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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全校一、二級主管共識營
學校一、二級主管共識營在苗栗明湖水漾進行，校長

接著由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袁宇熙提出105學年度學生

林志城表示，KPI（關鍵績效指標）會變，要有願景，KPI

校園生活調查分析報告。與欣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會滾動，主管帶領部屬不是幫部屬做事，而是教練式領

策略聯盟，林校長與總經理特助廖俊傑代表林吉財簽訂。

導，要有策略去帶領。同時與欣昌管理顧問公司簽訂策略

後由前國立高雄大學前校長黃英忠教授以有效領導專
題講座。

聯盟。
林 校 長 表 示 ， 學 校 定 位 為 「 iBEST 」 ， i 即 是 「 創

黃教授表示，如何做好有效領導？並提出大學治理與

新 (innovative) 整合 (integrative) 與智慧 (intelligent) 」，

大學經營的異同、領導力在經營管理的重要性、領導力係

達成「產學標竿(Benchmark)」、「教學卓越

人際關係的互動過程及成功的案例予以說明。

(Excellence)」、「學校永續(Sustainability)」、「特色專

領導的權力來源在於行為表現及權力。權力有專家權

業 (Technicality) 」的目標，以「醫事科技」、「健康管

力及合法權力。領導權力的來源則有獎賞權力、人格特質及

理」、「福祉產業」三主軸發展為具生醫健康特色的實務

組織任務。結果研究報告中個子矮及輕的人較易做領導者。

教學大學；同時也孕育具備醫護專業特色文化的人才培育

黃教授並表示，為了善用人他還花錢去學習如何觀看

基地，推動產學經營績效卓越，更與社區、社會及產業脈

面相等，同時他認為領導者有時要獨裁有時要民主，應能拿

動緊密結合之大學。

捏，不能都民主。他同時提出幾個成功人的例子加以分析。

行政同仁流動性高都不是好現象，增加培訓成本，特

領導力的發揮，黃教授提出發掘人才、培育人才、善
用人才及留住人才。領導力的有效運用在於相互領導、有

請人事等單位注意。
執行董事蔡雅賢表示，最近有許多喜事，第一即是校

效溝通、建立共同願景、積極激勵、隨時變革與創新。

長林志城獲得今年度教育部師鐸獎。第二驗光師法通過，

下午進行小組討論，分別就校園生活提出具體策略與

國考元培校友即有 160 通過驗光師、生証照。創校人座右

改善方法。最後至明湖水庫觀賞永春宮的客家文物。共識

銘時間是我們生命，期許大家繼續努力，好事連連。

營在8月24日在明湖水漾進行，順利圓滿。

主管共識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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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辦理校內設施觀摩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8 月 30 日在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
辦「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校長
林志城提出優特人即是優質有特色的人，學校定位為
「 iBEST 」，內涵以「創新 (innovative)整合 (integrative)
與智慧(intelligent)」的執行策略，達成「產學標竿

(Benchmark)」、「教學卓越(Excellence)」、「學校永續
(Sustainability)」、「特色專業(Technicality)」的目標，以
「醫事科技」、「健康管理」、「福祉產業」三主軸發展
為具生醫健康特色的實務教學大學；同時也孕育具備醫護
專業特色文化的人才培育基地，推動產學經營績效卓越，
更與社區、社會及產業脈動緊密結合之大學。
首次以職場模擬體驗的形式進行校內闖關活動，挑選
學校特色主題區域進行參訪，包含臨床技能中心、長照與
福祉研發中心、影像醫學博物館、cGMP 藥廠量產製造中
心、Dr.BUY電子商務平台、光宇藝術中心/校史館、食安
人才培訓基地、茶創中心、咖啡調酒教室等 8 個地方，各
站負責人員透過導覽或有獎徵答方式進行，藉此讓教師增
加對學校特色中心的認識。
教師表示很難得可以跨系參觀，未來也很願意提供給
學校學生，帶領他們體驗認識。此活動除了打開對生涯發
展的眼界外，亦提升對元培的認同感。

研習會先進行「105學年度績優導師」頒獎，獲獎者包
括沈福銘、王秀禾、林鶯熹、高婷玉、王蓉敏、洪彰岑、
趙文鴻、陳貞如、林昀蓉、劉黛蒂、徐均宏、徐保鵬、葉
清華、韓心甜、蔡國權、黃敏鳳、趙櫻花、陳盈秀、洪志
宏及葉豐銘等 20 名導師；之後頒發「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校外賃居訪視績優導師」頒獎，獲獎者包括林鶯熹、劉黛
蒂、洪志宏、沈福銘、蔡文翔、及何素珍等6名導師。
為增進教師輔導知能，特舉辦研習活動，鑒於校園精
神疾病及情感疾患的辨識與輔導，邀請馬大元診所院長
演講，馬醫師為知名精神專科醫師，擔任三軍總醫院精神
醫學部主治醫師、臺大醫院兒童精神科訓練醫師，曾為高
考、醫師考試榜首，醫界號稱「三冠王」，亦榮獲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肯愛社會服務協會評選2014十大抗憂醫師。
由馬醫師專業知識，開啟教師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
並習得輔導處遇方式及轉介醫療資源。結合學校圖資處開
發APP，鑲入校園安全項目，以整合相關平台資源專線，
讓教師更能即時聯繫相關單位來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馬醫師強調掌管情緒、記憶、行為及習慣的大腦部
位，主要腦內傳導物質與情緒有關多巴胺、正腎上腺素、
血清素。此三個低落情緒即低落。並以MIT心靈影像療法
學會情緒控制。並提出大家擁有很多，卻將擁有當做理所
當然，這是不對的，應以擁有而珍惜，即不致發生情緒低
落，而提升幸福感。
會中有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國際處、圖資處分
別工作報告，下午研習會職場模擬體驗，下午3:50分圓滿
結束。明天仍有研習。

106學年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林校長等與105學年度績優導師合影

職場模擬體驗參觀醫學影像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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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校長頒發105學年度第2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
導師合影

106學年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現場

馬大元醫師談校園常見
精神疾病之辨識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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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次驗光師、生國考
本校校友成績斐然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的視光系已超過 160 位取得國家證
照，成果斐然。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林志城校長特於8 月 23
日在台北市天成飯店舉行授證頒獎及餐敘活動，以鼓勵所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翁林仲
理事長頒徐振凱驗光師証照

衛福部王主秘頒給楊瓊瑤
驗光師授証

林校長頒給陳育琪驗光師
授証

蔡執董頒給鄭俊宏驗光師
授証

有考上驗光師、生的校友。
驗光師授証暨校友聯誼餐會為校友明達光學有限公司
總經理孟慶宜及視光系系友會理事長鄭俊宏共同主持，他
們倆人今年也是很努力與認真考上首屆驗光師。為了讓考
上驗光師、生相聚一堂，以Line聯絡促成。非常感謝元培
的栽培，讓他們能夠順利拿到驗光師、生。
校長林志城表示，看到校友 160 位都能夠在首次國考
中取得驗光師、生証照，為他們高興，祝他們在獲照後仍
繼續努力。
台灣健康管理學會名譽理事長暨元培專任董事蔡雅賢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理事長翁林仲表示，看到未來有

表示，看到視光系校友考上驗光師、生証照，她真是為他

更多的驗光師、生加入視力協助的行列，對我國國民視力

們高興，當初第一任視光系主任張林松為同學們奔走桃園

必有更多的協助。

等立委為驗光師法催生，終獲得驗光師法通過，今年辦理
首次驗光師、生國家證照，大家才有機會參與考試。
台灣視光產業長期以來是以師徒傳承方式，沒有正規

衛福部主秘王宗曦表示，驗光師法通過後有此驗光
師、生國考，對未來視力方面的提升必有很大助益，也對
國人未來視力有所提升。

醫事教育，因此專業能力也良莠不齊，而常為人垢病。台

林校長、蔡專任董事、翁理事長及王主秘分別為驗光

灣首次舉行驗光師、生國家考試於8月8日於考試院正式公

師們授証。同時視光系系主任暨台灣眼視光學會理事長賴

告榜示，北部唯一設有視光系的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已

裕源也提出考上驗光師者，將要再修120小時學分等。

超過160位取得國家證照。

此次活動參加人員衛福部主秘王宗曦、以及當時協助

視光系除長期投入視光教育培育出許多視光產業優秀

推動驗光師法的立委柯建銘、劉建國、吳育昇、吳志揚

人才，同時學校視光系也以視力保健為目標定期投入偏鄉

等、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理事長翁林仲，台灣諾貝爾醫療

義診照顧弱勢族群，教育視光系學生發揮愛心投入偏鄉義

集團張朝凱醫師、臺灣發明協會吳智堯秘書長、台灣健康

診活動，因此在北部的偏遠地區常會看到視光系學生自動

管理學會榮譽理事長蔡雅賢。台北市吳志剛議員、臺北醫

自發，出錢出力為民眾做視力篩檢及免費配鏡服務。

學大學何元順所長、台北市眼鏡公會秘書長陳玉霞、寶島

視光系校友通過國家考試的試煉取得正式驗光師資
格，民眾更可以安心的接受這些有國家證照醫事人員的愛

眼鏡公司、得恩堂眼鏡公司、大學眼科及小林眼鏡公司也
皆派代表與會。

心服務。

參與驗光師授證的所有貴賓合影

在職校友考上驗光師生聚集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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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學校聘請國內醫學界的著名教授
學校今年展現大格局，繼學校聘任臺灣製劑權威林山
陽教授、前衛福部邱文達部長後，今年 8 月在教師陣容再
成功聘請 4 位專業名師，包括福祉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忠、
御醫周宜宏及黃雅文教授、視光界權威賴裕源教師，他們
都將在學校教學資源助一臂之力。
周宜宏教授來自台北榮總超音波權威，也是御醫，陳
俊忠院長來自陽明大學智慧運動專家、黃雅文教授來自亞
洲大學公衛專家、賴裕源主任是視光界權威共同加入優特

