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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廿一
創新 ING

慶祝建校廿一週年校慶慶祝建校廿一週年校慶

21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流程表

時  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09:40 ～ 09:55 校內師生、進場就位

國
際
會
議
廳

09:55 ～ 10:00 貴賓進場

10:00 ～ 10:10 開幕表演

10:10 ～ 10:15 回顧與展望

10:15 ～ 10:20 介紹貴賓

10:20 ～ 10:35 致詞

10:35 ～ 10:50 頒獎

10:50 ～ 11:05 歡慶祝福

11:05 ～ 11:10 禮成

11:10 ～ 時光翦影

校慶嘉年華及啦啦隊競賽流程表

時  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13:20 ～ 13:30 師長進場

活 

動 

中 

心

13:30 ～ 13:40 校內長官及貴賓進場

13:40 ～ 13:45 開場表演 - 樂齡大學

13:45 ～ 13:50 校長致詞

13:50 ～ 13:55 評審比賽規則講解

13:55 ～ 14:55 校慶嘉年華競賽

15:55 ～ 15:05 啦啦隊競賽場佈

15:05 ～ 15:10 評審比賽規則講解

15:10 ～ 16:10 系際啦啦隊競賽

16:10 ～ 16:20 裁判講評

16:20 ～ 16:30 頒獎 / 閉幕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11月28
日（星期六）慶祝建校21週年校

慶，並以「育達廿一、創新ING」
為主題，陸續舉辦第13屆育達青
年遴選、校友回娘家、愛心義賣
活動、藝文成果展及校慶嘉年華
等一系列特色活動，熱鬧祝賀育

達科大生日快樂！
上午在國際會議廳所舉辦的

校慶慶祝大會，安排廣秀幼兒園
學生、舞研社表演外，配合校慶
系列活動，完成了第13屆育達青
年選拔及教職員服務獎的遴選，
在會中頒獎表揚，活動在相互祝
福與合影下，為慶祝大會畫下句
點。

校慶當天下午的嘉年華活動
在活動中心辦理，一開始由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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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了「育達廿
一、創新ING」校慶主題。
除了動態活動之外，各系也廣

邀畢業校友「回娘家」來分享母

校喜悅，並與師長、學弟妹交流
互動；廣亞藝術中心規劃了時尚
造形設計系與多媒體與遊戲設計
系師生聯展等，讓校慶系列活動
充滿許多驚喜，讓與會貴賓、校
友們留下深刻印象，以最誠摯的
心意，一齊祝賀育達科大「育達
廿一、創新ING」生日快樂！

21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規劃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9/10/17
109 年育達廣亞盃全國大專院校
暨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賽

活動中心

109/10/30
2020 第九屆觀光精英盃全國遊
程設計競賽總決賽

國際會議廳
管 202、管 208
管 210、管 221

109/11/18-20 愛心義賣 - 二手義賣 綜合大樓中庭

109/11/19
2020 科技創新暨經營管理國際
研討會

多媒體會議室

109/11/25
原來你也在-「祭」燃「育」見你-
校園原住民豐年祭活動

綜合大樓前草坪

109/11/25        
食光流轉   亮麗璀璨－時尚系走
秀活動 + 翫味美食研究社美食展

綜合大樓中庭

109/11/26 校園藝人選拔 綜合大樓前草坪

校友回娘家

時  間 活動內容 出席者

11:20 ～ 16:00 校 ( 系 ) 友回娘家活動 畢業系友、各系系主任及師長

項次 系所 活動地點

1 資訊管理系 綜合大樓 205 室

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商管大樓管 303 室

3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商管大樓管 402 室、創意廣場

4 觀光休閒管理系 商管大樓管 210 室

5 休閒運動管理系 商管大樓商 204 室

6 時尚造型設計系 文化大樓 206 室

7 餐旅經營系 商管大樓商 105 室

8 應用日語系 綜合大樓 428 室

9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商管大樓商 302 室

10 幼兒保育系 商管大樓管 121 室

11
研究發展處 - 校友會會員 
大會暨理監事會議

綜合大樓 317 多媒體會議室

21週年校慶校長的期勉  創亮點．強組織．塑品牌

▲▲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文

今天是育達科技大學2 1週年
校慶，也是眾多校友回娘家的團
圓之日，更是感恩及自我期許的
重要時刻。首先感謝全體教職員
工生多年來的努力與付出，更要
感謝各界長官及好友長久以來對
於育達的支持與指導。當然，最
需感恩的就是創辦人－王廣亞博
士。沒有創辦人的艱辛與操勞，
就沒有今天共存共榮的育達大家
庭；沒有創辦人建立育達科大這
個平台，我們今天就不可能齊聚
一堂，歡度校慶。去年我們歡度
20週年校慶，轉瞬間一年的時間
已經過去，時間雖然匆匆，但校
務推動的腳步未曾停歇。藉由21
週年校慶的機會，在此與大家分
享過去一年我們在校務推動的重
要成果及未來創新轉型的具體規
劃。
在校務推動方面，本校109學

