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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虎躍迎校慶
本校 41 週年校慶活動訂於 11 月 5 日、8 日舉行
體育室
為歡慶 41 週年校慶，本校校慶運動大會將於 11 月 5 日（星期六）早上 9 時
整舉行，校慶運動大會當天亦同時舉辦社區健康嘉年華會，會中邀請新竹市婦女
社區大學表演森巴舞、香村社區發展協會表演快樂崇拜活動。而健康中心為服務
香山居民及參加來賓，亦舉行健康義檢及義診活動、無菸宣導活動等，精彩可期。
另外為慶祝本校運動場啟用，於 11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假本校運動
場舉行「41 週年校慶典禮暨運動場啟用典禮」
，會中安排全校「競技啦啦表演」、
「茶會暨社團表演」及「花語寄情活動」等，歡迎香山居民能與元培師生共襄盛
舉。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理事長高木邦格等一行四人蒞校參訪
雙方就各項合作事宜進行座談
研發處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理事長高木邦格、上田部長、 斉藤純副部長、陳霞芬
助教授等一行四人，於 10 月 20 日蒞校參訪，與本校校長、副校長、研發長等就
雙方合作事宜進行座談，對本校與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締結姊妹校及教師、學生互
訪、學術交流事項深入交換意見。隨後高木邦格理事長等人參觀本校醫技、護理、
放射等系及相關教學設施，對本校各項發展留下深刻印象。

校長、副校長等人與日本國際醫療福祉
大學理事長高木邦格等一行人合影留念

校長、副校長陪同高木邦格理事長
參觀本校各項環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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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圓滿落幕
國內外學者專家發表論文多達 124 篇
教務處
本校「200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於 10 月 22 日（星期六）假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舉行。本研討會很榮幸邀請到日本佐賀大學柳田博士及福建中醫學院
李燦東副校長蒞會發表專題演講。下午則進行「影像醫學」
、
「生化檢驗」
、
「健康
促進」
、
「飲食營養與保健」
、
「醫用電子」
、
「醫院管理與衛生」與「健康產業管理」
7 組之分組研討。本次研討會有眾多國內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與會，總計發表 124
篇論文，期望透過本研討會之成果，為人類謀求更完善的健康福祉。

200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盛況

福建中醫學院李燦東副校長致詞

日本佐賀大學柳田博士演講情形

研討會當天海報論文發表展覽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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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朱鐵吉、嚴如鈺及甘能斌老師於各項活動表現優良
校長特頒獎表揚勉勵
人事室
近期本校多位教師在各項活動
表現傑出，成績卓著，故特別安排
於 10 月 11 日（星期二）召開之行
政會議中，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
以 資 鼓勵。接受表揚 之教師分 別
為：1.放射技術系朱鐵吉教授執行
『行政院原子委員會委託辦理全國
游離輻射防護測驗』表現優良。2. 餐
飲管理系嚴如鈺老師代表出席『僑
委會第 25 期海外青年訓練班馬來西
亞、印尼招生宣導說明會』表現優
良。3. 體育室甘能斌老師 94 年度著
作升等助理教授表現優良。

校長(左二)於行政會議中表揚三名表現
優良教師，分別為(左起)朱鐵吉教授、
嚴如鈺老師及甘能斌老師

賀！餐管系鄭宏毅、李秀芬同學參加米食烹飪大賽
獲得北區優勝 將於本月 15 日參加全國決賽
餐飲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鄭宏毅、李秀芬同學代表本校於 94
年 10 月 16 日假台北市開平高中參加第二次米食烹飪
大賽，北區共有 14 校、35 餐飲科系學生組隊競技，
要在 2 小時 30 分鐘的時間內，利用白米烹煮三道創
意料理，調理飯、香味飯以及創意料理三種米食作
品，俐落精準的刀法，令人驚嘆！最後評審依外觀、
口感及創意等六大項目進行評分，本系同學獲得北區
優勝，將於 11 月 15 日進入全國決賽，期待兩位同學
有更亮眼的成績。此活動藉由多元、創意米食活動的
推廣，持續維繫新世代對臺灣米的情感，進而促使國
人認識優質新臺灣米的特色及魅力。
本校餐管系鄭宏毅、李秀芬同
學參加米食烹飪大賽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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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禽流感來襲 請大家配合防疫措施
衛保組
天氣轉冷，歐亞紛紛爆發禽流感疫情，全球都開始展開防疫大作戰。為因應
禽流感來襲，特提供下列禽流感防治措施，請大家提高警覺，切實遵守執行，期
待多一分準備，少一分傷害。
1. 盡量避免接觸禽、鳥、畜及其排泄物、分泌物，如有接觸（包括餵食），則
應注意防護，事後並以肥皂徹底清潔雙手。
2. 食用禽肉及蛋類相關產品應徹底煮熟。
3. 平時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勤洗手，咳嗽及打噴嚏以紙巾掩住口鼻。
4. 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充足睡眠和休息，減少壓力不吸菸以增強免疫力。
5. 自流行地區返國後，如有發燒（≧38℃）及呼吸道症狀：咳嗽、喉嚨痛、肌
肉酸痛等流感症狀盡速就醫，並告旅遊史接觸史，自行配戴口罩。
6. 自覺感冒症狀時，盡量避免出入公共場所，如必要外出時，自行配戴口罩。
7. 務必配合政府相關的隔離與活動策略。