YUMT 團隊！
福祉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忠在美國運動醫學博士，曾在
國立體育學院及國立陽明大學擔任運動科學研究所教授及

福祉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忠教授

所長、運動健康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及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周宜宏教授

學系教授等職。專長運動醫學、運動生理學及健康促進。
學校將成立精準運動中心，以智慧精準運動協助經醫院治

學術會議，發表國際及國內學術論文 350 篇以上。歷任國

療的人能夠藉此中心走至正常生活。此中心還可擴及產業

內及國際多個醫學會理事長 ( 如亞洲醫用及生物超音波聯

成立公司等。

盟，亞洲腹部放射線醫學會及亞洲乳房疾病醫學會)，目前

周宜宏教授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有御醫之稱。畢業於台
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曾赴美國紐約市西奈山醫學中心及費

音波聯盟理事。

城湯瑪士傑弗遜大學進修(1984-1985)。周主任於1978年到

黃雅文教授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博士，曾任亞洲大學

院服務，歷任放射線部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超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教授、世界宗教博物館生命教育領航協

音波科主任、超音波暨乳房影像科主任及勞工安全衛生室

會會長等。她近年參頭研究計畫有 105 學年度校園菸害防

主任。目前同時為陽明大學合聘教授。

制及檳榔危害防制教育介入輔導計畫等13 項之多，研究經

周教授專精於醫用超音波學、介入性超音波、急診影

費高達3000萬元。其期刊論文也相當多。

像學、乳房影像學、腫瘤。消融技術、電腦輔助診斷及偵

視光系系主任賴裕源，美國伊利諾州視光學博士、

測系統、及其他影像導引技術，為國內及國際先驅。1982

PoV 心理學訓練師、 SIQ 成功智商訓練師。遠東眼鏡公

年國內首例及首次利用體內都卜勒超音波血流測量作肝臟

司 及大家成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曾在台北長庚醫

之血流動力學研究，尤其是門靜脈的血流動力量測，因此

院眼科任職；瑞士商愛爾康 Alcon 眼藥廠，美商視康光學

1988年獲得了世界生物及醫用超音波聯盟(WFUMB)所頒
贈的醫用超音波史先驅獎(pioneer award)。1999完成國內
首例利用特殊溫度控制射頻爪針進行經皮穿肝之肝臟惡性
腫瘤治療，病患獲得完全療癒。曾最早發表國內有關乳癌
之超音波診斷之論文(1986)，國內最早使用高解析度超音
波(10 MHz)於乳房與頸動脈檢查。(1984)，亞洲最早使用
乳房超音波自動化掃描儀於乳癌之篩檢，世界最早發表以
能量都卜勒應用於臨床診斷的論文(1994)，亞洲最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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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洲大洋洲區放射線醫學會理事長及世界醫用及生物超

Ciba Vision 公司、美商嬌生Johnson & Johnson公司等多家
外商公司擔任專業顧問；台北市、台北縣及台灣省眼鏡鐘
錶商業公會專業顧問。在元培醫事科大教學。
專精於視光學領域外， 賴裕源博士也研習「 Gestalt
完形心理學」、「 PoV 心理學」及相關心靈及教育課程多
年。專長於建立企業團隊願景、整合企業團隊人際關係動
能面、建構學習型組織及企業組織的諮商、輔導及規劃。

高解析度自動化超音波於乳癌之篩檢。(2005)，國內最早

遠見雜誌七月份在針對2017台灣最佳大學調查中，在

及亞洲最早之一使用有溫度偵測的特殊多針射頻治療於肝

教學面向上，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實績進步最多。相信醫學

癌之病人(1999)。曾主辦20個以上的國際醫學大會及國際

界著名教授參與，元培未來發展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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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106年度主管名單

106學年度新任主管合影
職稱

姓名

職稱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

學術單位

姓名
楊香梅

醫護學院院長

劉中和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碩士班）主任

郭瓊文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組長

醫務管理系（碩士班）主任

林雅雯

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楊幸怜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碩士班）主任

陳媛孃

學務處/領導知能服務學習中心主任

宋惠中

護理系主任

鍾玉珠

總務處總務長

傅祖勳

護理系副主任

黃敏鳳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林育平

視光系主任

賴裕源

總務處/保管暨資源組組長

蕭明珍

生物醫學工程(福祉科技與醫學工程碩士班)主任

鄒國鳳

總務處/文書組組長

柳逸平

陳亭亭
王海龍(兼)

林雅雯(兼)

總務處/營繕組組長

王智弘

健康學院院長

王綮慷

總務處/採購組組長

游琇茜

環境工程衛生系（碩士班）主任

洪雪芬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徐治平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主任

梁弘人

研發處/企劃組組長

楊千慧

餐飲管理系主任

盧明傑

研發處/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陳櫂豐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碩士班)主任

莊路德

研發處/產學合作中心主任

郭宗德

健康休閒管理系主任

甘能斌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

黃曉令

福祉產業學院院長

陳俊忠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副國際長

匡思聖

資訊管理(數位創新管理碩士班)主任

何順全

國際處/兩岸交流暨合作中心主任

康瀚文

企業管理系（碩士班）主任

林淑芳

國際處/國際交流暨合作中心主任

張⻏翔

行動科技應用系主任

王德順

圖書資訊處圖資長

許乃斌

應用外語系主任

林宛瑄

圖書資訊處/圖書組組長

倪芳芳

曾欽耀

高齡福祉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圖書資訊處/資訊組組長

林忠志

國際健康行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曾欽耀(兼)

秘書室主任秘書

劉介仲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林淑芳(兼)

秘書室專門委員

葉靜輝

網路與數位媒體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何順全(兼)

秘書室/稽核組組長

黃雅惠

共同教育委員會召集人

吳文祥(兼)

秘書室/公關組組長

姚霞芬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吳志鴻

秘書室/校友服務組組長

賴哲民

體育室主任

林國斌

人事室主任

江長慈

行政單位

會計室主任

王育偉

教務處教務長

吳文祥

會計室/會計組組長

張育甄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葉琳生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彭金堂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邵曼珣

推廣教育中心/教育訓練組組長

林靜宜

教務處/實習組組長

林育志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教務處/校際合作中心主任

方秀英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環安衛組組長

陳文欽

教務處/校際合作中心副主任

高志平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王海龍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林侑賢

光宇藝術中心主任

林雅麗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林佩芬

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長

軍訓室主任兼學生事務處副學務長

楊敬禹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

傅祖勳(兼)

黃曉令(兼)
袁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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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校長林志城獲頒
106年師鐸獎實至名歸
校長林志城榮獲今年度師鐸獎，9月28日將至教育部接受表揚。林校長是元培第一位
獲得此獎項者，他不管在教職及校長職位都很智能發揮所長，領導元培專注在專業人才培
育上，強調「務實致用」、「學用合一」，並以「產業導向」、「學生本位」設計課程，
除建置資源完整的實驗室與實習教室，並將實驗室延伸到校外醫療院所或企業場域，讓學
生提早臨床實習與實務操作。元培今年要大改革，特聘請大師共同參與。
林校長與「第一」很有緣，其實有緣也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當時為元培科大第一位
升等的教授，也是第一位校內培養的校長。第一位執行技轉教授、開發產品商品化上市教
師。帶領元培躍進， 連續2年成為企業最愛大學(生命科學類第一名)。首位開設磨課師熱
選課程並跨國上架的大學校長。跨業整合舉辦臺灣第一屆Asia-Pacific Tea Expo的大學校
校長林志城獲頒106年師鐸獎

長。多項作品獲發明展金牌或獲選教育部技術研發成果優勝。榮獲WIIPA國際發明創新科
技展等多項特殊貢獻獎。也是學校第一位獲得師鐸獎的校長。

林校長在教育政策與法令推動。 2015 年與 2016 年連續在民間機構調查企業最愛
大學，元培在醫藥衛生類、生物資源類、生命科學類均在全國公私立科技校院名列前
茅。積極彰顯臺灣醫事技職教育的鮮明獨特性，使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成為全國最專業
的醫事科技大學。
依教育部政策制定核心能力，特別強調跨域力與國際移動力，規劃全校各系應跨
系選課8學分以上，以因應產業的快速發展；以移地教學與海外實習推動移動力，是全
國唯一與日本癌症中心、新加坡醫院等海外機構簽署海外實習的科大，是臺灣推動生
醫相關機構海外研習成效最高的大學。
以大學校長身分開設「走讀臺灣茶」磨課師課程，不但在多次在ewant創下高選課
人數紀錄，也在大陸「好大學在綫」創下佳績。這門課邊際效益是引領許多包括貝里斯
總督與諾魯總統兩位友邦元首等外國友人到學校飲茶、賞茶並瞭解此數位學習課程。
積極申請並通過教育部技職再造計畫，2015年結合教育部獎助款總計投入近億元
建置全國第一間cGMP藥品量產中心與中北部最新穎的OSCE(臨床技能中心)，2016年

