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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YouBike 新站之一元培站
在學校停車場已啟用

元培 YouBike 站

新竹市府 YouBike 三個新站元培學校站、交通大
學暨樹林頭公園，3 月 30 日啟用，元培提供 YouBike
設置地點在學校機車停車場，啟用後，同學們可以充
分利用，鄰近玄奘大學及附近民眾也可以使用，甚為
方便。許多同學都已分別在充分使用中。
學校對市長林智堅能夠重視學生的交通問題，在
學校提供的機車停車場設置 YouBike 場地之用，方便
同學也方便臨近學校同學及社區民眾使用，十分感謝。
同學使用 YouBike 都對於在學校校門口前即可以
騎，對學生至新庄及三姓橋站都很方便，增加他們使
用率。
副校長蔡世傑、總務長傅祖勳並參與市府 3 月 29
日在國立交通大學舉行新三站的啟用典禮，同時與林
市長等騎著 YouBike 在交大校園走走。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YouBike 新站，校長林志城自
三姓橋車站開站後，就一直期望市府能夠針對元培街
交通問題重視，並多次向市長林智堅反映，市府也提
出將有替代道路，但道路工程時間較長。

目前三姓橋車站前有 YouBike 站，林校長也向林
市長建議能在元培設置 YouBike 站，在學校提供地點
終獲得設置，並在 3 月 30 日啟用。元培站不僅服務該
校學生，也服務玄奘大學及社區民眾，學校往返三姓
橋車站，除了公車多一項 YouBike 交通工具選擇，提
升交通的機動性與方便性。
元培校園綠化達 80% 以上，校園內有各種花木，
值得大家至校園走走，且有個環山道路都是可以讓大
家去走。另外青青草原也在附近，若要走遠也可以至
香山車站，都可以騎著 YouBike 前往，過著慢活的生
活，附近美食也很多，如 LUAU pizza、還有 17 公里
有許多小吃，都值得一遊。市府也在推香山微旅行，
即可騎著 YouBike 走一走，看看香山地區的美。
新竹市交通處表示，去 (105) 年完成公共自行車
30 站，跨及東區、南區、北區及香山區，今年預計新
增 15 站，將朝增加站點密度方向設站，目標平均每
800-1000 公尺即有一租賃站，方便市民在新竹市悠遊
漫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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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舉辦第 10 屆國際學生
學術研討會及姐妹校交流

2017 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貴賓合影

本次為第 10 屆的國際性學生學術交流活動，學校國
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3 月 24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光恩
國際會議廳進行，8 國 18 所學校師生參加，每一年都能
提供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一個廣泛交流的機會。同時分別
邀請學校邱文達講座教授、德國柏 應用科技大學副校長
Matthias Reinhard Knaut, Prof. Dr. phil、日本靜岡縣立大學
口腔衛生科 Miyuki KIBAYASHI R.D.H.,Ph.D. 主講。
今年的發表會以「健康福祉」為主軸，共計有 61 篇
探討健康管理、醫學工程、公共衛生、生物技術、醫療資
訊、生命科學、健康照護及生技製藥等 8 種領域之科學與
技術，其中國外姐妹校 33 篇及元培學生 28 篇。
校長林志城致詞歡迎 8 國 18 所學校師生前來參加學
校己辦 10 屆的國際性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大家在互相
交流中能夠了解目前各國健康福祉的走向，彼此認知與接
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副署長游麗惠表示，她負責
國民健康促進，為因應老齡化及長照服務，推動 9 個核心
能力，包括領導能力等，
以達健康促進服務。
學校邱文達講座
教 授， 前 衛 福 部 部 長
主 講 2017 Global core
competencies for health
services 健康服務的全球
核心能力，他提出在今
年起健康服務在全球都
特別重要。此核心能力
包括五大項有領導、溝
通、專業、環境、事業。
2017 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前衛福部長邱文達演講
邱 講 座 教 授 說， 領
導人換了都有所改變，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及現總統川普，即在領導觀點及內涵就
不相同，當然重要在於文化，領導人文化素養也甚為重
要。溝通能力也是因人而異，不過都會有一定的中心主
軸。專業素養以及不斷學習也是很需要，再加上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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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環境上也是有時間與空間的差異等。在事業的目的與
方向都需要作適當調整。
在健康服務的五大核心能力，都將會朝著更好的方
向去做，達到民眾所需的健康服務。
接著德國柏林應用
科技大學副校長 Matthias
Reinhard Knaut, Prof. Dr.
phil. 主 講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as
part of a higher-education
strategy in Germany 及日
本靜岡縣立大學口腔衛
生科 Miyuki KIBAYASHI
R.D.H.,Ph.D. 主 講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sticatory Ability and 2017 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衛生
Health 進 行 演 講， 下 午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游麗惠副署長致詞
將進行 61 篇口頭論文發
表 ( 校內 28 篇及國外 33 篇 )，歡迎全校師生研究生共襄
盛舉。
一年一度的元培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每年都
有多國前來共同參與，今年也不例外有 8 國 18 所學校師
生參加，大陸 9 所四川大學、安徽農業大學、南通大學、
皖南醫學院、福建中醫藥大學、遵義師範學院、遵義醫學
院、貴陽中醫學院、福建醫科大學、日本 2 所日本國際醫
療福祉大學、日本靜岡縣立大學口腔衛生科、德國柏林應
用科技大學、韓國忠北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菲律賓
聖保羅大學、泰國國王大學、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及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等學校的相關領域學生一同進行研討，除了
在學術上可以相互交流學習外，亦可強化師生之國際視
野，提升學校師生瞭解各國大健康產業發展的實務經驗，
並增加台灣與新竹縣 / 市政府的國際能見度。
下午五時半為國際學生安排在富士森進行晚宴，有學
生社團熱舞社、街舞社、魔術社、琵琶演奏、團康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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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次年會暨國際醫學影
像學術研討會放射師們傳承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歷屆理事長與參與各國代表合影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與學校主辦「第 50 次年
會學術研討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The
50th Annual Meeting of TWSRT and the International
Joint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暨 第
十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今（26）日上午 9 時
在新竹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光禧大禮堂舉行開幕式，
國際放射技師會總會（ISRRT）執行長 Mr.Dimitris
Katsifarakis 與 13 個國家、2000 位各國醫事放射領
域專家將參加盛會，為臺灣少有具國際等級 NGO 組
織中最高規格的重大活動。
今年年會的主題是「醫事放射承先啟後，邁向
下一個璀璨 50 (Towards NewHorizons-Challenges for
Radiological Technology for The Next 50 Years)」。在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50 年暨國際醫學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50 年暨國際醫學
歷屆理事長合影中，由第 17 屆理事長郭瓊文與第 9
影像學術研討會林智堅市長致詞
影像學術研討會柯建銘立委致詞
至 11 屆前理事長陳富都前來扶著稍有不便第四至八
培醫事科大林志城校長、國際放射技師會總會（ISRRT）
屆杜慶燻前理事長，場面感動，這就是是傳承。
執行長 Mr.Dimitris Katsifarakis、原委會副主委邱賜聰、
開幕式由郭瓊文理事長元培醫事科大醫放系主任、元
衛福部醫事司司長石崇良、外交部副參事陳剛毅、第 9 至
11 屆前理事長陳富都華夏科大校長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蕭佳吉等分別致詞。
他們除了表示，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與元培醫事科
技大學主辦「第 50 次年會學術研討會暨國際醫學影像學
術研討會」（The 50th Annual Meeting of TWSRT and the
International JointConference of Radiological Technologists）
暨第十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很高興大家前來共襄盛
舉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50 次年會。同時祝該會生日快
樂。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50 年，由 1968 年成立，讓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50 年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50 年
醫放管理法納入法制，且使得醫放技術成為國考、醫放師
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
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
法立以及我國成為國際放射技師會總會（ISRRT）成員，
外交部副參事陳致詞
原委會副主委邱賜聰致詞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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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醫放領域人員努力的成果。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將
再朝向另一個 50 年邁進，深信更茁壯以及更精彩。
接著由中華民國醫放師公會全國合會副理事長蘇茂
源以創會 50 年的歷史與未來，接著由中華民國防疫學會
理事長醫院感染的實務作為、呂秋遠律師犯罪率最高的職
業演講、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理事林育駿、劉明祥博士
以鑑往知來 放射診斷之過去與未來、台大醫院核子學部
技術長黃奕琿以核子醫學領域之過去與未來演講。同時在
光恩國際會議廳有原能會輻射防護處副處長廖家群談輻
射防護之鑑往知來，會員代表大會。以及多場論文口頭報
告。

國際醫放師總會執行長
Mr.Dimitris Katsifrakis 致詞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理事長郭瓊文致詞

兩天的學術活動，除學術論文
發表、感染控制課程與輻射防護課
程、圓桌論壇會議、醫療儀器最新
發展介紹以及大會專題演講。
25 日歡迎晚宴於新竹芙洛麗飯
店，十分熱烈，各國穿著各國禮服
參與，市長林智堅、立委柯建銘參
加致詞。且邀請三民國小國樂團、
頭角原住民文化藝團表演。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50 年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現場一角

