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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王育文董事
長勉勵畢業生 積極進取 永不放棄

2 育達啟航

3 國際飛颺

4 108年度傑出校友介紹

六月是個充滿喜悅又帶著無窮希望的月
份，各位同學在學校經過三年多的淬練，完
成了學業，即將帶著師長的祝福，邁向人生
另一階段的旅程。在這令人興奮又不捨的日
子，我要恭賀各位同學勤學有成，也恭喜各
位家長多年來您們殷切的期望即將要落實
了。

育達在很多方面都拿下「全國第一」，例
如學生赴海外交流比例全國第一，又如學校

推動全面實習，校內更置學生實習餐廳及實習旅館等，提供為數眾
多的實習及打工機會，照顧學生經濟需求，同時也吸引許多縣市學
子來就讀，107年註冊率逆勢成長高達19%，註冊率全國第一。又如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首創師徒制，讓欠缺程式語言、微
積分基礎的學生跟著老師步伐邁進黃金職涯，透過與百家知名企業
產學合作，預約最夯的人工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就業良機。

育達用心投入於科技創新學院、觀光餐旅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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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在學生身上，打造「育達品牌」，連年招生都
有優異成績，畢業生更備受社會各界與職場雇主肯定，獲時報周刊
企業調查108年最具備潛力的新興大學。

當你們這一次走出苗栗，離開育達，你們要對自己的未來完全負
責。要離開學校的舒適圈，迎接你們的，不會是一個風平浪靜的世
界，而是一個繼續以驚人速度改變的世界，你們無法置身於變局之
外，所以只能挺身迎向改變。堅定的向前行，你們一定會開創出不
一樣的人生。

讓我再次祝福所有畢業同學，未來你人生最重要的關鍵字是「育
達」，最後，我們育達人終將成為「達人」的代名詞。我們期待看
到大家挺立在台灣或者世界的各個角落，而有你們的地方，改變都
在發生，而世界也將因為你們，以及你們推動的改變而變得更為美
好。祝同學「榮耀滿心；鵬程萬里」，祝福大家，感謝大家。

▲▲黃榮鵬校長勉勵畢
業生。

▲▲王育文董事長與王創辦人廣亞博
士畫像合影。

項次 活動時間 活動程序

1 11:00-12:20 班敘懇親會

2 12:20-12:50 校園巡禮集合

3 12:50-13:20 畢業生入場

4 13:20-13:30 師長入場

5 13:30-13:35 開場表演

6 13:35-13:40 貴賓介紹

7 13:40-13:55 長官致詞

8 13:55-14:10 貴賓致詞

9 14:10-14:40

頒獎｜廣亞卓越獎、縣長獎、
議長獎、傑出校友獎、終身學
習獎、書卷獎、傑出表現獎、
飲水思源獎、僑委會學行成績
優良獎

10 14:40-14:50 學校特色表演｜休運的火之意志

11 14:50-15:10 宣讀畢業生推薦書暨頒發畢業
證書、撥穗

12 15:10-15:20 畢業生致謝詞

13 15:20-15:30 畢業祝福

禮成（鳴炮及拋帽）

14 15:30-16:00 畢業叮嚀與祝福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董事會各位
董事、本校黃校長、各位家長、各
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是本校107學年度畢業典
禮，首先謹代表全體師生，感謝各
位長官及貴賓的蒞臨。身為苗栗地
區唯一科技大學的董事長，我要特
別感謝來自各地的畢業生家長，謝
謝你們對育達科技大學的信任，放
心將孩子的黃金歲月交給育達來培
育。同時，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感
謝所有師長，謝謝你們盡心盡力的
陪伴我們的學生，帶領他們成長，
養成他們基本的學術及就業職能，
讓他們能充滿信心的踏出校門，接
受全新的挑戰。最重要的是，我要
向全體畢業同學道賀，恭禧各位同
學完成大學及研究所學業，即將邁
入社會成為社會新鮮人，展開另一
階段的學習歷程。希望各位畢業同
學能夠珍惜在育達求學的這一段時
光，在此期間所發展的師生同學關
係及所學習到的知識技能，是人生
中難得的際遇，也將是未來最美好
的回憶。

