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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優質化、卓越化、國際化
邁向醫技、健康、管理之科技大學
校長

林進財

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恭喜並歡迎各位同學進入元培，成為這個大
家庭的新血輪，相信大家對大學生活一定有很多的期
待與夢想。大學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學術殿堂，在這
裡各位可以依自己的興趣選課、參與社團活動，可以
自由的追尋、實現自己的夢想，我期許各位在這人生
最黃金的四年裡，一方面要努力學習充實自身專業的
能力，做好未來進入職場與繼續升學的準備；一方面
依自己興趣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完成自我的實現，從社團活動中同學們不僅可以學
習與他人的相處合作，並可以結識志同道合的好友，成為未來進入社會可以相互扶
持的終生好友。
眾所週知新竹是台灣的科技重鎮，工業產值最大的科學園區即落腳於此，除隔
鄰的中華與玄奘大學外，又聚集了清大、交大等知名的一流大學，新竹可以說有台
灣最肥沃的科技土壤，擁有最多的科技資源，我們學校名為「科學技術學院」
，即是
以培育科技專業人才為宗旨，在這環境中可以說是得天獨厚，本校除利用豐富資源，
積極開發產學合作的機會，讓同學有機會在老師帶領下參與其中，我也要鼓勵各位
同學自身要善用這項地理優勢，多與附近他校同學交流切磋並與業界多接觸，在交
流中提昇自己的視野，在接觸中積累經驗，培養日後進入職場的豐厚資本。
我們學校的校訓是「窮理研幾」
，
「窮」的意思是竭盡，
「理」指的是事物之原理，
「窮理」二字在學問的追求上就是指要竭盡心力，追求真理，發揮打破砂鍋問到底
的精神來探求知識；
「研」是貼近探究，
「幾」是極其細渺、微小，「研幾」即是強調
事物之原理隱而不顯，所以要貼近探究，才能得到，
「窮理研幾」因此指的是一種對
真理、知識的追求態度，也就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如果同學日後在知識的鑽研上或
工作的處理上，都能持這樣的態度，定將受用一生，在事業上擁有極高的成就。
我們學校創校至今已四十一年，在過去四十年中，學校在創校人悉心擘畫與前
人的努力中，持續成長，擁有良好的績效。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精亦求精，新的
圖書館與生技大樓都將在今年動土，明年(95 年)即可以完工，到時同學就可以有最
進步的設備可以使用，可以在最優良的環境閱讀和查詢資料，我們的理念是追求學
校不斷的進步與成長，現階段的目標是希望在短期內元培能成為一個資訊化、優質
化、卓越化、國際化，具備醫技、健康、管理三大學群之科技大學，相信各位同學
在畢業時，都將是元培科技大學的畢業生。
今日，我對各位提出許多期許，也告訴各位同學學校未來成長的願景，即是希
望各位同學能在這裡安心的成長，用心的學習，好好利用人生這段最寶貴的時光，
追求自己的夢想，充實自己，為未來的人生做好準備，最後，我祝福各位同學在元
培的日子有最快樂的學習，充實又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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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傍水而立的知識殿堂
歡迎新鮮人成為元培大家庭的一份子
副校長 蔡雅賢
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要歡迎各位同學成為元培的新
鮮人，成為元培大家庭的一份子，初來乍
到，對這個大家庭、新環境都很陌生，我
首先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校和環
境，讓大家認識這個大家庭。我們學校創
立於民國 53 年，創校人蔡光宇先生是我
國第一位放射技術專家，過去在各大公、
私立醫院擔任放射科主任，復經營進口醫療器材，在 1962 年到歐洲考察回國後，
有感於歐美醫技日新月異，要有好的人才來使用，人才培養已納入現代化正規教
育體制，我國醫學界仍持傳統偏病理治療而疏於預防保健；重醫師培養，忽略醫
技人才的態度，醫技人才的培養仍停留在傳統師徒制的的培養方式，一般大眾對
放射醫學及醫技教育也無正確認識。乃毅然決然獨資興學，創辦我國第一所醫事
技術專科學校，民國 53 年獲准籌設，為彰顯創校的意義，乃定 11 月 8 日（國際
放射線紀念日）為本校生日。
學校創立之初因創校人重視醫技人才的培養，僅設「放射技術科」
、
「醫務管
理科」、「醫事檢驗科」，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亦漸次開展辦學規模，並於民國 88
年，順利改制「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持續發展，現已有十三個系、三個研究所，
未來將隨時代發展需要，整合醫技、健康、管理三個學群，朝向資訊化、優質化、
卓越化、國際化的科技大學目標邁進，相信在場的各位，未來畢業時，都將是元
培科技大學的畢業生。在環境部分，本校位於新竹市香山谷，學校依山傍水，校
舍隨地勢而建，矗立於青山翠谷之間，校園幽靜，花樹茂盛，綠意映然，景色宜
人；此外，新竹又有全國經濟產值最高的科學園區，又有清大、交大等傳統科技
名校，本校擁有這優美的自然環境，又有得天獨厚的科技資源，相信大家在這裡
一定可以快樂的學習成長。
「元」乃萬物之初，是一切根本開始的意思，不但說明本校是我國醫事技術
學校的發端者，更強調要同學在學習過程應重視探究萬物與生命的根源及其奧秘
神奇之處，追根究底，發現真理，然後才能「培」養出優秀的醫技人才，發展科
學，迎頭趕上歐美各國。這也即是創校人將校名取為「元培」之意，創校人創辦
本校的理念除以培養具有專業醫事技術的人才為目的外，也強調「強身、強國」，
重視學生健全體魄、人格、領導力的培養，因此，我期許各位同學，在未來四年，
不僅要努力在課堂上學習知識與培養技能，為未來就業與繼續升學做好準備，更
應利用課餘之暇，多鍛鍊體魄，並依自己志趣參加社團，在社團中學習和他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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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訓練自己的領導能力，在社團活動中，你會有課業之外豐富的成長，認識志
同道合的夥伴，這些夥伴都將是是你未來人生旅途上相伴一生的知己。
此外，這個世界變遷越來越快速，資訊越來越流通、在全球化時代，你們未
來面對的是全球性的競爭，為適應這個趨勢，學校特地安排四年的英語與三年的
資訊必修課程，希望各位同學在專業能力外，能擁有極佳的外語與資訊能力，來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今年底，本校圖書館新大樓即將破土動工，預計明年即
可完工啟用，屆時同學就能擁有最舒適的環境、最進步的設備來閱讀及查詢資
料，我希望各位同學在校期間能擅用圖書館及學校各項資源，來精進自己的專業
知識，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來培養國際觀的視野，積極累積自己未來進入職
場的能量。
最後我希望各位同學能擁有最佳的學習態度，千萬不可妄自菲薄，在這段四
年大學生活最黃金的歲月裡，利用學校優美的自然環境與在優良師資的教導下，
使用最佳的學習設備，積極的陶冶、充實專業知識，為未來璀璨的人生做好準備，
我祝福各位同學在元培學習的日子有最豐富的收穫、最精采的生活，來日踏出校
門時，能擁有最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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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愛憨兒 心手相連做月餅
教育訓練夥伴合作簽約暨中秋月餅開爐儀式發表會
餐飲管理系
經過縝密的規劃與緊鑼密鼓的準
備，在新竹市市長、教育局蔣局長及
本校蔡副校長等人見證下，本校與喜
憨兒基金會於 94 年 8 月 18 日假本校
舉行熱鬧的簽約與開爐儀式。本次與
喜憨兒基金會簽訂教育訓練夥伴合作
協議書，協議雙方資源共享，並建立
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藉由本校餐管
系及喜憨兒攜手生產中秋月餅，正式
成為教育訓練合作夥伴。當天與會貴賓 本校與喜憨兒基金會成為教育訓練的
除一致稱讚本校所提供烘焙餐飲訓練場 合作夥伴，開心攜手生產中秋月餅
地的專業度外，更在品嚐月餅後，盛讚雙方合作的月餅美味可口。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建校迄今 41 年，醫療、健康與社會關懷一直是本校的辦
學重點，本校餐飲管理系為全國第一所餐飲管理系，於 2002 年獲教育部評鑑壹
等，並連續 5 年獲得新竹市政府推廣教育訓練班計畫。在學校大力支持下，該系
目前擁有 6 個實習場所，並具備全國唯一由學生自主實習經營的餐廳，且全面性
地與全國五星級飯店完成建教合作，讓學生具有更完善的實習環境。
為了呈現雙方的合作關係，與會者和元培學生代表及憨兒師傅一同製作大月
餅，完成後於月餅上蓋憨兒標誌送入烤爐中烘烤，簽約及開爐儀式在感性和樂的
氣氛中圓滿結束。
餐管系與喜憨兒的合作，對學校而言，除讓學生有實務經驗的學習，更重要
的是培養學生關懷社會的心，學會珍惜自己，建構實用型教學環境，並對校園社
區化作了最佳的闡述，是教育單位與社福機構資源共享的最佳典範。

