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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民一家親 共創健康社區
95 年社區感恩暨 96 年社區聯誼餐會

副校長特頒感謝狀予社區代表
健康管理中心

為感謝今年度協助本校推行社區健康營造各項活動之香村里、樹下里、埔前里，
以及明年度將合作之浸水里、朝山里社區之里長、理事長及總幹事，本中心特於 12
月 6 日於本校菊軒亭餐廳辦理「95 年社區感恩暨 96 年社區聯誼餐會」
，會中更邀請
到本校副校長代表頒發感謝狀予各社區，餐會氣氛圓滿和樂。

副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各社區代表

賀！本校連續三年榮獲國民健康局頒發
「95 年度全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績優獎」
健康管理中心
本校承辦國民健康局新竹市香山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榮獲國民健康局頒發「95
年度全國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績優獎」
。本年度共 25 個營造中心獲獎，本校在全國 325
家營造中心裡脫穎而出，並連續 3 年榮獲全國績優獎，可喜可賀。

健康管理中心張主任代表前往授獎

授獎學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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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榮獲國民健康局頒發「95 年大專院校校園菸害防制績優獎」
是唯一連續 2 年榮獲績優獎之學校
健康管理中心
本校承辦國民健康局「95 年大專院校校園菸害防制計畫」，榮獲國民健康
局頒發「95 年大專院校校園菸害防制績優獎」。本年度共計有 6 所大專院校獲
獎，本校更是唯一一所連續 2 年榮獲績優獎之學校。

本校健康管理中心前主任王海龍
代表受獎

本校健康管理中心張意珠主任進行
成果分享報告

賀！本校醫管系洪麗真老師指導之學生團隊參加
「95 年度獎勵學生參與衛生政策及實務研究成果」論文競賽
榮獲大專生組之「特優」及「優等」獎
研發處
恭賀本校醫務管理系洪麗真老師指導學生參加行政院衛生署舉辦之「95 年
度獎勵學生參與衛生政策及實務研究成果」論文競賽，分別榮獲大專生組之「特
優」及「優等」獎。獲獎狀況如下：
大專生組
論文題目

指導老師

參與學生

獎次

醫療機構知識管理能力與組織
效能之相關性研究

醫務管理系
洪麗真老師

黃曬秀、李佳芳
廖欣瑩

特優

應用知識管理強化組織效能－
以社區建康營造中心為例

醫務管理系
洪麗真老師

楊靜芳、黃玉萍
雷雅惠、莊大慶
謝岱容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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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私立滬江高中餐飲科同學參訪本校
深入了解本校食科系、餐管系願景與發展
綜合業務組
在本校教務處及台北縣私立滬江高中的積極安排之下，滬江高中餐飲科黃主
任帶領 120 位餐飲科的同學，於 95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30 蒞臨本校進行參訪。
在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周組長的引導下，第一站即前往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聽取
校園簡報。
首先由本校教務處馬教務長英石致詞歡迎同學來訪並作校園簡介，讓參訪之
學生對本校有初步的了解與認識，現場並發放予每位同學一份餐管系製作的小餅
乾，讓同學品嚐本校餐管系同學精湛的手藝。而後分別由餐管系蔡主任及食科系
林主任進行系所簡報，希望藉由深入的介紹，讓來訪的餐飲科學生，更進一步瞭
解本校餐管系與食科系的願景與發展。
簡報結束後，便隨即前往餐管系及食科系實地參訪。第一站參觀的是餐管
系，在蔡主任及賴老師詳細的解說與帶領之下，將餐管系的優勢、願景與未來目
標，清楚的告訴來訪的學生。第二站轉往食科系，由林主任親自迎接，參觀食科
系的實驗教室，帶領學生瞭解食科系的研究重點與發展。
這場兩小時的知性參訪之旅，不但充分展現本校特色，同時也讓參訪學生進
一步的瞭解餐管系與食科系的優勢與展望，相信透過此次的參訪，可讓同學們提
早安排自己的生涯規劃。

