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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
外籍生交流在元培展開
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
流，學校與國立新竹高商已辦理第三場， 5 月 29 日進
行最特別的「拉美文化體驗營」在學校餐飲管理系
的西餐實作教室展開，首先由老師鄭富貴示範六道
菜餚，參與的外籍生及高中生們透過分組合作完成
一道道美味的異國料理，自己嚐著也感到十分興奮
與幸福。
鄭富貴老師示範六道菜餚分別為托斯卡芥末子

餐管系老師鄭富貴示範菜餚同學們認真聆聽

脆皮南瓜、西班牙蕃茄藜麥燉飯、西班牙海陸烤披
薩、墨西哥辣味嫩雞球、希臘起司粉絲蝦煲、墨西
哥咖哩牛肉捲餅。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分別於 4 月 11 日帶領 6 位來自
印尼的外籍生參與新竹高商校園生活導覽及交流分

同學們接著親手製作老師示範的菜餚，雖然同學

享家鄉具特色的文化、景點、美食； 5 月 11 日帶領 6

們大部都是首次下廚，但同學們忙得不亦樂乎，且做

位馬來西亞的外籍生參與其校慶園遊會，設攤分享

得有板有眼，自己嚐著也感到十分興奮與幸福。

具有馬來西亞家鄉特色的“斑斕戚風蛋糕卷”及其

今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的「大手牽

它小點心，讓每位品嚐過的人都感到大滿足呢！

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計畫」，

未來還有「新竹市區英語實境導覽趣」 1 場次的

與國立新竹高商合作辦理「校園親善大使團」、

活動正在蓄勢待發，期許透過這一系列的體驗交流

「友善新竹：新南向的滋味」、「拉美文化體驗

活動，除了促進本地生與外籍生之間彼此文化習俗

營」及「新竹市區英語實境導覽趣」等 4 場次體驗交

認識與了解，打開高中生的視野與胸襟外；也讓外

流活動。藉由體驗海外美食的製作，促進多元文化

籍生更了解在地文化特色、歷史背景等，以利達成

的交流。

在地國際化。https://www.ypu.edu.tw/news

國立新竹商校同學掌廚忙得不亦樂乎

國立新竹商校同學端著自己做的菜餚與蔡副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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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藝術家重松康夫駐校
創作作品贈予學校保存
重松康夫說來到元培創作，確實發現元培校園創
作，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而且能夠盡情享受著創作
的愉悅，所以他經常會創作到很晚都不覺得累，且所
日本藝術家重松康夫贈予學校他的創作品

創作作品有其特色。

日本藝術家重松康夫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駐校將

重松康夫也協助茶陶藝同學在教學上指點一些迷

近二個月，將於5月24日返回日本，5月22日下午由會

津，雖然他只會說日語，但創作不需要太多的語言，

展茶陶老師李明松副主任陪同，將他在校期間所做的

因此同學們也對重松康夫由衷的喜歡。

一套精緻茶壼茶杯作品贈予學校作紀念，而他所作的

李明松老師說，在同學中學最多就是張樹文，

此套作品在圖騰等都是他的創作，獨一無二，校長林

他經常跟重松康夫在一起燒窯，張樹文學得最多，許

志城等代表接受。

多同學也在重松康夫中學到很多，也認為創作在於心

李明松老師表示，日本藝術家重松康夫來校將
近二個月時間，他除了休息外都在學校創作作品，有

靜以及更多的想像空間，即可以做出不一樣的創作作
品。

時還廢寢忘食，重松康夫對學校有無煙柴燒窯及電窯

重松康夫說，他自己非常偏好童趣的作品，在其

等，對創作人而言都十分方便，再加上元培校園清

創作中將童趣放置在作品中，使得作品更形純真與趣

幽，非常適合創作。

味，其色澤以淺綠及淺藍為多。https://www.ypu.edu.

tw/news

學務長林佩芬榮獲
2019年ICN全球護理領袖培訓營參訓資格
學務長林佩芬副教授榮獲2019年ICN (International

GNLI (Global Nursing Leadership Institution)培訓學

Council for Nurses) 全球護理領袖培訓營參訓資格榮

員，將於今年 9 月 14 日至 20 日在瑞士日內瓦研習，成

譽，將於 9 月前往瑞士日內瓦參與培訓，成為我國第

為我國第12位參加培訓的護理精英。

12位參加培訓的護理精英。

林佩芬學務長表示，能有此機會獲得參與國際ICN

ICN(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Nurses)為全球最大

的護理領袖訓營機會，對自己也是一種成長及榮譽，

護理專業團體，具有引領全球護理專業發展的領導地

在七天研習中期望能讓自己更有所穫，且返回自己崗

位與角色。該會自2009年起每年辦理一期「全球護理

位及在護理界有所發揮。https://www.ypu.edu.tw/news

領袖培訓營」，遴選各國護理領導人才參加，以增進
其擔任國家層級及全球性領袖的領導技能。
該培訓營歷年來均有超過百位來自各國的護理精
英競爭30名培訓名額，台灣自2009年即積極參與迄今
已有11位護理界領袖完成培訓。
今年度 ICN 的護理領袖訓營共有來自全球 130 餘
位護理精英參加甄選，學校學務長林佩芬副教授經台
灣護理學會初選推薦，並經過激烈競爭獲選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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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陽明高中洪金英校長
一行至學校參訪
台北陽明高中校長洪金英一行 15 人， 5 月 15 日下
午參訪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長林志城親自簡報與介
紹，林校長強調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是全台第一所成立
醫事學校，目前朝著企業型大學發展，同時開展觀光

陽明高中校長帶領師長至元培參訪林校長親自解說校史館

工廠式教學場域。以 I3BEST 創新、整合、智慧，即
愛上元培。學校培育人才都是高薪就業。發展大健康

設立茶創中心、開設走讀台灣茶磨課師課程的大學。

品牌特色。元培優勢在於社區滲透力，哈佛大學與元

五創精神：全校必修專題與實習，培養五創能力與跨

培合作也基於此。洪校長等師長對元培的特色一目瞭

域學習的大學。商品技轉：技轉商品化與學生創新創

然，確實是一所具有特色及設施的科技大學。

業成長快速的大學。創櫃推薦：唯一櫃買中心認可之

林校長表示，元培強項：人培優質：最具備「大

創櫃板生醫健康類專業推薦單位。安全友善：第一所

健康產業人才培訓基地」潛力大學。系所最齊：臺灣

高齡友善且通過WHO國際安全最高等級認證的大學。

生醫健康產業相關系所最齊全的大學。跨境最專：

倫理審查：第一個通過 IRB 驗證可進行研究倫理審

與德國西門子、日本癌症中心、新加坡醫院、日本

查的科技大學。高薪就業：畢業生高薪就業 3 個月內

kewpei、種麴研究所等海外機構簽約，跨境研習成效

80%、一年內超過90%超強就業力大學，起薪高於一

最佳大學。雙聯最優：與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林肯

般大學超過 1 萬元。健康城市：與地方政府合作承辦

大學等建立雙聯學制。與紐西蘭、德國、日本、瑞士

或推動健康城市最主力的大學。國際親善：唯一短期

等多所知名大學締結姊妹校的大學。職能最強：建置

內連續兩位友邦元首到訪的大學。企業最愛：生命科

最新等級醫學臨床技能 OSCE 全套設備和七合一。視

學、生物資源、醫藥衛生獲企業最愛大學前茅。技職

光檢查設備的大學。影醫博館：唯一、全球唯二的影

唯一：教育部首次通過設立附屬醫院的科技大學。臺

像醫學博物館的大學。智慧健康：唯一設有cGMP 模

灣唯一：臺灣唯一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技術和職業

擬藥廠與模擬智慧長照宅的大學。政府合作：勞動部

教育與培訓。(UNESCO-TVET)觀察名單的大學。

設全國唯一醫護職涯體驗中心、新竹市政府長照C+。

接著林校長帶領在校史館、 cGMP 模擬藥廠、醫

健康自主：全校師生均通過CPR且具備自我健康管理

護職涯體驗中心、醫學臨床技能 OSCE 全套設備和七

能力大學。茶陶文創：唯一結合茶陶科技與文創，並

合一視光中心參觀。https://www.ypu.edu.tw/news

師長與陽明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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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活節 511
十分 有 意 義

