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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學年度新任主管佈達典禮 王董事
長期勉團隊

2	育達廣秀森林幼兒園 獲日本大學青睞

3	《壺中歲月》邱文頊書法篆刻展-展出
近3百件精彩作品

4	育達薪火  生生不息

【本報訊】本校8月7日上午9時於
綜合大樓317多媒體會議室舉行
「108學年新任主管佈達典禮」，
首先分別由王育文董事長及黃榮
鵬校長為董事會及一級主管頒發
聘書，緊接著王育文董事長勗勉
新任主管及教、職同仁，黃校長
致詞時也向主管們表達期勉與祝
福，典禮簡單隆重，圓滿順利。

王育文董事長致詞時，首先

感謝卸任主管多年來為學校的辛
勞付出與貢獻，卸任之後，希望
能繼續提供好的建議與提醒，在
此也期許新上任主管能接力為學
校衝刺與打拼。行政團隊的輪替
就像大隊接力一樣，只有棒棒相
傳，棒棒強棒，才能持續精進發
展，創造出最好的校務績效。

王董事說，一級單位主管都
是學校的菁英，也是學校的核心

幹部，負有帶領學校持續進步的
重責大任，在此期勉大家務必以
創辦人「倫理、創新、品質、績
效」的辦學理念及「計劃創新、
執行徹底、考核嚴謹、賞罰分
明」的行事準則，作為各單位行
政管理的最高準則，積極改革，
不斷求新求變，藉由行政效能的
提升，強化本校整體競爭力。

「身為一級單位主管，我們必
須要有堅強的使
命感」，王董事
長對與會一級主
管提出兩項重要
期 許 與 大 家 共
勉。

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對於單
位業務範圍內所
存在的問題，或
可預見的問題，
必須逐一檢討，
逐一檢視，再針
對問題提出各項
改進策略與解決

之道。若能如此，行政效率與行
政效能自然能快速提升。

勇於任事、身先事卒；對於
組織發展亦要有清楚的願景，如
此才能帶領單位內同仁朝著共同
目標努力前進。在此過程中尤其
要勇於任事、身先士卒，做同仁
之表率。舉例而言，擔任主管難
免會遇假日公務或緊急情況，需
在第一線坐鎮並協助解決問題，
或許因而犧牲假日或休閒時間，
但此為主管職責所在，務必積極
任事，勇於承擔。再者，各位主
管也要勇於思考、勇於規劃與勇
於行動，在競爭激烈的高教環境
中，蕭規曹隨，靜以待變，已無
法應付急遽的挑戰，唯有隨時調
整步伐，劍及履及，才能快速因
應接踵而來的各種變局。

王董事長最後強調，育達科大
正處於關鍵時刻，面對私校退場
危機，我們已退無可退，唯一因
應之道，就是奮力以對。期望各
位主管同仁一定要以學校興亡為
己任，積極進取，以無私精神帶

領單位內同仁，發揮團隊最大戰
力，戮力達成各項校務目標。

黃榮鵬校長致詞時，首先向新
任一、二級主管的菁英團隊表達
感謝，並表示，在現今大環境艱
困情形下，俗話說「“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一個人走的
快，一群人走的遠」，希望各位
單位主管可以走快一點，這樣育
達就可以走的更遠，今天是一個
新的開始，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典禮結束前，與會一級主管同
仁一起留下大合照紀念，主辦單
位也貼心地於創辦人行館舉辦感
恩晚宴。大家也把握這難得機會
分享教學、行政心得，相互期勉
打氣，場面熱絡。

【本報訊】本校108學年度第二次新生註冊暨
新生家長座談會家長出席踴躍，於108年8月
10日（六）上午09時至12時，於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108學年度第二次新生註冊暨家長座
談會活動。本次新生註冊暨新生家長座談會
活動，主要是為使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的新生
能儘快完成報到及註冊程序，並請各系透過
家長座談會方式，讓新生及家長了解本校特
色與學習環境，讓家長能放心地讓孩子加入
育達這個溫馨的大家庭，黃榮鵬校長率領一
級主管特別到場向學生及家長致意，活動順
利圓滿。

在活動開始前，黃榮鵬校長、王榮祖副校
長、龍清勇主任祕書、各行政主管、系主任
及老師，一早即抵達會場，完成各項準備工
作。招生處也貼心提供冰礦泉水。學校於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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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用心、最貼心的
服務與安排，歡迎新生加入育達科大的大家
庭，也感動了學生家長。