本校馬教務長(中)致歡迎詞，
左為食科系林主任，右為餐管系蔡主任

同學參觀餐管系設備，由賴昭友老師
(手持麥克風者)帶領解說

林主任帶領同學參觀食科系實驗教室

來訪之滬江高中教師與本校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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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辦理系列多元客家活動 盼永續傳承客家文化
課指組
為了喚醒客家意識，凝聚客家意志，並且共同致力傳統文化的傳承，本校特
舉辦「永續傳承客家文化」活動，讓身為現代人的學生們得以為客家文化的傳承
盡一份心力，並學習傳統導覽志工教育學習。本活動由企管系學會、學生自治會
及學務處課指組共同舉辦，活動內容包羅萬象，包括講座、采風行(客家庄北埔、
峨嵋及獅頭山)及文化週系列(童玩 DIY、古式弓箭體驗、人形剪影及一人樂團表
演)等，吸引相當多同學熱情參與。

一人樂團表演，師長們高歌一曲

童玩 DIY

客家庄采風行

古式弓箭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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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達人林龍蒞校演講 唱作俱佳
現場妙語如珠 博得滿堂喝采
圖書館
圖書館於 12 月 6 日邀請到旅遊達人林龍先生到校演講，演講者唱作俱佳地
帶領聽眾們從歌曲中認識台灣 ，並且以
幽默詼諧的語言，暢談導遊工作的甘苦。
會場中始終因林龍先生的妙語如珠而笑
聲不斷，讓人感受到旅遊達人的魅力。
當然，同學們的熱情參與以及高素質
的聽講態度也博得了林先生的讚譽。同時
更要感謝副校長於百忙之中親臨會場，給
予主辦單位支持及鼓勵，讓此次活動在滿
堂喝采中順利畫下句點。
旅遊達人林龍先生(左三)與
副校長、圖書館同仁合影

95 學年度教育訓練公文課程演講
提昇行政同仁公文書寫品質之能力
人事室
有鑑於公文書寫為行政人員辦理行政事務應具備的首要條件，也為了提昇行
政同仁公文書寫品質之能力，本室特於 95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至 16
時假本校光暉 2 樓會議室辦理「95
學年度教育訓練公文課程」。本課程
邀請到本校秘書室匡主任思聖來為
我們演講，題目為「公文寫作之品
質」。其課程內容包括公文及電子公
文寫作與品質、公文定義與種類、電
子公文、公文上簽之處理原則、提高
公文寫作品質要領等，內容豐富實
用，讓本校行政人員獲益良多。
「95 學年度教育訓練公文課程」
同仁現場聽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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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c and Bcc using in email？
Computer Center(電子計算機中心)
Cc stands for carbon copy
It means that whose address appears after the Cc would receive a message same as
whose address appears after the To. Also, the Cc header would also appear inside the
header of the received message.
Bcc stands for blind carbon copy
It is similar to that of Cc except that the Email address of the recipients specified in
this field do not appear in the received message header and the recipients in the To or
Cc fields will not know that a copy sent to those addresses.

本學期期末教學評量已開始 敬請同學按時上網評量
課務組
本學期期中教學評量回收率 100%一覽表(如下表)。另本學期期末教學評量
時間為 95 年 12 月 29 日至 96 年 1 月 7 日，未做評量者將無法於網路查詢成績，
請各位同學按時上網評量。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教學評量回收率 100%一覽表
所屬系科

教師姓名

班級

科目名稱

外文組

葉璟萱

日二技護理一一

英文(五)

企管系

劉芬美

經管所一一

財務管理

放射系

白瑞強

夜四技資工一一

物理學研習

放射系

莊奇容

影醫所一一

進階磁振技術學

通識教育中心

宋惠中

日二技護理一一

人文藝術-電影與歷史

應英系

林宛瑄

專二技護理一 B 假

英文(五)

醫技系

洪志宏

日二技醫技一一

生物技術實驗

醫技系

徐治平

日二技醫技一一

生物技術實驗

醫技系

周瑞玲

專二技護理一 B 假

生物化學

醫管系

黃曉令

影醫所一一

進階生物統計

護理系

陳怡欣

日二技護理一一

生物統計套裝軟體實習

護理系

徐玉珍

日二技護理一一

生物統計與套裝軟體

護理系

謝靜秀

日四技護理三二

中醫護理學

護理系

傅綢妹

日四技護理三二

精神衛生護理學

護理系

高淑芬

專二技護理 2A 日

老人護理學

護理系

郭惠敏

專二技護理一 B 假

醫護資訊系統

護理系

韓文蕙

專二技護理一 B 假

生物統計與套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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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實務研習班(HACCP)即將開課 歡迎各界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
危害分析重點管制系統(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System，簡
稱 HACCP)是目前世界各國普遍認定最佳的食品安全控制方法。國內相關單位為
推動食品工業整體發展更加適應國際化競爭，也正積極推廣此認證；透過詳細的
系統分析與檢測，訂定有效之控制方法後，盼能讓消費者對食品安全衛生方面能
更安心。有鑑於此，本校辦理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研習班
(HACCP)課程將於 1 月 15 日開課，有日間班與夜間班，名額有限，歡迎各界人
士踴躍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近期各項課程活動
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參與
推廣教育中心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第 25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95/03/01-96/12/31