畢業是每一位求學者既期待又
怕受傷害的忐忑歷程。在完成學業
即將步入社會的前夕，各位同學是
否發現我們正處於一個變動不居的
環境，社會的快速變遷正如同這一
個月來的天氣一樣，陰晴不定、變
幻莫測。未來，迎接大家的不會是
一個風平浪靜的世界，而是一個瞬
息萬變的世界。面對多變的時代，
我們應秉持什麼樣的態度與認知，
才能發揮我們的學術優勢，才能凸
顯我們的專業能力，才能提升我們
的競爭優勢，讓我們免於被環境所

擊垮，免於被時代所淘汰，進而創
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因此，
今天的畢業典禮，我試著從本校創
辦人的辦學成功經驗、待人處事哲
學、個人在校務經營上的體會及與
同學一起相處的經驗，提出幾點想
法與畢業同學共勉：

第一、積極進取，終身學習

「小小的教室是一個大大的世
界，大大的世界是一間小小的教
室」，各位同學畢業後離開學校，
如何持續學習，這是很重要的。學
校是非常重要的學習場所。但要記
住，工作的地方也是。學校所學到
知識與技能，對未來工作相當重
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學校所沒有
教的事情，都可在工作中學習到。
因此，工作環境也是一所學校，一
間教室，值得我們花一生的時間在
其中努力開拓，在其中認真學習。

第二、拓展視野，掌握趨勢

世界瞬息萬變，唯一不變的道
理就是「變」。尤其是產業的變
化，快速得令人反應不及。大家可
曾想過？世紀初以來如火如荼、蓬
勃發展的互聯網時代，已不是新的
議題；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人工
智能領域科技的突破，將大幅改變
人類的生活。如果不想被淘汰，就
不能把未來的人生戰場限縮在狹小
的舒適圈，必須拓展國際視野，隨
時注意世界最新的變化。掌握趨
勢，才能預知未來發展的機會。

第三、把握機會，築夢踏實

詩人泰戈爾說：「人被賦予夢
想的權利，但他必須實踐夢想，

才能擁有夢想。」人皆有夢想，
但要真正築夢踏實，就必須具備
掌握機會，無悔開創的衝勁。創
辦人常說：「該急的不能等，抓
住機會，就要趁勢而上。」70
年前，創辦人掌握時代變遷的機
會，捨棄審計部安逸的公務員工
作，全心投入經營學校事業，最
終建構育達教育體系，完成自己
的創業夢想。由此可見，只要掌
握偶然的機緣，果決明快、劍及
履及，夢想即可能相生相伴，獲
得進一步的實踐，進而獲得真正
的擁有。

第四、胸懷願景，永不放棄

多 年 來 ， 我 一 直 深 信 ： 有 夢
想，只要堅持到底，就一定能實
現；有困難，只要永不放棄，就
一定能解決；無論是烈火的淬
鍊，抑是寒風的考驗，只要秉持
勇氣與意志，就一定能突破困
境，超越自己。扼要而言，只要
努力，只要堅持，無論遇到多大
的失敗挫折，都只是成功之前的
過程。是以，創辦人經常勉勵師
生：「凡事用心，堅持到底，不
輕言放棄，沒有大成，也有小
成，即使最後連小成也沒有，起
碼內心不會遺憾。」

第五、感恩銘心，凡事寬容

記 得 小 時 候 ， 創 辦 人 常 教 導
我：「你對別人有什麼好處，不
要老記在心上，人家對你的好
處 ， 你 要 牢 牢 記 住 ， 並
設法報答。」這種中國傳
統的道德觀，我覺得很受

用。因此，我一直以「成功感謝他
人，失敗反省自己」來自己惕勵。
施恩於人，絕不圖報，但對有恩於
我的人，沒齒難忘，湧泉以報。我
同樣以這句話來跟所有畢業同學共
同勉勵。

