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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意 依古禮 謝師恩
元培成年有禮 學生銘感師恩
課指組
每年 3 月，學校都會為年滿 18 歲的同學舉行成年禮，意義非常深遠。新竹
市副市長陳全桂也特別到場觀禮，勉勵同學們，成年之後多了許多權利，也多了
更多的責任，他希望年滿 18 歲以後的同學要懂得判斷是非和自我反省及努力學
習，創造自我的幸福。校長也期勉同學，今後所作所為要自我負責，做個成熟有
承擔的青年。副校長要孩子體認；成年了，飲水要思源。
此次成年禮儀式，依古禮、又配合時代進步。邀請師長為同學行加禮活動，
幫男同學繫上領帶，女同學披上絲巾，象徵著責任的承擔，期許同學今後要向自
己負責，向社會負責。禮儀中有一單元－薪火相傳，由校長、副校長點傳心燈，
象徵經驗傳承，並藉由此點亮同學心中光明路，及日後不要忘了也要擔任提燈照
路人。
此時，司儀引導同學祈願一願：即將長大為大人的小孩，雖然我們的專業知
識還尚未純熟，但我們有一顆認真學習的心，我會虛心求教，不辜負師長的教導，
努力向學，成為一個有守有為的青年。二願：從今天開始成為大人的我，握著人
生的彩筆，揮灑出亮麗的人生，開始對自己負責、對社會負責。三願：讓我們力
行口說好話、身行好事、心想好意的具體行為，以最純真無暇虔誠的心，共同祈
禱早日完成學業，步入社會發揮所長，貢獻己力回饋學校。活動在典雅又隆重的
氣氛下圓滿完成。

校長、副校長依古禮為同學行加禮活動

成年禮現場，副校長致詞勉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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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本校發展國際化 期與世界潮流接軌
馬來西亞沙巴大學副校長蒞校參訪交流
研發處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國際化之政策，並加速推動本校發展國際化，進
而與世界潮流接軌，本校於 94 年 3 月 3 日(星期四)邀請馬來西亞沙巴大學
(UNIVERSITY MALAYSIA SABAH )副校長(UMAP 會員國代表) Prof Dr Mohd
Zahedi Daud 蒞臨本校與林進財校長、林志城教務長、蔡世傑研發長、梁耀南主
任進行座談，研討未來兩校可能的合作交流方式，並於座談結束後參訪本校食科
系及醫技系。Prof Dr Mohd Zahedi Daud 此行期能為該校的研究團隊在台找尋可
進一步合作的對象，並將相關資訊帶回學校，研商兩校未來可能發展的合作空
間；並期與本校的經管所、財金系、食科系及醫技系先經由教師互訪，再進行學
生及師資交流，進而促成兩校的合作計畫。

馬來西亞沙巴大學副校長 Prof Dr Mohd Zahedi Daud(右二)
與本校林校長、林教務長、蔡研發長及外文組梁主任合影留念

產學合作雙向互訪 增進永續性實際效益
研發處
本校近期加強與產業界之產學合
作，3 月 30 日綠色四季生物科技公司總
經理邱德和及事業發展部經理洪志駿博
士蒞校參訪，就雙方產學合作事宜進行
意見交流。4 月 1 日本校蔡研發長世傑、
醫技系陳媛孃主任、林育興老師、醫工
系陳煥文老師及企劃組宋惠中組長等一
行人回訪綠色四季生技公司，參觀該公
蔡研發長率宋組長、醫技系陳主任
司實驗室及動物房等設施，並就雙方產
等一行人參訪綠色四季生技公司
學合作、技術交流、學生實習等議題進
一步溝通並達成共識，使雙方合作更上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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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產學合作 推動學術交流
校長、副校長率隊參訪馬偕醫院及亞東醫院
研發處
校長、副校長、研發長、醫管系徐主任、醫技系陳主任、放射系莊老師、研
發處企劃組宋組長及實就組姚寶蓮等一行人，於 3 月 25 日（星期五）分別拜訪
馬偕紀念醫院及亞東紀念醫院。
在一個半小時的座談會上，本校除了感謝院方提供良好之實習環境，對實習
學生熱心指導與照顧外，並針對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相關議題做溝通，彼此進行
意見交流。此次拜訪收獲甚豐，感謝二家醫院院長及單位主管之盛情招待，也希
望雙方合作能盡速達成。