林校長與學生互動照

再投入3000萬元設立食安檢測人才培訓基地。
接任校長後每年均獲得北區教學計畫最高金額，也獲得高教創新轉型計畫。2015年率先推動校務研究(IR)，並獲最高
等級獎助。2015年親率研發團隊，申請通過科技部提昇私校研發能量計畫，是當年唯一通過2件的科技大學。
專注於特色專業辦校，要求同仁不一定要搶第一，要拼唯一。在校
長規劃下設立全球唯二、全臺唯一的影像醫學大學博物館，建置唯一

cGMP模擬藥廠與智慧長照宅，是全國唯一通過IRB驗證可進行審查人
類人體研究的科技大學，第一所也是唯一高齡友善認證的科技大學，全
校綠化80%並為新竹市綠屋頂的示範單位，是全臺與地方政府合作健康
城市最多的大學，全校師生均通過CPR與健康管理認證的大學。
元培是少數能與昆士蘭理工大學、林肯大學等建立有雙聯學制的科
技大學，此外和紐德日等知名應用型大學締結姊妹校逾80所。
林校長雖校長之職忙錄，但他還是喜歡教職，仍抽空帶生技製藥系
碩士班學生。他強調培育學生是最快樂之事，教學相長。
林校長師生互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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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拜訪駐台
越南辦事處代表陳維海
響應南向政策，校長林志城在國際處主任康瀚文、張
翔陪同下至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訪代表陳維海，
並洽談越南境外班等事宜。
目前學校與越南方面有姐妹校醫院結合以及也有越南
研究生至元培參與醫學影像暨放射系研究所就讀。這些越
南學生在此系中學習都感到學校提供環境及教學都讓他們

林校長致贈紀念品給越南陳代表

學習到很多。同時也感學校提供專業知識等都很有特色。
林校長拜訪陳代表並提出學校有意在越南進行境外班
招生等事宜，陳代表表示，越南在學習醫事課程等方面都
甚為需要，元培醫事科大願意至越南招生境外班很好，該

行性與必要性。目前元培在醫學影像暨放射方面具有特色，
在醫務管理及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等都可以加強進行。
學校在響應政府南向政策，積極在東南亞國家包括馬
來西亞、越南，印尼等都在積極布局，期望能在少子化衝

處能協助必予以配合。
學校在越南方面的經營也有基礎，再擴大去辦理有其可

擊下在南向國家中能有所發展及擴大生源。

新鮮人參與暑期
華語營活動收穫甚多
自2014年與創校人蔡炳坤先生母校京都放射線專門學校(現為京都醫療科學大
學)共同舉辦暑期華語暨醫療機構參訪活動以來，今年首度邀請有興趣的準新鮮人
參加此活動，他們是醫技系、醫管系及高齡學程共8位準新鮮人，與日本學生7天
中共同學習彼此的語言及文化，讓他們深感收穫良多，並願每年參與此活動。
學校8位準新鮮人與京都師生8名(其中一位是第二度參加者)、加上4位元培志
工，共20位， 準新鮮人與日本學生在短短的7天中共同學習彼此的語言及文化，
並到臺安醫院及臺大醫院新竹分院進行實地參觀。
準新鮮人是第一次到醫院進行深度的參訪，過程中的收穫非常豐富，學生在
回饋單中皆表示能夠在開學之前就認識系上同學、日本朋友及了解醫療機構運作
新鮮人與日本京都同學打成一片合影

是前所未有的經驗。因此，非常希望在大學四年中都能夠參與此活動。

京都醫療科學大學的帶隊老師田畑慶人第一次到學校參與此活動，對於華語課程設計、文化巡禮及醫療機構參訪都表
示非常讚賞。他特別提到準新鮮人能夠在尚未開始專業學習之前，就能夠到未來可能就業的醫院職場參觀，不僅可以讓準
新鮮人親身體會未來的職涯方向，更能夠讓學生提早認識醫療專業領域。
準新鮮人參加華語營的活動，雖然讓國際處同仁增
加活動內容設計及各項聯繫工作的複雜度，但是在縝密
的前置作業下，首度迎接準新鮮人參與跨國活動的成功
經驗，讓國際處更有信心將各項活動巧妙連結到國內招
生的策略中。
特別感謝醫管系/高齡學程及醫技系師長賣力推銷此
活動給準新鮮人，使得活動的精彩度前所未有，也讓國
際處挖掘到英文、日文、法文或希臘文非常流利的大一
新鮮人參與暑期華語營活動參觀醫療院所設施

新生，加持國際處未來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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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
一行17人參訪學校
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一行17人至學校參訪，8月22日由
該創辦人宗仰法師、籌備處主任妙思法師、研修院副院長黃
運喜、台南藝術大學前校長李肇修教授等，宗仰法師表示，
目前該大學是提供一個平台，讓需要印尼等地學生者可以至

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一行參訪校史館林主任解說

該平台合作，不過印尼地區在經濟條件較差，需要學校與企
業共同合作提供，讓他們能將所學帶回印尼改善。
宗仰法師在印尼及新加坡經營10餘年之久，對他們所
需甚為了解，他們都很想改變自己，也想學習，但他們經

濟條件較差，因此想至台灣學習，在經費上都較欠缺，因
此如何與企業等合作，讓他們學習等都需再研究。不過此
方面學生很多。
宗仰法師表示，元培醫事科大的系所對印尼學生確實
是很好，他們在此學習後，回鄉服務很有幫助。
元培醫事科大校長林志城表示，學校創校有三個科放
射科、醫管科及醫檢科，此三科中有些校友最高做到衛福
部主秘工作，創校人是台灣第一位至日本京都醫療科大前
身畢業，創校即是期望能夠藉著學校培育更多醫事人才。
學校為了讓同學身心靈能夠獲得成長，成立藝術中
心，也是讓同學除了專業外，在心靈有所成長。

師長與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師父合影

宗仰法師一行人員參觀校史館及藝術中心。

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學參與
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
2017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第二批日本京都
醫療科學大學一行7人暨1位老師田畑慶參與，8月21日在
無慢堂進行，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學參與也第三年了，
每年都有學生與老師前來，他們都對能夠參與暑期此項
活動十分珍惜，且對於創校人也是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
日本京都醫療科大一行參與華語研習營合影

學校友，能將所學擴展至台灣及國際與有榮焉。

25日歡送會，中、日學生都將自

校長林志城表示，很歡迎日本日本京都醫療

己在短短幾天的學習融入，都可以互

科學大學同學參與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

相交流，十分高興，即將離別都無限

訪，元培是北部地區第一個成立的醫事管理學

不捨。

校。期望在此期間能夠了解台灣文化與醫療機構

繼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參加第

情形，此種學習一定能有許多不同收穫。

一批2017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
訪後，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學一行 7
人暨 1 位老師田畑慶參與，今（ 21 ）

日本京都醫療科大一行參與
華語研習營

日舉行歡迎會。特也排定學校準新鮮人8人一同參與。
國際處處長黃曉令表示，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學一行

7人暨1位老師田畑慶參與5天研習，特安排學校準新鮮人8
人與日本同學一起學習，期望此準新鮮人也能夠在學習中
學到一些日文及作為未來種子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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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學田畑慶表示，該校也
是日本第一個成立醫療科學大學，元培創校人是
學校的校友，很高興知道他在台灣創校且將所學

在台灣及國際發展。
歡迎會後即展開華語學習課程，兩校的同學們先行自我
介紹後，即展開學習課程以及參訪課程，25日歡送會時兩校
同學都要在學習心得中說兩句對方語言，以表學習成效。

國際與兩岸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
Mr.Pedro一行參訪學校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Mr.Pedro一行8人8月16日
下午至學校參訪，參議員Mr.Pedro同時也前來了解該
國學生至學校就讀的事宜等。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Mr.Pedro與Mr.Beado 在國

林校長介紹藝術作品給
多明尼加參議員等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等參觀
校史館林校長介紹校園藍圖

際校企聯盟人員陪同下至元培醫事科大參訪，目前多明

林校長帶著多明尼加

尼加共和國有經審核學生可至台灣科技大學就讀，他們

共和國參議員Mr.Pedro與

先至學校參訪了解。

Mr.Beado等參觀校史館、

校長林志城熱烈歡迎，並在光宇藝術中心先行簡報介

光宇藝術中心、 cGMP 模

紹，林校長表示。學校是第一個成立的醫事學校，除了沒

擬藥廠、全球唯二、全臺

有培養醫師外，其他醫事人員都有培養，有醫放系、醫檢
系、醫管系、視光系、醫工系等16系9個碩士點。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等參觀
cGMP製藥儀器設施

唯一的影像醫學大學博物
館、茶創中心等參觀。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 Mr.Pedro 與 Mr.Beado 對元
培醫事科大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時也表示可以與學校合
作，將多明尼加就讀大學生能至學校學習，而後能夠回
到多明尼加共和國有所貢獻。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Mr.Pedro與Mr.Beado表示，
元培是一個有特色的學校，所學習的科系對未來多明尼
加共和國都有所助益。經再研商後進行合作事宜。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等與師長合影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華語營歡送會
與多明尼加參議員相見歡
2017 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歡送會， 8 月 16
日下午進行，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42位學生與3位老師

9天的學習完成，特為他們辦歡送會，適時多明尼加共和
國參議員Mr.Pedro與Mr.Beado來訪相見歡。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與2017暑期華語研習營日本國
際醫療福祉大學師生等共同合影

大學 42 位學生與 3 位老
師在 8 日至 16 日來到元

專任董事蔡雅賢表示，在此年輕時代即能夠到不

培 2017 暑期華語研習

同國家學習，對雙方學校年輕人都是一種成長的回

暨醫療機構參訪活動，

憶，學校辦此活動已第三年，受到大家肯定，將會再

在此期間他們學習了些

繼續努力辦下去，讓日本學生能夠參與與學習。

華語，同時也到各醫療
院所參觀。他們都十分

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與2017暑期華語研
習營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師生相見歡

高興說，在元培學習確實滿載而歸，不虛此行。
在歡送會中，校長林志城表示，看到日本國際醫療福
祉大學師生，讓他想到曾至日本學習一年，在一個專業領
域至不同國家學習，就是非常不同，且讓自己難於忘懷，
學習到不一樣的文化與專業。因此相信你們來到元培學
習，也有不同的感受。