研發處
餐飲管理系

MOS 證照考試
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

95/11/29-95/12/28

電算中心

95/12/01-96/07/31

電算中心與各學術單位

全國技能檢定 95 年第三梯次
技術士技能術科檢定

95/12/11-95/12/15

餐飲管理系

馬偕護理學分 B 班

95/12/19-96/05/10

護理系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95/12/23-95/12/23

外文組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96/01/06-96/01/06

外文組

ITE 考試

96/01/07-96/01/07

電算中心與各學術單位

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全管
制系統實務研習班 30A

96/01/15-96/01/25

食科系

96/01/12-96/01/18

環衛系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訓練班-密
集班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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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教育」海報競賽 學生創意宣導
遠離愛滋菸酒毒害 營造健康活力新世代
軍訓室
爲加強學生防治藥物濫用、消除菸害、拒絕酗酒、禁止嚼食檳榔、推動愛滋
病防治教育等觀念，本校特辦理「春暉教育」海報競賽。參加同學之作品主題明
確，色彩鮮明，創意巧思，令人印象深刻，得獎作品名單如下：
名次

班級

姓名

第一名

四技企管 3-1

徐孟群

第二名

四技企管 3-1

李雅玲

第三名

四技企管 3-1

黃欣怡

第四名

四技護理 1-2

游欣樺

第五名

四技放射 2-1

曾安邦

「春暉教育」海報競賽得獎作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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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本校體育室林國斌教師、劉介仲教師 95 年度著作升
等副教授，表現優良，特於行政會議頒發獎金及獎狀一
幀，以資鼓勵。
＊研發處
為應屆畢業生籌辦之 95 年度「職前研習營」已於 11
月 24 至 26 日假西湖渡假村舉行完畢。本活動是由青輔會
指導，本校與桃竹苗區共 7 所大學承辦，本校共有 19 位
同學報名參加。課程包括：產業分析、生涯規劃、保養概
校長頒獎表揚榮獲升等
念、彩妝技巧、面試禮儀與應對技巧，模擬面試、職場
之劉介仲老師
情境交流、心理衛生、交流與分享，並請名人助講，內
容切實多元，讓同學在輕鬆中學習到嚴肅的求職準備課題。
＊註冊組
一、本校學生資訊系統已可查詢學生個人歷年成績、抵免學分、新生入學年度開
課課程表（教務處網頁）等資訊，利用學生資訊系統將可隨時查詢修課紀錄
及各入學年度畢業條件。
二、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轉系核准名單如下
學生姓名

原讀系組

轉入系組

何立珊

二技醫務管理系

二技護理系

羅筱慧

二技醫務管理系

二技護理系

三、96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簡章即日起開始發售，每本售價 25 元。報
名日期為 96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2 日，考試日期為 96 年 5 月 19 日至 5 月
20 日。
＊課指組
本組活動預告如下：
活動項目
95 學年度寒假
幹部訓練營活動
教育優先區
中小學生康輔營

活動日期
96 年 1 月 13-14 日
(星期六、日)
96 年 2 月 7-9 日
(星期三~五)

