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期�

本期要聞

每 月 1 日 出 刊創辦人：王廣亞∕董事長：王育文∕發行人：黃榮鵬∕社長：龍清勇∕副社長：陳進喜∕主編：劉德慶∕出版者：育達科技大學∕網址：www.ydu.edu.tw∕投稿信箱：times@ydu.edu.tw

線上版
馬上看

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校址：361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168號　電話：(037)�651188

1學校要聞

．

一
、
頂
天
立
地

二
、
繼
往
開
來

三
、
四
育
均
衡

四
、
專
業
第
一

創
校
精
神
：

●

●

●

●

1	108學年度新生註冊暨新生家長座談
會 家長出席踴躍

2	  品德教育如影隨形研討會 分享微電
影拍攝與劇本設計

3	資圖處辦理個資保護講座

4	育達科大圓讀書夢  高齡好學不倦

【本報訊】本校108學年度第一梯
次新生報到暨新生家長座談會活
動7月13日（六）上午09時至12
時，於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行，
在各系師長與行政人員的協助
下，完成10系所同學報到、家長

座談及校園導覽等事宜，活動順
利圓滿。

一早活動還沒正式開始前，王
榮祖副校長及龍清勇主任祕書至
各場地檢視各項工作準備情形，
各系主任及老師，特別重視此次

活動，一早即抵達會場，完成各
項準備工作，迎接育達108學年第
一批新生到校。

活動現場除了有專人協助新生
辦理報到手續外，有關學雜費減
免、兵役調查、弱勢助學、就學
貸款、工讀介紹及學生住宿等手
續，也都設有服務台與人員，立
即熱心的協助同學辦理，讓所有
新生快速的完成報到。

黃榮鵬校長表示，為了讓陪同
報到的家長放心及更了解育達，
這次特別在同學報到區間，安排
多梯次的校園導覽，由學校主管
帶領新生及家長，逐一參觀學生
餐廳、宿舍及圖書館等設施，讓
家長更放心把學子交給育達。

另一方面，王育文董事長也親
臨會場及各系場地慰勉同仁，並

與新生及家長問候，了解報到情
形。各系師長也到場向新生及家
長表達誠摯的歡迎，親切問候之
餘，也仔細回答新生或家長們的
疑惑，現場氣氛熱絡。

學校除協調苗栗客運加派從
竹南火車站發車往返本校之班車
外，另於竹南火車站備有接駁專
車，中午也為所有參與新生及家
長準備午餐，以最貼心的服務與
安排，歡迎新生加入育達科大的
大家庭。

【本報訊】「2019智慧城市暨創
意機器人全國賽-苗栗縣選拔賽」
7月20日(六)於育達科技大學學生
活動中心熱鬧展開，來自全縣各
級學校的智慧型機器人設計好手
及玩家，共有72支隊伍、約300名
師生同場競技。除各式互動展示
攤位，現場還安排機器人競賽系
列活動，吸引許多家長及民眾前
來觀賽並為選手們加油，感受屬
於機器人的熱潮。 

由苗栗縣政府指導，育達科技
大學、君毅高級中學、台灣玉山
機器人協會承辦的「2019智慧城
市暨創意機器人全國賽-苗栗選拔
賽」。本次活動有刺激的、有趣
的自造智慧機器人比賽，有跨領
域機器人成果競賽，共有72支隊
伍參加。比賽類別分為國小組、
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院校
組，同場競技挑戰機器人創意、
競賽、足球賽、相撲賽及3對3 鬥
牛賽。其中創意、競賽及足球賽
之優勝晉級隊伍將代表苗栗縣晉

級全國賽，挑戰今年的「WRO國
際奧林匹亞機器人競賽」。

指導單位苗栗縣政府對於此賽
事格外重視，徐耀昌縣長特別親
臨開幕典禮，為參賽選手加油打
氣。徐縣長致詞時表示，今天所
舉辦的是「2019智慧城市暨創意
機器人全國賽-苗栗選拔賽」勝出
選手將代表苗栗參加9月份在桃園
舉行的全國賽，緊接著就是參加
10月份在匈牙利的世界競賽，智
慧城市與AI的人工智慧，漸漸已
經是時代的主流，今天的賽事有3
百多位選收參加，顯見機器人競
賽已日趨成熟，希望各位選手可
以發揮智慧於今日勝出之後，可
以代表苗栗參加全國競賽，勇奪
佳績。