第六、三吃精神，成功關鍵

創辦人在世時，經常以他充滿
挫折的人生歷練為例，勉勵我要有
「吃苦、吃虧、吃氣」的三吃精
神，在各位同學即將邁出校門之
際，我也期盼同學能秉持「三吃精
神」－－要訓練吃苦耐勞的卓絕能
力、要拓展不怕吃虧的開闊胸襟、
要培養忍一時之氣的恢弘氣度。
「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海不擇
流，故能成其大。」人生有無限可
能，轉個彎就能發現不同的風景。
「三吃」是成長的開始，「三吃」
是進步的源頭，「三吃」更是成功
的關鍵。「心有多寬，視野就有多
廣；視野有多廣，能走的路就有多
長。」
大學畢業只是一個學習階段的暫時
結束，但卻是人生真正的開始。在
此期勉各位同學，從不斷的學習中
累積經驗，從不斷的努力中獲得成
果，從不斷的競爭中精進自己。在
人生的道路上，不論順境或逆境都
能鬥志昂揚，勇敢面對，讓你的未
來人生更加燦爛，也更具有意義。

我 相 信 大 家 在 校 期 間 都 修 過
「育達與人生」這門通識必修課
程。這門課程所傳遞的育達核心價
值，即將陪伴大家走出校門，進
入多元的社會。從現在開始，社

會對於育達畢業生的評價，就落在
你們的身上。育達人代表的是一個
理想，要以勤儉，樸實，自立，更
生，來實現我們的願景。育達人代
表的是一份責任，要實實在在的做
人做事，不要為失敗找理由，要為
成功想辦法。育達人代表的是一種
文化，是學生尊敬老師，老師愛護
學生，師生之間真誠相待的優質校
園文化。最後，祝福大家自信走出
校門，無懼迎向未來，好好發揮你
們的想像，發揮你們的潛力，發揮
你們的創意，發揮你們的熱誠，盡
情表現，賣力揮灑，創造屬於你們
的未來，也創造屬於育達的未來。
我們希望看到畢業校友們能夠相互
扶持，相互提攜，也希望看到校友
們和學校同在一起，手牽手，肩並
肩，同心協力，發揮我們育達人舉
足輕重的影響力，育達將永遠以你
們為榮。謝謝各位。

【本報訊】本校107學年度「育達啟航、國際飛颺」
畢業典禮於6月15日舉行，今年有1472名畢業生踏
出校園，逐一上台領取畢業證書、完成正冠儀式，
並接受師長、親友及學弟妹祝福。希望在這值得慶
賀的一刻，讓畢業生們感受母校最誠摯的祝賀，大
步邁向人生的新旅程。

上午，各系畢業班自行辦理「懇親會」及「祝福
與叮嚀」等活動，離情依依與歡笑淚水迴盪整個校
園。正式典禮則於當天中午13時30分展開，畢業
生在廣亞大草原（雨天備案於各系集合）集合完畢
後，由師長引導進行校園巡禮，穿過綜合大樓、商
管大樓，走在紅地毯上接受學弟妹們的歡呼、獻花
祝福，最後再進入學生活動中心「育見未來，達人
啟航」畢業典禮會場（典禮程序如表）。

這次畢業典禮頒發的獎項包括了廣亞卓越獎、
傑出校友獎、縣長獎、議長獎、書卷獎、終身學習
獎、飲水思源獎、行政院僑委會學行成績優良獎及
各類傑出表現獎等9個獎項，另應屆畢業生最高榮譽
的「廣亞卓越獎」邁入第4屆，是本校緬懷創辦人辦
學精神設置，提高往年創辦人獎品德、學術審查標
準，且不限定獲獎人數。今年有社工系徐宇紳同學
達標獲獎（獲獎名單詳如第4版）。

學務處表示，今年畢業典禮及各系畢業成果展、
品德講座、演唱會等系列活動，除了呈現溫馨祝福
的氣氛，也展現各系所特色，讓畢業生留下美好回
憶，並傳承育達人共同的校園回憶給在校生，凝聚
共識與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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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管碩班休管4B休管4A 休管4X