黃校長致歡迎詞時表示，為了表示育達
科大對各位同學的重視，在今天周六舉辦座
談會，所有主管們都出席，育達在這幾年的
努力經營之下是有目共睹，今年獲教育部
獎補助款逾兩千四百多萬，餐旅學院更有
一千五百多萬的計劃，學校也陸續在施工增
建，提供最新、最完善的教學設施，讓子弟

在這得到最好的照顧，希望可以用一份學
費，學得兩項以上專業，獲得三張以上證
照。只要是進了育達，我們都是一家人，不
分科系，所有的師長都會給你協助；此外，
學校也積極的幫助同學拓展海外學習機會，
除了海外實習之外，學校也有和日本、韓
國、美國、澳洲及新加坡等國簽署雙聯學
制，可徑赴該校研讀即可獲得兩校學位，將
來畢業後不論在兩岸或是世界各地，都可以
實現你的夢想。

許多新生暨家長參觀完校園導覽，對學校
的各項先進、完善、新穎教學設施的滿意與
驚豔；而全體工作人員給予的熱誠接待，針
對各項提問時滿懷微笑、仔細的回答，更是
令新生與家長感到溫暖與安心，對育達全體
教職員的努力給予最高的肯定。

108學年度新任主管佈達典禮
王董事長期勉團隊：持續精進 再造佳績

108學年度第二次新生註冊暨 
新生家長座談會 用心感動學生家長

一級單位 一級職稱 一級姓名

董事會
秘書 藍培青

董事長特助 楊叔夏

校長室 校長 黃榮鵬

副校長室 副校長 王榮祖

校務研究辦公室 執行長 游書宜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龍清勇

教務處 教務長 龍清勇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胡英麟

副學務長 姜德剛

總務處 總務長 陳繼志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劉淑惠

資訊圖書處 資圖長 陳建民

招生處 招生長 王榮祖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國際長 林建宏

新南向計畫辦公室
主任 龍清勇

執行長 胡英麟

福建商學院育達專班
海外執行長
兼行政主任 陳建民

人事室 主任 戴美華

會計室 主任 張秀珍

推廣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李永裕

本校附設幼兒園 主任 黃凱祥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侯致遠

科技創新學院
院長 王榮祖

副院長 張毓騰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主任 葉律佐

副主任 江素貞

資訊管理系 主任 張毓騰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主任 黃振誼
物聯網工程與應用學
士學位學程

主任 葉律佐

人文社會學院 院長 侯致遠

應用日語系
主任 吳銀澤

副主任 黃旭暉

幼兒保育系
主任 鄺靜辰

副主任 簡宏江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主任 沈湘縈

一級單位 一級職稱 一級姓名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
產業碩士專班

主任 沈湘縈

觀光餐旅學院 院長 吳菊

休閒事業管理系 主任 邱文頊

休閒運動管理系 主任 陳淑貞

餐旅經營系 主任 吳菊

時尚造型設計系 主任 鄭寶寧

二級單位 二級職稱 二級姓名

稽核組 組長 蔡淑美

行政庶務組 組長 蔡淑美

議事文書組 組長 傅珮芬

公共事務中心 主任 陳進喜

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林建宏

註冊課務組 組長 張宏淵

進修教育組 組長 呂淑惠

軍訓室 主任 姜德剛

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主任 王惠玿

體育暨課外活動組 組長 范純菁
生活輔導暨衛生保健
組

組長 吳啟源

住宿服務組 組長 吳啟源

進修學務組 組長 許雅惠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 陳繼志

事務組 組長 傅彥喆

營繕組 組長 蘇政宏

資訊組 組長 張進毅

圖書組 組長 葉美芳

廣亞藝術中心 主任 黃萬全

就業與校友服務組 組長 巫玫慧

研究與產學合作組 組長 張嬌蓮
創新創業輔導暨育成
中心

主任 巫玫慧

招生事務中心 主任 劉純芳

招生企劃中心 主任 顏碧霞
國際與兩岸合作交流
中心

主任 陳娟玫

▲▲王育文董事長(左)頒授108學年
董事長特助聘書予楊叔夏。

▲▲典禮結束前，與會一級主管同仁一起留下大合照紀念。

108學年 一、二級主管名單

▲▲黃榮鵬校長致詞。 ▲▲龍清勇主任秘書致▲
詞及介紹本校主管。

▲▲師長們協主新生完成報到手續。 ▲▲王育文董事長(中)與黃榮鵬校長(右)至各系親師交
流場地，歡迎家長及同學加入育達這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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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王雅璇報導】本校學務
處於8月1日至11日辦理『心心相
印 育達傳情』國際志工服務，
由胡英麟學務長帶領前往印尼棉
蘭，此次服務分為兩大主軸，長
輩為主，小朋友為輔，分別於菩
提樂園老人院、善德小學合計進
行11天的國際志工服務。

