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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變方向，讓逆風成為你的助力─緬懷
王廣亞創辦人

2	108大專盃國術錦標賽 育達科大七金、
兩銀、一銅成績亮眼

3	2019中國國際烹飪藝術賽 育達科大勇
奪4銀

4	2019 OMC世界盃錦標賽 時尚系奪兩
金一優勝佳績

很多年前，偶然看到一支國外
的電視廣告片：一位鬚髮灰白、
滿臉皺紋的老人，披著皮裘，拄
著拐杖，獨自在冰天雪地裡逆風
而行。雖然舉步維艱，躑躅蹣
跚，卻看他奮力向前，炯灼的雙
眼流露堅定不移的精神。伴隨的
廣告標語是”Change direction, and 
turn a headwind into a tailwind.”，
中文的意思是「改變方向，讓逆
風成為你的助力」。我壓根不記
得這支廣告片賣什麼商品，但是
那幕情景和那句廣告標語，卻深
深烙印心底，歷久彌新。因為，
它總讓我想起先父──本校創辦
人王廣亞博士。

創辦人早歲遭逢戰亂，飽經
憂患，隻身渡海來臺。兩袖清

風，環堵蕭然，並未摧折他的意
志；四顧無親，思鄉殷切，反更
增益他的勇氣。在困厄中創辦教
育事業，備嘗艱辛，寸步難行，
暴擊橫逆接踵來襲：創業同鄉夥
伴放棄、商借教室處處碰壁、校
長撞鐘都靠自己、財務困難借貸
周轉、收購校地刁難無理、招生
撞車幾乎送命、無良老師恐嚇挑
釁、多年親信捲款逃逸……真是
細數不完。多少次心灰意冷，好
幾度無以為繼，他只消兩個字
──算了，就不見兩岸私人興學
典範，也沒有今日的育達教育王
國。但是他從沒想過這兩個字，
依然不避風雪，逆風前行。

我十分幸運，出生的時候，
育達商職校務發展早已步入正

軌，校譽蒸蒸日上。雖然從小接
受創辦人嚴格的教育，為人處世
奉行「勤儉樸實，自力更生」的
訓示。但畢竟是在順境中成長，
沒有遭遇過重大挫折，創辦人早
年逆境求生的痛苦和磨難，僅偶
爾從他和鄉前輩的言談中約略得
知。直到創辦人辭世，接掌董事
長職務以來，面臨少子化衝擊、
整體教育惡劣環境以及學校發展
存續的嚴峻挑戰，身為經營者，
必須一肩扛起所有責任，在逆境
中尋求突破轉機，方才深刻體悟
創辦人堅苦卓絕的奮鬥精神。為
能傳承他的志業，本校近年來致
力於教育目標和定位的重新調
整，體質得以大幅改善，朝精緻
化、多元化轉型發展；另設博雅

教育機構，弘揚優
良傳統藝術，舉辦
活動，培養人才，
善 盡 社 會 公 益 責
任。在全體師生和
行政同仁的共同努
力下，讓社會大眾
了 解 我 們 用 心 辦
學 ， 進 而 刮 目 相
看，招生連續兩年
逆勢成長，就是最
好的證明。

適 逢 創 辦 人 逝
世四週年紀念日，讓我們緬懷創
辦人，感念他過去在逆境中為我
們造就的一切。他的精神，就是
育達的精神，就是逆境求生的精
神──「改變方向，讓逆風成為

你的助力」，值得大家銘記和學
習。

【本報訊】本校11月23日慶祝
建校20週年校慶，並以「育才達
人，風華20」為主題，陸續舉辦
育達青年遴選、校園藝人選拔、
愛心義賣、教學成果展等系列活
動，校慶當日則以慶祝大會、系
友回娘家、校慶嘉年華、系啦競
賽等一系列特色活動，一起熱鬧
慶祝育達科大20歲生日。
慶祝大會 溫馨感人

上午在國際會議廳舉辦校慶慶
祝大會，首先由廣秀幼兒園可愛
的小朋友們帶來「鑼鼓喧天喜臨
門」及越南學生歌舞表演「我們
的家鄉」熱鬧開場。隨後，王育
文董事長及黃榮鵬校長致詞時，
除了慰勉全體教職員工生發揚愛
校如家的“育達精神”，秉持求
新求變的“育達價值”，堅定永
續發展的“育達信念”，學校未
來的發展就可以日新月異，創造
出屬於育達的美好未來。隨後，
也邀請苗栗縣徐耀昌縣長、教育
部林騰蛟常務次長、韓國南部大
學校趙成洙總長及日本菊武學園
的高木弘惠理事長等貴賓一一上
台致詞，接受各界滿滿的祝福!

