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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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育達科大餐旅系吳薈君同學即已在澳

洲 ICHM 為期一年交換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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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圓她至海外流學的夢。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82009 

育達科大校園徵才 3000 職缺供新鮮人卡位 

2019-05-07 12:05 

 

［記者鄭名翔／苗栗報導］2019 年苗栗區企業校園徵才博覽會，今來到最終站育達科技大

學，共有 67 家企業廠商，橫跨 10 種產業類別，提供近 3000 個工作機會，吸引許多學生及縣

民前來參觀、面試。苗栗副縣長鄧桂菊也到場勉勵準職場新鮮人，努力充實自己做好準備邁

向新階段，更歡迎在地青年能留在苗栗貢獻所長。 

 https://tw.news.yahoo.com 

 育達科大  培育國際酒店管理人才  

 中時電子報  

 文╱林福吉  

 2019 年 6 月 1 日  上午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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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日前在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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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結合澳洲國際酒

店管理學院（ ICHM）的酒店管理專業及本身於現代服務專業領先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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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82009
https://tw.news.yahoo.com/


「職場薪 SHOW 育達領航」徵才活動今早於育達科大活動中心熱烈登場，包括京元電子、

尚順開發、泰安觀止、群創光電、大潤發、捷安特、喜來登飯店等知名廠商皆來擺攤招募新

血，國軍也設有三處攤位，廣邀擁有特殊專長學生加入保衛國家的行列。 

請繼續往下閱讀... 

鄧桂菊說，苗栗縣政府在縣長徐耀昌率領下，於六都之外首先成立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積極

輔導青年就業，尤其希望將優秀人才根留苗栗。鄧指出，苗栗內有竹南、銅鑼科學園區，提

供許多工作企業，此外縣內觀光產業發達，更適合休閒觀旅科系學生發展，且薪水皆有 3 萬

以上，生活開銷又較大都市節省。 

泰安觀止溫泉會館財務主任李永吉表示，公司希望找到具外語能力、活潑願與人互動的新

血，而育達科大本身培育許多優秀觀光人才，剛好可以補上人力需求，且作為在地企業，更

希望找到苗栗年輕人就近加入，減少人力汰換問題。 

育達科大學生則認為，希望能優先選擇離家鄉較近的工作，且能與本身所學及興趣相符，第

一份工作先累積經驗，起薪期盼能有 3 萬元以上。 

想看更多新聞嗎？現在用 APP 看新聞還可以抽獎  點我下載 APP 按我看活動辦法 

 

育達科大校園徵才今開幕，許多學生一早就來了解。（記者鄭名翔攝） 

 

育達科大啦啦隊精彩表演為活動揭開序幕。（記者鄭名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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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大校園徵才，共 67 家廠商進駐，提供 3000 個就業機會。（記者鄭名翔攝） 

 

 

 

【大成報記者彭維權／苗栗報導】2019 苗栗區企業校園徵才博覽會「職場薪 SHOW 育達領航」於 7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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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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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賴家仁分署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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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校友會何川澤理事長及張中武理事長等人都出席參加，替謀職民眾打氣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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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yam.com/Article/201905072382862019 育達科大苗栗區企業校

園徵才博覽會大成報／彭維乾 2019.05.07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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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等近 3000 個工作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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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徵才 育達科大 67 廠商 3 千頭路 
 

台灣新生報 

1.1k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 

2019 年 5 月 8 日 上午 12:00 

留言 

苗栗縣今年壓軸的校園徵才活動，昨（七）日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登場，計有六十七家績優廠商

提供跨十種產業類別、約三千個職缺，吸引應屆畢業生及待業、轉業民眾參與，除一覽就業市場的

趨勢與脈動，盼能求得「好薪情」。 

縣府攜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育達科大舉辦「職場薪 SHOW、育達領航」校園徵才，

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勞動部桃竹苗分署長賴家仁、縣府勞青處副處長涂榮輝等人到場支持。 