此次活動志工是借住於在菩提
樂園，所以與長輩相處時間也特
別長；在菩提樂園裡長者們多數
皆為華人，但對於語言溝通這塊
他們卻是使用印尼語，志工們只
能靠著少數略懂台語、華語的老
師來翻譯，且在長輩們的肢體、
行動也遇到了許多障礙，這對志
工成員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

小朋友部份則是前往偏鄉小學
與都市中學做服務，藉此可以了
解到印尼的城鄉差距是有多大，
偏鄉小學資源確實比都市落後很
多，但是也是最考驗國際志工臨
場反應，很多突發狀況都只能靠
當下的靈機應變視當下情況處
理，都市小學資源想對較充足，
對於國際志工來說所需要應付的
狀況也來的較少，不管是哪場活
動哪間學校對於國際志工來說

都是累積經驗，隨時
把自己歸零，重新定
位，永遠把自己放在
學習者的角色上，是
這次國際志工出團的
口號。

菩提樂園園長Yani表
示，很謝謝這次育達
科技大學學生到菩提
樂園服務，讓樂園的
長者們在這段經歷著
豐富的體驗及快樂的陪伴，也感
謝各位讓我們知道機構需要改善
的地方，期待之後還能與貴校合
作。

善德國小Intan老師表示，感謝
育達科技大學同學帶領我們的學
生，讓善德國小的學生們在這次
能體驗到不同的教案、遊戲。

學務處胡英麟學務長表示，感
謝菩提樂園創辦人Pak Bie Bie、
會長Steven Suhendra先生、園長
Yani小姐；善德國小Intan給予育
達國際志工ㄧ個無國界服務的平
台，使學生透過教案設計及服務
與反思的過程，擁有解決問題的
能力，並讓學生透過國際志工服
務，了解不同的文化及年齡層需
要的差異性。

擔任國際志工隊長的張濂宇表
示，上個月才結束棉蘭的國際志
工服務，這次擔任隊長，服務工
作更得心應手，在印尼棉蘭服務
中，雖然遇到了許多問題，但只
要大家彼此有相同的共識，再難
的問題都可以一一解決。

體育暨課外組范純菁組長表
示，在此趟旅程中，同學們學會
尊重、奉獻、珍惜，尊重每個事
務、每個人、每場活動，奉獻自
己的時間與那顆服務得心，珍惜
身邊所有一切，也學會珍惜我們
所擁有的資源，對每一位同學來
說是一趟成長之旅。

【本報訊】為增加現役軍人進修
學習的機會，及提升國軍學術質
量與人力素質，育達科技大學王
榮祖副校長一行人於8月6日前往
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拜會，與
指揮官龐少將針對營區專班的合
作與學校配合國軍募兵制推動交
換意見。

首先，王副校長率校內各系
系主任與化訓中心高勤官面對面
進行意見交換，王副校長說明學
校可對應單位專長、特性可開設
的學制與班隊，希望能提供國軍
官兵最優質的進修管道；龐指揮
官也相當感謝育達科大可以提供
官兵多元進修的選擇機會，也承
諾，日後將會依本校的系所及專
業領域向官兵宣導，讓國軍官兵
們能配合部隊任務需求，服役同
時亦可完成學業，提升職場競爭
力，就學、就業創造雙贏。

指揮官龐少將對於王副校長率
教學團隊特別造訪表示歡迎與感
謝，他說，希望學校能夠在招生
教學同時，也能透過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持續推動「募兵制」，
向同學宣導當前募兵政策及相關
配套措施，讓青年學子清楚了解

從軍的發展，激勵他們加入國
軍行列，也感謝校方對國防事
務的支持。

王榮祖副校長說，育達科技
大學投入營區專班教學行之有
年，且已有卓越成效，目前已
經在圳堵、七星崗、龍翔及興
中山莊等營區已開設4個教學
點，共開設休閒事業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資訊管理
系等3個學程，同時，今(108)
學年已獲核定195員額，未來將
在六軍團擴點，歡迎國軍青年
選擇育達科大，育達將是你進
修、培養專長及取得證照的最
佳選擇。

