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苗栗的文創、三義的木雕、台南的表殼、台中的表面」手作工藝腕表，苗栗縣頭份市

鐘表業者徐嘉明、莊雅婷夫婦獲得 2019 年德國設計獎決賽優勝，苗栗縣長徐耀昌今天肯

定是有溫度的創新設計，讓世界看見苗栗。42 歲徐嘉明說，工藝腕錶以象徵闔家團圓的圓

桌為設計概念，表面除了 idodan 商標，留了 9 個點，寓意回家吃飯在餐桌上留久一點的意

思，並以客家話「1 多點」 idodan 為名，主角是三義木雕，原木要放的夠久，才能克服木

頭熱漲冷縮，且需要老師傅的功力，表框的圓形薄切片才不會發生龜裂。「戴得越久顏色越

深，並散發木頭的香氣！」徐嘉明夫婦強調，木頭的紋理不同，顏色也代表客家美食 4 炆

4 炒的顏色，每支手表都與眾不同，尤其是簡單 3 個零件，拆解、組合都方便，更可以有不

同搭配，符合潮流趨勢的個性化要求，手表已取得台灣、大陸專利權另，去年高雄 KIDE 國

際發明展有 20 個國家 363 件參展，仁德醫護專校復健科團隊以「筷子洗滌膠囊」、「枴

杖站立架」分別摘下 1 金 1 銀；育達科大、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合作，以「居家用智慧型具

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智慧型具互動式水監測儀表」，也拿下 1 金 1 銀，徐耀昌今天

也接見表揚，勉勵繼續努力，發明造福人群。  

苗栗縣頭份市鐘表業者徐嘉明、莊雅婷夫婦手作工藝腕表，獨一無二，獲得 2019

年德國設計獎決賽優勝。記者范榮達／攝影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759591 

影／客家美食 4 炆 4 炒的創意 工藝腕表獲德國設計

獎決賽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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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頭份市鐘表業者徐嘉明、莊雅婷夫婦手作工藝腕表，獨一無二，獲得

2019 年德國設計獎決賽優勝。記者范榮達／攝影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81987 

〈北部〉苗栗夫妻檔 設計「四炆四炒」腕錶奪大獎 

 

2019-04-17 

〔記者張勳騰／苗栗報導〕苗栗縣頭份市徐嘉明及莊雅婷夫妻檔，以客家「四炆四炒」為概念的獨特

工藝腕錶，榮獲今年德國設計獎優勝，而私立仁德醫專學子以「筷子洗滌膠囊」及「枴杖站立架」創

作，以及私立育達科大與君毅高中學生合作研發的「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及「智慧

型具互動式水監測儀表」作品，在去年 KIDE 國際發明暨設計展中奪下二金二銀，在國際舞台發光。 

  

私立仁德醫專學生所設計的「筷子洗滌膠囊」。 （記者張勳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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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頭份市徐嘉明及莊雅婷夫妻檔，以客家「四炆四炒」為概念的獨特工藝腕錶榮獲今年德國設計獎優勝。（記

者張勳騰攝） 

縣長徐耀昌昨天頒獎表揚得獎青年與團隊，稱讚獲獎青年創意無限，在國際設計大賽及發明展嶄露頭

角，是所有年輕人學習的榜樣，並期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將客家料理結合鐘錶工藝 

頭份市的徐嘉明，繼承父親鐘錶維修、零件供應事業，進而與妻子莊雅婷投入文創手錶設計，以象徵

闔家團圓的圓桌為概念，讓純粹的圓展現在腕錶上，花了二年時間改良，把客家經典料理「四炆四炒」

結合鐘錶工藝，並以客家話「一多點」為名，建立有感情的手錶品牌，從全球逾五千件優秀作品中脫

穎而出，獲二○一九德國設計大獎，已取得台灣及中國專利。 

仁德生發明筷子洗滌膠囊 

苗栗學子參加去年高雄 KIDE 發明展也傳捷報，在二十個國家共三百六十三件參展作品中摘下二金二

銀；其中仁德醫護專校復健科團隊以「筷子洗滌膠囊」與「枴杖站立架」分別獲得金牌及銀牌。 

育達科大則與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合作，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及「智慧型具互動

