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培 校 訊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發 行 所：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發 行 人：林志城
住 址：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電 話：(03)6102418 傳真：(03)6102387
E-mail：publish@mail.ypu.edu.tw

2018

民國 107 年 5 月
《106 學年第 7 期》

總 編 輯：蔡雅賢
副 總 編 輯：蔡世傑、劉介仲
執 行 編 輯：姚霞芬
編

輯：葉靜輝、卓美惠

學校主辦健康產人才培育暨
產學交流會
學校一本初衷一直在培育健康產業人才不遺餘力，
特別在第五波財富浪潮，健康產業人才培育更是迫切，

5 月 31 日與 7 家上市櫃藥廠與生醫領域公司簽訂策略聯
盟外，特舉辦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發展趨勢進行座談會
暨產學交流會。
校長林志城表示，舉辦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發展趨
勢進行座談會暨產學交流會，主要目的在工業 4.0 ，迎
接第五波財富，將是大健康產業的來臨，因此在技職教
育中元培是醫事培育，是非常珍貴，除了日本在台灣專
注醫事教育，元培是最早且投入最多，期望未來對醫事
教育部分要重視及研究。

林校長與七家公司策略聯盟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副署長游麗惠強調該署一直
在進行運動保健、戒菸、酒害防治等等，元培在人才培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黃秋桂表示，來到元培確

育與產業界結合等都很努力在做，同時在跨國際計畫，

實讓她十分驚艷，完全超乎她的想像，學校高科技設備

去年底該部也在跨歐盟計畫至西班牙，元培黃雅文老師

與環境，同時高齡照護所展示設備，照顧都可以發展成

也一同前往，並且加入馬德里合作計畫中也十分積極。

產業。同時身心靈發展，學生的陶藝作品都讓人看到特

今年元培國際長黃曉令也前往參與，可以看出元培與國

色。元培真是一個有願景的學校。

際接軌決心。

舉辦健康產業人才培育暨產學交流會黃署長等貴賓與林校長蔡副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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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進行觀光工廠式教學，場域有茶創中心、檢驗中
心、臨床技能中心、長照與福祉研發中心、 cGMP 模擬
藥廠、食品安全檢測人才、美式整脊、芳療、賈桃樂分
館、IRB、術後健身度假中心、亞洲影像醫學人才培訓中
心、商品化戰略推進中心、智慧精準運動研究中心等。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將全校打造成為全國醫養新亮點及全
球健康示範點的概念。
林校長向黃署長說明陶藝展

元培校長林志城與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所長劉代振、培力藥品工業股份

教育部參事張明文表示，產、官、學、

有限公司執行副總郭孟鎧、志嘉建設股

研都前來參與，讓他十分感動，元培林校長

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顏淑芬、西伯股

很用心將此連接，為台灣育才。技職教育與

份有限公司 ( 振曜科技集團 ) 董事長宗

技職訓練，目前佔優勢有競爭力。積極努力

緒福、美德向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結合相信為產業界育才所用。

陳素甜、老虎牙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

學校目前除積極推動蓋建 350 床的附設醫院

伊心、新竹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會長朱錦源等 7 家公司及協進會進行策

計畫，也在推動香山健康養生綠帶及健康銀
行，會以學校為中心，採志工協助照顧方式
推動，包括設置健康銀行，可提領健康物品

林校長頒發感謝獎座給元成公司
執行副總劉瓊瑩接受

略聯盟簽約。頒發感謝獎座給元成機
械，執行副總劉瓊瑩受理。

或運動中心的時間等，期許打造香山健康養生廊帶。學

當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黃秋桂、衛生福利部

校以醫養觀念結合新廊帶，邀請藝術家駐校、為銀髮族

國民健康署副署長游麗惠、教育部參事張明文及 25 家廠

長輩打造健康並具玻璃、陶藝、茶藝的藝術養生基地。

商共同參與。https://www.ypu.edu.tw/news

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發展趨勢
與會都強調人才重要性
學校 5 月 31 日特舉辦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發展趨勢進

新竹香山通常是西部地區空氣品質最乾淨地方，學校

行座談會暨產學交流會，共同深入探討健康產業人才培

綠化覆蓋率80%，以元培為醫養結合新廊帶，新竹第三科

育的方向，以及健康產業的發展趨勢，共同推動打造元

技廊帶香山健康智慧養生綠帶。同時主推健康銀行。

培成為全國醫養結合示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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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邀請產官學界菁英，共同深入探討健康產業

校長林志城表示，所謂「大健康產業」未來包括不

人才培育的內涵，以及健康產業的發展趨勢，也廣邀產

僅是生技製藥及有健康的產業，其他相關之『知識經濟

官學界參與，建立學界與產業緊密合作的運作並提供多

型產業』，如保險和財務管理、精密機械、材料科學、

面向的資源，期待透過活動挹注產業能量並與產官學研

電子資訊以及任何可以直接或間接協助人類健康的。因

共創合作契機。

此健康產業的成功，必須要做好跨領域之異業結盟。

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發展趨勢進行座談會由 Cheers

「學有用之學，從事製造財富之工」，在產官學研合作

雜誌社長劉鳳珍主持，劉社長表示，如林校長所言人的

環境下更能達成健康產業人才培育目標，為產業培育人

健康在未來可以說愈來愈長壽，台灣目前也進入老人化

才、為產業研發新技術或新產品。

人口，在 2016 年即達 14% ，超高齡也會提前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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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迎接高齡化時代來臨，勢必在人才培育及健康產業

年前有黃帝內經、 1518 年有李時珍， 2003 年人類基因體

發展都需要積極進行。

宣布完成，進入精準醫學。 201 4 ，即是 2016 老化人口已

與談人有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產學長黃乾怡表示，學校
培育人才即為業界所使用，但卻發現培育出人才有許多並非
業界所用，這樣即是種浪費。因此現技職學校規定教師應至
業界研習，了解業界所需，才能培育出業界所需人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林山陽說，元培生技暨
製藥系所培育人才，以目前學校的cGMP 製藥設備，就是
一個小型的製藥廠，學生們學習即可以在此先行了解製
藥廠的流程，他們至大藥廠後即可以得心應手，目前學
校學生至大藥廠服務都可以做得不錯，只是英文能力差
些，在法規方面學校也邀請業師協助教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郭啟利博士表示，以帕金
森所使用的藥，也會隨著科技進步有所改善，但藥品方
面需持續穩定供應及品質控制，因此需要此方面人才相當
多。學校能夠培育製藥人才對製藥等公司是很需要的。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郭孟鎧認為元
培在生技暨製藥方面培育出人才，都是業界所需要的，
因此對元培在此方面培育人才都甚為欽佩。
天來創新集團董事長陳來助強調，他由電子產業跨
至大健康產業，就是未來大健康產業是相當廣泛，所需
人才也相當多。他以大健康大未來人才，並提出六級化
產業及醫食農整合，也提出一些有趣數字如 551 5 ， 5000