中華民國醫放學會 50 年暨國際醫學影像學術研討會現場熱烈情況

人權教育講座經驗分享
學校 105 第 2 學期人權教育講座活動，學務處特別
於 3 月 21 日邀請「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許雅琛理事長
擔任講座，世界人權宣言 30 條中最重要的就是負責任。
並安排美國人權大使 WD-HAN 樂團四位外國朋友到校實
施經驗分享，並現場演唱表演，過程中與同學互動極佳。
美國人權大使在課堂上經驗分享，特別就其在印度所
見，拍攝之小女孩在貧困瓦礫中的照片，強調印度人民生
活困苦，無法滿足讀書需求，讓同學了解受教權的可貴，
並要同學慶幸自己生活在安全無虞的環境台灣，珍惜安全
居住權的權利。
本次活動讓同學了解我們天生自由而且平等；你不
管到哪裡，都有權利；每個人都有生存、隱私和表達的權
利等等人權相關議題，讓同學獲益良多。
許理事長還特別強調，世界人權宣言 30 條中最重要
的就是負責任，就像工作時沒有負責任，老闆沒有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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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沒辦法享受福利一樣，並不是只是一味的要求權利，
而忽略了負責任的義務，讓同學了解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對
等關，最後在歡欣及收獲滿滿的氣氛中，大家合影活動圓
滿結束。

學校人權教育講座表演

焦點新聞

2017 元夢飛翔校園徵才活動
師級有執照 6 萬元等你
學 校 年 度 職 涯 重 頭 戲「2017 元 夢 飛 翔 校 園 徵 才 活
動」，3 月 29、30 日兩天熱鬧登場，66 家廠商、釋出 3,554
個正式職缺機會，今天 30 多家全國各大醫療院所在現場
為同學說明，由於各大醫療院所需要人才多，在現場都十
分賣力為同學解說，希望他們能加入行列。
校長林志城表示，元培學生要有自信，所培育出同
學都是師級，只要有執照，待遇與清交台大碩士畢業薪水
相等，有些甚致可以高達 6 萬元。
林校長強調，此次元夢飛翔校園徵才活動如火如荼
展開，首日醫護類族群搶同學甚激烈，各大醫療院都針對
醫護等人才需求量大，想盡辦法期望同學加入行列。健康
/ 管理類群也將有很多好職缺，同學們都可以選擇。
市府勞
工處處長黃
錦源、新竹
就業中心主
任胡國華、
中華民國護
理師護士公
會全國聯合
元夢飛翔校園徵才護理師多搶手
會高靖秋理
醫院多人服務與說明
事長、惇敘
工商家長會長王恩惠也分別致詞對元培栽培人才，就業機
會都十分高，且有多份工作等著。
同學們在各大醫療院所都甚受歡迎，各醫療院所為
同學們十分賣力解說，期望同學能加入他們行列，同學們
也認為自己就讀系有所發展及就業機會，都對自己的所學
感到是正確的。
另外西門醫療設備有限公司、合家康醫療器材有限
公司、柯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也對元培的人才有興趣，特
來設攤，同學們在醫材方面就業機會甚多，西門醫療設備
有限公司目前也用了許多元培畢業同學。
29 日醫療服務類群率先登場，30 多家醫療院所，如
臺大醫院、馬偕紀念醫院、國泰綜合醫院、慈濟醫院、耕
莘醫院、為恭紀念醫院、東元綜合醫院、大千綜合醫院、
三軍總醫院、聯合醫院等等，均釋出醫護人員、藥師、
醫檢師、放射師、檢驗師、生殖醫學諮詢師等專業醫療、
護理、醫技人員的職缺。此外，醫療設備服務業、醫療儀
器業，如西門醫療設備有限公司、合家康醫療器材有限公
司、柯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等釋出專業技術工程師與業務
相關的職缺，爭取元培醫大具醫療相關背景結合醫事技
術、科技、營運管理等跨領域專業的學生。
30 日健康 / 管理類群，30 多家光學、醫美、資訊科
技和餐旅服務廠商與會，同時與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進行策略聯盟簽約。校長林志城與茵康國際會議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政典進行策略聯盟簽約，雙方在

簽約後將互
相合作與交
流。
國立新
竹高商校長
黃 開 成 表
校長林志城與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示，元培林
總經理吳政典進行策略聯盟簽約
校長對學校
學生關心有加，且對學生就業更是重視，元培學生有福
了。他到新竹高商多次，關注甚多，學校感謝。
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政典、得
恩堂眼鏡有限公司教育訓練處處長李佳蓮、祥鳳國際行銷
有限公司經理張金滿均表示，元培栽培許多學生，且非常
讓業界喜歡，期望有更多學子能夠加入業界行列。
健康 / 管理類群特別是視光人才，因視光法通過，且
加入國考行列，視光人才也成為搶手，其中仁愛眼鏡公司
派視光系校友回校邀請學弟妹參與行列。
健康 / 管理類群，也是 30 多家光學、醫美、資訊科
技和餐旅服務廠商，如大學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寶島
眼鏡、仁愛眼鏡等均釋出視光師、驗光師職缺；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則需要化學助理分析師、微生物助理分
析師、微生物醫檢師等專業檢驗人員。資訊科技業方面，
勵威電子、暐雋有限公司、巨匠電腦等釋出電腦相關資訊
人員與工程師職缺；餐飲旅館、旅遊業則有煙波大飯店、
芙洛麗精品飯店、喜來登飯店、春水堂、揚悅旅館股份有
限公司等為元培學子廣開各領域的職業大門，爭取同行、
共創新視野的道路。
為結合學校五創之創業理念，特地安排校友台灣魔術
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韋恩魔術師所設計的「夢想桌漂浮」
表演，一起祝福勉勵畢業生在未來逐夢的道路上，大膽嘗
試、踏實前進，創造出專屬自己的天地，恣意翱翔。
今年校園徵才活動，主打「元夢飛翔」取「圓夢飛翔」
的諧音，希望學生能帶著夢想前進並勇於實踐，到職場上
展翅飛翔。
另外，也從校園徵才當天起，固定安排業界資歷深
厚的職涯顧問和諮商心理師入校駐點，提供專業職涯諮詢
服務，力求在每個環節為學生提供完整裝備，以全方面提
升、鍛造求職競爭力，幫助學生在踏出校門前，就能掌握
卓越超群實力，取得社會新鮮人就業門票。真心期盼元培
學子們的未
來，蓬勃發
展、展翅高
飛、「 元 夢
飛翔」。

韋恩所設計的「夢想桌漂浮」表演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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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醫事科大等 5 所大學
與竹市府聯合徵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等 5 所大學與新竹市政府，3 月 3
日聯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與舉辦「勇往職前
創薪未來」校園博覽會系列活動記者會，新竹市長林智堅
表示，未來新竹市政府會持續努力，連結中央及各大專院
校資源，提供青年學子最佳的就業環境與機會，讓畢業同
學留在這個充滿競爭力與希望的城市。
林市長強調，新竹市有 5 所頂尖大學，非常肯定每
年辦理就業博覽會的成效，呼籲畢業青年及待業青年踴躍
參與各校就業博覽會，今年是第二度整合各大學就業博覽
會資源，進行聯合宣傳，讓更多畢業生了解校園就業博覽
會訊息，增加就業機會。
元培醫事科大校長林志城受邀致詞，司儀特別以創
校人的座右銘：「時間是我們的生命、健康是我們的資
本、風格是我們的財富」介紹學校特色並歡迎校長代表各
校致詞，林校長表示 106 年度學校以「元夢飛翔」為校園

2017 校園就業博覽會記者會在市府與會者以灌溉就業樹苗展開

徵才活動主軸，主要
是希望學生能帶著夢
想前進並勇於實踐，
到職場上展翅飛翔。
3 月 29 日為醫療服務
產業、3 月 30 日為健
康與管理產業，同學
可以跨領域選擇就業
機會，有許多系畢業
同學都是高薪就業，
如護理系、生物科技
暨製藥技術系、視光
系等畢業，考上護理
師都是多所醫療院所
爭取人才，月薪都在
4 萬 2 千 起 跳； 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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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校園就業博覽會記者會林校長
林學務長及楊主任與林市長合影

驗光師，月薪甚至達 6 萬左右，歡迎新竹市民踴躍參加學
校校園徵才活動。
學校學務長林佩芬及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楊幸怜也一同出席記者會。
學校元夢飛翔 -2017 校園徵才活動相關訊息，可連結：
http://career.ypu.edu.tw/files/11-1051-5473.php?Lang=zhtw，自首頁連結 2017 校園徵才活動，若有相關疑問，可
洽詢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 光恩樓 N112) 黃老師 036102244、廖老師 03-6102241。
新竹市 106 年度校園就業博覽會從 3 月開始起跑，
由交通大學、清華大學與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打頭陣，將有
服務、電子、傳產、資訊、管理及醫療等廠商進駐。4 月
至 5 月則由玄奘大學、中華大學接棒，主力在服務、電子、
傳產等產業。