緊接著頒獎，由黃榮鵬校長頒
發108學年度招生績優教職員獎及
服務滿5-20年的教職員服務獎，
當選今年第12屆育達青年的9位同
學，也在眾人的掌聲中由教育部
林騰蛟常務次長頒贈獎盃。
20禮讚  歡慶祝福

今年20週年校慶，特別邀請本

校第1屆到第20屆的畢業校友及
在校學生共同為育達祝賀生日快
樂。王育文董事長、黃榮鵬校長
及董事們一同上台切蛋糕，見證
育達20週年生日。
植樹與期許

慶祝大會結束後，王董事長與
黃榮鵬校長及與會貴賓一行人轉
往廣亞大草坪，邀請國內外貴賓
和本校王育文董事長、黃榮鵬校
長一同手持金鏟，為本校栽植6
棵落羽松樹苗。王育文董事長也
表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希望透過本次貴賓植樹活動，期
許本校能長長久久、永續經營，
為造就未來各領域專業人才而努
力。
「步步育才」 歷任校長拓印揭幕

黃榮鵬校長為感念承創辦人王
廣亞博士的高瞻遠矚，王育文董
事長及董事會的悉心指導、歷任
校長的精心擘畫領導、以及全體
教職員生共同努力，20年來，育
達科大一步一腳印，深根在地。
特別在校慶當天，學校特地邀請
歷任校長，為其過去辛勤的軌
跡，拓上足印，象徵追隨創辦人
的理念，一步一步踏實辦學。
 嘉年華會 競技舞台

校慶當天下午的嘉年華活動在
活動中心辦理，一開始由各系展
現精心設計裝扮的造型，以五花
八門、爭奇鬥艷方式遊行進場；
還有精彩萬分的系啦啦隊競賽及
校隊表演，最後決議的績優團隊

也在閉幕式時頒獎。
除了動態活動之外，各系也廣

邀畢業校友「系友回娘家」來分
享母校喜悅，並與師長、學弟妹
交流互動；廣亞藝術中心也規劃
了創辦人墨寶展及學務處用心籌

劃的時光迴廊照片展等
多元活動，讓校園繽紛
活 潑 充 滿 驚 喜 ， 整 套
的校慶活動也讓與會貴
賓、校友們留下校慶巡
禮的感動。

改變方向，讓逆風成為你的助力─緬懷王廣亞創辦人

▲▲王育文董事長偕黃榮鵬校長與系啦啦
隊勝出同學合影。

▲▲王育文董事長、黃榮鵬校長及董事們一同上台切蛋糕，見證育達20週年生日。

▲▲王育文董事長(右)與教育
部林騰蛟常務次長栽植
落羽松樹苗象徵「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

▲▲黃榮鵬校長(由左至右)黃聲威校長、王
育文董事長、林騰蛟常務次長、王育豐
董事及邱英祧校長一同為歷屆校長足跡
揭幕。

【董事會顏秀玲報導】中華管理
協會之李昊曈副校長暨博士清寒
優秀獎學金分別於12月17日、20
日於本校及雲林東興國小、崙背
國中舉辦頒獎典禮，本次活動適
逢12月感恩月，王育文董事長特
別準備小禮品，盼本獎學金成為
受獎學生心中「熊大心」（最貼
心）的一份溫暖。

第一天於科大獎學金頒獎典
禮中，活動主辦單位特別準備小
耶誕樹，擺滿要送給每位同學一
隻名為“熊大心”（台語）的布
偶，會場佈置溫馨。協會理事長
暨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同
時也是本校董事長王育文於致詞

時表示，本獎學金是對已故李昊
曈副校長對學校之貢獻表示高度
肯定，在王創辦人廣亞博士的支
持下，由企管系馬美蘭老師的發
起，擔任起這十二年來獎學金的
主任委員。十二年來，三位獎學
金的重要靈魂人物雖已離世，但
他們對教育的堅持、對學子的關
懷心情，透過獎學金的舉辦，正
持續延續著。王董事長更鼓勵同
學應該要珍惜當下、未來有能力
時，也能幫助需要學子，這就是
對本獎學金最大的回饋。

12月20日王董事長更親赴雲林
為東興國小、崙背國中二校受獎
學生進行頒獎。本獎學金獲得二

校校長吳清池校長、曾麗珠校長
的特別重視，當日雖雲林縣舉辦
全縣校長會議，二位均特別向縣
府請假，來參與本獎學金的頒獎
活動，讓王董事長及隨行委員休
管系何明政老師、顏秀玲小姐非
常感動。

在二個學校進行場佈時，學生
特別期待的問候「王叔叔有過來
嗎？」、從學生所寫的卡片中，
學生對「王叔叔」有著特別的期
待、景仰，王董事長在雲林有著
一群小鐵粉了哦！

本學期獲獎學生計有育達科大
6位，崙背國中10位，東興國小
10位，共計26位同學獲獎。

王育文董事長「熊大心」溫暖傳愛
兩地三校助學十二年  雲林圈粉期盼常來

▲▲大學部頒獎合影。

▲▲來自雲林圈粉的期待與祝福。

▲▲王育文董事長於12月25日舉行的
創辦人追思會中向創辦人銅像獻
花。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一月一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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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
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8學年度
國術錦標賽」於12月5日起在育達
科技大學活動中心熱鬧登場，為
期三天的大專盃國術錦標賽，匯
聚來自全國各大專校院武術代表
隊高手333人，選手齊聚一堂，
互相切磋一較高下，各門派拳術

