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885669 

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交流 育達科大簽署產學合作 

• 分享 2019-06-21 19:30 聯合報 記者劉星君╱即時報導 

育達科技大學共同舉辦第 2 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今年來自國內外 80 家企業

廠商，苗栗在地產業有 48 家。今在苗縣副縣長鄧桂菊見證下，育達科大與參與工商產業簽署「產學合作意向

書」，期許達到「產官學」合作，透過交流建置合作平台，為地方特色產業創造新商機。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蘇文玲與副縣長鄧桂菊今出席，為廠商加油打氣，持續努力邁向國際化，打響、擦亮台

灣製造（MIT）品牌，讓更多產業的隱形冠軍被看見。蘇文玲說，廠商產品與市場走向密切，產學合作一直是重

要議題，環境和技術一直在改變，學生在網路、資訊的技術遠比傳統產業更熟悉，若能聯結合作，中小企業廠商

能獲取新資訊，掌握經營和行銷要領，可望創造雙贏。 

今天在苗縣副縣長鄧桂菊見證下，育達科技大學與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中區委員會、

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苗栗縣榮譽指導員協進會、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等 8

個單位簽訂產學合作，讓企業技術、行銷、資金等方面與學校合作，學校提供專業學術人

才，協助企業創意商品開發，創新商機平台發展。  

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說，透過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產官學的產業創新交流，教師與產業深

根銜接、學生企業實習、職場經驗交流及職業工作媒合，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參展的單位多元，苗栗青年農民首度參加，現場擺出青農市集，透過相關交流，架接商業交

流平台，促進互助合作。  

在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右六）見證下，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左五）與相

關協會等 8 個單位簽訂產學合作，創新商機平台發展。記者劉星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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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商機交流博覽會今在育達科大登

場，苗栗青年農民也首度參加。記者劉星君／攝影 

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商機交流博覽會今在育達科大登

場，共有 80 廠商與會參加。記者劉星君／攝影 

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商機交流博覽會今在育達科大登場，

有在地企業結合當地農特產，設計特色伴手禮。記者劉星君／攝影 

http://gotv.ctitv.com.tw 

 

中小企業齊聚苗栗交流 產學合作拚經濟 
由 快點 TV 於 2019-06-21 生活焦點 

http://gotv.ctitv.com.tw/
http://gotv.ctitv.com.tw/author/mike-chen
http://gotv.ctitv.com.tw/category/share-shopping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6/21/realtime/6462532.jpg&x=0&y=0&sw=0&sh=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6/21/realtime/6462533.jpg&x=0&y=0&sw=0&sh=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6/21/realtime/6462534.jpg&x=0&y=0&sw=0&sh=0&exp=3600


 

 

 

 

創造中小企業交流機會，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

21 日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舉行，規模較往年盛大，來自國內外 80 家企業廠商參加，透

過 B2B 商機平台增加產品曝光度，會中搭配直播行銷，另與育達科大簽署產學合作意向

書，期盼產學攜手共創經濟榮景。  



環境和技術一直改變，產學合作向來是企業進步的重要課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蘇

文玲指出，學子在網路及資訊方面遠比傳統產業更嫻熟，若能將兩者互相連結，中小企業

能獲取新資訊、掌握經營和行銷要領，即能創造雙贏局面。她舉出，民生消費為大宗的展

覽中，科技性的機器人頗受注目，業界應持續精進，不被潮流淘汰。  

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副社長朱碧霞指出，參展的 80 家廠商中，有 48 家為在地企

業、1 家企業來自韓國，主打友善耕作的青農也在其中，約半數廠商為首次加入，期盼透

過交流平台媒合，尋得合作機會，產業橫跨食品、生物科技、教育、服務、用品、製造業

等 7 種類別。  

二度參展的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為苗栗後龍本土企業，橫跨醫療、美容、衛材等特殊不織

布開發，營運副總沈香君表示，公司經營 20 餘年主要為國內外知名面膜名牌的布料供應

商，每月銷量上看 5000 萬片面膜，參展主要可與相關產業相互觀摩產品、項目，進一步

可接洽合作，只要產品技術含量高且富有特色，就能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存活下來。  

 

 



中小企業博覽會中，工商團體與育達科大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巫靜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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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吸引 80 家國內外廠商參加。（巫靜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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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昨（廿一）日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

登場，有來自國內外八十家企業廠商參加，展現自家創新的優質產品，希望藉由交流合作開創

「B2B」商機平台，共創經濟榮景。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蘇文玲與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等來

賓，也到場為廠商加油打氣，勉勵大家持續努力邁向國際化，打響、擦亮台灣製造（MIT）品牌，

讓更多產業隱形冠軍被看見，政府會提供資源大力協助。 

會中備受矚目的焦點是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由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中區委員會主委葉錦

煌、苗栗縣商業總會理事長戴美玉、工業會理事長余增國、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張文祥等八單位代

表，與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共同簽署了產學合作策略聯盟意向書。 

蘇文玲表示，廠商產品與市場走向密切，產學合作一直是重要議題，由於環境和技術一直在改變，

學子在網路、資訊方面的技術遠比傳統產業更熟悉，若能聯結合作，中小企業廠商能獲取新資訊，

掌握經營和行銷要領，可望創造出雙贏局面。廿一日展出的產品多為民生消費方面，但也有科技性

的機器人，顯示產品與服務都在改變，業界必須持續精進，才不致被時代潮流淘汰。 

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說，在中小企業不斷的努力下，不僅在國內如火如荼研發創新，許多新產品更