達 14% 。 2026 年達 20% 。 906 4 ，目前一百人中九十人居
家照護，六人在社區，四人在機構。 1+364 ，不是 1 天健
康檢查就沒事了，而是 364 天健康管理。未來所需人才即
是π人才有整合力、行銷力及數據力。
鴻海養樂健康事業群康聯生醫總經理劉永弘表示，
未來所需人才是能解決問題人才，不需要天才，需要會
溝通及合作人才，未來是要團隊合作完成。因此培育有
溝通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給予管理課程及募資能力等，
更重要要有眼光及心胸開擴。
恩主公醫院部副主任張漢隆則認為未來已由急診醫
療至預防醫療至出院及居家家長照等，科技技術未來五
方面發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人、精準定
位系統等。
美德向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素甜表示，該公司
所製作都是為醫院醫生護士等防護衣及醫院內所有與防
護有關的都是出自該公司，也強調團隊的重要性及溝通
能力，並為元培隨即做出口號的術語。
活動由教育部產學連結執行辦公室 -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國立清華大學國際產學聯盟、以及臺灣健康管理學
會共同協辦。

https://www.ypu.edu.tw/news

舉辦健康產業人才培育暨產學交流會座談會與會者與林校長蔡副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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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醫學中心揭牌
MRI及CT醫材儀器將作學術研究
影像醫學中心 5 月 17 日上午 10 時揭牌典禮，
以培育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專業應用人才，強
化醫放專業基礎及技術應用特色，開創醫學影
像跨領域創新開發應用。該中心有 MRI 及 CT 兩
大儀器，將可作植物及動物學術研究，目前已
在進行植物果實的品質及病蟲害研究，另寵物
狗、兔等研究中。
影像醫學中心，跨領域的特點，不只應用
於臨床醫療領域，以自由創新為出發點，只要
能為醫學影像技術所用，皆可應用，藉由中
影像醫學中心揭牌合影

心現場 MRI 磁振造影操作演示，瞭解影像醫學技術的應
用，由基礎水假體的儀器校正進入到擬真頭部水假體的

至航太、國防領域應用，元培影像醫學中心於未來都可
以與廠商做出需影像顯示的任何產品等。
校長林志城表示，學校影像醫學中心，除了人才培
育外，將可跨領域與業界合作，將可獲得更多的影像所
需的數據等運用，在各方面都可以使用。
繼影像醫學博物館成立後，影像醫學中心今天正式
成立，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系主任郭瓊文表示，學校
引進的 MRI 是 0.3 全磁的儀器，在科技大學中是最好的

影像醫學中心進行兔子檢測

MRI ，學校將採取在學術的研究，並進行植物及動物的
研究。

醫療臨床應用，並也跨入材料學及模具製作的領域，接
著進入蔬果 MRI 磁振影像的世界，跨入農林領域醫學影
像技術的應用，最後再以進入小兔動物的影像世界，跨
入漁牧領域醫學影像技術為結尾，述說影像醫學中心可
應用的範疇。
影像醫學中心在未來可應用領域的廣泛，舉凡臨床
醫學、材料分析、模具製作設計、逆向工程、藥物實
驗、農林漁牧品質的改善及病蟲害防治外，甚至可延伸

影像醫學中心進行果實檢測
負責影像醫學中心的醫放系老師蕭文田表示，學校
引進的 MRI 是 0.3 全磁的儀器將可針對果實品質及病蟲害
發展，透過 MRI 、 CT 對果實品質能夠由構造等更深入了
解，同時也可以對植物病蟲害產生，讓植物的果實等能
夠有所控制，目前都在陸續進行中，而且是可以發揮與
影像醫學中心進行兔子檢測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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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是學校創校以來的三科系之
一，校友遍佈台灣各醫療院所，同時也有在新加坡及日
本擔任醫放師，在學校中此系是學校中最獨特之系。由
系主任郭瓊文、蕭文田、秦作威、林俊良都是學校校友
成為老師，該系在學校中是最看好的系之一。此影像醫
學中心成立，同學們都可以跨領域學習更多，未來就業
影像醫學中心揭牌董事會蔡執行董事致詞

更廣。

蕭文田老師指出，在植物研究採取 MRI 進行，學校
是第一個去做的，日本日立公司的協助對學校在發展植
物及動物研究很有助益。目前 MRI 已到位，也在進行研
究中。接著 CT 也將到位，屆時在此兩大儀器協助下，在
學術研究也是一個突破。同時未來用在跨領域研究十分
廣泛。
揭幕典禮，日本日立公司
國際營業部部長澤田啟一、
偉信儀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楊炤昌、行天宮醫療
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
醫院張漢隆主任、台北市立

林校長以感謝狀感謝偉信儀器公司董事長楊炤昌

聯合醫院王德珍主任、賴建
成主任、新竹國泰醫院李興中院

會中感謝偉信儀器公司及日本日立公，分別由林校

長及董事會執行董事蔡雅賢贈予感謝狀給楊炤昌董事
董事會執行董事蔡雅賢感謝
長、國際營業部部長澤田啟一。會後參觀中心，中心正
會 理 事 長 張 允 中 、 周 宜 宏 日本日立國際營業部部長澤田啟一
進行免子檢測。https://www.ypu.edu.tw/news
講座教授參與。
長、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

影像醫學中心揭牌後合影
元培校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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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科系與新竹縣府在食安五環扣
健康安心GO簽署合作備忘錄
強查驗高風險產品及擴大聯合稽查模式。
（四）第四環「加重生產者、廠商責任」：修改相
關法規，包括：嚴懲重罰、加重刑責，連帶責任、提高
罰金，以及不當利得、沒入追回等規定，督促廠商做好
自主管理。
（五）第五環「全民監督食安」：鼓勵、創造監督
平臺，讓全民與消費者都能夠監督食品安全的詳細環
節，同時提高檢舉獎金，加強監督黑心廠商的力量。
林校長與新竹縣府簽訂食安五環合作林校長接受訪問
食科系與新竹縣府在食安五環扣健康安心 GO 簽署合
作備忘錄，校長林志城與縣長邱鏡淳簽訂。元培食科系
將配合食安五環扣為縣民健康作最佳把關。

與新竹縣府簽訂食安五環活動熱烈盛況
此活動中，縣府特別表示，元培與縣府合作甚多，
如健康城市以及目前食安五環都是為縣民健康著想與努
力。元培在醫事健康等各方面都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學
食科系系主任梁弘仁及老師們在現場設攤說明

「食安五環 」，為國人飲食安全把關。

校，值得信任。
此項簽署活動在 5 月 20 日下午二時半於新瓦屋進行，
由於有成果展及闖關活動，吸引甚多人參與。

（一）第一環「強化源頭控管」：為
達全面管理化學物質，阻絕環境污染物進
入食品供應鏈，規劃設置專責毒物管理機
構，進行整合跨部會化學物質的流向分
析，從源頭控管有毒物質。
（二）第二環「重建生產管理」：重
建從源頭做起的生產履歷，讓每一個生產
階段都有清楚紀錄，且簡化現有認證標
章，使標章標準與國際接軌。並推動食品
業者落實一級品管自主監測與檢驗、二級
品管驗證及導入食品專業人員機制，擴大
食品追溯追蹤，以達資訊公開透明。
（三）第三環「加強市場查驗」（ 10
倍查驗能力）：增加現行政府的查驗頻率
及強度；強化農漁畜產品用藥安全監測及
抽驗；運用一級及三級品管機制，以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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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竹縣府簽訂食安五環活動之一角

國際兩岸

國際兩岸

姐妹校甘肅衛生職業學院
副校長王鳳麗一行二人來訪
姐妹校甘肅衛生職業學院副校長王鳳麗一行 2 人來訪，國際處副國際長匡思聖帶
著他們前往參觀光宇藝術中心、生技製藥及醫放系參觀。
接著至校長室拜訪校長林志城，林校長表示，中醫養生由黃帝內經中可以看出與學
校推動大健康產業不謀而合，學校未來推動醫養示範點都是養生概念。姐妹校甘肅衛生職
業學院有完整的醫學科系，且有針炙等都是可以共同合作的方向。