日本高山裕子、佐藤信也、三輪建太老師也分別
表示，元培暑期營活動安排，讓他們也對台灣醫療院

所有初步認知，同時也對醫療華語有初步了解，確實是一
個充實的暑假學習。
適時多明尼加共和國參議員 Mr.Pedro 與 Mr.Beado 來
訪，也安排相見歡活動，讓雙方都有個認識。
日本與元培同學也分別予以表演，大家都在依依不捨
中完成此九天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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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桂林醫學院藥學院院長
段小群一行參訪學校
大陸桂林醫學院藥學院院長段小群一行4人今8月9日參訪
及與生技暨製藥系談未來合作事宜，段院長等一行對元培的特
色很有興趣，也與生技暨製藥系系主任莊路德談及該系所製作

蔡副校長與桂林醫學院藥學院院長段小群一行合影

的成果，同時學校有cGMP藥品量產製造中心，在該中心同學
們均可學習到製藥的過程。
大陸桂林醫學院藥學院院長段小群一行 4 人至學
校參訪，國際處即安排參觀校史館，光宇藝術中心、
影像醫學博物館、長照與福祉研發中心。段小群一行
人員參觀後，對元培的特色有初步了解，他們也對元
培有53年歷史，確實是一個有歷史及有特色的學校。
大陸桂林醫學院校長在七月先至學校參訪簽訂姐

參觀醫學影像博物館

參觀長照與福祉研發中心

妹校，段小群院長一行前來即實地了解在藥學院方面能與生技暨製藥系更深入研商合作事宜。
段小群一行4人今天一天都在元培醫事科大，除了學習元培的專長外，也談更深入合作方向。
副校長蔡世傑對藥學院院長段小群等一行前來談合作事宜，甚為歡迎，也期望兩校有更好的交流。

元培2017暑期華語研習營暨
醫療機構參訪第一梯次展開

等，因此兩校都在暑期即前來參與，已成為中日姐妹校
的重要活動，而且日本同學學後都對元培協助暑期營頗
有收穫，紛紛相告知，也成為兩校同學爭相前來參與。

2017暑期華語研習營暨醫療機構參訪第一梯次展開，

校長林志城表示，非常歡迎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同

8月8日上午9時在光宇藝術中心進行歡迎式，日本國際醫療

學與老師至元培參加暑期華語研習營，元培興日本國際醫

福祉大學42位學生及3位老師高山裕子、佐藤信也、三輪建

療福祉大學互相交流甚久，且在暑寒假中元培學生也有到

太共同參與，今年是第三年辦理華語研習營。他們將進行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學習。在兩週的學習中，學校特意

二週學習活動與參訪。

安排的學習，相信在前兩屆同學中必有告知，因此祝大家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 42 位學生及 3 位老師高山裕

在兩週中所學能夠更有所獲。

子、佐藤信也、三輪建太參與元培醫事科大的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 3

暑期華語研習營，今(8)日期為期二週活動，包

位老師高山裕子、佐藤信也、

括學習華語及參訪醫療院所等。

三輪建太也分別感謝元培為暑

辦理日本暑期研習營今年已第三年，日本

期華語研習營的安排與學習，

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及日本京都醫療科學大學，

深信他們都會滿滿收穫且對醫

對元培安排的暑期研習營都十分了解，且具有

療院所的初步認識。

不同意義，可以參觀醫療院所等，且了解中日
之間醫療院所不同之處，同時也可以學到華語

歡迎會後即參觀元培校史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華語研習營同學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華語研習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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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隨即展開華語學習課程。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華語研習營老師與師長等
合影

國際與兩岸

學校與馬來西亞
簽署合作備忘錄
學校與馬來西亞民營最大的製藥公司 Hovid Berhad
（何人可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在 8 月 2 日完成簽
署，未來雙方在研究活動及文化交流、雙學位課程或短期
的學術課程交流、學術活動、研討會和學術會議之交流。

與馬來西亞最大藥廠簽署MOU現場

Hovid Berhad何人可有限公司，馬來西亞的醫療保健
品提供者和製藥公司，該公司成立於 1980 年。主要生產

以下的活動：互相訪問和交換成員、雙方共同感興趣領域

仿製藥和膳食補充劑，如抗組胺藥，抗生素，鎮定劑，

的合作研究、聯合研究活動、聯合或雙學位課程、特殊短

鎮痛藥，抗酸藥和利尿劑。 Hovid 的產品通過了 Halal 認

期的學術課程、聯合文化活動、參加學術活動：包括研討

證。是馬來西亞民營最大的

會和學術會議。
目前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與醫學檢驗

製藥公司。

生物技術系同學 4 人即在該公司實習，

HOVID 和元培醫事科

獲得該公司十分認同與高度評價。

大合作備忘錄簽署，由
何人可有限公司董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名

DAVID HO SUE SAN

譽理事長王舜睦帶回HOVID的MOU

簽署。簽署後同意促進

至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交給研發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名譽理事長王舜睦帶回何人
可公司董事長DDAVID HO SUE SAN(右)簽署MOU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名譽理事
長王舜睦與在馬來西亞實習同學合影

學校與中美洲溫莎大學醫學院
簽訂姐妹校
學校與中美洲溫莎大學醫學院簽訂姐妹校， 7 月 31 日

該學院擁有17英畝的校園設施。另外溫莎大學
醫學院還參與北美醫學研究中心的癌症研究。賦予
其畢業生醫學博士（ MD ）學位。同時在美國伊利
諾州卡本代爾和密歇根州的霍頓胡擁有臨床教育基
地。行政辦公室位於伊利諾斯州的莫內。

下午該院副院長Dr.Vishal Surender及Dr. Lee Hang-Fu至學

溫莎大學醫學院畢業生通常能夠在北美及其他國家著

校參訪，並簽署合作事宜。未來兩校在教學學術及臨床技

名醫療機構和學術醫療中心任職及取得居留權。學校是四年

能中心等都能彼此合作等。

學制，分為10個學期，是獲得當政府認可及美國教育部認

林校長非常歡迎中美洲溫莎大學醫學院 Dr.Vishal

Surender副院長一行至元培，很高興能夠與溫莎大學醫學
院簽訂姐妹校，元培也將在未來朝醫學院發展，溫莎可以
給元培很多的學習與參考。
中美洲溫莎大學醫學院 Dr.Vishal Surender 副院長表

可的，並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認可以及外國醫學畢業生教
育委員會認可的，也是美國國醫學考試委員會的認可。
接著帶領中美洲溫莎大學醫學院Dr.Vishal Surender副
院長一行 2 人參觀校史館、藝術中心、圖書館、影博館、
長照中心、臨床技能中心及茶創中心等。

示，此行至元培也是抱持著學習的心情前來，元培在1964
年成立，有很久歷史，能與元培締結姐妹校，未來在教學
等合作都會互相學習與合作。
溫莎大學醫學院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之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聯邦的 Cayon town 私立醫學院校，西元 1988
年，後於2000年搬遷到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
該學院旨在幫助那些有醫生夢想的學生，使他們能夠
負擔合理的求學費用。因此該學院在學費上並不貴，前 5
學期都在4995美金，後5學期較高8000多美金。

與美溫莎醫學院簽訂姐妹校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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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系學生超越語言障礙
讓日本 高齡者 感受到 暖 心

醫管系學生陳彥蓁、孫睿彣及蔡馥如
與照顧日本老人合影

醫管系學生陳彥蓁、孫睿彣及蔡馥如
與日本小朋友合影

醫管系老師黃曉令帶著學生陳彥蓁、
孫睿彣及蔡馥如至日本照護中心學習

醫務管理系本著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及學習福祉機構經

除了實習機構的實作訓練及相關的參訪外，三位學生

營之理念，兩度邀請日本富山縣失智症機構負責人金岡社

及黃曉令老師也參加由富山縣基層醫師學會舉辦的多職種

長來台討論學生至該機構實習相關事宜，再經過系上的徵

連攜教育(Int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實務工作坊，

選，挑選三位同學陳彥蓁、孫睿彣及蔡馥如進行密集的外

透過專題演講、個案討論及角色扮演等方式，學習多職種

語、日本文化及長照課程訓練後， 7 月踏上日本富山縣，

連攜教育與高齡者照護的重要理念吸收相關知識。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海外福祉機構實習課程。