參加徵才博覽會的廠商包括資訊科技、行銷流通、休閒觀光、餐飲服務、教育事業、製造業、時尚

造型設計、金融服務、健康照護及政府機關等類別，提供工程師、研發、儲備幹部、企畫幹部、檢

驗員、餐飲服務人員約三千個職缺。 

參與廠商包括京元電子、智邦科技、群創光電、大潤發、全聯實業、尚順開發、喜來登飯店、裕新

汽車、台灣保來得、立康生醫、史丹佛文教等知名企業；國軍資通電軍指揮部網路戰聯隊也設攤招

募網軍。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81135 客家台首頁 客家新聞 2019-05-24 育達科大茶陶設計系畢展 展現

創作能力【鍾志明 苗栗造橋】苗栗縣育達科技大學茶陶創意設計系，是目前台灣少數與茶陶相關產業的科系，

而這個科系，是育達接收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而來，最近這批同學即將畢業，學校除了舉辦畢業成果展，也向教育

部提出申請，希望有志茶陶產業的同學，還能有學習專業知識的學校，可以選填，不要讓台灣茶陶，失去專業的

高等教育機構。同學們的畢業作品讓人驚豔，學校也以專題製作分組頒發獎項，鼓勵同學，繼續朝陶藝創作之路

前進，在育達科大，茶陶創意設計系的畢業成果展上，四技部與二技部 21 位同學的作品，證明所學成果極具水

https://tw.news.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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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不少在職的同學，也肯定學校的教學，提升了自身的製陶技藝。育達科大茶陶創意系畢業生 徐穩祥：「了

解的東西會比較深、比較寬，然後你跟同學一起練習，同學也有不一樣的專長或他心裡想的，或是他接觸到客

戶，反應給他的，這些都是寶貴的資料。」徐穩祥的作品「明日天涯」，獲得畢業成果展第一名，表現的是難能

可貴的同窗之情，而系上同學們多是因為對陶藝有興趣或是業界專業人士，為了再精進專業而選讀，這 21 位同

學畢業後，由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轉校而來的學程就告一段落，育達也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希望在該校也能開設相

關系所，延續苗栗茶陶文化。育達科技大學校長 黃榮鵬：「地方的產業跟官方，還有我們學術界能夠結合產官

學，讓學生能夠在職進修，甚至新的學生，能夠跟產官學的培養，培養我們苗栗的子弟。」這場畢業成果展，也

將移師苗栗工藝園區展出，讓學生們精彩的作品被看見，也藉此鼓勵有志朝茶陶產業發展的同學們，為台灣茶陶

傳承盡一份心力。 

 
 

 

 

 

https://tw.news.yahoo.com/%E7%BA%96%E7%B6%AD%E4%B9%8B%E7%BE%8E-

%E7%9C%8B%E8%A6%8B%E5%8F%B0%E4%B8%AD%E5%B7%A5%E8%97%9D%E5%AF%A6%E5%8A%9B-

102712018.html 

纖維之美 看見台中工藝實力 
 

今日新聞 NOWnews 

18.5k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柳榮俊／台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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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1 日 下午 6:27 

留言 

 

▲遇見台中－時尚產學交流展，伊林模特兒時尚走秀為活動揭開序幕。 (圖／新聞局提供 2019.5.31) 

更多 

遇見台中－時尚產學交流展邀請有時尚教母之稱的馮亞敏、針織女王潘怡良等 7 位品牌設計師與中

部多所大學時尚學院，以台灣工藝、創新布料及環保綠時尚為主題展出。今(31)日在台中市纖維工

藝博物館開幕，邀請知名主持人黃子佼，以及伊林模特兒走秀為活動開幕。 

楊瓊瓔表示，台中積極推動在地工藝，特別集結國際知名設計師與台中學子共同激盪創意火花，期

望藉由這次展覽，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纖維之美」，看見台中工藝實力。文化局表示，這次展覽邀

請徐秋宜、許艷玲、葉珈伶、汪俐伶、UUIN、繭果子和潘怡良等 7 位國際知名品牌設計師，與育達

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及中州科技大學等時尚學院攜手，合力展出 60 餘件作品。 