甘肅衛生職業學院副校長
王鳳麗來訪林校長致贈紀念品
林校長強調，哈佛大學能夠看上元
培且合作為全球性健康示範點，學校
都在積極進行各種軟體的加強。對於姐
妹校更有許多合作事宜與空間，有待兩
校共同開發。目前醫學此方面進展很
快，學院有待提升為大學，才易推展。

https://www.ypu.edu.tw/news
甘肅衛生職業學院副校長王鳳麗來訪與林校長等師長合影

學校與武漢生物工程學院
兩校合作簽約
學校與武漢生物工程學院兩校合作簽約，元培
林志城校長與武生院李毅副校長共同簽訂，由武生院
理事長余毅見証，未來兩校在各領域中進行合作。
林校長表示，學校是全國第一位成立的醫事學校，
同時也是第一位創醫放科系學校，目前有 21 系與學
程，將有 10 個碩士點。學校期望成為醫養結合的示

與武漢生物工程學院互換禮物

與武漢生物工程學院合作簽約
林校長與李副校長簽訂

武生院余毅理事長表示，聆

範點，同時學校將在 6 月 25 日與哈佛大學正式簽約成為全

聽林校長所言，學校與元培在學校發展理念都很類同，

球健康示範點。

方向也很一致，因此雙方合作空間很大，期望簽約後仍

學校不大但學校的空氣品質在北部是最好的，同時
綠化之地高達百分之八十。且學校的樂活館正在積極興
建中，都將可作為健康養生之用。

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接著一行人員前往參觀校史館、藝術中心、影像醫
學博物館、長照與福祉研發中心、智慧精準運動 健康產
業研發中心等。https://www.ypu.edu.tw/news

與武漢生物工程學院合作簽約後合影

與武漢生物工程學院合作簽約研商合作事宜
元培校訊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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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波操控機械手！
醫工專題展成果商機無限
生物醫學工程系本年度畢業專題製作成果展於日前
舉行，會中展出醫工系畢業生創意作品及研究成果。學
生豐富的創意和專業的說明分析，令擔任評審的捷創科
技公司醫療事業部經理劉瑞麒相當興奮及感動，認為這
些學生未來將會是醫療器材產業的後起之秀。

體感復健遊戲獲得第三名
處理成功的提升了元件強度並解決酸化問題，在韌帶癒
合過程中，可延長元件在膝關節固定處的降解時間，獲
得本次展覽第二名。

第一名腦波控制機械手臂
醫工系每年都會舉辦專題製作成果展，本年度畢業
生也是醫工系睡眠科技學程第一屆的修業學生，因此有 3
分之 1 的作品與睡眠及腦波有關，充分展現學習成果。其
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利用腦波控制機電手掌的開闔，此作
品是由傅祖勳老師指導學生鄧福樂及柯汶萱研發的作品。
透過訓練，使用者能夠利用不同程度的專注引發的不同頻

聲光刺激所造成的腦波反應獲得佳作

率腦波來控制手指動作，系統組成包括腦

趙文鴻老師指導學生張曜麟、

波擷取、濾波分析與機電控制。這項作品

岑祈翰及盧宥霖完成了體感復健遊

能夠幫助失能癱瘓者透過腦波操作機械手

戲的設計製作，可應用於高齡者的

自理生活，獲得本次展覽的第一名。

手眼協調訓練與上肢復健療程中，
本作品獲得第三名。此外，還有智
慧輔助翻身氣墊、足壓感測儀、多
功能瑜珈墊、醫療儀器管理系統、

3D 列印齒模製成開發等多項具有
智慧輔助翻身氣墊獲得
佳作

商業價值的創意作品。

獲得第二名的生物可吸收膝關節固定螺栓
鄒國鳳老師指導施孟沅、周冠全及范如萱研究可生
物吸收之韌帶固定螺栓，本組利用 3D 列印及表面處理技
術製作可生物吸收之高分子螺栓，藉由幾丁聚醣的匹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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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福祉產業學院畢業專題競賽
頒獎典禮在光恩國際會議廳
2018 福祉產業學院畢業專題競賽頒獎典禮在光恩國
際會議廳，院長陳俊忠勉勵同學雖然該學院更名四次，目
前為福祉產業學院即是創造幸福，同學們在各系中都很努
力學習，期望同學能不斷學習，則創造幸福之路更近。
隨即頒獎各系畢業專題競賽第一、二、三名及佳作
如下：企管系第一名：彭詩航、鍾秉澄、陳健育、林芷
筠的麥當勞行銷活動與服務創新對品牌形象影響之研
究。第二名郭祐庭、曾菀瑩、戴馨怡的雙頭防水眼線修
正液筆。第三名賴亦暄、劉龍宇、葉中、黎雅慧、溫小
瑩、李亞芳的影音行銷研究。佳作：吳建賢、楊易霖、
江珉錡的網站建置與行銷企劃書。郭明錡、鄒茂祥、劉
家均、傅千晏、洪祤玲、江蕎妤的宏亞食品－巧克力。
鍾維倫、鄧宣正、楊閔華的旅館服務品質之需求分析。

福祉產業學院應外系專題製作競賽第一名與陳院長合影
觀光系第一名游千鋒、謝玟珊、黃詩晴、許文瑄、
楊奕軒、魏汶茜、黃子漩、呂博義的 2500 公里約定。第
二名陳麒、沈雯靜、鄭家綺、巫惠如、吳禹平、陳嘉文
的少年仔ㄟ夢。第
三名黃思儒、劉佩
玟、吳韋蓁、李怡
德、簡心妤的我，

No5。佳作楊泳
渝、許雅晴、莊昀
芸、吳泓震、蔡昕
穎的可惡！想吃。
資管系第一名
福祉產業學院企業管理系專題製作競賽第一名與陳院長合影
行動科技應用系第一名彭世堯、徐凡晴、宋遠廷、
陳昱君的智慧型魚缸管家。第二名林汶彥、鍾宏劼、羅

胡志杰、馮麒真、

彭惠佳、劉康生的咖啡互動寶典系統。第二名郭家祥、
陳世豪、詹雅琇、彭志凱、李嘉偉的健康飲茶平台結案
報告。第三名羅晴方、吳盷庭、

濟庾、黃威程、林哲賢的智慧居

劉宜華、林皇億的精選下午茶。

家控制系統。第三名鄒美惠、徐

佳作謝聿秋、古采玄、張猷軒、

榮辰、梁立衡、藍子翔、萬宗

張溢程、呂紹維、羅欣怡的新竹

祐、鄭佳宜的救護車警示系統。

都城隍廟之旅。楊德新、王馨

佳作干子硯、郭遠吉、葉軒驛、

賢、黃凱聖、王書堯、彭俊翔、

曾俊傑的安養中心被照護者急診
診斷紀錄。
應外系第一名趙婕伃、

福祉產業學院觀光休閒與管理系專題
製作競賽第一名與陳院長合影

陳俊杰的新竹市景點導覽系統。
福祉產業學院行動科技系專題製作競賽第一名與
陳院長合影

徐佳暐、黃有辰、張芮穎、陳柔吟的 A 〝 Roar 〞 Game

am alternative attempt to revive the culture of Hakka
Lion 。第二名溫子菱、林芷汝、徐玉如、邱祤容的 How