94 年度市府委訓「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圓滿結束
學員收獲滿載 技能檢定信心滿滿
推廣教育中心
今年度由新竹市政府委訓之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已於 10 月 17 日舉辦「文
書處理及網際網路訓練班」的結訓典禮中，劃下了完美的句點。典禮當天，新竹
市政府勞工局許明財局長、勞工局就業服務課倪瑞穗課長特別到場勉勵。
94 年由本校承訓的類別計有「餐飲」與「電腦」
，餐飲類有「地方小吃訓練班」、
「烘焙食品訓練班」與「中餐烹調訓練
班」；電腦類有「電腦實務應用訓練班」
與「文書處理及網際網路訓練班」
。雖是
不同的學習課程，但學員卻皆有相同的
學習熱力，來自各階層的學員，從陌生
到熟悉，除了有學理的充實外，在每一
場的結訓典禮中，更呈現出實際操作的
技巧與應用。技能檢定在即，學員們已
摩拳擦掌的備戰，本中心肯定來年一定
新竹市政府勞工局許明財局長、就
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業服務課倪瑞穗課長於結訓典禮
上，與本校同仁及上課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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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考試總表
敬請全校師生參考並遵守考試規則
課務組
期
別
在
校
生
期
中
考

實
習
班
級
期
末
考

部別、學制

考試科目

日間部所有學制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進修部所有學制

進修專校及學院

日間部五專放 5-1
日間部五專管 5-1
日間部五專檢 5-1
日間部五專護 4-1
日間部二技護 2-1,2
夜二技護 2-1,2（日）
專二技護 2 A

日間部所有學制
在
校
生
期
末
考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隨班重補修科目

考試日期

1.請各班填寫「各班考
程表」
，若需更改時間
考試，請務必與所有
上課同學協調同意，
教務處不另行安排衝
94/11/14-20
（隨堂考試）
堂考生。
2.交書面報告者，照常
上課。
請勿調至其他時段，以
94/12/26-30
免影響隨班重修同學上
（隨堂考試）
課。
A.提前考者請於 12/1 前
A.94/12/31
至課務組登記。【限
（需事先登記）
95/1/2 實習之學生】
94/11/14-18
（隨堂考試）

B. 95/1/9-13
（集中排考）
必修及選修正課

95/1/9-13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
軍訓課

95/1/2-6
（隨堂考試）

必修及選修正課

95/1/9-14
（集中排考）

進修部二專、二技及
四技在職班
實驗、實習、體育、
軍訓課

備註

B.請實習生自行請假回
校應試。

95/1/2-7
（隨堂考試）

進修部在職（專）
(含日間班及假日班)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95/1/9-15
（隨堂考試）

交書面報告者，照常上
課。

進修專校及學院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95/1/16-21
（隨堂考試）

交書面報告者，照常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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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日間部招生資訊
註冊組
招生方式
系科別

放射技術系
醫務管理系
醫事技術系
護理系
環境工程衛生系
食品科學系
醫學工程系
餐飲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
財務金融系
企業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
應用英語系
生物技術系
生物技術
影像醫學
經營管理

制別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四技
四技
四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四技
四技
四技
四技
研究所
研究所
研究所

申請入學
◎
◎
◎
◎
◎
◎
◎
◎
◎
◎
◎
◎
◎
◎

推薦甄選、技優保甄(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心障礙
學生入學

◎
◎

◎
◎

聯合登記入學
(60%)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所招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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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推行全民 CPR 運動
本校安排新進教職員接受訓練 全數通過
衛保組
為配合政府推行全民 CPR 運動，並
奉校長指示全校教職員生「心肺復甦術」
通過率需達 100%；衛保組與人事室已於 8
月 23 日(星期二)假健康管理中心二樓，安
排新進教職員進行「心肺復甦術」訓練，
主講人為新竹市急救推廣協會廖總幹事
建城。課程內容主要是心肺復甦術介紹及
異物哽塞介紹，並進行現場技術示範及分
組練習測驗。當天參加及通過測驗人數為
21 人，通過率為 100%。