【本報訊】日本札幌國際大學繼
今年3月與育達科技大學、新竹世
界高中及苗栗君毅高中締結姊妹
校。今年8月20日再度來台，由平
野良明校長帶領院長兼幼稚園長
深浦尚子及觀光學院陳堯柏教授
與三校進行各項交流活動外，針
對三校有關幼兒及觀光教育做深
度學術交流，並對參觀育達科大
附設廣秀森林幼兒園，對幼兒園
的設備與教育方式讚不絕口，期

望在幼兒及觀光教育有更多交流
學習機會。

日本札幌國際大學院長兼幼
稚園長深浦尚子表示：日本的學
前教育分為保育所和幼兒園，保
育所孩子出生4個月後就可以申
請入園一直到上小學之前，而幼
兒園至少要在3周歲以後才能入
園。2009年，日本開始全面實施
新的幼兒園教育，明確要求教師
「以指導幼兒的遊戲為中心，通

過指導幼兒的遊戲完成所規定的
目標，充分重視遊戲在嬰幼兒成
長和發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日
本學前教育的理念：「幼兒時期
的教育，就是通過遊戲、讓身體
感覺、體驗各種各樣的活動，由
此來養成豐富的感性，同時培養
好奇心和探求心」。這跟廣秀森
林幼兒園的教育方式相契合，可
見台灣的幼兒教育是與國際接軌
的，希望二校有進一步交流學習

的機會。
黃榮鵬校長指出，位於北海

道札幌市的札幌國際大學創立
於1993年，設有3個學院12個系
所，與育達科大的教學組織架構
極為相似。未來雙方可以透過交
換學生、交換教師、辦理研討會
等學術交流，提供學生國際化的
學習機會。

關於幼兒教育方面，日本有很
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讓孩子
回歸自然，釋放天性，盡情的玩
耍，讓孩子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
或許更有利於他們的成長。今天
能夠和在日本觀光專業排名第二
的札幌國際大學合作，相信兩校
能夠在觀光、旅遊、休閒運動以
及幼兒保育方面可以完全接軌。

【餐旅系王耀武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今年1月份通過勞動部餐飲服
務職類技術士證照檢定考場認證
合格，成為竹苗地區第1處檢定考
場，亦是目前全台灣15處合格檢
定考場中其中一處。

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經營系於108
年8月14日至8月29日一連14天辦
理餐飲服務職類丙級技術士檢定

考試，共有來自竹苗地區高中職
343位學生參加。

觀光餐旅學院院長兼餐旅系主
任吳菊表示，本次考試除了苗栗
地區高中職同學，也有新竹縣關
西、竹東等地區的同學前來學校
參加，在本校優質完善與便利的
場地考試，可大大提升考照通過
率，並免去同學們減少舟車勞頓

的時間，嘉惠竹苗地區考生。
黃榮鵬校長也表示，近年來

學校持續投入心力，餐旅專業實
作場域優化再升級，今年已陸續
通過勞動部「餐飲服務職類」及
「旅館客房服務職類」考場認
證，育達科大不僅是竹苗地區餐
旅專業人才訓練、考試、 培訓之
最佳場域，更是育達觀光餐旅學

院重要里程碑，明年度
將持續辦理勞動部「餐
飲服務職類」及「旅館
客房服務職類」技術士
檢定，增強竹苗地區學
子就業競爭實力。

育達廣秀森林幼兒園    獲日本大學青睞

『心心相印 育達傳情』
印尼棉蘭國際志工服務圓滿成功

王副校長拜會化訓中心
提供官兵就學創造雙贏

育達科大舉辦餐飲服務職類丙級技術士檢定、嘉惠竹苗地區考生

▲

▲餐旅系同學準備考場
情形。

▲▲育達科大同學前往印尼善德小學服務，並與同學合影。

▲▲志工同學們與孩童遊戲互動。

▲▲胡英麟學務長(左)與菩提樂園創
辦人合影。

▲▲王副校長率育達科大教學團隊拜會陸軍化訓中心。

▲▲王榮祖副校長(左)致贈紀念牌
與錦旗予化訓中心指揮官龐少
將。

▲▲推廣教育中心李永裕主任(右)向平野良明校長介紹幼保系附設
的教保員國家檢定考場。

▲▲平野良明校長(中)及院長兼幼稚園
長深浦尚子(左)與廣秀小朋友互
動。

▲▲平野良明校長(左4)黃榮鵬校長(右4)院長兼幼稚園長深浦尚子(右3)觀光
學院陳堯柏教授(左3)及本校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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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陳瑞芬報導】育達科
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5名學生，於
7月10日前往印尼棉蘭「印尼棉
蘭菩提樂園基金會 Yayasan Taman 
Bodhi Asri (TABA)，為偏鄉老人開
辦一連10天的老人中心海外見習
活動，同學們結合健康照顧社會
工作系社會服務之專業學習課程
及教育部東南亞學分學程計畫工
作，透過創新服務專業學習及海
外見習實作課程，增進學生對印
尼棉蘭菩提樂園基金會長輩之社
會功能的正向展現。