511健康樂活節以乾淨水注入啟動活動展開

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黃世傑，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
防治基金會董事長高明見、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
生技製藥系成果

業策進會董事長石曜堂、桃園大眾捷運公司總經理蒲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照顧全國市民的健康與樂活舉
辦511（有意義）健康樂活節，5月11日上午10時半在
桃園機場捷運A1台北車站廣場盛大展開。A18站與車

鶴章及台北市國際教育家長協會理事長林育恬均分別
致詞，對元培辦此有意義健康樂活節十分讚許，且值
得推廣。

站週邊統一超商也同步響應此活動。活動由校長林志

活動現場五大互動區域分別是「健康保健服

城致詞，強調在老人化人口中要活得健康與樂活，學

務」、「策略聯盟健康產業」、「健康無邊界-優特i3

校培育大健康產業人才即是在於這些人才，能夠陪伴

大學」、「健康人才大小攜手」及「特色中心」等區

著老人活動健康與樂活，同時在母親節前夕以奉茶孝

域，此活動將學校特色與服務，結合策略聯盟廠商與

敬母親，更以健康水注入啟動此活動展開，十分熱鬧

各級學校，透過這次活動，展現健康樂活推動成果。

與有意義。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也同步展示其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

林校長表示，臺灣健康管理學會希望透過創造
話題進而定義大健康產業人才所需的技能支援健康
產業發展，從而提升全民的健康，以及樂活養生的
幸福生活，扮演積極推動的角色，宣導與實踐全民
健康樂活。

計畫、新竹縣健康城市與食安五環的具體績效。學校
各系都呈現出甚多成果。同時有醫護體驗區，許多人
對於該區嬰兒都抱不釋手。
健康樂活是人類生活基本尊嚴，這個活動
辦理的目的，源自於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

511健康樂活節活動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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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董事蔡雅賢頒發元培青年合影

餐管系陳老師說明學校健康餐

提 出 「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everyone,

察名單，為臺灣唯一入選的大學。值此母親節前夕，

everywhere」，由個體健康推展到社區健康、全球健

結合策略聯盟廠商與各級學校，透過樂活與奉茶孝親

康。由預防保健概念從基因大數據與健檢到生活習慣

系列活動，同時展現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成果，並反

改變、環境、飲食、運動與心理健康等解決手段，可

饋社會為參與民眾健康檢測與保健服務。推動社區健

以降低醫療支出並達成幸福養生目標。

康是大學社會責任，是結合產官學 511 （有意義）的

元培醫事科大是大健康產業的人才培育基地與創

活動。

新研發中心，為了提升全民的健康，以及樂活養生的

當天不但有臺北聯醫的四癌篩檢和元培醫大的

幸福生活，扮演積極推動的角色，宣導與實踐全民健

民眾免費健檢和闖關拿獎品，設有舞台區及五大互動

康樂活。

區，舞台區從暖場開始就有小小泡茶師的茶席奉茶，

元培醫事科大是大健康產業的人才培育基地與
創新研發中心，常年致力於大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技
術產品研發。此外，元培醫大常年協助或支援新竹市
與中北八縣市保健服務並與地方政府推動整合型社區

上午活動包含孝親奉茶、健康樂活運動操及元培活力
健康青年表演；下午更安排了四場舞台表演活動。下
午更安排照顧機器人、植髮機器人與充氣電子鼓樂活
用品展演活動等。都充滿著健康的活動。

健康照護，近年更承辦或協助健康城市與食安五環推

活動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臺北市、桃園市、

動， 2018 年成為哈佛大學「 Global Health 」團隊的

新北市、新竹縣、新竹市等政府單位的指導支持，加

成功案例，參與歐盟PULSE計畫(Participatory Urban

上20多個公協會團體與企業響應協辦，創造大健康產

Living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s，參與式永續環境

業與高齡化社會來臨的話題性。https://www.ypu.edu.

的城市生活），引進日本社區整合照護系統，今年更

tw/news

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轄PASCAL國際組織的觀

健康樂活節中子女送媽媽康乃馨

有意義健康樂活節奉茶活動
元培校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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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30屆馬來西亞
ITEX國際發明展獲得1金1銀
老人聽力易受損，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同學以遠紅外線照
射裝置 (聽力照護 ) ，改善人體小腔體血液微循環，解決聽力受損
問題，參加 5 月 2 日至 4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會議中心舉辦的 2019
第30 屆馬來西亞ITEX 國際發明展，更獲得金牌一面。
醫放系林冠宏、陸亮岑、王昱婷同學在郭宗德老師指導下的
作品：用於改善人體小腔體血液微循環之遠紅外線照射裝置(聽力
照護)，主要是解決老年人聽力損失的問題，在美國超過65歲的銀
髮族有1/3有聽力困難，主要內耳微血循環不良造成。此產品內含
微型黑體爐，用於小腔體內微血循環的改善，將能量集中在小區
域。產品以軟性加熱片，加熱金屬凹球面，球面鍍高放射率膜。

醫放系同學以遠紅外線照射裝置

(聽力照護)解決老人聽力受損獲金牌
徐研發長與郭老師合影

總和可高效率導波遠紅外線到小孔腔體，具加強聚焦的效果。解
決了聽力損失的需求，是創新的保健產品。在本次展會中獲得評
審一致好評，獲頒金牌獎。
元培今年參與 2019 第 30 屆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展，提出
兩個作品分別是醫放系的用於改善人體小腔體血液微循環之遠紅
外線照射裝置 ( 聽力照護 ) ，與醫技系一種核酸模型的螺旋結構，
分獲金牌、銀牌獎。
醫技系一種核酸模型的螺旋結構徐治平老師也代表發明
團隊，在展會現場與馬來西亞當地廠商MODERN MAMA

徐治平老師也代表發明團隊在展會現場與馬來

(MALAYSIA) SDN. BHD. 簽訂銷售代理合作意向書，讓該作品 西亞當地廠商MODERN MAMA (MALAYSIA)
在東協10國得以大量推廣。

SDN. BHD.簽訂銷售代理合作意向書

醫技系陳壠、張亘富、黃晨婷同學在徐治平老
師的指導下的作品：一種核酸模型的螺旋結構。完
成的作品是一種容易拼組和拆解的DNA模型，提供
立體雙螺旋與平面兩種演示功能的教學工具，適合
老師教學或學生自學時演示DNA或其他核酸相關之
反應，確實掌握 DNA 的鹼基配對、排列方向性、
複製、及其他分子檢驗原理，提升教師教學之有效
性與趣味性，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提供給非生
物背景的人士進入基因領域時的入門學習工具。該
作品也受到評審和參觀展會的學生與家長的注意，
獲得大會銀牌獎。同時，徐治平老師也代表發明
團隊，在展會現場與馬來西亞當地廠商 MODERN

MAMA (MALAYSIA) SDN. BHD. 簽訂銷售代理
合作意向書，讓該作品在東協10國得以大量推廣。
醫技系一種核酸模型在展會現場與馬來西亞當地廠商
MODERN MAMA (MALAYSIA) SDN. BHD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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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108年四技二專統測新竹市考區，5月4、5日兩天
舉行。今年新竹市考區共計 3,221 人，考場分別在元