新進教職員進行「心肺復甦術」
訓練上課情形

健康中心推動各項無菸比賽活動
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參加
健康中心
一、健康中心舉辦拒菸網頁比賽，第一名 3000 元禮券，第二名 2000 元禮券，第
三名 1000 元禮券，請於 11/11 前 email 至 hailung@mail.yust.edu.tw。
二、拒菸創意服裝比賽請繳交數位照片，第一名 3000 元禮券，第二名 2000 元禮
券，第三名 1000 元禮券，請於 11/11 前 email 至 hailung@mail.yust.edu.tw。
三、無菸減重比賽（減重日期 11/1-12/31）第一名 2000 元禮券，第二名 1500 元
禮券，第三名 1000 元禮券。

推廣教育中心近期各項活動課程預告
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名
推廣教育中心
活動名稱

舉辦期間

協辦單位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班

94/11/12-94/11/26

環衛系

保母人員訓練班(二)

94/11/12-94/12/24

護理系

MOS 證照考試

94/11/24-94/11/24

電算中心

中西餐 8 小時衛生講習

94/11/26-94/11/26

食科系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班考試
新竹區就業博覽會

94/12/02-94/12/02 推廣教育中心
94/12/08-94/12/08 推廣教育中心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94/12/24-94/12/24

外文組

MOS 證照考試

94/12/29-94/12/29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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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研發處
福建中醫學院副校長李燦東教授於 10 月 20 日至 24 日蒞臨本校參訪，並參
加「2005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進行專題演講，李副校長此行並與本校放射
系協商兩校合作設立福建中醫學院影像醫學專業等相關事宜。
＊人事室
賀！蕭宏恩老師榮陞教授；范姜肱老師榮陞副教授；甘能斌老師、王佑中老
師、黃曉令老師榮陞助理教授。
＊企劃組
94 年度校內教學研究計畫經費核銷於 10 月 31 日截止，結案報告繳交截止
日期為 12 月 31 日，請執行計畫的老師依規定辦理核銷及繳交結案報告。
＊實就組
本校 94 年度傑出校友遴選作業已順利完成，感謝各單位主管及本校各系熱
心推薦優秀的校友，由於名額有限，不免有遺珠之憾。恭禧放射系陳文舉、醫管
系薛德興、醫技系陳亞雷等 3 位校友榮膺 94 年度傑出校友；本校將於 11 月 8 日
舉行之 41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上公開表揚。
＊綜合業務組
一、95 學年度研究所（影像醫學研究所、經營管理研究所、生物技術研究所）
甄試入學自 94 年 11 月 6 日上午 9:00 起至 94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5:30 止接
受報名，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甄試日期為 94 年 12 月 18 日，甄試科目分
口試及書面審查。即日起可至本組網頁自行下載簡章公告，其他相關資訊請
參閱簡章。
二、94 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第二學期二年制轉學生考試，自 94 年 11 月 22 日上
午 9:00 起至 95 年 1 月 10 下午 15:30 止接受報名，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考
試日期為 95 年 1 月 21 日，其他相關資訊請至本組網頁下載簡章參閱。
＊生活輔導組
一、教育部於 94 年 10 月 17 日以台訓(一)0940142447 號函，請各校注意攝理教
入侵校園情況，該教教主鄭明析已被警方通緝，請學生勿受騙上當。截至目
前為止，本校並未發現入侵案例，如有攝理教入侵校園之情形請通知軍訓室
或學務處生輔組處理。
二、季節變化，請宣導同學洗澡時要保持室內通風，謹防一氣化碳中毒事件。
三、請轉知同仁校門口與元培診所道路兩側禁止停放汽機車，以免阻礙交通，影
響行車安全，警方並會不定期照相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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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
為維護課堂上之環境品質，提供教師及同學優質之學習環境，敬請各任課教
師協助宣導及執行，於課堂結束後執行「一分鐘做環保運動」（包含周遭垃圾處
理、電源之關閉及黑板之擦拭…等）將垃圾拿到教室外的垃圾桶丟棄。「一分鐘
環保」從自身做起，隨手撿垃圾、不亂丟垃圾，讓我們一起用心、用雙手疼惜我
們週遭的環境。
＊總務處
處理龐大的垃圾，不如從減少垃圾做起，減少垃圾加強資源回收，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好垃圾分類。本校將垃圾分為「一般垃圾」
、
「塑膠類」
、
「鋁箔包」
、
「鐵
鋁罐」四類，93 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 30 個資源回收桶，94 學年度獲補助 44 個
資源回收桶，因此本校垃圾強制分類，執行成效良好。
＊圖書館
一、圖書館本學期舉辦了書香校園系列活動，透過主題閱讀心得書寫，期望引領
同學進入閱讀的樂趣，建立一個書香校圓的優質環境。相關訊息請上圖書館
網頁。
二、晨光咖啡閱讀是圖書館與讀者的溫馨對話，每週三上午 9 時至 11 時，圖書
館將奉上一杯香醇的咖啡給前 20 名到館的閱讀人，愉悅的一天就此展開。
＊電算中心
病毒警訊說明與宣導：近日常有夾帶附件檔的偽造電子信流通，提醒大家不
要開啟以免電腦中毒無法修復，並請常更新病毒碼與 Windows Update(漏洞補
強)。如有疑問請洽本中心。