人文社會學院的陳瑞芬老師
說，此次教育部補助106學年度
延續第2年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
分)學程計畫為期10天，從出國前
活動的安排，及實際實行之後每
晚的檢討會，共同討論改進調整
並預演隔天安排的活動，與長者
間的溝通互動，處處都考驗著學
生平時累積的專業課程知識。同
學們到印尼帶給偏遠角落的長者
難以取代的實質關懷和陪伴，而
見到長者們開心與歡笑，令人感
動，更學會知足、感恩。

參加活動的社工系黃亦聖同
學表示，學校安排我們去服務的
對象是經過當地的慈善基金會篩
選過後經過評估才進行服務。而
行前的訓練就是為了配合服務主
題，透過這些課程讓他們的生活
改善，而今年的服務主題則是安
養院的長者服務，但對於我們社
工系而言也更加符合，對服務的
設計更加駕輕就手。

黃同學說，今年的課程有彩鹽
罐、摺紙、括印、桌遊、編織-
神之眼；這次的服務很成功，從
活動中觀察到很多長輩在進行彩
鹽及編織課程時我們只是教基本
的，但教完後許多長輩也各自運
用了自己的專長讓成品有更多種
變化，在桌遊體驗時也是，有長
輩學會後拿著遊戲去別桌教別人
一起同樂。在經過幾天的相處互
動後越來越熱絡，在聊天的過程
中了解到了這裡的有些老人沒有
家人的照顧，也讓志工們內心也
是難過與心疼的，更加讓我們確
定我們的服務更應該持續下去!

2017年就開始接觸印尼國際志
工的社工系吳俊霖同學說，也許
服務能做的不多，但只要盡己所
能做到最好，就無愧於學校對國
際志工的支持與鼓勵，也希望學
校能再投入更多資源在國際志工
服務推動上，希望能有更多人加
入國際志工的行列，共同支持需
要幫助的人，讓擔任國際志工的
樂趣散佈在世界各個角落。

人文社會學院侯致遠院長對於
此次同學們順利完成國際志工服
務任務表示嘉許，本院將持續配
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擴展技專
校院學生之多元語文能力，開設
東南亞語言課程及東南亞政治、
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相關課程，
培養同時具備東南亞語言能力、
國際觀、商管經貿能力及契合產
業需求之優質專業人才，增加本
校學生就業競爭力。

【餐旅系王耀武報導】為提升餐飲
產業師資能量，育達科大於本月
6日至8日開辦英國咖啡師證照課
程，此次課程與以往不同處在於今
年廣邀全台各地的高中職老師，有
遠從金門、馬祖及北高屏與桃竹苗
等地共36位老師齊聚育達科大參
加研習活動。

在連續三天的課程進行與密集

訓練下，結合學科測驗與術科實戰
演練，參與的老師在最後一天全數
通過英國咖啡師證照考試，讓所有
參與的老師們有個難忘的暑假。

觀光餐旅學院院長兼餐旅系主
任吳菊表示，在餐旅產業中與顧客
接觸最頻繁的環節就是飲料選購，
而咖啡調配師亦是餐旅業中與顧客
接觸最頻繁的前線人員之一，而英
國國際咖啡調配師技巧包括「展
示產品知識」、「清潔及檢查設
備」、「展示調製飲料的技巧」及
「服務顧客」等四大目標，也希望
藉由這次活動讓更多的高中職老師
更加認識育達科大完善的教學環境
與設備。

對 於 餐 旅 系 這 次 能 夠 排 除 萬
難，辦理此證照考試，黃榮鵬校長
表示嘉許，他說，為使校內餐旅專

業實作場域再升級，優化學生餐旅
實作技能，今年已建置完成「餐
食示範教學教室」及「品酒教學
教室」，亦規劃在今年9月份辦理
「WSET葡萄酒課程」，今年底將
持續建置酒窖與釀酒等教室設備，
期提供學生「做中學、學中做」建
構餐飲製備實務技術能力，讓學
生在餐旅服務的技巧與經營管理上
更加精進，完成實務應用教學的目
的，使學生達到「畢業即就業，上
班即上手」目標。