是走向國際化，眾多中小企業正是「台灣向前行」最佳推手，她勉勵廠商持續開發優質新產品，而

國內消費者也盡量採用 MIT 產品，相信就能達成「台灣向前行、台灣一定贏」的目標。 

苗栗縣工商發展處長黃智群表示，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IMC）全

國聯合會與育達科大共同主辦的「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已邁入第

二屆，今年規模與參展產品都較去年更多元豐富，產業與學界集中推介發表，搭配時下頗夯的直播

行銷，彼此互相觀摩，以創新商機平台發展為目的，透過交流並建置 B2B 合作平台，期為苗栗及全

國中小企業、地方特色產業創造新商機。 

IMC 聯合會工經主委陳宗聖表示，博覽會有來自韓國及全台八十個展商企業，包括廿三家製造業、

五十五家創新商品服務行及二個公部門宣導攤位，有企業及各界人士數百人參與，各展攤詢問度

高，會場熱鬧滾滾，盼藉此整合供需創新市場新需求，厚植中小企業核心競爭力。蘇文玲與鄧桂菊

在黃智群等人陪同下，到各展攤參觀，並體驗新產品帶來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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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第 2 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將於 21 日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登場，

苗栗縣長徐耀昌今天出席記者會推介創新產業，期盼透過交流讓更多產業的隱形冠軍被看見，企業

也能共榮合作讓「貨出去、人進來」，創造新商機。 

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IMC）聯合會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去年首度結合苗栗縣工策會

等單位舉辦商機交流博覽會，為參與產業創造供需連結，活絡產業鏈，今年第 2 屆規模更盛大，邀

請韓國及 10 縣市共 80 家廠商相互交流，活化創新能量。 

IMC 全國聯合會今天在縣府大廳召開記者會說明博覽會交流訊息，同時邀請 20 多家參展廠商展出

食品、生物科技、教育、美容生技、文創、農特產品、生活用品等領域產品，展現產業研發及創新

實力。 

會中由縣長徐耀昌、立委徐志榮、縣議員余文忠、徐功凡、楊明燁及苗栗縣商業會理事長戴美玉、

工業會理事長余增國、IMC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金泉、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等人一起揭開 B to B 合

作平台，宣示地方產業在苗栗凝聚交流，齊心拓展新市場。 

徐耀昌表示，中小企業是台灣台經濟發展的根本，去年首屆商機博覽會廣獲好評，今年中小企業廠

商主動爭取參與，縣府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爭取更多資源舉辦工商交流博覽會，期盼透過互相推

介、結盟合作，創造商機及架接商機，引領企業創新未來。 

IMC 聯合會工經主委陳宗聖表示，博覽會 80 個展商企業包括 23 家製造業、55 家創新商品服務行及

2 個公部門宣導攤位，預估將有 600 位以上企業及合界人士參加，透過交流整合供需創新市場新需

求，厚植中小企業核心競爭力。 

21 日開幕式中並將邀請工商產業界領導人與育達科大進行產學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架接產業學界

資源連結，同時將安排企業推介連結網路同步直播，以達到最大的聚焦與有效曝光，參展企業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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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經濟為前提，共享技術、生產、銷售、資訊等經營資源，以良性競合互動加強行銷，拓展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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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結合公益  11 周銷售實戰 大學生為愛發出溫暖

呼喚 

 分享 2019-06-04 13:59 聯合報  記者黃昭勇╱即時報導  

「你每喝一口茶，就讓慢飛天使的翅膀揮動一下」、「完成一次訂購，漸凍人的生活就多透

進一絲陽光」、「每一個人都可以影響另一個人」...，這一聲聲溫暖的呼喚，是來自台灣南

北四所學校、200 多位大專院校同學，從行銷、管理與社群、永續經營等跨校際、跨領域

課程，共同淬煉出的學習心得。  

新社會關係  校園、商家、NPO 三贏  

11 個星期的學習，不僅在教室上課，育達科技大學、靜宜大學、嘉義大學與高雄大學的師

生，與社會網絡公司執行長張幼霖共同設計了第二屆「挺好校園社群商務競賽」，透過實戰

社群行銷在地小農、有機、友善環境、平等對待等良善商品，社會網絡公司並將同學銷售金

額的 5%捐給非營利組織（NPO），達成「好的挺好的」消費結構，創造師生、商家與 NPO

三贏的新社會關係。  

6 月 2 日的假日午後，36 組競賽團隊在嘉義大學進行成果發表，並邀請崑山科大企管系助

理教授楊泰和、中正大學教務長洪新原與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秘書長陳玠甫等擔任評審。  

靜宜大學資管系副教授楊子青代表總結本屆競賽成果指出，四校五個班級的 200 多位同學，

總共創造了 23.96 萬元的銷售成績，捐贈四個 NPO：世界和平會、雙福基金會、運動神經

元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以及台灣展翅協會，合計 11,978.5 元的「買就捐」捐款。  

今年的主辦學校—嘉義大學校長艾群表示，挺好校園商務競賽就是要「相挺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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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今年首度參與挺好校園社群商務競賽。