學校近年來特別強調學生海外專業實習的重要性。有

此次的海外長照機構實習，學生陳彥蓁、孫睿彣及蔡

別於其他學校的選送制度，從課程設計、實作練習、體驗

馥如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之下，學習與機構中失智症長者互

生活、認識文化到學習語言都是由專任老師與海外實習機

動。日本長照機構非常重視長者的自主性及獨立性，學生

構共同規劃。

站在幫忙的角度與機構內長者一起用餐、散步、沐浴及使

目前學校醫放系、醫管系、醫技系、護理系、醫工

用洗手間，學生跨越語言的障礙，接受到長者以日文表達

系、生技系及食科系老師們都與海外機構有多年的互動經

感謝之意時，一切工作中的困難及辛苦都非常值得，更深

驗，就學生在海外專業實習過程中的所有細節都會進行多

深體會到何謂暖心的照護服務。

次討論後才定案，因此，所有的海外實習課程都能夠貼近

此外，學生也前往以創新老幼照護著名的「明日森

學生的需求，發揮屬於元培學生優勢的手做技術能力及團

林」托老暨托幼機構參訪。該機構建築上幼兒園及長照機

隊合作能力，再搭配本校培育具備國際移動力及跨域學習

構屬於同一個園區，小朋友會定期到養護中心與長者唱遊

力的人才。今年元培海外實習，地點包括日本、美國、德

及做體操，不僅可以啟動長者的童心，也能夠藉由長者豐

國、瑞士、澳洲、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地。

富的生活經驗傳承給小朋友，老幼都能夠愉快的過日子。
同時尋求合作機

大陸長春健康職業學院
至學校參訪尋求合作

會。
林校長提出
目前學校與姐妹

至元培，校長林志城說明目前與大陸姐

校合作模式有多
大陸長春健康職業 方面如3.5+0.5、
學院參訪尋求合作 3+1 、或者與日
研討
本、澳洲學校等

妹校的合作方式，同時也提出學校在食

合作。學校的特色有生醫健康產業最

品、醫工方面等都可以互相合作。

齊全科技大學 18 亮點外。將成立台

大陸長春健康職業學院專程至學校
參訪尋求合作，一行人員由東北亞文化
創意科技園副主任王赫帶領今（21）日

長春健康職業學院繼長春健築學院
後成立的學院，前者有 14000 個學生，

大陸長春健康學院參訪尋求合作後合影

簽約合作。同時最重移地學習，將學

他們屬於民營企業，其一學期學雜費用也相當高。長春健

習延伸至海外及各企業實驗室等。台灣學校都不大，但精

康職業學院首期將招800個學生，有6個專業包括護理、食

緻，學校畢業學生都分別在各大醫療院所服務，也有在日

品營養、健康休閒體育、月子中心及產後醫護等。

本、美國、新加坡等地就業。台灣兩大治療的醫院，學校

王赫副主任表示，在大陸即已聞名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因有許多月子中心護理長等都是來自元培醫事科大畢
業學生，因此此次前來特別至元培醫事科大參訪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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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在此就有300餘人之多。
經雙方研討在教師與學生合作、另元培特色系所協助
部分也將再經雙方考慮下進行合作。

系所視窗

食科系至日本實習
同學在暑假期間分別至海外學習也括日本、美國、德

億日圓。除了在兵庫縣

國、瑞士、澳洲及馬來西亞等地實習。食品科學系同學至

有 3 座工廠外，分別在

日本實習，此次暑假梁弘人主任與林錫斌老師 7 月 15 日帶
領王玟俐與梁家鈴二位三年級學生至日本フジッコ株式 会

埼玉縣、千葉縣、神奈

社(Fujicco Co., Ltd.)進行六週實習。

縣各有一座工廠。此

川縣、北海道以及鳥取

食科系同學在暑寒假期間都會至日本各機構進行實

外，在兵庫縣以及埼玉

習，已是該系的特色之一，前往日本實習同學，大部返回

縣各有物流中心，在日

後若有機會也再至日本學習，目前有位食科系同學在日本

本全國有20個營業所。

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中。
食科系近年積極與國際接軌，培養學生國際觀與行動

食品科學系王玟俐與梁家鈴二位
三年級學生至日本フジッコ株式
会社實習

公司產品主要分為豆製品、昆布製品、 即食料理食
品、優格、甜點以及湯底調味料等六大類。每年販售之產

力。除了每年到神戶實習外並到鹿兒島酒廠實習。此外

品以豆製品、昆布製品、 即食料理食品為最主要產品。加

每年有近十多位學生到日本、韓國、泰國實習以及交換留

工煮豆以及昆布為該公司主力產品，在日本知名度甚高。

學，歡迎有志於海外實習學生加入食品科學系行列。

近年在甜點以及優格產品開發方面也相當出名，在日本相

此次暑假，二位學生至工廠實習，學習先進食品製作
流程與嚴謹衛生安全管理。此次拜會公司各部門主管以及

當受到消費者喜愛。此外，子公司「フジッコワイナリー
公司」也生產無過濾之生紅酒。

福井正一社長。福井社長表示歡迎學生到公司實習，且希

該公司產品以注重營養健康為訴求，其加工技術在日

望公司產品能銷售到台灣，並進一步商討與元培醫事科技

本各大食品公司中堪稱為先進者。此外，從1980年起公司

大學共同合作以及學生未來到該公司就業事宜。
フジッコ株式会社(Fujicco Co., Ltd.)，為一家日本股

既開始不使用合成保存料和合成着色料等食品添加物，開

票上市的知名食品公司。總公司位於日本兵庫県神戸市。

並在國內外學會上發表相關研究。

發健康訴求產品與保健食品，且在營養保健方面積極研究

目前公司集團員工人數約為2,200名，每年營業額超過600

食科系舉辦
蜂蜜啤酒釀造實習課程
食品科學系與在地產業及農業人力
資源連結，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
農業改良場-農民學院(養蜂初階班)結
合，舉辦蜂蜜啤酒釀造實習課程，總計

36 位學員參與，每位學員在實習中親自
舉辦蜂蜜啤酒釀造實習課程與學員們
食科系梁主任說明製作程序
操作實驗，獲益滿滿。
進行實作
食科系去年的8月份曾舉辦過蜂蜜啤酒釀造研習課程，
其課程內容涵蓋啤酒釀造原理與自釀設備介紹、蜂蜜啤酒麥汁萃取介紹實作教學及產品品評等，參與學員們對此課
程內容反映相當熱烈，因此延續其活動內容於今年的 8 月
份繼續辦理相關蜂蜜啤酒釀造實習課程活動。
蜂蜜啤酒釀造實習活動課程於 7 月 27 日在元培醫事科
技大學食品科學系食品加工實驗室與教室進行，參與學員
們皆來自全國具有食品、農業背景之農民學院學員共同參
舉辦蜂蜜啤酒釀造實習課程與學員們在實驗室中學習
與，並由食科系主任梁弘人與陳卉婷老師共同講授啤酒起
原-麥汁萃取與釀造實作課程。
活動結束後學員們對於課程內容都反應熱烈，並回應
在實作課程中由食品科學系學生從旁協助學員們進行
可望明年繼續舉辦蜂蜜啤酒釀造實作課程。
釀造實習課程，學員們十分踴躍參與實作課程，除了瞭解
學校發展方向相當重視學校與社區間的融合，食科系
啤酒自造原理以及透過實作教學課程的結合之外，更能夠
以著重教學、實作與社區服務的連繫方式，鼓勵教師與學
明確瞭解許多啤酒釀造其加工過程的原理。
生參與，促進教師與產業界進行互動。
元培校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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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系11名學生
至日本醫院暑期實習
醫放系是學校創校的主系之一，同學至日本及新加坡
學習都已多年，同學們學習後回到學校，在國際觀以及觀
念上都有很大的成長，對他們回校及未來發展助益甚大，
成為醫放系同學們追求目標之一，且經國考通過後都成為
國內外搶手就業人才。
醫放系已連續 4 年榮獲教育部學海築夢

醫放系同學至日本4名學生許勝翔、陳祥平、徐庭安與
周雅婕同學參與日本順天堂大學附設醫院實習郭主任
前往了解合影

計畫，今年有 5 名學生吳尹婷、李宜蓁、蕭

另有 4 名學生許勝翔、陳祥平、徐庭安

怡妙、沈易劼與劉瑞承同學等再度獲得教

與周雅婕同學於 7 月 18 日至 8 月 18 日參與日

育部 106 年度學海築夢計畫補助，赴日本

本順天堂大學附設醫院實習 5 週。順天堂大

東京中央區築地「國立癌症中心中央病院

學成立於1838年，創下許多日本第一：第一

(National Cancer Center, NCC)」實習6週。

所教授西式醫學教育的學校、門診量第一、
第一所獲得國際醫院評鑑(Joint Commission

5 位學生於 7 月 10 日至 8 月 18 日在放射

International, JCI)的大學附設醫院等。醫放

診斷科、放射腫瘤科、核子醫學科等部門

系自2017年1月開始即選派同學參與實習計

實習，同時也於日本東京新宿區「國立國

畫，迄今共有 8 位學生已參與日本順天堂大
際醫療研究病院(National Center for Global 醫放系李佳駿、程馨嫺、張曉
學附設醫院的海外實習。
Health and Medicine, NCGM)」放射診斷科 馨、陳琳雯等4位同學前往日本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國立中央病
實習。國立癌症中心中央病院是日本首屈一
在日本學習期間，同學們於7 月 17 日參
院實習
指的國家級癌症診斷治療醫院，自2014年7
觀了姊妹系駒澤大學的校園開放日，在醫療
月起，醫放系共有25位學生已參與國立癌症中心中央病院

健康部西尾誠示部長的熱忱款待下，同學們更深刻了解日

的海外實習。

本的醫事放射教育。

此外， 2 名學生李裕仁與游旻龍同學再次獲得「日本

近年來醫放系持續推動國際化，鼓勵學生利用寒暑假

昭和大學病院」獎助實習，7月10日至8月18日在放射診斷

進行海外實習，今年共有 23 位同學參與了日本及新加坡

科、放射腫瘤科、核子醫學科等部門實習 6 週。昭和大學

等知名醫院實習。未來將繼續栽培更多的優秀學生參與海

在東京(橫濱)地區有8個附設醫院，醫放系自2016年1月開

外醫院實習，藉由此計畫培養學生們實作與解決問題的能

始即選派同學參與大學病院實習計畫，並獲得昭和大學國

力，幫助學生了解國際職場發展趨勢，進而提昇就業的競

際處安排優質宿舍，迄今共有 8 位學生已參與日本昭和大

爭力。

學附設醫院的海外實習。

醫放系同學5名學生吳尹婷、李宜蓁、蕭怡妙、沈易劼與劉瑞承
同學至日本東京病院實習郭主任前往了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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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放系11位同學至日本參觀了姊妹系駒澤大學的校園開放日
與郭主任合影