年度新生註冊率達到七成五，數
字難謂亮眼，但面臨少子化及招
生懸崖，同級學校註冊率普徧下
滑的此時，此一成績讓我們仍保
有一定程度的招生競爭力，也讓

我們更有信心迎接未來的招生挑
戰。此外，本校畢業生的就業率
連續8年達到80％以上，職場僱主
滿意度則從72%，逐步攀升至今
年的82%。顯見本校辦學口碑已
逐步建立，我們將在此一基礎上
力爭上游，繼續爭取職場及業界
的認同與肯定。過去一年，我們
也努力爭取外部資源，持續獲得
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產業學程、教學研究實
踐計畫、就業學程、學海系列計
畫及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等多元領域的獎勵與挹注，金額
達到5,000萬元，提供校務經營相
當大的助力。未來，我們將掌握
此一發展契機，配合政府相關部
門的政策推動，以跨領域結合的
模式，爭取各類型研究計畫及產
學合作計畫，厚植本校全方位經
營的實力。
在創新轉型的規劃方面，我

們將輔導各學院成立附屬機構及
衍生企業，營造學院產業化、教
授企業化及學生達人化的產學環
境。餐旅學院擬建置跨院系實作

場域，發展自有品

牌商品。由餐旅系整合跨系、跨
院教學資源，結合觀休系、休運
系、時尚系與應用日文系，落實
跨領域學習並深化專業技術課
程，強化學生實作教育。科創學
院擬建置智慧培訓基地，培育類
產業環境人才。以產業界實務環
境為模組，籌設類產業環境工
廠，提供物聯網、資管系、多遊
系與行銷系實習實作場域，強化
與產業接軌之訓練，培養多元就
業人才。人文社會學院擬建立產
業菁英訓練基地，成為推動長照
及幼教達人的搖籃。由社工系、
幼保系與社團法人共同合作成立
訓練基地，提供師資培訓並強化
學生專業實作能力，培育專業師
級技術人才。除了校內各系院的
創新轉型規劃之外，我們也將以
附屬機構模式，向相關單位申請
籌設長照機構，增進教學實習效
果，充實校內財源，兼以活化目
前餘裕之校園土地及建築空間。
尤有進者，規劃中的廣秀國民小
學已於日前成立籌備處，並向苗
栗縣政府遞送籌設計劃書，正式
展開各項籌設工作，未來朝設立

中學的目標邁進。上述各項創新
轉型規劃均將依既定時程，逐項
予以落實，期望在育達科大現有
校園內，建構一個老、青、幼共
學之完整學園，謀求學校的永續
發展，同時善盡私人興學的社會
責任與義務。
教育是百年大計，本校創校

迄今21年，僅是弱冠之齡，未來
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下一階
段是育達能否永續發展的的重大
關鍵，各項挑戰即將接踵而至，
我們必須有更前瞻的規劃、更
寬闊的布局及更堅定的步伐，才

能開創無限美好的未來。眼前的
挑戰是下個月各學術單位即將接
受台灣評鑑協會的教學品保服務
認證，希望全體教職同仁戮力以
赴，全力爭取最好成績，為育達
下一階段發展，開啟成功的先
機，這將是育達21歲生日最好的
祝福與賀禮。最後，藉此歡慶場
合，我要向所有參與過育達科大
成長茁壯過程的每一位育達人及
曾經給予過協助的每一位育達貴
人，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並
讓我們一起分享育達21歲生日的
喜悅與榮耀。謝謝大家！

21週年
校慶慶

祝大會

21週年校慶董事長勉勵育達團隊

創新轉型．厚植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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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櫥窗

績優行政人員獎：行政工作表現優秀人員，經選拔頒發
績優行政人員獎，每人獎狀一幀及獎勵金二萬元。
本屆獲得績優行政人員，計有： 

21週年校慶校長的期勉  創亮點．強組織．塑品牌

各位貴賓、家長、同仁與同學們
大家好
本校從1999年開始招生迄今，

歷經二十一年之辛苦耕耘，從無
至有，不可謂毫無阻礙，亦不可
言一帆風順。回想當年正值籌備
處成立，種種問題一一浮現如 :
校地規劃、師資來源、招生、系

所成立、軟硬體設施等等。所
幸，感恩當年王創辦人廣亞博士
偕夫人王蔡秀鸞女士及同仁不眠
不休、同心戮力之下，堅持本校
的創校理念才有今日的育達科技
大學。本校創校之初原申請籌設
「育達商業家政專科學校」，唯
因苗栗縣當時無大學之設立，造