休運4B 幼保4A多遊4A 多遊4B

幼保4B 應英4A應日4A 應日4B

文創所+茶陶所 社工4A時尚4A 時尚4B

資管4A行銷4A茶陶4X 行銷碩班

餐旅4X餐旅4B 餐旅4C餐旅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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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碩專2A 資管進4A行銷進4A 資管碩專2A

應日進4A 社工二技2A時尚進4A 時尚進二技2X

休管進二技2A 休管進二技2D休管進二技2B 休管進二技2C

資管進4B 餐旅進4B資管進4C+4X 餐旅進4A

社工進4A 行銷碩專1A社工進二技2B 茶陶進二技2X

兒家二專2X 幼保進二技2A兒家二技2X 兒家二技2Y

休管進4B休管碩專2A 休管進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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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獎
類別 系 別 姓名 系 別 姓名

體育類 應用日語系 葉芳琪 休閒運動管理系 葉庭君

學藝類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黃字通 時尚造形設計系 林佳怡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邱妍華 茶陶創意設計系 李文天
幼兒保育系 林婉蘋 茶陶創意設計系 王美惠
時尚造形設計系 徐鈺婷

服務類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唐時聰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黃品臻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張濂宇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元顥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張宇恆 餐旅經營系 陳嘉軒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徐宇紳 餐旅經營系 陳佳祺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蕭鎧霖 餐旅經營系 張婷誼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林品言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陳和順

證照類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吳立海 時尚造形設計系 徐雅歆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王智暘 時尚造形設計系 洪詩凱
餐旅經營系 吳薈君 時尚造形設計系 郭亭萱
餐旅經營系 林玟君 時尚造形設計系 葉宜庭
時尚造形設計系 陳玉燕 時尚造形設計系 黃嘉怡
時尚造形設計系 葉子僖 時尚造形設計系 吳怡萱

特殊表現
資訊管理系 鄭奕君 休閒事業管理系 徐宏誌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政忠 休閒事業管理系 葉倩如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陳靜秋

飲水思源獎
畢業學校 系 別 姓名 系 別 姓名

中興商工 餐旅經營系 張瑀宸 資訊管理系 盧鴻銘
君毅高中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黃字通 休閒事業管理系 許怡君
育達高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楊晴筑 資訊管理系 劉曉奇
致用高中 休閒運動管理系 卓芷筠 休閒事業管理系 吳采葳
苗栗農工 餐旅經營系 林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謝淑君
育達家商 幼兒保育系 許珮菁 幼兒保育系 陳虹樺
育民工家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吳佳瑋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陳笑欣
光復高中 休閒運動管理系 史庭如 資訊管理系 羅順嬌
建臺高中 應用日語系 朱惠淳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傅憶香
世界高中 餐旅經營系 吳侑侖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蘇藝瑄

本人為育達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系第一屆畢業生，退伍後旋即至

內地，開始10多年傳統產
業的經營，經營項目為紙類
包裝產業與電子產業。這
10多年的中國經驗，一路
從基層管理副理、經理、
副總到總經理，產業管理
經營上算是小有經驗。而
後因家父身體健康欠佳，回
台協助家族之服裝事業，
並於2017年受推薦擔任世

界高中董事長。出任教育事業董
事長，一直思考兩件事。第一、
如何將產業管理經驗移植到教育

產業上？如何以工廠的效能管理
經驗提升學校經營效能。第二則
是如何降低教育現場所謂的學用
落差問題。因此，我個人相當鼓
勵世界高中的各職業類科與產業
的鏈結與接軌，例如：汽車科與
HONDA企業的緊密合作，以及時
尚科與曼都國際髮型的合作，希
冀世界高中培養出來的學生都能
為企業與科大所愛。

過去一年來，因感懷母校對
我個人的栽培之恩，感念過去王
創辦人對於培育學生的熱情，於

是盡力推動世界高中與母校的鏈
結，除促成世界高中、育達科
大及札幌國際大學締約結盟外，
也請學校多次安排教師至母校參
訪，與母校師長進行系科交流，
此舉當然也是希望藉由母校科系
經營，發揮大手牽小手的功能，
提升世界高中專業教學能量與學
生視野。另外，也讓世界高中學
生至母校進行蒞校體驗；安排母
校教師至世界高中協同教學，擔
任社團指導與專題演講或製作指
導等。這一切也都是因為我相信