主辦單位育達科技大學物聯網
工程與應用學士學位學程葉律佐
主任表示，「2019智慧城市暨創
意機器人全國賽-苗栗縣選拔賽」
為一項培育學生對科技機械的應
用與提升學生對科學教育之能
力，目的便是藉由電腦資訊及科
學原理之融合運用，來激發學童
對科技的理解與想像，也同時讓
台灣未來欲推動的資訊教育課程
內容可以變得更多元且更全面性
的發展，是屬於國際級機器人賽
的各國優秀選手選拔賽，能參賽
是一種STEAM教育的極致展現。

育達科技大學王榮祖副校長致
詞時表示，全球共55國家參與國

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大賽，自2004
年已有十多年歷史，台灣玉山機
器人協會邀請各單位共同舉辦國
內各級選拔賽。2019國際奧林匹
亞世界賽將在匈牙利Győr舉行，
全國選拔賽也將在8~9月舉行，選
拔出我國代表隊到匈牙利Győr參
賽。

君毅高中林慶旺校長表示，
在育達科大大力協助之下，君毅
與育達合辦創意機器人大賽已經
邁入第三屆了，同時感謝苗栗縣
政府長年來對機器人教育的支
持，從國小就開始紮根，一路培
養發展到大學，以致有亮眼的競
賽成績，希望本次的競賽，在縣
政府、學校以及家長的共同支持
下，同學們可以代表苗栗縣贏得
全國賽的殊榮。

育達科大科技創新學院張毓騰
副院長說，每年台灣代表隊參加
國際賽項目競賽、創意賽及足球
賽，在世界賽中表現相當卓越，
於各項目屢獲大獎。優異成績更
是受到總統、副總統的重視與表
揚，這項國際性的比賽活動儼然
已成為台灣重要國際賽事之一。

本次賽事為國內選拔賽的賽前
賽，因此競賽項目均依國際奧林
匹克機器人委員會公布的今年度
大賽題目為準，從零件、材料到
機器人尺寸，都有限定規格，選
手們在嚴格規定下組裝機器人，
且不得用無線通訊或遙控器控
制，讓自主的機器人，完成比賽
要求的動作。機器人好手們齊聚
在學生活動中心內，專注修正程
式、機器人，盼奪得佳績。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附
設廣秀森林幼兒園7月20日舉
行首屆畢業典禮，今年有10
位畢業生將在九月步入國小教
育階段，畢業生逐一進場發表
感言，感謝師長多年來惇惇教
誨，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
長也親臨會場，一一為畢業生
頒發畢業證書，現場氣氛溫馨
感人。

王董事長致詞時表示，非常
感謝廣秀幼兒園的老師盡心盡
力的照顧，學校一直是希望讓
小朋友享受到大學最好的教育
資源，相信在小朋友社會化的
過程中，有很大的作用，在此
我要恭喜每一位小朋友，你們
今天大班畢業了，馬上就要成
為小學生，希望你們離開廣秀
之後，要學習感恩、照顧父母
與長輩，把感恩的美德帶在身
上，相信在你未來的人生旅途
上會有極大的幫助。

廣秀森林幼兒園主任黃凱祥
表示，幼兒園畢業對孩子們來
說格外有意義，不僅是人生的
第一場畢業典禮，也代表經過
幼兒園的學習後，將要邁向人

生的新階段，祝福小朋友都能
夠樂在學習之中，平安健康長
大。

今 天 畢 業 典 禮 舉 行 了 “ 行
感恩禮”儀式，由全體畢業生
向老師們深深一鞠躬及大大
的擁抱，表達對老師的感謝之
情。隨後，也讓孩子們奉茶感
謝親恩，「第一口感恩父母賜
我生命，第二口感恩父母用心
照顧，第三口祝福父母身體健
康。」最後並大聲說出「我愛
你！」，許多畢業生及家長都
情不自禁紅了眼眶。

典禮的最後，由畢業生獻上
大合唱畫下圓滿的句點，畢業
生們帶著全校師生及家長滿滿
的祝福，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

段。

人生第一場畢業典禮
廣秀幼兒園畢業生奉茶謝親恩

新生註冊暨新生家長座談會 新生家長出席踴躍108學年度

2019智慧城市暨創意機器人全國賽
育達科大激烈登場

▲▲禮親奉茶儀式，畢業生邀請
家長上台行禮奉茶。

▲▲王育文董事長逐一
為廣秀森林幼兒園
大班的小朋友▲頒
發畢業證書。

▲▲王育文董事長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並與
師長合影。

▲▲王育文董事長(右2)林慶旺校長
(右1)王榮祖副校長(左2)及張
毓騰副院長(左1)與參賽同學合
影。

▲▲君毅中學隊伍參加WRO競賽
國、高中組比賽情形。

▲▲徐耀昌縣長偕與會貴賓於開幕式後合影。

▲▲王育文董事長(中)、黃榮鵬校長(右3)至各系攤位慰勉協助新生報到的同
仁。

▲▲報到踴躍，同學及家長擠滿會場。

▲▲黃榮鵬校長致詞時歡迎新生加入
育達大家庭。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八月一日  星期四