記者黃昭勇／攝影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6520/ 

纖博館《遇見臺中》時尚產學交流展  編織中臺灣設計

能量 

時尚新鮮事  藝文設計 

by BeautiMode2019/06/07 

 

（本文為《BeautiMode》與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合作文章，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編織，是世界共通的工藝，其中編、結、織、染、繡等技法，除了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也是人們展現

創意的管道，豐富生活的色彩。  

作為全國第一間以「纖維工藝」為主題的博物館，臺中市纖維工藝博物館致力結合「纖維、時尚、綠

工藝」三項元素，提供臺灣纖維藝術文化產業一個交流與發展的平台。為了扶植臺灣中部時尚產業創

新發展，同時提升本土時尚的國際能見度，日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百峰相聚、千川匯集」為主題，

邀請設計師品牌與大學，參與《遇見臺中 -時尚產學交流展》，開啟新舊世代間的對話。  

本次展覽邀請 7 位知名設計師及品牌，包括徐秋宜、許艷玲、葉珈伶、汪俐伶、UUIN、及繭裹子、

潘怡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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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大臺中時尚學院攜手，

合力展出六十餘件作品，展現精湛的技藝與綠時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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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6/04/realtime/6388759.jpg&x=0&y=0&sw=0&sh=0&exp=3600
https://line.naver.jp/R/msg/text/?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6520/


革新臺灣傳統藺草工藝！  苑裡「藺子」延續美好編織物語  

 

《遇見臺中 -時尚產學交流展》開幕當天的服裝動態展演。（圖／創藝傳媒）  

「針織女王」潘怡良，Gioia Pan  

擁有「針織女王」美譽的設計師潘怡良，展出兩套來自 2019 年春夏系列《楽．Gioia Della Vita》的

禮服，將泰雅族編織工藝與針織布料結合，獨具魅力的傳統文化與摩登時尚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火花。 

「一直以來，原住民的作品比較難一下走到很時尚的地方，這次與烏來泰雅族的編織工坊和織藝匠師

合作，我們也達到共識，要讓大家看到原住民元素的時尚呈現。」潘怡良說。  

大師們憶針織女王 Sonia Rykiel 時尚界悼念法式風格代表  

 

「針織女王」潘怡良的 2019 春夏系列《楽．Gioia Della Vita》，作品結合泰雅族傳統編織及針織布

料。（圖／BeautiMode）  

徐秋宜，本真一衣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3514/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2181/


設計師徐秋宜為展覽提供兩組名為《歲月如梭；日常如常》的作品，運用藍染在玉米纖維布料上呈現

台中的山水意象，鞋履與帽飾則是以編織的手法呈現。  

「藍染不同於拿著筆手繪的感覺，山水圖案看似簡單，但其實是經過了多次規畫與染色，編織需要時

間，尤其鞋履是實際可穿著的，因此也必須考慮版型、楦頭和腳的關係，兼顧實用性與合穿性，帽飾

則是菜瓜布結合金屬進行編織，概念性居多。」徐秋宜表示。  

台、泰美學激盪！設計師簡君嫄直搗泰國植物染村落  再掀綠色時尚風潮  

 

《歲月如梭；日常如常》材質以天然棉麻與玉米纖維為主。（圖／BeautiMode）  

 

《歲月如梭；日常如常》搭配的鞋履以手工編織而成。（圖／BeautiMode）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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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交流 80 廠商覓商機 
中時電子報 

17.3k 人追蹤 

追蹤 

巫靜婷╱苗栗報導 

2019 年 6 月 22 日 上午 5:50 

留言 

 

苗栗青年農民聯誼會推廣在地農產，品項豐富。（巫靜婷攝） 

更多 

中國時報【巫靜婷╱苗栗報導】 

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21 日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舉行，

規模較往年盛大，來自國內外 80 家企業廠商參加，透過 B2B 商機平台增加產品曝光度，會中搭配

直播行銷，另與育達科大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期盼產學攜手共創經濟榮景。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蘇文玲指出，學子在網路及資訊方面遠比傳統產業更嫻熟，若能將兩者互

相連結，中小企業能獲取新資訊、掌握經營和行銷要領，即能創造雙贏局面。她舉出，民生消費為

大宗的展覽中，科技性的機器人頗受注目，業界應持續精進，不被潮流淘汰。 

苗栗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副社長朱碧霞指出，參展的 80 家廠商中，有 48 家為在地企業、1 家企

業來自韓國，主打友善耕作的青農也在其中，約半數廠商為首次加入，期盼透過交流平台媒合，尋

得合作機會，產業橫跨食品、生物科技、教育、服務、用品、製造業等 7 種類別。 

二度參展的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為苗栗後龍本土企業，橫跨醫療、美容、衛材等特殊不織布開發，

營運副總沈香君表示，公司經營 20 餘年主要為國內外知名面膜名牌的布料供應商，每月銷量上看

5000 萬片面膜，參展主要可與相關產業相互觀摩產品、項目，進一步可接洽合作，只要產品技術含

量高且富有特色，就能在高度競爭的市場存活下來。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www.chin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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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中小企業商機交流博覽會 6/21 登場 
 