成人才外流，工商教育水準無法
提昇，為提昇當地文教水準，增
進中部地區之開發及繁榮，乃於
1997年向教育部申請改籌設「育
達商業技術學院」，進行升格為
技術學院之各項籌設工作。基於
全方位的考量，乃結合產官學界
共同集思廣益，自2009年起改名
為「育達商業科技大學」，贏得
國家社會對本校教育貢獻的一致
好評。其後2013年改名為「育達
科技大學」，開啟步入歷史上的
新頁。榮鵬於2 0 1 7年接任校長
時，深知未來大環境必朝全球化
推進，除原有的校務奠基外，更
深化辦學理念：「倫理、創新、
品質、績效」之成效，進而落實
本校校訓「勤儉樸實，自力更
生」。
面對大環境嚴厲挑戰，自接任

本校第十任校長以來，以「穩招
生、精組織、立特色」為治校策
略，近三年註冊率也從過去106
學年度59.48%，翻轉至107學年

度78.49%，隨即108學年度已達
80.25%；儘管109學年度一方面全
國高三畢業生人數遽降近3萬人，
另一方面招生總量調整增加88位
進修二技名額。即便如此，註冊
率也達75.28%，註冊學生人數也
逆勢從107學年度1,248人成長到
1,258人。
未來我在第十一任校長任期，

「於學生」更是有一股期待與呵
護之情。「於教師」，堅持專業
化教育與創新教學，具體而言就
是將服務業實務導向化，以身體
力行之方式傳達給初學之牘。
「於職員」，提供全方位「有溫
度」的服務於學生及教師。而
「於校長」任內，除了延續學校
政策外，為使資源充沛，運用靈
活，在全校師生努力之下，爭取
外部資源、強化推廣教育收入；

並積極地與全球各地的頂尖大學
推動「國際育達人」計畫。除雙
聯學位外、安排學生到海外實
習，為的就是讓學生可以走向國
際舞台。具體治校策略為：「創
亮點、強組織、塑品牌」，落實
各單位執行力。
校政方針是否有效推動，絕

非取決於短短兩三年，而是長期
規劃、播種，以待其收割。榮鵬
自初仕本校後即貫徹治校理念，
對人「真誠」；對事「執著」；
對天「感恩」；一路走來始終
如一。新一任期代表著育達科大
的另一階段的啟動，秉持王董事
長育文給全校師生的願景與王創
辦人辦學精神，育達人必謹記於
心，身體力行戮力以赴，延續理
念，共創願景。

▲▲育達科技大學校長黃榮鵬

教職員服務獎：對於現職教職員工，連續於本校服務滿
二十年、十五年、十年及五年之人員服務獎，每人頒發感
謝狀一幀及禮券一份：
1.     本學年服務滿二十年教職員，共計17人，代表授獎人
員：幼兒保育系簡宏江副教授及資訊圖書處康月艷編審

單位 姓名 職稱

幼兒保育系 簡宏江 副教授

觀光休閒管理系 林建宏 副教授

觀光休閒管理系 姜明翰 助理教授

觀光休閒管理系 何明政 講師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莉玲 副教授

休閒運動管理系 吳怡樺 助理教授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鴻仁 助理教授

休閒運動管理系 楊蕙霞 講師

時尚造型設計系 吳靜芳 講師

秘書室 蔡淑美 行政庶務組組長

教務處 莊欣潔 組員

資訊圖書處 康月艷 編審

會計室 洪雪華 專員

人事室 戴美華 組員

推廣教育中心 范純菁 行政組組組長

科技創新學院 張筱君 專員

幼兒保育系 陳淑女 專員

2.  本學年服務滿十五年教職員，共計7人，代表授獎人
員：學生事務處段偉宙約僱組員

單位 姓名 職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慕也 副教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賴銘哲 助理教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洪可銘 助理教授

餐旅經營系 吳素玲 副教授

教務處 傅虹郡 約僱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段偉宙 約僱辦事員

資訊圖書處 張進毅 資訊組組長

3.  本學年服務滿十年教職員，共計6人，代表授獎人員：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侯致遠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應用日語系 張雅智 助理教授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侯致遠 教授