94 年度新生盃各項競賽結果出爐
名次/項目
籃球
桌球
羽球
排球

拔河

冠軍
男

亞軍
女

男

季軍
女

醫技 B 醫管 A 放射 A 財金
醫工

放射

放射
放射 B

護理

資工

食科

財金
食科

體育室
殿軍

生技

男生：資管系 vs. 財金系
(11/5 舉行)
女生：醫管系 vs. 醫技系
(11/5 舉行)

男

女

放射 B

放射

財金 醫技 A

資管

醫技

醫管

生技
醫管

醫管

醫管 A 食科

男

女
生技

食科
資工

資管

醫管 B

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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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實務講座－證劵暨期貨發展」圓滿完成
掌握金融脈動 同學受益解惑
經管所&企管系
本系所於10/6(四)下午2:00~4:00，於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管理實務講座「證
劵暨期貨發展」，圓滿完成。校長與經管所許所長特別邀請證劵暨期貨發展基金
會董事長丁克華先生，蒞臨本校光恩樓國際會議廳，展開熱烈的管理實務講座，
藉此難得佳機，使學生能瞭解國際與國內證劵暨期貨發展目前的環境及管理問
題。丁董事長指出，國內證券及期貨交易的發展目前之整合跨國合作與市場合
併，其中以市場合併對於擴大經濟規模與提昇競爭力而言最受人矚目。在這次演
講中學生接受度特別強，現場互動氣氛熱絡。當然，丁董事長亦針對學生提出的
疑問，現場給予解惑與指導，啟發同
學不同之思考模式。感謝丁董事長遠
道而來，帶來新知，亦感謝同學熱情
參與，讓此活動圓滿落幕。
此次活動對本校學生對證券暨期
貨有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更有益於
同儕之間互動及將來學業相互提攜，
亦深信對學生將來不管是就業或者日
後修習相關課程，助益甚大。
校長、許碧芳所長、丁 董 事 長 、吳政儒
主任、范洪源老師與研究生於會後留影

鋼琴天使音樂禮讚～邱仁寧鋼琴獨奏會
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將於 9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3:00-5:00，假本校光禧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鋼琴天使音樂禮讚－邱仁寧鋼琴獨奏會」
。今年 20 歲的邱仁
寧，是一位重度智障、視障及自閉傾向等多重障礙的男孩子，在本中心莊貽婷老
師的耐心教導下，憑著自己的努力不懈，練就一手好琴，於去年獲得了第 4 屆總
統教育獎，並在多項音樂比賽中得名。本中心誠摯地邀請全校教職員生，蒞臨欣
賞、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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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預告 歡迎有興趣者前往聆聽
主辦單位：生物技術系所
時間
94/11/09 (三)15:10
94/11/16 (三)15:10
94/11/23 (三)15:10
94/11/30 (三)15:10

主題
利用時間藥效學的關
點來設計時間控制崩
散口服投藥劑型
實驗動物在健康食品
評估之應用
研發系統與行銷策略之
關聯性
台灣生技產業的定位
與機會

94/12/02 (五)11:00

生技保健藥物研發

94/12/07 (三)15:10

乳酸菌研發與應用

94/12/19 (一)14:00

94/12/14 (三)15:10

Functional Analysis of
Putative
Restriction-Modification
System Genes in
Helicobacter pylori
Genomes
幾丁質在生化保健
製品的應用

94/12/21 (三)15:10

基因轉殖與生物醫學

94/12/28 (三)15:10

靈芝、人蔘、發酵乳
研發與應用

主講人

地點

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山陽教授

N308

綠色四季生技
呂淑芬經理
味全食品中央研究所
鍾美玉經理
台澤國際事業亞洲區
秦立德經理
Internal Medicine and
Urology
陳慶士博士
優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陳國樹總經理

Lee-Fong Lin

優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陳國樹總經理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楊程堯博士
佳格食品有限公司研發部
羅之綱主任

