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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訪視考驗 邁向元培科技大學
改名科大－全校師生一致的期望
秘書室
本校 6 系去年 12 月 30 日接受教育部專案評鑑，獲 5 系 1 等的佳績，在通過
專案評鑑考驗的同時，本校亦已符合改名科技大學的資格，本校於今年 2 月向教
育部提出改名科技大學申請，獲得教育部審查通過，並安排改名科技大學訪視委
員於 4 月 27 日蒞校訪視。4 月 27 日當日，由淡江大學張紘炬前校長擔任召集委
員，另有林仁益校長、鄭淵全教授、王振軒教授、羅文基教授、丁克華董事長、
莊國欽董事長等共 7 名學界與業界專家學者蒞校訪視。委員在聽取本校林進財校
長校務簡報後，亦聽取生醫科技、健康科學與管理三學群群長的報告，其後參訪
放射技術系、綠色生醫研發中心、健康中心、護理系，並與本校教職員生進行晤
談。
在結束一天的訪視行程，當日綜合座談中，委員皆肯定本校歷年辦學績效與
對未來改名科技大學後的規劃，在訪視委員的肯定下，全校上下對改名科技大學
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承載元培醫專、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光
榮的元培科技大學能正式掛牌，繼續在以預防保健、健康管理與綠色環境領域為
特色下，培育術德兼備國家社會需要的專業技術人才。

4 月 27 日當天訪視委員蒞校評鑑，參觀本校研究設施並翻閱各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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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國際交流

躍進世界舞台
秘書室

本校為拓展師生視野，追求發展國際化的目標，近年來積極推動國際參訪並
與國外學校建立結盟關係，不遺餘力，此外，為善盡社會責任，本校 4 月 17 日
亦熱誠接待國際扶輪社第 2680 地區交換計畫日本參訪團一行五人，其中來訪之
福留邦洋博士，為日本「人與防災未來中心專任研究員」，對本校師生發表關於
地震防災之演說，使本校師生獲益匪淺，參訪完本校後，本校由蔡雅賢副校長陪
同赴新竹科學園區進行參訪，讓來訪之貴賓對我國科技產業有更進一 歩的瞭解。

蔡副校長暨本校同仁與國際扶輪社第 2680 地區日本參訪團合影
另外 4 月 26 日本校亦接待福建教育交流協會參訪團一行 17 人，當日由蔡雅
賢副校長親自接待，一行人除在光恩國際會議廳聽取校務簡介外，並安排參訪放
射技術系、護理系與食品科學系，一行人對本校優美的環境與完善的設備留下深
刻的印象。訪問團中午並於學校用餐，席間賓主盡歡，為未來近一 歩的互訪、合
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蔡副校長暨本校同仁與福建教育交流協會參訪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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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新生說明會」
參加學生及家長逾 250 人 現場互動氣氛熱絡
綜合業務組
為讓 95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申請入學新生了解本校環境，並對該報考系別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本校特於 5 月 7 日(星期日)早上假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四技
申請入學新生說明會。該說明會為本校歷年來首度針對四技申請入學新生而舉
辦，邀請對象即為經過本校甄選後之正取生、備取生及其家長。
活動當天為服務外縣市遠道而來的學生及家長，本校貼心地安排專車於新竹
火車站與本校間往返接送。9 點半開始，即有學生及家長陸續前來報到，本校也
準備了各項文宣資料供學生參閱，並於國際會議廳會場內播放本校簡介。由於參
與之學生及家長人數相當踴躍，使得會場內原有座位不足，還得另外加搬兩排椅
子的座位才能稍紓解擁擠的人潮。
會議首先由本校馬教務長英石致開幕詞，馬教務長親切詼諧的開場白，也帶
動了現場的氣氛。接著馬教務長進行約 30 分鐘的校務簡報，以展現本校之特色
與優勢。簡報除強調新建之圖資大樓將於 96 年 3 月完工，屆時新生將可享受到
最新穎的設施與就學環境外，並說明本校改名科技大學之信心與期許。
簡報及綜合座談結束後，便由各系主任及工作人員帶領新生至該系參觀，並
分別安排教室舉辦座談，以各系專業的知識角度，與學生、家長直接面對面的溝
通。隨後並在本校人員的引領下，安排宿舍參觀。整場活動氣氛熱絡，學生及家
長亦深刻感受到本校人員之親切與熱忱，總計參加活動之學生及家長逾 250 人，
場面熱鬧非凡。