林校長參與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化入學博覽會按球啟動合影

焦點新聞

學校參加 2017 多元
入學博覽會攤位高朋滿座

林校長與學校師生參與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化入學博覽會合影

2017 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化入學博覽會，2 月 25.26
日兩天在台灣大學體育館進行，與會高中生參與十分踴
躍，元培在校長林志城帶領下在元培攤位中十分積極為高
中生解說，兩天來高中同學至元培攤位都擠得水洩不通，
師生賣力解說，護理系、視光系及生技暨製藥系同學都忙
著為大家量血壓測視力及皮膚等，忙得不亦樂乎。
林校長在開幕式中
表示，元培是第一所成立
的醫事學校，學校以大健
康產業為主的學校，相當
具有特色，至元培就讀四
年即可以高薪就業。並提
出踏出第一醫部，選擇好
出路。隨即與參與其他學
校校長共同啟動博覽會轉
球，博覽會展開。
林校長與學校師生即
在元培攤位上為參與高中
同學及家長說明元培的特
色，由於師生共同賣力說
明以及為與會者進行量血
壓、檢驗視力及測量皮膚
等，因此吸引許多高中生
及家長前來攤位參與，元
學校參與大學暨技職校院
多元化入學博覽會攤位擠滿人潮 培攤位都是高朋滿座，林
校長及師長更是努力為學
生及家長解說，讓他們了解元培特色等。
學生的健康站也是不斷為與會同學及家長們進行健
康初體驗，同學們都感到一方面可以了解學校特色，另一
方面也能夠初步了解自己的身體，都感到一舉兩得。

兩天的博覽會，元培師生確實都卬足全力，為與會
者做最佳的行銷，許多高中生對元培有新的了解，且願意
加入行列。今年元培也在繁星學校之一，更期望高中同學
能夠參與元培大家庭行列。

林校長在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化入學博覽會上致詞

林校長參與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化入學博覽會為高中同學解說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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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太陽照服公司
將提供獎學金至日本學習
日本太陽照服股份有限公司與學校簽約合作，該公司
社長安藤政弘表示，同學有需要至日本學習社會福祉師，
將提供日幣 200 萬獎學金，在日本學習兩年拿到執照，再
至公司服務。
日本太陽照服股份有限公司社長安藤政弘 3 月 24 日
下午至學校與校長林志城、講座教授邱文達、董事會執行
董事蔡雅賢、國際長黃曉令等研商雙方未來進一步合作事
宜，該公司表示，他們可以提供日幣 200 萬獎學金，同時
在每週在公司工讀 28 小時做為生活費，在日本學習兩年
拿到執照，再至公司服務。
至於詳細說明會，該公司安藤社長有員工二人都在
台北，屆時將可以辦理說明會，讓同學更為了解。
林校長表示，學校與日本餐飲等單位實習機構至日本
學習，都是半年至一年，且日本機構並支付薪水。目前日

日本太陽照服股份有限公司安藤社長
談台灣長期照護之發展學生等聆聽

姐妹校西九州大學學生
高祖雅吉永桃子至學校學習
姐妹校西九州大學學生高祖雅、吉永桃子至學校學
習兩週，她們首次出國即到台灣元培，她們表示，倆人都
對台灣喜愛，因此在獎學金下結伴至姐妹校學習，體認異
國文化。目前來台第三天就讓他們看到台灣的美，他們會
珍惜這短暫兩週的學習。
食科系系主任梁弘仁表示，該系也有同學至西九州
大學學習，而西九州大學一年級生活福祉科同學高祖雅、
吉永桃子首次出國，即選擇至元培，該系十分歡迎外，並
安排讓她們除了在食科系上課外，也會至健康休閒系、生
技製藥系、餐管系及護理系上課。
高祖雅、吉永桃子說，她們知道來此上課，在語言
上很辛苦，但她們願意來，主要也是要體驗異國文化的樂
趣，對食科系安排緊湊的上課等，她們十分感謝，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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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太陽照服股份有限公司安藤社長
與林校長邱講座教授等談合作事宜

本太陽照護公司在台北林口、龍潭等地都有公司投資做長
照工作，不妨也可以至學校附近進行一個建設長照設施，
學校同學學習照護者前往實習等都對雙方更有利。
安藤政弘表示，該公司在日本仙台及山形縣設置長
照、失智照護及醫療診所等三方面，同時也在越南培育
照護人才等，以提升照護概念。目前台灣對
於長期照護方面由 1.0 至 2.0，在照護人力相
當欠缺，且機構也不多，使用外勞在素質上
也低，因此若在此方面要提升，除了培育照
護人才，而且台灣父母觀念也要改變，不宜
停留在以前觀念，讓孩子能學習新的照護概
念。
安藤政弘為學生以日本企業觀點分析台
灣長期照護之發展重點，提出亞洲國家人口
老化速度特別快與歐洲比，更是驚人，因此
長照方面需求更多與大，如何能提供老人在
安全舒適環境下安老是未來趨勢。

是一個難得學習機會，她們會珍惜。
她們今天上午至光宇藝術中心看了顏玉秋的書法及
青花瓷展，她們對書法也略學了一些，看了很喜歡。
她們除了安排學習課程外，也會安排她們至新竹內
灣及台北地區遊覽，食科系特安排同學陪伴，讓她們此次
學習之旅更豐富。

姐妹校西九州大學一年級兩位同學
至元培上課二週與梁主任及同學合影

國際兩岸交流

桂林醫學院至學校
參訪並交換意見
桂林醫學院 3 月 30 日下午至學校參訪，副校長蔡世
傑等表歡迎，去年校長林志城至桂林醫學院訪問，此行桂
林醫學院副院長孫莉一行 8 人回訪，他們參觀元培後，對
元培留下深刻印象，在座談會中也提出一些看法及合作事
宜。
蔡副校長表示，1964 年 11 月 8 日元培醫事技術專科
學校成立，成為我國第一所醫事技術專科學校，現今已
有三個學院醫護與福祉學院 健康學院 產業與管理學院共
十六個系、九個碩士班。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前身是元培醫
專到 2017 年已經歷經了 53 年。
學校不
是一個特定
財團成立的
大學，是為
生醫健康產
業來培育這
個產業所需
光宇藝術中心林主任介紹
要的人才，
校史館的鎮寶已 90 餘年的 x 光機

元培師長與桂林醫學院師長合影

為這個產業去研發所需要的技術跟產品。學生人數 6200
餘人，學校注重創新，有 400 個作品移轉等等，學校與大
陸學校合作甚多，其中與福建中醫藥學院合作，在醫放系
一年在元培上課，此模式合作得相當好。
桂林醫學院副院長江莉表示，桂林醫學院前身醫事助
產學校 1935 年成立，1958 年成立高等學校，1987 年本科
學校已有 30 年，2006 年有碩士班，全校學生 11000 人不
包括研究生 400 餘人及留學生 400 餘人。學校有 3 個校區，
其中有一大校區與桂林山水甲天下景緻結合相當美麗。學
校有 20 類專業，臨床、口腔、預防醫學及護理都是學校
特色。
接著參觀校史館、光宇藝術中心、生技系、影像醫
學博物館、長照與福祉研發中心、茶創中心及座談。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校長郭華邦等一行參訪
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校長郭華邦等一行 9 人
參訪學校，校長林志城等予以熱烈歡迎，林校長表示，元
培是北台灣第一所創立醫事大學，已邁入 53 年，學校有
3 個學院、17 個系及 9 個所。
林校長表示，元培學校同時也是實施蔡元培的實利主
義者，學校學生獲得國家考試執照，就業的薪水都相當高
有 42000 元以上。學校所培育人才都是大健康產業人才，
特別是未來老化人口增加，學校在老齡化的照顧科系十分
齊全，由工業 4.0 導入至大健康產業，學校特色。且有貝
里斯及諾魯兩位總統到過元培，學校在國際化十分重視。
林校長說，學校是一個精緻貴族的學校，雖然收費

澳門聖若瑟教區第五校郭校長等參訪校史館黃國際長予以親自解說

與一般學校相同，但學校培育出人才參與就業市場大都高
薪就業。
郭校長致詞說，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是天主
教的學校，學校成立 1931 年，有 86 年歷史，學校以前校
長都是神父，他是第一個不是神父的校長。第五校後來學
校獨立出來，由幼稚園至高中共有 2000 多個學生，學生
至台灣就讀約全澳百分之九至十的同學。因此每年學校都
會一至二次到台灣一方面看學生，另一方面也參觀一些大
學，由南部成大、北部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及國立交通、
清華大學，首次拜訪元培，一進元培看到學生的朝氣等，
也了解學校的用心。這次回去也可以提供給澳門高中同學
有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可做選擇。
在雙方互換禮物及合影後，參觀校史館、藝術中心、
影像醫學博物館及茶創中心。在茶創中心，雙方在進一
的交談。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郭校長及師長等對元
培醫事科技大學都有很好印象，且對元培特色有所了解。

澳門聖若瑟教區第五校郭校長等與林校長等合影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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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越南胡志明市
Thu Duc 醫院簽策略聯盟合約
學校目前已有越南同學至學校就讀醫學影像暨放射
技術系，學校為了配合政府南向政策，3 月 17）日上午與
越南胡志明市 Thu Duc 醫院簽策略聯盟合約，同時胡志
明市立國際醫院前來參觀學校後再進一步談合作事宜。
學校在兩年前即有越南學生至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
系就讀，目前仍有越南學生在學校就讀，他們對元培醫
放系所教導的課程等都十分喜愛，能補他們所學的不足。
這些越南學生彭達信表示，學校除了在專業知識教導外，
在生活照顧上無微不至，同時也會為他們等設計認識香山
等旅程，相當豐富。
上午與越南胡志明市 Thu Duc 醫院簽策略聯盟合約，
由校長林志城與 Thu Duc 醫院副院長陳國強共同簽訂，
簽訂後雙方將更進一步合作等事宜。
林校長表示，學校於 1964 年創校，創校以來積極培
養醫療機中的醫事技術人才，如放射技術師、醫事檢驗
師、醫務管理行政人員、護理師、醫學工程專業人才及