校長、副校長、研發長等一行人參訪馬偕醫院（左圖）及亞東醫院（右圖），
與該院院長等相關人員合影

丙級(中、西餐)衛生講習課程

學員收穫滿行囊
推廣教育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於 3/26(六)舉辦的「丙
級(中、西餐) 8 小時衛生講習課程」
，共有
25 位學員參加，在本校食品科學系劉建功
老師專業的「食品中毒」概論精采分析中
揭開了一天活潑的課程序幕，除專業的闡
述外，劉老師更暢談食品分析研究世界的
二三事。接著，盧明傑老師的「膳食營
養」，讓學員擁有一個用餐的好心情，下
午課程時段由新竹市衛生局的同仁慷慨分享在衛生稽核的心得與餐飲考試的小
技巧，雖然只有短短一天的課程，但收穫卻是滿溢在學員們的笑意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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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新竹香山校區英語教學國際研討會暨書展｣熱情邀約
歡迎共襄盛舉
The First Hsiang-Shan Area Intercollegia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Book Exhibition
Heartily Expecting You
外文組
The First Hsiang-shan Area Intercollegiat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hosted jointly by Yuan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ng Hwa University, and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will take place on May 21,
2005 (Saturda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and Writing Lab, Kuang En
Building, Yuan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ors Yasukata Yano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and Jette Hansen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will
present papers on “How Acceptable Should Chinese English be to Function as a
Mean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uggestion to ELI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in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wenty-eight teaching professionals from 23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island will present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at this conference. A small book
exhibition featuring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Tunghua Bookstore, Caves Books,
Taiwan ELT, and LiveABC will also be held. For pre-registr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eb.yust.edu.tw/english/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外文組與中華大學外文系及玄奘大學外文系擬於 94 年 5
月 21 日(星期六)聯合舉辦「第一屆新竹香山校區英語教學國際研討會暨書展｣，
除邀請國外 Yasukata Yano 及 Jette Hansen 教授發表專題演講外，亦有國內英語教
學學者專家發表論文，知名出版社也共襄盛舉，展出英語教學書籍和軟體。

新竹市香山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社區營造志工基礎 特殊訓練實施計劃
健康中心
為激勵志願服務意願、吸取服務知能、充實服務內涵及專業知識，以期提昇服務
品質，本中心依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推廣健康宣導計劃，特於 94 年 4 月 30 日、
5 月 1 日假新竹市香山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元培診所 2 樓）舉辦「社區營造志工
基礎及特殊訓練」，參加對象以新竹市香山區民眾為主，歡迎本地民眾踴躍報名
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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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用心 學生安心 家長放心
住宿生座談會圓滿結束
生輔組
為使住宿生了解本校各宿舍設施維修
狀況與進度，並協助住宿生解決問題，本
學期「住宿生座談」已於 3 月 29 日晚上
6:30 假光恩大樓國際會議廳舉行。會議由
朱學務長主持，蔡副校長、林教務長、王
總務長、生輔組高組長及電算中心人員與
會指導。其中副校長致詞勉勵同學雖然宿
舍生活没有家裡來得方便，但是有珍貴的
友情與難忘的記憶，可學習尊重他人，虛
副校長(中)親臨「住宿生座談會」
心聽他人意見，俾利畢業後適應職場，是
指導
個難得的人生經驗。本校住宿生座談深獲
教育部評鑑委員嘉許，列為本校評鑑加分特色項目，正是肯定本校希望給予同學
們一個安全受教的好環境的用心。而後座談會在學生提出建議事項並加以溝通協
調後，順利圓滿結束。

健康中心系列活動預告
工作項目

全校 cpr
檢定

日期

94.04.2505.06

參加人員

未參加本校心肺 1.校長指示本校「心肺復甦術」通過率需
復甦術檢定者。
達 100%，本組將於 94 年 04 月 25 日~05
參加者需繳交 60
月 06 日安排未通過同學之「心肺復甦術
元(含 30 元證照
訓練」，請各系主任及導師協助推動。
費、30 元面膜費)。2.如需班上未通過「心肺復甦術訓練」名
單洽衛保組分機 8235 蘇小姐。
全校同學報名參