式水監測儀表」則拿下一金一銀。 

徐耀昌對於學子展創意給予高度肯定，例如隨身帶著走的「內置洗潔囊筷子」，用完餐後可從筷子內

取出膠囊與水混合搓揉清洗，方便又環保；「枴杖站立架」的設計則造福行動不便的民眾，可隨時隨

地固定支撐拐杖，體積小、攜帶方便、且方便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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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工藝錶躍世界舞台 回家吃飯成

創作起源 
17:172019/04 /16  

中時 
  

巫靜婷 

 複製連結 

 

鐘錶業者徐嘉明與妻子莊雅婷創作獨特工藝腕錶，榮獲 2019 德國設計獎為台灣爭光。（巫靜婷

攝） 

 複製連結 

字級設定：小中大特 

 

鐘錶業者徐嘉明夫妻以象徵闔家團圓的圓桌為設計概念，在錶面留了 9 個點，寓意回家吃飯在餐桌

上留「久一點」，用木頭訂做錶框，每支紋路皆不同，相當典雅。（巫靜婷攝） 

 

苗縣府 16 日表揚苗栗優秀青年，縣長徐耀昌期許青年在發明之路發光發熱。（巫靜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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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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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工藝錶躍世界舞台 回家吃飯成創作起源 
由 快點 TV 於 2019-04-16 生活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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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好青年躍上世界舞台，縣府 16 日舉辦優秀青年表揚活動，表揚鐘錶業者徐嘉明及妻

子莊雅婷，以獨特的工藝腕錶榮獲 2019 德國設計獎讓世界看見台灣；仁德醫專、育達科

大及君毅高中師生，在 2018 高雄 KIDE 發明展拿下 2 金 2 銀；今年度全國原民運動會苗

栗代表隊也取得 2 金 3 銀 4 銅佳績，並獲頒 14 萬 5000 元獎勵金。  

「回家吃飯」是件有溫度的事情，來自頭份市的徐嘉明表示，獲獎腕錶以象徵闔家團圓的

圓桌為設計概念，隱藏調整時間的龍頭，展現出純粹的圓，錶面上除 logo「 idodan」

外，留了 9 個點，寓意回家吃飯在餐桌上留「久一點」的意思。  

工藝腕錶從全球逾 5000 件優秀作品中脫穎而出，得到素有設計大獎「德國設計獎」決賽

優勝，徐嘉明指出，這款工藝腕錶 15 日上市，目前推出 4 款，未來將展現它多變的特

色，讓客人自行搭配錶殼、錶框與皮帶，充分展現出錶的藝術性與實用性。  

另外由仁德醫專復健科團隊以「筷子洗滌膠囊」與「枴杖站立架」在參與 2018 高雄

KIDE 發明展的 20 個國家，共 363 件參展作品中，摘下 1 金 1 銀；育達科大與君毅高中

師生團隊合作，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及「智慧型具互動式水監測儀



表」再拿下 1 金 1 銀，繼去年泰國 IPITEX 及馬來西亞 ITEX2 大國際發明展後，續創佳

績。  

108 年度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3 月 25 日在台中圓滿落幕，苗栗縣代表隊取得 2 金 3 銀 4