套路輪番上陣比賽，展現精湛武
藝，儼然是國術界一場盛宴。

 大專盃國術錦標賽，歷年來
廣獲各大專校院迴響，育達科技
大學繼去年承辦「2018大專盃國
術錦標賽」榮獲好評，今年續辦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8學年度國
術錦標賽」於12月6日上午11時在

學校活動中心開幕。審判委員郭
慎表示，感謝育達科技大學提供
這麼好的場地，給我們大專青年
朋友使用。我相信這武術對於所
有的人都是有幫助，不管在武德
方面以及身體健康方面，都是有
相當大的幫助，所以我們希望藉
由選手來比賽，也能夠帶動整個
選手、教練、裁判，以及家人等
等的健康。

育達科技大學王榮祖副校長在
開幕致詞時表示，這次能夠有機

會來承辦，學校非常的榮幸，為
推展大專校院國術運動，提升傳
統國術技術水準。在比賽之餘，
可以到育達科大美麗的校園逛一
逛，同時能夠相互的觀摩，國術
錦標賽，非常具有中華文化底
蘊的運動可以推廣出去，往下紮
根、往上發展，從台灣發展到全
世界。歡迎更多學子加入練武功
行列，培養好體格與好品格，期
望明年有更多的選手來參加此一
盛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8學年度

國術錦標賽」5至7日三天在學校
活動中心登場，來自全國七十所
以上大專校院武術代表隊高手333
人同場競技。地主育達科大隊也
派出菁英應戰，由獲2017世大運
（女子散打）60公斤級銀牌的林
怡汝領軍，先後在散打60公斤級
女子公開組及中國摔角60公斤級
個人賽女生組贏得雙料冠軍，公
開女子器械刀術項目也由休管進
一A的周俍獲得冠軍；育達隊共榮
獲七金、兩銀、一銅及精神總錦
標的佳績。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
署與苗栗縣工業會、育達科技大
學合作開設職訓課程，往後苗栗
地區民眾可就地職訓，不用再南
北奔波，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感

謝勞動部「接地氣」，聽到苗栗
民眾的需要，也希望這項合作能
充實、提升苗栗產業人才水準。

簽約儀式於12月6日上午在苗栗
縣工業會舉辦，勞動力發展署長
黃秋桂、桃竹苗分署長賴家仁、
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苗栗縣工
業會理事長余曾國、育達科大校
長黃榮鵬、立委徐志榮夫人王慧
珍、縣內多個產業公協會代表等
都到場表達支持。

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表示，
透過產、官、學合作，將開設機
械、機電課程，免費提供失業民
眾職訓機會，希望讓他們能成功

再進入職場，也為竹南、銅鑼科
學園區挹注機電人才；另外苗栗
近年來大力推動雙慢城旅遊，勞
動部商請育達大學開設餐飲、
文創、觀光旅遊等方面的職訓
課程，以補充觀光人才需求。她
宣布109年將提供約2000個訓練
名額給苗栗地區的勞工參加，讓
民眾不用遠赴桃園、台中等地受
訓，在地也能好就業。

苗栗縣副縣長鄧桂菊表示，很
高興見證這項跨政府、跨領域的
合作啟動，也感謝勞動部「接地
氣」，聽到地方民眾的需求，讓
苗栗勞工朋友能就近接受職業訓

練，不用南北奔波，並且兼顧
家庭，她也感謝桃竹苗分署捐
贈了三台CNC銑床訓練機具設
備給工業會做作為訓練課程之
用。

此次合作首班「精密機械
設計製造實務班」職訓課程，
與台灣保來得、元平精密、高
尚工業及長鈺模具等精密機
械產業共同合作，訓後有機
會至企業擔任工程師職務，
薪水約32K起跳，即日起開放報
名，相關資訊請洽苗栗縣工業會
(電話037-323344)。109年度起勞
動部也將提供失業者職訓課程共

718個參訓名額，另針對在職勞工
也提供約1300個在職進修補助名
額，有需求的民眾可以上網查詢
「台灣就業通」(網址https://www.
taiwanjobs.gov.tw/)。

【餐旅系王耀武報導】育達科
技大學附屬廣秀森林幼兒園用
心與堅持的教育理念，重視
常規、禮儀、人格培養，尤其
用心規劃學齡前兒童的飲食營
養及健康，首發「兒童食譜」
徵集令，委由大學部餐旅系學
生，設計適合4-6歲孩童的餐
點菜單，讓幼兒園的學童吃的
營養及健康。