報名對象
社團及系學會幹部
新竹市中小學生

地點
台南曾文青年
活動中心
元培校區及
菊苑宿舍前廣場

＊總務處
一、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新建工程，內部主要隔間工程已完成，目前正進行
外牆貼磁磚中，工程進度完成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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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苑宿舍預定於寒假期間整修，施工項目為外牆磁磚及廁所。
三、生活污水廠工程已竣工完成，新竹市政府工務局於 95 年 12 月 13 日至校會
勘完成，近期核發下水道竣工查驗通過核可證。
四、本校電話費電子帳單服務案，已於 95 年 12 月 19 日主管會報中簡報說明，
預定陳核後實施。
＊健康管理中心
一、衛生署於 11 月 30 日公告擴大免費流感疫苗實施對象，擴及 50 歲以上(民國
45 年 12 月 31 前出生)，以及身心障礙民眾，如需接種者請攜帶身分證及健
保 IC 卡，於門診時間至元培診所施打。
二、自費流感疫苗(一劑 350 元)已於 11 月 27 日到貨，請已報名之師長於門診時
間至元培診所施打，未報名欲施打者亦請於門診時間至元培診所施打。
＊電子計算機中心
本校英文網域名稱經教育部核准為 http://english.ypu.edu.tw，由學校首頁即
可點選，歡迎師生上網瀏覽。
＊教學資源中心
一、本中心將於 96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2:00 假本校光暉 2 樓會議室
舉辦演講，邀請到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所楊接期教授主講「資訊科技在教
學上之應用與趨勢」，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前往聆聽。
二、學習輔導計畫教學助理（TA）申請補助辦法即將開始接受申請。TA 培訓的
內容以使其熟悉學術資源、教材製作技巧、以及學校行政事務為主，以研究
生擔任為原則，本校亦可由優秀大學部四年級或二技二年級學生擔任。申請
時間為 96 年 1 月 15 日至 96 年 1 月 26 日，有申請教學助理（TA）需求之
教師敬請把握喔！詳情請洽教學資源中心(光暉樓 7 樓) 彭志琦，電話：
03-5381183 轉 8546。
三、本校教學資源中心(CTL)因應資訊化與多元化的社會，成立數個資訊化窗口，
與全校師生建立多元的溝通管道，以及為大家提供豐富的敎與學相關資訊。
網站名稱

網址

教學資源中心部落格

http://diary.blog.yam.com/ypuctl

教學資源中心專屬網站

http://web.ypu.edu.tw/ctl/index.html

教與學電子報

http://web.ypu.edu.tw/ctl/e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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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文藝之旅～文藝季暨藝術教學成果展
激發校園藝術風氣 提昇美學學習興趣
通識教育中心
為提昇本校藝文風氣，及配合「95 學年度教
育基金會終身學習列車－美感教育列車」計畫，
本中心承辦「元培文藝之旅－文藝季暨藝術教學
成果展」已於 95 年 12 月 8 日於光恩大樓四樓美
術教室前揭開序幕，師生參觀情形非常踴躍。這
次教學成果展充分展現同學們的藝術才華，也激
發校園學習藝術風氣，提升對美學學習興趣，建
立美的生活習慣。參與同學表示希望下次還有機
會，能夠多多舉辦相關美學活動。

現場參觀同學討論展示作品

管理實務講座－包裝你的個人品牌
國內第一位女性品酒師帶您深入了解酒類產業
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
本系所於11/23(四)下午1:10~4:00，於本校舉辦管理實務講座「包裝你的個人
品牌」圓滿完成。經管所許所長特別邀請到國內第一位女性品酒師－星坊酒業股
份有限公司須家寧副總經理蒞臨演講。藉此難得佳機，使學生瞭解如何在面對就
業面試時所要面對的問題以及酒類行業的內容與接觸的事務。誠如須副總經理所
說畢業之後就要面臨就業，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但是在學期間，就要有所計劃，
好好充實自己，進入社會時，才不會不知所措。須副總也教導學生，在品酒的過
程應注意到的禮節以及如何認識各式的葡萄酒杯，使我們對酒類產業有更深的了
解。
歡樂時光總是過的特別快，感謝紀總
監遠道而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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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學生在技能訓練課程上及實務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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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是就業或者日後在修習相關課程助益甚
大。
許所長、須副總與經管所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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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提升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二)
Series of Lectures on “How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II
應用英語系
應用英語系暨外文組已於 11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點至 12 點及 12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 點至 3 點，於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提升學生外語能力系列
演講」活動，邀請到國立嘉義大學外語系倪碧華博士及空中英語教室的美籍教師
Steve Marth 與 Liz Archer 進行演講，講題分別為「讀聽說寫想都行」和「從
Christmas & You 學美國文化」
。這兩場演講針對語言學習環境、閱讀與語文能力
之發展、語言環境的自我營造及文化學習等重點，提出具體的看法與實例供教學
參考，內容精彩豐富，同學獲益良多，深得好評。
讀聽說寫想都行
國立嘉義大學外語系倪碧華博士 11 月 30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2 時，於
光恩樓國際會議廳演講之綱要：
綱要
一、 語言學習環境之分析
A. 自然語言學習環境：1. 聽 2. 說 3. 讀 4. 寫
B. 類自然語言學習環境：1. 讀 2. 聽 3. 說 4. 寫
C. 非自然語言學習環境：1. 讀 2. 聽 3. 說 4. 寫
二、 閱讀與語文能力之發展
A. 字彙能力之建立
B. 歷史與文化典故之理解
C. 聽與讀理解能力之發展
D. 說與寫表達能力之發展
三、 文法之重要性
A. 形式
B. 功能
四、想英文
A. 內化英文
B. 以英文思考
C. 避免 pidgin 的表達方式
五、語言環境的自我營造
Marth and Archer gave a speech at Yuanpei University
Yuanpei University was honored to have Steve Marth and Liz Archer, specialists of
Studio Classroom, to deliver a speech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oom, Kuang En
Building on December 5, 2006, 13:00-15:00. The outline of their presentation and their