N308
N308
N308
光恩樓
國際會議廳
K103

N308

K103
N308
N308

主辦單位：食品科學系
時間

主題

94/12/14

益生菌

94/12/21

幾丁質及其衍生物

94/12/28

機能性成分檢驗分析

95/01/04

機能性食品營養功能評估

94 學年度
上學期

生技產業國際行銷發展與
策略

主講人
陳國樹
優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陳國樹
優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黃東裕
沙地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慧芳
沙地郡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雅慧
維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行銷&研發經理

地點
本校
本校
本校
本校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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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劉禹利
亞太生物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地點

94 學年度
上學期

醫學美容市場遠景與未來
發展方向

94 學年度
上學期

團膳公司的人才需求(暫定)

美麒食品公司 營養師

本校

94 學年度
下學期

食品流通事業市場遠景與
發展

葉丁源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室品保組 資深經理

本校

本校

主辦單位：醫學工程系
時間
94/11/09(三)
上午 10:00~12:00

主題
發明很容易

主講人
福裕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鄧鴻台董事長

地點
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

青少年濫用藥物及毒品檢驗新知研討會
宣導反毒觀念 籲青少年珍惜青春生命
醫事技術系
藥物濫用一直是全世界的社會問題，特別在青少年這個階段，由於對藥物的
好奇、無知再加上週遭的壓力，一時不慎容易沉浸迷幻其中無法自拔。藥物濫用
不僅引發成癮的問題外，甚者衍生如愛滋病與肝炎的感染，而增加社會成本。
本校醫事技術系於反毒教育不遺餘力，故受教育部委託辨理 94 年度技專院
校在職教育活動，以青少年毒品防制與檢驗為主軸，於 10 月 17 日假本校光禧大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青少年濫用藥物及毒品檢驗新知研討會」。期望透過本次活
動彼此切磋，得到更多濫用藥物防治與毒品檢驗的新知，以對學生進行宣導，珍
惜青春生命。
本次研討會與會學員共計 77 人，我們邀請到中央研究院院士羅浩博士來主
持會議並進行演講，羅浩博士在嗎啡耐受性的學術研究為全世界之翹楚。另還邀
請到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王勝盟博士及台南監獄衛生科吳元培科長，分別演講他
們在毒品鑑定方面的經驗與在毒品衍生的疾病及輔導經驗。與會學員對本次研討
會滿意度甚佳，皆認為會對未來之工作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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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Division
Yuan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finally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a department which emphasiz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offers courses on the four
major areas: basic language skills, western literature, practical English (Business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 class of 50 students will be
recruited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06-2007.

教育部補助技職院校提升外語能力系列演講活動
Series of Lectures on “How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外文組
Foreign Language Divisio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Languages invited several promin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ll faculty and students are
most welcomed to attend these lectures. Listed below is a schedule for your reference:
時間
Dates and Time

主題
Title of the Lecture

主講人
Name of the Speaker

2005/11/09
PM 13:00~15:00

English in Taiwan

Stephen Krashen,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5/11/24
PM 13:00~15:00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Movies: Harry
Potter as An Example

Johanna Katchen,
Professo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地點
Place
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Kuang En
Building
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Kuang En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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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歌唱、英語演講才藝競賽獲勝名單揭曉
外文組
項目