展覽以「百峰相聚、千川匯集」為主題，象徵大台中山靈水秀、地靈人傑之意象，空間則運用視覺

渲染燈光、音樂、特殊布幔及蜿蜒的河流，營造出山水情境，讓觀展民眾有如穿梭、漫步在山水

間，感受台灣獨特的自然氛圍。時尚秀展示此次參展設計師及學生的 26 套代表作品，特選具台灣工

藝、台灣創新布料及環保綠時尚為主題的作品。 

 

此外，「遇見台中-時尚產學交流展」於展覽期間將辦理 2 場「創纖講堂」，以「時尚產業展望：國

際及中國市場趨勢」為主題，邀請在時尚界具影響力的知名人士潘怡良和馮亞敏與時尚學院及時尚

設計愛好者分享及交流。潘怡良是海內外獲獎無數的台灣之光，不僅是中國具指標性的設計獎項

「金頂奬」得獎者中唯一的台灣人，也是在中國時裝設計圈具有影響力的「針織女王」。 

馮亞敏則是代理國際品牌「喜事國際」的創辦人，自 1997 年開始代理西班牙品牌 CAMPER，品牌

進入台灣後一炮而紅，並於歐洲時尚圈嶄露頭角，同時代理 45rpm、川久保玲、BALENCIAGA 及

GIVENCHY 等品牌，有著「時尚教母」之稱。 

另外，纖博館當期特展還有亞太纖維工藝展及五色韓國天然染色展，並推出博物館紀念集章限時活

動，以及 DIY 新纖玩藝、春秋二季的綠工藝研習班，館內還有博物館特色餐廳與商店，今年暑假 7

月 10 日到 8 月 18 日，特別響應「台中購物節」，只要觀光消費購物，滿 500 元上網登錄發票即可

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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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系年度盛事 百校千人競逐展技能創意 

更新時間：2019-05-13 21:26:57 

     

【新唐人亞太台 2019 年 05 月 13 日訊】歡迎收看今天的好樣 Formosa。「健行好棒盃」餐旅

技能全國公開賽，是台灣餐旅科系的年度盛事，比賽項目包括調酒、手沖咖啡、客房布置等 20 個項

目，今年共 100 所學校參加，是餐旅系學生觀摩，帶動國內餐飲技術更上一層樓的好機會。 

花式調酒，展現平時訓練的成果；還有手沖咖啡，也要掌握沖泡的水量、溫度，每個步驟都不能馬

虎，完成後自己先品嚐成果，參賽學生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杯手沖咖啡。 

育達科技大學 王同學：「在學校每天都會沖一杯給老師喝，讓老師來評分，抓水位、精準度、時

間。」 

育達科技大學 黃同學：「在學校跟老師討論沖法，未來想要開一家店。 

還有標準調酒，要在兩分鐘內完成所有的動作，比賽過程就可以看出，平時的訓練是否到位。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謝同學：「想要訓練自己的速度，要記得酒譜，能夠在最快的速度中，把這六杯

酒做好，做到最完美。」 

「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公開賽 11 日在桃園健行科技大學舉行，桃園市長鄭文燦在致詞時表示，好