95 學年度第 4 期元培校訊(96 年 1 月)

biodata are as follows:
從 Christmas &You 學美國文化
Outline
1. Intro
2. Warm-up
3. Presentation: Reading
4. Practice: Web Activity 1
5. Practice: Web Activity 2
6. Produce: Web Activity 3
7. Produce: Vocabulary Review
8. Closing Song: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Steve Marth
Steve Marth obtained a degree in History from Nyack College in New York City. Since
graduating he has spent most of his time working with Chinese students, from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to adults continuing their education. Steve works with Studio Classroom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 He teaches, acts and records for Studio Classroom and Advanced. When
Steve's not teaching English, he enjoys working in music and video production.

Liz Archer
Liz Archer holds masters degrees in bo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ESOL. Since
1997, she has taught ESL students of various ages, levels, and backgrounds. Liz taught
English to adult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as well a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mainland China
before she moved to Taiwan in 2002. She then taught English at a bilingual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before she joined Studio Classroom. Liz strongly believes in teaching
English communicatively and holistically. She hopes she can use her teaching experience to
encourage and empower o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e the best they can be.

倪碧華博士(前排右一)與參加演講
師生合影

Marth & Archer (前排右二、三)與
參加演講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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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賀！影像醫學研究所一年級謝鸚爗同學參加「95 年第 2 次輻射防護專業測
驗考試」榮獲全國第 1 名。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賀！本系王海龍主任榮獲 95 年度「新竹市績優醫事檢驗師」殊榮。
＊資訊工程系
95 年 11、12 月份資工系已經成功地辦理完成 5 場專題講座，講題分別是「資
訊教育－作業與應用之落差」
、
「行動學習環境」
、
「多媒體寬頻網路」
、
「無線感知
自動化系統簡介」及「新一代發展 Internet－2.0Web 應用趨勢分析」，演講內容
精采豐富，現場座無虛席。本講座邀請的業界專家帶來許多科技新觀念，讓到場
聆聽的師生獲益良多。

居易科技公司楊玉霜協理演講會場
座無虛席

工研院資通所莊國煜副經理演講會場，
學生認真聽講，互動良好

＊財務金融系
本系於 12/18(一)上午 11:00 舉辦「理財
專題講座」，邀請到紐約人壽處張靜經理來
為我們演講，演講主題為「員工福利與退休
金規劃」，參加對象為財金系同學。演講內
容豐富，現場還有有獎問答，同學們皆表示
獲益良多。
張經理(右)與財金系同學合影
＊環境工程衛生系
12 月 4 日下午 3 時本系邀請到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莊淳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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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演講，演講題目為「分子生醫光電之研究」，主要介紹生物晶片(cDNA
microarray)與其應用在環境疾病偵測上的潛力，與會師生獲益良多。

清華大學莊淳宇教授演講情形
＊生物技術系
95 學年度新生盃合唱比賽順利於 12 月
6 日在光禧綜合大禮堂舉行，生技系同學悠
揚的鋼琴和直笛伴奏，與同學優美的歌聲相
互輝映，令人陶醉不已，亦不負眾望奪下冠
軍，得到二連勝的佳績。會後老師除了感謝
學長姐熱情的指導與同學辛勤的練習外，更
期許明年能繼續努力拿下三連霸。
生技系喜奪新生盃合唱比賽
冠軍，完成二連霸佳績

