盃全國書法比賽 提倡校園學習書法風氣

育達科大、福建商學院、澳洲國際酒店管理學院簽訂合作
培育國際化應用型酒店管理專業人才

育達科大茶陶系 2019畢業成果展“器韻” 
展 現 不 凡 的 荼 陶 藝 術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為傳承創
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藝
術之忱，提升校園人文風氣，設
立「廣秀書弈學苑」，並於5月19

日舉辦「2019廣亞盃全國書法比
賽」，參賽選手人將近2百餘人，
齊聚校園振筆揮毫，充分將語言文
字與書法藝術結合，藉由彼此切磋

觀摩，提升書藝，開展學習風氣，
同時也邀請家長與孩子一起靜心寫
字，讓文字之美永續傳承。

董事長王育文表示，本校已故

創辦人王廣亞博士，畢生熱愛書法
藝術，勤習不輟，自成一家。其所
創辦之廣興文教基金會、廣亞藝術
中心，數十年來，舉辦書法相關活
動不計其數，弘揚傳統文化不遺餘
力。    

現代人個個都慣用電腦處理文
書，日常執筆寫字少之又少，廣秀
書弈學苑舉辦「2019廣亞盃全國
書法比賽」，不論是書寫禇體、歐
體、智永、魏碑甚至宋徽宗的瘦金
體，在用筆、布字結構、墨色上，
實力成熟不相上下，因為作品字體

的正確性不能有「錯字」，往往是
勝出的關鍵。參賽獲獎作品之後會
於學校廣亞藝術中心進行展出。    

▲▲王育文董事長致詞。

▲▲王育文董事長巡視高中組比賽情
形。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圖右▲
)、福建商學院黃斌校長(圖左)及
澳洲國際酒店管理學院(ICHM)院
長▲Mr▲Gerald▲Lipman▲(圖中)帶領
參觀校園後合照。

【本報訊】今年邁入第二屆的
「2019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
賽」，28日上午在育達科技大
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全國超
過450名圍棋好手同場較勁，爭
奪棋王寶座，不少家長陪同孩
子一同參與盛會，千人齊聚，
場面十分熱鬧。

今年主辦單位廣秀書弈學苑
擴大規模，於4月28日於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2019廣秀盃全
國圍棋公開賽」，特別增加己
組和入門組，每組增加三個名
次和獎金。參賽人數乃由去年
二百名增加至四百五十多名，
成長一倍多，匯集全國各層級
的圍棋好手共襄盛舉，連同陪
弈老師和家長，當日近千人蒞
臨參訪。主辦單位特別安排兩
場校園導覽，使來賓了解本校
的辦學理念和特色。

育 達 科 大 董 事 長 王 育 文 博
士表示，學校秉承已故創辦人
王廣亞博士精神，特將書法、
圍棋列為學校通識教育重點教
學項目，設立「廣秀書弈學
苑」，推廣此二門藝術。圍棋
具有悠久的歷史，玄妙深奧、

變化無窮，是老祖宗奇特而偉
大的發明，也是多元智慧與文
化的綜合體，具有特殊的教育
功能，對於兒童心智的成長發
展，助益良多。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秦世敏秘
書長致詞時表示，今年廣秀盃
參賽人數，較去年成長一倍之
多，要歸功於校方對圍棋的大
力提倡。也要代表協會，感謝
育達對圍棋與書法的提倡。同
時，2022年4月9日即將舉辦
的杭州亞運已經正式將圍棋重
回亞洲運動會賽事項目，在座
各位選手將來都有機會為國爭
光，預祝各位把握每一場的比
賽，提升自己，贏得每一場比
賽。 

2019廣秀盃
全國圍棋公開賽擴大舉辦
帶動棋藝風氣精彩登場

▲▲王育文董事長為國小中低年級組得獎同學頒獎。

▲▲王育文董事長(左6)黃榮鵬校長(左5)秦世敏秘書長(右6)和與會貴
賓合影。

▲▲王育文董事長關心小棋手的
比賽情形。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圖
左)、福建商學院黃斌校長(圖右)
及澳洲國際酒店管理學院(ICHM)
院長▲Mr▲Gerald▲Lipman▲(圖中)簽
訂三方合作備忘錄。