銅佳績，較上屆增加 1 銀 1 銅值得嘉許，縣長徐耀昌親自接見獲獎選手、隊伍及教練，頒

贈共計 14 萬 5000 元的獎勵金。原住民族事務中心主任陳世省表示，今年共有 221 名隊

職員參賽，在柔道、跆拳道、角力、慢速壘球等項目均有佳績。  

來自泰安鄉的泰雅族角力選手柯郁翔，目前就讀福興武術學校國中一年級，這次在青少年

男子組 45 公斤級取得銅牌，受到哥哥影響，小學六年級開始學習角力，希望將單薄體質

練得更健康，他表示練習過程，控制體重最辛苦，面對比自己更高壯的對手只能以技巧取

勝；教練高孝麟則指出，雖然選手身材較吃虧，但 3 場對戰下來還是表現不錯，未來會加

強他的體格訓練，讓比賽更有優勢。  

中時  巫靜婷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759839 

苗栗頭份夫婦手作腕表 德國奪優勝 

 分享 2019-04-16 23:40 聯合報  記者范榮達／苗栗報導  

苗栗縣頭份市鐘表業者徐嘉明、莊雅婷夫婦運用「苗栗的文創、三義的木雕、台南的表殼、

台中的表面」手作工藝腕表，3 件式簡單快速組合又獨一無二，獲得 2019 年德國設計獎決

賽優勝，苗栗縣長徐耀昌昨天肯定是有溫度的創新設計，讓世界看見苗栗。  

苗栗縣頭份市鐘表業者徐嘉明、莊雅婷夫婦手作工藝腕表，獲得 2019 年德

國設計獎決賽優勝。 記者范榮達／攝影 

徐耀昌昨天接見表揚優秀青年，包括徐嘉明夫婦、2018 年高雄 KIDE 國際發明展 2 金 2 銀

的仁德醫護專校、育達科大及君毅高中團隊  ，其中，徐嘉明夫婦以「回家吃飯」發想，客

家美食「4 炆 4 炒」的顏色，打造木質手表，從全球逾 5000 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今年

德國設計獎決賽優勝。  

42 歲徐嘉明說，工藝腕表以象徵闔家團圓的圓桌為設計概念，表面除了 idodan 商標，留

了 9 個點，寓意回家吃飯在餐桌上留久一點的意思，並以客家話「1 多點」 idodan 為名，

主角是三義木雕，原木要放得夠久，才能克服木頭熱漲冷縮，且需要老師傅的功力，表框圓

形薄切片才不會發生龜裂。  

苗栗縣長徐耀昌今天表揚設計及發明展得獎青年與團隊，肯定創意無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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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去年高雄 KIDE 國際發明展有 20 個國家 363 件參展，仁德醫護專校復健科團隊以

「筷子洗滌膠囊」、「枴杖站立架」分別摘下 1 金 1 銀；育達科大、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合

作，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智慧型具互動式水監測儀表」，也拿

下 1 金 1 銀，徐耀昌都勉勵繼續努力，發明造福人群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4/16/n11190375.htm 

苗栗青年獲設計獎佳績 躍上國際舞台發光 

 

徐嘉明與莊雅婷伉儷以客家團圓及簡易多變的設計，力奪德國設計獎。（許享富／大紀元） 

人氣: 30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9-04-16 6:53 PM    標籤: 苗栗, 青年, 腕錶 

【大紀元 2019 年 04 月 16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報導）苗栗好青年再次躍上世界舞台，苗栗縣

府 4 月 16 日舉辦優秀青年表揚活動，表揚來自頭份的鐘錶業者徐嘉明及莊雅婷賢伉儷，以獨特的工藝腕錶榮獲

2019 德國設計獎，讓世界看見台灣。 

此外，苗栗縣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達科技大學及君毅高中師生，繼去年泰國 IPITEX 及馬來西亞 ITEX 兩

大國際發明展後續創佳績，於 2018 高雄 KIDE 發明展拿下兩金兩銀的好成績，縣長徐耀昌特別於縣府接見傑出

的青年及優秀學子。 

對很多人來說「回家吃飯」是件有溫度的事情，徐嘉明指出，以象徵闔家團圓的圓桌為設計概念，隱藏調整時間

的龍頭，讓純粹的圓展現在腕錶上，錶面上除了 logo 外，留了九個點，寓意回家吃飯在餐桌上留久一點的意

思。「1 多點」從全球逾 5,000 件優秀作品中脫穎而出，得到素有設計大獎獎中獎之稱的德國設計獎的決賽優

勝，除此之外，這款工藝腕錶還有一個多變的特色，那即是由客人自己搭配錶殼、錶框與皮帶，充分展現出錶的

藝術性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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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明表示，手錶的功能被手機取代，每一隻修理手錶的人背後都有故事性，主要發想是客家思潮，圓融和諧。