＊醫務管理系
一、賀！本系張威國老師榮陞副教授。
二、賀！由本系洪麗真老師所指導之專題，參加衛生署「95 年度獎勵學生參與
衛生政策及實務研究成果」獲得特優及優等獎。
三、本系於 95 年 11 月 29 日邀請萬芳醫院邱文達院長蒞臨演講，內容在介紹醫
院如何進行品質管理，以增加醫病雙方的滿意度，對於本系學生不管未來是
升學或就上有很大的幫助。
四、本系系學學會於 95 年 12 月 6 日舉辦棒球九宮格比賽，活動圓滿達成。

萬芳醫院邱文達院長於會後
與醫管系教師合影

醫管系舉辦棒球九宮格比賽，
由系主任及棒球隊指導老師開球

95 學年度第 4 期元培校訊(96 年 1 月)

＊護理系
一、本系學生參與由百特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辦之「青苗培育－社區衛教計
畫活動」，本校共有三組獲得入選，指導老師分別為趙明玲老師、林昀蓉老
師及彭素慧老師，每組均可獲得獎金 5 萬元之衛敎活動經費。

本校護理系同學進行成果發表

本次活動參與師生合影

二、應英系暨外文組執行教育部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計畫，舉辦英文字彙能力
比賽，護理系四技 1-2 班張智鈞同學獲得第二名。英語朗誦比賽，護理系四
技 1-2 班學生羅幼昕同學獲得第二名。

看誰「吃得快」？「吃得飽」？
餐管系大胃王比賽 參賽同學不記形象摶命演出
餐飲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於 12 月 7 號晚上 6 點，在集賢樓一樓廣場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大
胃王比賽」。這次的活動有別於以往，推出了「吃得快」和「吃得飽」兩種遊戲
來進行，讓許多吃不多的同學也能盡興！「吃得快」是由 10 個同學一組，一次
一個人破相性的用完一道菜之後，用接力的方式進行比賽。而「吃得飽」是由 3
個同學一組，在指定的時間內，先吃完
的獲勝。這次「吃得飽」菜單有冰淇淋、
米粉、披薩、麵包、可樂、水餃、薯條、
蘿蔔湯…等等！各組同學都使出了渾身
解數，不管是塞了再說、還是超級大雜
燴，果真是展現出餐管系對於吃的重
視！而這次活動在系學會成員的精心策
劃，和一年級的學弟妹熱烈的參與下圓
參賽同學賣力地狼吞虎嚥
滿的落幕，身與心皆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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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旅程收穫滿囊 祝福我們班的情誼能夠地久天長….」
資管系日四技二清境埔里班遊有感
資訊管理系
資管系日四技二年一班於 12/9 至 12/10 到中部進行兩天一日的班遊，本次活
動由康樂股長吳明信與蘇聖茵策劃主辦，共 32 人參加，導師劉雯瑜老師與系助
理黃琦涵小姐全程參與，活動過程溫馨愉快，令人難忘。連開車的司機大哥都說，
他從來沒載過素質這麼好的學生，因為同學們不但守時、配合，而且下車前還會
幫司機大哥把車上整理好，垃圾分類好，非常難能可貴。
回來後，劉雯瑜老師感動於班上同學的團結與懂事，所以，特別為這次的班
遊寫了一首歌，並將活動過程剪輯成影片，於 12/13 的班會時間，跟全班同學們
分享那兩天快樂的時光，期許班上同學可以用功唸書，不要被退學或休學，因為
她希望班上同學的情誼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這首歌的歌詞是這樣寫的：
東豐綠廊 單車逞豪強 石崗大壩記錄九二一的傷
日月潭的湖光映照我臉龐 辣嬤蛋的美味值得一嚐再嚐
清境山上 牧犬趕綿羊 藍天白雲之下 草原任徜徉
堅定的友誼隨風箏飛翔 化為銀鈴般的笑聲在山谷裡迴盪
箱根溫泉 特色在裸湯 害羞的我們勇敢袒裎相向
年少的你我曾如此瘋狂 深夜裡想起忍不住笑到天亮
那小小的通舖 鼾聲震天響 難得我們多人共睡一房
同枕眠的甜蜜帶我進夢鄉 煩惱全遺忘
台一賞花 埔里試酒量 廣興紙寮拓印功夫響叮噹
快樂的班遊瞬間收場 留下滿車的歌聲陪我微笑回想
幸福的旅程收穫滿囊 祝福我們班的情誼能夠地久天長