【本報訊】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主任邱文頊教授，8月14日至25日
於桃園市文化局舉辦「《壺中歲
月》邱文頊書法篆刻個展」，共
展出書法、篆刻及柴燒壺等3類近
三百件作品，17日舉辦盛大開幕
茶會，龍清勇主任秘書也代表王
董事長出席致意，展覽於25日圓
滿落幕。

邱文頊主任為紀念藝術與他的
生活密不可分，特別在桃園市文
化局3樓第2展覽室展出他的書
法、篆刻及柴燒茶壺作品，17
日的開幕茶會也特別安排國樂演
出，格外充滿藝術氣息。

習武更寫得一手好書法，擁有
體育專才的書法、篆刻家邱文頊
主任，專長散打，目前也是泰國

拳協會副理事長，他17歲時因為
好動、不易專心，從學校接觸到
書法，開始學習書法靜心，寫著
寫著成了興趣，他笑說「有人喜
歡打電動，不打就手癢，我則是
不寫書法就渾身不舒服」，書法
寫了34年已和生活密不可分。

邱文頊說，舉辦壺中歲月書法
篆刻展是想紀念自己的興趣，共

展出十幾幅書法、99個篆刻作品
及108支柴燒茶壺。至於會接觸篆
刻及柴燒茶壺，起因是書法作品
完成後需落款蓋章，由於書法作
品大小不一，印章必須跟著作品
大小改變，因此才開始動手刻印
章。

他說，認識瓦壺齋工坊團隊的
老師王文玉後，開始踏上手拉坯
的藝術之路，瓦壺齋工坊團隊更
幫忙燒製108支柴燒茶壺作品，每
次燒窯需要4至6人守住火候，這
108支柴燒茶壺歷時3年多才陸續
完成，展覽目的在於紀念，展出
的書法、篆刻及柴燒茶壺都是累
積30幾年的作品。

育達科大龍清勇主任秘書於
開幕致詞時表示，邱主任在校經
營各項武術教育創下多項佳績；
在文的方面，不論在茶席、茶陶
及書法等領域，邱主任在學校專

業領域都是首屈一指，邱主任除
了在教育領域的貢獻之外，自己
本身也身體力行，在校內許多活
動中，也主動貢獻許多自己的資
源，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更
豐富、多元，也感謝在場許多藝
文界的朋友的指教與支持，讓展
覽順利舉行。

《壺中歲月》邱文頊書法篆刻展 展出近3百件精彩作品

育達科大國際志工團

南向印尼奉獻社工教育專業

育達科大開辦英國咖啡師證照考試研習
密集訓練培訓咖啡師資

108年育達科大中元普渡
108年育達科大中元普渡儀式於8
月15日吉時於綜合大樓前舉行，
由黃榮鵬校長主祭，校內一二級
主管與各級行政同仁均到場一同
參加，祈求校區招生順利，教職
員生出入平安，與會人員莫不齊
心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相揪來育達-夢想直達
高中職畢業，面臨到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
交叉路口，大學就讀的科系是決定職涯的
第一步。招生中心特別於7月25日舉辦一
個可以讓同學充分了解育達科大的機會，
了解本校教學模式、教學師資、教學設備
以及多元入學方式，一起與畢業生探索學
習性向及職涯興趣。

漳州科技職業學院林超融副
校長等24名貴賓蒞校訪問
漳州科技職業學院林超融副校長等
24名貴賓於8月5日蒞臨育達科技大
學交流訪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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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參訪
本校各系專業教室、家聲紀念圖書館
等。

世界高中108學年度迎新在育達
育達科大為了讓世界高中
的新鮮人，可以更認識育
達美麗的校園，與盡早體
驗大學生活，特別出借學
校場地予世界高中辦理迎
新活動，活動開始由姜德
剛副學務長代表學校歡迎
世界師生蒞校，隨後，參
加一系列”破冰-從陌生到熟悉”、”信任-團隊合作”等活動。 ▲▲同學們與菩提樂園全體人員大合照。