2007 年文觀局發表苗栗縣文創品牌輔導計畫，以客家思潮、手錶結合，以此為出發。 

另外，育達科大、仁德醫專、君毅高中，於 2018 高雄 KIDE 發明展囊獲兩金兩銀的好成績。其中由仁德醫專蔡

孟書老師帶領的復健科團隊以「筷子洗滌膠囊」與「枴杖站立架」在 20 個國家共 363 件參展作品中摘下一金

一銀的好成績。 

育達科大則與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共同合作，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及「智慧型具互動式水監

測儀表」同樣拿下一金一銀，尤其摘金的「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是利用當前物聯網裝置讀取

電力傳感器的數值資料同時透過網路儲存到公有雲或私有雲，方便使用者隨時隨地的監測電力使用情形，藉以達

到節能減碳的目的，可說是相當先進的網路技術應用。 

苗栗縣長徐耀昌與獲奬青年合影。（許享富／大紀元）

苗栗縣長徐耀發昌嘉勉仁德醫專的實用發明榮獲金銀牌奬。（許享富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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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料理融入腕錶工藝 徐嘉明奪德國設計獎 

最新更新：2019/04/16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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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鐘錶業者徐嘉明（右）傳承父親事業，與妻子莊雅婷（左）轉型文創設計，將客家料理「四炆四

炒」融入腕錶工藝，榮獲 2019 德國設計大獎肯定，兩人 16 日也接受縣府表揚。中央社記者管瑞平攝 

108 年 4 月 16 日 

（中央社記者管瑞平苗栗縣 16 日電）苗栗縣鐘錶業者徐嘉明傳承父親近 50 年的鐘錶維修、材

料事業，轉型文創設計，將客家料理「四炆四炒」融入腕錶工藝，榮獲 2019 德國設計大獎，

堪稱台灣之光，獲縣府表揚。 

43 歲的徐嘉明指出，父親從事鐘錶產業數十年，從早期自營品牌、OEM 製錶，到後來主打鐘

錶維修、材料零件供應，讓他對鐘錶保有一份特殊情感，大學時期即在網路成立平台，專門販

售鐘錶零配件、工具，也自拍影片教授簡易手錶維修 DIY，近年更與妻子莊雅婷攜手走向文創

設計，希望傳承父親一生心血，將傳統鐘錶工藝發揚光大。  

從小在父親的修理台旁看到無數手錶已破舊不堪，主人仍堅持維修，徐嘉明深信「每支手錶背

後都有一段故事」，這份「手腕上的溫度」應該被延續，促使他想做出一支溫度、情感與美感

兼具的手錶。 

對許多人來說，「回家吃飯」是件有溫度的事。2017 年徐嘉明參加苗栗縣政府文創品牌輔導

計畫，提出以客家特色料理「四炒」融合在地木雕產業及手錶工藝，創造腕錶文創商品「1 多

點」，歷經 2 年研發、測試，作品參加 2019 德國設計獎，從全球逾 5000 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榮獲決賽優勝。 



徐嘉明說，「1 多點」是客家話詢問「現在幾點了」，也是一種親切的問候。作品以象徵闔家

團圓的木質圓桌為概念，以不同木質色澤分別代表 4 道客家料理「薑絲大腸」、「客家小

炒」、「鳳梨炒木耳」及「韭菜炒鴨血」，並將調整時間的突出龍頭刻意隱藏，展現純粹的

圓，錶面上除了商標之外，留了 9 個點，意味回家吃飯在餐桌上留「久」一點；另外，包括錶

框、錶殼、錶帶等元件，都可快速拆裝搭配。 

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今天在縣府舉辦「苗栗好青年」表揚活動，縣長徐耀昌接見徐嘉