200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將於 10 月 22 日舉行
歡迎學者踴躍投稿
教務處
本校謹訂於 9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舉辦「200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健康產業科技與管理，報名及論文摘要截稿日期為 94 年 9 月
12 日，論文全文截稿日期為 94 年 9 月 30 日。敬請轉知所屬相關人員踴躍投稿
及出席，本次研討會報名暨投稿方式採取線上報名，活動相關訊息請參閱網址：
http://web.yust.edu.tw/edu/journa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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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全國私立大專校院訓輔經費使用說明暨觀摩活動研討會
9 月 20 日將於本校舉行 敬請本校師生全力配合
學務處
由教育部主辦，本校學務處承辦的「94 年度全國私立大專校院訓輔經費使
用說明暨觀摩活動研討會」，將於 9 月 20 日(星期二)假光恩大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活動目的是為擴大私立大專校院之訓輔工作成效，藉此研習活動分享各校之
訓輔經費的編列、運用、控管與核銷等經驗，使訓輔經費能做最有效的運用，為
學生們做最佳的服務。
本研討會是一全國性的活動，研討會的成員來自全國各私立大專校院，希望
本校師生全力配合，切實做到有禮貌、不遲到、不早退、經常面帶笑容、服裝儀
容整潔、遵守交通規則等行為舉止，以留給外賓良好的印象，使他們為本校做最
佳的見證，做最棒的宣傳，且讓我們全校的師生大家一起共同來努力！