活動開始，首先由現場提
供餐點的大哥哥、大姊姊講解

餐桌禮儀和餐點設計理念，並
和小朋友親切互動，場面暨溫
馨又專業。本次活動由餐旅經
營系陳慶麟老師，帶領大二的
越南產學專班學生，以當季新
鮮食材為主，依幼兒餐點供應
原則，設計易咀嚼、易消化、
少刺激的餐點。以純粹的食材
烹飪，透過食物傳遞，表達廣
秀森林幼兒園對於孩童滿滿的
愛護之情。

一 群 來 自 越 南 的 青 年 學
子，透過「兒童菜單設計食

譜」競賽，學習使用當地的食
材並培養健康飲食的概念，同
時找到屬於自己的「食物母
語」，在作品中展現出對食材
的專業應用，最終，將飲食賦
予了新生命，豐厚了文化與族
群，獲得肯定的榮耀歸屬，也
是本次活動的目標之一。

觀餐學院吳菊院長表示，
同學用「心」烹調的食物，可
以使人與土地之間迸發出的張
力，在料理上呈現與發酵，詮
釋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
味道。讓年輕學子藉此活動，
深刻體會親緣和文化所賦予的
食物味道，透過活動累積所學
實務經驗，未來運用到職場
上，達成學生「畢業即就業，
上班即上手」的教育目標。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為響應國軍募兵
制及提昇國軍官兵學養與素質，繼107年
12月與陸軍航空602旅簽訂策略聯盟，促
進雙方教學合作及產學交流，提供官士兵
多元化升學及進修的管道，開設「國軍在
營專班」於11月26日於龍翔營區舉行「龍
翔育達教育園區」揭牌暨新生座談活動。

國軍陸軍航空602旅與育達科大開設
「國軍在營專班」，為讓國軍官兵就近攻
讀學位並提升教育品質，於龍翔營區設置
「龍翔育達教育園區」，目前開設行銷與
流通管理系四技班與碩士兩班， 11月26
日在旅長孫序華將軍、黃榮鵬校長、龍清
勇主任秘書、姜德剛副學務長及士官兵代
表等共同見證下，進行揭牌儀式，隨後即
由黃榮鵬校長及姜德剛副學務長共同主持
「國軍在營專班」新生座談活動，透過面
對面座談，讓官兵更了解教學資源與自身
權益。

陸軍航空602旅旅長孫序華將軍表示，
接受教育可以改變個人的氣質及提升個人
能量，國軍目前政策，一直是鼓勵官兵積
極考舉證照及進修學位，今天602旅做到
了!除了證照與學位以外，還可以提升個
人的競爭能力，不論將來是否繼續在軍中
服役、或是轉換跑道回歸社會，對軍隊或
是個人發展都有重大的助益，感謝育達在
本營區設立教學點，讓各位官兵有機會在
戰備之餘可以兼顧學業，滿足官兵進修的
需求，共創國軍、學校及官士兵個人「三
贏」局面。

黃榮鵬校長表示，如同孫旅長剛剛所
說，育達與各位官兵的目標是一致的，秉

持「一份學費、兩項專業、三張證
照」，不論未來要繼續在營服役，或
是轉換到民間，都具備無縫接軌的條
件，學校也有「2+2」的配套，在育
達讀兩年的學分，再到育達海外姊妹
校讀兩年即可獲得雙學位證書，此
外，營區專班官兵一切教學設施與課
程,比照學校本部，鼓勵國軍士官兵
進修並利用學校資源，就近攻讀學
位，不要放棄學習，教育是對自己最
廉價的投資，創造自己無限的可能。

育達科大七金、兩銀、一銅成績亮眼108大專盃國術錦標賽

勞動部和苗栗縣工業會、育達大學合作 提供在地職訓課程

新南向同學「兒童菜單設計食譜」競賽  
綻放「舌尖上的愛」

班級 姓名 比賽項目 名次

休管進一A 來撒寶杜

國術男子一般組個人拳術北拳第二類 第三名

國術男子一般組個人器械棍術 第一名

散打60公斤級男子一般組 第一名

休管進一A 周  俍 國術女子一般組個人器械刀術 第一名

休管一A 陳皇憲 散打56公斤級男子公開組 第二名

休運四A 謝念祖 散打65公斤級男子公開組 第二名

休管進一A 楊毅宏 散打56公斤級男子一般組 第一名

休管進一A 曾睿承 散打65公斤級男子一般組 第一名

休管碩二A 林怡汝
散打60公斤級女子公開組 第一名

中國摔角60公斤級個人賽女生組 第一名

育達國軍在營專班
龍翔育達教育園區揭牌暨新生座談

▲▲王育文董事長(左三)觀看第二天賽事，並與育達隊選手合影。 ▲▲林怡汝獲得散打60公斤級女子公
開組金牌。

▲▲黃榮鵬校長在揭牌儀式前致詞。

▲▲左起育達科大陳進喜主任、姜德剛副學務長、龍清
勇主任秘書、黃榮鵬校長與旅長孫序華將軍、政戰
處長王志文中校、攻擊隊鄭文堯中校、通航連連長
陳威文少校一起揭牌後合影。 ▲▲王育文董事長(中)，餐旅系師生與參賽作品合影。