陳冠霈、王煒昌、邱志樺、張舒
鈞的美食家APP。

企管系主任林淑芳勉勵同學們要有創新的方法及點
子才能夠有所發展，大家共同努力。

to Survive in the Era of Electromics:Our futures starts
today。第三名陳宜靜、姚宣敏、鄒瑞珊、顏侑聖的
〝College Students〞Opinions of the Convenience of the

Transportation around Campus.。佳作彭彥康、鄭曉雲、
謝文祥的 Teenager ’ s preference and purchase behavior
towards apparel. 。鄭馨慈、陳盈瑄、魏莉汝、吳季純的
ChangHua Is More Wonderful Than You Think.。

福祉產業學院資訊管理系專題製作競賽第一名與陳院長合影
元培校訊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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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加冠與導光儀式
簡單隆重感人
護理系加冠與導光儀式 5 月 15 日下午六時在光恩國際
會議廳進行， 112 位同學共同參與，其中有15 位男同學，
他們在師長的加冠與導光儀式簡單隆重，同學們都甚為
感動。護理系主任鍾玉珠勉勵同學在學校將基礎所學

護理系同學導光宣誓

學好，護理工作雖辛苦，但要堅持，才能勝任。

加冠典禮乃為護理人員傳承
的象徵，更意味著我們將正式踏
入護理領域。由師長戴上護士帽
後，我們承載著是更多的責任。我
們要關懷、尊重、知足及包容。做一
護理系加冠暨導光儀式
同學進場情形

個有愛心的人，懂得關懷，做一個有
禮貌的人，懂得尊重。做一個有感恩

之心的人，懂得知足，做一個有耐心的人，懂得包
容。以服務社會為宗旨，把畢生精力奉獻給
護理事業。
護理系同學加冠與導光儀式

師長引領同學們進入護理的大門，

護理系主任鍾玉珠等師長為 112 位同學加

讓同學們走入護理世界學習更多技能與

冠，同學們都很興奮。許多同學家長也共同

知識。未來還有許多需要同學們幫助的

參與，一起見証孩子們的加冠。家長們表示，

人們，而同學們必定運用所學與真心。竭

看到孩子們加冠與導光儀式，很為自己孩子高
興。有位林姓家長特別請假來參加，她女兒成長過
護理系同學師長為其加冠
程都會共同參與。

盡所能把溫暖和最高品質的照護，回饋給這
個社會，傳到每個角落。

同學李侑融自己就讀護理系受母親影響甚大，她母
親目前還在醫院擔任護理工作，今天加冠很高興。
儀式簡單隆重，師長為同學戴上白色的護士帽，不
僅象徵著白衣天使的聖潔，與犧牲奉獻的精神，更代表
著護理知識的傳承和使命。男同學加冠即佩帶在身。加
冠，「加其冠而祝其心」，同學將走出教室，面對真實
的病人，從臨床中學習，印證課本的學理及應用課堂的
所學，以為未來的護理工作做準備。

護理系同學師長為男同學加冠
校長林志城、教務長吳文祥、學
務長林佩芬、醫護學院院長劉中和、
新竹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張文麗理事
長、苗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廖
秀惠及各大醫院督導等共同參加，並
勉勵與祝福同學莫忘初衷，護理工作
是最佳選擇。 https://www.ypu.edu.

tw/news
護理系實習優秀同學鍾主任頒獎表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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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合作的清華高中辦活動特前往共襄盛舉
學校合作的清華高中在母親節前夕辦為母親濯足禮
暨成果展活動，元培食科系及餐管系特前往共襄盛舉，
為與會者製作點心及提供香腸等，由於在入場攤位，與
會者都很高興能吃到好吃的食物，很快即提供完成。

教務長吳文祥致詞
清華高中校長張道明表示，學校為同學在大學部分
也找到學校配合，同時也在業界找到就業市場，就讀清
華，不管升大學及就業都在學校多元性發展，都將有好
的升學管道與就業機會。
張校長說此次
是學校首次走出學

餐管系製作點心共襄盛舉

校辦理活動，雖是

食科系與餐管系與桃園清華高中首次合作，清華高

空前但絕對不是絕

中也首次由學校走出市府中壢中正公園辦理為母親濯足

後，以後都會走出

禮暨成果展活動，元培食科系與餐管系特為此活動增添

學校辦理活動。此

色彩，製作精美點心與香腸製作等分送給與會人員，與

活動在5月12日於中

會人員對元培食科與餐管系提供點心與香腸都十分可
口，很快即供應完成。

食科系製作的香腸可口美味

餐管系製作點心

壢中正公園進行。

食品科學系以自製香腸提供給與會者食用

除食科系與餐管系師生都
參與外，教務長吳文祥也帶著
校際合作中心主任方秀英及副
主任高志平，食科系系主任梁
弘仁及餐管系老師陳品澤等參
與，吳教務長表示，雖然元培
首次與清華合作，但雙方都十
分有默契，清華高中同學畢業
歡迎至元培就讀。元培必熱烈
歡迎。
教務長吳文祥與清華師生家長共同合影
元培校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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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學院106學年度
專題競賽優勝者獲頒獎

醫護學院專題競賽得獎者與劉院長及主任合影
學醫護學院 106 學年度專題競賽頒獎， 5 月 24 日中午

宏。白鳳豆種子中胰蛋白酶抑制劑之基因選殖與分析。

一時至二時在光禧 B1 國際會議廳進行，院長劉中和勉勵

第 2 名：同學許芷嘉、郭康巒，指導老師楊宏基。建立神

同學都是經過努力才能獲得此優異成績，深信同學們已

經退化疾病線蟲模型的動態影像分析。第 3 名：同學廖

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系主任鄒國鳳、陳媛孃、鍾玉

翊豪，指導老師林鶯熹。比較兩種檢測法偵測台灣登革

珠也分別對同學在專題的認真與努力有所肯定。

熱病媒蚊的抗藥性。佳作，同學謝知蓉，指導老師陳媛
孃。Elevation of plasma Hp after physical activity。

各組優勝成績如下：
醫工系展示組：第 1 名：同學鄧福樂、柯汶萱同學，
指導老師傅祖勳。腦波控制系統之應用。第 2 名：同學范
如萱、施孟沅、周冠全，指導老師鄒國鳳。 3D 列印聚乳
酸螺栓之表面改質。第 3 名：同學張曜麟、盧宥霖、岑祈
翰，指導老師趙文鴻。運用 3D 技術於肢體障礙者之復健
與評估。佳作：
同學林鈺鈞、彭

醫護學院專題競賽醫技系第一名與劉院長等合影

治瑄、廖伯凱，指

醫管系口頭組：第 1 名：同學劉芳欣、簡詩庭、簡杏

導老師鄒國鳳。智

如、劉雅菱、張菀庭，指導老師林雅雯。新竹某產後護

慧輔助翻身氣墊。

理之家顧客之需求評估與知覺服務品質調查研究。第 2

同學林承欣、洪千

名：同學郭珈瑄、江欣宜、游雯如、蔡佳均，指導老師

惠、薛德志、游家
慶。指導老師趙文
鴻。聲光刺激對於

洪麗真。全台產後護理之家網站功能評估。第 3 名：同學
醫護學院專題競賽醫工系第一名與
劉院長等合影

呂詩祈、江宜君、林璟鈺、謝佳樺、林思妤、吳雅琪，

大腦之伴隨性負波與α波反

食型態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 -

應研究。同學陳翌昇、高敏

以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為例。

傑、陳明佑、許中信，指導

佳作：同學簡秀真、李昀

老師林育志。新型多功能瑜

倩、柳盈秀、蘇庭萱，指導

珈墊設計及生物力學分析。

老師黃曉令。大學生健康識

醫技系海報組：第 1 名：

能、健康行為與健康狀況之

同學吳佳蓉、李佳芩、陳育
玟、謝欣融，指導老師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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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許乃斌。大學生飲