台灣新生報 

1.2k 人追蹤 

追蹤 

【記者江乾松／苗栗報導】 

2019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12:00 

留言 

第二屆台灣向前行全國中小企業工商產業商機交流博覽會，將於二十一日在造橋鄉育達科技大學登

場，苗栗縣長徐耀昌昨日出席記者會推介創新產業，期盼透過交流讓更多產業的隱形冠軍被看見，

企業也能共榮合作讓「貨出去、人進來」，創造新商機。 

中華民國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IMC）聯合會為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去年首度結合苗栗縣工策會

等單位舉辦商機交流博覽會，為參與產業創造供需連結，活絡產業鏈，今年邀請韓國及全台十縣市

共八十家廠商相互交流，活化創新能量。 

IMC 全國聯合會昨日在縣府大廳召開記者會說明博覽會交流訊息，同時邀請二十多家參展廠商展出

食品、生物科技、教育、美容生技、文創、農特產品、生活用品等領域產品，展現產業研發及創新

實力。 

會中揭開 BtoB 合作平台，宣示地方產業在苗栗凝聚交流，齊心拓展新市場。縣長徐耀昌表示，中小

企業是台灣台經濟發展的根本，去年首屆商機博覽會廣獲好評，今年中小企業廠商主動爭取參與，

縣府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爭取更多資源舉辦工商交流博覽會，期盼透過互相推介、結盟合作，創造

商機及架接商機，引領企業創新未來。 

IMC 聯合會工經主委陳宗聖表示，博覽會八十個展商企業攤位，預估將有六百位以上企業及合界人

士參加，透過交流整合供需創新市場新需求，厚植中小企業核心競爭力；開幕式中並將邀請工商產

業界領導人與育達科大進行產學合作意向書簽約儀式，架接產業學界資源連結。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901943 

產學合作 高職招生「基本配備」 

 分享 2019-06-30 23:26 聯合報  記者鄭國樑、陳斯穎、胡蓬生／連線報導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61.222.18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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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高商會計產業實務專班是各項會計技藝競賽的常

勝軍。圖／中壢高商提供 

高職招生成績要好，師資、設備、升學等表現都要亮眼，產學合作幾乎成了「基本配備」，

業師進駐、產學合作的職科愈來愈有吸引力。  

中壢高商會計產學專班就是明顯的例子，2015 年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大台北、桃園地區

知名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成立全國第一個獲教育部核定的「會計產業實務專班」，專班

雖然高三才編班但是很有魅力，因為可直升北商大，大四又可進知名會計事務所帶薪工作，

連年名額供不應求。  

中壢高商前三屆會計專班學生的表現，經追蹤輔導發現，明顯優於一般入學管道就讀會計

相關科系學生，經常是各項會計技藝競賽的常勝軍，第一屆專班學生去年就代表北商大參

加全國租稅辯論比賽、全國大專校院電腦稽核個案競賽擊敗台大、政大、東吳等一流名校會

計系學生，勇奪冠軍。  

新竹縣東泰高中多數課程設計朝就業導向，與業界及多所大學攜手產學合作，尤其餐飲管

理科學生一、二年級時在校上課，三年級全年在校外實習，合作業者包括王品集團、饗食天

堂及安捷酒店等，畢業後有機會直接升任儲備幹部或主管，也可選擇直升明新科技大學或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4%A2%E5%AD%B8%E5%90%88%E4%BD%9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F%A6%E7%BF%9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E%8B%E5%93%81%E9%9B%86%E5%9C%98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7/01/1/6506137.jpg&x=0&y=0&sw=0&sh=0&exp=3600


中壢高商會計產業實務專班學生進入台

北商業大學後，大四全年在會計事務所帶薪工作。圖／中壢高商提供 

苗栗縣中興商工、育達科大及京元電子也成軍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參加產學專班的中興商

工畢業生，不但成為京元正式員工，4 年內同時可在育達科大完成大學教育。  

苗栗縣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生命關懷事業科今年產生五專部第一屆畢業生，校方在學生

升上專五前，就安排與十多家業者簽定合作協議，到校物色學生前往實習或辦理聯合徵才，

到實習單位的學生幾乎全數被留任，今年畢業生除男生有 4 個月役期，女生幾乎都是「畢

業即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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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觀光經濟 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台中登場 
 

台灣好報 

34 人追蹤 

追蹤 

賴 孟科 

2019 年 6 月 4 日 下午 10:27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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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賴孟科／台中報導】 

首屆「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商圈媒合會」4、5 兩日在台中盛大登場，邀請全國約 700 家

觀光業者及公協會代表與會，現場設置約 300 家媒合攤位，推廣特色旅宿、觀光工廠、商圈夜市特

產與景點，帶來無限商機。市長盧秀燕表示，台中有都市的繁華便利，也有愜意的鄉村田園風光，

高鐵南來北往相當方便，歡迎大家到台中旅遊，感受城市魅力。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今明兩日在台中舉辦首屆全國性觀光產業論壇、媒合會及小

鎮漫遊踩線活動，邀請交通部觀光局長周永暉、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姚大光、育達科技大學校長

黃榮鵬等人進行專題報告與演講；此外，全聯會更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年度小鎮漫遊年主題，在台中

規劃 6 條踩線行程，涵蓋山海屯都知名觀光景點，邀請業者踩線體驗，作為套裝行程規劃參考。 

盧市長、市府觀旅局長林筱淇、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交通部觀光局、台灣觀光協會、財團