班上同學在日月潭玄光寺與
賣了四十餘年茶葉蛋的辣嬤合照

劉雯瑜老師在廣興紙寮手拓「天長地久」，
祝福班上同學的情誼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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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月光下～第一屆醫技系家族認親活動
建立良好的跨學制、跨年級互動機制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活動總召 陳優俐撰
為使醫技系建立跨學制及年級的互動機制，增進醫技系全體師生間的交流互
動，本系於 95 年度首推「家族認親活動」，在王海龍主任的支持、林鶯熹老師的
細心指導以及總召的帶領下，經過一個月的精心策劃與籌備，終於在 95 年 12 月
12 日展開認親活動的序幕！
當日活動於下午 6 點正式開始，由熱音社「Let’s Rock」帶來膾炙人口的歌曲
為「家族認親活動」開場，搭配輕快的音符，現場氣氛沸騰，熱情洋溢！緊接著
由塔羅牌社帶來「皇帝牌」的競賽，藉由此競賽來凝聚各家族間的向心力，屆時
20 組家族成員無一不為自己的家族加油、打氣，現場歡呼聲不斷，最後獲得全勝
的家族更獲得精美禮物一份，各家族成員也為自己的家族榮耀而歡呼！
在激烈的競賽後，成員們消耗了大量卡路里，該是祭五臟廟的時間了，同時
也利用這個溫馨的「We Are Family」時間討論出家族名稱、選出家長，此時更邀
請蒞臨會場的醫技系大家長王海龍主任為大家致詞；在一頓吃飽喝足後，隨即進
行「捍衛家園」的活動，每個家族有 20 顆士兵氣球，及一顆國王氣球，當國王氣
球破了，就代表這個家族陣亡，當音樂一下，就開始無情的殺戮，陣陣的爆破聲、
斯吼聲此起彼落，就在一陣推擠…擒抱…反身…拉倒…廝殺…，最後由第 11 家族
勝出，獲得「捍衛家園」活動的勝利！
最後的壓軸活動是「Show Time」，各組派出一名模特兒，利用周邊現有的工
具為他做彩妝，所有的家族也卯足全力為自己的家族模特兒製造笑點，有的頭上
頂著聖誕麋鹿的髮飾，有的掛著紫色拉風的眼鏡，有的脖子上圍著用彩帶打成的
領帶，甚至有人手裡握著的是剛從廁所借來的閃亮馬桶刷，十足的創意加上逗趣
的走路風格，讓現場所有人爆笑連連、笑聲不斷！
活動的尾聲就在歡樂的頒獎氣氛中結束，所有的醫技家族成員開心地一起留
下合影，家族成員們也依依不捨地互留姓名、電話、E-mail，在歡樂時光過後大夥
更是合力清除現場的垃圾，並將場地恢復原本乾淨整潔的模樣，活動總召藉由此
機會感謝醫技系王海龍主任的全力支持；林鶯熹老師親力親為的指導；所有工作
人員不眠不休的努力奮鬥；以及各家族成員的配合參與，最後更感謝醫技系師長
慷慨解囊，為此次「家族認親活動」發起募款，以支持整個活動的開支，相信醫
技系全體師生將在此傳承中更加茁壯，邁向嶄新的未來！

第一屆醫技系家族認親活動圓滿完成，圖為參與之全體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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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策略演講活動
教你如何使用學習策略增進英文能力
教學資源中心
本中心於 95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00~下午 3:00 假光禧樓 B1 國際
會議廳舉辦「教與學策略演講」活動，邀請到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廖柏森
教授主講「學習策略演講－如何使用學習策略增進英文能力」，參與師生踴躍。
以下為演講內容摘要：
過去，曾有幾位華人的學習過程可說是學習英文的楷模，譬如：斷指警惕自
己的劉雲恬先生、目前家喻戶曉的賴世雄先生，以及講者自己本身也使用的以聽
說讀寫同時進行的方式。英語學習策略有許多，但是要如何突破課堂之外也能有
效地學習英文呢？講者建議以下有效的學習策略：
一、後設認知：步驟包含計劃→監督→評估，以事後反思來重新建構學習內容。
二、記憶：可將英語單字做有意義的分類、組合或聯結，以及可用愈多的感官學
習愈容易加深印象。
三、分析：分析中文與英文的語法、語義及語音的異同。
四、社交與情意：與他人共同學習以增進英文能力，以及調整學習態度等。
進入 21 世紀雖然大家一致認為是中國人的世紀，不過要站上世界舞台之前，
目前英文仍是全球最通用的語言，也是與國際接軌最佳的媒介。在台灣學習英文
是一件辛苦的事情，無法以沉浸式的學習之外，大家一直以來錯誤的追求正確的
發音，也是導致學習英文多年卻無法突破與外國人交談的恐懼。
因此，英語學習可以不再是效能不顯著的學科，更何況英語的實用性不只是
用在溝通上，關於其他知識的學習以及擴展國際觀等等，影響甚廣。未來在我們
學習英語時，應該不要僅再加強語調，像新加坡或美國那樣，讓英語發展成台式
英語又何嘗不可呢？