▲▲王育文董事長(右5)與黃榮鵬校長(右4)龍清勇主秘(右2)觀光餐旅學院吳
菊院長(左1)和來賓合影。

▲ ▲王育文董事長
頒發第一名獎
狀與獎金予創
作「明日天
涯」的二技班
徐穩祥同學
(右)。

▲

▲第一名
的作品
「明日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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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9苗栗區企業校園
徵才博覽會「職場薪SHOW  育達
領航」於5月7日(星期二)上午10
點至下午2點假育達科技大學生活
動中心熱烈登場，本次活動與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及
苗栗縣政府共同合辦，擴大活動
徵才效益，總計有67家廠商，跨
10種產業類別，提供近3000餘個
工作機會，共吸引2千多位社會新

鮮人及苗栗區民眾前往面試，場
面相當熱烈。

育達科大為推動畢業生充分就
業，已分別於3/27(三)、4/2(二)、
4/10(三)、4/16(二)舉行本學年校
園徵才系列活動-企業徵才說明
會，邀請尚順文創、鑫鼎王、台
灣資生堂、全家便利商店蒞校說
明。當天除了大四即將畢業的學
生紛紛到場外，亦有大三學生提

早前來了解目前企業徵才狀況，
共計辦理4場，350位同學參與。

本次活動首先由育達科技大學
競技啦啦隊揭開活動序幕，將活
動熱鬧的揭開序幕。接著由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賴家仁分署長、
苗栗縣政府鄧桂菊副縣長與育達
科大黃榮鵬校長主持開幕儀式，
包括苗栗就業中心陳懷峰主任與
梁智凱督導、苗栗縣政府勞工及
青年發展處涂榮輝副處長、青年
發展科詹家銓科長、苗栗縣工業
會吳肇瑩常務監事與葉國煥總幹
事及張中武理事長等人都出席參
加，替謀職同學打氣加油，希望
都能順利就職，找到理想工作。

鄧副縣長致詞時表示，今天育
達科大的校園徵才是大專的第三
場，希望我們即將畢業邁入職場
的同學們，能夠把握這個機會，
找到理想的工作，參加廠商也能
夠找到工作達人；徐縣長一直對
我們青年學子的未來出路十分重
視，上任以來就率先六都成立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持續關
心青年的八大議題，同學們如有
任何創業、就業問題，都可以向
勞青處聯繫。

一同出席活動的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賴家

仁分署長也表示，希望青年朋友
在還沒踏出校門前，就能夠做好
就業準備，甚至找好工作，希望
各位同學能夠把握這個難得的機
會，了解各產業的需求與資格，
此外，現場也有勞動部的攤位，
提供同學跨域就業的租屋、搬遷
補助等資訊；在網路上的”台灣
就業通”網頁，也有許多實用的
就業資訊，歡迎各位同學多加運
用。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也表示，
育達科大是培育達人的搖籃，近
年來受苗栗縣政府及勞動部桃竹
苗分屬的諸多指導與協助，希望
同學在學習間能夠”做中學，學
中做”，在畢業後可以和產業無

縫接軌，快速的找的合適的工
作，今天參加廠商有當地知名企
業、全省甚至跨國企業，希望同
學能夠培養就業能力與移動力，
成為企業爭相延攬的人才。

這次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有不
少知名廠商參展，如京元電子、
大潤發、尚順開發、泰安觀止、
阿瘦實業、群創光電、捷安特、
立康生醫、元大期貨、史丹佛文
教、全家便利商店、喜來登大飯
店、裕新汽車、健身工廠等67家
廠商，跨10種產業類別，提供工
程師、儲備幹部、研發人員、企
劃人員、檢驗員、行政助理、技
術員、餐飲服務員等近3000個工
作職缺。

【餐旅系徐欣鴻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近日連續通過勞動部「餐飲
服務職類技術士證照檢定考場」
及「旅館客房服務鑑定合格考
場」評鑑合格，日後將可提供新
竹苗栗地區的考生，免於奔波桃
園及台中。育達科大不僅是竹苗
地區餐旅專業人才訓練、考試、
培訓之最佳場域，更是育達觀光
餐旅學院重要里程碑。