▲ ▲王育文董事長也
出席「兒童菜單
設計食譜」競賽
品嘗發表會，與
廣秀森林幼兒園
小朋友一起嘗試
口感。

▲▲苗栗縣鄧桂菊副縣長(右)蒞臨會
場致詞。

▲▲簽約意向書由桃竹苗分署長賴家仁
(中)、苗栗縣工業會理事長余曾國(左)
及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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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9FHC中國國際
烹飪藝術比賽」11月在上海舉
行，育達科技大學餐旅系黃家洋
老師領銜指導，帶領5名學生位
參賽，與來自8個國家共1,203名
選手同台競技，榮獲4銀、6銅佳

績。
帶隊的餐旅系黃家洋老師賽

前每晚都陪選手們練習到深夜，
並邀請同仁試吃提供建議，不斷
修改菜色。他表示，得獎是一時
的，學習才是真正的目的，得

獎是鼓勵，但往後仍需認真，態
度要更謙虛。學生在競賽培訓期
間，鍛鍊自己的忍受力與毅力，
都將成就未來的堅強實力。

FHC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賽，
是世界廚師聯合會（WACS）在中

國唯一認證的洲際性烹飪比賽，
今年升級至全球B級賽事，難度挑
戰都更為嚴峻。比賽項目涵蓋專
業級與青年組之牛肉西式主菜烹
飪、義大利手工麵烹飪、西式海
鮮主菜烹飪、西式豬肉主菜烹飪
等。

每位參賽選手，需要在規定時
間內完成2道菜色。每場比賽都長
達2個小時，還需考慮菜餚的搭配
及主題性，難度與挑戰都高。這
次上海賽得獎的有，劉彥評同學
的海鮮、雞肉獲得雙銀牌，高彥
錡同學的海鮮獲得銀牌、雞肉獲

得銅牌，劉宸豪同學的牛肉獲得
銀牌，徐晧哲同學的牛肉、海鮮
獲得2銅牌，李永業同學的牛肉主
菜獲得銅牌，黃家洋老師海鮮、
豬肉主菜獲得2銅牌。

育達科技大校長黃榮鵬表示，
學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各
項廚藝競賽活動，期待透過競賽
參與，鼓勵學生對自身廚藝的精
進，也透過高教深耕計畫及校內
合作廠商等經費資源，全力挹注
選手食材訓練與器具添購，讓選
手們全心專注賽事，獲取佳績。

【本報訊】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
賽12月7日於台北市立大學（天
母校區）體育館熱血登場，來自
全國各大專院校隊伍拿出平日所
學，全力展現實力，育達科技大
學代表隊更是不負眾望，勇奪1金
4銀佳績，以最熱情的活力榮獲最
高榮耀，為校爭光！

比賽當日，育達科大選手們
一早就抵達現場，為此次比賽做
好萬全準備。育達啦啦隊隊長張
勝綸於賽前表示，希望今年在技
巧執行時能更加完美，拿下最好
的成績；同時也向學弟妹信心喊
話，以最好準備及平常心面對這
場大專的比賽。

12月7日率先登場的是多底雙
組公開混合組，育達啦啦隊選手
以完美全上的精彩表現，勇奪冠
軍。緊接著登場的賽程，是以小
組形式分別上場，育達科大亦奪
下亮眼成績，不僅在技巧方面堪
稱完美，就連現場觀眾都不自覺
隨著音樂和肢體的起伏歡呼，
將現場氣氛沸騰到最高點！精彩
表現讓育達科大奪下眾多獎項，
其中多底技巧公開女子組獲得第
二名、單底雙組公開組獲得第二
名、金字塔大專組獲得第二名。

12月8日萬眾矚目的大專團體混
合公開組中，育達也延續了前一
天王者冠軍氣勢，將過程流暢展
現並以最熱情的表演，榮獲亞軍
的榮耀！

育達科技大黃榮鵬校長表示，
透過此次賽事，看見了育達啦啦
隊不僅在技巧上有相當專業的表
現，團隊合作的默契演出也讓現
場應援團為之動容，如此優秀成
績無疑是對長期努力的所有隊員
及辛苦的指導教練陳碩宏老師，
最好的禮物和肯定！

【本報訊】又到了歲末繽紛溫馨的
祝福時節，校園一年一度的聖誕點
燈祈福感恩活動12月19日傍晚，
在綜合大樓中庭展開，由黃榮鵬校
長、龍清勇主任秘書、姜德剛副學
務長及校內教職員主管一起點亮主
燈，感謝幸福之神眷顧育達，也期
待年年校運昌隆，祝福全校師生平
安喜樂，點燈儀式就在溫馨浪漫的
氛圍中，揭開了108學年校園聖誕
系列活動。