本校 94 學年度新設附設進修學院及專科進修學校
招生強強滾 高達 370 餘人報名
註冊組
本校 94 學年度新設附設進修學院及專科進修學校，於 6 月經教育部核可同
意招生後（如附表），本處遂積極籌劃招生工作。由於時間非常緊迫，招生成效
不佳是可預期的。但是在校長、副校長全力的指示及支持下，本處上下同仁竭盡
招生之能事，從電台廣告、平面媒體廣告、夾報及於各交通要道張貼廣告，奮力
招生。結果至 8/29 報名截止，總計 370 餘人報名，遠遠超出我們預期之招生人
數，這種結果不僅鼓舞我們的士氣，更激勵了我們未來招生的信心。
系科別

招生人數

進修學院二技餐飲管理系

50

進修專校二專環境工程衛生科

50

進修專校二專企業管理科

50

進修專校二專餐飲管理科

50

進修專校二專財務金融科

50

進修專校二專資訊工程科

50

總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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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習會圓滿落幕 提昇優質化的教學品質
教務處
為改進教師教學方法以期達到優質化的教學品質，本校特於 9 月 5 日假光恩
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研習會，研習會在校長致開幕詞後展開。會中除教務處
及其他行政單位進行業務報告及宣導外，另邀請到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張百棧教授及建國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羅榮村教授等具教育專長之學者專家蒞
校做專題演講與指導。並藉由與會學者和教師的經驗傳承，讓本校教師能獲得啟
發以便對往後的教學工作有所助益。此外尚 利用分組座談的方式，讓全體教師對
大學課程教材的網路化及遠距教學等相關問題提出進一步的討論。歷時約八個小
時的研習會圓滿結束，亦為本校全體教師拓展新的教學思維模式。

教師研習會在校長致開幕詞後展開

會中邀請到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張百棧教授進行演講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努力迎向科大願景
學輔中心
為提昇教師及導師輔導知能，學生輔
導中心於 94 年 9 月 6 日（星期二）舉辦教
師輔導知能研習會及導師會議。教師輔導
知能研習會由校長主持，會中除頒發 93 學
年度績優導師外，並邀請到萬能科技大學
劉易齋學務長主講「身心靈的統整與發展」
及台灣大學社會系孫中興教授暢談「性別
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用意與實施經驗」
，兩場
演講與會的老師聽得如痴如醉，笑聲連連， 台大社會系孫中興教授演講情形
深受好評。下午的導師會議則安排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福系的李郁文教授主講「輔
導原理與務實」，會中精彩的演講及精闢的立論，使得導師們獲得更多的輔導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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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績優導師名單
學輔中心
系別

班級

導師

醫技

四技 2-1

洪志宏

護理

四技 4-1

孫嘉玲

環衛

四技 3-1

林澤聖

護理

四技 1-2

周培萱

放射

二技 2-1

施科念

醫技

四技 1-1

駱詩富

醫技

二技 1-1

吳建興

護理

二技 2-1

高淑芬

護理

專二技 2-A

王秀香

醫技

五專 4-1

王海龍

醫技

四技 1-2

黃兆君

醫技

五專 3-1

周瑞玲

放射

影像醫學研究所一

王愛義

環衛

四技 2-1

黃政雄

護理

四技 1-1

廖美華

醫工

四技 3-1

趙文鴻

食科

二技 1-1

林仲聖

醫管

二技 1-1

白瑞聰

餐管

四技 2-2

蕭淑藝

資工

四技 1-1

呂輝雄

資管

二技 1-1

張世鵬

財金

四技 3-1

黃寶慧

企管

經營管理研究所一

許碧芳

校長、副校長於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中表揚績優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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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註冊組
一、94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讀輔系學生名單如下：
學號

所屬系

姓名

修讀輔系

0921405052

食科系

黃莉媖

企業管理系

0921405026

食科系

李冠慧

企業管理系

0921411079

企管系

曾雅琪

資訊管理系

企管系
徐佳琦
資訊管理系
0921411074
輔系修課說明：
1. 修讀輔系同學應修習輔系指定之必修專業 20 學分(至少)方可取得輔系資
格。
2. 修讀輔系課程學分應合併計算於學期學業成績及成績不及格者應依據學
則規定辦理(例如含輔系課程學分有連續 1/2 仍應予退學…等)。
3. 修業年限未屆滿而欲留校修讀輔系課程學分，應於四下開學選課前辦理延
修。
4. 同學因修讀輔系而須另行開班，該學期所有修讀該課程學生，無論選擇隨
班方式或選擇另行開班班級上課均應繳交該學分學雜費。
5. 其他規定詳見本校修讀輔系辦法及學則規定。
6. 課程疑問可詢問輔系系辦公室。
＊課務組
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時間及選課時程公告如下表，敬請全校師生注
意並按時選課。特別是加退選部分，學生或導師如有問題，請逕洽課務組，本組
竭誠為各位師生服務。
部別