機、穿戴式裝置 ) 關閉電源或取出電池，置於規定之
臨時置物區。

培醫事科技大學及光復高級中學兩個分區，各分區將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分區為讓考生有更便利的交

於 5 月 4 日上午 8 時公告「試場平面圖」及「試場分配

通，除原有苗栗客運綠線及新竹客運23號公車外，元

表」。請考生務必攜帶准考證、2B鉛筆、黑色墨水的

培出資加開公車載送考生，將由新竹客運公司增班，

筆及橡皮擦應試。

除正常班次外，在兩天考試前後，配合考試時間增開

四技二專各科考試開始時間，5月4日上午10時20

4 個直達班次由新竹火車站與元培醫大校門口對開。

分專業科目(二)，13時30分國文，16時英文。5月5日

5 月 4 日上午 11 時、下午 5 時 10 分。 5 月 5 日上午 7 時 25

上午8時30分專業科目(二)，11時數學，13時30分專業

分、下午 3 時 10 分。其中新竹客運起站於出火車站左

科目(一)，16時整專業科目(二)。

側的新竹客運總站。

請考生務必攜帶准考證、2B鉛筆、黑色墨水的筆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分區校內停車空間有限，考試

及橡皮擦應試，國文「寫作測驗作答區」、英文「非

期間不鼓勵停放，如停車位滿位後，請依引導人員指

選擇題作答區」及外語群英語類專業科目( 二 ) ，請用

示停放至玄奘大學；台鐵區間車至三姓橋站可轉乘公

黑色墨水的筆，更正時可使用修正液( 帶 ) ，請考生依

車至學，三姓橋車站及元培醫大校門口均提供youbike

試場規則第八條攜帶應考文具，其餘非應試物品不得

場站，方便騎乘使用。光復考區則建議停放赤土崎收

帶入試場；設計群專業科目 ( 二 ) 則請依設計類答案卷

費停車場，校內並無停車位可供停放。並呼籲考生應

作答規定攜帶應考媒材與工具。

先確認應試試場，以免跑錯試場，並請考生考慮可能

如遺失准考證，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照片於每

的交通狀況提早出門，以免影響應試。

日考前 1 小時起，持身分證件親自至試務辦公室申請

聯絡單位：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聯

補發，有關手機違規扣分時有所聞，請考生特別留意

絡電話：03-6102212 03-6102219。https://www.ypu.

國際與兩岸

考場禁帶行動通訊裝置(如手

edu.tw/news

遵義師範學院副校長婁勝霞等
一行參訪
遵義師範學院副校長婁勝霞等一行7人5月30日參

在大學校園裡

訪，除了參觀校史館、藝術中心、cGMP 實驗室、影

的長照機構，

像醫學博物館，在茶創中心進行與學生座談。婁勝霞

在 107 年 10 月正式營運，環境安全優雅，設備新穎明

副校長強調此次前來看到元培特色，真是一個很好的

亮舒適，課程豐富多元，適宜高齡長者或輕微失能失

醫事科技大學，值得該校學習與參考。

智者一起共學、共餐，活到老學到老，就算老也要老

師長與遵義師長合影

校長林志城表示，台灣第一所醫事學校，學校特色

得漂亮，活得精彩。同時也經教育部同意設置附屬醫

在於培育大健康產業人才基地，學生畢業即就業，且高

院，仍待衛福部等核定中。學校除了有藝術中心、有

薪就業。同時學生就業穩定性極高，服務就職達13年之

茶陶系所、茶創中心等都是適宜養生學習。

久。學校培育人才如醫放師、視光師等都是目前就業所
需人才。更重要在於對銀髮族學習與養生等。
學校目前在積極推動長照康養方面，學校有市府
成立智慧陽光共學中心 C+ ，該中心新竹縣市唯一設

婁勝霞副校長對元培特色感到欽佩以外，也提出許
多學習之處以及對學校的管理等都很想了解，更重要並
提出兩校有學前教育及銀髮族方面都有合作深入空間。
特別是推廣教育等。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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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日本教授野中誠博士一行
參訪學校
旅美日本教授野中誠博士一
行至學校參訪，將看共學中心、
元培健康診所及校史館，最後在
光暉樓四樓座談。野中誠博士在
美國聖地牙哥霍亞過敏和免疫研
究所醫學博士，對大數據分析技
術輔助解決醫療問題有其創新方
法，並提出他目前在使用大數據
處理醫療的情形等。

旅美日本教授野中誠博士與元培林校長及師長等合影

校長林志城除表歡迎，並指出學校是全國第一所
醫事學校，由於學生們除了在實驗室及教室上課外，

中心，該共學中心經理葉昱玲表示，該中心是 C ┼照

並走向社區，因此哈佛大學願與元培合作。同時元培

護，內有課程安排有遊戲、捏陶及運動、午餐及下午

學生畢業在各大醫療院所服務都會高達13年以上，而

茶供應，也有被動式運動機器等，在此一天不到六百

元培校園雖小但特殊對於大數據的使用是一個很大的

元，剛好有位92歲老婦在用下午茶，她也很大方與野

資料所需。

中誠博士交流。

旅美日本教授野中誠博士由華碩林樂怡總監、

目前有多位老人在中心學習等，新竹縣市唯一設

秘書等人陪同至元培參訪，首先前往元培陽光共學

在大學校園裡的長照機構，在 107 年 10 月正式營運，
環境安全優雅，設備新穎明亮舒適，課程豐富多元，
高齡長者或輕微失能失智者一起共學、共餐，活到老
學到老!就算老也要老得漂亮、活得精彩。歡迎預約參
觀03-6102436葉經理。
元培健康診所目前有內科、老人專科、眼科、
耳鼻喉科、胸腔內科門診提供醫療健康諮詢、專業團
體體檢、檢查報告異常複檢、藥物處方開立、戒菸門
診、成人健檢及癌症篩檢、居家醫療照護服務、公費

旅美日本教授野中誠博士參觀共學中心老人所做成品及玩
遊戲等

自費疫苗接種服務。
歡迎來電洽詢!!洽詢專線：03-6102249。https://

www.ypu.edu.tw/news

陽光共學中心老人向參觀者野中誠博士說她九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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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科技系越南班同學
認真學習長足進步
行動科技系越南班同學杜重南、丁文孝、阮德風
及黃玉善四人，在此系就學一年多，非常認真學習，
老師劉仁筑對他們努力不斷詢問態度都十分欽佩，願
意培育他們去參加競賽，劉老師說，他們有很大的進

行動系越南班同學求知慾甚強學習能力強劉仁筑老師
決定訓練他們參加競賽

步空間，且他們都有著強烈求知慾，因此值得他付出

就讀，他十分珍惜，他對App 軟體非常喜歡，而老師

教他們。

不厭其煩教導，讓他感到學到許多。他決定要與老師

黃玉善同學說，他們有時問了很多問題，老師都

多學，讓自己能夠在台灣找到此軟體製作的工作。

煩死了，但老師們都願意不斷的教導他們，讓他們能

杜重南同學表示，他有信心在元培學到更多的軟

夠了解，真的非常感謝老師們，他喜歡多媒體創作，

體設計，讓自己擁有工作機會。目前他也有在打工，

老師也不斷的教導。

半工半讀中。

杜重南、丁文孝、阮德風及黃玉善四人，分別來

丁文孝、阮德風說，老師教導他們真的很認真，

自中、南、北越，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有緣

也讓他們學到很多，且很有興趣，他們一定會好好的

在學校行動科技系就讀，他們都會互相鼓勵與打氣。

學習，不讓老師失望。劉老師將我們看如自己的孩

來到台灣對中文一點都不懂，確實語言讓他們十分苦

子，非常愛我們。

惱，他們首先著手將中文學好。經三、四個月不斷的

劉老師說，他們四人在行科系中真的很認真學

學習，他們可以作少許表達，也能聽懂老師所言。聽

習，剛來時語言問題確實讓他們學得非常辛苦，再加

不懂靠翻譯都有感差很多。

上他們在此方面了解較少，不過他們的不斷詢問，且

在語言稍可通之下，他們在老師教導下，對行動

不斷的認真學習態度，讓他深為感動，而他們有長足

科技系所學十分有興趣。杜重南同學說，他在越南本

的進步空間，因而決定培育他們去參加競賽，讓他們

就讀大學，二年級因無錢繳學費而離開。此次有機會

能夠更有所穫。https://www.ypu.edu.tw/news

山東職業學院校長等一行參訪學校
並簽姐妹校
山東職業學院校長秦河等一行五人5月8日參訪學
校，並簽訂姐妹校，將進一步交流與合作。
林志城校長表示，學校以大健康產業為主培育人
才，學校各系所都以大健康產業圍繞，以及養生，因