系所視窗

食品科學系與台灣養殖漁業基金會
合作開發台灣煙燻鯛魚片
食品科學系與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基金會合作開
發台灣煙燻鯛魚片， 7 月 21 日參加台北世貿展覽館 2017
台灣美食展進行台灣鯛一系列加工產品展覽會，受到消
費者喜愛。
元培食科系主任梁弘人與系兼任教師陳卉婷帶領系
具有相關專業證照的學生們與財團法人台灣養殖漁業基
金會合作開發台灣煙燻鯛魚片加工產品，主要使用蘋果
木以熱燻法進行燻製，由於蘋果木帶有淡淡的天然木材
香並能賦予燻製食品特殊香氣，將台灣鯛本身的土味經
煙燻的香氣而有所改變，成為消費者喜愛的產品。
台灣鯛為淡水魚種，經烹調後帶有土味，市場接受
度低，為了讓台灣鯛有更大的經濟附加價值。目前市面
上幾乎只看得到急速冷凍鯛魚片產品。食科系研發出煙
燻鯛魚片成為新的品種，立即獲得熱烈回響。

食品科學系同學們與台灣養殖漁業基金會合作開發
台灣煙燻鯛魚片在展售區合影
啟滄等，大力推廣台灣鯛一系列產品，元培食科系強調以

今天活動當日食科系研發之煙燻鯛魚片與儂來餐廳黃

煙燻法加工能提升產品價值與競爭力，同時推廣正確的食

景龍主廚合作開發煙燻鯛魚片佐番茄紅醬與煙燻鯛魚三明

品加工概念，食品加工受到食安問題的影響，似乎只要提

治現場烹調，提供給大家試吃反應相當熱烈。

到食品加工，大家都會聯想到人工添加劑，食科系希望藉

活動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署長陳添壽、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副所長張錦宜、全國漁會總幹事林

由這樣的機會能夠提供大家正確的觀念，食品加工不僅只
能用添加物，還是可發展其他加工製程增加產品價值。

食品科學系與台灣養殖漁業基金會合作開發台灣煙燻鯛魚片
元培校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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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移地學習生技系與
醫技系同學至馬來西亞實習
學校十分重視同學移地學習，今年獲 106 年教育部新

常珍惜，同時也很開心學校能夠有這種專業實習的安排，

南向學海築夢經費補助，選送 4 位優秀學生赴馬來西亞，

使得學生可以藉由赴海外實習，掌握國際醫療技術發展新

展開為期 32 天的實習，包括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2 名三

知識，並且能夠藉由實習，親身體驗當地的職場及民情文

年級同學陳秉綱、彭政幃及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2 名三年

化，拓展國際視野，增加國際移動力。

級同學許芷宴、洪浩誠。

近年來，屢獲教育部學海計畫之補助，鼓勵學生們利

最近幾年在教育部補助學海飛揚、學海築夢經費在私

用寒暑假時間至海外實習，除讓學生透過海外實習的機

校中都較多的，今年在新南向學海築夢經費補助中有生物

會，了解當地機構的職場氣氛、禮儀以及紀律外，也讓學

科技暨製藥技術系「新南向馬來西亞製藥產業實務人才實

生能夠實際學習到專業領域之相關知識及技巧，增加學生

習計畫」， 2 名三年級同學陳秉綱、彭政幃於 106年 7 月 16

的實戰經驗，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加強學生之國際競爭

日至 8 月 17 日赴馬來西亞知名藥廠實習；而醫學檢驗生物

力。

技術系「精準醫學檢驗新南向實習計畫」 2 名三年級同學
許芷宴、洪浩誠於106年7月17日至8月17日選送赴馬來西
亞知名機構實習。

同學異地學習包括澳洲、美國、瑞士、德國、新加
坡、日本及大陸，參與異地學習的同學在異地所學都開展
了他們視野及國際觀，同時在讀書上也有新的學習方法，

此次為生技系及醫技系首次選送學生赴馬來西亞實
習，即將赴海外實習的同學對於能有這次的機會，感到非

對同學而言，確實有感不同及視野開拓，是一個非常難得
經驗。

研習講座

學校跨校團隊醫療院所
環境微生物重大發現
醫技系劉明麗教授聯合環境工程衛生系及護理系研究

彰化基督教醫院感染科陳昶華醫師和台大醫院新竹分

團隊，結合靜宜大學資訊工程系，台大新竹分院及彰化基

院感染科郭漢岳主任表示，以先進的基因體定序技術，及

督教醫院研究團隊，歷經3年進行位於新竹及南投4所醫療

大數據庫資料演算法，來解析環境微生物在醫療機構的分

院所的環境菌相探勘，以先進的基因體定序技術及大數據

佈，這樣的跨領域的整合，期待未來可以在台灣感染控制

庫資料演算來解析數百種環境微生物在醫療機構的分布，

提供瞭解醫療機構環境微生物的狀況，減少因為醫療機構

發現空調方式是導致醫院微生物分布差異性最大的原因

環境微生物造成的醫療機構內的感染，進而提高病患照護

之一，此重大發現獲得國際知名Nature 子期刊 Scientific

的醫療品質。

Report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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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研究由元培環境工程衛生系洪雪芬教授團隊進行

劉明麗教授表示：台灣已逐步進入老人化社會，未來

環境採樣後，進入劉明麗教授的實驗室進行樣本處理及定

長照機構，養老院及醫院環境如何影響到高齡者的健康？

序，定序資料交由靜宜大學資訊端林耀鈴教授及元培護理系

醫院的空調過濾系統需要定時更換，建築物的設計及通風

陳櫂豐教授進行數據分析，透過台大及彰基的醫療團隊來做

裝置及清潔方式都是導致醫院環境微生物散佈的重要成

數據判讀，歷經3年的努力，終於完成全台史上第一個利用

因，特別對於常發生於醫院的院內感染菌，大多散佈在具

基因定序技術來完成醫療院所環境菌相探勘的重要研究。

有中央空調的醫療院所環境中，除了每日的清潔消毒要照

劉教授團隊繼2012 年破解全台重要的院內感染包氏不

實進行外，醫院人員的管制及環境監控須落實才能杜絕院

動桿菌基因體後，在2017年再度利用基因體技術應用於醫

內感染發生的頻率。

療環境探勘，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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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講座

雲科大李育憶提出
未來技教的新解方
學校8月31日在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06學年度
第1學期教學研習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前瞻學士學位
學程助理教授李育憶以未來技職教育新解方，提出未來
技職教育以工業式分工量產至協助自造的創客精神與園

國立雲林科大前瞻學士學位學
程助理教授李育憶談未來技教
的新解方

林校長感謝李助理 教授

丁式規劃主義至適性適才的生命發展，打破以往僵化的技

同時除了深化學習課程，也可以協助微型通識課程，

職招生、保送分發及專業系所體制，這樣學生才喜歡上課

讓同學學習，同學們也會學到許多不一樣領域的課程。還

學習，而且務實就業才不致成為廉價勞工。

有多元跨域的專案學習，讓同學真實鍛鍊，以創客實作及

李助理教授提出以雲科大的改變由教務系統及通識教
育改變，成立前瞻學士學位學程為例說明，此學程高度跨

募資平台來創業。當然學習規劃討論，學生自主規劃，多
元場域學習、開創性的機會與資源、企業資源媒合。

領域包括空間跨域、場域跨域、知識跨域、虛實跨域及橏

同學們在此種課程中很辛苦，但學習到很多，也是自

力跨域。以學生適性適才為核心的課程有48學分自由選修

己所喜歡有成就感，且很容易讓企業主發現，而他們就業

的專業化與自由探索、九門實習實作課程、七門多元素養

即很容易及獲得高薪。
未來的前瞻與挑戰，將習慣改革興嚐試、新的社會關

課程及彈性化校定必修課程。
這些課程都能學生喜歡去學習，且課程讓他們會策
展，因此他們都會做得很有趣與實際。當然這些都可以在

係網絡、槓桿式資源及反身式自我証成，都以學生興趣、
志向、能力去做。
李助理教授以適性適才，發揮天賦。

規畫時即設法以團隊去申請中央

為學生量身打造的專案學習模式， 突破技

經費，而加惠於學生。
李助理教授也提出，目前學

職體系的體制框限，所有改變皆適用於全

校都為學生安排實習課程，其實

校師生。開始改變就有無限的發展空間。

有時可以讓學生去找實習單位，

李助理教授以多麼忙不重要，忙什麼最重

也許更能激起他實習的熱忱。當

要做結論。
下午教師課程品保觀摩研習會，分別

然為師者也可以協助同學至中、
高級主管旁當助手學習等。

李助理教授賣力說明

在三個學院進行。

學校邀請楊逸鴻博士
談長期照護趨勢與挑戰

以她經營居家護理中心的原則即是尊重、尊

學校邀請美國楊逸鴻博士談長期照護趨勢與挑戰對創

嚴、私密及安全。當然在照護中在經費支出，政府單位都

業創新經營者的建議，她提出目前台灣在長期照護居家護

是希望支出少些。目前照護一站到位的照護即是有自理部

理及護理之家部分都可以創新創業發展，同時元培培育許

分、居家護理所及護理之家。

多人才，朝創新去做長期照護也十分適合。
楊逸鴻博士目前在美國從事長期照護居家護理中心，

楊博士認為台灣目前正在進行長期照護2.0，也在逐步
有社區、聯里照顧中心，但目前需要再擴大。

楊博士表示，美國的保險制度以私人保險制度聯合與台灣

專任董事蔡雅賢提及目前日本照護中心，都將老人與

健保不一樣，美國對65歲以上百分之百醫療照顧。美國醫

小朋友在一起照顧。楊博士說美國在很久以前即有，因老人

療養老照護趨勢與挑戰，美國分為聯邦醫療服務、各州養

喜歡小孩，在一起照顧很好。同時美國有以大學生照顧老

老服務及軍方人或榮民醫療服務。

人，與老人同住，不需負房租以勞務相抵，但需慎重選擇。

她所經營的長期照護居家護理中心有分為健康老人居

楊博士提出，在長期照護中，目前台灣在居家照護及

住在一間間的住屋，他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若有發生問

護理之家都可以做，要做就需要創新且先做。元培要做是

題需醫療有居家護理所照顧，但該居家護理所照顧不超過

很容易的，就看如何創新創業。此講座 8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100天，另護理之家照顧一天300美金。