推廣教育中心 高瑞惠 推廣教育教師

教務處 廖凈苡 約僱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劉怡怜 約僱組員

總務處 詹益忠 校工

4.  本學年服務滿五年教職員，共計4人，代表授獎人員：
時尚造型設計系盧玉華專案約聘講師及秘書室公共事務
中心陳進喜主任

單位 姓名 職稱

餐旅經營系 姜德剛 專案約聘講師

時尚造型設計系 盧玉華 專案約聘講師

秘書室 陳進喜 公共事務中心主任

學生事務處 吳啟源
軍訓室主任兼生活輔導
暨衛生保健組組長

【本報訊】109學年第13屆育達青年
遴選活動，11月05日於國際會議廳隆
重登場，12位候選人站上決選舞台積
極展現自己，今年特別融入「三好校
園」精神理念，經過激烈評選，最後
共有5位同學脫穎而出，當選第13屆育
達青年，由黃榮鵬校長為當選人別上
綵帶，並獲邀出席校慶慶祝大會，再
度公開表揚。
第13屆育達青年決選，共有9個系總

計12位合格候選人參加，參賽期間每
位候選人都積極練習，充份準備評審
項目。其中即席演解題目，特地將星
雲大師倡導的「三好運動」納入，望
能以「三好」精神理念，形塑和諧的
校園倫理文化，同學均能表達自己想
法，能為校園品德教育注入活動。候
選人彼此也互相鼓勵，展現育達青年
寬容的雅量及正面能量，正是謙恭有
禮「育達人」相互學習標竿。
育達青年選拔從報名前，到正式

站上決選舞台的12位同學都是萬中之
選，歷經各系自行推選優秀同學完成
初選、薦報，再到評審委員謹慎、嚴
格的書面資料審查後，嚴選各項標準

合格的候選人才能進入決選，所以說
「候選即當選」一點也不為過。
決選時，候選人都使出渾身解數

來吸引評審的目光，除了台風、即席
演講、臨場反應、加油團出席狀況、
服裝儀容、個人特色外，更是發揮才
藝及真正自我內涵的展現。而一連串
精彩表演，也為活動掀起一波波的高
潮。當選今年育達青年的同學計有行
銷系王朝發、行銷系葉巧伶、休運系
許家緯、幼保系楊景雯、應日系葉芷
瑩等5位同學。

黃榮鵬校 
長致詞時表
示，育達青年 
選拔活動非
常有意義，今年特別融入「三好校
園」精神理念，望能以「三好」精神
理念深入校園，形塑和諧的校園倫理
文化，將此精神一直傳承與延續下
去，成為本校的特色與傳統。

109學年績優行政人員
推
廣
教
育
中
心

李永裕 主任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系

陳淑貞 主任

科
技
創
新
學
院

張筱君 專員

生
活
輔
導
暨
衛
生
保
健
組
組
長

學
生
事
務
處
軍
訓
室
兼

吳啟源 主任

幼
兒
保
育
系

陳淑女 專員

第十三屆育達青年遴選結果揭曉

▲

▲黃榮鵬校長
為當選同學
披上彩帶。

▲▲黃校長及與會師長與同學們合影。

育達
青年

109學年教職員服務獎頒獎

幼保系4A  

楊 景 雯

｜座右銘｜
努力向上吧，星
星就躲藏在靈魂
深處。

行銷系4A 

王 朝 發

｜座右銘｜
把握當下 得知我
幸 不得我命。

休運系4A 

許 家 緯

｜座右銘｜
樂觀向上、沉著
穩 重 、 勤 能 補
拙、使命必達。

應日系4A 

葉 芷 瑩

｜座右銘｜
勇敢追夢。

行銷系4A 

葉 巧 伶

｜座右銘｜
把 別 人 當 成 自
己，視同己出不
要心存僥倖。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十一月廿八日  星期六 YU DA TIMES-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Yu D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

樂活校園

【本報訊】「109育達廣亞盃全國
大專院校、高中職健美健體公開
賽」109年10月17日在育達科技大
學舉行，由育達科大休閒運動管
理系、台灣健身體能協會主辦，
競賽辦理主要目的，為學生搭建
一個學習成果發表舞台及發揚育
達創辦人王廣亞博士辦學精神，
同時也為全國大專及高中職校愛
好健身運動者，有展現平日訓練

成果的機會，並為健身運動推
廣，善盡一份社會責任。

109育達廣亞盃健美健體公開賽
今年已邁入第三屆，此次比賽原
訂5月舉辦，因遇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影響後延至10月，雖遇疫情
但選手報名仍非常踴躍，在育達
科大休運系的用心籌劃下，參賽
人數已突破前二屆，第三屆有來
自全國88所各大專院校及高中職

學校的菁英，共計250人報名，參
賽人次高達397人次，健美健體比
賽舉辦已受大眾青睞，本次公開
賽更新增大專女子比基尼組，成
為全埸最耀眼的比賽。
比賽當天來至全國健美健體選