明夫婦，肯定以獨特創新的鐘錶工藝設計讓世界看見台灣，更是苗栗鄉親的榮耀。  

會中也表揚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育達科技大學及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在 2018 高雄 KIDE

發明展拿下 2 金 2 銀好成績。 

其中，仁德醫專復健科師生研發「筷子洗滌膠囊」，設計在環保筷中置入洗潔膠囊，用完餐後

可從筷子內取出膠囊與水混合搓揉清洗，既方便又環保；「枴杖站立架」則造福身障者及行動

不便的民眾，可隨時隨地固定、支撐拐杖，體積小、攜帶方便。 

另外，育達科大與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合作的「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及「智慧

型具互動式水監測儀表」也分獲 1 金 1 銀，前者是利用當前物聯網裝置，讀取電力傳感器的數

值資料，同時透過網路儲存到雲端，方便使用者隨時隨地監測電力使用情形，藉以達到節能減

碳的目的，是相當先進的網路技術應用。（編輯：方沛清）1080416 

 



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16 日舉辦「苗栗好青年」表揚活動，縣長徐耀昌（2 排右 4）接見鐘錶業者

徐嘉明夫婦（2 排左、左 2）及仁德醫專、育達科大、君毅高中師生團隊。中央社記者管瑞平攝  108 年 4

月 16 日 

 

仁德醫專復健科師生研發「筷子洗滌膠囊」，設計在環保筷中置入洗潔膠囊，用完餐後可從筷子內取出膠

囊與水混合搓揉清洗，獲 2018 高雄 KIDE 發明展金牌，團隊成員 16 日接受苗栗縣長徐耀昌（右）接見表

揚。中央社記者管瑞平攝 108 年 4 月 16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270/3759409?from=udn-relatednews_ch2 

客家料理融入腕錶工藝 徐嘉明奪德國設計獎 

 分享 2019-04-16 19:06 中央社  苗栗縣 16 日電  

苗栗縣鐘錶業者徐嘉明傳承父親近 50 年的鐘錶維修、材料事業，轉型文創設計，將客家料

理「四炆四炒」融入腕錶工藝，榮獲 2019 德國設計大獎，堪稱台灣之光，獲縣府表揚。  

苗栗縣頭份市鐘表業者徐嘉明、莊雅婷夫婦手作工藝腕表，獨一無二，獲得

2019 年德國設計獎決賽優勝。聯合報系記者范榮達／攝影 

43 歲的徐嘉明指出，父親從事鐘錶產業數十年，從早期自營品牌、OEM 製錶，到後來主打

鐘錶維修、材料零件供應，讓他對鐘錶保有一份特殊情感，大學時期即在網路成立平台，專

門販售鐘錶零配件、工具，也自拍影片教授簡易手錶維修 DIY，近年更與妻子莊雅婷攜手

走向文創設計，希望傳承父親一生心血，將傳統鐘錶工藝發揚光大。  

從小在父親的修理台旁看到無數手錶已破舊不堪，主人仍堅持維修，徐嘉明深信「每支手錶

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這份「手腕上的溫度」應該被延續，促使他想做出一支溫度、情感與

美感兼具的手錶。  

對許多人來說，「回家吃飯」是件有溫度的事。2017 年徐嘉明參加苗栗縣政府文創品牌輔

導計畫，提出以客家特色料理「四炒」融合在地木雕產業及手錶工藝，創造腕錶文創商品

「1 多點」，歷經 2 年研發、測試，作品參加 2019 德國設計獎，從全球逾 5000 件作品中

脫穎而出，榮獲決賽優勝。  

徐嘉明說，「1 多點」是客家話詢問「現在幾點了」，也是一種親切的問候。作品以象徵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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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育達科大與君毅高中師生團隊合作的「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動式電力監測儀器」及