在光暉樓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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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元培

學生參加日本亞洲名廚料理人競賽
獲二金一銀

鄭富貴老師做的雞腿捲獲金牌

沈宜妏獲個人冷菜組金獎

楊絜雯個人點心組得銀獎

學校參加 2017 日本亞洲名廚料理人競賽，獲二金一

清除體內廢物，可減少大腸癌發生，而綠竹筍就是具有富

銀加上校友則三金一銀，分別為鄭富貴老師個人熱菜特金

含高纖維且低熱量，纖維細嫩、輕脆可口、甜度高，很適

獎、沈宜妏得個人冷菜組金獎、楊絜雯個人點心組得銀

合在夏天品嚐，可調解夏日的燥熱暑氣。

獎、校友蘇文鍾個人西餐組金獎。

沈宜妏說，選擇採用綠竹筍，除了它是屬於涼性食物

2017 日本亞洲名廚料理人競賽在日本國橫濱， 8 月

之外，就是有一次我看見父親在廚房用了一鍋的綠竹筍來

23、24日兩天舉行，共有日本、馬來西亞、韓國、中華民

做菜，當我品嚐了第一口的確是鮮甜可口的，為了想要瞭

國、香港、澳門及菲律賓7國200人參與。元培鄭富貴老師

解父親在做這道菜時的心情和道理，所以我在想如果再把

帶領三年級同學沈宜妏、楊絜雯參與此次比賽。

綠竹筍改良了，又或者把它們好好的設計一番，那麼搞不

鄭老師表示，元培以健康為主學校，因此他與教導學

好也可以創作出好吃、鮮甜的一道人人皆愛的菜。

生們，在製作與烹調都要以健康為導向，同時以環保為

「夏日粉紅元寶鮮筍」，這道菜取名，綠竹筍呈現三

主，在食材方面如他的熱菜即是需要烹調，但也不是以大

角錐狀，只需取些許來作為裝飾，在刀功上，需無齒狀而

火，以本地食材酪梨、梅子與雞腿肉製作，是一道酪梨梅

呈現完美的三角形，再來上面會配置養生相關的食材，例

子雞腿捲。爽口好吃，酪梨目前是產季，含有11種以上維

如：蝦卵 ...... 等來作為裝飾，簡單又明瞭的這道菜可以讓

生素，吃得不會胖，且健康。

人看出這道就是有關於綠竹筍。

沈宜妏的冷菜以沙拉作法，採台灣寶山綠竹荀為主，
而其點綴在上的為蝦卵，夏日粉紅元寶鮮荀，炎炎夏日，
人們並不適宜太炙熱的食物，俗語說：「竹掃把掃馬路，
竹筍子掃腸肚，體內的環保，筍子不可少。」指的正是竹

楊絜雯個人點心，以水果打成慕斯採層次組合，讓人
看了垂涎三尺。
鄭富貴老師帶領學生的作法，讓評審們都感到是健康
為主的食材，且以台灣本地食材製作，具有本地特色。

筍含有豐富的纖維質，可以促進腸胃的蠕動，幫助消化、

左起沈宜妏鄭富貴老師及楊絜雯獲二金一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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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二金一銀與中華國際美食交流協會理事長尚梅傑
我國代表處及日本協會等人合影

榮譽元培

醫工實習生挑戰全國
不良醫材處理競賽獲佳績
2017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處理競賽在台南成功大學醫學院舉行，有來自全國醫院
醫工師參與競賽，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工系學生蔡尚樺也代表實習單位台北國泰醫
院與桃園天成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醫學工程師組成聯隊參賽，並且榮獲第2名。
蔡尚樺還是在學實習生，在現場與各家醫院經驗豐富的醫工師同場競賽卻毫不
怯場，認真投入比賽，進行案例簡報以及即時臨床問題剖析並提出適當處置方法，
表現可圈可點。
由於醫療器
材用於人體，
直接影響使用者
醫工實習生蔡尚樺表現出色
助隊獲佳績

甚或醫謢人員的
安全，必須通過

更嚴格的查驗程序才能上市，但臨床使用上仍可能出現
危害病人生命的不良事件，例如手術器械原料異常導致
使用時易於斷裂或醫療儀器設計不良導致故障或錯誤顯
示等。如何洞察、分析、處理與通報醫材不良事件考驗
著醫院醫工師的專業素養，而醫院間專業人員的經驗分
享交流將有助於提升醫工師面對臨床不良事件的應變能
力，這也是這項競賽的目的。
這項競賽是由衛生福利部食藥署主辦、中原大學醫
材轉譯中心協辦， (19) 日在台南成功大學醫學院舉行。

國泰天成埔基聯隊獲得第二名

2017醫療器材不良事件處理競賽在成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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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傳承人」二手書活動
每學期開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都舉辦二手書活動，今

員聯合，一起跟學校各系所和行政單位募集舊書和二手物

年主題是記憶傳承人，都吸引不少同學前往參與，讓同

品。讓學長姐的舊書中所留下的筆記和重點記憶留給學弟

學們能在二手書中找到自己所需，同時達到資源回收再利

妹，並期待接收者增加新的記憶與繼續傳承，同時也幫那

用，且將捐出二手物品部分所得與公益結合，幫助弱勢團

些二手物品找到新的歸屬。
同學們看到二手書活動都會前往參與，也有同學因而

體，一舉數得。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二手書活動—「記憶傳承人」，

找到自己所喜歡的書籍。

由元培醫事科大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系學會、行
動科技應用系系學會、醫務管理系系學會聯合舉
辦，9月4日至9月7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9月8日

(五)上午9時至下午1時在光恩樓 B1學生餐廳前廣
場，有興趣同學都可以至現場共襄盛舉。
此活動每學期都由醫技系號召有志一同的社
團共同辦理。主要以二手書及物品等資源回收再
利用，促進全校師生實踐環保概念，進而捐出二
手物品部分所得，同學們也能夠了解資源再利用
及捐贈弱勢團體的意義。
學校三系之系學會總召們表示，為推廣環保
概念和資源回收再利用，因此三系系學會工作人

學校與私立東方工商
簽訂策略聯盟及參訪

元培醫事科大同學們參與二手書活動書籍琳瑯滿目

結合兩校師資、課程和設備等資源外，將有更深

學校與私立東方工商8月21日在光宇藝術

入合作，在此次參訪後都將進行研商。

中心簽訂策略聯盟及參訪活動，東方工商

簽訂策略聯盟後，東方工商等一行在

由名譽董事長陸劍霞及校長李崇懿帶領學

林校長等陪同參觀影像醫學博物館、臨床

校主管一行18人至元培參訪及簽訂策略聯

技能中心，同時學校安排為東方工商師長

盟，以及更進一步研商兩校合作事宜。

進行骨質檢測及視力檢測、體脂肪檢測等，

校長林志城表示，學校與東方工商十分相
同都不是財團所成立的學校，因此兩校在
未來創新與改革上更容易，元

也體驗元培茶創中心。
林校長與東方工商李校長簽約

培有意在台北成立元培分部，
也至台北看了許多學校，與東
方工商也合作得很好，期望能
夠有機會再進一步產學合作。
東方工商校長李崇懿表
示，與元培合作期間，雙方都
會很好的合作模式，因此兩校
簽訂策略聯盟，為有效運用兩
校資源，落實區域均質發展，
與東方工商簽訂策略聯盟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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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師生參與世大運
工作及志工行列
學校同學參與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工作及志工行
列，應英系一年級陳佳歆同學則在游泳項目中工作，另
外學校參與志工服務22人，元培同學對能在台北世界大
學運動會服務都感到意義甚大。

2017年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於2017年8月19日至8月
30日舉行。應英系一年級陳佳歆同學經遴選至游泳項目
服務。陳佳歆同學在今年新竹市運動會大專社會女子組
榮獲50蝶第六名與50自由式第七名。
學校為響應世大運活動，積極招募志工同學參與世大

志工參與世大運志工行列
工交流互動的舞台，增加彼此不一樣的價值觀。」

運志工服務，同時學校也鼓勵本校世大運志工同積極在服

「元來就是你！」元培世大運志工交流活動除了鼓勵

務空檔時與他校志工、社會志工及選手進行交流活動，因

志工同學於於世大運服務期間勇於與不同對象進行交流

此藉此機會舉辦『元來就是你！』元培世大運志工交流活

外，也在社群軟體FB成立「元培世大運志工」粉絲團，替

動，鼓勵校內學生可以熱烈參與志工服務，並且展現國際

本校志工同學進行聲援與加油打氣，歡迎大家到「元培世

觀與國際移動力。

大運志工粉絲團」點讚，給予學校志工同學強力的支持。

在參與世大運志工活動前，每位志工同學都必須參加

相信透過「世大運」與「元來就是你！」兩項活動相

世大運所培訓之志工特殊訓練，同時針對不同的服務內容進

輔相成之下，志工同學們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語言能力和

行不同的志工服務說明課程，而學校志工同學都是元培大學

自信，還可以交到新朋友。

裡出色的服務志工，不但通過了特殊志工訓練，並且利用暑
假進行志工服務課程培訓與前往不同比賽場館進行服務。
世大運志工鄒同學表示：「此次的世大運活動不僅是

明（19）日即是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的開幕日，在忘
情的幫選手加油的同時，也請給予這些熱情的志工們一點
的掌聲與鼓勵吧！