今年的點燈活動，設計布置的
聖誕樹有別於往年，將聖誕樹設置
於穿堂右側，在中庭正中央，也以
七彩燈飾布置，此外，點燈儀式還
邀請廣秀森林幼兒園的小朋友一同
點燈，祈福感恩活動也邀請師長及
同學們將心中滿滿的祝福寫在祈福
卡上，一一親手掛在聖誕樹上，場
面溫馨感人。

黃榮鵬校長致詞時指出，雖然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信仰天主
教，但是聖誕節就是代表一個重
生，所以在年終歲末的此刻，我們

要時時反省自己，新的生命會帶來
快樂與希望，希望各位師生也能把
希望與歡樂帶給身邊的人，讓我大
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點燈儀式後，所有人移至綜合
大樓前方，觀賞由體課組精心規劃
的五彩焰火釋放，在新空的互相輝
映下，大家都沉浸在耶誕歡樂的氣
氛中，隨後，大家在中庭享受學務
處精心準備的點心美食，點燈儀式
就在溫馨、和樂的氛圍中劃下完美
句點。

2019中國國際烹飪藝術賽 育達科大勇奪4銀、6銅佳績

2019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育達完美全上奪冠

點亮聖誕 歲末聖誕祈福感恩活動

108年韓國清州大成及清錫兩所高校拜會校長

大成及清州清錫高校李俊雨校長，率兩校教師一行6人拜會育
達科大黃榮鵬校長，雙方並交換紀念品。

本校與北海道觀光人材支援事業協會
簽訂策略聯盟
本校11月25日與日本北海道觀光暨飯店人材支援
事業協會中島稔理事長簽訂產學策略聯盟，未來
凡屬本校學生將可透過該機構前往日本北海道或
其他地區實習，提供學生接軌國際、拓展國際視
野的專業技能學習機會。

國際處邀境外短研修生過冬至
為了讓遠在異鄉的境外短期研修生在冬至
前夕一解思鄉之情，國際處特別於冬至前
夕位同學們準備中午餐會，並附上香甜紅
豆湯圓，希望大家吃了圓仔都能圓圓滿
滿、福氣滿滿。

▲▲育達科技大學參加2019FHC中國國際烹飪
藝術賽勇奪4銀、6銅佳績師生與頒獎會場
合照。

▲▲育達科技大學參加2019FHC中國國際烹飪藝術賽獲
獎餐旅系師生獲董事長王育文(圖中)嘉勉合照(圖左1
黃家洋老師、圖左2徐晧哲同學、圖右劉彥評同學)。

▲▲點燈儀式後大合影。

▲▲黃校長將心中滿滿的祝福寫在
祈福卡上。

校 園 短 波

時尚系舉辦國際美髮大師論壇
時尚系於12月11日於5樓禮堂舉辦「國際美髮大師論壇暨2020日本流行趨勢髮藝技術演
示」，邀請日本安室奈美惠御用造型師山中康裕老師親臨指導，現場除了時尚系全員到
齊外，也邀請世界高中、慈明等校美容科同學一起體驗國際美容的魅力！

▲▲育達科技大學啦啦隊於2019全
國啦啦隊錦標賽榮獲多項佳績。

【社工系林義學報導】苗栗育達
科技大學為推展跨世代共榮學習
與教育服務，於12月23日辦理高
中職學生參與苗栗縣的社區關懷
照顧據點活動，分別於育達科技
大學「育達樂齡生活棧」與象山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進行交流與健
康促進學習。

五育高中學生第一次蒞臨育達
科技大學「育達樂齡生活棧」體
驗後表示，覺得大學校園內可以
有長被服務的據點，非常的特殊
且覺得很好，可以直接促進學生
與長輩的交流；同時得知育達校
園內有廣秀森林幼兒園，可以讓
幼兒也接觸長輩，覺得是一所非

常溫暖的學校。
隨後，五育高中學生前往象山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進行參訪，發
現裡面的多位同學均
為育達社工系畢業，
以及照顧科的發展包
含社工系，且可以進
入社區與不同場域的
服務，藉此服務更加
了解社工的出路發展
更多元。

最後五育高中老
師表示，樂見育達科
大有社工系提供學生
多元發展，並且對應
高齡照顧服務的課程

教室與服務據點，有助於學生在
校學習即可以增進實務訓練與發
展，未來值得多多互動與交流。

社工系攜手五育高中體驗照服據點 學生驗證所收穫滿滿

▲▲社工系沈湘縈主任帶
領五育高中同學體驗
紅繩教室。

▲▲同學至象山社區關懷
照顧據點陪伴長者提
早過耶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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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時尚造
型設計系二年級林靖堯、謝明霈
及四年級的沈庭誼9月參加「2019
美容美髮世界協會(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Coiffure, OMC)世界盃
錦標賽」，在近千名選手中脫穎
而出，分別奪得舞台彩妝及日常
新娘彩妝雙料金牌、創意新娘彩
妝現場40分鐘競速組世界排名第
9(亞洲組第1)及女性菁英新娘髮型