學校與越南胡志明市 Thu Duc 醫院
簽策略聯盟合約林校長與陳副院長簽訂

國際化之產學合作將是學校積極推動的重要工作。
Thu Duc 醫院副院長陳國強介紹該醫院，此醫院在胡
志明市是二級醫院，有 10 間特殊功能實驗室及 36 科，醫
院有 800 床，同時每天病患有 4500 至 5000 人病患，醫院
有 14000 員 工。 目 前 醫 院 病
患多，都會再轉給其他醫院。
另外醫院在網路管理也是強
項，許多醫院都至該院學習。
越南也希望藉此機會能
與台灣醫護相關之大學簽訂
友好關係，促進台越雙方醫
護技術及人才培訓之交流。
至於胡志明市立國際醫院
(City Internatiomal Hospital)
先參觀學校，了解學校的情
形，再進行合作等計畫。
越南胡志明市一行 3 人
參觀了校史館及藝術中心。

學校與越南胡志明市 Thu Duc 醫院簽策略聯盟合約後合影

驗光師的醫護學院，另外學校有健康學院及管
理學院，共 16 系、9 個碩士班，學生人數超過
6000 人。
學校近年來在國際化的發展特色重點是與
東南亞各國的醫療機構互相交流，增進更多的
醫師人才及專業技術之交流。如學校於 2015
年起開始招收越南學生就讀影像醫學研究所碩
士班，積極培養高階的放射影像擇術人才。
另外學校也將河內公共衛生大學在共同
合作辦理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共同培育醫
院管理的專業人才。學校除了有非常優良的師
資及研發人才外，近年來也與醫療機構密切合
作，開發及改善醫療儀器設備的品質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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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際長說明校史館內創校的公文等

國際兩岸交流

海青班 36 期始業式
在光宇藝術中心進行
海青班 36 期始業式在光宇藝術中心進行，此次海青
班除了原烘焙科外，增加健康管理科，國際長黃曉令主
持，黃國際長表示，健康管理科雖首次招生但學校與日本
有合作，並有機會至日本移地學習，烘焙科學校也積極與
日本等合作，未來也有機會至他國學習。
3 月 1 日始業式中，黃國際長表示，學校烘焙科海青
班已第 36 期，海青班同學已對元培有深的認識，同時也
在馬來西亞成立校友會，也有很多校友在馬來西亞開業
中，去年海青班同學由於在烘焙科所學感到有興趣等，竟
有 28 位同學再加入元培大學部繼續學習。因此同學們來
此學習兩年，若有更需要都可以在學校繼續學習。
餐管系系主任盧明傑表示，海青班烘焙科同學在此

海青班 36 期同學始業式國際長黃曉令致詞

學習兩年，除了在術科學習，學科也要學習，對你們未來
創業都有所幫助，千萬不要忘了學科的經營學習課程。
餐管系老師鄭富貴表示，他是業師，同學們到元培
學習，要認真學習，對你們未來都是很好的協助，兩年時
間非常快，大家要認真及安心學，必有所穫。
教官等為同學說
明有關食、衣、住、
行等應注意事，並請
他們有任何事都可以
找教官協助。
始業式後即參觀
校史館及藝術中心的
展覽，讓同學們有初
步的了解。

海青班 36 期同學始業式與師長合影

中能夠幫忙家中事業。
陳侾璇表示，照顧小孩與老人都是未來趨
勢，她學習後希望能夠在此方面能有所協助。
他們都說，學校安排的課程都是他們想要學習的，
如營養學等等，也都是他們所需要的，來到元培，他們受
到學校的精心設計學習與照顧，真是賺到了。
班導師康瀚文及生活照顧鮑秉森表示，四位同學小
班教學，他們都有學習企圖心，是一個非常好現象。

海青班健康管理班四位同學備受照顧
海青班健康管理班四位同學備受照顧，他們都是來
自馬來西亞，由於他們喜歡健康管理課程，特由馬來西亞
至元培就讀，他們上課及生活照顧，學校都十分用心，他
們完全能夠感受，並對課程安排也相當滿意。
海青班健康管理同學分別為傅經棣、洪本祥、塗嫣珊
及陳侾璇，他們都說自己好幸運來到元培學習健康管理。
洪本祥說，他在一個教育週中看到有人介紹護理課程，他
就喜歡，原本想在馬來西亞就讀，後經介紹有海青班開此
課程，他就毅然而然來到台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洪本祥說，經過將近兩週課程，就是自己想學的課
程，他知道海青班兩年課程不夠，若有機會將會繼續就讀
大學部，讓自己能夠做個好護士。
傅經棣在四人中年紀較長，他是工作後感到自己應
再多學習，特別未來趨勢，人口老化迅速，因此照顧老人
是必要的，雖然目標是能夠開養老院，但想必經費龐大，
因此最基本學好後能照顧家中婆婆及父母。
由於他是做事後再學習，他說，他一定比別人更認
真學習。以前不愛念書，但現在想念了，他會更加努力。
塗嫣珊說，家中即是開中醫，父母期望她學中醫，
她不願侷限中醫，期望在元培學習更多，回到馬來西亞家

海青班首次招健康管理班四位同學共同上課備受照顧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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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芬芳來分享她的經驗
以及激勵員工團隊的養成
企管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別邀請前元太科技
人資處長郭芬芳來分享她的經驗以及激勵員工、團隊的養
成，從行動力、溝通力、洞察力與授權力等四個面向來談
團隊易犯的錯誤，讓大家收穫很多！要我們在生活中擺脫
狹窄的心胸，多參與團體活動，提升自己的領導能力。
郭處長以掌握激勵８原則，懷抱目標與熱情、明確的
傳達使命、了解激勵員工因素、讚賞 / 表揚 / 獎勵、與員

學校邀請前元太人資長郭芬芳演講

工建立個人連結、把談話重點放在員工身上、言出必行、
授權員工。
郭處長說，「成為頂住風雨的傘，當傘下的人越來
越多時！就成功地成為團隊的領導者。」
企管所所長林淑芳表示非常感謝郭芬芳處長抽空前
來學校指導碩士班學生。同時也感謝同學們的熱情參與案
例研討，讓這次講座圓滿的結束。

學校邀請前元太人資長郭芬芳演講後合影

護理系辦理兩場系週會講座
護理系 3 月 20 日及 22 日在光恩國際會議廳進行的兩
場系週會講座，分別邀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
竹分院護理部李芳珊主任、風城部屋的黃若曦講師演講。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護理部李芳
珊主任，為學生演講，主題是：「臨床遇到的困境與突破
方法」。李主任以自己多年就任於醫院的經驗，和學生們
分享工作時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問題與情境，並以不同的角
度向學生們解說該如何去面對不同的困難。
在醫院工作總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們，身為護理師應
該要懂得如何與人溝通，不僅限於面對病患，如何對待病
患的家屬也非常重要。護理師身著制服便代表著醫院，而
非個人，所以須盡量保持客觀。其實不管是在醫院或是其
他的行業，都有不同的工作環境，每個人都應該要調整好
自己的心態。希望透過此次演講，能夠讓目前只接觸護理
相關工作一、兩年的同學越來越投入其中，以日四技一、
二年級學生，共計 223 人參加。

李芳珊談臨床遇到的困境與突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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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則與健康中心合作，邀請到風城部屋的黃若
曦講師，以「談談多元性別」為主題，進行宣導。此場次
演講對象為日四技三、年級及日二技一、二年級的學生，
共計 272 人。

黃若曦談談多元性別

黃講師一開始先以自身的成長經歷，和同學們分享
普遍家庭對不同性別的兒女或許會有不同的要求，像是某
些刻板印象：女生應該要穿裙子，男生應該要穿褲子等。
講師並借由各類影片，告訴學生們社會中的性別議
題其實不僅限於「男」、「女」；以及生理和心理在性別
上都會有所差異。講師並分享了時裝模特兒吉娜 羅塞羅
在 TED 的演講，其中說到「性別，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
一個客觀事實， 它是不可改變的。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
它其實更容易改變、 複雜和神秘。」或許在不傷害他人
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有選擇如何面對自己人生的權利。

系所視窗

企管所管理實務講座 領導統御技巧
企管所特別邀請盛金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吳盛金先
生，為企管所學生分享「領導統御」的技巧。認為一位好
的管理者應該讓員工肯心甘情願的去為您打拼，並且讓他
們自己自動做好份內的事，而不是替員工做他們該做的
事。
吳盛金先生在一開始與學生們分享他的學歷及職業
生涯，過程中可以知道他不僅是一位公司的負責人，同時
也是充滿實務經驗的管理者，可說是一位學經歷豐富的主
管。
演講過程中，引導學生如何做個稱職的主管，並將
主管分成四種層級的主管，各代表著不同的領導風格，也
會影響主管跟員工之間的關係。而四種不一樣層級的主管
中，大部分的人認為一位稱職的主管就是與員工一起打
拼，但是，吳盛金先生認為一位好的管理者應該讓員工肯
心甘情願的去為您打拼，並且讓他們自己自動做好份內的
事，而不是替員工做他們該做的事。
管理是科學 ? 還是藝術 ? 吳盛金先生提到管理是一套
科學，也是一門藝術，科學包括相關技術及最佳實務的管
理流程，藝術則包括領導力、影響力及溝通技巧等。一個