一項國際運動賽會，還是一個可以與其他選手以及各校志

國際志工印尼行出發了
學校印尼國際志工隊，志工學生5人與中華民國紅十字

國際志工由學務處領導知能服務學習中心帶領5位志工

會苗栗支會再度前往印尼棉蘭地區服務。8月2日至11日前

學生，包括餐管系吳蓓欣、護理系盧怡潔、食科系鄭奕佳、

往服務包含菩提樂園安養院老人健康關懷及衛生教育、南

醫管系陳愷唯、餐管系張曉琪，8月2日至11日前往印尼棉蘭

洋之暉學校生命教育、衛生教育、CPR等。

服務，服務內容包含：菩提樂園安養院老人健康關懷及衛生
教育、南洋之暉學校生命教育、衛生教育、CPR等。
國際志工學生，經過7月份的大集訓，包含急救教學、

CPR+AED的訓練及全員團隊默契培養，對此次服務都抱
有很大的期待，希望他們帶給棉蘭地區民眾的服務可以有
效的幫助到他人。
護理系的盧怡潔同學已是第二次前往印尼服務：「我
覺得再一次前來服務除了再次感受當地的風土民情，也能
有不一樣的體驗，我也能在次付出我的愛心與熱情，我喜
歡服務，不只是幫助別人，從他們對我的回應，其實我也
能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相信透過服務，同學們也能有所成長，反思台灣的好
與方便，讓他們更懂得珍惜所擁有的。同時也感謝學校
對志工同學的支持，讓學生能在服務之於，也能提升國際
國際志工出發至印尼

觀，展現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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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脈

學校成立影像醫學應用中心
偉信致贈MRI一台
學校與偉信儀器公司產學合作，8月17日下午簽訂合作

周宜宏教授表示，偉信楊董事長也是好友，偉信在儀

事宜，偉信儀器公司董事長楊炤昌致贈MRI乙台約2000多

器設施上給醫院及學校都有很多的資源協助，他由醫院來

萬元，給學校成立影像醫學應用中心。該中心除了教學、研

到學校，看到學校將成立影像醫學應用中心，相信此中心

究外，並朝以元培醫事科大為中心成為亞太地區訓練中心。

將會有更多的教學發展及如創校人的窮理研幾的研究。學

校長林志城表示，此次與偉信儀器公司產學合作，偉

生們在學習後能夠貢獻台灣社會。

信儀器公司致贈MRI乙台約2000多萬元，在九月學校即可

醫放系老師蕭文田表示，影像醫學應用中心設置在影

成立影像醫學應用中心。原此中心早即將成立，但在功能

醫館一樓，佔地面積87多坪，將作為學校日立集團之間合

性有待商榷， 8 月在醫護學院院長劉中和及醫放系主任郭

作，產學合作則由元培與偉信，內有MRI、CT室。有研究

瓊文、蕭文田老師說明以教學為主，即決定盡速成立。

與教學，在此兩方面都可以做系內、跨系及產學參訪、臨

偉信儀器公司董事長楊炤昌表示，他剛參觀校史館，
即感概良多，30年前創校人成立學校醫放系，那時他也曾

床實驗等。期望未來成立以元培醫事科大為中心的亞太地
區訓練中心。資源共享及研究發展。

了解，後自己在大陸發展，現返回再與學校合作，即是續
前緣，未來會與學校密切合作。

林校長與偉信儀器公司楊董事長簽訂產學合作

林校長與偉信儀器公司楊董事長簽訂產學合作醫放系郭主任等合影

林校長與偉信儀器公司楊董事長簽訂產學合作與會師長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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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櫥窗

「這夏有藝思」兒童藝術體驗營
培養學童多才多藝道好品德
光宇藝術中心每年暑假舉辦兒童藝術體驗營隊，今年以本校特色科系結合藝術活
動，參加學童在三天活動中學會包括製作止癢膏、茶點烘焙、泡茶及品茶等生活美學
課程，開心的滿載而歸，參與成果發表的家長們對於本校發揮特色推動藝術教育也多
所肯定。
由光宇藝術中心主辦的兒童藝術體驗營於 7/3至7/5舉辦，已連續舉辦九年的營隊
課程推陳出新，主打大學特色科系結合藝術教育，內容豐富多元，有輕鬆入門的音樂
課－陶笛，也有蝶古巴特創作，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學童們三天活動中有時間就
練習，在營隊結束前每個學童都能上台吹
奏，也帶回自己的作品，非常有成就感。
另外，學童們也分別到本校茶創中心
辦泡茶比賽，榮獲第一名的學童得到本校
茶葉禮盒獎品，很高興的表示回家就要泡

在成果發表會上表演陶笛吹奏
夏令營學童在茶創中心學習泡茶

▲

認識茶葉種類，以及泡茶的技巧，並且舉

茶給爸爸媽媽喝！而在生技製藥系則學會利
用不同的材料製作止癢膏，在餐管系烘焙教
室做手工餅乾及奶酪更是小朋友最愛，在視光系則
進行視力檢測及視力保健知識競賽，都非常吸引學
童，課堂中孩子們時有時專注、有時熱烈討論也不
乏手忙腳亂的場面，但都充滿歡樂笑聲。
藝術中心透過培訓大學生帶領國小學童進行藝
術與品德教育活動，將本校特色融入活動中，鼓勵
學童創作表現自我的同時，學習尊重與包容，禮
貌對待他人與環境，今年活動一推出就吸引家長報
名，僅開放一天就額滿，活動結束後也紛紛詢問如
何參加明年度活動，藝術中心也期待未來有更多學
童能參與這項活動。

學童專心的認識材料學做止癢膏

展現蝶古巴特創作作品

活動結束與參加成果發表的家長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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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領導知能服務學習中心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活動
日期∕時間

主題

地點∕對象

09月09 日∕07:00-11:30

深耕志工活動-新月沙灣淨灘趣~

新月沙灣∕全校學生

09月18日

106學年度甲種生活助學金申請截止

符合資格者

09月21 日∕10:00-12:00

青年領袖講座-林昕臨∕出框「出走海外只為一次無悔的
青春」

光禧國際會議廳∕全校學生

09月23日∕07:00-12:00

分享感動-慢飛兒關懷活動

愛恆啟能中心∕志工同學

09月25-10月25日

招募106(2)勞作教育小組長

全校學生

09月27日∼12月22日

招募2018元培泰北國際志工隊

全校學生

09月28日∕13:00-15:00

校園講座-吳明興∕「桌遊」社區動員到團隊組成

光禧國際會議廳∕全校學生

10月11日∕15:00-17:00

青年領袖講座-水ㄤ、水某跟著電影找回面對世界的勇氣

光禧國際會議廳∕全校師生

10月14日∼10月15日∕08:00-17:00

衛教類-志工特殊訓練研習會

健康中心∕全校學生

10月31日

青年領袖-校外參訪活動

全校學生

11月02日∕10:00-12:00

青年領袖講座-陳聖元∕抓緊腳步-就成為你所想成為的人

光禧國際會議廳∕全校師生

11月09日∕10:00-12:00

校園講座-徐筠茹∕談台灣的閹雞人文與社會：歷史、文
化、技術

光禧國際會議廳∕全校師生

11月12日

績優志工嘉年華

優秀志工

12月10日

106年親子田野嘉年華

全校師生

12月12日∼12月15日

服務學習成果發表展

全校師生

12月12日∼12月15日

服務學習績優志工表揚會

優秀志工

107年01月

2018元培泰北國際志工隊出隊

志工同學

課指組106學年度活動一覽表
時間

主題

地點

09月13日 (星期三) 17:30-20:00

社團負責人期初全員大會

10月11日 (星期三) 13:00-17:00

校內社團評鑑

10月12日 (星期三) 18:00-21:00

元音盃初賽

11月04日 (星期六)

1. 53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園遊會
2. 元音盃決賽

11月29日 (星期三) 17:30-20:00

社團負責人期末全員大會

12月18-22日 (星期一至五)

聖誕週

光恩國際會議廳
光禧大禮堂
光禧國際會議廳

光恩國際會議廳
圓形廣場

衛生保健組106學年度活動一覽表
日期

時間

9月12日 (星期二)

10:00-16:30

捐血活動

9月13日 (星期三)

10:00-11:00
11.00-12:00

口腔衛生教育講座∕日四技醫管系一年級、高齡學程1-1、日四技醫
放一年級同學共同參與

光禧國際會議廳

9月16-17日
(星期六、日)

08:00-18:00

急救員訓練班(第一梯) 自開學日即開放報名，額滿截止(共35名)；
報名請攜帶1吋相片2張，書本+證照費400元，現場需填寫中英文姓
名等個人基本資料

健康管理中心
二樓

9月19日 (星期二)

12:00-13:00

衛生股長期初會議
請日四技、二技各班衛生股長準時參加

08:10-19:00

健康報告說明會暨血壓複檢

17:30-18:30

健康瑜珈班

集賢樓B1
舞蹈教室辦理

10月14-15日
(星期六、日)

08:00-18:00

急救員訓練班(第二梯)∕開學日即開放報名，額滿截止(共35名)；報
名請攜帶1吋相片2張，書本+證照費400元，現場需填寫中英文姓名
等個人基本資料。

健康管理中心
二樓

10月30日至11月3日
(星期一至五)

12:00-13:00

生活零食含油量展示會暨有獎徵答

光恩樓B1
餐廳前廣場

11月6-10日
(星期一至五)

12:00-13:00

常見飲品含糖量展示會暨有獎徵答

光恩樓B1
餐廳前廣場

10月2-20日
(星期一至六)
10月5日至11月23日
(每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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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地點
校門口

光禧國際會議廳
一年級
各班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