英語歌唱

英語演講

名次

系級

姓名

第一名

醫工系 4-1

賴鄭婷

第二名

財金系 2-1

邱智淳

第三名

生技所 3-1

尤鼎元

優勝

醫管系 1-1

溫馥聯

優勝

醫技系 1-1

李瑞華

優勝

餐管系 2-1

林

第一名

放射系 1-2

林俊廷

第二名

財金系 1-1

許佩珊

第三名

企管系 1-2

葉富程

優勝

醫管系 1-1

邱柏豪

優勝

資工系 1-1

張育澤

優勝

護理系 1-1

賴怡璇

融

英語歌唱(左)及英語演講(右)比賽同學及評審老師於賽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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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護理系
為促進同學的美姿美儀常識，使得在未來職場和其他特殊場合中，能夠有「面
面俱到」的自信。本系系學會於 10 月 20 日、25 日及 26 日舉辦「美人大作戰」
活動，邀請到劉玳暐講師為大家講解化妝的基本概念及技巧方法，並現場實際進
行示範，同學皆表示課程內容很實用，獲益匪淺。
＊醫務管理系
2005 年 9 月 27 日醫管系徐均宏老師，參加大陸北京所舉辦的「亞太地區病
歷管理國際研討會」，會後並參觀北京大學校園。
＊餐飲管理系
本系學生實習餐廳－菊軒亭即已於 10 月 17 日（星期一）開始營業，本學期
我們將由三年級學生為您提供精美的午餐服務，每天提供不同的精緻西式套餐，
全餐內容含沙拉、主菜、湯、甜點及飲料(簡餐則不含沙拉及甜點)，絕對讓您物
超所值；歡迎您預約訂位。營業時間：94/10/17~95/01/02 每週一、二、四及五
11:30-13:0。售價：簡餐每份 80 元，全餐每份 100 元，消費 6 份即可免費享用 1
份 。 預 約訂 位 電話 ： 03-6102351 或 校 內 分機 直 撥 2351 ； 當日訂 位 電 話 ：
03-5385285。
＊財務金融系
財金系於 10 月 1 日舉辦的「2005 金融創新與科際整合學術研討會」已圓滿
落幕，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及參與。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於 9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早上 10:10-12:00，假本校光恩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了一場通識歷史課程專題演講。會中邀請到玄奘大學歷史學
系講座教授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高明士教授，以「廟學與東亞傳統教育」
為題來為我們演講。當天計有近 200 位本校師生出席聆聽。
＊國文組
本組擬於 11 月 26 日上午 9 時假光輝大樓二樓會議室舉行「主題文學研討會
－行旅文學」
，會中將邀請名作家鍾怡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蔡英俊教授、
玄奘大學中文研究所所長沈謙教授等，蒞臨主持及討論。此外會中亦邀請各大專
院校學者共同參與發表研討。歡迎全國有興趣者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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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國際合作案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本校透過專業師資及課程 建立品質與口碑
護理系 高淑芬老師
本系在 90 學年度為配合教育部與學校之南進政策國際合作案，提出馬來西
亞短期授課計畫案。一路走來由探索至現在小小的成果，全有賴校方支持、彭主
任、研發長的努力、護理系陳麗環老師及相關老師的協助，以及幼兒、婦幼保健
及技術主題內容設計的完善，方深得當地婦女、幼教老師的喜愛，使此案一路走
來雖然備感辛苦，但也有些許成就感。尤其在第二年向教育部提出的成果報告
中，多所學校一直向我探問如何辦理此國際案及今年獲教育部最高補助之成果，
使我今年籌辦馬來西亞課程時，更是戰戰兢兢，對新增加學分班使出最大努力，
增添 Apple 電腦、攝影等教學利器。
今年 14 天馬來西亞之行，讓我在教學上又有了不同的學習與經驗。行程前
為使上課學員分享不同師資授課，本人與王蓉敏老師學習彼此間專業，課程致力
於婦女保健及健康促進學分班。許多朋友、同事問我為何要如此辛苦走一趟教
學，但本人與王老師及同行行政人員事後皆覺得收穫是大於付出的。此次我從上
課學員努力、認真態度及授課後不斷詢問問題，讓我深深感受馬來西亞課程一定
一定要繼續下去。馬來西亞華人在當地受到許多不平等待遇，健康保健諮詢更是
需要值得我們努力付出，為他們服務。
最讓我佩服的是彭主任四年來與已當地建立情誼，她不私心且做事常站在別
人立場思考的熱忱，值得晚輩們學習。我們一到新紀元學院，多位主任及人員熱
情招待，如院長邀約豐富的晚餐，及才能幼兒園園長招待馬來西亞一家有名肉骨
茶店，而園長先生（前明新科大教授，目前為淡江教授）也安排了一天文化之旅。
從印度餅早餐起（應我們之要求，因為我們整團包括我兩個小孩吃了無數餐後，
印度餅仍是我們想要的美味），到印度寺、陳氏宗祠、清真寺及依斯蘭教博物館
等之活動參觀。再者新紀元學院職員利用下班、假日帶我們去吃無數異國餐，逛
吉隆坡、星光大道，新紀元詹主任（未來可能是學院副校長人選），還帶我們去
螃蟹島、鳥園；佛光山朋友更帶我們去雙威樂園等，皆讓人印象深刻。而有好奇
心的我們常利用空閒時間，搭輕軌到處旅遊如唐人街、綠野仙蹤燈會、各大百貨
公司，及品嚐不同風味的宵夜，加上最後三天我們利用自己行程住海中天渡假，
解除我課後疲憊。這一切途中也要謝謝我兩位可愛的小孩，因為她們的隨行成了
我們的開心果，有了蓉敏老師的朋友，因男士隨行協助我們大型 Baby 教具，逛
街時提購物袋的大力士及宵夜時的安全性，使這一次教學之旅更豐富實在。
14 天的行程使我們對未來國際合作案有以下看法：（1）在短期訓練課程應
開發進階班（針對已開班地區）
、開發新點（進行原有初階婦幼保健班）
，課程中
技術考試，增加筆試及領到結業證書。
（2）此次，1 學分課程班能增加至 2 學分
為主，利於學員抵免課程使用。
（3）學生交流：若本校希望有國際性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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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其他學校作法，提供較多獎學金及名額；大學學位（雙聯學制）及如成大
EMBA 研究所合作。其實在教育部鼓勵下，最近兩年已十多所學校與新紀元有
了上述之合作且大多為國立或科大佔便利性。至於對於我們有利部分，是因為他
們需要與健康相關的課程，能提供相關課程及維持友好的合作努力是值得一試。
（5）雙聯學位部分在與之溝通後似乎護理系值得努力。以護理為例，該校除有
商科外亦思考可往護理及中醫課程努力，護理系可透過學生交流形成雙聯學位並
協助護理專業師資培訓，皆為未來可努力方向。
最後，兩關鍵（Two Keys）可使國際合作案成功與永續經營。除學校繼續更
多支持與研發處行政努力外，系上要成立團隊（Team）合作，以華人課程及講
座需求為服務之主題，透過有專才、閱歷廣、親和力強力之師資，建立好品質與
口碑。以上條件若能做到，透過跨國性的學術合作，相信元培必能在未來大放異
彩。