的美食跟好的旅館服務，會讓遊客感受到幸福感。 

桃園市長 鄭文燦：「美食需要記憶，也需要創意，需要職人的專注，追求完美的精神，希望今天的

大賽，可以給我們參賽的選手，末來都可以成為一個美食大師。」 

https://www.facebook.com/dialog/share?app_id=173142506219364&href=http://www.ntdtv.com.tw/b5/20190513/video/245557.html&display=popup&redirect_uri=http://www.ntdtv.com.tw/b5/20190513/video/245557.html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www.ntdtv.com.tw/b5/20190513/video/245557.html
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http://www.ntdtv.com.tw/b5/20190513/video/245557.html (%E9%A4%90%E6%97%85%E7%B3%BB%E5%B9%B4%E5%BA%A6%E7%9B%9B%E4%BA%8B %E7%99%BE%E6%A0%A1%E5%8D%83%E4%BA%BA%E7%AB%B6%E9%80%90%E5%B1%95%E6%8A%80%E8%83%BD%E5%89%B5%E6%84%8F - %E6%96%B0%E5%94%90%E4%BA%BA%E4%BA%9E%E5%A4%AA%E9%9B%BB%E8%A6%96%E5%8F%B0)
https://twitter.com/intent/tweet?text=%E9%A4%90%E6%97%85%E7%B3%BB%E5%B9%B4%E5%BA%A6%E7%9B%9B%E4%BA%8B %E7%99%BE%E6%A0%A1%E5%8D%83%E4%BA%BA%E7%AB%B6%E9%80%90%E5%B1%95%E6%8A%80%E8%83%BD%E5%89%B5%E6%84%8F - %E6%96%B0%E5%94%90%E4%BA%BA%E4%BA%9E%E5%A4%AA%E9%9B%BB%E8%A6%96%E5%8F%B0&url=http://www.ntdtv.com.tw/b5/20190513/video/245557.html
mailto:?subject=%E9%A4%90%E6%97%85%E7%B3%BB%E5%B9%B4%E5%BA%A6%E7%9B%9B%E4%BA%8B %E7%99%BE%E6%A0%A1%E5%8D%83%E4%BA%BA%E7%AB%B6%E9%80%90%E5%B1%95%E6%8A%80%E8%83%BD%E5%89%B5%E6%84%8F - %E6%96%B0%E5%94%90%E4%BA%BA%E4%BA%9E%E5%A4%AA%E9%9B%BB%E8%A6%96%E5%8F%B0&body=%E6%AD%A1%E8%BF%8E%E6%94%B6%E7%9C%8B%E4%BB%8A%E5%A4%A9%E7%9A%84%E5%A5%BD%E6%A8%A3Formosa%E3%80%82%E3%80%8C%E5%81%A5%E8%A1%8C%E5%A5%BD%E6%A3%92%E7%9B%83%E3%80%8D%E9%A4%90%E6%97%85%E6%8A%80%E8%83%BD%E5%85%A8%E5%9C%8B%E5%85%AC%E9%96%8B%E8%B3%BD%EF%BC%8C%E6%98%AF%E5%8F%B0%E7%81%A3%E9%A4%90%E6%97%85%E7%A7%91%E7%B3%BB%E7%9A%84%E5%B9%B4%E5%BA%A6%E7%9B%9B%E4%BA%8B%EF%BC%8C%E6%AF%94%E8%B3%BD%E9%A0%85%E7%9B%AE%E5%8C%85%E6%8B%AC%E8%AA%BF%E9%85%92%E3%80%81%E6%89%8B%E6%B2%96%E5%92%96%E5%95%A1%E3%80%81%E5%AE%A2%E6%88%BF%E5%B8%83%E7%BD%AE%E7%AD%8920%E5%80%8B%E9%A0%85%E7%9B%AE%EF%BC%8C%E4%BB%8A%E5%B9%B4%E5%85%B1100%E6%89%80%E5%AD%B8%E6%A0%A1%E5%8F%83%E5%8A%A0%EF%BC%8C%E6%98%AF%E9%A4%90%E6%97%85%E7%B3%BB%E5%AD%B8%E7%94%9F%E8%A7%80%E6%91%A9%EF%BC%8C%E5%B8%B6%E5%8B%95%E5%9C%8B%E5%85%A7%E9%A4%90%E9%A3%B2%E6%8A%80%E8%A1%93%E6%9B%B4%E4%B8%8A%E4%B8%80%E5%B1%A4%E6%A8%93%E7%9A%84%E5%A5%BD%E6%A9%9F%E6%9C%83%E3%80%82

%E5%85%A8%E6%96%87%E7%B6%B2%E5%9D%80%EF%BC%9Ahttp://www.ntdtv.com.tw/b5/20190513/video/245557.html


采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古素琴：「現在你們所接受的，這麼紮實的訓練，就是為了讓台灣餐飲業的

產業，能夠再升級。要尊重每一次學習的機會，也要尊重每一次比賽的經驗，培養自己創新的能

力，還有國際觀。」 

今年的比賽有手沖咖啡、花式調酒、客房創意佈置等 20 個項目，藉由這個平台，可以讓學生觀摩、

學習，發揮創意，帶動國內餐飲技術更上一層樓。 

新唐人亞太電視 黃亮戩 台灣桃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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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台灣青年之家會長鄭明嘉是道地的台南人，2008 年赴廣