目前全台灣通過勞動部餐飲服
務職類技術士證照檢定考場共計
有14處，育達科技大學於108年1
月22日通過「餐飲服務鑑定合格
考場」，是全台灣第12處合格檢
定考場，此外，4月25日通過的
「旅館客房服務職類技術士證照
檢定考場」是全台第6處，也是竹
苗地區第1處旅館客房職類技士證
照檢定合格場地。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了要提
升餐旅品質，以及因應政策發展
及專業分工細緻化，將原技術士
技能檢定「餐旅服務」在105年
分別新開辦「餐飲服務」及「旅
館客房服務」二職類，術科試題
更以模擬實際服務場所情境作為
測試，希望藉此優化餐旅服務品
質，也希望透過技術士證的制度
提升從業人員專業形象。

「餐飲服務」職類部分，技
能要求包含服務台布置、餐具

分辨、餐桌擺設、餐桌服務流程
等，模擬實際餐飲服務技能，並
培養服務人員因應不同用餐方式
提供不同服務的能力，讓整體餐
飲業服務流程更流暢並符合安全
衛生規定。「旅館客房服務」職
類部分，則以國際客房服務品質
及標準，模擬客人使用後的房間
整理，包括備品準備、床鋪整理
及鋪設、客房清潔及備品擺設
等，讓消費者享有整齊乾淨的休
息空間。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院長
兼餐旅系主任吳菊表示，過去
育達科技大學未申請餐服證照考
場時，在校的學生與苗栗地區的
高中學生都必須遠赴桃園或台中
考照，而現在學校通過考場認證
後，在地的竹苗學子可減少舟車

勞頓的時間，並在優質完善與便
利的場地考試，更可提升考照通
過率。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也表示，
學校目前已具備完善與培育餐旅
產業專業人才所需的教學環境
與設備，如中、西餐專業教室、
烘焙教室、食品安全檢測專業教
室、飲料調製教室、餐旅服務專
業教室、實習旅館、校內實習餐
廳及選手培訓專業教室等教學場
域；為使校內餐旅專業實作場域
再升級，優化學生餐旅實作技
能，今年度更將陸續建置完成
餐食示範教學教室及品酒教學
教室，提供學生「做中學、學中
做」建構餐飲製備實務技術能
力，輔導學生獲得餐旅服務相關
專業證照，增強就業競爭實力。

2019育達科大苗栗區企業校園徵才博覽會
「職場薪SHOW  育達領航」－提供近3000個職缺

育達科大與韓國慶北專門大學師生交流
攜手世界高中接軌國際

108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 學生展現體態的力與美！

本校獲竹苗地區唯一餐 飲
旅館客房 服務職類檢定考場
專業實作場域再升級

▲▲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偕勞青處涂
榮輝副處長、青年發展科詹家銓
科長(右)上台致詞。

▲▲剪綵儀式後徵才活動正式開始。

▲▲ (左起)賴分署長、黃榮鵬校長、
鄧副縣長及育達劉淑惠研發長逐
一參觀各攤位。

▲▲育達通過勞動部「餐飲服務職類
技術士證照檢定考場」(圖為專
業托盤競賽比賽情形)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通過
「旅館客房服務鑑定合格考場」
評鑑合格。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5月21日
攜新竹世界高中與韓國慶北專門
大學進行師生交流，未來3校除了
將積極推動各項交流活動外，世
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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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交流當天，世界高中蘇至
斌校長親自帶領交流師生，至育
達科大與韓國慶北專門大學師生
進行交流。蘇校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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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王榮祖副校長在致詞
時說：育達科大目前與國外133
所大專院校締結姊妹校，韓國有
三所姊妹校，慶北專門大學是其
中一所，具有40年歷史的職業教
育機構，與育達及世界高中一樣
的教育理念。育達科大是苗栗唯
一科技大學，與慶北專門大學學
術交流積極頻繁，希望透本校這
個平台，攜手世界高中師生與國
際接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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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北專門大學金炳旭院長指
出，感謝這次育達科大結合世界
高中餐旅與時尚專業的師生進行
交流。慶北是韓國的一所專門培
育技職專業的大學，1968年建
校，已經有40年歷史的職業教育
機構，二校在科系專業上，與本
校有很多相同之處，大多著重於
休閒餐旅、食品營養及美容護理
為主軸，學校同時配合韓國政府
觀光的政策，希望藉由師生密切
進行學術交流，共享豐富的學習
資源。