．【本報訊】本校6月27日於綜合大
樓225室舉辦107學年第2學期「境
外生接待家庭歡送餐會」，此次

活動有33位接待老師與32位境外
生出席，林建宏國際長及公共事
務中心陳進喜主任也撥冗共襄盛
舉，現場氣氛溫馨熱絡，為境外
生短期研修生活畫下圓滿句點。

林建宏國際長表示，接待家庭
營造出友善的學習環境，除了讓
境外生體會到臺灣的熱情與多元
文化，也讓境外生在育達有家的
溫暖。非常感謝參與接待家庭的
育達科大師長們，也期盼育達的
境外生，有空常「回家」，育達
的大門永遠為大家開著。

林國際長致詞勉勵後，緊接
著是頒發短期生研修證書，每
校代表依序上臺領獎時，驕傲
神情表露無遺，完成研修的成
就感與喜悅不言而喻。

短短一學期的交流生之旅即
將進入尾聲，餐會中，境外生
與接待家庭老師一邊用餐一邊
話家常，席間充滿著感謝和不
捨的氣氛，大家最後互道祝福
並且期勉，「結束，是下一段
國際交流的延續與開始！」期
待下次再相見。

【學務處沈書豪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於6月21日舉辦「品德教育如
影隨形研討會」，並邀請全國對
於品德教育微電影有興趣的學務
同仁報名參加，總計有30所國中
小及大專校院報名，研討會的內
容主要是分享微電影拍攝的攝影
分鏡設計以及電影劇本設計，並

邀請專業的攝影工作室來演講分
享。

王榮祖副校長表示，品德教育
是現下社會應該要重視的方針。
品德教育應該是要能夠帶入職場
論理，不管是人品還是道德倫
理，應該是要從小培養，公司所
看重的還是品德，因此辦理這樣

的活動是相當有意義。
江政道講師說，微電影是一

個能夠在短時間內，讓人迅速了
解主軸的影片模式，因此影片的
劇本內容非常的重要，劇本是否
能夠牽動人心或是觸發反思，才
是微電影應該要有的製作方向，
然而在演員的設計，也是相當重

要的，選擇合適的演員才能夠演
繹出角色的風格，對於影片觀看

時，才能夠深入人心。
擔任活動司儀的張菱彩同學

說，第一此擔任演討會的司
儀，感覺非常的新奇，學校
安 排 品 德 教 育 微 電 影 的 內
容，我覺得很有意義，不單
單只是在影片拍攝的技巧或
是劇本的撰寫，然而然而最
重要的是，將品德教育以微
電影的方式宣傳，電影的內
容能夠以生活做連結，讓觀
賞者能夠響應影片的意義，
才是微電影拍攝的需要。

【社工系鄭素琴報導】育達科大
社工系，為了培養同學們未來投
入非營利組織的招募、組織、培
訓與善用志工能力、並且從志願
服務中找到熱情與感動，特別於
學期中安排同學結合「志願服務
課程」，服務校內樂齡生活站及
配合休運系走入社區服務長者，
落實「做中學、學中做」，充分
展現年輕學子愛心不落人後的精
神。

社工系鄭素琴老師表示，這學
期課程安排同學們至「C級巷弄
長照站-育達樂齡生活棧」進行青
銀課程，每週都有不同的活動設
計，藉此培養同學學習與年長者
互動、拉近世代的隔閡；以及與

休運系合作擔任高齡者體適能檢
測志工。志工是不計報酬、自由
意志的抉擇，它是施受互惠的服
務工作。希望未來有更多同學踴
躍投入志願服務行列，讓我們的
社會更加溫馨祥和。

參與服務的劉冠瑋同學表示，
志願服務課程中學到了許多專業
知識和實務技巧，且讓我們有機
會實際進行作志願服務，可以將
學習到的理論融入在服務中，等
於是幫我們在未來的社工生涯中
鋪路，因此我很珍惜每一次的志
願服務，每一次的服務過程中，
都學到了不同的技巧，希望在未
來可以接觸到更多將理論和實務
結合起來的課程體驗。

【學務處陳碩宏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競技啦啦隊108年6月29日在
世新大學舉辦的「2019菁英盃全
國啦啦隊錦標賽」中，從各大專
院校派出數十支實力堅強的隊伍
中脫穎而出，勇奪大專組混合團
體組亞軍及技巧混合組第四名，
全校師生深感榮華。