好的管理者只有交互運用科學與藝術才能實質提升企業
的競爭力。
最後，講解「管理者」與「領導者」之間的差異，兩
者之間不同的地方是，管理者是關心事情的處理方式，而
領導者則是關心事情的意義 ; 前者是把「事情做好」、後
者則是「做對的事」。也就是管理者僅就現有人力、物資
妥善規劃，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規定的工作。而領導者能檢
討現有的資源來計畫，朝未知的目標前進。因此，要同時
做好這兩種能力是非常困難的，但只要擁有這兩種能力，
就能使我們未來的職場更順利。
企管所所長林淑芳表示非常感謝吳盛金先生抽空前
來學校，指導碩士班的學生。同時也感謝同學們的熱情參
與實務案例研討，讓這次講座圓滿的結束。此講座 3 月
23 日下午 19:00~21:30，在光恩樓 N604 教室。

企管所同學與吳盛金合影

企管所管理實務講座 溝通的藝術與技巧
目前在各行業中都流行溝通的藝術與技巧，此種訓
練在一般訓練中價位都很高，三個小時 8000 元，企管所
特別邀請新竹品管經理人協會專業講師黃耀賢先生，為企
管所學生帶來「溝通的技巧與藝術」演講，讓同學了解溝
通的魅力及方法。
專業講師黃耀賢先生指出，主管一定要學的功課 :CQ
（創意商數）。他用很幽默又風趣的方式來為學生們介紹
了溝通的藝術與技巧，如何用說話的方式及肢體的動作，
來表達良好的溝通並達到預期的溝通效果，及如何用讓人
感到愉悅的方式來進行良好的溝通。
黃耀賢先生說，溝通要清楚明白，團隊士氣才不致
於散漫，所以良好的「人際關係」不ㄧ定使你成功，但是

企管同學與企業演講者合影

企管同學聆聽黃先生的溝通藝術技巧課程

不良的「人際關係」可能是讓你失敗的原因。
好的溝通技巧讓你有人際關係良好，當團隊的溝通
管道不暢通時，每個人在效率運用上也會下降，對公司的
影響甚大。所以溝通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學問。在企業
中領導者如何善用技巧來帶領部屬們，建立溝通機制、營
造溝通氣氛、及試圖了團隊成員的問題進而溝通，以提升
團隊成員的溝通技巧。
演講中也舉例了裕隆集團董事長嚴凱泰管理風格「容
許犯錯、博感情、授權」，如何用輕鬆的踩鞋式的溝通哲
學，與員工達到愉悅的溝通效果。
企管所所長林淑芳表示非常感謝黃耀賢先生抽空前
來學校指導碩士班學生。同時也感謝同學們的熱情參與案
例研討，讓這次講座圓滿的結束。此講座 03 月 02 日下午
19:00-21:30 在光恩樓 N604 教室。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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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系辦理
醫學工程師體驗營爆滿

318 醫工營第二小隊體驗如何將病患輕鬆處理

生物醫學工程系舉辦創意醫學工程師一日
體驗營。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職同學四十多名
熱情參與。本次活動延續以往的特色，以趣味
性的闖關活動包裝醫學工程的實務操作與應用，
而今年度更特別凸顯醫工師的臨床醫療的專業
任務以及從設計到製作的技術能力，甚至結合
手機應用，進行機械人操控，讓學員體驗未來
智慧醫療的氛圍。
近年醫材與長照產業正夯，加上未來世界
對跨領域人才的期待，使年輕學子對跨領域的
醫學工程學科相當感興趣並有極高的探索意願。
元培醫工系 3 月 18 為了讓高中職同學有機
會進行醫學工程師職涯探索，每年都會舉辦醫
學工程師體驗營活動，由於活動內容充實有趣
已在各校建立口碑，今年活動甫公告不久即已
宣告額滿。

318 醫工營第一小隊認識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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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醫工營第一小隊體驗營

籌畫活動的醫工系鳳梨老師開場介紹醫工師在醫院
的角色時說，醫工師之於醫生就像多啦 a 夢之於大雄，醫
工師口袋裡也有上千種道具，藉由這些道具支援醫生的
醫療工作。但是道具必須要用對，否則救人可能變害人，
所以醫工師還要能夠指導醫護人員正確的使用各項儀器，
避免誤用造成醫療危機。
闖關活動的關主由元培醫工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同學
擔任，在關主亦莊亦諧的帶領下，學員們親身體驗電燒刀
手術、操控內視鏡、量測心電圖、繪製醫材設計圖、見習
3D 列印過程，安裝 apps 程式無線遙控機械人並模擬奈米
機械人的冠狀動脈清理任務。整天活動下來，同學們對醫
學工程有更深的了解，並紛紛表示希望未來還有類似的活
動。

校園脈動

學校自我評鑑邀請委員針對
14 系所、校務類及學位學程類進行
105 學年度自我評鑑，學校安排 3 月 14、21 日邀請
校外委員針對 14 系所、校務類及學位學程類進行，校長
林志城表示，教育部取銷評鑑，但學校自我評鑑，請各委
員在學生自我成就以及課程設計，大膽指出需要改進之
處，同時學校定位在醫事方面，請委員提出在定位方面需
要再提升以及與其他學校的區隔等建議。
林校長在各委員能夠至學校進行自我評鑑，期望委
員們能夠提供出學校各系所需要改進之處，特別學生自我
成就以及課程設計等，學校將會加以改進，以符合醫事科
技大學的定位。

校務學程類自我評鑑校務類周燦德說明評鑑內容

在此時自我評
鑑， 將 可 作 為
預 模 擬， 若 需
改善則可乘此
時充分時間下
進 行。 校 長 林
志城期望委員
們能夠提出改
善 的 建 議， 讓
學校能辦得更
林校長頒給周召集人聘書
好。
周燦德委員也在與委員討論後，在聽取教務長吳文
祥簡報後，即進行實地訪評，周委員說，他們一定會對學
校的問題予以友善建議，讓學校獲得精益求精及更上一層
樓機會。
林校長表示，教育部取銷對系所的評鑑，但上週學
校能進行自我評鑑，同時學校有些系也將進行認証，至於
校務評鑑，教育部將於 11 月進行，此次自我評鑑，歡迎
委員們能夠對學校提出改善建議，讓在教育部評鑑時能夠
做得更好。學校方面也已朝向學校特色發展。
董事會執行董事蔡雅賢與委員多位都是老朋友，教
育部針對系評鑑取銷，校務評鑑仍將進行，委員們先為學
校作診斷，對學校都是有益。更何況有些委員在技職教育
領域中始終堅持崗位，為技職教育努力，希望能給學校更
多意見。
教務長吳文祥對學校發展目標、特色、學習環境及
學習成果加以簡報，並提出學校為中北部生醫健康產業最
齊全科系的大學，在大健康產業中努力發展。學校學生在
此學習都能具有專業知識及技能，同時朝向高薪高就業發
展。
簡報後，委員們即實地訪評、參閱資料，下午進行
與學生、行政人員及教師晤談。最後綜合座談。

學校自評林校長致詞

學校在去年 1 億多元增加 c GMP 藥品量產中心、臨
床技能中心 OSCE、檢測中心、茶創中心、醫學影像博物
館及藝術中心，私立學校設置藝術中心很少，學校培養孩
子專業外需要有洞察力，特設藝術中心，每年都有四個檔
期藝術展覽，委員有空也可以前往參觀與了解，系主任也
可引導委員們前往參觀。
會前林校長特別頒給 28 位委員聘書，感謝他們的支
持與協助。學校 3 個學院及各系系主任都在場協助。接著
委員們即分別至各系所進行評鑑工作。
校務類及學位學程類自我評鑑，周燦德召集委員等 8
人進行評鑑，由於校務類評鑑將在今年 11 月進行，學校

學校自評林校長發聘書給應英系委員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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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脈動

蒙古採訪團至學校採訪
以了解學校特色
蒙 古 採 訪 團 Ms. Oyunbat Barkhuu（Moni） 與
Mr.Gankhuleg Nemekhbat 倆人至學校訪問，他們主要是將
針對學校特色進行訪問，以作為他們在蒙古為學生們能深
入了解台灣科技大學。Moni 對元培學校在醫事方面特色
確實與其他大學不同，同時學生學習力相當強。
蒙古採訪團訪問校長林志城，林校長說明學校是全
國第一個創立的醫事科技大學，1964 年成立，目前有 16
系、9 個碩士點，是生醫產業最完善的學校。學校培育醫
療機構中的醫事技術人才。
學校除了培育同學有專業知識能力外，培育五創人
才創意、創造、創新、創業及創富，同時要有國際移動力。
學校與日本、美國、德國、瑞士、澳洲、馬來西亞等國都
有策略聯盟，才能有國際力。同時也要培養學生有跨領域
能力，迎接工業 4.0，就業更有前瞻性。