▲▲慶北專門大學賓館烹飪烘焙系同
學由餐旅經營系陳慶麟老師教授
西餐烹飪課程。

▲▲慶北專門大學皮膚美容系同學由
時尚系鄭寶寧主任教授芳香精油
課程。

▲▲歡迎會慶北傳門大學金炳旭院長
(圖左)、育達科大王榮祖副校長
(圖中)及世界高中蘇至斌校長交
換禮物。

賀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與台灣
健身體能協會共同籌辦「108年育
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
健美健體公開賽」，於5月18日
在育達科大學生活動中心辦理，
以推廣國內學生健身運動風氣，
促進學生健康體能體態活動，打
造優質校園活力，以發揚與紀念
學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辦學的精
神。本次共有來自全國87所大專
院校及高中職共計230位健美、健

體菁英來角逐22個量級的分組競賽
名次，個個是菁英中的菁英，大秀強
健體魄，除了展現力與美外，也展現
健美、健康體態，競爭格外激烈。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致詞時表示，
108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高
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由本校休閒運
動管理系規劃籌辦，培育健身運動指
導人オ，是學校人オ培育重要目標之
一，為學生搭建一個學習成果發表舞
台，同時也為全國大專及高中職校

愛好健身運動者，多一點展現平日
訓練成果的機會，並為健身運動推
廣，善盡一份大學的社會責任。

本次比賽報名人數200多人，參觀
人數約將近600人，比賽當天來自全
國各全國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選
手陸續進場，健美的體態，每每驚
艶全場，比賽於下午圓滿結束，產
生男女子健體組及古典健美組等各
組優秀選手，頒獎時各選手期盼明
年再相會。

▲ ▲1 0 8年育
達廣亞盃
全國健美
健體公開
賽王育文
董事長(圖
左)頒發感
謝狀給讚
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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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賴佳菁報導】為提升畢
業生就業率，並協助同學尋得適
合的工作機會，育達科技大學幼
兒保育系於4月30日舉辦聯合徵
才說明會，吸引台灣幼兒早期教
育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
前教育發展學會、精英國際教育
集團、三之三國際文教機構等近
二十家大型機構，釋出6百餘個工
作機會，除平均薪資優渥外，還
提供許國外教保工作職缺，讓同
學有機會一圓海外就業夢。

育達幼保系賴佳菁老師表示，

這次活動有別於往年，採幼保系
獨立舉辦，目的就是希望，可以
集中邀請幼保產業的目標廠商，
更積極有效率且快速的讓同學與
產業接觸，進而覓得自己想往的
職缺。

現場透過廠商簡報、文宣及
現場互動等方式，與大四畢業生
進行面對面交流機會外，並提供
會後即時面試服務。會中除了詳
細介紹職場環境、職缺及工作內
容、福利待遇等，各廠商更提供
寶貴的機會，讓在校畢業學子能

在校內，即能尋找自己心目中最
理想的工作。

幼保系簡宏江主任說，往年
許多畢業生都習慣在網路上找工
作，為了讓學生有機會和企業面
對面接觸，展現對工作的熱忱和
態度，系上特別結合教學場地舉
辦徵才說明會，現場透過廠商簡
報、文宣及現場互動等方式，並
提供會後即時面試機會，同學們
可藉此詳細介紹職場環境、職缺
及工作內容、福利待遇等，讓即
將畢業的同學能在校內，就能尋
找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工作。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幼兒保
育系與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為開
創學生就業與實務經驗，21日與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簽署合作意向
書，藉由此次與產學合作，期能
與學校培訓出合適的專業人才。

育達科大王育文董事長致詞時
表示，非常高興育達科大可以和
精英國際簽訂合作協定，希望透
過這次結盟，可以強強聯手，發
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此次結
盟，同學在校所學，直接與企業
所需結合，把職場發展融入在平
日的課程當中，未來畢業即可上
手，走在專業的最前端，讓同學
畢業後找到優質、穩定且待遇優
渥的工作。 