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育達科技大學及全國六都一省旅行公會及相關旅遊公協會等代表皆到場共襄盛

舉。 

盧市長指出，台中位居台灣中心，高鐵南來北往相當方便，不僅擁有繁華的都會景觀，也可享受愜

意的鄉村田園風光，山城、海線多處景點都值得到訪，觀光資源豐富。 

盧市長更透露，自己政大畢業後，曾在旅行社擔任票務工作，大學期間也擔任救國團領隊，跑遍台

灣各地，對於觀光產業發展相當重視，感謝公會選擇台中舉辦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媒合會，將進一

步帶動台中的觀光產業發展。 

觀旅局長林筱淇指出，台中觀光旅遊潛力無窮，統計台中主要 24 處遊憩景點，每年均超過 4400 多

萬人次國內外旅客到訪。為力拼經濟，觀旅局積極提升台中觀光行銷能量，包裝在地景點特色、活

動節慶、創意話題等亮點，目標打造台中為名副其實的觀光首都。 

根據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統計，全台從事國民旅遊服務或設有相關服務的旅行社超過 2000

家，每年貢獻超過 4000 多億元觀光產值。此次觀旅局與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合

作，舉辦大型觀光產業論壇及媒合會，可望有效提高台中市在觀光業界的能見度。 

此外，也期盼透過遊程推介及安排踩線，讓全國觀光業者熟悉台中東勢林場、新社花海、大坑登山

步道、高美溼地、大安濱海樂園等山海風光，以及台中國家歌劇院、美術園道、草悟道、光復新

村、道禾六藝文化館、彩虹眷村、霧峰林家花園等人文景點。 

林局長也指出，台中自今年下半年起，將陸續舉辦多項節慶及創意主題活動，包括台中購物節、台

中珍奶節、台中好湯溫泉季、台中大安沙雕音樂祭、台中自行車嘉年華、台中爵士音樂節、台中國

際舞蹈嘉年華、新社花海、台中國際花毯節及 2020 台灣燈會等，歡迎全世界民眾一起到台中作

客，感受台中的熱情活力與美景。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蕭博仁指出，以往全聯會皆與飯店、旅行社進行產業

媒合，此次擴大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合作，推廣 OTOP(一鄉鎮一特產)，包括觀光工廠、商圈夜市

皆納入合作範圍，邀請北、中、南、東各地約 680 多家旅遊業者齊聚台中，盼有效提升產業媒合

率，帶動觀光經濟，為台中帶來更多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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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觀光財！首屆全國旅行業高峰論

壇台中登場 
 23:072019/06/04  

 中時 
  

 盧金足 

 複製連結  

  

 首屆「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商圈媒合會」4 日在台中盛大登場，台中市長盧秀燕歡迎

大家到台中旅遊，感受城市魅力。（盧金足攝） 

 首屆「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商圈媒合會」4 日在台中盛大登場，邀請全國約 700 家

觀光業者及公協會代表與會，現場設置約 300 家媒合攤位，推廣特色旅宿、觀光工廠、商圈夜

市特產與景點，帶來無限商機。市長盧秀燕表示，台中有都市的繁華便利，也有愜意的鄉村田

園風光，高鐵南來北往相當方便，歡迎大家到台中旅遊，感受城市魅力。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今明兩日在台中舉辦首屆全國性觀光產業論壇、媒合會

及小鎮漫遊踩線活動，邀請交通部長林佳龍、觀光局長周永暉、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姚大

光、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等人進行專題報告與演講；此外，全聯會更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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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鎮漫遊年主題，在台中規畫 6 條踩線行程，涵蓋山海屯都知名觀光景點，邀請業者踩線體

驗，作為套裝行程規劃參考。 

 盧秀燕、市府觀旅局長林筱淇、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交通部觀光局、台灣觀光協會、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育達科技大學及全國六都一省旅行公會及相關旅遊公協會等代表皆到

場共襄盛舉。 

 盧秀燕說，台中位居台灣中心，高鐵南來北往相當方便，不僅擁有繁華的都會景觀，也可享受

愜意的鄉村田園風光，山城、海線多處景點都值得到訪，觀光資源豐富。 

 她更透露，自己政大畢業後，曾在旅行社擔任票務工作，大學期間也擔任救國團領隊，跑遍台

灣各地，對於觀光產業發展相當重視，感謝公會選擇台中舉辦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媒合會，將

進一步帶動台中的觀光產業發展。 

 觀旅局長林筱淇指出，台中觀光旅遊潛力無窮，統計台中市主要 24 處遊憩景點，每年超過

4400 多萬人次國內外旅客到訪。為力拚經濟，觀旅局積極提升台中觀光行銷能量，包裝在地景

點特色、活動節慶、創意話題等亮點，目標打造台中為名副其實的觀光首都。 

 林筱淇也期盼透過遊程推介及安排踩線，讓全國觀光業者熟悉台中東勢林場、新社花海、大坑

登山步道、高美溼地、大安濱海樂園等山海風光，以及台中國家歌劇院、美術園道、草悟道、

光復新村、道禾六藝文化館、彩虹眷村、霧峰林家花園等人文景點。 

 台中自今年下半年起，將陸續舉辦多項節慶及創意主題活動，包括台中購物節、台中珍奶節、

台中好湯溫泉季、台中大安沙雕音樂祭、台中自行車嘉年華、台中爵士音樂節、台中國際舞蹈

嘉年華、新社花海、台中國際花毯節及 2020 台灣燈會等，歡迎全世界民眾一起到台中作客，感

受台中的熱情活力與美景。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蕭博仁指出，以往全聯會皆與飯店、旅行社進行