本校於馬來西亞舉辦之課程學分班，已在當地建立好品質與口碑

喜迎元培生力軍 各系迎新活動熱力四射
資訊管理系
看到參加同學如此聚精會神而且快
樂的享受遊戲過程，讓迎新活動圓滿活
潑的舉辦，相信藉有此次活動，讓大家
的心更加凝聚，同時也感受到學長姊與
系上期待大家加入的心。歡迎大家加入
資管系，期待我們一起航向美好未來，
資管系展新未來正式啟航。加油！
～主任給大家的話
關於這次迎新，最成功的地方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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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了系上新生與舊生的感情，我想一個團體最重要的就是凝聚彼此的向心力，
才能夠使它像一個大家庭。或許我們整個活動的流程還有些小瑕疵需要改進，但
是在所有支持學會運作的人的努力下，用每個人的心血，彌補了其中的不足，對
此，送上最大的感謝。～資管系學會黃宗傑
資訊工程系
在這兩天的迎新露營活動中，看到
我們的同學，以及合辦學校工作人員的
努力，就算活動沒有預期中的完美，但
至少我們都已經勇敢的去嘗試過了，也
吸取了不少經驗，下次一定會更好。

環境工程衛生系&財務金融系
環衛、財金 94 學年度聯合迎新已
經圓滿落幕，這次活動有營火晚會、夜
教、大地遊戲、BBQ…等，精彩而豐富。
感謝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員以及陪著新
生的小隊輔，由於大家的努力，使得環
衛系、財金系系學會的情誼因此邁進一
大步，未來兩系皆能因此次活動而累積
豐富的社團經驗，未來對兩系的學會也
能生生不息的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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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迎新熱鬧開唱 high 到最高點
課指組
開學了，為鼓勵新生參與各項活動，促使新生認識學校社團，也為新生的活
潑動力提供一個正常且有趣的發洩管道，帶動校園歡樂氣氛，學務處課指組及學
生自治會於 94 年 10 月 12 日晚間假光禧 3 樓綜合禮堂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迎
新演唱會，當天邀請表演的藝人皆是時下當紅偶像明星，包括歐漢聲、楊丞琳、
張棟樑等，現場人潮洶湧，歡聲雷動，氣氛 high 到最高點。

迎新演唱會當天同學參與熱烈，現場歡聲雷動

全國大專校院熱舞大賽 年輕學子競舞秀青春
課指組
本校承接救國團之 2005 全國大專校
院熱舞大賽活動，於 94 年 9 月 30 日假新
竹火車站前廣場順利舉辦完畢。活動當天
聚集了來自各校的舞林高手，以熱舞勁曲
彰顯年輕人活力奔放的精神，現場氣氛熱
情沸騰。另本校康輔社現場表演幽默詼諧
的創意話劇；街舞社亦以熱舞為當天活動
劃下句點。感謝新竹市文化局及衛生局鼎
力支持及協助，讓活動得以順利圓滿結束。

2005 全國大專校院熱舞大賽活動，
展現同學青春動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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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六校聯合迎新晚會 萬餘名新鮮人同歡
本校社團同學熱舞勁曲 沸騰風城
課指組
新竹六校聯合迎新記者會於 94 年 10 月 13 日假新竹市政府舉行，本校由課
指組張組長及街舞社同學前往與會，本校同學展現社團特色，獲得了許多媒體的
讚許，隔日亦於中國時報新竹版特別報導。
新竹市政府為迎接新竹約 12000 名
大一新鮮人，特於 94 年 10 日 15 晚間，
假新竹火車站前廣場聯合在地六所大學
院校辦理歡樂迎新晚會，展露新竹市的
溫馨和美麗。
此為新竹市第 3 年與新竹六校大學
聯合舉辦，而本校是第 3 年參加，今年
特派出本校街舞社及熱舞社同學前往表
演，優異的表現，打響本校知名度，當
新竹六校聯合迎新記者會上，新竹
日本校周雪美學務長特上台獻花鼓勵同
市政府林政則市長和同學合影留念
學傑出的表現。