手齊聚育達科大學生活動中心，
展現肌肉的張力與美感，賽事氣
氛熱烈，全國健美選手們無不施
展渾身解數，為在健美賽事上奪

得佳績。承辦單位學校休運系陳
淑貞主任說，參加健美健體比賽
選手們，備賽真的很辛苦，除
了嚴格的訓練、飲食的控制、有
氧訓練，最難熬的是「最後二天
幾乎不能喝水」。這次健美健體
公開賽特別感謝企業的贊助與支
持，並在會場有九家企業辦理徵
才活動，招募對健美健體有興趣
的同學加入休閒健身產業。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表示，學

校以培育健身運動指導人オ為重

要教育目標之一，學校一直鼓勵
學生參與相關專業競賽，以提升
自我專業形象與自信心，最重要
是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力。學校的
用心也獲得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健身工廠）及創欣實業
有限公司（戰神 Mars）等企業界
的肯定支持與贊助，希望能推廣
更多人加入健身運動行列，讓自
己更健美、健康，在訓練和參賽
中也可獲得附加價值。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為傳承
創辦人王廣亞博士弘揚優良傳統
藝術之忱，提升校園人文風氣，
培養正當休閒娛樂，有鑑於苗栗
地區缺乏大型圍棋賽事活動，自
2018年起，舉辦首屆「廣秀盃全
國圍棋公開賽」。今年邁入第三
屆，主辦單位廣秀書弈學苑於10
月25日假本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2020苗栗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
賽」，盼能帶動學習風氣，培育
更多優秀的圍棋人才。
「2 0 2 0苗栗廣秀盃全國圍棋

公開賽」是育達科技大學推廣圍
棋教育的年度重要競賽活動，由
於策劃周全、服務用心，廣受各
界矚目與好評，參賽人數首屆僅
二百名，第二屆增加至四百五十
多名，成長一倍多，匯集全國各
層級的圍棋好手共襄盛舉。今年

主辦單位在過往累積的經驗基礎
上，再求精進和突破，提升服務
品質，擴大比賽規模，本屆報名
人數將近五百多人盛況空前。 
育達科大董事長王育文博士表

示，學校秉承已故創辦人王廣亞
博士精神，特將書法、圍棋列為
學校通識教育重點教學項目，設
立「廣秀書弈學苑」，推廣此二
門藝術。圍棋具有悠久的歷史，
玄妙深奧、變化無窮，是老祖宗
奇特而偉大的發明，也是多元智
慧與文化的綜合體，具有特殊的
教育功能，對於兒童心智的成長
發展，助益良多。學棋的孩子不
僅頭腦變得聰明，性格顯得沈著
有耐性，課業也隨之進步，所以
許多家長樂於讓孩子學習圍棋，
是有其道理的。
「2020苗栗廣秀盃全國圍棋公

開賽」給獎豐富，比
賽得獎名單公佈於育
達科大活動官網。爾
後本校將持續舉辦，
願為苗栗地區圍棋教
育略盡棉薄，做好紮
根和普及的工作。

【本報訊】「2020第九屆觀光精
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總決
賽，於日前於育達科技大學盛大
舉行。今年報名參賽隊伍共計253
隊，參賽人數近一千人次，經過
北、中、南三區海選後，最終取
得總決賽資格的優秀隊伍僅有60
隊，進行最後總決賽。今年遊程
創作組的競賽，以現場抽題製作
遊程規劃最具挑戰性，透過觀光
精英盃培養旅遊專業人才，為觀
光產業注入一股新活水。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理

事長 鍾任榮先生表示：觀光為台
灣經濟發展重要的命脈之一，而
遊程規劃安排更是觀光發展的核
心，唯有令人感動的設計內容及
創新的行程規劃，方能全面提升
台灣的觀光價值。育達科大觀餐
學院侯致遠院長致詞說，希望透

過此競賽的舉辦，落實遊程規劃
的專業知能，激發大專院校與高
中職相關科系師生遊程企劃的創
新能力，藉由此一活動提供業界
創意遊程的活水泉源。
為搶搭後疫情國旅熱潮，此間

觀光業者莫不卯足全力，推出各
種精緻套裝遊程。總決賽當天各
組比賽同學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競爭非常激烈，並將北臺灣著名
脊樑山脈與景點融合身心靈及民
俗信仰與歷史文化等元素，極力
宣揚臺灣之美，展演生動活潑，
唱作俱佳，吸睛十足。而大專休
閒觀光相關科系學生，也發揮堅
強的專業實務能力，創意發想頗
具亮點旅遊行程，這次比賽適時
提供產學觀摩與競技平台，可說
為觀光產業注入一股新活水。
育達科大觀光休閒系李義祥主