▲▲同學耐心和長者共同編織神之
眼活動。

▲▲龍清勇主任秘書致詞。

▲▲邱文頊主任與來賓合影。

▲▲邱文頊主任壺中歲月個展，來賓踴躍擠爆會場。 ▲▲邱主任展出數十幅書法作品。

▲▲本校團隊致贈感謝狀感謝菩提
樂園創辦人Mr.Pak▲Bie▲Bie。

▲▲餐旅系吳菊主任悉心指導與老
師們用心的練習。

▲▲餐旅系吳菊主任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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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佑霖/台大心理系畢業、國北教諮商所學生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為強化
同仁消防意識、熟練災害應變作
為，8月8日日線安中心結合總務
處，邀請造橋消防分隊宣導暨協
助演練，透過同仁自衛消防編組
驗證，模擬當辦公大樓發生火災
時，如何進行通報、滅火及人員
疏散，考驗同仁對火災情境進行
初期滅火、通報與疏散避難弱者
逃生的應變流程，並強化編組人
員熟悉場所特性與搶救作為。

校安中心蘇鎮詠校安人員表
示，辦理這場複合式消防
演練，安排有消防知識講

解、防火宣導、室內消防設備介
紹、滅火器的使用等，這些課程
教導大家正確的消防觀念、認識
消防設備，和火災發生時如何應
變與及時處置。

育達科大同仁在造橋消防分
隊的指導下，每位同仁都認真操
作消防防水帶、滅火器及煙霧體
驗，同仁在經過指導之後，都進
一步體認消防人員的辛苦，經過
實際操作，更瞭解消防工作的專
業與重要。

【體課組范純菁報導】本校體育
暨課外活動組每年暑假辦理「全
校社團負責人及幹部訓練暨自治
性組織領袖培訓營」，今年8月
26至28日，舉辦為期三天之訓練
營以「育達薪火.生生不息」為主
題，強調社團的經營與傳承，培
養社團負責人及幹部領導才能與
團隊精神建立，並期望藉團隊引
導培養自我察覺與反思能力，凝
聚團隊合作永不放棄的精神。

第一天的始業式黃榮鵬校長、
胡英麟學務長、姜德剛副學務長
等親臨現場為學生打氣，黃校長
於致詞時表示，大學社團參與是
在學校時重要的學分之一，大家
在暑假期間提早回來參與幹訓活

動，充份展現社團的熱情及活
動，祝福大家三天幹訓可以滿載
而歸。

為期三天的培訓營，從育達科
大到西湖渡假村，早上7點到晚上
11點，安排許多課程，希望新上
任的社團負責人及幹部，能學習
如何擔任領導人，課業和社團都

要兼顧，並且學習活動設計及企
劃，活動中的引導及問題解決，
並且透過反思帶領，讓參與者在
活動後，更了解活動的目的及自
我的省思。

體課組范純菁組長表
示，每年社團負責人及
幹部培訓營都會針對他

們的需求設計課程，今年的課程
著重在社團經營及團隊合作，希
望育達社團人能透過這次的幹部
訓練，從中學習、充實自我，提

升個人能力，並將經驗應用於所
屬社團的經營與發展中，期許所
有社團能做好傳承，讓育達社團
的薪火能生生。

【行銷系黃振誼報導】育達科大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再傳捷報!恭
喜行銷與流通管理系2A劉庭雅
同學與1A黃曉俞同學通過108年
勞動部「門市服務乙級」技能檢
定通過，門市服務乙級證照為行
銷系核心特色指標專業證照，創
辦人王廣亞博士為獎勵卓越頂尖
人才，落實培養學生「畢業即就
業，上班即上手」，特訂定育才
達人拔尖百萬獎勵金計畫，鼓勵
各系重點培育優秀人才。

劉庭雅與黃曉俞同學都是來自
於中興商工流通科學生，在高中
時期就已經通過門市服務丙級證
照，進了育達科大後，在黃振誼
主任的輔導與鼓勵之下，勇敢的
報名了門市服務乙級證照考試，
該張證照近五年的考照通過率只
有百分之17至24，所以，老師與
學生皆抱著破斧沉舟的心態全力
以赴，師生皆利用課餘的時間討
論。

輔導老師黃振誼主任表示，考
試第一關學科部份與3月17日在苗

栗高商應試，同學不負眾望的在4
月份輕鬆的過了第一關，取得6月
19日在環球科大的第二關術科應
試入場卷，因此，這期間經過幾
次的密集訓練，包含術科的企畫
書撰寫與實務問答口試。