產業媒合，此次擴大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合作，推廣 OTOP(一鄉鎮一特產)，包括觀光工廠、商

圈夜市皆納入合作範圍，邀請北、中、南、東各地約 680 多家旅遊業者齊聚台中，盼有效提升

產業媒合率，帶動觀光經濟，為台中帶來更多商機。 

 (中時 )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604/1459880.htm 

全國觀光產業論壇在台中 盧秀燕：待過旅行社最懂旅遊業 

 【好康】看新聞把 Apple、Dyson 帶回家！ 

 

▲盧秀燕出席觀光產業論壇表示，市府有誠意合作一起拚經濟。（圖／台中市政府提供） 

記者鄧木卿／台中報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604/1459880.htm
https://ad.ettoday.net/adclick.php?bid=news_text_1&bannerid=57859


第一屆「全國觀光產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媒合會」4 日在台中舉行，市長盧秀燕出席致詞表達歡迎和感謝，台中已是全台第二大城，

交通方便，更蘊含豐富歷史人文及自然觀光資源，她還說，當記者前曾待過旅行社票務，所以她很支持也很重視旅遊產業，市政府很

有誠意和觀光業者合作，一起拚經濟。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蕭博仁表示，以前全國聯合會都是跟飯店、旅行社媒合，今年第一次擴大到其他部門，

包括經濟部中小企業、觀光工廠、商圈夜市、旅館、民宿、飯店等，全台旅遊業者近 7 百家，如果要逐一拜會的話，可能 1 年都拜會

不完，因此，才邀請北、中、南、東所有業者，18 輛遊覽車、7 百多人全都聚集到台中，一次將台中介紹給台灣所有旅遊業界。 

觀光旅遊局長林筱淇指出，台中主要的 24 個景點，每年即超過 4 千 4 百多萬人次的國內外旅客造訪，觀旅局也積極提升台中觀光行

銷能量，整合府內外資源精準行銷，包裝在地景點特色、活動節慶、創意話題等亮點，打造台中成為名符其實的觀光首都。 

林筱淇說，這次觀旅局和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合作，舉辦大型觀光產業論壇及媒合會，期盼透過規劃推介及安排踩

線，行銷台中的東勢林場、新社花海、大坑登山步道、高美溼地、大安濱海樂園等山海風光，以及國家歌劇院、美術園道、草悟道、

光復新村、道禾六藝文化館、彩虹眷村、霧峰林家花園等人文景點，提高台中市在觀光業界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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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商圈媒合會  台中登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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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2019-06-04 19:09 經濟日報  記者宋健生╱即時報導  

第一屆「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業商圈媒合會」今(4)、明兩天在台中盛大登場，邀

請全國約 700 家觀光業者及公協會代表與會，現場設置 300 家媒合攤位，推廣特色旅宿、

觀光工廠、商圈夜市特產與景點，帶來無限商機。  

台中市長盧秀燕表示，台中有都市的繁華便利，也有愜意的鄉村田園風光，高鐵南來北往相

當方便，歡迎大家到台中旅遊，感受城市魅力。  

中華民國旅行公會全國聯合會今、明兩天在台中舉辦首屆全國性觀光產業論壇、媒合會及

小鎮漫遊踩線活動，邀請交通部觀光局長周永暉、全聯會榮譽理事長姚大光、育達科大校長

黃榮鵬等人進行專題報告與演講。  

此外，全聯會更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年度小鎮漫遊年主題，在台中規劃 6 條踩線行程，涵蓋

山海屯都知名觀光景點，邀請業者踩線體驗，作為套裝行程規畫參考。  

盧秀燕指出，台中位居台灣中心，高鐵南來北往相當方便，不僅擁有繁華的都會景觀，也可

享受愜意的鄉村田園風光，山城、海線多處景點都值得到訪，觀光資源豐富。  

台中市觀旅局長林筱淇表示，台中主要 24 處遊憩景點，每年超過 4,400 萬人次到訪。為

力拚經濟，觀旅局積極提升台中觀光行銷能量，包裝在地景點特色、活動節慶、創意話題等

亮點，目標打造台中為名副其實的觀光首都。  

據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統計，全台從事國民旅遊服務或設有相關服務的旅行社超

過 2,000 家，每年貢獻逾 4,000 餘億元觀光產值。  

此次觀旅局與中華民國旅行公會全聯會合作，舉辦大型觀光產業論壇及媒合會，可望有效

提高台中市在觀光業界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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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期盼透過遊程推介及安排踩線，讓全國觀光業者熟悉台中東勢林場、新社花海、大

坑登山步道、高美溼地、大安濱海樂園等山海風光，以及台中國家歌劇院、美術園道、草悟

道、光復新村、彩虹眷村、霧峰林家花園等人文景點。  

林筱淇說，台中自今年下半年起，將陸續舉辦台中購物節、台中珍奶節、台中好湯溫泉季、

台中大安沙雕音樂祭、台中自行車嘉年華、台中爵士音樂節、新社花海及 2020 台灣燈會

等，歡迎全世界民眾一起到台中作客。  

中華民國旅行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蕭博仁說，以往全聯會均與飯店、旅行社進行產業媒合，此