教學資源中心「教與學策略演講」現場聽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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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急救人員訓練課程 推廣校園急救安全教育
衛保組
本校分別於 95 年 12 月 2-3、9-10、16-17 日 8:10~17:00 假光恩大樓 N107 教
室舉辦「高級急救人員訓練班」課程。活動邀請到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苗栗市支會、
台中市支會、新竹市支會高級急救教練擔任課程講師，課程內容豐富，包括安全
教育與急救概述、人體構造、急救箱的使
用及敷料的製作、特殊創傷、休克、人工
呼吸、心肺復甦術、水上安全與救生、包
紮法、過冷與過熱的影響、輻射傷害、普
通急症、中毒、特殊骨折、車禍急救、傷
患運送、火災防護與逃生、颱風及地震的
認識、緊急接生(共計 42 小時)等。本次參
加者共計 16 名，通過測試者 16 名，錄取
率 100％。
「高級急救人員訓練班」參與人員合影

舞動幸福 迎向希望
95 暖冬慈幼園遊會 帶給家扶中心小朋友最溫暖的冬天
學輔中心
本次社區服務為學生輔導中心與義輔社同學參與新竹家扶中心所辦的「暖冬
慈幼園遊會」活動，當天一大早就到國立清華大學準備園遊會擺攤，第一次設園
遊會攤子，老師與同學們都抱著期待與興奮的心情大喊著：「來玩遊戲哦～10 元
玩 3 次！」每個小朋友都過關了，拿到可愛的獎品，人潮一直持續到下午接近尾
聲仍久久不退；義輔社所有收入的費用全數捐給家扶中心，希望在寒冷的冬天
裡，這場活動可以為家扶小朋友帶來更溫暖的冬天。學生輔導中心歡迎元培有興
趣的同學加入我們義工行列，在期末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本校義輔社同學擺設之攤位，
吸引民眾駐足流連

許多小朋友紛紛至本校攤位前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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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團體默契 加強班級凝聚力
新生盃合唱比賽 生技系歌藝超群蟬連冠軍
課指組
為了讓本校新生發揮團體默契，培養團隊精神以及增進演唱藝術，以加強同
學間之凝聚力，特舉辦「新生盃合唱比賽」
。本次比賽 14 系全都報名參加，每系
均在賽前努力練習，比賽時亦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夠抱回獎盃，增進班級榮譽。
經過激烈的競賽後，得獎名單如下：
得獎名次

系別

冠軍

生物技術系

亞軍

財務金融系

季軍

應用英語系

最佳團體精神獎

餐飲管理系

最佳表演藝術獎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各系發揮團隊精神認真比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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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新竹區大專院校熱音舞聯合迎新晚會
學生展現青春活力 發展正當休閒活動
課指組
「2006 年新竹區大專院校熱音舞聯合迎新晚會活動」由本校熱音社承辦，於
95 年 11 月 3 日假新竹火車站前廣場舉辦，現場吸引相當多人潮到場圍觀。本活
動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倡全國大專院校音樂、舞蹈風氣，鼓勵學生從事正當休閒活
動，促進身心健康，以培養五育健全發展的國民，並發展積極多元創新的校園風
潮，展現出青少年自信樂觀、年輕活力的精神。
相信透過此聯展之舉辦，同學們更能夠表達出新世代想法及創造力，把握學
生青春勇敢時光，發揮表演藝術長才，以創造更多舞台機會與空間給積極參與表
演之社團團體，提升城市音樂環境素質與多元想法。

本活動於新竹火車站前舉辦，
吸引眾多圍觀人潮

活力四射的熱音、熱舞社表演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