林校長等與蒙古電視台採訪人員等合影

廳的所有知識與服務。
接著 Moni 前往圖書大樓看到學生們的國際發明展成
果，也對學生能有此成果，十分認同。在圖書館內看到學
生們在館中認真學習及找尋資料等。
健康學院院長王綮慷在 cGMP 量產製藥中心，說明
學校的特色之一，學
生在此即可學習到製
藥的過程等，畢業後
至製藥公司即完全
接軌。接著至認証檢
驗中心，該中心目前
在檢驗的過程及項目
等。
而後至影像醫學
博物館參觀，醫放系
主任郭瓊文特別介紹
全國唯一在大學設置
的博物館，此館內有
林學務長說明學生國際展成果
國際生傅後淞及蒙古生莊健成也分別受訪
醫放系成立以來使用
的設備等，非常具有教育意義。
此次蒙古採訪團 3 月 17 日訪問學校，Moni 特別對學
後在茶創中心了解學校在此中心的發展以及未來性。
生的學習甚為重視，因此看到菊軒亭餐管系同學與老師之
國際生傅後淞及蒙古生莊健成也分別受訪，傅後淞說，他
間學習互動，很有興趣，並對學校有餐管實習餐廳以及老
師們教學、學生的學習態度等都有感相當具有特色，餐管 選擇元培是因該校在綠色保護環境做得很好，在加上台灣
系林育正老師表示，學校學生在餐管理學習後，也會到各 教育普及。莊健成表示，他至台灣讀書是因媽媽的關係，
大餐廳實習，增加更多經驗。學校很歡迎蒙古同學來學 在元培就讀學得很多，讓他很喜歡此學習環境。
習， 有 大 學 及
短 期 班， 都 可
以學到餐飲各
方面的知識與
技藝。
黃麗雪老
師 表 示， 學 生
除了學習技藝
外， 在 外 場 的
服務等也要學
習， 讓 學 生 能
夠完全了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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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接受蒙古電視台訪問

餐管系師生接受蒙古電視台訪問

校園脈動

學校舉辦『防火防災
暨緊急事件應變訓練』
學 校 105 學 年
度為強化同學的防
災 知 識， 學 務 處 生
活輔導組 3 月 15 日
下午 1 點至 3 點在
光禧國際會議廳舉
辦『 防 火 防 災 暨 緊
急事件應變訓練』
教 育 講 座 活 動， 新
竹市消防局災害預
學務處辦理防火防災訓練
防科蔡宛錚科員強
邀請市消防局蔡宛錚講座
調火災發生要往下
跑不要往上跑，若無法跑有濃煙立即將門關上而後開窗待
救援。
蔡宛錚科員提供最新災害案例及分享緊急救援的相
關經驗及災害現場照片，她指出在救火場中救出人員，都
是臨陣不亂，且做好措施等，生存機會就很高。愈是緊張
時刻更應冷靜。

同學們聆聽後，對於防災印象及提昇同學的警覺心，
有極大的助益。
講座過程中，提供同學發問及互動，令住宿生對於
相關逃生觀念及避難設備應用有更深刻的印象。

學務處辦理防火防災訓練

學校辦理校外賃居安全教育
學校 105 學年度為因應同學租屋、換屋需求以及增
進居所安全與租賃法律常識，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3 月 13
日上午 9 點及下午 2 點在光禧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場『校外
賃居安全』教育講座活動。
首先邀請新竹縣警察局少年隊齊國輝隊長針對居家
防竊安全、網路犯罪及毒品防制等相關賃居生活安全做一
深入淺出探討及案例宣教，以增加同學警覺心及犯罪防治
觀念。
接續由生輔組進行「雲端租屋」網頁瀏覽介紹，以
提供同學較為便捷且保障的賃居租屋做為參考。同學在輕
鬆而深刻的學習體會過程中，對活動均感充實。

學校邀請新竹縣警察局少年隊齊國輝隊長對賃居屋安全演講

學校邀請新竹縣警察局少年隊齊國輝隊長對賃居屋安全演講同學們認真聆聽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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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自治幹部職前講習
同學們提出多項問題
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班級自
治幹部職前講習」，在 3 月 8 日由學務處生輔組舉辦，學
務長林佩芬親自主持，學生提出多項問題，停車費收費計
算、校園步道安全設備、教室設備修繕、軍訓國防課程等
等，各單位在現場也立即回覆並允諾將立即處理改善。
各行政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書資訊處
及軍訓室均出席參與，將同學們的權益與校內重要訊息傳
達給各位同學，全校各班代及風紀股長熱烈參與此次講習
活動。
林學務長宣導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有相關就業面試模擬等，邀請同學踴躍參
與；軍訓室楊敬禹主任提醒同學相關防詐
騙認知與叮嚀，並告知家長可透過學校師
長尋求正確管道以及全民國防開課訊息；
教務處提醒同學證照申請時間等訊息；總
務長傅祖勳針對校園環境安全及教室設備
修繕說明，叮嚀同學注意安全；圖資長許
乃斌叮嚀同學出入館內的音量，並歡迎同
學多加借閱書籍、使用 HYRead ebook 電
子書及參與館內活動；資訊方面宣導同學
多使用合法軟體及網頁，勿使用非法軟
體，避免點選不必要的網站導致電腦中
毒；體育室林國斌主任宣導這學期系際盃
球類競賽已開始陸續進行，獎項豐富，歡

迎同學踴躍參加並為班上爭取榮譽；諮商中心楊幸怜主任
宣導 3 月 29 及 30 日舉辦「元夢飛翔」2017 校園徵才系
列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班級自治幹部職前講習，藉由職前講習活動，不僅
可以得知同學的需求，便可以提供同學與各單位有溝通互
動的空間，進而使活動圓滿結束
5 月 10 日學務處生輔組將舉辦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生活座談」，持續建立學校師生及行政單位相互溝
通與瞭解的橋樑功能，各行政單位也都藉由校務資訊系統
設立了留言版及各種申請流程的即時資訊系統，隨時接受
同學們在校園學習生活中的各種意見與需求，期許在大家
共同努力經營與認真學習的進步過程中，讓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成為全國最優質的大專校園。

105 學年度班級自治幹部職前講習

校園推出刈包餐車
開幕一掃而空

校園將推出好吃的刈包師長們都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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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推出刈包餐車 3 月 2 日上午 11 時開幕，
上 午 先 試 賣 只 出 50 份， 下 午 仍 有， 師 生 同 學 等
需要可以先行預訂，餐車上有 QR code，掃描 QR
code 即可預訂，上午一推出即一掃而空，幾乎秒
殺。
校園推出台灣漢堡刈包，結合餐飲管理系製
作，一方面結合餐飲系推出刈包，另一方面也讓師
生有多一種選擇。
上午 11 時開幕剪綵請校長林志城、副校長蔡
世傑、健康學院院長王棨慷及餐管系系主任盧明傑
進行，隨即師長品嚐刈包，師長們讚不絕口好吃。
上午一推出即一掃而空，幾乎秒殺，晚些前往
者都買不到，只有等到下午才能夠再供應。
刈包每天在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半及下午 4
時至 5 時半推出，喜愛者請提早或預訂才能品嚐到
美味的刈包。

校園脈動

醫事類科系好出路
高中生搶進學校

元培為中北部生醫健康產業最齊全科系的大學，近
年來強化醫事護理、生技製藥等特色，並積極與全國各大
醫療院所、生技製藥、光學眼鏡、醫療輔具、食品加工、
餐飲集團等企業簽訂策略聯盟，提供學生實習就業，及產
學合作機會，此次四技申請入學的報名人數，說明學校的
辦學、校所的特色已有亮眼的成績，也獲得學子及家長的
高度肯定。
學校四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複試報名至 4 月 5 日止，
通過第一階段篩學的考生須特別留意報名截止日期。

學校 106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吸引了近 2000 名同學報名，顯見在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
的情況下，醫事類科系的就業前景與高薪待遇，仍吸引大
批高中生選讀。
學校四技申請入學，以護理系的報名人數
最多，吸引了近招生名額 10 倍的考生報名第
一階段；其次是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生物科
技暨製藥技術系以及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另外，去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施行的驗光人
員法，使得驗光師正式成為衛服部第 15 類醫
事人員，視光系的畢業生也一躍成為未來職場
2017 光宇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將於 5 月 8 日在元
的明日之星，也使得此次視光系的報名人數大
培醫事科技大學光宇藝術中心舉行複賽暨頒獎典禮，即日
幅增加。
起對外徵求相關專題稿件。投稿截止日期至 4 月 7 日，公
根據政府開放資料平台提供的資料，在
告複賽名單為 4 月 26 日。歡迎全國高中職同學踴躍投稿。
18 學群就業薪資與投入職場比率中，以「醫
本次專題徵稿主題包含：一、商管議題。二、觀光
藥衛生學群」平均月薪最高，大學畢業後第三
語文議題。三、資訊與機電工程。另設有 2017 光宇盃全
年之平均月薪高達 52,778 元，比第二名「教
國高中職專題競賽獎項前三名、佳作與潛力獎等，更有高
育學群」的平均月薪高出三成之多。最佳大學
額獎金、獎盃、獎狀與獎品，專題撰寫格式及投稿方式請
指南雜誌也指出，未來畢業的就業出路是許多
參考 http://cbm.ypu.edu.tw/bin/home.php，歡迎踴躍投稿。
高中職畢業生在大學選系時的主要考量，而在
所有大學學門中，「醫藥衛生學群」的第一份
工作穩定度最高，薪資排名也是第一名。