當天報到人潮洶湧，場面熱絡

會議在本校馬教務長致詞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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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榮獲衛生署「93 及 94 年度全國績優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獎」
特頒獎表揚績優有功人員
人事室
為鼓勵本校榮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發「93
年及 94 年度全國績優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獎」，特於 95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行政會
議上頒獎表揚本次績優有功人員，包括：陳
媛孃主任、王愛義老師、張靜嫺組長、 張
意珠老師、甘能斌老師、薛淑琳老師、陳郁
夫老師、高雅蔆小姐、蘇亞娟小姐等 9 位同
仁。

「93 及 94 年度全國績優社區健康
營造中心獎」績優有功人員合影

本校舉辦「2006 年校園廠商徵才活動」
提供超過 400 個就業機會予求職新鮮人
研發處
本校研發處實習就業組於 95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假光恩大樓 B1 中庭，
舉辦「2006 年校園廠商徵才活動」。這次活動共有 33 個單位提供了超過 400 個
求才名額，其中更有 26 家廠商蒞校，提供同學初步面談機會。本校副校長、學
務長、總務長與研發長都親臨關切、指導。實就組亦於會場設置電腦連線，向同
學說明「校園聯名網」的使用步驟。後者是學校新建置的求職 E 化服務網頁，
同學們只要上網登錄電子履歷表，即可透過行政院職訓局的「全國就業 e 網」進
行求職的媒合，是一個快速、便捷又安全的求職管道。校園廠商徵才活動結束後，
求才資訊尚會繼續留在「校園聯名網」上，歡迎同學們多多利用。

本校舉辦之校園廠商徵才活動吸引求職同學前來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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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台灣 2006－醫護及健康管理產學論壇暨技專校院創新研發大展
本校 10 案入圍參展
研發處
本校參與教育部於 5 月 18-19 日舉辦之「健康台灣 2006-醫護及健康管理產
學論壇暨技專校院創新研發大展」
，其中「學生專題製作創新獎」共入圍 9 案；
「
企
業命題組競賽」入圍 1 案，入圍名單如下：
◎「學生專題製作創新獎」入圍名單
系別

學生代表 指導老師

參與學生

專題名稱

醫工系

陳郁全

劉省宏

陳郁全、莊哲豪
謝旻樺、施博閔

以 MSP430 建構輕便型可評估呼
吸功能的監測儀

醫工系

周建豪

陳明彥

周建豪、林靖焜
黃泓儒、吳國安

發展中文視窗化為基礎之醫學
影像處理平台

徐志宏

江昭蓉、陳盈潔
魏君潁、羅英綺
張紫涵、曾宇忞
江靜芳

植物色素於生技酵素活性篩選
上之應用

徐均宏

施俐君、劉珮真
黃政儒、黃亭潔
劉嘉鴻

RFID 智慧型電子冰箱應用於病
患安全之藥品管制流程-以管制
藥品為例

劉碩琦

李豫宜、林晏如
黃琬淇、陳佳佳
吳曉嬋

行動條碼語音藥品辨識
實作線上憂鬱檢測家族健康樹
系統－以家族功能績分評估憂
鬱症之高風險族群

醫技系

醫管系

醫管系

江昭蓉

黃政儒

李豫宜

資管系

劉奕辰

張啟昌

劉奕辰、范毓航
簡軒治、吳珍婷

放射系

李承駿

莊奇容

李承駿、范雅函
戚得軒

運動前後肌肉中葡萄糖的變化磁振頻譜之技術開發

資管系

吳珍婷

張啟昌

吳珍婷

運用小群體決策技術建構台灣
醫療資訊技術證照指標之研究

張啟昌

范瑀庭、范毓航
吳昕峰、林揚勝
簡國倫、劉奕辰

以 BS7799 資訊安全管理規範建
構醫院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模式
之研究－以新竹某私立區域醫
院為例