「智慧型具互動式水監測儀表」也分獲 1 金 1 銀，前者是利用當前物聯網裝置，讀取電力

傳感器的數值資料，同時透過網路儲存到雲端，方便使用者隨時隨地監測電力使用情形，

藉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是相當先進的網路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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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青年获设计奖佳绩 跃上国际舞台发光 

 

徐嘉明与庄雅婷伉俪以客家团圆及简易多变的设计，力夺德国设计奖。（许享富／大纪元） 

人气: 30 

【字号】 大  中  小 

更新: 2019-04-16 6:53 PM    标签: 苗栗, 青年, 腕表 

【大纪元 2019年 04月 16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文敏台湾苗栗报导）苗栗好青年再次跃上世界舞台，苗栗县府

4月 16 日举办优秀青年表扬活动，表扬来自头份的钟表业者徐嘉明及庄雅婷贤伉俪，以独特的工艺腕表荣获

2019德国设计奖，让世界看见台湾。 

此外，苗栗县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育达科技大学及君毅高中师生，继去年泰国 IPITEX及马来西亚 ITEX两大

国际发明展后续创佳绩，于 2018高雄 KIDE发明展拿下两金两银的好成绩，县长徐耀昌特别于县府接见杰出的青

年及优秀学子。 

对很多人来说“回家吃饭”是件有温度的事情，徐嘉明指出，以象征阖家团圆的圆桌为设计概念，隐藏调整时间

的龙头，让纯粹的圆展现在腕表上，表面上除了 logo 外，留了九个点，寓意回家吃饭在餐桌上留久一点的意

思。“1多点”从全球逾 5,000件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得到素有设计大奖奖中奖之称的德国设计奖的决赛优

胜，除此之外，这款工艺腕表还有一个多变的特色，那即是由客人自己搭配表壳、表框与皮带，充分展现出表的

艺术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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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明表示，手表的功能被手机取代，每一只修理手表的人背后都有故事性，主要发想是客家思潮，圆融和谐。

2007年文观局发表苗栗县文创品牌辅导计划，以客家思潮、手表结合，以此为出发。 

另外，育达科大、仁德医专、君毅高中，于 2018高雄 KIDE发明展囊获两金两银的好成绩。其中由仁德医专蔡孟

书老师带领的复健科团队以“筷子洗涤胶囊”与“枴杖站立架”在 20 个国家共 363 件参展作品中摘下一金一银

的好成绩。 

育达科大则与君毅高中师生团队共同合作，以“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动式电力监测仪器”及“智慧型具互动式水监

测仪表”同样拿下一金一银，尤其摘金的“居家用智慧型具互动式电力监测仪器”，是利用当前物联网装置读取

电力传感器的数值资料同时透过网路储存到公有云或私有云，方便使用者随时随地的监测电力使用情形，藉以达

到节能减碳的目的，可说是相当先进的网路技术应用。 

苗栗县长徐耀昌与获奖青年合影。（许享富／大纪元）

苗栗县长徐耀发昌嘉勉仁德医专的实用发明荣获金银牌奖。（许享富／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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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县长徐耀昌嘉勉君毅中学学子的努力。（许享富／大纪元）

苗县长徐耀昌嘉勉君毅中学与育逹科大合作荣获奖牌。（许享富

／大纪元） 苗栗县府劳青处处长彭德俊戴上徐嘉明、庄雅婷伉俪

的精致客家思潮手表。（许享富／大纪元） 

责任编辑：陈玟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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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 辦首屆外籍生實習博覽會 
04:092019/04 /14  

工商時報 
  

林福吉 

 複製連結 

 