研究。
醫護學院專題競賽醫管系第一名與劉院長等合影

系所視窗
護理系海報 - 研究組：第 1 名：同學鍾孟如、何

海報 - 專利組：第 1 名：

鈺雪、郭懷道、張日展，指導老師吳素綿。影響血

同學張智華、康帷淳、蕭春

液透析病患憂鬱程度之相關因素探討。第 2 名同學

華，指導老師洪兆嘉。 醫療

陳盈竹、謝詠琪、簡怡如、翟羽翎、謝云宜、林淑

智慧針灸記針盒。第 2 名：

惠、陳逸紋，指導老師陳櫂豐、 郭素青。影響精

同學劉芸妡、劉凱倫、林潔

神科護理人員壓力程度之探討。第 3 名：同學黎倩

汝，指導老師洪兆嘉。方便

如、李芷枟、徐子婷、陳佳琪、劉淑鐘、曾秀雯，

桌四腳助行器。第 3 名：同

指導老師陳櫂豐、 郭素青。在職進修護生之壓力
探討。佳作：同學黃珮慈、陳思穎、簡宛柔、楊雨

醫護學院專題競賽護理系專利組
第一名與劉院長等合影

學莊貽甯、陳韻如、邱于
貞、季善玟、陳正評，指導

蓉、賴維翎、沈珮芳、翁苡婷，指導老師陳佩英。探討

老師陳佩英。智慧型握力監測器。佳作：同學白鈺琳、

大學生身心健康、幸福感及生命意義。同學康雅珍、蔡

張曉琪、鐘素芳，指導老師洪兆嘉。管路固定黏貼裝

靜雯、黎佩茹、陳逸亭、田敏華、黃雯翊，指導老師黃

置。同學鄭雅齡、劉麗敏，指導老師洪兆嘉。面罩用減

敏鳳。探討失智症其主要照顧者的負荷。同學陳桂樺、

壓調整帶。同學陳詩蓉、李憶妘、王兆儀，指導老師王

丁世賢、蘇詩涵、林念儀、張增昊、涂蘭馨、王瓊玉、

秀禾。居家組合式針頭收集盒。

王麗凱，指導老師陳櫂豐、 郭素青。影響護理人員健康
促進因素之探討。

校外實習，醫管系口頭組：第 1 名：同學林育廷、林
怡宣、林毓涓、賴姿螢、胡沛瑩，指導老師洪麗真。教
學醫院以上之醫院網頁多語話。第 2 名：同學劉文哲、賴
宇恆、郭上暉、賴昱螢、劉怡芸，指導老師洪麗真。臺
灣醫療網站高齡友善環境之評估。第 3 名同學夏莉雯、邱
詩婷、楊林恩、李柏輝、吳允中、顏枚青、陳怡婷，指
導老師劉明煌。社區長照關懷據點服務現況初探 - 以台中
市大里區大新社區為例。佳作：同學朱帛財、洪筱柔、
李德璟、謝宗烜，指導老師吳文祥。手機成癮大學生睡

醫護學院專題競賽護理系研究組第一名與劉院長等合影

眠品質。https://www.ypu.edu.tw/news

餐管系與花蓮在地農產品
合作開發健康新產品

餐管系老師陳麒文研發若
茶油建康菜包

餐管系老師陳麒文研發若
茶油建康食品

餐管系與花蓮在地農產品合作開發以當地苦茶油健
康新產品。
餐管系陳麒文老師研發花蓮在地苦茶油相關健健產
品，苦茶油五穀健康麵包、茶苦油母親節蛋糕、苦茶油
菜包、苦茶油肉燥米粉、魚菲力佐彩蔬苦茶油，讓苦茶
油也能以各種樣式來呈現，健康跟美食也能兼顧。

餐管系老師陳麒文（右二）研發健康食品獲表揚

該活動由花蓮縣政府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所聯合辨理。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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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獲得第九屆全國技專校院
護理實務能力競賽全國第一
比賽項目包括百萬護理知識闖關 ( 分為個人賽與團體
賽 ) 、護理專業技能競賽、病歷閱讀與護病溝通( 分為中文
組與英文組 ) 、臨床醫護用語大挑戰。其中第一關為「百
萬護理知識闖關個人賽」，共有 470 位全國技專護理菁英
齊聚一堂，比賽競爭激烈。
護理系趙櫻花老師負責帶領此項比賽，賽前趙老師
鼓勵參賽者保持平常心，勿患得患失盡力而為即可，結
果成績令人興奮，前十名中，元培護理系就佔了兩位，
其中陳柔攸同學是所有參賽者中，唯一答對全部答案的
護理系陳柔攸同學獲第一名接受頒獎
護理系由趙櫻花、何秀玉老師帶領 9 位學生，參加

2018 第九屆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百萬

參賽者，勇得冠軍寶座，而另一位周才晉同學則得第六
名 ( 優勝獎 ) 。這次比賽題目艱深難解，兩位同學能脫穎而
出，實屬不易！
這次比賽結果，除了為校爭光，也證明學

護理知識闖關個人賽，陳柔攸同學是所有參賽

校護理系盡心盡力地培育護理人才，期待學

者中，唯一答對全部答案的參賽者，勇得

生將來都能堅守工作崗位，莫忘初衷，做

冠軍寶座，而另一位周才晉同學則得第六

一位健康的守護者。

名 ( 優勝獎 ) 。這次比賽題目艱深難解，
兩位同學能脫穎而出，實屬不易。

此競賽於 5 月 18 日在長庚科大盛大
舉辦，目的為培養護理之專業核心素

護理系為了此次參賽，趙櫻花老

養，奠定學生進入職場之實務能力，透

師負責統籌並帶隊參賽，賽前並由趙櫻

過辦理護理知識闖關、病歷閱讀與護病溝

花、何秀玉、林昀蓉、陳貞如老師負責訓

通、護理專業技能競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練參賽同學。此次參賽學生為日二技 1-1 班
級的陳柔攸、周才晉、李冠儀、游千君、陳晏
馨、黃瀞萱、沈立慧、陳詩絜、林郁茹共
九位同學。

與建立學習自信，提供全國護理師生相互交流

右為護理系周才晉獲第六名優勝

與學習的機會。

護理系參加第九屆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百萬護理知識闖關個人賽獲得個人第一名及第六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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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參加107年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跆拳道對打項目獲佳績
學校參加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對打項目分別獲得兩項第二名
及一項第三名佳績。
他們分別為跆拳道對打一般男子組項目，生物醫學工程系三年級汪家成
同學榮獲 54 公斤級第三名的佳績。健康休閒管理系四年級吳宇政同學榮獲80
公斤級第二名的
佳績。護理系二
護理系李學霖同學獲第二名