2017 光宇盃
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徵稿

榮譽集錦

企管系四年級邱承慶通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考記帳士
企管系四年級學
生邱承慶同學高分通
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普通考試記帳士考
試，也是企管系第一
位通過此考試者，他
完全自習，並未補習，
學校的課程他認真聆
聽學習，不懂的地方
就詢問老師，每天都
抽出二個小時就讀，
企管系學生邱承慶通過專門職業
即通過此考試。
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
邱承慶同學表
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共考五科包
括國文、租稅實務、租稅、記帳法規概要、會計概要。由
於學校有會計學、財務管理分析課程，此些課程等都對考
試有所幫助。

邱承慶同學強調，只要在學校認真聽老師的上課教
導，發現問題即請教老師，老師都會詳細告知，再加上自
己每天規定自習二個小時，這樣就能夠通過考試。
邱承慶同學對自己能夠高分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也十分高興，企管系林淑芳主任及
輔導邱同學證照考試的高孟君老師都為邱同學感到高興。
邱承慶同學告訴學弟妹，通過考試最重要即是要在學
習課程中上課要專心，老師所教導的課程能夠融會貫通，
通過考 並不難。也就是學校基本功很重要，基本功學習
得好，運用在任何地方都是隨心應手。
林主任表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
考試歷年來全國平均通過率在 10%-25%，競爭甚為激烈。
邱同學能夠在競爭激烈的考試下，脫穎而出，不但為系上
增光，也為自己的努力留下一個美麗的見證。記帳士證照
可以用來自己開業或是為企業報稅或是從事會計相關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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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雅君胡冠均路陳庭宇
分獲優秀青年都在社團學習更多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技製藥系賴雅君獲得全國表揚 飛往陌生世界，這趟旅程，總共花了五年多，也在這趟旅
大專優秀青年，3 月 29 日在 106 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 程裡，成長了很多很多。
加拿大的高中學制跟台灣不同，學校會教學生對自
青年於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頒獎，餐管系胡冠均獲新竹地區
大專優秀青年，於 3 月 25 日在義民高級中學勤學樓頒獎， 己的未來要自動自發，好好把握，灌輸他們要早早開始為
他們都是害羞不善表達的人，卻在參加社團後學習很多， 自己的未來打算，而自已也開始思考自己的路；決定了未
來要走向餐飲。在加拿大的學校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國籍的
同時也讓自己有更多的想法。
賴雅君生技暨製藥系三年級同學，現任學生會美宣部 人，看到了大家如何為自己的未來打拼，一直很想很想把
部長，於大二期間擔任元培親善大使社副社長。當初加入 這個風氣帶回來台灣，也生起了想回台灣讀大學的念頭，
親善這個社團，主要是社團為服務性質社團，協助學校各 與家人討論過後，同意讓我回來靠自己的力量重考大學。
進了大學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只想好好的
項大小典禮的籌辦，也會接下校外的活動協助典禮事宜。
學習專業技能，順利的代表學校出去參加廚藝競賽，最後
接下幹部，學習到的事都是課本學堂所學習不到的。
其中最為深刻的活動
是參加了兩年的健康促進
國際研討會，這一場活動
中接觸的人全都是醫護人
員高級長官，更不僅僅是
台灣人，還會有外國人，
當時所負責部分為頒獎，
也是第一次知道國際上頒
獎小規則，更是眼睛為之
一亮，覺得深刻部分是與
其他學校親善大使一同學
習、 一 同 為 活 動 更 加 努
力，這種交流互動機會不
多所以更顯得珍貴。
延續到大三，卸下元
培親善大使社副社長的職
責轉而擔任顧問，想繼續
學習、增進自己，因而加
入學生會，這又是另一段
里程。在這一段正往前行
的路上，所接下的任務都
林校長與三位大專優秀青年左起胡冠均賴雅君陳庭宇等合影
是美宣工作，內容概括海
報、背板、宣傳效果 ... 等，
面對的挑戰一關接一關，雖然有時會讓自己耗盡體力，但 被推選出來參選學生會會長，也意外的當選了。決定想好
往往在呈現給大家時，看見大家臉上滿意開心笑容都足夠 好地把學生會營運好的念頭，希望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學
校。
了。
將學生會重新換了一批新血，初生之犢不畏虎，也
大學生活到現在因為參與社團活動進而接觸校內及
因為這樣讓我們更有發揮空間，跳脫刻板思想，創造了很
校外的活動，間接的幫助活動進行，也從中學習到負責態
度，擔任幹部就是必須將份內事情一肩的扛下來，分配工 多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的”第一次”，第一次在新生註冊播
作、規劃及協調都是必要的學習項目，感謝有這些機會讓 音樂唱歌，第一次讓新生演唱會人數爆滿，第一次做起了
元培校 T，就是希望能在我任期的這一年，帶給學校我所
我在大學期間先學習到責任的重要性。
胡冠均表示，就讀餐飲管理系二年級，目前任職於 擁有的不同的東西，也希望從中學到更多讓我在未來的路
餐飲管理系系學會副會長，以及學學生會會長。國中就是 能走得更順。
陳庭宇則在學校接受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個有想法但害羞不敢表達，因緣際會地得到了移民到加拿
大的機會，在國中二年級剛開學的時候離開台灣獨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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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領社生技製藥系系學會榮獲
106 年全國社團評選甲等獎
青領社、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系學會，榮獲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服務性、自治
性社團評選甲等獎。學生會在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獲服務
獎。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系學會歷經十
多年努力，系學會的各位成員的努力及全
系老師的辛苦終於有成果，相信未來的生
技製藥系學會更茁壯，期待來年能爭取更
佳的獎項。
青年領袖社創社至今準備迎接第七屆
熱血夥伴，創社以來活躍於校園內各個大
小活動。每年校內社團評鑑皆獲得優秀的
成績，在 105 年度校內社團評鑑獲得第一
名外，曾在 104 年獲得教育部頒發全國社
團評鑑優等獎，同時 104 年度獲得新竹市
政府表揚績優青年志工團體獎。
青領社每年為感恩母親節策劃一系列
體驗活動，每年的校內大型活動新生入學
輔導、畢業典禮、十七公里單車成年禮、
元培青年以及各種學生生活座談會等擔任
協辦，場佈、場控、撤收等工作人員，在 105 年得到學校
的肯定接下主辦 105 學年度為期三天兩夜的暑期幹部『怪
獸訓練營』，都獲得學校師生的肯定與支持。
去年參與校外大型活動有 2016 新竹城市馬拉松志工
活動與國際性的 2016 亞太暨兩岸茶產業研討會之活動工
作人員，校外活動因必須配合的對象不同也較廣，讓學生
成長得更快，這些都是寶貴的經驗，以利於學生未來辦理
策劃活動時能更加完善順利。
3 月 25、26 日教育部於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舉辦 106

生技製藥系學會幹部與指導老師沈福銘合影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來自全國各
地約 148 所大學及技專院校，報名參加評選社團共有 258
個，評選分為大學組及技專組，社團性質分為：康樂性、
服務性、學術性、體能性及自治性…等 5 大類別，分別進
行評選。

25 日早上 10 點在中正大學大禮堂舉行開幕典禮，中
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致詞，大學生加入社團學習團隊生活，
從以往的自我主義→轉化為團隊精神，就如同將 Me 轉
180。成 We，讓你的人生充滿活力。你們都是來自各校的
第一名，都是全國菁英，希望這兩天的評選暨觀摩活動大
家能互相學習優點，讓社團更加進步，預祝大家這兩天過
得愉快，也都能得到好名次。

學生會與林學務長合影

早上各校在體育館進行場地佈置，下午 13:00 開始進
行評選，各評審委員歷經 5 個小時的資料審閱及現場提
問，進行評選。26 日早上 11 點在中正大學大禮堂進行頒
獎典禮，分別頒發各組特優獎、優等獎及甲等獎。學校生
技製藥系系學會榮獲技專組自治性社團甲等獎，雖然只是
甲等獎，但是社團幹部一年來的努力榮獲教育部的肯定，
甚感欣慰，期待下年度能有更好的成績。
當每位同學進入大學，首先接觸到的將是系學會學
長 ( 姐 ) 的關心與照顧。系學會扮演著凝聚學生對學校及
學系之向心力
的 重 要 角 色，
藉舉辦各種活
動以培養同學
間相處合作與
團隊榮譽之精
神， 亦 可 訓 練
同學畢業後進
入職場能發揮
互助合作之團
隊精神。因此，
林學務長與得獎幹部同學合影
提升系學會統
籌及規劃系上
學生活動之能力，亦成為現階段學系的發展項目之一。期
許全校師生要支持各系學會的運作，讓你們的大學生活更
精采 !