育達科大王榮祖副校長也表
示，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與精英集
團合作，希望可以聯手共創美好
的未來，也希望張義雄董事長不
論在教學、實務方面都可以給予
指導，更希望同學可以把握這個

難得的機會交流合作，共創雙贏。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張義雄董

事長說，精英集團不只在台灣，
目前在中國大陸瀋陽也在開放加
盟，日本方面也希望把我們的智
慧托育系統引進到日本，新加
坡、馬來西亞、美國洛杉磯以及
外蒙古都有邀請精英集團前往辦
學，辦學所需人力，我們希望可
以從近年辦學績效卓著的育達科
大延攬，透過今天合作意向書的
簽訂，強化雙方產學交流，人才
培育、實習機會等事項。

張董事長說，今天會尋求“幼
教”與“社工”合作，是因為
本集團積極推動的“老幼園”概
念，在日本、法國及美國都有做
過相關的研究，可以幫助老人身
心靈健康，未來希望可以透過社
工與幼保系的教育資源，設計相
關課程，甚至未來可以透過育達
各系所的教學資源，針對老幼產
業做結合。

張董事長表示，目前精英集團
有三百多個員工，預計今年成長
至五百個，所以亟需專業優秀人
才的加入，未來精英將會提供幼
保與社工系同學獎學金，畢業後
如進入精英，將提供保障年薪50
萬的待遇，在工作2至5年後，公
司更鼓勵員工回育達進修碩士學
位，提升自己職場競爭力。

【學務處曾秀蘭報導】五月是個
溫馨感恩的季節，育達科大在這
個充滿歌頌感恩的五月裡，於5月
9日母親節前夕特別與華山基金會
造橋天使站合作，邀請造橋鄉獨
居鄉民蒞校體驗沐足、按摩與剪
髮服務，除感念造橋鄉親過去幾
年來對育達科大的支持，同時也
培養學生重視倫理、尊敬長輩之
觀念，以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活動首先登場的是時尚系學生
帶來的「親愛媽媽」與爺爺、奶
奶互動唱跳、訓練手部靈巧度的
簡易手工製作、芳療精油按摩舒
壓及義剪等。

愛是動詞要有所表達，而洗腳
可以將愛真誠地傳遞，這次活動
特別請越南學生幫長輩「洗腳按
摩」，來自越南的同學蹲下身、
彎著腰，一一替長輩們沐足按
摩，不少爺爺奶奶還是第一次體
驗，直呼就甘心!

此外，為了讓老爺爺老奶奶
們開開「洋葷」，育達餐旅系的
「D'S料理手作坊」實習餐廳，也
精心安排長輩們在一連串的舒壓
體驗後，享用著餐旅經營系王申
長老師帶領系上學生精心烹煮地
道的義式料理，並用在地的南瓜
熬煮成濃湯，讓長輩們都覺得很

窩心。
主辦單位育達科大學務處胡

英麟學務長表示，希望藉由這樣
的感恩活動，能讓學生體會生活
中有許多美好的事物，每一天都
值得感恩，把這樣的感恩行動從
校園帶到家裡和生活中的其他地
方，讓學生無時無刻都能表達感
謝，傳遞愛與溫暖！

80歲的劉爺爺、劉奶奶早期喪
子，兩夫妻因行動不便平時不易
外出，在家裡四眼相望就是平常
生活寫照，劉爺爺說育達科大是
一所有愛溫馨的學校，因為師生
在母親節感恩活動中，不管是義
剪或餐飲準備充分展現出專業與
熱誠。

劉爺爺說，感謝華山造橋天
使站的協助，及育達黃校長、師
生們，能夠以感謝與感恩的心，
來對待社區的長者，可見育達不
但辦學績效良好，也重視在地
關懷，可以說真的做到了學用合
一。

育達科大攜手精英集團產學合作 培育老幼照服人才

育達幼保系辦聯合徵才說明  釋出6百多職缺

愛在育達服務動起來
關懷獨老溫馨過節

櫻花週文化祭、美食祭夜桜花火祭り
應用日語系於5月14日在綜合大樓中庭舉辦「櫻
花週文化祭、美食季之 夜桜花火祭り」活動，
並結合了餐旅系的美食季，販售日本相關文化物
品及食品，系學會成員於活動中表演日本相關舞
蹈﹑太鼓等表演，讓全校師生能感同身受於活動
當下，也能更認識日本文化。