任表示，為辦好本次決賽由蔡宗
保副教授帶領觀光休閒系師生團
隊用心辦好每項工作，從場佈、
接待、司儀等工作，獲得來賓與
各界肯定。同時觀光休閒系學生
第一次參賽就擠入決賽獲得優勝
獎項誠屬不易，其夥伴學校君
毅、桃育、致用、大成等高中也
分別派學生參賽或教師觀摩，藉
此活動進行觀摩交流，並由該系
協助高中職選手培訓。最後，由
學校王榮祖副校長代表頒發優勝
獎項，為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期待明年再見。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於10
月8日(星期四)舉辦日本清酒講座與品飲
餐會研習活動，除了應日系師生外，同時
也邀請學校餐旅管理系教師及校內有興趣
師長共同參與，期能增進校內師生日本清
酒相關專業知識，共同教授學生跨領域學
習，未來規劃應日與餐旅系共同推動日本
料理與清酒跨領域學分學程。
近年來日本清酒越來越受到各方矚目，

全球各大米其林星級餐廳紛紛在酒單裡加
入了日本清酒，以清酒搭配餐食的風潮更受到侍酒師及美食家的重
視及討論。本次研習活動邀請前應日系系主任，現任雄獅旅行社專
業領隊及三普旅行社專任導遊的張惟綜唎酒師主講。張惟綜唎酒師
是日本國立筑波大學博士畢業，曾於本校應日系擔任助理教授，現
專職是領隊、導遊工作，是一位在學術領域與業界實務經驗豐富的
專業人士，也擁有日本唎酒師證照，並實際帶團至日本酒造品酒。
本次研習內容區分為「日本清酒文化介紹」及「日本酒品酒及伺

酒技巧」課程，在研習上準備了薰酒、爽酒、醇酒各一隻代表性的
酒款，讓參加研習的老師在現場從外觀、香氣、品嘗等順序，了解
日本酒的類別與基本製作過程，進而體驗了品飲日本清酒之美，也
分享許多關於日本酒的釀造及選購知識，並傳授品飲祕訣。
育達科大近年來推動全面校外實習，應日系張雅智副主任指示，

應日系同學大都在國內外(日本)日式餐廳與飯店進行校外實習，實習
過程中會接觸日本料理跟日本清酒等相關知識與技能，學校目前為
止並未開設日式餐飲相關實作課程，經由學生實習心得的回饋，應
日系從這學期開始陸續規劃一系列的日式餐飲相關實作課程研習，
讓學生跨領域學習相關日式餐飲知識，以利在職場上的運用與實習
工作。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表示，育達科大希望畢業生在校四年可

以拿到一張畢業證書、學到二項專業技能、取得三張專業證照，應
日系舉辦此次研習活動，以提升校內師長跨領域專業知能，進而能
將相關知識傳授給學生。未來應日與餐旅系跨系合作，讓學校成為
日本料理認證單位，培育更多喜愛學習日本料理的學生。

2020苗栗廣秀盃全國圍棋公開賽精彩登場 山城盛會、棋樂無窮

應日系舉辦日本清酒研習
師生品味經典釀酒工藝

109育達廣亞盃全國健美健體公開賽 選手展現肌肉張力與美感

「2020觀光精英盃競賽」總決賽
育達科大為觀光產業注入活水

▲▲參加比賽人數將近五百多人盛況空前。▲▲育達科技大學王育文董事長親自頒發入
門組第一名楊承義同學獎金及獎杯。

▲

▲「2020苗栗廣秀盃
全國圍棋公開賽」
參加貴賓合照。

▲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圖左)頒發感謝狀
給贊助企業。

▲▲公開賽新增大專女子比基尼組，成為全埸
最耀眼的比賽。

▲▲總決賽當天各組比賽同學八仙過
海各顯神通，競爭非常激烈。

▲▲育達科大觀光休閒系師生團隊用心辦好每項工作，從場
佈、接待、司儀等工作，獲得來賓與各界肯定。

▲▲王榮祖副校長(圖中)代表頒發2020觀光精英盃
第一名獎牌及獎金。 ▲▲參加研習教師與講師張惟綜唎酒師合照。

▲▲在研習上準備了薰
酒、爽酒、醇酒各一
隻代表性的酒款。

▲▲黃榮鵬校長帶領應
日、餐旅系教師全程
參加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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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運動代
表隊日前參與「109年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會」，並在全大運中獲得1
金、3銀、1銅獎牌之佳績，表現
優異。育達科大校長黃榮鵬也親
自接見慰勉，並於創辦人行館宴
請參加比賽同學，為選手加油打
氣並表示欣慰與鼓勵。
此次育達科大共有12位選手，

分別參與田徑、空手道及競技啦
啦隊等運動種類，勇奪1金3銀1銅
佳績。田徑第一面獎牌由黃宇萱

同學在一般女子組鐵餅獲銀牌、
林哲緯同學在空手道一般男子組
第四量級獲得金牌、卓悅鈴同學
在空手道一般女子組第二量級獲
得銀牌、陳秉宏同學在空手道一
般男子組第三量級獲得銀牌及空
手道一般男子組競賽總錦標第三
名。此外，在田徑其他選手及競
技啦啦隊等項目分別獲得佳績，
整體成績表現亮眼。
黃榮鵬校長表示，育達參加比