育達科技大學對辦學的用心是值
得我個人學習的，也希望有天我
能翻轉世界高中，讓世界高中成
為新竹地區最佳技術型學校，也
希望未來能持續與母校有更多元
合作交流，成就兩校共同成長與
雙贏局面。

感謝過去育達科技大學給予我
個人的栽培，也感謝過去師長的
教誨，也很榮幸獲選為本屆傑出
校友，希望有天我也有機會將世
界高中經營成為如母校一樣成功
的教育事業。

廣亞卓越獎
系 別 姓名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徐宇紳

縣長獎
系 別 姓名

資訊管理系 鍾昆修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謝淑君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邱妍華

應用英語系 張元甲

應用日語系 朱惠淳

幼兒保育系 接詩涵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徐宇紳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李琳瓊

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雅雯

休閒運動管理系 卓芷筠

餐旅經營系 吳薈君

時尚造形設計系 彭鈞愷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劉鳳英

茶陶創意設計系 陳宗孟

觀光餐旅系 謝淑貞

議長獎
系 別 姓名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張濂宇

幼兒保育系 楊雅婷

餐旅經營系 盧柏諺

傑出校友獎
系 別 姓名

企業管理系 李銘彰

終身學習獎
系 別 姓名

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錫能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 劉燕梅

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 羅秋香

行政院僑委會學行成績優良獎
系 別 姓名

休閒運動管理系 周巽軒

書卷獎-日間部
系 別 姓名

資訊管理系 鍾昆修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鄭竹君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羅章哲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邱妍華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彭馨嫻

應用英語系 李明蓉

應用日語系 邱心慈

應用日語系 朱惠淳

幼兒保育系 許莉雪

幼兒保育系 楊雅婷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張珮蓉

書卷獎-進修部
系 別 姓名

幼兒保育系 蔡美鳳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劉瓖儀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覃美華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曾秀香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何麗美

書卷獎-進修部
系 別 姓名

休閒事業管理系 郭雅雯

休閒事業管理系 游淑芳

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瑞登

休閒事業管理系 廖梓豪

休閒事業管理系 余雅婷

時尚造形設計系 劉巧筑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林淑華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楊清發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陳鴻香

茶陶創意設計系 陳垣蒼

觀光餐旅系 謝淑貞

資訊管理系 羅順嬌

資訊管理系 盧鴻銘

資訊管理系 游綉琴

資訊管理系 林柏良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謝淑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蘇億綾

應用日語系 葉惠燕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彭美圓

休閒事業管理系 許怡君

休閒事業管理系 黃雅萱

餐旅經營系 劉珮玲

餐旅經營系 葉宸瑜

時尚造形設計系 高語婕

▲▲世界高中李銘彰董事長。

knowledge is power  76歲張錫能在育達圓讀書夢

沒有到不了的目的．只有不願意去嘗試的人

時尚造型設計系-徐鈺婷

▲

▲張錫能與進修學務組許雅
惠組長(左)合影。

今年3月剛過76歲生日的張錫
能，是育達科大今年進修部休閒事
業管理系的應屆畢業生，也是年紀
最大的畢業生，而活到老學到老的
精神，也獲學校「終身學習獎」肯
定。

1949年隨父母一起來台的張錫
能，51年3月投身軍旅，從海軍二
等兵當起，53年考陸軍專修班(候
補軍官)，之後服了八年役期，之
後因為要照顧年邁父親而退伍，
67年考取中國海專航海科，之後
自學考上了電信特考，但受限當時
規定不能公餘進修，因此被迫失
學，直到這次來育達讀書的機會，
讓他重拾書本，完成多年讀書志
願，讓他感到非常高興。