此學校有茶陶系即是養生，有無煙的柴窰等。學校有
多元方式進行與大陸學校的交流等，十分
歡迎至學校參訪，同時也可以進行合作。
山東職業學院校長秦河表示，此次前來參訪，看
到元培許多特色，雖然該校以鐵道機車
系等，但也有生技系可以互相交流，也
很希望元培老師或者學校老師至元培接
受短期訓練等。
雙方相談甚歡，即先行簽訂為姐
妹校，而後再進行下一步合作事宜，期
許雙方能夠在互相交流中獲得雙贏。

師長與山東職業學院師長合影

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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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等職業教育考察
團一行20人參訪學校
海南省高等職業教育考察團一行 20 人由教育廳
名譽會長、副廳長黎岳南帶領至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參訪，他們分二組進行參觀活動，參觀後他們都有

海南省高等職業教育考察團與林校長合影

感元培醫事科大十分有特色，是一個值得參觀的科

大學及 i 3創新、整合、智慧有相乘的效果。目前學校

技大學。

也推動大健康產業菁英人才學院，有專屬智慧教室、

海南省高等職業教育考察團一行20人先去參觀智

個人閱讀空間、最完整的健康與產業管理課程、一對

慧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心、智慧陽光共學中心、

一專師諮詢與上課、大師級專業領導課程、外師教授

影像醫學博物館、校史館、藝術中心。他們看到元培

外語等等，同時也可以至元培的國外大學就讀等。

目前在照護健康及老人照護等都有其特色，且有茶藝
中心及茶陶燒陶等健康養生。
元培林校長並簡單介紹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目前
學校以三螺旋產官學合作的企業型大學，以區域經濟

海南省高等職業教育考察團有 12 所學校共同組
成，有學校對於元培特色有興趣可能再組團參訪。教
育廳名譽會長、副廳長黎岳南表示，他們來是學習，
看到元培特色值得他們再學習。

發展的資源，因此目的而定位的學術機構。目前培育

海南省教育廳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張超主任強調，

提高勞動生產力及地方創生人才。將學校設定在生產

海南在台教師學生交流也已有，現期望有更進一步及

健康人才與產品基地。

擴大交流。5月16日下午來訪。https://www.ypu.edu.

海南省高等職業教育考察團對於林校長的企業型

tw/news

中華職業教育社一行
62人參訪學校
中華職業教育社與林校長合影

中華職業教育社一行62人由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副
會長張善利等帶領至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參訪，校長林
志城表示，元培是培育大健康產業人才基地，學校是

林校長致贈禮物給中華職
業教育社副會長張善利

企業型大學，以觀光工廠廠域發展，成為新竹市康養

也選擇在元培進行金球型健

園區地帶。

康研究等，學校除了醫生不培育外，醫事方面全部都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由五專至今，2015年正名元培

有培養，更重要這些人才都是高薪就業。

醫事科技大學，以特色大學為主，在少子化與高齡化

元培由於空氣好，將可發展康養園區，學校特色

的人才培育，將提高勞動生產力人才及地方創生。學

多且有許多唯一如影像醫學中心、視光中心、cGMP

校即在培育生產康人才與產品基地，

模擬藥廠等，學校移地學習也是大學學習之一，更與

學校位居地在新竹市香山，是北部地區空氣品質
最好的地區，同學學校綠化居多達80%，同時學校雖
為私校，政府單位在學校設置賈桃樂元培分館及長照

C站，說明政府單位對元培的信任與肯定。
學校與各大醫院等都有策略聯盟，同時哈佛大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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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日本、新加坡等地都有學習之處。學校積極爭
取附屬醫院設置中。
中華職業教育社一行 62 人 5 月 13 日下午至元培時
間短暫，只有由林校長介紹及交換禮物後即離去。參
觀了校史館及光宇藝術中心。

人物特寫

人物特寫

副校長蔡世傑頒發馬來西亞
海青班校友王振修傑出校友
副校長蔡世傑頒發畢業校友馬來西亞著名糕餅店
第三代王振修傑出校友，王振修當天且舉辦健康美味
糕餅事業版圖分享會，蔡副校長、餐管系老師劉婉真
等見証，他們對王振修能將父親產業做得火紅，且在
中秋月餅一枝獨秀，實屬難得。

蔡副校長頒發馬來西亞海青班
王振修傑出校友

蔡副校長與劉老師 4 月 25 日至 28 日前往西馬場

2019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特在26日參加王振

他的事業之餘，總是殷勤期盼能將自己今日的成就分

修健康美味糕餅事業版圖分享會，並頒發王振修傑出

享在台灣培育他的老師們。

校友。

劉婉真老師說，王振修在校期間屬於較活潑及進

王振修校友是學校首次辦理海青班第25屆烘焙班

取心甚強的校友，他學任何產品製作都很認真聽老師講

畢業校友，他回憶來到陌生異地的台灣時，雖然很思

解，而且製作多次，記得她買了一個製作銅鑼燒鎬子，

念家鄉，但是在超級暖心又非常專業的烘焙老師的帶

王振修為了要做得好，向她借了多次製作，目前在他經

領下，將從小就耳儒目染的烘焙技術更加精進以外，

營糕餅店此產品也在行列中，即可看出他的用心。

也因為師長的引導開啟王振修健康美味的糕餅價值，
在學成返回馬來西亞之後，將自家事業從傳統的糕餅
製造轉向以健康時尚為主軸，打造美味新生活主義。
公司在王振修的引領之下，不僅業績繳出亮麗的
成績單，更是第一家獲得馬來西亞Hello Kitty月餅製
造許可證和權利的廠商。

王振修是一個勇於創新產品。其糕餅中的中秋月
餅賣得火紅，就是將傳統加以創新改變，注重營養健
康，且將Hello Kitty等加入，成為馬來西亞一枝獨秀
的產品。
王振修也提到及教他烘焙技術的劉婉真老師就
像自己在台灣的母親，適逢母親節前夕，知悉母校蔡

王振修的卓越成就不但是他個人的優秀特質以

副校長及劉老師將有一趟馬來西亞行，王振修非常熱

外，他總是不忘飲水思源的表達對當年栽培他的元培

情的邀請兩位師長親臨他的公司分享成就與喜悅。

恩師們最崇高的敬意及謝意。近年來，王振修忙碌於

https://www.ypu.edu.tw/news

海青班校友王振修致贈花給教導老師劉婉真並合影
元培校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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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睡眠課程 」走入社區實踐社會責任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任一安老師為社區長者進行活動說明