開始上課

日間部

9 月 12 日下午

跨部、跨學 跨部、跨學制選
加退選（含跨部、跨學
制選課結果 課審核不過者
制、校際選課申請）
公佈
改選
9 月 09 日-19 日(新生)
9 月 27 日
9 月 27 日-30 日
9 月 12 日-19 日(舊生)
9 月 12 日-19 日
9 月 27 日
9 月 27 日-30 日

進修部 9 月 13 日
進修部/ 9 月 10 日(9 月
9 月 12 日-19 日
假日班 17、18 日停課)

9 月 27 日

9 月 27 日-30 日

＊總務處
一、為提昇本校電話通信系統功能並加強服務品質，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優質教學
環境及舒適學習空間，本校 94 學年度暑假重大修繕工程，包括：增設影醫館
2 樓電腦教室防盜窗、建置光宇樓 4 樓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屋頂防水工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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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光宇樓 1 樓男女廁所工程、新增食科系教師研究實驗室、新建東側門警衛
室工程、增設東苑宿舍空調工程及電話工程、改善集賢樓 5 樓空調工程、增
設光宇樓 2 樓教師研究室 9 間、整修健康中心旁三姓公溪堤防工程、增設全
校直撥電話 DID 系統等。
二、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職員台北－元培交通車，本校已於 94 年 9 月 5 日起開
始行駛，行車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假日及寒暑假停開）
，每日發車時間及路
線如下：
上班
下班
06:35
17:10
凱撒飯店前(原希爾頓飯店)
學校開車
↓
↓
06:43
18:05
羅斯福路師大路口
水源高架道路
↓
(台北銀行古亭分行前)
18:25
羅斯福路 100 號
↓
羅斯福路師大路口
水源高架道路
(台北銀行古亭分行前)
↓
羅斯福路 100 號
↓
北二高
↓
18:35
07:55 到校
凱撒飯店前(原希爾頓飯店)
＊生活輔導組
近來不明單位以「國圖編輯組」名義寄發電子郵件給各校研究生，要求研究
生填寫個人資料，並聲稱提供論文獎勵金，此係冒名詐騙之舉，敬請各單位轉知
師生周知，避免上當受騙。
＊體育室
一、轉學生或一年級未修勤毅教育的同學，請於 9 月 16 日前至教務處課務組選
課。
二、新生盃各項競賽如下：比賽項目分為籃球、排球、羽球、桌球、拔河等共五
項。報名日期：94 年 9 月 12 日至 23 日止。報名方式：向各系會長報名後，
由系會長彙整名單，繳至體育室。比賽時間：94 年 10 月 3 日至 28 日止。
＊電算中心
一、天方校務系統 AP 端已更新，請各位同仁即時更新版本，否則將導致系統無
法正常運作。
二、宿舍網路(新苑、東苑、菊苑)骨幹已全面更換為光纖網路架構，對外頻寬提
昇為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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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本館為服務全校新生、擴大圖書館的使用率，擬於 10 月－11 月，利用班會
時間，為各位大一新鮮人進行圖書館各項
導覽的活動，本館將請專人為新生做導
覽，歡迎大家把握機會。
二、本館為服務全校師生，提升閱讀氣氛，已
於四樓重新設置溫馨宜人的參考區，此區
不僅適合個人沉靜閱讀，更宜三五好友攜
伴加入。期盼此舒適溫馨的環境能提供您
閱讀的興趣及個人內涵氣質，誠摯歡迎全
圖書館 4 樓溫馨怡人的參考區
校教職員生多多利用本館參考區。

醫檢之楷模 本校之榮耀
恭賀！健康中心王海龍主任榮獲「醫檢菁英獎」
健康中心
本校健康中心王海龍主任於醫檢專業上表現優異，以最高票當選連任第八屆
（2005-2008）新竹市醫事檢驗師公會常務理事，並榮獲新竹縣、市醫檢公會頒
發「醫檢菁英獎」。消息傳回本校，師生一致讚揚，王主任亦於 5 月的第一次行
政會議中再次公開接受校長表揚。會中校長讚許王主任之優異表現，足以成為醫
檢之楷模，元培之榮耀。

健康中心王海龍主任榮獲新竹縣、市醫檢公會頒發之「醫檢菁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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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科會專題計畫通過件數
高居全國公私立技術學院榜眼
教務處綜合整理
根據國科會網站資料顯示，本校 94 年度獲得行政院國科會核定通過之專題計
畫案件數高達 45 件，這樣的成果在所有技術學院中高居第 2 位，同時超越 8 所科
技大學以及 7 所綜合大學，此一結果讓校內所有教職員工均感到士氣大振。校長
林進財表示，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自 88 年改制為技術學院後積極的轉型，除了原有
之醫技學院外，更積極的發展健康及管理兩大學院，同時廣聘學有專精之高階師
資，因此使得校內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之百分比一路由 24%快速攀升至今年的 50%，
而這樣的努力也相對的反映在國科會專題研究案件的通過數量上，校長林進財更
表示，本校為校內教師提供良好的教學與研究環境，並在學術研究成果上提供高
額的獎勵，同時為提供更佳的教學及研究空間，醫技大樓與圖資大樓均將於本年
度動工，因此，校內所有教師均有志一同的積極參與教學、研究及服務等工作，
並期許能為改名科技大學盡上一份心力。
甫上任的本校教務長馬英石則表示，校內目前包括五專部到碩士班共有 8 種
不同學制的學生，老師面對如此多樣化的學生在教學上即必須付出更大的心力，
而校內的老師在堅守教學的崗位外仍能展現出如此理想的研究成果，實在應該廣
為宣導，因此我們在元培校訊上與全校師生分享如此光榮的成績。