次擴大將 OTOP(一鄉鎮一特產)，以及觀光工廠、商圈夜市納入合作範圍，邀請全台 680

多家旅遊業者齊聚台中，盼有效提升產業媒合率，帶動觀光經濟。  

第一屆「全國旅行業高峰論壇暨觀光產

業商圈媒合會」今天在台中盛大登場，邀請全國約 700 家觀光業者及公協會代表與會。記者宋健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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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補助倒數中 台中市加碼抽電動機車等好禮 

新頭殼 newtalk | 唐復年 台中市報導 

發布 2019.06.03 |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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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議會園區。    台中市觀旅局 /提供 

台中市春遊補助優惠專案還有一個月即將結束，台中市觀旅局長林筱淇今（2）日指

出，除了住宿優惠，也特別加碼贈送好禮，包括名牌電動機車 5 輛、電動自行車 5

輛、LED 液晶顯示器、牌紫外線殺菌烘碗機、微電腦微波爐、14 吋立扇等各 10 台，

總計數十項大獎等您來拿，請國人一定要把握最後 1 個月的機會。 

台中市春遊補助優惠專案自 5 月 1 日開跑，將於 6 月 30 日結束，全市共有 300 多家

旅宿業者參與專案，除了週日至週四住宿費政府每房補助新臺幣 500 元外，還有超過

90 家旅宿業者自行提供加碼優惠，包括再折抵住宿費、免費泡湯、免費接駁、送下

午茶、宵夜、還有精美伴手禮等。 

林筱淇表示，台中觀光旅遊資源豐富多元，不論白天或夜晚都可以規劃不同主題遊

程，例如台灣省議會紀念園區，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文化景觀，漫步其中令人懷舊憶

往；光復新村及審計新村更是青創文藝聚落，梨山的福壽山農場、武陵農場則是絕佳

避暑勝地，知名百年湯谷關溫泉泉質優良，舒壓養生美容ㄧ次滿足；逢甲夜市商圈名

聞遐邇，為匯聚各式創意小吃料理之美食天堂；位於市中心之國家歌劇院為世界級建

築，是遊客必遊之打卡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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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彩虹眷村曾登上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版面，五彩繽紛的創意童趣塗鴉享譽國

際；獲選全國十大自行車經典路線的東豐及后豐鐵馬道，為舊山線鐵道改建而成自行

車專用道，沿途經過百年隧道鐵橋，讓人享受踩踏飛輪穿越時空隧道欣賞大甲溪沿岸

風光景色之快感；還有無敵夢幻的高美濕地夕陽，被國際網站譽為一生必遊一次的景

點。 

觀旅局指出，關於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之參加旅宿業者名單、業者優惠資料及剩餘補

助名額等資訊，均公布於「春遊專案」活動網頁專區

(https://springtour.app/event/springtour.php)。 

剩餘補助名額資訊，亦可連結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https://www.tourism.taichung.gov.tw/）或臺中觀光旅遊網 

（https://travel.taichung.gov.tw/）中查詢（包含團體旅遊部分），請大家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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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科大「第二屆德明盃足球賽」 

大華網路報 (2019-06-28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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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為鼓勵越南外籍生培養良好的休閒活動，校方了解越南學生熱愛足球運

動，故鼓勵各外籍生專班成立足球隊，讓學生在課餘之暇利用足球運動聯誼健身。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從去年開始於每年舉辦德明盃足球賽，今年更擴大舉行，提供前四強獎盃及高額獎金，並邀

請全國各大專院校越南籍學生組隊參加，於 6 月 1 日越南文化日當天舉行總決賽。  

 

 本次活動全國大專院校越南學生報名踴躍，包括龍華科技大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朝陽科

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景文科技大學等共有 16 隊合計 14 校學

生報名。五月起即展開各校對抗賽，從各校最後選出前四強，於 6 月 1 日越南文化日當天進行總

決賽。  

 

 6 月 1 日第二屆德明盃足球賽總決賽當天，賽程從上午 9 點開始，本次取得總決賽資格學校有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及龍華科技大學等四隊，各校隊伍除了基本球

隊成員外，還動員啦啦隊參與，場面極為熱鬧。冠亞軍決賽賽程從下午兩點開始，由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對抗育達科技大學，因午後雷陣雨攪局，球員和觀眾都淋得一身濕，士氣卻不受影響，反

而大增。育達科技大學最後以些微差距奪得冠軍，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則居於亞軍，醒吾科技大學

以及龍華科技大學並列季軍，並於下午 3 點 30 分舉行頒獎典禮。此次足球賽各校隊展現運動家

精神，雖然天公不做美，但各校隊仍在雨天為自校榮耀努力比賽至最後一刻，同時藉由此次活動

以球技與全國各校建立更良好校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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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國際發明展傳捷報 我代表團奪 22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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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崴科技 「LiZi 亮

子紗穴位雕塑科技褲」榮獲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特別獎。（臺灣發明協會提供）

2019 美國矽谷國際

發明展揭曉，我國代表團拿下 22 面金牌、15 面銀牌、8 面銅牌，還有 6 面特別獎名。（臺灣發明協會提供）



臺北城市科大「具有

主動安全偵測之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獲得金牌及波蘭特別獎。（臺灣發明協會提供）