育達科大競技啦啦隊成立至今
參與了多項大小戰役，甚至獲選
亞洲盃競技啦啦隊錦標賽國手，
贏得了冠軍的最高榮耀，在竹苗
區具有一定知名度，多次獲苗栗
及桃竹苗地區的機關團體邀請表
演，演出精湛深獲好評。

競技啦啦隊教練陳碩宏指出，

隊員平常都是運用課餘時間練
習，時間非常有限，有些同學要
去打工，還必須兼顧自己的課
業，實在是蠻辛苦的，但能得到
混合團體組亞軍及技巧混合組第
四名，隊員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
得。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表
示，學校競技啦啦隊陸續在全國
性比賽中，與其他名校同台競
爭並獲得佳績，誠屬不易。學校
提供所有的資源給競技啦啦隊使
用，但同學努力不懈的精神，才
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必須努力且
永不放棄，才能嘗到甜美的勝利
果實。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7月15日
首批韓國慶北專門大學研習營，
由該校時尚系鄭寶寧主任帶領10
名學生，參加為期30小時的美容
專業研修課程，讓師生體驗韓國
美容文化和美容技術，讓學生躍
升未來人才，期使同學能畢業即
就業。

育達科大與韓國慶北專門大學
於107年10月4日簽訂姊妹校協
議，隨即開展各項師生交流及研
習活動。108年5月份慶北專門大
學首批3名教師及20名學生至育達
科大餐旅系及時尚系進行短期研
修，韓國學生皆反應喜愛育達教

師授課之方式，並認可學校設備
新穎及齊全。

今年育達科大時尚系11名師
生至韓國慶北大學研修，該校精
心規劃藝人化妝、畫報化妝、睫
毛延長術、美甲及服務態度等課
程，讓育達師生體驗韓國美容文
化和美容技術，上課師資均邀請
韓國首爾知名的演藝圈彩妝師、
美睫師及美甲師來為同學上課，
並貼心的安排了十位美容義工隊
同學，陪同學們一同上課和課餘
時間的協助。

參加韓國南部大學研修課程時
尚系張蕊臣表示，她十分感謝學

校提供這麼棒的
海外研修機會，
這趟赴韓國的學
習 之 旅 ， 除 了

增進語文能力及拓展個人的國
際視野外，並能與慶北專門大
學的學生進行美容專業交流，
體驗不同文化的尊重與多元學
習。我會記錄在韓國的每一個
精彩時刻，和更多人分享海外
研修的心得與感動。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
本校目前與全球10個國家之135
所大專院校締結姊妹校，外國
學生、交換學生與研修生每年
超過300名。學校每年均甄選校
內優秀且具服務熱忱學生，提
供獎助名額，進行領導知能、
語言能力、溝通技巧及國際禮
儀等方面之多元訓練，並安排
至海外姐妹校為期30小時的海
外學習體驗，全方位拓展師生
國際視野。

品德教育如影隨形研討會 分享微電影拍攝與劇本設計

107學年度 第2學期 境外生歡送餐會 溫馨熱絡

韓國跨域研修 育達科大讓學生躍升未來人才

社工系青銀課程「學中做」 
培養同學老青互動 拉近世代隔閡

▲▲休運系同學也參與社區大學
體適能檢測活動志工服務。

▲▲志工們與長者們合影。

育達科大啦啦隊 奪全國菁英盃亞軍

▲

▲育達科大學生
在韓國慶北專
門大學學習美
睫課程情形。

▲ ▲育達科大師生
在韓國慶北專
門大學美容研
修合照。

▲▲育達科大隊伍勇奪大專組混合團體組亞軍。

▲▲同學勇奪技巧混合組
第四名，開心上台領
獎。

▲▲歡送餐會於225室舉行，現場溫馨熱
鬧。

▲▲林建宏國際長致詞。

▲▲林國際長(中)頒發研修證書(由左至右)鄭州商學院田云飛、
鄭州昇達經貿管理學院宋若雨、廣東創新科技職業學院何
皓軒及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林存煊同學代表受證。

▲▲江政道講師講解微電影腳本設計。

▲▲參與研討會師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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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沈書豪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申請107學年度教育部品德
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補助，
首次申請教育部的微電影拍攝計
畫，電影的主題為圓潤的刺蝟，
故事內容描述主角的個性，因過
於自大而導致團體分裂，進而自
我的反省，才了解自己的故事，
藉此啟發觀眾對於品德教育的重
視。