賽的同學成績表現亮眼，是同學

一年來的勤奮訓練成果，值得全
校師生效法。教練用心的教導，
選手們才有如此佳績，選手能夠
突破自我，並從競賽中獲得經驗
累積，是向前邁進的能量，也是
學生最珍貴的資產。期許選手在
未來各項競賽中，能自我突破展
現實力，為自己也為學校爭光。
同時也鼓勵師生建立運動的風
氣，充分運用學校健身房、飛輪
教室等的學校運動空間與設備，
達到健身強國的目地。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輔導
「樂思有限公司」進駐學校創新
創業輔導暨育成中心，辦理各式
科學DIY相關單元課程、營隊活
動、戲劇推廣、互動式展示等活
動，「樂思有限公司」負責人林
家巧以鼻子吹出蚊子情侶檔、改
造老爸西裝，以及傀儡中的傀儡
等創意，拿下美國世界小丑協會2
金1銀的佳績，並於今年膺邀至總
統府表演，散播歡樂與驚喜。
「樂思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家

巧說，大三時瘋狂打工，冬天賣
圍巾、過年賣春聯、演唱會賣螢
光棒，但擺攤躲警察、也有囤貨
壓力，媽媽建議她考街頭藝人，

不用躲警察，也不用租攤位
就能賺錢。當時國內還沒有
以氣球表演當事業的風氣，
社團指導老師鄭素琴教她
「氣球表演是高度回憶的商
品」，鼓勵她爭取教育部獎
金創業，她因此創業，並以
「樂思有限公司」進駐學校
創新創業輔導暨育成中心，
獲得教育部「大專畢業生
創業服務計畫」創業金50萬元補
助，爭取前往澳門威尼斯酒店、
美國夢工廠表演，開創表演事業
的基礎。
林家巧自9 8年創業以來即本

著，透過專業的表演藝術與繽紛

的彩色氣球，創造歡樂回憶與驚
喜的精神，靠著小丑加上氣球營
造出的夢幻王國打響名號，事業
版圖擴及兩岸，107年以鼻子吹出
蚊子情侶檔、改造老爸西裝，以
及傀儡中的傀儡等創意，拿下美
國世界小丑協會2金1銀的佳績。
今年應總統府之邀，擔任109

記者節活動之中場表演，非常榮
幸兩年受邀擔任此活動之表演團
體，今年設計以風趣幽默的小丑
劇、氣球秀、歡樂折氣球與賓客
互動等表演，感謝辛苦勇敢的新
聞從業人員們的貢獻。一路走來
非常感謝，輔導我們創業且擔任
公司顧問的育達科大應日系鄭素
琴老師。未來將持續「秉持著愛
與關懷的紅鼻子使命，用故事傳
遞美好生活的嚮往」。   

【本報訊】育達科技大學因應社
會需求及產業前景，為中年就業
學第二專長技藝再造提升為創
客，應用宅經濟之美學應用創
藝及創造翻新再造經濟新價值，
日前開辦「衣藝翻新修改班」課
程。學員從學習製作衣服的打版
及剪裁縫製技藝，實際操作製
版、排版與縫製、融合訂製店與
成衣的縫製流程，創藝翻新再造
新價值，提升中年二度就業及創
業力，達到務實致用的效益。
育達科大推廣教育中心李永裕

主任表示，八月中開辦的這項課
程，學員總計有十六人，利用每
週日時間上課，課程內容包括服
飾、丙級證照學科、簡介打版設
計基礎以及成衣設計基礎等設計
與實作，將服裝設計各種多元技

巧，將舊衣物創藝修改後，創造
出美麗的彩衣令人驚豔。
衣藝翻新課程班長林孟嬛，服

飾製作對她來說，最難的是打版
及將裁好的布料結合，她形容自
己剛開始幾乎快崩潰了，後來理
出個頭緒後終於有了邏輯概念，
後來愈做愈覺手巧，就利用身邊
隨手可得的二手舊衣褲來賦予它
新生命，讓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育達科大黃榮鵬校長指出，感

謝勞動部桃竹苗分署的協助規劃
職訓課程，讓參訓學員習得一技
之長進入職場外，同時希望職業
訓練的成果能有助於社會，以填
補國內產業人才需求的空缺，提
升家庭經濟的產能與技藝傳承訓
用合一。