術科考試是最困難的部分，黃
主任說，「企畫書撰寫」是由主
考官當下由30題題庫中抽取一
題，要考生在2個小時內針對企畫

書之十大主題寫出十頁的內容，
而口試部份則是要過三關的即
時問答，考驗同學之臨場應變能
力與對專業的熟悉度，三關口試
主題分別是「流通知識與相關法
令」、「門市經營管理實務」與
「危機管理與應變對策」，各關
口試皆有22個題目，臨場抽臨場
應答。

黃振誼主任對於這次劉庭雅與

黃曉俞同學能夠一舉通過考試取
得證照表示嘉許，同學們除了自
身的努力外，也將因平打工的經
驗融入企畫書中，如此企畫書撰
寫才言之有物，得以在術科考試
當天輕鬆以對，獲得評審肯定，
順利過關。

育 達 科 大 黃 榮
鵬校長也頒發劉
庭雅與黃曉俞兩

位同學「育才達人拔尖百萬獎勵
金」每人2萬元；黃校長說，育達
科大為培養同學參加國際競賽及
強化職場技能，提升學生專業競
爭力，提供優良的教育環境與獎
勵制度，讓學生在此學習都能發
揮所長，實現理想。

育達薪火 生生不息

行銷系劉庭雅、黃曉俞通過「門市服務乙級」檢定 打造未來職場競爭力

校安中心舉辦消防宣導講習
強化同仁消防意識及災害應變

108年暑假全校社團負責人幹部
訓練暨自治性組織領袖培訓營

▲▲活動總召行銷系葉巧伶同學帶領社團負責人宣誓。 ▲▲黃校長、胡學務長及姜副學務長與全校社團負責人合影。

▲▲消防隊教官教導同仁如
何正確使用滅火器。

▲▲主辦單位邀請造橋消防分隊前來授課。

這個月，我去參加了前大聯盟
球員川崎宗則的簽名會，看到他
笑容滿滿的樣子，真心為他感到
高興。

在2018年03月26日，川崎透
過球團發表聲明，表示深受自律
神經失調影響，因而決定引退。
對於同樣因焦慮症而導致自律神
經失調的我而言，當時真的非常
悲傷。

我在國中的時候，是一個朝著
夢想前進的人，應該說我做夢做
很大，以為世界都是美好的，只
要考上建中，再來考上台大，就
是人生成功的道路。

我的人際關係不好，不太會
拿捏人際界線，所以把夢想都建
立在課業成就上，一股腦地往前
衝，當時也確實讓我都通過了。

雖然沒能考進建中，但最終還是
進了台大。

但是到了大學之後，我得了憂
鬱症跟焦慮症，人生的目標變得
不明確，而我的人際困擾也再再
地突顯出來，同時對生命失去熱
情，找不到意義何在——因為不
再有明確的成績可以拿來定義自
己了。

我曾經因為分手導致自律神經
失調，在路上換氣過度送急診，
也曾因為一週內接連發生一次重
大的一次分手，加上母親突然猝
死，爾後又收到實習被取消的通
知，讓我陷入嚴重的自律神經失
調，每天耳鳴、每天都會不定時
換氣過度，川崎的狀況我十分能
夠感同身受。

他是一個搞笑、樂天的孩子，
但是也許是日本的社會太過壓
抑，他在大聯盟可以當諧星，在
日本不行。我不確定實際的狀況
如何，但我知道那個會在一壘上
假裝要盜壘，又倒著跑回一壘的
搞笑咖川崎不見了。

今天看到他能夠站在這裡，能

夠在台灣復出，我深深替他感到
開心。

他在簽名球的上面主動為我寫
了You can do it.我想，那個昔日
樂天的孩子已經回來了。

我的一位實習心理師朋友曾和
我說，他不把憂鬱與焦慮看成是
一種病，而是人生的一個狀態，
一個真實的狀態，我們人生都會
經歷不同的狀態，那也是我們的
其中一段人生而已。

正因為我走過，所以我更懂得
如何陪伴。因此，我會在這裡，
陪伴你們走過人生的坎坷，學輔
中心的大門，隨時為你們而開。

我們都曾經走過                我們都曾經走過                
學輔
園地

▲▲回首來時路，無風無雨也無
晴。

▲▲筆者(左)與前大聯盟球員川崎
宗則合影。

▲▲劉庭雅(右)與黃曉
俞(左)同學，在黃
振誼主任的輔導
與鼓勵之下，通
過門市服務乙級
證照考試。

▲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左)也頒發
劉庭雅(左2)與黃曉俞(右2)兩位
同學「育才達人拔尖百萬獎勵
金」每人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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