有沒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篩檢「一指搞定」！健康休閒管理系李嘉宜老師結合產官學醫聯盟-陽明大學睡
眠研究中心，於竹市香山區虎仔山社區實際協助社區長輩進行睡眠呼吸中止症篩檢，以「可攜式血氧計」搭配
「貼片型心率變異分析儀」協助篩檢社區長者是否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社區長輩才了解此症的嚴重性。
李嘉宜老師與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任一安老師協同睡眠
研究中心的研究生，5月30日前往新竹市香山區虎仔山社區為社區
長者進行認知功能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篩檢，這次篩檢無使用昂
貴儀器，而是使用了簡易又方便攜帶的儀器進行量測，讓大家了
解篩檢無須花大錢，可以省錢又省時，「可攜式血氧計」可了解
夜晚睡眠時呼吸暫停的次數及每次缺氧的程度，「貼片型心率變
異分析儀」可檢測夜晚睡眠時有無自律神經失調的問題。
除此之外，教導他們使用檢測儀器，並讓長輩將檢測儀器帶
回家自行做檢測，希望藉以方便攜帶之生理儀器，讓他們了解自 為社區長者解釋可攜式血氧計及貼片式心率變
異分析儀之使用
己夜晚睡眠時呼吸暫停的次數及每次缺氧的程度，來初篩是否有
睡眠呼吸中止症問題，達到早期預防疾病的目的。
李嘉宜老師在 5 月 2 日為虎仔山社區長輩進行健康睡眠課程，
發現許多長輩皆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而許多研究發現
睡眠呼吸中止症與高血壓、糖尿病及失智症等許多疾病有關，李
老師為了實踐社會賦予的責任，因此精心安排了這場篩檢活動，
希望藉這機會幫長輩們篩檢是否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問題，進而
達到早期預防疾病的目的。
本次活動也非常感謝社區長輩及黃麗芬女士之協助，讓我們
有相關場域可以為長輩進行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篩檢。https://www.

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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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長者實際試用可攜式血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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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保邀請桌遊專家分享
動物桌遊設計秘訣
寵物保健學位學程近日舉辦一場有關動物桌遊與跨領域學習的
演講，邀請2PLUS桌遊設計工作室執行長王亞灣帶大家認識動物桌遊
中的桌遊設計要素與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寵保學位學程同學會帶寵
物到校一起上課，因此演講現場除了寵保學程同學外，還包括柯基、
貴賓、博美、臘腸等犬隻，形成狗狗和學生一起聽演講、玩遊戲的逗

貓街遊戲中表達貓的習性與動保概念

趣畫面。
演講活動開始，王執行長先以最近很有話題性的五秒定律桌遊炒
熱氣氛，玩家必須在五秒內回答出問題，例如三種可以在家裡養的動
物，同學踴躍搶答，題目雖簡單不過往往在時間壓力下爆出妙答。
王執行長表示，動物遊戲設計的要素包括遊戲規則、體驗樂趣、
情境與狀態模擬及知識點，並以貓街這款遊戲為例說明，這款遊戲的
情境是模擬瑞芳猴硐貓村的環境，遊戲卡牌將貓咪的特徵、行為、
生態做了生動的描繪，同時也融入TNR(Trap Neuter Return)誘捕、絕
育、釋放等流浪動物保護概念。透過遊戲機制設計，讓玩家在爾虞我

寵保同學熱情參與遊戲

詐的尋找貓咪的遊戲過程裡感受到趣味，也無形中熟悉了貓咪相關知識。
王執行長並提到跨領域是新時代的趨勢，她本身是歷史系畢業，卻投身桌遊產業，並開發動物、 植物、
諮商、史地、科教及語文等不同領域桌遊，而一件桌遊產品的誕生更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投入，鼓勵同學們學
習不設限，在學時培養跨領域的學習能力，未來才能夠善用跨領域資源。王執行長最後致贈演化論等數款桌遊
給同學們作為當日演講活動好表現的獎勵。同學們則對這項演講活動給予非常好的評價，紛紛表示從中獲得啟
發，無論是對桌遊或跨領域學習。https://www.ypu.edu.tw/news

寵保同學和狗狗一起聽演講玩遊戲
元培校訊 13

系所視窗

護理系加冠與導光儀式
在簡單隆重感動中完成

護理系同學加冠導光後宣誓

護理系加冠與導光儀式5月17日下午6時在光恩國
際會議廳進行，111位同學共同參與，其中有1位史瓦蒂
尼學生沙芭，唯一外籍生也參與此儀式，同時有17位
男同學，男同學有增加趨勢，他們在師長的加冠與導

護理系同學導光儀式

光儀式簡單隆重，同學們都甚為感動。護理系主任鍾

床中學習，印證課本的學理及應用課堂的所學，以為

玉珠勉勵同學在學校將專業基礎知識與技能學好，護

未來的護理工作做準備。

理工作雖辛苦，但要堅毅精神及關懷特質，血汗工廠
名詞已沒有了，迎接大家是一個有使命與責任工作。

加冠典禮乃為護理人員傳承的象徵，更意味著我
們將正式踏入護理領域。由師長戴上護士帽後，我們

在 111 位同學中有位外藉學生史瓦蒂尼沙芭，也

承載著是更多的責任。我們要關懷、尊重、知足及包

是護理系27年來第一位外籍生，由於她皮膚咖啡色，

容。做一個有愛心的人，懂得關懷，做一個有禮貌的

很容易被看到，她說，當初在Google中找到元培護理

人，懂得尊重。做一個有感恩之心的人，懂得知足，

系，覺得此系很好，她就毅然決然來到元培就讀，目

做一個有耐心的人，懂得包容。以服務社會為宗旨，

前能參與加冠，好高興，由於自己也很嚮往護理人員

把畢生精力奉獻給護理事業。

的高貴形象，未來也將會從事此工作。

師長引領同學們進入護理的大門，讓同學們走入

校長林志城表示，看到護理系同學進場，他就十

護理世界學習更多技能與知識。未來還有許多需要同

分感動，他很為這些家長們高興，將孩子送至元培就

學們幫助的人們，而同學們必定運用所學與真心。竭

讀，他們未來不只照顧病人也照顧家人。

盡所能把溫暖和最高品質的照護，回饋給這個社會，

醫護學院院長劉中和表示，他妹也是護士，第一

傳到每個角落。

次參加加冠即是妹的加冠儀式，看到年輕面孔又將加

導光薪傳後，由范可蕎、林子鈞帶領同學宣誓，

入護理行業，為之高與，同學們在師長加冠，薪火相

同時由史修齊致詞，他告訴同學們當初奶奶生病後全

傳，期勉大家關懷及包容進入此行業中。學校有進修

癒，他即對護士行業有所期許，即參加此行列，期望

管道，及很好職涯環境。

自己成為能照顧全人的護理工作者。

護理系主任鍾玉珠等師長為 111 位同學加冠，同

新竹縣護理師護士公會及桃竹苗各大醫院主任督

學們都很興奮。許多同學家長也共同參與，一起見証

導，都是元培校友，他們勉勵與祝福同學莫忘初衷，

孩子們的加冠。家長們表示，看到孩子們加冠與導光

護理工作是最佳選擇。https://www.ypu.edu.tw/news

儀式，很為自己孩子高興。
儀式簡單隆重，師長為同
學戴上白色的護士帽，不僅象徵著
白衣天使的聖潔，與犧牲奉獻的精
神，更代表著護理知識的傳承和使
命。男同學加冠即佩帶在身。加
冠，「加其冠而祝其心」，同學將
走出教室，面對真實的病人，從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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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學生加冠儀式

護理系唯一外籍生沙芭接受加冠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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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系畢業即就業年薪百萬不是夢
環境工程衛生系辦理「2019環境污染控制評估研