參加廠商對外籍同學認真態度，留下深刻印象。圖／育達科大提供 

育達科技大學為落實外籍生校外實習輔導工作，拉近企業與學生距離，媒合更適切實習機會，日前

舉辦首屆「越來越感動」-2018 外籍生實習博覽會」，30 家企業提供 100 個以上實習機會，其中近

五成企業規劃實習年資列入未來留用的年資福利，更有參展企業祭出 25K 以上的實習津貼網羅優質

外籍學生。媒合面試活動前，為使新南向同學們更瞭解各公司特色與實習場域及生活設施，特別規

劃在面試前讓各企業為新南向同學簡報，透過生動活潑的介紹，讓同學們感受到濃濃的台灣人情

味，解除面試前的緊張氛圍。 

有別於每年 5 月針對應屆畢業生的「徵才博覽會」，育達科大餐旅經營系提前為學生規劃未來，在

外籍學子進入業界實習之前，舉辦「實習博覽會」。首屆實習博覽會吸引 30 家企業參展，為學生面

試與媒合，參加徵才企業有國賓大飯店、新竹老爺飯店、星享道集團、輕井澤、煙波飯店、君樂飯

店、太魯閣晶英集團、揚昇高爾夫俱樂部與暐順麗緻等企業；其中多達十餘家企業提供新南向學生

面試機會與實習名額外，更溫馨的提實習學生免費住宿及接送，更期待這批新南向外籍同學們，在

今年 9 月時加入企業成為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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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鵬校長表示，育達科大就是個大家庭，不論是台灣或新南向學生，所有學生就是家人，對學生

的照顧更是不遺餘力。育達科大每年至少 1,000 位學生赴業界實習，加上課程務實，與業界無縫接

軌。學校不只是培育達人的學校，更是培育學生成為各個產業的精英與人才做準備，本次的媒合活

動更希望新南向的外籍學生，能加入國內的觀光餐旅產業，培育成為國際間觀光餐旅產業精英份

子，未來在職場上發光發熱，開創不凡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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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啟動「運動 i 台灣」 打造健康山城 

地方中心／苗栗報導  2019-04-26 00:18 

 

苗栗啟動「運動 i 台灣」 打造健康山城 

苗栗縣政府推動「運動 i 臺灣」計畫，規畫在各鄉鎮市推出 146 項豐富、有趣的體育活

動，將持續至年底，副縣長鄧桂菊 25 日在啟動儀式中偕同協辦團隊以拳擊有氧運動暖

場，鼓勵縣民作伙來運動，打造健康山城。 

http://www.taiwanhot.net/?p=702101


 

 

「運動 i 台灣」為教育部 6 年期計畫，至今已經辦理 4 年，願景在於「自發、樂活、愛運

動」，今年縣府獲得 2 千多萬元補助費，與 53 個民間團體及學校策畫辦理各項活動，服

務對象包含銀髮族、原住民、女性、身心障礙等民眾，呼應運動 i 臺灣全民參與運動的精

神。 

 

 

教育處今天在縣府大廳舉辦「運動 i 臺灣」啟動記者會，副縣長鄧桂菊、教育處長徐永鴻

等人與會，並實際體驗拳擊有氧運動的樂趣；會中並安排國小學童勁歌熱舞、國標舞表

演，以及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理系團隊在場為民眾做體適能檢側。 

 

 

副縣長鄧桂菊指出，運動不僅強身也能增進家庭幸福，近年來縣府積極推展運動 i 臺灣各

項體育活動，培養民眾正當休閒娛樂與運動習慣，並廣邀縣民加入全民運動行列，希望引

領民眾自發愛上運動，實現「幸福苗栗、健康山城」願景。 

 

 

苗栗縣「運動 i 臺灣」計畫活動內容豐富、多元，包含結合觀光旅遊的路跑活動、銀髮族

運動樂活計畫、促進女性參與運動、親水體驗及水域安全宣導、單車活動、趣味化原住民

族傳統運動、身心障礙綜合運動會及單項運動等面向，相關活動場次可至 i 運動資訊平台

(網址：https://isports.sa.gov.tw/Index.aspx)查詢。 



 

 

另外，縣府也透過定期定點體適能檢測方式，提升民眾對於自我身體的認知與重視，各巡

迴運動指導團並將陸續至企業及運動場域推廣運動知能；還有縣體育會也將辦理職工、婦

女、銀髮族、新住民等樂活運動或健身指導班，讓運動風氣能從社區開始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