年級李雪霖同學

榮獲73公斤級以上第二名的佳績。
今年元培由體育室林國斌主任
帶 領 同 學 於 4 月 22 日 至 5 月 2 日 參
加國立中央大學舉辦的 107 年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學校參加田
徑、拳擊、網球、跆拳道、桌
球、木球等6個運動項目競賽。

https://www.ypu.edu.tw/news
健管系吳宇政同學獲第二名

醫工系汪家成同學獲第三名

2018 全國大觀盃觀光導覽解說
設計競賽觀光與休閒系獲「金牌獎」
觀光與休閒系同學以泰文介紹景點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羅鈺玫、黃晶晶、鄒宜蓁、鄧瑋
誠等四位同學在陳群育老師的指導下，以「 1798 ，龍

爭中脫穎而出，得到優異成績

洞」作品參加「 2018 全國大觀盃觀光導覽解說設計競

實屬不易。

賽」，進入全國總決賽，獲得「金牌獎」之優異成績。

「 2018 全國大觀盃觀光

觀光與休閒系參賽同學選擇困難度更高的「外語
組」。作品「 1798 ，龍洞」是以泰文介紹龍洞風景區

觀光與休閒系同學介紹說明

導覽解說設計競賽」由交通部
觀光局指導，中華民國旅行

優勢與特色，兼及東北角及北海岸豐富的自然景致與人

商業同公會全聯合會、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以及臺北

文環境。初賽的審查後，外語組共有十六個隊伍進入總

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系等單位聯合辦理，此次競賽主

決賽，學校觀光與休閒系學生能於全國大專院校師生競

要以創意推廣台灣東北角與北海岸觀光景點，分為「國
語」導覽解說影片組與 「外語」導覽解說影片組，參加
者來自全國各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含研究生與
外籍生）。於5月3日至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參與授獎典禮
觀光系以觀光療癒為發展方向，課程安排重視學生
實務操作，導覽解說課程由專業師資與業界講師協作授
課，培養學生領隊導遊必備之導覽解說能力，此次獲獎

觀光與休閒系獲全國賽金牌獎左起：黃晶晶、指導老師
陳群育、羅鈺玫、鄒宜蓁、鄧瑋誠

即為師生在教與學的努力中獲得之肯定與鼓勵。 https://

www.ypu.edu.tw/news
元培校訊 15

校園動脈

校園動脈

健康樂活社至頂埔國小進行「 食在安心 」活動
此次活動結合食品科學系同學的專業
知識及觀光系同學的力量，課程內容經由
老師與社員們腦力激盪，發展出一系列食
品安全衛生相關活動，藉由遊戲的方式，
寓教於樂，讓小朋友們了解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的內容。
參與活動的大哥哥大姐姐們也感觸良
健康樂活社在頂埔國小進行食安全與小朋友互動

多，社員表示，帶小朋友活動雖辛苦，但

健康樂活社由指導老師食科系陳惠
欣老師帶領社員，前往頂埔國小進行食
品安全衛生系列 ~ 「食在安心」活動，第
一梯次4年級國小學童，約72名參與。參
與活動的國小學童表示，上課的哥哥姊
姊們解說地很仔細，尤其是遊戲好玩又
能增加知識，對於本次課程感到有趣且
對食品相關知識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陳惠欣老師表示，健康樂活社歷年來經常協助新竹

健康樂活社在頂埔國小進行食安全小朋友舉手搶答

縣市國民小學辦理食品營養相關教育活動，近年來由於

是透過與國小學童的互動中，獲得很大的成就感，深感

食品安全問題頻傳，造成民眾恐慌，因此從小培養正確

充實又有意義的一天。

的食品安全衛生觀念更顯重要。

頂埔國小學務主任陳怡茹主任表示，多讓國小學童
接觸有關食品安全衛生的活動，非常具有意義及價值，
也肯定社員們帶動活動的表現。藉由此次活動，參與的
社員能夠學習並展現專業知識、了解服務的核心價值，
也達到「服務學習、學習服務」的目的。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健康樂活社獲得 107 年度教育部帶
動中小學計畫補助， 5 月 1 日陳老師特帶學員們參與此活
動。https://www.ypu.edu.tw/news

健康樂活社參與活動合影

健康樂活社與頂埔國小進行食安全小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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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
新竹高中職校長前往加油打氣
學校承辦 107 年四技二專統測新竹市考區試務， 5 、

元培醫事科技

6 日兩天舉行，考場分別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及光復高級

大學辦理統測以來

中學兩個分區，新竹地區各高中校長都分別抽空前往探

都競競業業，期許

視與加油，元培分區特為各高中職以教室為休息區。林

能達到零缺點，校長

校長也特前往致意。
今年新竹市考區考場
曙光女中校長特前來元培分區
為考生打氣元培林校長前往致
意合影

秩序良好，新竹地區各高
中職校長都十分重視，也
都會分別在各分區加油打

林志城也分別至兩分區試場巡

氣，同學們也在師長的陪

視。除了少許小違規事件，大

同下完成統測。元培學校

致都很好。

自有試場以來都會為各學
校以教室作為各高中職校
休息區，均獲得好評。

林校長至磐石中學休息區致意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志工訓練
歡樂活動中圓滿結束
學校與新竹區青年志工中心聯合舉辦的 106 學年度第

一早授課老

二學期特殊志工訓練研習會，共有32位同學報名參加。參

師先用活動帶入

加的同學皆先受過12小時的基礎訓練，對於志願服務抱有

的方式讓同學體

熱情的同學。活動緊湊，同學都給予熱烈與好的回饋。

驗志願服務之中自願服務與非自願服務的差異，參加同

領服中心研習活動中桌遊最受歡迎

有同學表示本以為活動會很無聊沒有想到超級好

學都相當的踴躍參與，也隨時提問題與老師分享討論。

玩，而且開始對志工服務有興趣了，也有同學表示一整

第二節的集思廣益論方法，傅正泰老師將同學分成小

天充實的課程下來不僅僅學到了不少受用的知識也交到

組，討論志工服務該如何完善運用於社區、學校、銀髮

了不少的朋友，希望學校下次再辦。

族、身心障礙族群，經過同學們互相討論腦力激盪後，
每組都討論出相當不錯的方法。
緊接著由愛卡國際志工講師簡單分享帶領國際志工
的心得，讓同學了解國際志工不只是幫助，收穫最多的
是體驗到當地文化與簡單即是幸福，這短短的一小時讓
許多同學對於國際志工產生興趣。
下午則由亦妥桌遊工作室負責人 - 楊嚴昇老師帶入桌
遊輔導技巧與團康活動技巧，在三小時的連續課程中，
同學們相當的投入，教室裡面充滿許多歡笑聲，甚至規
定時間已到同學還捨不得結束快樂的桌遊時間呢！
課程結束前楊嚴昇老師請每組代表同學上台介紹小
組所玩的桌遊，分享遊戲規則、遊戲時間、遊戲適合對
象，從中讓同學思考在帶領活動時，該如何設計適合活

特殊志工研習活動

動對象的活動。此活動5月20日圓滿結束。
元培校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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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積極展現社會責任
推動惜珠蛻變陽光計畫
為達成高教公共化之理念，善盡作為高教機構成員之
責任，學校推動「惜珠蛻變陽光計畫」，目標以完善對弱
勢學生之各項輔導機制、協助弱勢學生達成社會階級流動
為最大願景。從學生入學開始即安心就學，至學業輔導乃