本校各項研究計畫件數大幅成長
93 學年度多系達成率超越 100％
企劃組
93 學年度本校各項研究計畫在校長的領導及各系老師的努力下均大幅度成
長，全學年各項研究計畫達 156 件，計畫達成率的前 3 名為醫工系、企管系、餐
管系。各系之達成件數如表 1。
表 1：近 3 年各類研究計畫件數
國科會 政府其他部會 產學合作 合計
91 學年度

39

9

3

51

92 學年度

40

14

6

60

93 學年度

44

31

8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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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歡送情
教職員榮退茶會 場面溫馨感人
人事室
本校資深教師彭桂芳老師、傅淑媛老師及官素蘭小姐於 94 年 8 月 1 日正式
榮退。另倪芳芳老師、張靜嫺老師因將屆滿 25 年，退休前夕轉職本校行政人員，
為此人事室特別於 8 月 1 日上午 10:30，假校外日月光飯店舉辦歡送茶會，以感
謝這幾位資深老師長年來對元培的付出與貢獻。
此次榮退茶會為凝聚彼此感恩的氣氛，別開生面地在設備典雅、服務品質備
受好評的日月光大飯店舉行。會中人事室特別安排幾位昔日相處最好的同事、部
屬及長官，談談他們心目中的彭桂芳老師、傅淑媛老師及官素蘭小姐。雖然彼此
的談話間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但是在這燈光美、氣氛佳，樂曲飄揚的氣氛中，
整個場面顯得格外溫馨而感人。尤其是蔡副校長在暢談與他們長年相處的過程
時，竟也不知不覺的淚盈滿眶，自然而然地觸動內心深處的不捨與感念情懷。
最後，在董事長、校長、副校長等人頒發榮退禮品以及獎牌表彰榮退人員對
學校的貢獻後，大家一同享用茶點。就這樣，我們在濃郁的茶香及悠揚的樂曲聲
中，伴隨著他們的故事細細品嚐。

官董事長及校長、副校長與榮退教職員
合影留念

學務處及總務處同仁亦前來歡送祝福
彭桂芳主任及官素蘭小姐

新進主管介紹
人事室

馬英石
教務處教務
長

周雪美
學務處學務長

匡思聖
秘書室主任

黃柏翔
林順傑
資訊管理系主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訊網路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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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生技 生機無限
生物技術系所

有鑑於職場需求與科技進步，元培從兩年前設立生物技術研究所，今年開始
有第一屆的畢業生。和其他科系比較不同的是生物技術系是先有碩士班才有大學
部。在以往建立良好基礎下，生物技術系於 93 學年度申請設立，94 學年度開始
有大學新鮮人加入。生物技術涵蓋範圍廣泛醫藥、食品、環保，幾乎包含人類生
活所有部分。在技術領域方面，生物技術可應用到遺傳工程、細胞融合、細胞培
養、組織培養、胚胎及細胞核移植等技術；在產品方面，目前主要應用以藥品、
醫療保健、農業、食品、環境、能源等工業經濟領域。我國生技公司依營業類別，
國內屬於生技醫藥的公司最多，約占生技公司總數的 27%；醫療/檢測類約占生
技公司總數的 21.6%。其餘則為食品生技、生技/製藥支援服務業、農業生技、
環保生技及特用化學生技等。元培生技系之教學目標是以培養生物技術人才，未
來可投入生技相關技術產業等製造、加工、品管與研發單位。培育重點包括基因
工程、微生物選殖、發酵、酵素、動植物細胞、特用化學品等各類技術。
生技系教師陣容全部為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產業實務經驗豐富，目前師資研
究多數以分子生物學及生物技術應用於基礎生物技術，內容涵括微生物基因體、
營養與免疫、微生物選殖之發酵生產，檢驗試劑、作用機制及基因調控、分子檢
驗、蛋白質工程、生物晶片等研究。除延攬具生技廠實務經驗師資外，並邀請美
國亞培藥廠研發團隊加入師資陣容。元培生技系所自許將成為臺灣生物技術社群
研發與中高層人才培育之重要環節，及桃竹苗地區農業、醫藥、食品、環保生物
技術產業研發中心。
生技系全新網頁已於 8 月 20 日掛網，系所辦公室暫時位於光恩大樓 6 樓，
校內電話分機 8575，95 年全新生技大樓完工，生物技術系所將成為元培未來最
閃亮的一顆星。歡迎元培生技第一屆大學新鮮人加入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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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行旅的書寫
定於 10 月 15 日於本校召開
國文組
本校國文組主辦的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今年進入第 4 屆，主題訂為「行旅
的書寫」
，將於 94 年 10 月 15 日在本校影醫館 6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到前佛
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教授、前玄奘大學中文系主任沈謙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
系蔡英俊教授擔任主持人，另邀各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者專家 50 餘人發表
論文或擔任特約討論人。本校除國文組全體老師投入盛會外，也邀請通識中心蕭
宏恩主任發表論文。研討會籌備工作現已進入緊鑼密鼓階段，預期將為光輝的十
月帶動盛大的學術饗宴。