資管系

劉奕辰

◎「企業命題組競賽」入圍名單：
系別

學生代表

指導老師

醫管系

楊慧如

徐均宏

參與學生
楊慧如、張惠淳
鄭豪玲、薛嘉如

專題名稱
老人益智復健造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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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4 學年度暑修選課公告
敬請欲選課之同學注意時程
課務組
一、申請資格：凡修習過該必修學科而不及格者
二、暑一梯科目公布日期：4 月 28 日（同學對於上課時段有疑問者，請先知會
系上；以免衝堂）
三、暑一梯申請加開科目： 5 月 1 日~ 5 月 2 日(請至課務組領取表格，並於期限
內完成申請手續)
四、暑一梯選課方式：採用網路選課作業，請同學在規定時間內上網選修（轉學
生若未修習過該課程則以人工加選方式）。
五、暑一梯選課日期：5 月 8 日～5 月 10 日
六、暑一梯選課結果公布：5 月 15 日下午 2 時後
七、暑一梯人數不足申請保留課程或改選其他課程：5 月 15 日～5 月 17 日
(申請保留課程僅限專科部（不含進專）
，請至課務組領取申請表格，並於期
限內完成申請手續)
八、暑一梯繳費日期：
(1). 日間部：5 月 29、30 日。(AM:9:00-11:30；PM: 1:30-3:30)
(2). 進修推廣部：5 月 29、30 日晚上。(PM: 16:00-20:00)
九、繳費程序：學生於網路上選課之後，於繳費日期至課務組領取選課核對單及
繳費收據，持繳費收據至總務處逕行繳費，完成暑修選課程序，逾期未繳
者，本組將退選所選課程。
十、暑修登記規定：
(1) 依教育部台高通字第 0940057381 號函辦理，學生學分費係以堂數計算，
五專及二專部每一學分（含
小時）收費新台幣 1,255 元整（二專
專班 1515 元整）
；二技及四技部每一學分費（含小時）收費新台幣 1,385
元整（財金、企管 1285 元整）
（二技專班 1815 元整）
。登記電腦實習課
程者，另收電腦實習費 850 元整。
(2) 依本校暑期重（補）修規定辦理，凡申請同一科目重(補)修之學生滿 20
人方可開班。專科部因屬末 代學制，故滿 10 人即可開班（不含進專
課程）。
(3) 未達開班標準者，請轉修其他不及格科目。
(4) 參加暑修學生，每學年度修習累計總學分數以不超過 10 學分為限，但
應屆畢業生得酌增 5 學分。
(5) 若原選課結果已達開班人數之課程，於繳費日截止後仍未達應有人數時
視同開班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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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暑一梯上課日期：95 年 6 月 26 日至 95 年 7 月 29 日止，共計五週（7/24~7/29
僅上半天，日：第 1、2 或 3、4 節、夜：第 1、2 節）。
十二、暑修期間：
(1) 曠課一節扣該科平時總成績 2.5 分
(2) 事假、病假一節扣該科平時總成績 0.5 分
(3) 遲到早退每次扣該科平時總成績 0.5 分
十三、學年度暑修開課原則：開課科目每學年以一次為限。
十四、操退或學退同學，退費標準如下：
(1) 暑修開課後，未逾上課三分之一者，退所繳費用三分之二
(2) 暑修開課後，逾上課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所繳費用三分之一
(3) 暑修開課後，逾上課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4) 以上均按辦理手續日期，計算核退金額，逾期不予受理
十五、關於暑二梯
(1) 科目公布日期：7 月 5 日
(2) 申請加開科目：7 月 6 日~7 月 7 日
(3) 選課方式：採用網路選課作業，請同學在規定時間內上網選修
(4) 選課日期：7 月 10 日～7 月 12 日
(5) 選課結果公布：7 月 17 日下午 2 時後
(6) 人數不足申請保留課程（僅限專科部，不含進專）或改選其他課程：
7 月 17 日～7 月 19 日
(申請保留課程者請至課務組領取表格，並於期限內完成申請手續)
(7). 繳費日期：
A.日間部：7 月 24、25 日(AM:9:00-11:30；PM: 1:30-3:30)
B.進修推廣部：7 月 24、25 日晚上(PM：16:00-20:00)
(8) 上課日期：7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8/28~9/2 僅上半天，日：上午第 1、2
或 3、4 節、夜：第 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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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級毒性化學物質技術管理課程」專業人才養成班
讓職場生涯規劃更上一層樓
推廣教育中心
4 月 23 日本校承辦「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管理人員」培訓開始囉！本單
位 95 年度辦理之乙級毒化物課程，由於報名踴躍，招生不久後即額滿。此課程
是針對有操作毒性化物質相關產業來培
訓專業人才，除了可滿足產業專業人才的
需求外，證照的考取也為尚未投入相關職
場的學生加分不少。本培訓班開課至今，
每堂課程皆聘請到頂尖教師教授專業知
識，學員們無不聚精會神的聽取課堂上教
師講授的精華，各個卯足全力為 6 月 17
日之證照考試作準備，相信努力必有收
穫，每位培訓者必能一試通過證照到手，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張見聰局長為
讓職場生涯規劃更上一層樓！
學員講授「環境保護策略」課程