社工系舉辦特色徵才博覽會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於5月8日舉辦聯合徵才說明會，吸引包含桃園市政府
社會局及衛生局、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等15家政府單位及
民間社福單
位，釋出43
餘個工作機
會，讓同學
一圓政府單
位 就 業 的
夢。

2019苗栗縣縣長盃爐石競技賽
育達科技大學、君毅高級中學與苗栗縣頭份社會志工服務協會共
同合辦「2019 縣長盃爐石競技賽」，本次競賽《爐石戰記》最
後準決賽8隊於年5月18日在竹南火車站進行決賽，希望透過這場
多面向的電競活動，讓竹南頭份鄉親有機會身歷其境電競活動現
場，正確認識電子競技活動。

2019廣亞盃髮妝美甲技能公開賽
比賽於5月15日在5樓禮堂舉行，共有育達
高職、致用高中等4所學校組隊參加，共區
分時尚新娘包頭設計組、創意指甲凝膠彩
繪組及華麗新娘紙圖設計組4組競賽。

科技創新學院特色週
科創學院於4月30日至5月2日舉
辦「科創同行，夢想啟航」活動 
，邀請各式胖卡進入校園，藉此
讓師生瞭解夢想百寶車的神奇。

休管系系週會
育達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今年系周會以
野餐方式舉行，同學席地而坐，搭配自
己準備的餐點，伴隨音樂與微風.，大家
享受一個愉快的下午。

印尼學生齋戒月開始   育達貼心關懷同學
2019印尼齋戒月於5月6日正式開始，為期1個月，穆斯林在期間內必須遵守
日出到日落間禁食規定，育達科技大學為體恤信仰穆斯林學生，貼心的準
備了許多年輕人喜歡的零嘴，供學生在適合的時間點適時的補充能量。

▲▲簽約後，(由左至右)王榮祖副校
長，王育文董事長，張義雄董
事長及劉俊昇執行副總合影。

▲▲典禮結束後，與會貴賓合影。

▲▲育達科技大學幼保系聯合徵才師長與商家合照。

▲▲校務研究辦公室游書宜執行長
(圖左)也來關心同學面試情形。

▲▲越南學生幫長輩「洗腳按摩」。

▲▲時尚系馬惠君老師帶領同學為
長者義剪。

▲

▲育達餐旅系的「D'S料理手作坊」
實習餐廳為長者準備義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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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09年全國大專院校
運動會，育達科大傳回捷報。陳
怜慈在一般女子組對打第一量級
奪下一金，高浩恩則是在一般男
子組田徑100公尺跨欄項目摘下1
金。另外還有3面銀牌則是落在競
爭激烈的空手道及田徑隊，分別
是參加一般男生鏈球的黃偉哲，
以及空手道男子對打第四量級的

林哲緯、一般女生對打第二量級
的卓悅鈴，同學們的優異表現，
讓人喝采。

育達科大體衛組曾昱仁組長
表示，全大運參與選手眾多，本
校由空手道教練陳淑貞主任及田
徑隊陳鴻仁教練領隊參加及全程
專業的陪伴，今年的表現更加亮
眼！在強手環伺下，今年總計拿
下2金3銀4銅以及2個排名5名及
2個排名6名的佳績，每個獎項都
是同學們平日在校辛勤練習的果
實。

其中，就讀休閒運動管理系
的陳怜慈，今年繼去年好成績，
蟬聯一般女生組對打第一量級金
牌，成績傲人。

由陳鴻仁教練帶領的田徑隊，
高浩恩也不負眾望，今年也再次
刷新個人的記錄，同時將一般男
生組田徑110公尺跨欄金牌留在育
達。此外，陳鴻仁教練特別提到
贏得”公開女生組混合七項運動
個人賽銅牌”的休運1A周筱涵同

學，今年是她大學生涯第一次參
加公開女生組混合七項運動，就
力剋國立體大、臺灣體大、彰化
師大、東華大學等強勁對手，獲
得銅牌，實屬不易。

陳淑貞教練帶隊的空手道代表
隊中，休運系葉庭君、賴建宇及
陳秉宏，分別在一般女生組對打
第三量級、一般男生組對打第一
量級及一般男生組對打第三量級
個人競賽中，都贏得銅牌殊榮。