外文組各項才藝競賽活動開始起跑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外文組
為配合 94 年度教育部提升技專院校提升外語能力計畫，特舉辦英語才藝活
動，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參與，相關資訊請上外文組網站查詢。
時間

競賽項目

參加對象

主辦教師

94 年 10 月 05 日(三)

英語歌唱比賽

四技二年級

林宛瑄、呂昀臻

94 年 10 月 12 日(三)

英語演講比賽

四技一年級

許秋將、黃重慧

94 年 10 月 19 日(三)

英語短劇比賽
日語演講暨
朗誦比賽

四技三年級

謝淑敏、葉璟萱

全校學生

黃麗雪

英文作文比賽

研究所學生

魏榮貴

94 年 10 月 26 日(三)
94 年 09 月 19 日起
94 年 11 月 01 日止

Timetable of contests scheduled in this semester
Foreign Language Division
Time

Contest

Student

th

Singing Contest

Freshman

th

12 October, 2005

Speech Contest (English)

Sophomore

19th October, 2005

Drama Contest

Junior

5 October, 2005

th

Speech Contest (Japanese) Senior

th

Writing Contest

26 October, 2005
19 September, 2005–
1th November, 2005
Welcome to join us

Graduat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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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一、9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15:10~17:00 舉辦「94 學年度心理衛生專題講座－以
醫師的觀點看放射技術師的養成與生涯規劃」，主講人為亞東醫院影像醫學
科王高倫主任，地點請再詳見公告欄或本系最新消息。
二、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放射系解剖會考時間如下：
學制

班級

考試日期

考試地點

放射科 4-1

10 月 3 日
(星期一)
11:10~12:00

M101

五專
放射科 5-1
放射系 2-1
放射系 2-2
四技
放射系 3-1

M304
N301

10 月 5 日
(星期三)
11:10~12:00

放射系 3-2

N105
M401
N107

＊醫務管理系
一、賀！本系校友范曉寧考取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
二、本系徐均宏主任於 94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接受中國北京中華醫院管理學會
病案管理專業委員會邀請，發表論文題目為「Economic Evaluation of a
Diabetes Disease anagement Program in the Region of Taoyuan, Taiwan」。
三、本系吳文祥老師於 94 年 9 月 7 日至 9 月 10 日受先鋒品質管制學術研究基金
會及全國品管圈總部邀請，至全國各企業(包含：台北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
院、台中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等)進行實地審查。(備註：先鋒品質
管制學術研究基金會舉辦之全國品管圈競賽歷史悠久，至今已為第 28 屆。)
＊環境工程衛生系
環境工程衛生系學會開學後舉辦活動如下，歡迎全校師生一起參與！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9 月 14 日

歡樂慶中秋活動

9 月 28 日

教師節送卡片活動

10 月 8~9 日

環衛、食科、財金三系合辦迎新

10 月 26 日

環衛盃電腦競技阿給大賽

11 月 28~12 月 9 日

環衛系運動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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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醫學工程系
為了迎接新一代的生力軍，同時加強兩系的良好關係，增進彼此的友誼與互
動，護理系暨醫工系將於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聯合舉辦迎新露營，地點為騰
龍山莊，活動內容包括：鬥陣俱樂部、藝界人生、驚驚歷險記、星夜呢喃、羅馬
競技場、溯溪、一家烤肉萬家香等，精彩可期。
＊財務金融系＆食品科學系＆環境工程衛生系
財金系系學會與食科系、環衛系將於 10/8~10/9 聯合舉辦迎新活動，活動地點
為苗栗縣造橋鄉「香格里拉樂園」，敬請期待。
＊通識教育中心
一、通識課程於 94 學年度開始有了新的規劃（94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適用），由
原先「德性、智能、群育、美藝」之分類（92、93 學年度入學之舊生適用），
重新規劃為「核心通識－醫事倫理、科技倫理、企業倫理」、「基礎通識－
人文科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自然科學概論」以及一般通識課程分為「人
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類。要注意看選課須知喔！如有疑問，請
逕洽光恩樓 4 樓通識教育中心暨國文組辦公室。
二、本中心於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規劃完成之活動有：「第三屆專業倫學術研
討會－臨終倫理」、「鋼琴天使音樂禮讚－雷敏宏鋼琴獨奏會」、兩場美展、
三場演講（心理、歷史、法政）。另有宣傳，敬請期待！
＊外文組
本組為配合 94 年度教育部提升技專院校提升外語能力計畫之分項計畫，特
設「多媒體英語自學中心」，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10 點起至下午 5 點止，歡迎全
校同學多加利用。另外本組亦開放「英文口語練習室」、「英文寫作診斷室」，
開放時間及指導老師等詳細內容，請至外文組洽詢或參閱外文組網頁。誠摯歡迎
並邀請各位同學參與。