心肺復甦術
競賽

餐飲衛生
教育講座

94.05.02

備註

第一名
加
第二名
(即日起報名，20 第三名
名額滿截止)。
參加獎

五專放射 3-1
94.05.09
五專醫管 3-1
11:10~12:00
五專醫檢 3-1

價值 1000 元禮卷
價值 500 元禮卷
價值 300 元禮卷
嘉獎乙次

地點：光禧大樓 B1 國際會議廳
現場備有簽到作業，請務必出席

93 學年度第 6 期元培校訊(94 年 4 月)

93 學年度第 2 學期考試相關事項
課務組
期
別

部別、學制

考試科目

4/18-22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軍訓課

4/11-15
（自行考試）

日五專 4-5 年級
日二技、日四技

筆試、上機考、上台報告者

交 書 面 報 告
4/18-22
（隨堂考試） 者，照常上課

進修部所有學制

筆試、上機考、上台報告者

交 書 面 報 告
4/18-24
（隨堂考試） 者，照常上課

日間部所有學制
應
屆
畢
業
班
期
末
考

進修部二專、二
技及四技在職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在
校
生
期
末
考

備註

必修及選修正課
日五專 3 年級
期
中
考
試

考試日期

必修及選修正課
【全校性通識課程有畢業
5/23-27
生修習者，僅針對畢業生 （集中排考）
提前排考】
◎隨班重修同
學請注意：
5/16-20
實驗、實習課
（自行考試）
隨班重修科
目期末考同
必修及選修正課
『在校生期
【全校性通識課程有畢業
5/23-28
末考』
生修習者，僅針對畢業生 （集中排考）
提前排考】
實驗、實習課

5/16-21
（自行考試）

筆試、上機考、上台報告者

交 書 面 報 告
5/23-29
（隨堂考試） 者，照常上課

必修及選修正課

6/20-24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軍訓課

6/13-17
（自行考試）

必修及選修正課

6/20-25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軍訓課

6/13-18
（自行考試）

筆試、上機考、上台報告者

交 書 面 報 告
6/20-26
（隨堂考試） 者，照常上課

日間部所有學制

進修部二專、二
技及四技在職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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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企劃組
本校 94 年度大專生參與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本校師生積極提案，共提出 18
件申請案，各系提案數如下：
申請學生系別

申請案件數

財務金融系

7

放射技術系

3

企業管理系

3

醫學工程系

2

醫事技術系

1

資訊工程系

1

環境工程衛生系

1

課務組
一、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考取技術士技能檢定專業證照獎勵辦法，已於 94 年 3 月
15 日行政會議通過，敬請全校師生參閱。詳細辦法請參看教務處課務組網
頁。
二、本校目前設有 2 個學程，修畢規定學分者，發給學程證明。
a.分子檢驗學程：最低修習 8 學分。b.醫學資訊學程：最低修習 15 學分且非
本科系科目至少修習 9 學分。詳細修習課程，請參閱課務組網頁。
註冊組
一、4 月份已進入招生季節，招生工作陸續展開
(一)4 月 23 日、24 日二技統一入學測驗，本校為新竹區試務協辦學校
(二)5 月 14 日、15 日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本校為新竹區試務主辦學校，
自 5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起至 5 月 15 日(星期日)停課
(三)5 月 9 日本校四技申請入學放榜
(四)5 月 17 日二技推甄第一階段集體報名截止收件
(五)6 月 7 日、15 日四技二專推甄報名
二、各系輔系課程標準，預計將於期中考後公告，並開始接受申請
招生組
94 學年度四技申請入學通過第一階段人數為 831 人，資料如下表。複試通
知單已於 94 年 3 月 21 日寄出，如欲查詢通過第一階段之名單，可至四技申請入
學招生網站查詢，網站：http://www.caac.lhu.edu.tw/result.htm。
校系名稱

招生名額

通過篩選人數

放射技術系

31

143

醫務管理系

1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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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技術系