育達科技大學胡英麟學務長表
示，學校首次申請這樣的活動，
主要的原由是希望學生能夠透過
拍攝品德教育微電影過程中，學
習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及拍攝影
片內容的涵義，再則而完成的微
電影，能夠放置在網路媒體上撥
放，藉此宣揚品德教育的精神。

擔任微電影中輔導老師的學
輔中心許宛蓉輔導人員說，這部
微電影的輔導老師，是電影社的
輔導老師，劇中在發現學生，因
為人際溝通的問題，導致友情破
裂，從中去啟發學生，溝通是人
與人之間最好的潤滑劑，好讓學
生能夠自我反省，而回復友情。

擔任微電影的男主角休閒事業
管理系常囍同學說，當初在知道

學校有在徵選電影演員的時候，
想說就嘗試看看，但沒有想到在
正式開拍前，會有這麼多的訓練
課程，讓我了解原來電影的拍攝
過程，是如此的複雜及辛苦，然
而在拍攝過程中，需要能夠將自
己的演技，快速的帶入角色的個
性，才有辦法演繹出主角的風
格，在過程中也有很多的挫責，
往往一個畫面不對，就一直被導
演喊卡，在被多次喊停的時候，
當下真的心情會不愉快，但真的
到影片拍完之後，相當的有成就
感。

品德教育微電影計畫承辦人
沈書豪表示，影片已經完成最後
審稿階段，將在8月初上傳You 
Tube影音平台，同學們搜尋「圓
潤的刺蝟」關鍵字即可收視。

【學務處許宛蓉報導】本校學務
處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於日前
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邀請到
風禾創藝有限公司-顏毓賢行銷總
監擔任講師，主講「創意思考技
法-心智圖教學」，顏老師更同時
為時下最夯的斜槓青年，橫跨多
元領域，目前亦有Youtuber身分，
且因熱愛泰國，也常分享泰國批
貨創業教學及文化產業分享，讓
本次研習帶來更多不同精彩的故
事。

學輔中心王惠玿主任表示，本
次的研習主題為創造思考技法，

其能幫助師長激發創造力解決和
學生間的問題，心智圖亦能使學
生在無形中養成整體思考的習
慣，能從中鍛鍊發散思考去找課
堂教材中沒有的概念，期待師長
透過本次研習習得相關知能並運
用於輔導過程中與學生有正向溝
通、營造支持性環境，並激勵學
生延緩判斷，提出多元性思考。

心智圖方法，為顏老師從求學
過程中就開始學習的技巧之一，
他強調透過關鍵字、符號、及圖
示標示，讓大腦在聽多段話或故
事時，能立即的抓出核心的問

題，再衍生其他區域分
類，如此一來就算有包羅
萬象的想法跟策略，仍可
以透過複雜卻有規格的心
智圖來找出最佳的解法，
活動過程中顏老師分享了
幾段影片，讓大家從中去
練習聽出演講者的報告重
點，試著讓老師們繪製出
合適自己步調的心智圖，
也因為現今多為電腦製
圖，顏老師亦現場實際教

學於線上版的心智圖如何操作，
以利與會的老師們活動結束後可
以上手，進而分享予學生們。

本次講座顏老師亦分享善用
現今自媒體的操作，讓自己的品
牌能慢慢有口碑，最後更以〝育
達招生〞為主題讓與會的各單位
老師們集思廣益，發想本校招生
心智圖，並提醒善用谷歌快訊、
地圖及搜尋快訊，去採集群眾熱
蒐的東西，當作是參考的資料來
源，整體資訊會相對完整，並了
解潛在客群的需求，本次課程除
了習得一項創意思考技巧外，更
進一步學習到維繫本校口碑的方
法呢！

【資圖處葉美芳報導】近來個資
外洩新聞事件頻傳，為落實個人
資料之保護及管理，並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安全措施規定，
育達科大資訊圖書處於7月5日舉
辦個人資料保護安全專題講座，
全校行政同仁均出席聆聽，穫益
良多。

專題講座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
「NII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
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的王
俊凱執行長蒞校進行專題演講，

從眾多實際個資外洩

的案例分享，帶大家認識個資法
與個資外洩所影響的各個層面，
及個資保護之立法精神與規範守
則，並分析從學校常見會發生的
案例。

此外，從行政執行面也介紹
了個人資料從蒐集、處理和利用
的各個流程，每個階段皆是環環
相扣，若是做的越仔細，就越能
降低個資外洩的風險，三個小時
精采的內容讓本校教職員獲益良
多，也對個資保護有更多的瞭解
與認識，並對本校推動個資保護