【本報訊】本校第五屆金嗓盃創意合唱
比賽5月8日在活動中心盛大舉行，全校
11個學系所共組成12支隊伍，共同參與
這一次的合唱比賽。參賽同學們展現創
意詮釋育達校歌，每一組都充滿熱情與
活力的表演，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學務處表示，為了讓比賽媲美專業級
的競賽，學校特別聘請育民工家的遲月
速校長、李國賜老師以及鍾季霖老師擔
任評審，希望同學們在專業老師的講評
後，能在合唱比賽的功力上更加精進。

比賽當天，各組接力表演後，幼保系
“幼要拿第一”隊摘下冠軍，亞軍及季

軍分別為時尚系的“寶媽媽”隊、餐旅
系的“餐旅之禿子打傘”隊，而休管系
的“轟炸全場”隊獲得殿軍。 

龍清勇主任秘書致詞時表示，同學
們都非常用心與認真，時常在正課結束
後，仍可在校園的各個角落看到大家努
力練習的身影。此外，時尚系與幼保
系，更有系主任與老師入列和同學一起
演出，把活動氣氛帶到最高潮。

王榮祖副校長致詞時也表示，希望
透過校歌比賽的辦理，凝聚同學們對學
校的向心力，也希望大家能在過程中成
長，共享比賽時的快樂。

【學務處曾昱仁報導】由學務處體衛組辦理107學年第二學期育達
盃籃球賽，自5月13日至16日每晚6點30分於室外籃球場及活動中
心火熱開打，過程精彩刺激熱鬧，在16號進行決賽，分別由休管系
休運系抱走冠亞軍，季軍則由進修部學生會獲得。

體育衛生組曾昱仁組長表示，籃球活動屬於身體接觸頻繁的激烈
運動，育達盃籃球賽也一直是本校生學生喜愛與參與率高的運動，
透過競賽可以培養學生對目標的追求及展現強烈的企圖心之外，更
須有縝密的策略規劃、精準的資源投入，以及確實的團隊執行，才
有機會於激烈的競賽中脫穎而出。

今年參賽隊伍計有男子組11隊，除了各系報名隊伍外，今年另有
進修部學生會同學組成聯隊與各系的隊伍共同較勁，現場並吸引眾
多同學與師長一起來為同學加油打氣。

經過一番激烈的競技後，5月16日晚上男子組計有4支隊伍搶進前
四強，最終由進修部學生會聯隊獲得季軍；冠亞軍之戰為休管系3A
隊與休運系4A隊，兩隊都展現強烈贏球的企圖心，經過一翻激戰
後，最後休管系3A隊以
一路過關斬將，贏得總
冠軍。

頒獎活動由姜副學務
長德剛頒發男子組前三
名獎盃，並邀請長期贊
助活動的富邦人壽陳鳳
鳴經理親自頒發男子組
得分王給休管系3A隊康
宇濬同學。

第五屆金嗓盃創意合唱比賽圓滿落幕

賀！本校109全大運奪2金3銀4銅 育達盃籃球賽  休管3A奪冠

▲ ▲時尚系的“寶媽媽”隊，鄭寶寧系主
任也上台表演，為活動帶來高潮。

▲▲龍清勇主任秘書頒發冠軍獎座與獎金
予幼保系“幼要拿第一”隊。

▲▲陳鴻仁教練(右)與贏得一般男生
組田徑100公尺跨欄個人金牌的
高浩恩合影。

▲▲休運系陳淑貞主任(右)與贏得空
手道一般女子對打第一量級金牌
的陳怜慈合影。

▲▲姜德剛副學務長頒發前三名勝出同學。

【學務處林佩儒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學務處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於5月15日辦理「畢業生轉銜輔
導職涯座談會－工作面試〝脫〞
穎而出」活動，榮幸邀請到苗栗
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吳宗駿
老師，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苗栗就業中心身心障礙
就業服務員施懿娜老師等二位專
家，蒞校教授關於畢業生轉銜輔
導資訊分享，本次更邀請本校時
尚系馬惠君老師，為同學介紹面
試及工作應該怎麼穿衣服，以及
基本的妝容技巧。