31

159

護理系

10

50

環境工程衛生系

5

27

食品科學系

5

31

醫學工程系

16

33

餐飲管理系

10

50

資訊管理系

5

30

資訊工程系

5

26

財務金融系

10

55

企業管理系

10

62

生物技術系

16

85

總計

170

831

生輔組
生活座談系列預告
活動名稱

日

期

地

點

進修部生活座談

94/04/26(二)PM6:30

光禧大樓 K109

日間部生活座談

94/04/27(三) AM 11:10 光禧大樓 B1 國際會議廳

假日班生活座談

94/05/01(日) AM9:30

光禧大樓 K104

參加人員
各班班長
各班班長
各班班長

總務處
一、雜項工程目前進度已完成 90％，預計於 94 年 5 月底完工。
二、運動場新建工程已於 94 年 3 月 15 日動工，預計於 94 年 8 月初完工。
人事室
一、本校教師聘約業己於 94 年 3 月 29 日校務會修訂通過(請參看人事室網頁)。
二、即 日 起 職 員 上下班時段可選擇刷卡地點如下：
(1) 校門口警衛室 (2)光宇大樓 1 樓飲水機旁邊
會計室
本校為配合今年度(94 年)政府對軍公教人員的薪資調整，本校教職員薪資已
追朔自今年 1 月起比照政府機關規定辦理，並於 3 月份辦理完畢。
電算中心
一、英文網頁建置申請已於 94 年 3 月 31 日截止申請，目前學術單位有護理系申
請，行政單位有教務處申請，中心將於期限內完成網頁之設計。
二、中心新購置的防毒軟體已正式啟用，請各位教職員同仁使用電腦時注意是否
已安裝防毒軟體。防毒軟體安裝網址：http://scan.yust.edu.tw/sav/。

93 學年度第 6 期元培校訊(94 年 4 月)

台灣健康管理學會將舉辦全國大專院校「健康管理碩士論文競賽」
即日起開始徵稿
醫務管理系
為鼓勵國內各大專院校進行醫技、健康相關之管理科學與技術之學術研究，
以達增進國人健康並提昇生活品質之目的。台灣健康管理學會將舉辦「全國大專
院校健康管理碩士論文競賽」
，希望藉由本活動之舉辦，以鼓勵研究「健康管理」
之風氣，促進國民健康。本會即日起開始徵稿，稿件繳交截止時間為 94 年 6 月
6 日(星期一)，以郵戳為憑，請寄至：30015 新竹市元培街 306 號之 1 號，台灣
健康管理學會收，並書名『參加碩士論文競賽』。凡全國大專院校與健康、醫技
相關之管理科學或技術碩士班應屆畢業生，皆可報名參加。欲知詳情請參閱台灣
健康管理學會，網址為：http://www.health.yust.edu.tw/，或電洽(03)5381183 轉 8321
文懋麟小姐。

暢談唱片工業的經營管理與變革
管理實務講座 同學迴響熱烈
企管系暨經管所
本系所於3月24日(四)下午1:00~4:30，假光恩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管理實務
講座，特別邀請到陽聲多媒體副總經理梁秀雯小姐主講「唱片工業數位內容與數
位應用平台匯流之經營管理變革」，使學生能瞭解「唱片業」的經營環境及管理
問題。梁副總指出，台灣音樂工業面臨許多重大危機，如盜版、MP3、燒錄以及
其他網路音樂的快速傳播，唱片公司專輯銷售規模已由1997年的476萬片銳減至
2001年的186萬片，並詳細解說唱片業應如何進行變革。而學生與演講者間互動
氣氛頗為熱烈，梁副總經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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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生人數眾
多，同學發問踴躍，梁副總經理無法一
一答覆，此為遺憾。感謝梁副總經遠道
而來，帶來新知，亦感謝同學熱情參與，
讓本活動圓滿落幕。
此次活動對本校學生在技能訓練課
程及實務決策能力上是受益匪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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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副總與許所長、經管所學生合照
日後在修習相關課程時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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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預告