參與此次活動的四年級李同學表示，非常感謝系

討會暨企業實習與就業座談會」，這次活動除了有學

上提供專題研究與實習成果發表會讓他得以展現四年

生口頭與海報論文發表外，更邀請10家企業董事長及

所學及研究成果，而企業的說明與介紹則使他更加篤

高階主管至校，分享業界各項職務應具備之能力及未

定繼續就讀元培環境工程衛生研究所的決心，並立志

來進入職場後如何提升自己的價值讓自己可以升遷又

於就讀研究所期間考取至少兩張甲級專業證照，儲備

加薪。。期待藉此讓學生了解進入職場前及進入職場

自己在環境工程與衛生專業領域的就業力。
健康學院院長王綮慷教授致詞時除了對各企業

後，如何充分準備讓自己更有競爭能力。
各企業主管除了介紹公司的營運項目、專業人才

主管出席本次座談會提供寶貴建議表達感謝之意

需求狀況、升遷及在職培育、職務與薪資範圍、以及

外，也期盼各企業能繼續支持愛護元培環衛系，持

福利制度外，也強調充實基本學能與考取專業證照的

續晉用及提拔系友，並給予在校學生實習及就業無

重要性，並勉勵同學保有持續學習、認真負責、主動

縫接軌的機會。

求知等受公司賞識與提拔的人格特質，不少具備這些

本次活動上午場以企業說明、就業及實習之介紹

條件的元培環衛系系友 5 年內從月薪 3 萬元提升到 6 萬

與研討會論文口頭及海報發表為主軸，下午則進行大

元，全安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魏總經理更補充了畢

四學生之專題研究與實習成果口頭發表會。參與企業

業於私立科大的同仁十年內年薪達百萬的實際例子來

座談會的公司包括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金石

勉勵在場同學。

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安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

各家企業目前皆有聘用環衛系系友，其中清華科

司、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醫學

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許經理表示，除了自己之外，公

研究所、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富聯工程顧問

司內約有20%同仁也是畢業自元培環衛系，擔任採樣

股份有限公司、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長江龍

工程師、分析工程師、檢驗組長、專案經理、以及採

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

樣技術總監等，職務從基層工程師到高階主管皆有，

限公司等。此活動5月8日圓滿完成。https://www.ypu.

他也特別感謝元培醫大培育出這麼多優秀人才讓企業

edu.tw/news

愛不釋手。

環衛系邀請企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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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稅避稅與逃稅報你知
邀請吳欣龍為學弟妹分享節稅實務
又到了報稅的季節，大多數人聽到報稅就是覺得

4. 主管機關蒐集房屋貸款資料，瞭解借款資金之用

很複雜。企管所為了提升學生財稅實務經驗，特別邀

途及流向，通常此部份須具贈與稅起徵的金額才

請阜康會計記帳聯合事務所負責人吳欣龍至學校為學

列入。

弟妹分享節稅實務。

5. 因繼承或受贈農地連續五年未從事農業耕作五年

今年扣除額調高，許多薪資所得者及家有小孩
者都能受惠，最主要是標準扣除額從 180,000 調高到

24,0000。薪資特別扣除額128,000調高200,000.許講師
為了讓同學了解從不同的視野看事情會得到不同的結
果，先以一元＊一元=多少? 相信很多人直覺會說當然

以上。

6. 收取大額的土地徵收補償金追查資金流向。
7. 當年度薪資所得成長幅度不高，但財產較以往急
遽增加。

是一元，但若是以老闆的角度來看，一元等於10角。

8. 無薪資所得但擁有數十萬元以上利息所得者。

10角*10角=100角，100角等於一元嗎?從這個例子說

9. 無固定收入但擁有三棟以上房屋者。

明，節稅的重要性。

10. 未滿 25 歲但在金融機構存款超過 500 萬元， 25 歲

今年的變更有：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扣除額、
配偶扣除額、薪資所得、身心障礙以及幼兒學前扣除
額等項目的金額有做變更。同時，許講師也以他的經

以上到30歲之間存款金額超過千萬者。

11. 特定人士或知名的演藝人員。
12. 假交易真贈與之情況，如贈予公設地予子女再用

驗整理出常被查稅的14個情況：

1. 全年財富增減達 10 ％以上，而且與年度申報所得

現金買回等。

13. 個人帳戶短期內以連續用現金方式提領或存款。

明顯不相當者。

2. 房屋或土地移轉屬於 25 歲以下的子女或二等親內
的財產移轉買賣。

14. 購買外幣轉匯到其子女在國外的銀行帳戶。
這些資訊對將要報稅及日後需要節稅的人都非常

3. 同一筆土地一年以內兩次移轉，第二次移轉之買

受用。為了感謝吳欣龍記帳士的分享，企管所所長林

受人與前次出售人姓氏、住址雷同，移轉之限款

淑芳博士特別頒感謝狀，會後同學們也與講師合影。

在300萬以上者。(即所謂的三角移轉)

此講座在 5 月 2 日圓滿完成。 https://www.ypu.edu.tw/

news

吳欣龍與元培師生們合影
16

YUANPEI

榮譽元培

榮譽元培

餐飲管理系參加2019海峽兩岸
食品加工技能大賽獲二特金四金二銅

鄭景元(左)、彭開強(右)獲得烹飪組
個人獎特金牌及團體獎金牌

鍾佑闈(右)、賴亭龍(左)獲得烹飪組
個人獎金牌及團體獎金牌

彭妍潔(右)、陳怡均(左)獲得烘焙組
銅牌

餐飲管理系由徐珠璽主任及劉婉真老師帶領八位

在菜餚中，製作出「富桂花開牛肉鬆」、「洛神芙蓉

學生至江蘇省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參加2019年

魚捲」、「榮華富桂福自來」、「春光明玫，檳至如

海峽兩岸食品加工技能大賽。此次競賽共獲得二特金

歸」等…具有食用花素材的佳餚。同學的作品不僅講

四金二銅的優異成績，分別由鄭景元、彭開強獲得烹

求刀工和衛生，更注重色香味俱全，獲得評審一致的

飪組個人獎特金牌及團體獎金牌；鍾佑闈、賴亭龍獲

認同。烘焙組同學則利用薰衣草、洛神花、玫瑰花及

得烹飪組個人獎金牌及團體獎金牌；烘焙組則由彭妍

桂花製作出Osmanthus Gâteau、紅寶石上的藍蝴蝶、

潔、陳怡均獲得銅牌，海外青年技術班烘焙科梁子賢

貴妃莊園等西點作品，完美的利用了食用花的香氣及

及高媁慧同學也在這次比賽裡獲得銅牌。

顏色突顯出作品的特色。無論是蛋糕、餅乾或是塔的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主辦的2019年海峽兩

創作，同學們都能夠有高水準的發揮。

岸食品加工技能大賽 5 月 28 日進行，有來自於海峽兩

此次的競賽不僅是一項技能上的切磋學習，更是

岸共11所大專院校的學生參賽，競賽主要規定是須將

一場兩岸學生的學習交流。在活動中餐管系的同學也

食用花融入作品中呈現，此次分烹飪組與烘焙組。

利用了餐聚、聯誼活動與大陸的學生做了一場熱情與

參與烹飪組的四位同學們克服了無法攜帶生鮮
食材和鮮花搭機，以及兩岸食材原料性質不同的限
制，巧妙的將台灣常見的桂花、洛神花及金針花融入

精彩的交流，分享彼此的學習心得，讓彼此獲得了寶
貴的經驗，這可說是一場非常成功的兩岸交流活動。

https://www.ypu.edu.tw/news

參加2019年海峽兩岸食品加工技能大賽獲二特金四金二銅與
徐主任及劉老師合影

海外青年技術班烘焙科
梁子賢(左)、高媁慧(右)獲得銅牌
元培校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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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學校獲第二名
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以
「用於改善人體小腔體血液微循環
紅外線照射裝置」作品獲得生技醫
農群第二名的優秀成績。