組第5名佳績！技壓群雄，見證育
達時尚系美容美髮創意與實力。

時尚系鄭寶寧主任表示，OMC
成立於1946年，總部設於美國紐
約，是全球最大的髮型設計專業
組織，擁有50個會員國，會員人
數達兩百萬人。本屆世界盃錦標
賽計有50國超過1000名美容美
髮選手同台競技，同學們早在出
賽前數月就與系上老師運用課餘

時間練習，此次獲得如此傲人成
績，是實至名歸，系上師生都與
有榮焉。

榮獲大賽「舞台彩妝組」及
「時尚新娘彩妝競速30分鐘組」
雙料金牌的林靖堯表示:「我從
2012年就開始參加OMC的賽事，
終於在今年的世界盃上，在法國
拿到世界雙料金牌，也是台灣及
華人界第一次獲得這樣的成績，

在參賽前的相關準備上，我很感
謝學校給我的各項支援與指導，
這次可以代表國家贏得這獎項，
在世界舞台上揮舞中華民國國
旗，讓我實在很感動。」

一同參賽「創意新娘彩妝現場
40分鐘競速組」的謝明霈表現也
不遑多讓，榮獲該組世界排名第9
名及亞洲組第1名、全球組優勝佳
績，他說:「這次獲獎非常感謝學
校與系上給我相當多的資源，讓
我能全心全意地準備比賽，從造
型、服裝、頭飾，通通是我們學生
自己發想設計，今年終於得到了
亞洲區新娘組冠軍的肯定，非常
感謝學校的栽培，給我這個空間
發揮，讓我們贏得這場比賽。」

在今年選拔賽即獲「國際女子
新娘髮型」第一名的肯定沈庭誼
說，雖然這次只拿到「女性菁英
新娘髮型組第5名」成績，感到有
點挫敗，但是他不會放棄，會習

起這次參賽經驗，對於最困難的
部分再做加強，期待明年能交出
更亮眼的成績單。

【學務處曾秀蘭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弱勢協助機制，推動「育」苗
「達」夢計畫，特別於11月19日
辦理「育」苗「達」夢-多元文化
共學響起活動，黃榮鵬校長致詞時
表示，學校從招生入學、課業輔
導、實習機會提供、職涯規劃協
助、社會回饋、助學募款等方向，
落實對弱勢學生整體學習歷程關
照，精進相關就學扶助等措施，展
現本校對弱勢學生之照顧。

活動由學校原住民族學生帶來
熱情原住民舞蹈為活動拉開序幕，
活動中頒發苗栗縣黃月娥議員任學
校原住民族資源中心諮詢委員聘
書，黃校長致詞時也感謝黃月娥議
員擔任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校外諮詢委員，並提供相關建議及
資源，對原住民同學多有助益。

活動中也表揚共同學習的英語
教學志工周淑梅阿姨，留學美國工
作退休的周阿姨本來協助學校服務
台志工工作，學校特別借重周阿姨
的長才商請她擔任英語共學指導

老師，周阿姨除因材施教自編教
學教材外更針對每位英語共學學
生特製專屬課程，讓學生輕鬆上
手，學英語真的變簡單。

在活動現場同時舉辦去年叫
好又叫座的「時尚系服務學習」
活動，是由對服務學習一直不虞
餘力的時尚系黃惠君老師帶領同
學，從舒壓活動、剪髮、頸肩刮
痧按摩、美甲.....等服務，並將今
天服務所得捐贈本校弱勢助學補
助專案，持續幫助本校經濟弱勢
學生安心就學。

育達餐旅系 「超“萌”幼兒餐點設計與製作」競賽
萌翻你的味蕾

2019 OMC世界盃錦標賽 時尚系奪兩金一優勝佳績

【餐旅系賴奕瑄報導】育達科技
大學附設廣秀森林幼兒園為提供
幼兒園符合幼兒年齡及發展需求
之餐點營養設計，讓適合兒童食
用的菜餚保持好味道與均衡營
養，12月10日由大學部餐旅系學
生，以超可愛療癒系為主題，設
計出超萌造型與營養兼具之兒童
餐，以新的創意與手法入菜，親
手做出兼具視覺與味覺的幸福兒
童餐，展現新世代年輕學子對兒
童餐的料理美學，不僅要滿足你
的味蕾，更要萌翻你的心。

正確及良好的飲食習慣需從小
建立及培養，育達科大觀光餐旅
賴奕瑄老師表示，四至六歲的幼
兒期更關鍵期，對於其飲食內容
應加以重視及關注，本次活動由
我與本系黃家洋老師一同帶領學
生，以最新鮮的當季當地食材，
設計營養均衡、衛生安全及份量
適當的餐點，並標示出每項產品
營養成份參考表，提供符合幼兒
年齡及發展需求之餐點。

比賽前期餐旅系學生進行了認
真的備戰，從選擇食材到烹飪方
法，從口味到色彩到營養價值，
都作了精心設計。活動現場由11
組餐旅系學生大展料理魔法，齊

做多樣化超萌幼兒餐點，製作呈
現出了色香味俱佳、營養豐富符
合幼兒的25種主題美味菜餚，充
分展示技能和創新能力，並和小
朋友親切互動講解餐點設計理念，
讓孩子們吃出營養、吃出健康。