本校師生與水果爺爺、奶奶慶重陽 散播歡樂散播愛
課指組
本校對社區服務不遺餘力，為因應 94 年重陽節活動，本校學務處課指組張
組長及護理系林昀蓉老師特率同學於 10 月 7 日至「新竹日間老人照顧中心－秋
霖園」辦理了一場水果爺爺、奶奶慶重陽活動，當天活動在同學熱情帶動下展開。
本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用
心關懷老人，由於老人較少有參與活動
的機會，藉此健康活潑又有趣的活動方
式，鼓勵他們多跟外面的世界接觸，用
實際的關心讓老人感到溫暖難忘。讓老
人度過一個充實且有意義的重陽節。
活動當天在溫馨感人的氣氛下劃下
句點，不僅獲得許多的肯定與讚許，爺
爺奶奶還期待我們未來能再與他們相
本校師生以健康活潑的活動方式
聚。
與老人們歡度重陽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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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活動多元豐富 精彩可期
歡迎師生踴躍參與
學輔中心

一、
「好像很多人都有憂鬱症?憂鬱症到底是什麼?」
「他平常很開朗的，這應該只
是一時的鬱卒吧?有那麼嚴重嗎?」
「我覺得壓力好大，這樣會不會得憂鬱症?
是不是我的抗壓力太低了?」對於憂鬱症，我們總是有太多的疑問，想知道
如何分辨憂鬱情緒和憂鬱症嗎?學生輔導中心於本學期推動「心理建康週」
各項活動，並與「董氏基金會」共同為本校新生做全面性的「台灣人憂鬱症
量表」，協助新生檢測自我情緒狀態，了解新生在本校之適應程度。本校全
體師生若對自我情緒與抒解管道有任何疑問，歡迎上董氏基金會網站自我檢
測，還有許多好康的等你喔!!＜董氏基金會 http://www.jtf.org.tw/psyche/＞

二、性別平等教育週系列活動
成長團體工作坊
日期/時間
主 題

94.11.26(六)
9:00-17:00

講 師

王郁文老師
政治大學心理諮商輔導研究所博士
『愛情塔羅牌工作坊』
候選人，雲科大講師。曾為明新、
工作坊：兩性與愛情
雲科大、帶領多次小團體與工作坊
經驗

＊ 趕快報名參加!!詳細情形及報名方式請上本中心網站或逕洽本中心(光恩 1
樓)。
電影賞析—午餐的約會
學輔中心多功能討論室於每週二、四中午定期撥放影片，同學可以帶著你的
便當和飲料，來一場輕鬆又有意思的午餐之約。空間約可容納 12~15 人，自由
參與，想來就要快喔!!
單元

日期/時間

主 題

1

94.11.22(二)、11.24(四)12:00

理性與感性(上) (video)

2

94.11.29(二)、12.01(四)12:00

理性與感性(下) (video)

3

94.12.06(二)、12.08(四)12:00

越愛越美麗(上) (video)

4

94.12.13(二)、12.15(四)12:00

越愛越美麗(下) (video)

5

94.12.20(二)、12.22(四)12:00

當男人愛上女人(上) (video)

6

94.12.27(二)、12.29(四)12:00

當男人愛上女人(下)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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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電影賞析講座
場次
1
2

日期/時間
94.11.03(三)
15:00-18:00
94.11.28.(一)
15:00-16:00

電影片名

講師

地點

(講師挑選中)

莊景同 (交大諮商
中心專任諮商師)

光恩國際會議廳

跳舞時代

郭珍弟

光恩國際會議聽

性別平等教育徵文比賽：來一場性別平等的愛情
歡迎寫下你的經驗和想法投稿到學生輔導中心！
徵文辦法：(詳細評分方式及流程將於日後於校內張貼)
1.需以中文創作，議論或抒情文皆可，以一千字為限，可用筆名發表。作品禁止
抄襲。
2.收稿時間：94 年 10 月 31 日早上八點半開始收件，至 94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五
點截稿（逾期恕不受理）。
3.評選規定：由學生輔導中心老師初選 10 篇文章，再由國文組老師和全校學生
共同選出推薦獎 5 名，致贈獎狀一紙以及圖書禮卷七百元。
4.收稿方式：報名表請至學生輔導中心網站上下載，請將報名表連同作品電子檔
(格式：word 直向橫書、單行間距 12 字) e-mail 至 stud8233@mail.yust.edu.tw，
本中心老師收到來信將回覆，若沒有收到回覆請來電洽詢謝佩娟老師，分機
2242。請自留備分恕不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