元培校訊

21

校友園地

校友顏玉秋與班導師葉璟萱
師生情在此展出表現無遺
醫檢系第 14 屆校友顏玉秋緣起青花瓷與書法展，在
光宇藝術中心展至 4 月 14 日，班導師葉璟萱從介紹她回
校參展及校友回來看展都會抽空前來關心與接待，葉老師
表示，此屆校友也是她畢業第一年接任班導師，加上同
學們之間相處甚好，在 line 的族群連絡下，大家都很有感
情。
葉老師說，醫檢系第 14 屆校友是她到元培第一年接
觸的班級同學，在學校裡由於同學五專中有四年都住在學
校東苑學生宿舍，感情十分融洽。畢業後各奔前程，雖較
少聯絡，直到 line 群組產生，聯絡頻繁。知道顏玉秋在書
法及青花瓷上有所表現，在偶然機會中知道光宇藝術中心
也展出校友醫管系校友郭秀珏油書展，乃告知顏玉秋與光
宇藝術中心聯絡。
後獲得光宇藝術中心審定在 3 月 4 日起至 4 月 14 日
展出，葉老師在開展及校友回來看展，她都會到現場關心
與接待，葉老師表示，他們都是自己所教導的優秀學生，
因此他們回校看展，理所當然要接待學生。
葉老師認為學生有此才藝，為師與有榮焉，目前他
們在 line 群組經常聯絡，互相問候，都很有感情。校友們
參加顏玉秋展相當踴躍，第一天茶會 40 餘人返校，同學
們都感到一方面參加同學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母校及同
捐贈人
捐贈金額
一中鋼製家具有限公司 3,000
明泉營造有限公司 30,000
鍾永男建築師事務所 20,000
林宜隆
6,000
承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
玖陞科技有限公司 5,000
銓合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5,000
呂敏聰
10,000
名將體育器材有限公司 3,000
晶鑽旅行社有限公司 3,000

指定用途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歲末活動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受捐單位

阜康會計聯合記
帳士事務所

5,000

捐贈 2016 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

林沛培
林三和
林仲聖

500,000
500,000
1,000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捐贈校務

財團法人中華開發工
業銀行文教基金會

51,020

八仙樂園粉塵爆然案受創學生
學雜費補助

柯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鄭俊宏
明泉營造有限公司
神奕科技有限公司
莊奇容
莊政達
高雁倫
俞勝正
李建宏
江家祥
施科念
曾欽耀
徐保鵬
卓美惠

10,000
捐贈醫工系獎學金
捐贈醫工系
6,000
捐贈企管系
捐贈企管系
32,000
捐贈棒球隊
體育室
3,000 2017 光宇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
8,0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1,0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1,0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1,0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1,5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1,0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1,000
醫放系餐會
醫放系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觀光系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觀光系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觀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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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展，一舉數得，都十分高興。
顏玉秋說，葉老師學校畢業來元培第一年擔任他們班
導師，他們對葉老師當時如大姐姐一樣教導都印象深刻。
她當時來到元培就讀醫檢科，即認定此為她未來工作工
具，因此在同學們互相照顧與扶持下完成學業。
顏玉秋強調元培是她人生的轉捩點在此完成學業，也
認識她的另一半已故吳政文，成為學校班對。此次回校展
出，她也感覺冥冥之中在吳政文的敦促下辦理回校展出。
因此展出至今都非常高興。對葉老師的協助及有心更銘記
在心。
葉璟萱與顏玉秋師生情在此次的展出確實表現無遺，
也是元培老師對學生永遠的愛與關懷。

元培老師葉璟萱與顏玉秋校友在顏玉秋青花瓷作品前合影
陳堯帝
陳群育
徐治平
李靜如
財團法人宏齊久元
粉金華教育基金會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20,000
吳政文先生獎學金
10,000
吳政文先生獎學金

觀光系
觀光系
醫技系
醫技系

20,000

醫技系

吳政文先生獎學金

陳美真
3,000
醫放系餐費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600
2017 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用
宋惠中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葉錦霞
5,000 觀光系招生禮品與學生獎勵金
張意珠
3000
醫放系餐會
劉一汝
1000
醫放系餐會
劉正隆
50000
劉正隆獎學金
王安中
10000
醫放系餐會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240000
總務處
白宗庭
1000
醫放系餐會
曾碧雲
1000
醫放系餐會
俞長青
1000
醫放系餐會
李桂樑
10000
醫放系餐會
陳宥竹
10000
醫放系餐會
陳一瑋
1000
醫放系餐會
曾文昌
5000
醫放系餐會
賀志豪
5000
醫放系餐會
蕭文田
1000
醫放系餐會
葉志誠
1000
醫放系餐會
張淑瓊
1000
醫放系餐會
陳彥蓉
1000
醫放系餐會
陳衍慎
1000
醫放系餐會
姚瓊珠
10000
醫放系餐會
許東煜
60000
生技系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5245
總務處
合計
1,721,365

醫放系
觀光系
觀光系
觀光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管系
醫放系
總務處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醫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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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視窗

校友顏玉秋緣起青花瓷與
書法展校友親友均前來參與
醫檢系第 14 屆校友顏玉秋緣起青花瓷與書法展，3
月 4 日至 4 月 14 日在光宇藝術中心展出，上午 10 時 30
分茶會，14 屆校友及顏玉秋親友均前來分享，光宇藝術
中心充滿著溫馨與感動，顏玉秋並致贈元培校訓「窮理研
幾」給學校，也捐出三幅心經作為義賣國考獎金以鼓勵學
弟妹。
顏玉秋十八年多在長庚書法班，結下不解之緣，退
休後，除了在墨翰中尋找自我風格外，更意外的掉進（青
花瓷），（染彩畫）的花花世界∼陶藝（手揑壺）創作又
我回味小時玩泥巴旳異想天空，好豐富的人生。展出作
品有書法 54 幅，青花瓷 41 件
顏玉秋表示，書法後學青花瓷，為了要有自己風格，
即將書法融入其中，當然在立體青花瓷下寫書法並不容
易，但她克服困難去做，也做到了，近些年的作品都是以
書法方式表現。

校友顏玉秋的青花瓷風格即是結合書法在青花瓷中

躍，她參與翼中書道會老師吳翼中及同學洪碩柏同學都分
別致詞，吳老師說每天書法 3000 字，活得更健康與長壽。
董事會蔡瑞賢及彭桂芳都分別表示，對校友顏玉秋
的成就祝賀與感謝，學校大門永遠歡迎大家回來。
顏玉秋的書法，研發長徐治平首先響應購得心經一
幅。 捐 贈 給 醫檢系獎學
金。 徐 研 發 長 表 示， 他
從小即為父親教育寫書
法， 對 顏 玉 秋校友書法
賞識而搶先購得。
主 秘 劉 介 仲 表 示，
校 訓「 窮 理 研幾」確實
非 常 深 奧， 但創校人在
當時即認定要大家學習
到最細微處才更能了解
真 意。 也 是 教導做人處
校友顏玉秋解說她的作品結老師及觀賞者了解
校友顏玉秋的書法與青花瓷一角
事道理要做到最細微之
校友顏玉秋與先生為班對從相戀到共組家庭，先生一 處，才能完全了解。
同時，藝術中心成立將滿 9 週年，回顧過去藝術中
路幸福扶持，讓她於服務長庚 25 年忙碌工作之餘，仍可
學習書法超過 18 年、青花瓷 6 年，此次回母校舉辦第一 心辦理一系列精采藝文活動，配合展覽簡介文字說明及展
次個展，也將捐贈作品義賣作為國考獎金以鼓勵學弟妹。 覽相關照片編輯九週年手冊，將藝術中心成長及未來展望
清楚說明與表現。
就如顏玉秋所言：「以『緣起』
當此次首個展標題，並選擇光宇藝
術中心開展，因為元培是我人生的
起跑點，在這裡奠立了我的志業，
更遇到了我摰愛的人生伴侶及相互
扶持的好友們。在這畢業多年，經
歷 人 生 重 大 變 故， 思 考 換 跑 道 之
際，惟甚感念先夫生前一路支持至
今才有的一點點所謂的成就，希望
藉此展覽告慰他，並督促自己更努
力 好 好 生 活。 因 為 這 如 他 為 我 安
排，在沒有他陪伴的下半生還能有
各方好友的陪伴而不感孤寂 ! 懷著
感恩的心，從 ( 元培 ) 再出發吧 !」
顏玉秋校友及親友來得十分踴

校友顏玉秋致贈元培校訓窮理研幾給學校與師長合影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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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國際學生學術研討會後
學生會辦派對

2017 國際學生參與學生派對看著精彩節目

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後下午六時為國際學生安
排在富士森進行晚宴派對，元培學生會特為他們辦理社團
熱舞社、街舞社、魔術社、琵琶演奏、團康遊戲等活動。
國際學生們在派對中打成一片，十分盡興。
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在下午結束後，元培學生
會特為參與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學生在富士森辦理
一場輕鬆派對，同學們一面用餐，一面欣賞著元培社團的
表演。
首先由街舞社表演，街舞社同學發揮他們平日喜愛

學生表演琵琶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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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舞動作，大方表演，讓與會者都感受到他們街舞表演的
熱情，接著由熱舞社兩組人馬表演不一樣的熱舞，讓氣氛
達到最高點。
魔術社更不落人後，玩起上斷頭台，日本女生自告
奮勇前往配合參與，問她怕嗎？她竟不害怕，魔術師也讓
她安全下台。最後由同學彈奏琵琶，大家如詩如醉。
在團康活動中大家都打成一片，由陌生至熱情在一
起，大家都十分開心。學生派隊在歡笑中完成。

熱舞社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