2005 年醫技新知學術研討會
醫事技術系/生物技術研究所
本系所將於 94 年 5 月 7 日(星期六)假本校光禧大樓地下一樓國際會議廳舉
辦「2005 年醫技新知研討會」
。本次研討主題分別為：抗體工程與應用、細菌的
訊號傳遞系統與檢驗、微陣列在中西醫學的應用研究、良性及惡性卵巢腫瘤之基
因微陣列分析、及時定量 PCR 研習會暨壁報論文發表，會中邀請到知名學者專
家蒞校進行專題演講，機會難得。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94 年 4 月 29 日，壁報論
文截止日期為 94 年４月 15 日，歡迎各界踴躍參加。詳情請電洽(03)5381183 轉
8330 林詩芸小姐或 8661 徐治平老師。
2005 台灣健康管理學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醫務管理系
為鼓勵國內各大專院校進行醫技、健康相關之管理科學與技術之學術研究，
以達增進國人健康並提昇生活品質之目的。本系將於 94 年 6 月 19 日(星期日)承
辦「2005 台灣健康管理學會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本活動之舉辦，
以鼓勵研究健康管理之風氣，促進國民健康。研討會自即日起進行論文徵稿，論
文全文截稿日期為 94 年 5 月 20 日(星期五)，並請各系所及學會會員踴躍投稿，
會員可以免費參加，本次學術研討會論文也將擇優刊登於「健康管理學刊」。詳
情請參閱台灣健康管理學會網頁，網址為：http://www.health.yust.edu.tw/，或
電洽(03)5381183 轉 8321 文懋麟小姐。
『傳統思想與專業倫理』學術研討會
通識教育中心
本中心擬於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30 日星期六，假本校光暉大樓二樓會議室，
舉辦第二屆專業倫理學術研討會，本屆研討的主題是「傳統思想與專業倫理」。
特別邀請到國立中央大學前教務長、哲學研究所所長朱建民教授蒞臨發表主題演
講，同時邀約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與會發表論文 8 篇以及 8 位評論人，計有中央
大學、東吳大學、南華大學、雲林科技大學、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銘傳大學、
輔仁大學、醒吾技術學院、以及本校等九所大學校院專家學者與會發表論文或作
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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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動聽感人的音樂饗宴
「吉風烈伙吉他二重奏演奏會」樂聲飄揚
通識中心
本中心於 94 年 3 月 23 日下午 1:30-3:00 假光禧樓地下一樓國際會議廳舉辦
「吉風烈伙吉他二重奏演奏會」
。為配合「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之分項計畫四
－藝術活動」，本中心與課指組特邀請兩位優秀的吉他手—劉士堉先生與廖國志
先生為本校師生帶來一場音樂的饗宴。台上兩位大男生將他們對吉他的熱情帶至
整個會場，全程以輕快優雅又活潑的演奏方式帶領在場所有同學達到整場演奏會
的最高潮。吉風烈伙改編了死板板的的音樂，也改變了大家對於音樂存有的固定
思考模式，例如一向以管弦樂方式表現
的『西班牙小夜曲』
，在兩位吉他手的改
版之下，由吉他二重奏來呈現西班牙熱
情之美。會後許多同學紛紛要求與兩位
吉他手合照留下美麗的回憶，並表示希
望學校能時常舉辦類似的藝術活動，使
同學們都能在充滿藝術與人文的環境中
學習！
劉士堉先生現任創世紀吉他室內樂
「吉風烈伙吉他二重奏」
團音樂總監；廖國志先生現則就讀於國
現場演奏情形
立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三年級。