觀餐學院吳菊院長說，透過此
次活動可讓學生從合作中，激發
無限熱情與創意，也能有互相學
習的機會，讓適合兒童食用的菜
餚在健康美味及營養均衡下，以
新的創意與手法入菜。透過活動
所累積的實務經驗，未來運用到
職場上，不僅學用無落差，更掌
握產業未來發展脈動，落實學以
致用之目標。

【餐旅系王耀武報導】為培育
國內餐旅產業達人，強化學生
實務技能，育達科技大學觀光
餐旅學院繼2018辦理首屆技
能公開競賽廣獲高中職學子好
評，今年續辦「2019第二屆餐
旅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賽」。
比賽項目分為「托盤」、「鋪
床」及「遊程設計」三項，共
吸引全台25所學校，210位高中
職觀光餐旅科學生報名。經過
一天的比賽，由育達高中、君
毅高中、青年高中、水里商工
的同學，獲得各競賽類組的第
一名。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致
詞時表示，這次是育達第二屆
舉辦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賽，
會以達人盃命名，也是為了要
紀念本校創辦人王廣亞博士，
希望每年都能夠吸引各方的精
英到學校來參加比賽。 

育達科大觀光餐旅學院吳菊
院長致詞時也表示，希望大家

能藉由競技中
從 服 裝 、 托
盤、鋪床、遊
程設計的專業
與眉角互相切
磋共同成長，
在相互學習中
激化出更符合
業界需求的就
業力，育達的
餐飲與房務服務設備齊全，兩
者都設有勞動部新丙級檢定場
所，歡迎老師與同學們皆可預
約免費運用訓練學生或學生練
習，也誠執的邀請同學們未來
能夠加入育達，尋找貴人與我
們一起成長，扭轉未來。

今年鋪床競賽共有18組、托
盤競賽30組以及遊程設計競賽
13組團隊較勁，經過一整天的
激烈評比後，由育達高中、君
毅高中、青年高中、水里商工
的同學，獲得各競賽類組的第
一名。

觀餐學院吳菊院長表示，首
先要感謝新天地餐飲集團-萊特
薇庭贊助本次活動經費，在本
次比賽中看到老師指導的功力
與所訓練的學生專業技術的能
力都有長足的進步，希冀第三
屆能在所營造的口碑推波助瀾
之下吸引更多高中職老師與同
學前來共襄盛舉參，一起切磋
在體驗行銷中讓觀光餐旅服務
技能與眉角更發揚光大，進而
挹注觀光餐旅業優質人力，提
升服務品質。

2019第二屆餐旅達人盃全國技能公開賽
25校好手精彩競技

▲▲美髮美容世界協會（OMC）台灣
總會9日率台灣選手赴巴黎參加
2019▲OMC世界盃錦標賽，拿下
2金、3銀佳績，總統蔡英文賀電
表示嘉獎。

▲▲王育文董事長(左2)與黃榮鵬校長接見表揚謝
明霈(左1)及林靖堯(右1)同學。

▲▲林靖堯「舞台
彩妝組」作品
合影。

▲▲榮獲「創意新娘彩妝現場40分鐘競速
組」世界排名第9名及亞洲組第1名、
全球組優勝的謝明霈與作品合影。

【社工系鄭素琴報導】苗栗大湖
農工為了讓學生擴展視野增加國
際觀，將於2020年舉辦日本國際
教育旅行，12月3日、10日該校實
習處特別邀請本校社工系鄭素琴
老師蒞校進行國際禮儀與基礎日
語講座，讓學生從日本食衣住行
等方面，學習到日本的社會規則

與禮儀的知識，並從中了解尊重
當地的風俗習慣，也藉此了解台
灣與日本之間文化的差異。

社工系鄭素琴老師表示，現代
禮儀是自我的表現，參加國際教
育旅行的學生們，此行除了表現
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之外，也代表
了大湖農工，亦能發揮外交小尖

兵的功能，促進台
日 文 化 和 教 育 交
流，並期許將講座
中 所 學 習 到 的 禮
儀，能成為生活中
的習慣與課題，每
日都能夠展現自我
最好的一面。

育達「國際禮儀」課程開講
助湖農同學接軌國際 

▲▲鄭素琴老師(右5)與大湖農工同學合影留念。

▲▲王育文董事長及黃榮鵬校長頒發獲托盤組第一名的
君毅高中及青年高中。

▲

▲王育文董事長
(中)、餐旅系
師生與廣秀森
林幼兒園師生
小朋友合影。

▲▲苗栗縣黃月娥議員(中)與參與貴賓同學合影。

▲▲黃榮鵬校長頒發苗栗縣黃月娥議
員(左二)任學校原住民族資源中
心諮詢委員聘書。

「育」苗「達」夢 
多元文化共學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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