林冠宏左三代表接受第二名獎盃與獎金

本次競賽共有十六個類群共

為了解決老年人聽力損失的問題，改善內耳微

1418件作品參賽，元培以「用於改善人體小腔體血液

血管循環不良的情況，此產品內含微型黑體爐，將能

微循環紅外線照射裝置」作品在生技醫農群61件作品

量集中在小區域，作品以軟性加熱片，加熱金屬凹球

中獲得全國第二名，實屬難得。

面，球面鍍高放射率膜，總和可高效率導波遠紅外線
到小孔腔體，具加強聚焦效果，改善聽力損失的情
況，是創新的保健產品。

2019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5 月
23至25日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進行，25日頒布成績。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最近幾年參與國際與國內的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郭宗德老師指導林冠宏、

競賽都獲得優異成績，特別在醫護生技群類都有優異

王昱婷、陸亮岑同學参加教育部主辦之2019全國技專

表現，說明元培在創新發明上都有獨特之處。https://

www.ypu.edu.tw/news

校園動脈

學校舉辦校園多元性別
輔導工作專業研習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在教育部、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的指
導下，5月17日舉辦「陪你，看見雨後彩虹」~校園多元性別輔導工作專業研習，在
元培進行，有來自北二區專業輔導人員及本校教師共計83名參與。
學校希望透過此次的研習，讓輔導人員對多元性別議題有更多的認識，並在面
對學生問題時能有更多的準備，提供每一位特別的孩子更友善舒適的校園環境。
多元性別是最近很夯的議題，性別輔導工作也是學校輔導工作中的重點項目。
台灣的同志大遊行從2003年開始，至今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在這段時間從國小、
國中、高中到大學各個層級的學校都開始面臨多元性別的挑戰，協助不同性別氣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趙淑珠教
元培蔡副校長北二區輔諮中
心召集人石雅惠

的學生融入學校生活，及營造多元性別友善校園環境，都是這幾年學校輔導工作者不斷學習的重點。
研習會上午的專題演講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趙淑珠教授講述如何打造一個對多元性別有善的校園環境，
下午則有三場分組講座，第一場請到台中一中的曾愷芯退休老師，
他在2015年完成跨性別手術，講述一位跨性別者的心路歷程，第二
場為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郭媽媽召集人，將以父母的角度談子女出櫃
議題，提升輔導人員在多元性別與親子關係的輔導知能，第三場則
是請到了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精神科的陳裕雄醫師，以
在診間所接觸的同志經驗讓輔導人員對多元性別族群會遇到的困難
有更多的理解與啟發。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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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多元性別有善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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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學院專題競賽頒獎
同學們作品年年都進步
醫護學院學生專題競賽頒獎，5月16日在光禧
樓國際會議廳進行，學生得獎者都非常高

醫護學院學生專題競賽獲獎者與師長大合影

興作品獲獎，院長劉中和表示，技職教育

岑、周思萍，洪麗真老師指導，作

即是做中學、學中做，該院學生專題競賽

品大學生智慧手機使用行為及成癮

已辦理多年，同學們也十分認真完成作品

與自覺健康狀況之關聯性研究－以

製作，也因學校重視，同學們的作品參加
國內外比賽也很有競爭力，常獲獎牌。

醫技系第一名專題製作學生老師
及劉院長合影

北部某大學為例。
醫技系學生張芷、徐浚豪、許

醫護學院醫技系主任孔建民、護理系主任鍾玉

皓淋、杜武俊、吳懷慧、林春福，林鶯熹老師指導，

珠、醫工系主任趙文鴻、醫管系主任林雅雯分別指

作品台灣中南部和金門地區之鼠行動物與寄生蜱(皮)。

出，同學們的專題製作年年都有進步，也因在學校即

學生許芷嘉，楊宏基老師指導，作品利用致病菌感染

參與製作，到國內國際都分別獲得獎項，說明製作專

蠶豆症線蟲模型探討G6PD缺乏在宿主和致病菌關係之

題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

間的角色。學生陳育玟、謝欣融、郭于檣。蔡佳彣，

此次競賽獲得各系前三名如下：醫管系第一梯
學生林筱媛、鄭靖萱、楊芝嘉、林家蕙、范雅晴，

洪志宏老師指導，作品米豆種子中胰蛋白酶抑制劑之
純化及其特性。

洪麗真老師指導，作品應用 IPA 模式進行高齡友薔城

醫工系學生曾建國，陳又維，邱宇恆、殷庭宏、

市計畫重視度與滿意度差異分析。學生孫子芸、鄭羽

陳崴廉、林楷翔、李侑霖、吳瑞瑜，廖美華老師指

庭、林庭沂、葉曉珊、劉曉芬、劉宴伶，許乃斌老師

導，作品建立線穿戴式聽診系統。學生連家興、黃詩

指導，作品探討大學生智慧型手機與睡眠品質之相關

閔、張瑜娟、謝明容、林庭逸，鄒國鳳老師指導，作

研究。學生傅郁茹、田宛玄、蔡馥如、孫睿彣、許筑

品明膠改質以作為3D列印線材之研究。學生詹子賢、

甄、楊雅竹，黃曉令老師指導，作品大學生肥胖認

鄭皓瑋、賴庭葦，趙文鴻主任指導，作品以體感裝置

知、態度與健康行為之相關研究。第二梯次學生葉政

無線控制遊戲進行復健訓練。

宗、鄭伊婷、馬譽瑄、游欣瑜、劉詠勛，由老師許乃

護理系研究組，學生戴毓琳、黃煒琳、林欣如、

斌指導，作品社群網路平台使用者行為數據分析之研

張翊瑩、林思萱、張馨仁、范琇媞，徐敏芳老師指

究－以新竹地區二所大學為例。學生郭芸萱、黃仲、

導，作品探討產婦拉受手擠乳教材之成效。學生林明

吳霈淇、楊惟安、林之婷、洪翊菱，賴哲民老師指

慧、賴慧如、李翠仙、廖素梁、鍾美玲，黃敏鳳老師

導，作品高齡者長照政策認知與服務需求評估－以新

指導，作品運用桌遊介入對血液透析病人的正確飲食

竹地區為例。學生林玟吟、黃于恬、洪靖雅、郭姵

選擇成效探討。學生江瑩莉、陳宜欣、馬秀玲、丁立
弱、林市瀅，汪惠芬老師指導，作品護理人員執行身
體約束相關因素之探討。
專利組，同學郭克捷、張瓊之、楊曙帆、許碩
真，王秀禾老師指導，作品手術專用過濾式抽吸裝

醫管系第一名專題製作學生與老師劉院長等合影

醫工系第一名專題製作學生與劉院長合影

置。https://www.ypu.edu.tw/news

護理系研究組第一名專題製作學生老師與劉院長合影
元培校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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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屆全國大專院校
視光盃在學校進行
視光系主辦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參與此
次活動的學校，有中臺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亞
洲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樹
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七所
學校。元培獲羽球冠軍、籃球亞軍及桌球個人亞軍余
羽球冠軍

振廷及季軍鄧昀程成績。
首屆由元培發起，今年再由元培主辦，為讓大
家有賓至如歸之感，元培盡心盡力協助與安排，讓與
會者都有感此場比賽的熱情與發揮運動精神。此次的
活動在背後支持的除了元培的師長們，更有視光產業
的合作夥伴共同參與，如小林眼鏡、LOHAS 樂活眼
鏡、OWNDAYS、寶島眼鏡、得恩堂眼鏡、KlassiC.
眼鏡，都提供寶貴意見與贊助支持，讓此次活動在大
家的通力合作下畫下最完美的句點。
一年一度的視光盃是全國大專校院視光學系每
年重要的活動之一，視光盃是在 2011 年由元培視光