州創業。  記者李仲維／攝影  

廣州台灣青年之家會長鄭明嘉表示，台灣大學生赴廣州實習成長趨勢明顯，暑期實習的人

數近三年來成長近八倍，且有 95%的台青想去陸資企業實習。  

鄭明嘉是道地的台南人，2008 年赴廣州創業，現為廣州台灣青年之家會長、雲貝貝託嬰管

理咨詢（廣州）CEO，2016 年成立廣州台灣青年之家，以「以台引台，以台助台」為號召，

協助台灣青年在廣州實習、就業、創業、培訓等。  

鄭明嘉表示，近來願意赴廣州實習的台灣大學生增加很多，2016 年暑期實習有 45 人、2017

年 137 人，2018 年達 350 人，三年來成長近八倍。而剛開辦的 5 個月長期實習，今年有

14 人參與，預計明年將成長到 100 人，已有不少學校表明希望保留名額。  

經濟日報提供  

鄭明嘉坦言，到廣州實習的台青有 95%都想去陸資企業，尤其是 500 強企業，外資企業次

之，台資企業位居第三。他舉例，網易科技、廣藥集團王老吉等，根本不用介紹，台生網路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5/07/2/6267054.jpg&x=0&y=0&sw=0&sh=0&sl=W&fw=250&exp=360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5/07/2/6267225.jpg&x=0&y=0&sw=0&sh=0&sl=W&fw=400&exp=3600&exp=3600


搜尋一下，就知道是大陸實力堅強的陸資企業。就業部分，今年提供的 1,000 個職缺，台

灣學生選擇媒合的幾乎都是陸企。  

來自桃園的黃子晏畢業於育達科技大學，在廣州實習結束後決定留下來就業，踏進托育及

幼教職場才九個月，目前已當上班主任。  

黃子晏說，自己很習慣在廣州工作，薪水也比台灣好很多，例如每年加薪的幅度，在廣州一

年可以加薪人民幣 1,000 元，加薪幅度可能是台灣的四到五倍。此外，廣州市場也大，升

遷管道順暢，工作 2 年後就能升上幹部，台灣可能做了 10 年，仍沒有合適升遷空間，以幼

教來說，只能當一名資深老師。  

莫湘淇是黃子晏的同學，也留在廣州就業。她表示，公司提供每三個月回台灣的機票補助及

返台假福利，往返台灣大約花 4 到 5 個小時就可到，很快、也很方便；另外，公司也提供

中晚餐及住宿，老闆每個月投資在員工身上至少新台幣 1 萬多元，感覺很重視員工，工作

起來特別有成就感。  

目前就讀世新大學圖傳系四年級的李侑綾、新聞系的蔡宇蓁、觀光系的柯昀彤，大學最後一

個學期都選擇到廣州的網易遊戲公司實習，分自分配到客服管培、遊戲營運部門。  

鄭明嘉認為，大陸全力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廣州每年都在改變，是適合年輕人生活、打拚的

地方。就業部分，只要台青能力好、肯努力，薪資上漲非常快，媒合就業公司的薪資很容易

就達到人民幣 8,000 至 1 萬元，甚至有從事基因檢測的台青，工作 2 年後，月薪漲到人民

幣 1.2 萬元。這個條件  在高雄市或台灣都比較難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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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服員即測即評單位 新增 3 家 
 

台灣新生報 

1.1k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李叔霖／台北報導】 

2019 年 5 月 10 日 上午 12:00 

留言 

台灣邁向超高齡社會，照顧服務需求越來越高。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昨（九）日表示，因應照顧服

務產業專業人力證照需求，配合開辦照顧服務員職類單一級檢定，今年新增育達科技大學、輔英科

技大學及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等三個即測即評及發證單位。根據統計顯示，全台辦理照