蘿琳亞「具平整貼身

之塑身衣」榮獲大會首獎。（臺灣發明協會提供）



紅崴科技 「LiZi 亮

子紗穴位雕塑科技褲」榮獲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特別獎。（臺灣發明協會提供）

2019 美國矽谷國際

發明展揭曉，我國代表團拿下 22 面金牌、15 面銀牌、8 面銅牌，還有 6 面特別獎名。（臺灣發明協會提供） 





 

記者黃朝琴／臺北報導 

 2019 美國矽谷國際發明展成績今日揭曉，我國代表團傳回捷報，今年派出 46 件作品參加，結果拿下 22 面金

牌、15 面銀牌、8 面銅牌，還有 6 面特別獎，成績斐然，打響臺灣生技、科技之名。 

 我國代表團團長、臺灣發明協會理事長陳宗台指出，臺灣向來重視創新與發明，世界各大發明獎屢獲肯定，今

年 9 家企業、6 間學校，以及多位個人與團體參加矽谷發明展，為期 3 天活動結束，臺灣延續過往佳績，拿下多

面獎牌與特別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快速心電圖檢測裝置」榮獲金牌及克羅埃西亞特別獎，該作品雖為一線醫護人員發明，主要

功能在協助非醫護專業者，讓不了解心電圖電極片的操作人員，也可快速且準確完成貼附，得以提升心肌梗塞病

人照護品質。 

 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AI 無人機」獲得金牌、越南特別獎，該發明重點除了解決班級內靜態計算人數的問

題，也可解決校內靜態計算人數的問題，更能解決戶外動態計算人數的問題，例如大型集會遊行。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具有主動安全偵測之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獲得金牌及波蘭特別獎，這項作品在兒童汽車

安全座椅添加許多偵測裝置，例如監看兒童身體狀況的裝置、偵測安全帶是否有繫好的裝置、偵測汽車安全座椅

是否有傾斜的裝置、偵測兒童是否尿床的裝置，並上傳至雲端系統，以便於父母親隨時監看以確保兒童的安全。 

 蘿琳亞公司「具平整貼身之塑身衣」獲得大會首獎，該發明確保支撐條在導引套內位移而不會發生任意凹、翹

及穿透布料問題，讓塑身衣具平整貼身及伸展功效。 

 紅崴科技「LiZi 亮子紗穴位雕塑科技褲」獲得金牌及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特別獎，該作品採用帶有遠紅外線量

子能量與負離子加持的奈納鍺紗與胜肽紗，搭配專利穴位按摩設計，讓人保持完美身形。 

 臺灣產官學長年推動創新發明，還有一群人為發明教育貢獻能力，包括育達科大副校長蔡彥欣、臺北城市科大

老師蔡耀斌、紅威科技公司創辦人謝進興、85 歲高齡鄭自成，都榮獲大會頒給發明教育獎章，這是臺灣的榮

耀，也是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 

 

 

 

https://tw.news.yahoo.com. 

【新世紀勁旅─陸軍航空 602 旅】主官的話：從

「心」出發 從「心」做起 開創陸航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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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陸軍航空 602 旅肩負著第 5 作戰區防務重任，是「濱海決勝、灘岸殲敵」防衛作戰中不可或缺的環

節。在旅長孫少將整體擘劃下，無論是訓練要求、戰力展示、防災制險及人才培育等面向，均能縝

密各項計畫作為，運用創新戰術戰法，發揮優異工作績效，展現陸航部隊傲人的堅實戰力。 

務實訓練 滾動式修正 

孫旅長指出，航空部隊是國軍重要戰力之一，如何與地面部隊保持綿密的協調聯繫，發揚空地整體

作戰戰力，便成重要課題。尤其，第 5 作戰區是國防部近來重新規劃調整後，第一個執行戰備任務

訓練的單位。該旅每週透過任務歸詢檢討，從務實面了解各階段訓練成效，再行滾動式修正，期使

計畫與執行層面得以相互吻合；並透過各項演訓時機，驗證三軍指管通聯程序，以發揮聯合作戰效

能。 

https://tw.news.yahoo.com/
https://www.ydn.com.tw/
https://www.ydn.com.tw/


「陸航是高素質人力部隊，所以人才培育非常重要」。孫旅長強調，「人」是執行任務成敗的關

鍵，平時即不斷持恆人員飛行訓練，並周延風險管控作為，使飛行安全得以在「人員、環境、機

械」三方面獲得保障；另該旅亦先後與中臺科技大學、育達科技大學等校簽訂合作意向書，締結策

略聯盟，建立聯絡平台、證照輔導課程等，提供官兵在職進修機會，進而提升人才素質與社會價

值。 

孫旅長進一步表示，感謝單位同仁在各項任務的優異表現與戮力付出，期勉大家以服務代替指揮，

從「心」出發、從「心」做起，秉持「踏實、務實、精實」精神，共同擔負保國衛民職責，一同開

創嶄新的陸航面貌。 

 
孫旅長指出，航空部隊是國軍重要戰力之一，如何與地面部隊保持綿密的協調聯繫，發揚空地整體

作戰戰力，便成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