元培診所開診 師生同仁可多加利用
健康中心
元培診所於 94 年 9 月 12 日開始門診囉！本學年度仍特聘署立新竹醫院醫師
群駐診。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及家屬免費就診；香山區民眾及學生一律免掛號費。
全校師生同仁可多加利用。元培診所門診時間表如下：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王晴褀
陳麗卿
王晴褀
侯守賢
王晴褀
9:30~12:30
下午
吳泉昌
廖恪修
王晴褀
吳俊德
王晴褀
2:00~5:00

94 學年度第 1 期元培校訊(94 年 9 月)

40 張證照技職達人林定嶢考出信心
校長、副校長親自接見表揚
秘書室提供
技職體系在部分人傳統觀念中，仍被視為升學第二選擇，在技職校院有不少
學生表現出色，不少人拿了十幾、二十張證照，還有拿了 40 張證照的達人。私立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應屆畢業生林定嶢就考了 40 張，國中時期怎麼念都考倒數十名
的林定嶢，曾被導師在全班同學面前諷刺：「這些數學和物理考零分的人，考幾
張就帶幾顆鴨蛋來給同學吃」。「導師很瞧不起我們，所以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
有」，林定嶢說。
國中畢業升上羅東高商，受到老師的鼓勵，也覺得自己不應該再這樣下去，
開始接觸證照資訊。為了不讓別人瞧不起，林定嶢開始努力，證照一張張的拿，
甚至考取一般高職生少有的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這張證照也使他被保送元培
科學技術學院。
林定嶢表示在元培就讀期間，系上老師除熱心指導同學進行專題實作並有完
善輔導證照考取的配套措施，使其入學至畢業，共拿下電腦、會計有關的專業證
照共 40 張，包括資訊管理工程師、WindowsXP 專業級、電子商務概論專業級、
Linux 系統管理專業級、MOS 認證大師級、ICDL 國際證照、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
等。他說，証照除了有助於其升學、就業，帶給他的另一個好處是選擇替代役時
享有優先權。（本文摘自聯合晚報記者林思宇/專題報導）

校長、副校長特別表揚 2 年內考取 40 張證照的
資管系二年級林定嶢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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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技專校院電腦應用技能大賽暨世界盃選手選拔賽
賀！資工系劉泓成同學榮獲技專組第一名
資訊工程系
由教育部指導、翊利得資訊科技有限
公司主辦、南亞技術學院承辦之「全國技
專校院電腦應用技能大賽暨世界盃選手
選拔賽」，於 8 月 8 日舉行。這次競賽全
台計有 50 校共 200 位的電腦高手參加。
本校資工系劉泓成同學榮獲技專組第一
名，殊為不易，值得鼓 勵。另外本校其他
選手劉豐銘、吳皇霖、簡瑞成、黃鈞蔚、
江俊賢等同學也都獲得不錯的名次。

本校資工系劉泓成同學(右)獲獎

環衛系舉辦「2005 環保教育與雙語體驗營」
實地參訪竹市環保局及焚化廠 環保觀念從小紮根
環境工程衛生系
環境工程衛生系學會在吳南明老師與陳文欽老師指導下，於 7/5～7/7 的暑假
期間，舉辦「2005 環保教育與雙語體驗營」
，透過課程與活動設計，教導小朋友
環保的重要性及相關知識，並實地參訪新竹市環保局與焚化廠，藉以實際瞭解環
保機構的運作情形。此外，營隊並教導中英文字彙，透過雙語教唱，使參與的小
朋友度過了一個充實且快樂的時光。

環衛系參與師生及小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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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各項活動預告 敬請師生踴躍參與
學輔中心
一、本學期學生輔導中心為本校學生舉辦成長團體，藉由團體活動及相互分享之
過程，認識自己的個性與因應壓力的模式，透過多元紓壓的方式學習自我照
顧、照顧對方並增強對外在環境的適應力，提升自我價值感與 EQ。
成長團體主題：『自我照顧、放鬆壓力小團体』
場次

日 期/時 間

主

題

講師

劉愛嘉老師/
壓力溫度計－我的抗 明新科技大學學生
壓指數
輔導中心輔導員，
好好照顧自己－放鬆 中正大學心理所碩
練習 part1
士
彈力超人就是我－談
壓力因應策略
也要照顧對方－放鬆
練習 part2

1

94.10.17(一)18:00-20:00 相見歡

2

94.10.24(一)18:00-20:00

3

94.10.31(一)18:00-20:00

4

94.11.28(一)18:00-20:00

5

94.11.05(一)18:00-20:00

6

94.11.12(一)18:00-20:00 回顧與分享

二、你/妳是否對性別相關議題感到興趣或是有獨到的見解？你/妳想塔羅牌能夠
替兩性與愛情測出什麼嗎？參加下列二場性別平等教育團體工作坊，與同性
/異性對話，與專家學者討教，聽聽塔羅牌怎麼說，為我們的性別觀念加分！
性別平等教育成長團體工作坊
場次

1

日期/時間

主 題

94.10.30(日) 『女生向前走』工作坊：
女性意識覺醒系列課題
9:00-17:00

講師
游淑華老師
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輔導研究所
博士，為交大、竹師兼任諮商
師。多年帶領小團體與工作坊
經驗。