桌球亞軍余振廷、季軍鄧昀程

系籌辦第一屆發起，運動競賽項目包括籃球、排球、
羽球、桌球…等，今年的活動總召是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視光系詹詠程系會長，秉持著元培人做到最好的堅
持，要將視光盃發揚光大的精神，帶領整個系學會成
員與學弟妹一起努力，讓此活動一方面提升運動風
氣，另一方面藉由運動文化交流，增進全國視光院校
的情感，也擴大大眾對於視光學系的認識，並藉由視
光盃運動提升視光人的凝聚力。此活動在 5 月 11 、 12
日兩天進行。https://www.ypu.edu.tw/news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視光盃閉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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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孫璐西至元培
以食品安全漫談演講
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名譽教授孫璐西至學校光
宇藝術中心，5月8日下午二時以食品安全漫談演講，並
提出台灣由1979年多氯聯苯中毒事件至2015年生蠔中毒
事件，有些是食品安全問題，但有些卻不是，如劣質豬
油事件，因來自越南豬油即是有食品安全之慮，混油事
件、胖達人事件等即無關食品安全，只是有詐騙之嫌。
孫璐西教授對於元培林錫斌老師提出有關日本核
食品問題，孫教授表示，日本本身是可以提供有關核食
品數據，若此數據中無核食品可以進入，但日本卻不提
出，因此日本進入食品，卻要台灣核能研究所檢驗，此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孫璐西與元培師長等合影

檢驗費時費力，而我核能所在於維護我核電安全，怎可能為日本作核食品檢驗，以致反對日本核食品進入。
孫璐西教授談及食品安全，即提出食品中毒之種類有微
生物食物中毒、天然毒素及化學性毒素三大類，微生物食物中
毒有感染性、毒素性。黴菌毒素，如花生中的黃麴毒素、咖啡
中的赭麴毒素、紅麴中的橘黴素、長黴水果中的棒麴毒素都易
致癌。天然毒素有植物性、動物性。食品添加物，添加物安全
問題取決於量及變化。化學性毒素，即是加工過程引起化學物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孫璐西參觀光宇藝術中心茶陶展

質，如多環芳香族碳氫化食物如燻肉等。雜環胺高蛋白食物如
炸雞腿、烤魚、鹵肉。丙烯醯胺如洋芋片、黑糖、薯餅、油條
等高溫都是有毒。不是不能吃而是少吃。環境污染物在農業方
面有機磷劑等、多氯聯苯戴奧辛、重金屬等都有。
孫璐西教授接著參觀校史館、光宇藝術中心、醫學影像
中心、視光中心。智慧精準運動中心。孫教授對元培這些年的
改變甚大，而且有其特色，真是大健康產業培育人才搖籃。

https://www.ypu.edu.tw/news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孫璐西等參觀校史館鎮寶百年X
光機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孫璐西與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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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脈

求職 停 看 聽
就業好安心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委託新竹市總工會辦理校園巡
迴「求職防騙宣導」，首站5月3日到了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講座中宣導求職「3備7不」，希望提升同學的

同學認真聆聽求職防詐騙講座

友面試地點：面試前應告知親友面試地點，或請親友

求職安全防騙觀念。
新竹市政府邀請玄奘大學法律系曾國修教授演

陪同。更強調面試當天要堅守不繳錢、不購買、不簽

講，傳達求職一定要記得「防騙三備七不」的口訣，

約、不辦卡、不離身、不飲用及不非法工作等「七不

「求職務必停看聽」。「3備7不」包含三大準備及七

原則」，提醒同學未來求職或工讀要留意求職安全，

不原則：「三大準備」就是—、蒐集應徵公司資料：

及爭取就業相關權益。

了解過去公司有無不良紀錄，徵人廣告僅載有公司名

新竹市政府勞工處求職防騙諮詢專線：(03)

稱、地址，或僅留電話、聯絡人，也必須提高警覺；

5353007，更多的求職防騙宣導資訊請見：https://dep-

二、檢視應徵資料屬實：留意職缺廣告內容是否一

labor.hccg.gov.tw/ch/home.jsp?id=42&parentpath=0。

再重覆，或是工作條件顯高於市場行情；三、告知親

https://www.ypu.edu.tw/news

『 愛の手作 ， 幸福苔球 』活動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為迎接母親節的到來，結合手作
體驗與綠化環境的概念，5月1日上午10點至下午5點於
多功能教室舉辦『愛の手作，幸福苔球』活動，由「玉
芬花藝設計」的賴玉芬老師教導學生，學生們認真學
習，現場充滿歡樂的氣氛。
「玉芬花藝設計」的賴玉芬老師教導學生以體驗手
作的方式，利用苔蘚、小植物、泥土及麻繩製作富溫暖
手感且獨特創意的「苔球」，讓學生在繁忙的課業壓力
下能放鬆心情，也能將親手製作完成的幸福苔球作為母
親節禮物送給最愛的長輩，藉此達到學生與家人間情感

『愛の手作，幸福苔球』同學們呈現成果

加溫的作用，另外也讓可增添居住綠意及淨化空氣，間接提升學生注重環境綠化與環保意識之精神。
活動過程中，同學將
對長輩的愛融入手作中，誠
心製作富含滿滿心意的幸福
苔球；課程結束時，同學都
滿心喜悅與其他同學、師長
分享自己的作品，現場充滿
歡樂的氣氛。 https://www.

ypu.edu.tw/news
『愛の手作，幸福苔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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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の手作，幸福苔球』同學們在製作

藝文櫥窗

藝文櫥窗

2019 這夏有藝思- 藝 童 玩 樂 趣
兒童藝術體驗營在元培
光宇藝術中心2019這夏有藝思藝童玩樂趣活動將在7月1、2日展開，現讀國小一至五年級均可報名，即日
起報名，20人開班，額滿為止，活動費用新台幣1500元。歡迎報名參加。
光宇藝術中心辦理這夏有藝思藝活動多年，每年小朋友來參與都獲得很多回憶，同時也學到許多成果，今
年再辦理，今年主題「藝童玩樂趣」，結合學校生技製藥系、餐管系及茶陶系，為小朋友做系列活動，讓小朋
友藝童玩樂趣。上課7月1、2日在光宇藝術中心。
現讀國小一至五年級報名參與，一定能在此暑假獲得美好回憶，不虛此行，即日起受理，額滿為止，即日
起至主辦單位報名處諮詢報名，亦可以電話索取相關資料及傳真報名。填妥報名表至主辦單位報名，並繳交報
名費新台幣1500元整。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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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藝 文 季 暨
異國文化節展開
2019藝文季暨異國文化節，4月30日起為
期兩天在學校圓型廣場進行，活動包括多國文
化海報展、異國美食暨文創市集等，4月30日
原住民特色歌舞表演、越南舞蹈表演、熱舞社
表演。 5 月 1 日印尼舞蹈表演、吉他社表演、

越南同學表演後與師長等合影

地板社表演。
學校校園的境外生越來越多元，包含馬
來西亞、越南、印尼、緬甸、日本、新加坡，
及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還有史瓦帝尼，
為營造多元文化校園，讓台灣學生有機會多了
解他們的生活與文化，結合學生社團舉辦國際
文化節活動，透過特色歌舞表演，異國美食分
享以及各地文化海報介紹，希望增加彼此的理
解與互動，以提升學生多元視野及國際觀。

餐管系越南同學表演歌唱

多國文化海報展在圖書館前走廊，異國美食暨文創市集在圓型廣場進行，其中越南同學提供越南河粉等食
品，特別吸引同學們購買，同時也邀請一些美食進攤，有鍚南紅茶也十分吸引同學排隊。另外一些則為手工製
作成品等。
餐管系越南同學表演歌唱，十分熱情，表演者在台上唱跳，而越南同學在台下跟著附合，甚為團結，同時
他們提供河內河粉等食品，也十分搶手。

2019藝文季暨異國文化節活動，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食科系學會、資管管系學會、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光宇藝術中心等單位共同舉辦。https://www.ypu.edu.tw/news

餐管系越南同學表演舞蹈

邀請原住民參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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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文化海報展

越南美食也十分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