諮商中心邀請職涯導師、全球職涯發展師、心理師及社工師
針對弱勢者協助研習

至就業媒合等，使弱勢學生能在學校安心學習。

增強自我了解並發揮自我價值，讓學生自內心激發學習

該計畫除了各系的專業師資提供課業學習外， 5 月 22
日特邀請 16 名職涯導師、 8 名全球職涯發展師、 6 名心理

的動力，據以鏈結學涯、職涯、證照等一系列翻轉弱勢
學生的現況，達到提升就業力之目的。

師及社工師於光恩樓 N101 教室共同商討促進弱勢生透過

學校推動「惜珠蛻變陽光計畫」，主要致力於弱勢

教育增長專業能力及職涯輔導的具體方案，目前全校共

學生學習輔導，規劃安排「課業輔導」、「學涯定向輔

30 名專業職涯輔導師資陣容，為弱勢學生提供最強大的

導」、「職涯規劃輔導」、「就業機會媒合」、「證照

諮詢後盾與引領職涯方向。

輔導考取」等 5 大輔導措施，提供完善的輔導內容。期

此計畫協助之對象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

待同學可以專心學習，累積學習存摺，完成積點任務後

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

爭取助學金，在學習過程中提升專業能力，形成正向的

子女、原住民族學生、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循環，本計畫相關方案網址： https://safe.ypu.edu.tw/

新住民子女學生、有特殊狀況之一般生，期待透過教育

files/15-1006-51534,c10-1.php。

校園鳳凰花一枝獨秀
開滿紅花在綠色中一點紅
校園之美來到校園都可以一目瞭然，美不勝收。除
了校園的美外，學校重視環保，且在各大樓裝置太陽能
板，提供附近用電，同時也在屋頂種菜等都獲得好評。
學校為學生提供優質環境，讓同學使用，同時也提
供許多便利的措施，讓同學有感。今年學校還興建室內
體育館，目前工程在積極進行中，完成後同學們即可以
充分使用。
校園的美讓同學駐足其間如一幅美麗的圖畫。同時
學校藝術空間經常辦音樂會以及各種展覽，目前正展出
學校校園綠化高達百分之八十，一枝獨秀的鳳凰花
今年開得特別茂盛，綠中一點紅，美不勝收。
校園在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景觀，目前是鳳
凰花開時節，學校一枝獨秀的鳳凰花盛開，在校園中真
是綠中一點紅，十分美麗，師生看到都禁不住拿著手機
將美麗畫面瞬間捕捉。
校園光宇樓前的一排松樹，屹力不搖挺在校園中，
校長林志城每次看到松樹都會告知來校園的人說，此排
松樹是校園中最貴與最美的地方。
學校除了松樹外也有其他的植物，春、夏、秋、冬
都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校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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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陶藝展，茶創中心都是提供同學們身心靈美的藝
術。https://www.ypu.edu.tw/news

校園動脈

學生會舉辦元培藝文季藝元ㄧ次方程式均是文創等攤位
攤位都是以文創手工為主，有手做飾品、銀飾、各
種耳環。女裝服飾。手作黏土耳環。乾燥花束、手鉤織
皂袋、手工皂包裝用乾燥花。古著服飾、包包、配件、
居家用品、擺飾、玩具。明信片，胸章，貼紙，帆布
袋。布包、髮飾。玻璃球飾品、琉璃飾品。手作耳環、
手環。韓國療癒系襪款。在地農特產。乾燥花飾品、天
然石耳環、垂墜耳環。原創手作飾品。米蛋糕 / 甜點 / 飲
品。手作水果醋，有機蝶豆花，手工葡萄乾。

學生會辦藝文季手作飾品有許多同學喜愛
學生會舉辦「元培藝文季 - 藝元ㄧ次方程式」，今年
與以往不同，特別邀請了樂創市集販售及展示他們的創
意及手作作品，增加校園青春活力、創新文化、創意藝
術氣息，塑造不同的校園風氣及響應公益活動，一起發
揮愛心，讓同學們有同理
心，盡微薄之力卻可
以溫暖人心。吸引

學生會辦藝文季手作包有許多同學喜愛

同學們參與。

活動 5 月 15 至 17 日為期三天，同時並於 5 月 17 日一

同時學生會

同舉辦「學生會長暨各系學會改選」，今年與觀光系學

改選新任會長由

會、環衛系學會及餐管系共同辦理，歡迎大家至光禧外

餐管系蕭語涵，

廣場及圓形廣場進行投票。https://www.ypu.edu.tw/news

副會長也是餐管
▲

藝文季第2天

系林旻瑩。
這次元培藝文季藝元ㄧ次方程式為期三天，
使校園更加活潑邀請插畫家 - 狗狗的小
跳步，繪蹦砰！前來展畫，主題「吃貨
恐龍」創作理念是把自己喜歡的、好玩
的、好吃的代表日常生活的每個部分，
希望作品都能讓大家驚呼：就你呀∼的
感覺。同時並將畫家作品製成立牌及大
圖輸出供元培全體師生拍照留念。

▲

學生會辦藝文季之一角
元培校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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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服務學習課程
學生回饋社會
培養學生服務及回饋社會，健康休閒管理系透過服務學
習課程，由授課教師洪彰岑帶領學生進入社區關懷站，以其
專業為社區長者進行服務，主要服務內容含括： In Body 身
體組成分析、步態分析與骨質密度檢測，透過
專業檢測，讓社區長者了解其身體狀況，並藉

學生為社區長者進行骨質密度檢測

此做為運動處方擬訂之參考依據。
健康休閒
管理系師生5
月 21 日前往新
竹市虎仔山社
區關懷據點進
行專業服務，

學生為社區長者進行In Body身體
組成分析

該社區民眾都前來參與，同時對元培健康休閒系
師生能夠至社區服務都十分感謝。
虎仔山社區關懷據點也常有許多服務項目，

健康休閒管理系師生為社區長者健康
服務

但能夠有一系列的檢驗與分析，確實不可多得，因此社區民眾參與很踴躍。 https://

www.ypu.edu.tw/news

學生為社區長者進行步態分析

學生『黏土手作DIY』
活動同學們發揮美學
為讓學生可以在繁忙的課業壓力下能適時放鬆心情與舒壓療
癒，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在多
功能教室舉辦『黏土手作DIY』活動，同學們做得不亦樂乎。
活動由Sweet Dream手作飾品工作室教導學生以親自手作
黏土 DIY 的方式製作動物馬卡龍鑰匙圈，藉由黏土捏塑的過
程陶冶性情與培養美學內涵，完成的作品不僅能為單調的鑰
匙增添幾分可愛度更可做為禮品贈送親友，充分發揮寓教於
同學們所製韓的成品

樂之精神。

活動過程中，每個同學發揮
自己的美學涵養，親手做出屬
於自己風格的動物馬卡龍鑰匙
圈，課程結束時，同學都充滿
喜悅與其他同學、師長分享自己
的作品，現場充滿歡樂的氣氛。此
活動於 5 月 30 日下午 1 點至 4 點進行。
同學們發揮美學做黏土甚為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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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pu.edu.tw/news

學務處舉辦黏土活動參與者熱烈

藝文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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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恩典」音樂會
九日下午進行溫馨感人
配合母親節，推廣校園及社區藝文氣息，光宇藝術
中心5月9日下午3時特別規劃一場音樂會，邀請由新生代
優秀青年演奏家及花腔女高音等七人五重奏及甜美的歌
聲美麗的音樂傳送對家人朋友感恩。同時在圖書館有二
手貨義賣活動及韋全花店贊助一批康乃馨，義賣所得作
為光宇基金會提供元培學生獎助學金。