管理制度與具體做法有更深的體
認。

資圖處辦理個資保護講座 確保師生資料安全

學輔中心辦「創意思考技法-心智圖教學」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漳州科技職業學院黃鐵枝副董事長等26名貴賓蒞校訪問
漳州科技職業學院黃鐵枝副董事長等26名貴賓於7月22日蒞臨育達科技大學交
流訪問，王育文董事長偕王榮祖副校長率一級主管親自接待雙方在看完兩校
簡介影片後，並相互致贈紀念品隨後由林建宏國際長帶領參訪本校餐旅系專
業教室、紅繩白屋教室、育達樂齡生活棧、家聲紀念圖書館、校史館及廣亞
藝術中心等。

首部

▲▲學輔中心王惠玿主任致贈感謝
狀。

▲▲風禾創藝有限公司顏毓賢行銷總監擔任講
師主講「創意思考技法-心智圖教學」。

▲▲同學拍攝微電影實況。

啟發同學對品德教育的重視

▲

▲微電影片頭 ▲▲張進毅資圖長致贈王俊凱執行長
紀念品。

▲▲「NII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王俊凱執
行長蒞校專題演講。

光復高中感謝時尚系培育達人
時尚系楊昌鎮老師輔導暑假美髮乙級證
照班，歷年來深獲各界好評，光復高中
黃琪雯老師特別贈送培育達人蛋糕，感
謝協助培訓優秀的高中職學生們。

國際處邀外籍生一起過端午
端午節是台灣重要節慶，育達科技大學國際處為了讓在台過籍的外籍生入境
隨俗，體驗民俗節慶，日前特別準備客家肉粽與菲律賓專班及大陸短期研修
生一起端午節、吃肉粽，讓他們感受到苗栗客家溫暖的風土人情。

新南向辦公室率越南同學體驗放天燈台灣文化
育達科技大學107學
年第2學期新南向國
際產學專班校外參訪
活動－「十分平溪文
化遊」帶越南同學來
到平溪，是北臺灣
難得一見的自然奇
觀。同學們也到天燈
店DIY彩繪自己的天
燈，也有不同顏色的
祈福天燈，透過此次
的平溪及十分瀑布的
文化巡禮，能讓學生更進一步認識台灣不同的風俗民情。

印尼穆斯林學生歡慶開齋節
穆斯林齋戒月結束，育達科大特別於108年6月6日舉辦「溫
馨伴尼慶開齋活動」，學校師長與印尼穆斯林學生齊聚歡慶
伊斯蘭教開齋節，慶祝齋戒月圓滿結束。開齋節是伊斯蘭教
最重要的慶典，對於穆斯林而言，這一天是新年、也是和親
友共同歡慶的
節日，「開
齋」更代表著
自己戰勝了齋
戒時的慾望，
更值得慶祝！

2019年臺灣穆斯林觀光發展與推廣講習會
為提升國際產學
合作專班學生對
穆斯林文化做初
步探索，帶領同
學參加「2019
年臺灣穆斯林觀
光發展與推廣講
習會」，藉此帶
給學生不同於學
校教育的學習經
驗，期許同學能增加對業界的了解。

頭份四月八、靚燈好客節
育達科技大學參加由苗栗縣頭份市公所舉辦的創意踩街活動，由學生設計表
演以及花燈的設計，然後在活動踩街中表演，展現學生活潑有趣的一面，並
能夠與民眾互動，讓活動氣氛熱鬧。

「正念練習工作坊」--找回內心的寧靜
學生輔導中心日前邀請清華大學李昆樺助理教授帶領
正念減壓團體，引領大家探索情緒與身體，想法之間
的互動關係，從
而學習調適情
緒的新技巧可以
使成員專注於當
下，讓學員降低
被網路控制的發
生，增加自我覺
察，找回內心的
寧靜。

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樂活校園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八月一日  星期四



．

一
、
頂
天
立
地

二
、
繼
往
開
來

三
、
四
育
均
衡

四
、
專
業
第
一

創
校
精
神
：

我是佑霖，育達科大新上任
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剛來到這個
環境，覺得蠻特別的，住在台北
二十餘載，第一次獨自一人離家
長住，從燈火通明的夜到星光滿
布的夜，短短不到百公里，卻是
另一個塵世。

育達的孩子，大多家境不是
那麼好，很多人下課之後還要打
工，這裡資源相對貧乏。我是台
大心理系畢業、國北教諮商所的
在學生，在這兩間學校，我都多
次到諮商室接受諮商，而這兩所

學校的諮商資源，時常供不應
求；但這裡的孩子，很多人從入
學到畢業，根本都不知道學輔中
心的存在。我不確定這樣的差
異，是否來自於學校風氣，抑或
是他們的成長背景中，鮮少關注
到自身的存在呢？