顧服務員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能檢定，總計共有二十四個服務據點。 

https://tw.news.yahoo.com/%E7%BE%A4%E5%B4%B4%E5%9C%8B%E9%9A%9B-%E5%8A%A0%E7%A2%BC%E5%9F%B9%E8%82%B2%E4%BA%BA%E6%89%8D-215006072--finance.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E%A4%E5%B4%B4%E5%9C%8B%E9%9A%9B-%E5%8A%A0%E7%A2%BC%E5%9F%B9%E8%82%B2%E4%BA%BA%E6%89%8D-215006072--finance.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E%A4%E5%B4%B4%E5%9C%8B%E9%9A%9B-%E5%8A%A0%E7%A2%BC%E5%9F%B9%E8%82%B2%E4%BA%BA%E6%89%8D-215006072--finance.html
http://61.222.185.194/
http://61.222.185.194/


針對照顧服務員從業資格，衛福部採取多軌制，只要取得照顧服務相關學歷、訓練或技術士證之一

者，就有從業資格，其中技術士證是由勞動部所核發。勞動力發展署指出，目前已有即測即評及發

證技能檢定便民措施，這些檢定措施提供簡章販售、報名、測試、發證單一窗口全功能快速檢定服

務。 

原則上，民眾可在六週內完成報名、考試並拿到技術士證。發展署指出，自開辦以來，這項職類技

術士證核發已經超過四萬五千張，近幾年每年約有六千人次報檢。為提供民眾就近取得報考資訊，

全家、萊爾富及 OK 超商或即測即評及發證承辦單位等通路均可購買簡章及報名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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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安 26 週年慈善園遊會 讓愛延續擁抱憨兒 

人氣: 3 

【字號】 大  中  小 

更新: 2019-05-05 3:25 PM    標籤: 幼安, 慈善園遊會, 幼安教養院 

【大紀元 2019 年 05 月 05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文敏台灣苗栗綜合報導）幼安教養院 26 歲了，5 月 4 日在

苗栗縣府前廣場舉辦「讓愛延續齊心擁抱憨兒」幼安公益慈善園遊會暨身心障礙福利宣導公益活動，串起溫暖力

量共同點亮憨兒的希望。 

由苗栗縣大家長徐耀昌縣長、苗栗縣社會處楊文志處長、行政院中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苗栗分會林彥伶會長、

聯合大學校友會苗栗分會朱碧霞會長、冠軍建材羅貴蘭高專——–等嘉賓共同印上愛的手印，用雙手溫暖擁抱憨

兒的意象來敲響十全十美十聲響亮愛心鑼，正式揭開活動。 

該公益慈善園遊會主要是希望能幫助沒有媽媽的憨兒及高風險弱勢家庭籌募教養扶助、醫療照顧、設備老舊更

新，讓我們所關心的弱勢服務對象得到優質的服務與完善的照顧。活動包含成果展、才藝表演、表揚活動、攤位

義賣、身心障礙福利宣導暨諮詢服務，其中還有人氣卡通「佩佩豬」、「小小兵」遊走販售康乃馨，一同在現場

溫馨慶祝母親節，不但增進親子活動，也可以做愛心! 

這場活動也感謝 216 名志工，包含中華大學、建台中學、聯合大學、仁德醫專、育達科大、大慈功德會等，同

時也邀請芝麻街幼兒園、廖進興老師烏克麗麗表演、姍姍舞蹈教室、邱金墩客家童謠文化推廣協會、苗栗跆拳道

訓練中心、育達科大啦啦隊蒞臨表演，活動最後由幼安教養院同仁們獻唱「感恩的心」共同感謝今天與會的所有

好朋友，一同締造苗栗溫馨盛況。 

靠著社會大眾廣大的愛心及捐助，包含宣導及義賣一共有 100 個攤位共襄盛舉，許多攤位也會將當日義賣所得

捐助給幼安，一同見證幼安教養院 26 年來的成長與感動。院長林勤妹表示，特別感謝苗栗縣政府、各鄉鎮市公

所、企業團體、鄉親朋友們對幼安的肯定與支持。 

今年幼安邁入第 26 年，每年服務超過一千六百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從不缺席、不中斷，一本初衷以專業熱

忱的服務，希望透過園遊會活動把更多的愛傳承下去，讓更多人認識幼安、幫助幼安，感謝大家無私捐助陪伴，

幼安有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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