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張
錫能回憶說，之前服役在海軍，航
海萬里，我現在也把社會的經驗與
知識殿堂的學理結合起來，讓我的
人生更加豐富，能夠有這機會讓我
重拾書本，我要感謝校長及學校老
師與同學的協助。在軍中服役13
年後轉戰交通部國際電信管理局
(ITA)海底電纜部門工作6年，曾參
與中日合作建構從頭城到沖繩、菲
律賓、經過關島到美國以及星港台
的4條海底電纜工程，之後到台北

總局工作12年直至退休。
自電信局退休後，張錫能舉

家移民到荒郊僻野的國度“貝里
斯”，因為當年工作長年在灰色電
腦房中工作，無形之中思想也變的
灰色，退休了，是應該出去開拓一
下視野，看到貝里斯的黃花綠葉，
就如同當年的台灣鄉下，心情就豁
然開朗，多年後因為岳母需要照
顧，才毅然決然的結束貝里斯的事
業，重新再回到台灣的桃園定居，
也因此也開始了他重拾書本之路。

會來讀育達科大，是緣起於一
場錯誤的投資，張錫能說，返台
後，在台中新社買了一塊山坡地，
一放就閒置20年，虧損的9成，後
來賣掉後相繼在高雄、屏東等地換
更換投資標的，最後換到了育達科
大前的大學城，也就是這樣的天意
安排，能夠在現在一把年紀了還能
夠唸大學，所獲得的財富遠超過金
銀珠寶，實在非常高興。

張 錫 能 剛 開 始 接 觸 育 達 科 大
的，是報名推廣教育中心的餐飲證
照班，他說，上了兩個月的課，後
來因為手受傷無法參加考試，才轉
而就讀休閒事業管理系進修部，完
成多年未完成的大學學程，之前從
軍時期踏片外離島等地，這次又來
學休管系的課，對我來說，是實務
與理論的結合，此外，我印象很深
刻的是我選修一門「偵探小說選
讀」課程，讓我知道「閱讀是求知

之路」，在課間閱讀了許多英、
美、日文學、以及古典文學的偵探
小說，獲得了許多的知識。

一直想讀書的張錫能，買房置
產都優先選擇在大學附近，現在終
於在育達如願畢業，當初會在育達
大學城買房子，因為這邊的地形讓
他想起當兵時在馬祖高登島碉堡的

光景；張錫能說，日前才以
89分的高分考取休管系研
究所，日後將繼續在育達知
識殿堂求學，“knowledge 
is power”，只要身體好，
就會一直讀下去。

四年想想很長，過起來是如
此的短暫，回憶起大一新鮮人懵
懂的自己，第一次走進陌生的校
園、第一次入住宿舍無眠、第一
次自己在外生活、第一次獨立自
主的處理所有事情，從陌生到熟
悉、從安靜到熱情，充滿回憶的
烙印在我們腦海之中。

即將畢業的我們是傷感的，
意味著離別，大學四年轉折，即
將離開我的大學生活，告別了同
學，告別了老師，踏上新的旅
程，追尋自己的夢想世界，儘管
充滿在多的不捨，這裡是奮鬥的
起點，未來的路上，沒有老師、
沒有爸媽的呵護，沒有同學的幫

助與支持，一切的一切要靠我自
己努力，人生的道路艱難坎坷。

未來正要開始閃耀，前途光
明，成功就在眼前，每個人都有
一雙翅膀，要勇往直前地飛翔，
沒有到不了的目的，只有不願意
去嘗試的人，時間可以證明一
切，時間可以改變一切，時間可
以解釋一切，時間可以成就一
切。

王廣亞博士，一生辦學精神，
【勤儉樸實，自力更生】這校訓
讓我記住成長的道路上有您，不
管經歷多少的難關，永遠記得那
些成長的過程，是歷練自己的經
驗，不管未來有多長久，不管經

歷多少個春夏秋冬，我永遠謹記
在心，最後祝福我與所有的畢業
生，鵬程萬里、前程似錦。

▲▲時尚系徐鈺婷同學參加68回日
本「藝術祭國際競賽」，為68
年來台灣第三位榮獲冠軍者，
迎回古董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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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開始10多年傳統產
業的經營，經營項目為紙類
包裝產業與電子產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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