然而，正如同蔣勳所說的，
一個人戀愛的第一個對象應該

要是自己。這並不是要我們活在
自己的世界當中，而是要找到屬
於自己的生命與生活。諮商能做
的幫助很多，但其實也很少，在
諮商裡，我們可以讓一個人更澄
澈的看見自己，但是離開了諮商
室後，個案基本上就和我們無關
了，個案還是得回到自己的生活
之中，去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
選擇。

來到育達，我期勉自己能夠讓
這些總是為生活煩憂，在社會中
不容易被看見的孩子們，點一盞
燭光。他們也許在先天經濟上比
較匱乏，但他們依然得面對自己
的人生，並不會因為經濟匱乏或
課業成績沒有比別人好，就得到
他人較多的憐憫語幫助。他們還
是得走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為
自己的生命做出抉擇。

而學生輔導中心是不收費的，
或者說費用在不知不覺中，就已
經包含在註冊費當中了，但學生
卻不知道有這個資源可以利用。
外面的諮商，一次動輒要2000起
跳，如果這些孩子能夠在大學期
間，善用心輔中心的資源，在庸
庸碌碌之中找到一些屬於自己人
生中的光點，或許是我在這邊能
夠幫上忙的地方。

(作者現為北教大諮商所學生，
育達科大實習心理師，並以貓心
為筆名，於數個網路平台發表文
章)

【本報訊】學校進入七月暑假期
間，位於綜合大樓的大廳服務台
出現一位溫謙有禮、慈眉善目的
志工阿姨-周淑梅小姐，「想說退
休了，也要做做義工，才不會和
社會脫節」，學務處胡英麟學務
長於7月4日特別頒發感謝狀，表
揚周小姐熱心服務，嘉惠學子的
義舉，讓一樓大廳在炎炎夏日，
瀰漫著滿滿的正能量。

在美國工作退休的周淑梅，對
於會來到這當義工的因緣際會侃
侃而談，她說，當年大學畢業後

在台灣工作兩年後，就隻身前往
美國唸書(MBA)，畢業後就一直
留在美國工作結婚、生子直至退
休，現在孩子也獨立了在美國讀
書，我才能放心的退休，無後顧
之憂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周淑梅說，之所以會來到育
達科大擔任志工，是我在禪修營
認識一個學姐，住在大學城，覺
得這裡的環境很安靜、很適合修
行。當初在美國退休後的規劃，
就是想找一個道場，可以長期修
行與擔任義工的工作，在學姊的
介紹下，我兩個月前也搬到了育
達大學城，接近這一個好山好
水、適合禪修的好環境。

篤信佛教，愛好禪修的周淑
梅認為，當志工是一個自發性的
事，也是一種對社會的回饋，不
要抱著有任何回報的心理，當年
在美國，就有加入加州的慈濟、
醫院以及地方的養老院擔任義
工，搬來育達大學城後，我本來
在談文國小當義工當小朋友的課
輔導師，以及輔導他們英文，最
近因為學校放暑假了，我就自告

奮勇的來育達科大學務處，表明
希望能盡一己之力，為學校做些
事情，也很感謝學務處請我擔任
週二及週四上午時段的服務台值
班人員，如有需要英文翻譯的時
候，我也可以發揮英文專長，盡
一己之力。

「修行之人是不能閉門造車
的」，周阿姨說，像我這樣已經
退休的人，可以運用當志工來發
揮你的覺性(awareness)，讓自己不
斷的成長，是一件很好的事，希
望未來可以在服務台，發揮自己
的專長，幫助到每一位育達人。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舉辦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歡送1472位畢
業生走出校門，迎向新的人生，
學校頒發休管系張錫能、行銷系
研究所劉燕梅及羅秋香三位同學
「終身學習獎」，鼓勵三位高齡
好學不倦的精神，三位同學加起
來二百多歲，堅持終身學習並不
斷自我實踐，是學弟妹學習最佳
榜樣。 

現任是苗栗縣商業會祕書長
的劉燕梅同學說，年輕時礙於生
計與經濟狀況，沒有機會繼續升
學，人生快70歲才重新踏入育達
科大校園，一口氣由二技讀到研
究所畢業，圓一個人生的夢。她
很珍惜，努力學習。在學校學到
了過往人生經歷中從未接觸過的
知識領域，非常享受這種學習，
也是對自我價值的另一項肯定。

今年76歲的張錫能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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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
書，讓他感到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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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讀育達科大，是
緣起於一場的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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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上育達科

大，今年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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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
三位高齡同學學習精神令人佩
服，終身學習是知識經濟時代提