夏日美人體驗營～彩妝篇

讓同學「面面俱到」
護理系

由護理系學會主辦的「夏日美
人體驗營彩妝課程」上課情形

為促進同學的美姿美儀常識，使得同
學在未來職場和其他特殊場合中，能夠有
「面面俱到」的自信。護理系系學會特別
邀請到胡曉慧小姐於 94 年 3 月 1 日下午
13:00-15:10 假 K106 教室，講授彩妝的基
本理論及技巧。授課講師和藹可親，教學
活潑，除了能實際讓每位同學練習到彩妝
的技巧外，還可以學習到要如何正確地清
潔及保養臉部，同學皆表示課程內容很
實用，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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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一、賀本系獲得第一屆全國九放大 fun 盃聯合賽之籃球盃第 1 名、羽球盃第 2 名。
二、賀本系日二技 2-1 邱敏綺同學推甄考上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
三、賀本系四技 3-1 戚得軒同學及二技 2-1 邱敏綺同學當選第 11 屆元培青年楷
模。
四、由本校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主辦之 94 年度醫事放射師(士)繼續教育課
程將於 94 年 4 月 17 日假本校光恩大樓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詳細資訊請至
本校放射系網頁最新公告查詢。
五、放射系五專四技實習分發時間預計在 4 月底公布。
環境工程衛生系
第 24 屆大環盃於 94 年 3 月 26、27 日兩天舉辦，由成功大學主辦，共由 23
所大專校院環境相關系所共同參與，本系由陳文欽教師帶領，教師與學生共同組
隊參加，參賽隊伍計有 31 隊。經由激烈競賽，本系學生於男子組慢速壘球獲得
殿軍成績。
食品科學系
本系推甄榜單如下表：
姓名

錄取學校/系所

王美蘋 台中健康暨管理學院生物科技所生物科技組
黃耿琳 台中健康暨管理學院生物科技所資訊組
林郁君 中興大學食品科學所
鄭靖儀 慈濟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王美蘋
溫孟芳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
王恩瑋
醫學工程系
一、本系畢業專題成果展將於 5 月 11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00 進行海報及專題實
體展出，展出地點為光禧一樓閬風堂，歡迎大家前往觀賞。
二、本系將於 5 月 11 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假光恩大樓國際會議廳舉辦產學實務
講座，會中邀請到倢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藍文鈞總經理演講「無限網路產業
創業成功談」，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前往聆聽。
資訊工程系
一、恭賀本系劉錦松主任自 94 年 4 月 1 日起獲聘為工研院資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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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交大資工、資科傳說中的“蔡神”，將來到元培作精彩演講，歡迎全校師生
蒞臨參加。本系將於 94 年 4 月 7 日(四) 13:10~14:30 假光恩大樓國際會議廳，
邀請到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蔡文能教授演講「從電影看人工智慧」
，想一睹
蔡神風采的同學千萬不可錯過喔！
資訊管理系
本系將於 5 月 2 日晚上 6:30 於光禧大樓羽球館舉辦「資管之夜卡拉 ok 比
賽」，歡迎全校有興趣師生同參輿。
通識中心
本中心與圖書館合辦之「專業倫理讀書心得競賽」以及「元培之美—閱讀及
數位攝影比賽」已如火如荼地展開，有優渥的獎金，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加！
截止日期：(1)「專業倫理讀書心得競賽」－94 年 5 月 13 日（星期五）
(2)「元培之美—閱讀及數位攝影比賽」－94 年 4 月 7 日（星期四）
收件地點：(1)「專業倫理讀書心得競賽」－圖書館或各專業倫理教師（課堂上）
(2)「元培之美—閱讀及數位攝影比賽」－圖書館
詳情請參閱圖書館或通識教育中心網站。
國文組
國文組配合學務處課指組於 3 月 28 日舉行的成年禮活動，特別於五專三年
級國文課程中講授中國成年禮的意義與目的。中國傳統古禮有所謂「士冠禮」，
為 20 歲之成年人舉行戴冠儀式。本次活動只有專三同學參加，爾後五專部即將
全面停招，為使四技部將屆成年的同學亦能明瞭此典禮之意義，日後本組亦於大
一中文課程中加入中國成年禮的意義與目的內容講授。
外文組
請全校學生於 4 月 25 日至 5 月 8 日期間，上外文組網站作全民英檢模擬測
驗。網址為 http://gept.yust.edu.tw//，點選左側"全民英檢測驗"，鍵入自己學號及
密碼，然後進入"隨選出題"，出現考題名稱 Allyear 後即可進入測驗。另外學生
亦可於平時上網練習，歡迎同學課餘多多利用此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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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會來了！
餐飲管理系舉辦「神廚盃」鐵人創意料理競賽
餐飲管理系
為了推動多元餐飲文化，活絡各學校餐飲相關科系的交流，並加強學生的餐
飲知識與技能，餐飲管理系於 94 年 5 月 4 日下午 1 點 30 分至 5 點間舉辦「神廚
盃」鐵人創意料理競賽，比賽地點位於集賢樓餐飲實習教室及廣場。
本次活動除了本校餐飲管理系的學生組隊參加以外，也歡迎學校其他系所或
全國各校餐旅相關科系的學生以一隊 3 人的方式組隊參加，比賽的隊伍必須依比
賽主題「雞年料理」做出 6 道創意料理，每道菜 6 人份，此次比賽完全不需要任
何的報名費，前三名還有獎金可拿，報名截止日期為 4 月 25 日，請大家踴躍參
與。
當日除了創意料理競賽以外，餐飲管理系並於上午舉辦 2005 年餐飲管理研
討會，下午搭配大地遊戲活動，強化同學間的交流。