苗栗縣政府勞青處吳宗駿老
師親和力十足，現場師生給予高
度讚許與擁戴，課程內容豐富和
實用，課程重點包括：職業輔導
評量、職業訓練、職務再設計等
服務內容，以個案管理方式，有
效連結及運用當地身心障礙者各
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另一位施
懿娜老師更是讓學生讚嘆有加，
課程內容有：就業中心提供的各
項服務內容，包含一般性就業服
務、支持性就業服務、庇護性就

業服務等內容，也介紹了許多身
心障礙學生可以使用的各想補助
及資源，歡迎一般民眾及身心障
礙學生到就業中心諮詢。

學務處胡學生事務長與姜副學
生事務長也說：感謝苗栗縣政府
勞青處和勞動部就服中心薦派資
深老師蒞校指導，畢業季在即，
本校必全力輔助各畢業生於畢業
後即就業，相對學校研發處也
於近期已完成辦理大型畢業生就
業博覽會，在全方位的協助與輔
導，讓育達科大畢業即就業，發
揮在校所長予奉獻社會和家庭。

就業轉銜  育達有成
學務處舉辦轉銜輔導職涯座談會

▲▲胡英麟學務長(右)頒發感謝狀予
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吳
宗駿老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苗栗就業中心身心障礙就業服務
員施懿娜專員宣導苗栗就業中心
提供的服務。

【學務處許雅惠報導】育達科
技大學進修部學生會有鑒於音
樂不分年齡與區域，於5月7日
特別舉辦「育見嘻哈夜　達人
嗨翻天」演唱會，邀請現在最
受年輕人歡迎的嘻哈歌手，包
括嘻哈天團「玖壹壹」、「草
屯囝仔」以及新生代的艾文同
學蒞校演唱，一場純粹嘻哈派
對劃破一向沈靜的山城夜空。

活動一開始就由育達科大熱
音社用最年輕搖滾的方式開場
炒熱現場氣氛，而活力十足的
黃榮鵬校長一上台致詞，就讓
人感受他到對這場演唱會的推
崇和支持，也顯示出黃校長對

於青年學子喜好的關注與瞭解；接
著由推出＜不想上課＞單曲一砲而
紅的艾文同學帶來一連串的嘻哈歌
曲，青春無敵的他具有大將之風，
對於舞台的掌控與觀眾間互動，都
讓人感受到他對音樂的執著與投
入。    

第二組表演歌手－草屯囝仔除
了帶來嗨翻全場的歌曲外，兩人絕
佳默契、幽默風趣的對話，並不時
與現場歌迷你來我往互動，讓現場
歌迷笑聲不斷、無不陶醉在他們舞
台魅力中。

而壓軸演出的就是現代紅遍台
灣的嘻哈天團「玖壹壹」，一出場
就點燃全場「嘻哈魂」頓間爆發
力，隨著一首接一首大家耳熟能詳
的歌曲搖擺，現場尖叫聲和唱和聲
不斷，讓人深刻感受到天團的魅力
和渲染力，對於平時忙於課業、工
作家庭的學生來說，徹底融入嘻哈
音浪的震憾中。

三 組 表 演 歌 手 皆 展 現 親 民 作
風，不但與現場歌迷互動頻繁，更

不時滿足歌迷的要求包括用歌迷的
手機與歌迷，而進修部學生會也
幫歌迷謀福利，讓幸運抽到獎的同
學，一圓心中的夢想－上台單獨與
心目中的偶像拍照。

進 修 部 學 生 會 會 長 吳 昌 儒 表
示，他們這次之所以主辦這場演唱
會，是因為有感於以往大家都認為
嘻哈音樂是少數人喜歡的，但事實
上卻已是現在年輕學子生活中不可
獲缺的一部份，很開心能邀請到嘻
哈界天團蒞校讓竹苗民眾都能享受
到嘻哈音樂的洗禮，更希望下次能
有機會再舉辦。

進修部「育見嘻哈夜 達人嗨翻天」演唱會 
嘻哈光芒震響苗栗夜空～

▲▲舞研社同學中場帶來熱情的
舞蹈。

▲▲ 911與黃榮鵬校長、工作人員合影。

▲▲ 911大方地與同學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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