【本報訊】苗栗縣農產豐饒，全
縣18鄉鎮農產品各有特色，其中
柑橘種類豐富產季長，從每年10
月起到次年3月都吃得到新鮮味美
的柑橘滋味，而縣內更有多達211
家的農場通過有機驗證，種植各
式有機農產品；育達科技大學餐
旅經營系「苗栗在地農產餐飲發
展團隊」陸續以在地食材研發美

食套餐，日前再以苗栗在地盛產
的柑橘為主題，運用有機食材，
由師生發揮創意，共同展現15樣
柑橘料理的美食饗宴。
育達科大餐旅系「苗栗在地

農產餐飲發展團隊」以苗栗在地
盛產的有機驗證的柑橘為主題，
並強調柑橘的味道與口感，展現
1 5樣美味柑橘料理。由西餐老

師陳慶麟創作的「柑橘梅干慢煮
牛」、「晶桔腰豆燉魚湯」、「甘
（柑）味肋骨佐時令鮮蔬」、「有
機風味紅蘿蔔杭菊麵疙瘩」、「柚
旦鴨肉搭風味蔬菜」、「育達派」
及「柚旦柑橘酥」等7道西餐創
作；中餐老師黃家洋創作的「橙
汁酥皮鴨菲力」、「桔汁涼拌海
鮮」及「泰式檸檬雞腿」3道中式

料理、烘焙老
師彭金堂的
「香橙法國乳
酪」、「華爾
茲」、「橙磅
蛋糕」3道甜
點、加上自釀
的「柑橘醇釀
醋飲」與有機
食農專長的王
耀武老師所調
製的「柑橘馬

告桂花可可果膠飲」等2道創意飲
調。育達科大餐旅系黃秋菊副主
任表示，本次柑橘美食饗宴，除
融入客家料理及西餐料理烹調技
法外，更著重在「食在地、吃當
季」的方式，期許透過這次柑橘
饗宴，讓師生們創造出全新的味
覺體驗引領食尚。
觀餐學院侯致遠院長指出，學

校整合團隊資源，以建構系院產
品特色，發展自有品牌，與在地
產業連結，創造商機，是目前學
院正努力的目標與方向。像這次
餐旅系所展現的美食饗宴，已開
始營造出其品牌特色，如陳慶麟
老師所發想的「育達派」及「柚
旦柑橘酥」，不論在味覺上口感
上，都可接單量產製作了。目前
已有在地業者接洽中，也歡迎觀
光餐飲、休閒農場、有機農場與
民宿等業者與學校產學合作，共
同推動觀光餐旅產業發展，活絡

地方經濟。
學校黃榮鵬校長說，苗栗各鄉

鎮農作物種類繁多，農產汁多味
美外，更有211家農場經過有機驗
證，所需要的食材原料經過把關
更顯重要，也是學校選擇有機農
產品的考量；育達科大教學資源
豐富，餐旅系中餐、西餐、烘焙
及飲調等專業教室設備齊全，均
為國家級檢定考場，並結合地方
產業建置品酒與釀造專業教室，
以培訓更多學以致用的餐飲專
業人才。未來在中、西餐食、烘
焙、釀造等產品上，將結合有機
農產理念進行教學與餐飲研發，
更可提供學校優質的教學場域進
行各項活動，如舉辦有機農產品
中西餐與烘焙及飲調競賽，並擔
任地區有機農產的教育推動者，
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為地方創
造最大價值。

運用有機食材結合在地農產 育達科大推出柑橘美食饗宴

育達科大全大運表現亮眼 勇奪1金3銀1銅

育達衣藝翻新修改班 
創藝翻新令人驚豔

育達科大輔導公司榮獲世界小丑冠軍
創造歡樂與驚喜的專家

▲▲育達科大餐旅經營系「苗栗在地農產餐飲發展團隊」。

▲▲西餐老師陳慶麟創作
的「有機風味紅蘿蔔
杭菊麵疙瘩」。

▲▲中餐老師黃家洋創作
的「橙汁酥皮鴨菲
力」。

▲▲烘焙老師彭金堂創作
的「華爾茲」。

▲▲學員結訓穿著製作衣服作品大合照。

▲▲學員學習製作衣服的打版技藝。

▲▲謝秀華老師(圖左)指導學員裁縫
技藝。

▲▲育達科大19年校慶邀請樂思有限公司林
家巧(圖左)表演，並將表演氣球送給王
育文董事長(圖右)。

▲▲育達科大校友林家巧(圖左4)世界小丑冠軍，今年應總統府之邀，擔任
109記者節活動表演。

▲▲陳秉宏同學在空手道一
般男子組第三量級獲得
銀牌。

▲▲林哲緯同學在空手道一
般男子組第四量級獲得
金牌。

▲▲田徑第一面獎牌由黃宇
萱同學在一般女子組鐵
餅獲銀牌。

▲▲卓悅鈴同學在空手道一
般女子組第二量級獲得
銀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