王郁文老師
政治大學心理諮商輔導研究所
94.11.26(六) 『愛情塔羅牌工作坊』工作
博士候選人，雲科大講師。曾
2
坊：兩性與愛情
9:00-17:00
為明新、雲科大、帶領多次小
團體與工作坊經驗
詳細情形及報名方式請上學輔中心網站或逕洽學輔中心(光恩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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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勞工子女暑假教育成長營結訓典禮
小朋友歡樂一“夏” 展示豐富學習成果
推廣教育中心
94 年新竹市勞工子女暑假教育成長營於 94 年 8 月 2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
新竹市東門國小大禮堂揭開序幕。320 位即將升上五、六年級的小朋友在經過六
週課程的洗禮後，與開訓時的靦腆成了莫大的對比，一張張笑開懷的臉龐盡是歡
樂的學習記憶。偌大的禮堂充滿了童稚的雀躍，成果展的桌面更擺滿了紙黏土
班、繪本創作班、美勞 POP DIY 與文學魔法師－閱讀作文班同學們的精緻作品，
會場中的風箏飄揚更是大夥兒注目的焦點，而參加陀螺、風箏、扯鈴古早童玩研
習的小朋友，可驕傲的介紹著他們的結晶呢！
今年的成長營課程共開設了 12 班，除了前述的班別外，尚有小 DJ 的世界－
記者廣播研習、英語 ABC、漫遊電腦、迪士尼之旅－電影賞析、聽身體在說話
－跆拳道研習等，融合了動與靜的課程設計，讓委辦單位的新竹市政府直說著明
年一定再邀本校辦理。典禮中亦邀請到多位長官蒞臨，包括新竹市勞工局許明財
局長、勞工局呂永樑副局長、勞工局社會福利課盧新里課長、東門國小宋隆文校
長，以及本校的大家長林進財校長，使得典禮的進行更臻隆重，也希望每年都能
舉辦類似的活動，讓小朋友的成長烙下最歡樂最開懷的紀錄。

林校長與新竹市勞工局許明財局長多位貴賓及本校同仁於結訓典禮上合影

小朋友踴躍報名上課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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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舉辦各項活動課程
歡迎有興趣者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
新學期新氣象，本中心為推廣各項學分班及專業課程訓練班等，已於暑假
期間陸續辦理各項活動，未來亦將持續舉行，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系列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舉辦期間

協辦單位

保母人員訓練班(一)

94/08/13-94/10/08

護理系

文書處理及網際網路訓練班

94/09/02-94/10/17

資管系

初級推拿培訓班

94/09/05-94/09/14

推廣教育中心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

94/09/10-94/09/11

外文組

校內學分班

94/09/12-95/01/20

各系

營養實習學分班

94/09/12-95/01/20

食科系

台安醫院學分班

94/09/14-95/01/13

護理系

振興醫院學分班

94/09/19-95/01/20

護理系

MOS 證照考試

94/09/29-94/09/29

電算中心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94/10/15-94/10/16

外文組

保母人員訓練班(二)

94/10/22-94/12/24

護理系

MOS 證照考試

94/10/27-94/10/27

電算中心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94/10/29-94/10/29

外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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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暑期幹部研習營」圓滿結束
實務經驗傳承 建立團隊精神
學生自治會會長 李湘如
「94 年度暑期幹部研習營」已於 94 年 6 月 27-29 日三天圓滿落幕了。為期三
天的研習營活動主要是為了提升各社團和各系學會幹部的領導才能和溝通能力，
傳授實務運作及各項活動之技巧。
研習營的第一天是安排在學校舉行，當日早上的校內活動中很榮幸的邀請了
本校的林總教官經緯向大家介紹學生會是該如何運作；也邀請了前圖書館的劉館
長宇陽來跟大家說明如何帶動社團、如何讓社團活躍…等主題。劉館長的風趣言
語使整個會場笑聲不斷，氣氛相當樂熱絡。下午則邀請到了課指組張組長意珠來
跟大家介紹學生會的相關幹部，張組長也以語言和行動來勉勵各社團和各系學會
幹部，振奮了各幹部的精神。接著則邀請到本校的前朱學務長榮智來跟大家介紹
如何規劃新學期的新期許，朱學務長說了許多的勵志語來跟大家共勉之。接著舉
行了許多好玩又有趣的大地遊戲，晚上則有好玩、美味的 BBQ。
研習營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則是委託了桃園縣復興鄉的救國團來帶領活動，是
日有許多的團康教學與該如何帶領團康活動的經驗分享。晚上則是安排了有趣的
營火晚會及生動活潑的表演節目，使整個晚會高潮與笑聲不斷，雖有下點小雨但
也澆不息大家燃燒的熱情。第三天則進行了大家期待許久的溯溪活動，當天一早
大家興高采烈的搭乘著遊覽車前往溯溪的目的地，當大家在著裝時都非常的興
奮，雖然在溯溪當中大家都免不了與溪中的石頭碰撞，但大家還是互相幫忙不放
棄的勇往直前，等到達最後的目的地時大家都興奮的大聲歡呼。
這三天的活動下來大家都收穫與成長許多，也讓我們了解到成就一件事情需
合作、合心、團結力量大的原理。也使各社團與各系學會的許多幹部們互相認識
與往來，使彼此的感情更加熱絡。

熱情活力的「暑期幹部研習營」參與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