第十一屆元培模範青年當選人
課指組

陳育君

陳思潔

鄧立忠

蕭慧萍

葉雲城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

資訊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醫務管理系

彭靜茹

邱敏綺

楊菀婷

戚得軒

王怡人

醫事技術系

放射技術系

醫事技術系

放射技術系

醫務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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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捐血 熱心助人
本校舉辦捐血活動 師生挽袖熱情參與
衛保組
為響應醫療需求並培養學生「快樂捐
血，熱心助人」的態度，學務處衛保組於 3
月 17 日舉辦捐血活動，參加捐血人數總計
204 人，共捐得 224 血袋，非常感謝全校師
生熱情踴躍的參加。
當天捐血活動情形
全校各科系參與捐血成果一覽表
系別

人數

袋數

系別

人數

袋數

放射系

15

15

餐管系

4

5

醫管系

26

27

資管系

14

17

醫技系

20

24

資工系

3

5

護理系

52

54

企管系

7

8

環工系

5

7

財金系

6

7

食科系

24

24

教職員

9

10

醫工系

6

8

無班級

13

13

總計

204

224

閱讀與人文講座精彩可期

歡迎師生前往聆聽
圖書館

語言學習篇
想知道「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節目中現今最紅
最年輕的英文新貴胡家榮是如何利用英文玩出一片天
嗎？您知道他的學生小學三年級就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測
試嗎？現任台積電、聯電等企業之英文講師和英文面試
官的胡家榮，將與您分享如何不出國也可以說出一口漂
亮流利的英文，讓您也可以輕鬆成為全民英檢通。時間：
4 月 28 日(四)13:00-14:00，地點：光恩 B1F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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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 拒絕菸害
請全校師生共同營造「無菸校園」
健康中心
吸菸與肺癌的發病有直接的關係，80%
的肺癌是吸菸造成的。因此如果杜絕因吸菸
造成的肺癌，那麼就可以大大減少肺癌的病
死率。但值得注意的是，吸菸不僅是患肺癌
的主要原因，也是口腔、咽喉、食道、膀胱
腎臟以及胰臟等癌症的發病原因之一，這些
癌與肺癌加在一起，估計因吸菸造成的癌
症，佔全部人類癌症死亡病例的 30%左右，
這不能不說是一個驚人的代價。
張意珠老師為同學宣導
因本校為無菸校園，因此本校特於 3 月
拒絕菸害的觀念
30 日(星期三)11:00~12:00 在健康中心 2 樓，
針對吸煙的同學(被教官檢舉者)安排拒絕菸害加強教育，邀請到本校張意珠老師
為同學強化尊重生命、拒絕菸害之共識。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練課程」參與熱烈
參加通過測驗人數高達九成
健康中心
隨著科技的發達，意外事故的經常發
生，有足夠的證據告訴我們，如能在事故
發生之初，即給予專業化的救治，而且一
路持續到醫院，則病人的存活率將大幅提
高，且癒後會有明顯改善。而急救的重
點，不只著重在意外發生時所做的處理，
更重視平時即對急救方法熟知並了解如
何運用手邊的配備。意外災害的預防與處
理，安全教育是第一道防線，急救則是第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練」
二道防線。本校於 94 年 3 月 19 日至 20
同學認真聽講情形
日特辦理「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練」
，參與
同學共計 36 名，參加及格人數計 34 名，感謝同學的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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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堅持就會看見希望
身障作家李克翰先生分享心路歷程
學輔中心
為提升同學對珍惜生命及堅持理想，學生輔導中心於 94 年 3 月 23 日特舉辦
專題演講「生命教育－堅持就會看見希望」
。本次演講邀請到身心障礙者，同時
也是作家的李克翰先生為主講者，分享
自己如何從一場車禍面臨終身癱瘓的困
境中走出一片天空，重新找到生命的力
量。鼓勵學生珍惜生命，在逆境中找勇
氣，相信自己的潛能無限。生動有趣的
分享讓大家歡笑連連，而主講者面對掙
扎挑戰的心路歷程更讓所有學生為之動
容，會後頻頻詢問主講者主持的電台與
著書。演講的回饋表顯示 96%的同學對
因車禍癱瘓的作家李克翰先生
本次演講非常滿意，95.2%的同學覺得很
雖然無法手持麥克風演講，
有收穫，更有約 60%的同學希望有進一步
但毅力熱情令人為之動容
的書面資料，並表示希望學輔中心多多辦
理類似的活動。