高人民素質與強化國家競爭識的
關鍵，每位得獎人透過不斷參與
學習，改變自我生命歷程，對他
人發揮正面影響，鼓勵同學畢業
後，還要天天學習、終身學習，
秉持著「活到老、學到老」的學
習精神，打造精彩的人生舞台。

【學務處陳家瑜報導】學務處學
輔中心於108年5月6日至6月10日
期間，每週一17:30-19:30於學輔
中心的團體諮商室舉辦「與心靈
對話－瑜珈自我覺察放鬆團體」
活動，希望藉由瑜珈的練習，讓
同學除了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之下
得以有機會放鬆身心，提升對身
心狀況的覺察能力，理解身體與
心智的連結模式。

帶領活動的陳家瑜諮商心理
師表示，瑜珈一詞原意為「合
一」，意指練習瑜珈可讓我們達
到身心靈的合一，而所謂合一即
意味著「平衡」。我們常將瑜珈
歸類為運動，然而瑜珈自五千
年前開始便是印度古代修行者

用以鍛鍊身心的方式，更是一種
生活哲學。猶如儒家所談的中庸
之道，瑜珈講求「平衡」，諸如
身體肌肉施力的平衡、情緒的平
衡、飲食的均衡、活動與休息時
間的平衡等等。    

由於身心的各種疾病都是「失
衡」所導致，因此瑜珈練習不只
是體位法的伸展，還包含了身體
內部的潔淨法、多樣化的呼吸練
習和靜心，幫助我們找回健康。
本次活動一共六次，每次計有13
位同學參與。希望透過瑜珈的體
位法和呼吸方式，調節身體的韻
律和節奏，藉此獲得心靈的平
靜。

在六次的團體中，陳心理師每
次以呼吸練習開始，讓同學專注
於當下內在的感受，接著以循序
漸進的體位法進行身體的舒展，
最後以靜心讓同學放鬆休息。每
次的團體，陳心理師都請同學在
每個練習的當下，觀察自己的身
心狀況，接納自己身體和情緒上
的任何感受，不去批判也不和他
人比較，全然地與自己相處。

同學在結束團體後，皆表示
身心放鬆許多，緊繃痠痛的肌肉

較為緩解，同時雜亂的思緒也靜
止了，回家之後的睡眠品質也有
所提升。其中兩次團體，陳心理
師帶領同學們體驗洗鼻潔淨法和
凝視潔淨法，有些同學感到新奇
躍躍欲試，也有些同學不太敢嘗
試，但在同儕的鼓勵之下，他們
勇於突破自我限制，體會到了瑜
珈潔淨法的清潔功效和舒適感。
一些同學對於瑜珈飲食和古印度
醫學的體質辨證十分有興趣，紛
紛踴躍發問和參與討論，也更加
能夠覺察飲食對情緒的影響力而
改變自身的飲食習慣。

希望透過六次的瑜珈團體活
動，讓同學養成規律練習的習
慣，藉此釋放情緒壓力，維持身
心健康。

育達科大圓讀書夢 高齡好學不倦

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新任實習諮商心理師龔佑霖
「需要我的協助嗎？學輔中心歡迎你」

學輔中心舉辦
「瑜珈自我覺察放鬆團體」活動

服務台周淑梅志工接受學務處表揚

▲▲育達科技大學行銷系研究所劉燕梅及羅秋香二位同學獲「終身學習獎」結伴參加畢業典禮。

▲▲育達科技大學頒發休管系張錫能、行銷系研究所劉燕梅及
羅秋香三位同學「終身學習獎」。

有您
真好

▲▲陳家瑜諮商心理師帶領大家做瑜
珈體位法練習。

▲▲靜心練習操作實況。

與心靈對
話

▲▲周淑梅阿姨將於每周二及週四上
午9點至12點在大廳服務台為大
家服務。

育達科大胡英麟學務長表示，
十分感謝周女士願意前來學校服
務，對於她的服務精神十分嘉
許，周女士本身住在美國30年，
退休後因喜愛育達科技大學的校
園美景，選擇居住在大學城，同
時也希望利用閒暇時間能夠發揮

專業才能及生命經驗積極參與公
共事務，周女士目前除協助本校
聯合服務台，同時協助部分校內
法規及表件翻譯，未來也希望周
女士能發揮長才擔任本校外籍生
溝通橋樑，為育達學子帶來更多
的福祉。

▲▲學務處胡英麟學務長特別頒發感
謝狀，表揚周小姐熱心服務，嘉
惠學子的義舉。

▲▲剛到育達科大的實習心理諮商師
龔佑霖，希望能夠在實習階段幫
助更多人。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八月一日  星期四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校園萬象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