光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蔡雅賢
感謝木五木管五重奏團體

學生代表致贈光宇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蔡雅賢花以示感謝

法國號 / 廖竑翔、鋼琴 / 游立佳所組成『淬 木五』木管五
重奏，搭配輕抒情花腔女高音陳景貽用甜美的歌聲美麗
的音樂傳送對家人朋友感恩表演曲目：海頓 - 嬉遊曲全曲
（木管五重奏）、圖亦勒 - 第一樂章以及第三樂章（木
五加鋼琴）、蓋希文（鋼琴獨奏）、宮崎駿 - 龍貓（木
五）、聲樂家演唱曲（鋼琴加女高音）阮若打開心內的
門、天頂的月娘、牽阮的手、、安可曲 - 感恩的心，母親
您真偉大（木五）。

光宇藝術中心義賣盛況

9 日中午 12 時在圖書館有二手貨義賣活動，有光宇文
教基金會董事長、董事會執行董事蔡雅賢、學校主秘劉
介仲等人捐出二手貨義賣，韋全花店也贊助一批康乃馨
共襄盛舉。
光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蔡雅賢致詞表示。她與母親官
金菊相處 70 餘年。今年首次帶白色康乃馨。元培之母官
金菊去年過世。她與創校人創校與許多學生建立深厚之
情，特別是在創校時期校服等設計都出於官金菊之手。
他們倆人對音樂、藝術及運動都十分重視。

光宇藝術中心舉辦恩典音樂會
前來聆聽有新竹縣府秘書謝一如，市府教育處督
導、世界高中校長詹皓智。學校副校長蔡世傑及教師、
社區民眾 - 、香村社區、東香社區、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
含境外研修生都有感是一場十分溫馨的音樂會。 https://

www.ypu.edu.tw/news

光宇藝術中心舉辦淬木五木管五重奏音樂會獨唱
吳泉昌醫師也對前榮譽董事官金菊的懷念，並以正
氣歌中的一句話：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予以懷
念。
此場音樂會由新生代優秀青年演奏家長笛 / 陳家
慶、雙簧管 / 陳承業、單簧管 / 李柏蓒、低音管 / 簡恩義、

光宇藝術中心舉辦淬木五木管五重奏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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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陶 文創成果展 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老師王龍德暨駐校藝術家李幸龍、呂嘉靖、

前來來賓茶葉改良

卓銘順帶領企管系陶藝組畢業及在校同學舉辦

場、工藝之家、新竹市、

2018 茶陶文創成果展， 5 月 25 日辦理茶會，校長

縣府文化局及前亞太技術

林志城提出黃帝內經與學校健康產業發展完全吻

學院校長、香山高中校長

合，而藝術養生也是一樣，此次師生展具有意

等都對此次陶藝展，師生

義，同學們呈現成果也相當有特色。

們的表現都讓人眼睛為之
一亮，十分有特色。
王龍德老師表示，畢
企管系頒發最佳服務獎-李文
武、張樹文。

業同學成果展都不是信心
捏陶，而是將二年中所

學，每位同學都有其創作及設計概念，有些同學以生活
陶為創作概念、有些同學則以自己家鄉的在地產業概念
設計、也有同學依自己所愛等設計。不管用何種方式都
可以看出同學們有自己的創新概念在作品中。
其中施志龍作
品以陶瓷喇叭接合

3C產品作擴音器

企管所畢業同學張樹文贈學校茶具典藏

及充電器等（王金
黃帝內經中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

祥、楊玉玲夫婦，

未亂。天人合一整體觀。不治已病治未病。精神意志的

他們所用都是以其

攝養。重視形體的鍛鍊。飲食調解。起居作息方法。都

雕刻理念在陶瓷中

與環境、預防醫學、心理、飲食、運動及生活習慣都有
關。與學校創校以及未來走向都是不謀而合。學校未來
走向醫養結合示範區也是朝此方向而行。

發揮，王金祥將佛
企管系頒發最佳人緣獎-王金祥、鄭足仔

企管系林主任頒發學習創新獎-李文武、黃明娜、劉惠玲、陳雅玲、林冠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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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動智慧」的

藝文櫥窗

企管系陶藝組成果展畢業同學共聚一堂
表現，仍有保留木頭的顏色，而楊玉玲的餐桌也是一樣有木頭的感覺。
林冠瑩所做的「磚情」以居住彰化花壇鄉，磚窯是該鄉的產業，即以磚
的表現呈現在陶藝作品中。陳雅伶的設計概念即是以他喜愛貓中發現，
即做貓造型的燈。另外有位王國華則以僧侶所穿著鞋以「看破」設計。
王龍德老師的作品以「心窗」系列呈現，人與藝術作品的對話，作
品中的亂七八槽即是外面的環境造成，而經
心靈對話有條理井然之感。
陶藝老師王龍德的心窗系列
作品

呂嘉靖老師表示，看到元培有心在陶藝
上有作為，大陸青瓷將至台灣，屆時可以元
培開學習營等。

卓銘順老師也提出，
同學們的認真程度，他都
看得到，深信同學努力將
企管系陶藝組王金祥同學的行動智慧佛像以陶
藝完成

可以更上一層樓。
會中，頒發最佳服務

獎 - 李文武、張樹文。學習創新獎 - 李文武、黃明娜、劉惠玲、陳雅玲、
林冠瑩。最佳人緣獎-王金祥、鄭足仔。新銳獎-謝淑宜。
企管系陶藝組林冠瑩的磚情作品

企管系陶藝組文創成果展之一角

企管系陶藝組施志龍以陶瓷喇叭結合3C產品作擴音器及充電
器之用
元培校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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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樹文、李文武並贈學校陶藝品典藏。

王龍德老師希望同學在學習中有創作及設計概
念，作品才有所特色，陶藝除了藝術外且要有技法
創作，且作品在開窯後才知作品成功與否。此次成
果展在25日上午舉辦茶會，有茶席享宴。

企管系陶藝組同學貓燈

企管系畢業李文武贈作品典藏
王龍德老師指出， 2018 茶陶
文創成果展，主要以畢業生成果
展為主，同時也讓在校生與學長
學能夠多學一併參展，而老師暨
駐校藝術家也共同參展，讓作品
更為豐富。歡迎師生前往觀賞。

企管系新銳獎-謝淑宜

https://www.ypu.edu.tw/news
企管系陶藝組楊玉玲的餐桌也是陶藝所製

校友園地

校友捐款芳名錄
五月份(107.05.01-107.05.30)
捐款人

捐款人

金額(元)

金額(元)

温小娟

20,000

林肯企管顧問公司

15,000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25,092

姚瓊珠

10,000

徐相煌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王宥翎

1,000

中欣行股份有公司

30,000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陳正坤

1,000

台灣綠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郭念靄

1,000

楊紅玉

2,000

曾卉珍

2,000

洪麗真

2,000

黃貝成

1,000

李玫郁

2,000

江燕玲

1,000

賴哲民

12,000

王立雯

1,000

林雅雯

6,000

湯佳玲

1,000

總計

1,086,092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募款專戶
銀行及分行代碼：0073020
戶名：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帳號：302-10-037018
✽請 填寫捐款人基本資料表，並回傳匯款單據、寫上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及
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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