系際盃各項體育競賽英雄榜出爐
體育室
名次\項目

羽球

女

男

女

放射系

放射系

環衛系 A

醫管系

環衛系 B

環衛系

食科系

放射系 B

資管系

季軍

放射系 A 食科系 A

醫技系

財金 B 系

資管系

護理系

殿軍

財金系 B 財金系 A

資管系

企管系

醫工系 B

醫工系

亞軍

名次\項目

女

排球

男

冠軍

男

桌球

環衛系 A 放射系 A
資工系

籃球

射箭

撞球

男

女

男

女

男

冠軍

放射系 A

護理系

環衛系

環衛系

醫管-潘振誠 放射-王瑀璇

亞軍

醫工系 A

醫技系

財金系

醫工系 B

醫工-張根菀 資管-廖宇婷

季軍

環衛系 A

放射系

醫工系 B

醫技系

資工-鐘凡傑 餐管-林玉如

殿軍

財金系 B

食科系

無

無

放射-黃瑞凱

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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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專欄

Physical Fitness
體適能
Perng, Yu-Fen 彭郁芬老師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室
The term “physical fitness” usually means different things for different people.
On our opinions, physical fitness relates to how you feel mentally as well as
physically.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bility for one person who works with vigor and
pleasure. Superior physical fitness bases on many parameters including proper
nutrition, adequate rest and relaxation, good health practices, and good medical care.
Among them, we thought the physical activity and exercise are the most essential and
crucial element.
體適能通常是因人而異的，依我們的觀點所謂健康的體適能是身心一致的，
也就是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時能夠充滿活力且愉悅的，優越的體適能包含均衡的
營養、充足的休息與放鬆、適當的運動及良好的醫療照顧等基本要素。綜合以上
所述，身體的活動與運動是非常必要且具決定性的因素。
Using the benefits of physical fitness as guidelines, physical fitness could be
built upon a foundation of several major factors --- 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muscula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body composition, and flexibility. If these
objectives can be accomplished, a person will be well on the way to achieve optimal
physical fitness and to engage in a life-style that produces health and happiness.
以體適能的益處做為指標，體適能的養成基於幾個主要因素，心肺耐力、肌
力與肌耐力、身體組成以及柔軟度。如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個體將可獲得最佳的
體適能並處於健康快樂的生活型式。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xercise to improve our physical fitness. First, aerobic
exercises will improve the cardiovascular endurance; second, weight training will
improve our muscular strength and endurance; and third, stretch exercises will
improve our flexibility. Simultaneously, the exercises mentioned above are helpful to
build our body with proper composition. Are you ready？ Let’s go！
以下有三大類運動類型能夠增進我們的體適能。第一類是有氧運動，它將能
增進我們的心肺耐力，第二類是重量訓練（肌肉抗阻力運動），它將能增進我們
的肌力與肌耐力，以及第三類的伸展運動，它將能增進我們的柔軟度。同時，以
上提及的幾種運動方式對於建構適當的身體組成是非常有幫助的。您準備好了
嗎？一起去運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