推廣教育中心近期課程活動公告
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協辦單位

95 年照顧服務員考前技術課總複習班

95/05/13-95/06/11

護理系

MOS 證照考試

95/05/17-95/06/30

電算中心

甲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班

95/06/03-95/07/01

環衛系

95 年保母人員考前技術課總複習班

95/06/10-95/06/10

護理系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95/06/24-95/06/24

外文組

中餐訓練班

95/06/30-95/08/11

餐管系

95 年度失業者 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職業訓練課程 中式點心暨地方小吃訓練班

95/07/01-95/10/12

推廣教育中心

95/07/01-95/08/19

餐管系

95/07/01-95/08/19

餐管系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95/07/22-95/07/22

外文組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95/08/05-95/08/05

外文組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

95/09/09-95/09/10

外文組

調酒飲料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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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研發處
一、本校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95 年建教合作績優單位」，將在 95 年 6 月 5 日
（星期一）於台北市徐州路 2 號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接受中國工程師學
會公開表揚與成果展示。此外，中國工程師學會 95 年年會手冊中也將收入
本校建教合作優良事蹟與得獎簡介。
二、2006 台灣新興服務業產學合作論壇—技專校院服務業研發成果展將於 9 月
29-30 日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行，區分為金融服務業、流通服務業、通訊
媒體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照顧服務業、人才培育人力派遣及物業管理服務
業、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文化創意服務業、設計服務業、資訊服務業、
研發服務業、環保服務業、工程顧問服務業等 12 類組，請各系師生踴躍參
加。
＊註冊組
一、二技聯合登記分發自本學年度全面採用網路報名，五專應屆畢業同學應特別
留意網路集體報名的作業方式，教務處將隨時知會同學報名注意事項。
二、本校進專(二專)、進院(二技)招生簡章預定於 6 月底公告，招生相關事項可
來電教務處註冊組查詢。
＊生輔組
一、下雨天騎乘機車時請勿撐傘，以避免發生危險。
二、東側門外商圈請同學勿任意停靠車輛，以免妨礙商家出入。
三、年輕族群因不當網路／電視購物，積欠卡債，問題嚴重；請同學養成正確金
錢使用觀念，如有卡債問題不知所措，可向軍訓室或生輔組反應協助處理。
四、95 學年度住宿同學注意事項：(1)住宿繳費期限為 5 月 25 日，如因故無法按
時繳費，可填寫住宿保證單（請至生輔組索取），請確實配合，以維護後補
同學遞補權利。(2)逾時未完成以上手續之同學，取消住宿資格，所空出床位
由後補同學遞補。
＊課指組
一、94 學年度社團評鑑暨成果展，於 95 年 5 月 3 日假集賢樓 B1 圓滿舉辦完成，
感謝各師長指導及支持，同學們努力將自己社團優秀績效及成果一一展示
出，琳瑯滿目的成效讓人感受社團同學們的熱忱及活力。
二、本校四技餐管系 4-1 陳幼容同學參加三立完全娛樂電視台舉辦之「優女生
Jolin 舞孃選拔」，陳同學表現優異、亮眼，由 3600 名參賽者中獲選前 20 名
入圍決賽，入圍此活動將提高本校曝光率及知名度。
三、本校第 4 屆校園歌唱大賽已於 95 年 4 月 10 日舉辦完畢，決選出冠軍四技醫
管系溫馥聯同學，於 95 年 5 月 3 日代表本校至華視電視公司參加錄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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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資訊工程系學會及資訊管理系學會將代表本校於 95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
時假新竹港南漁港參加新竹市 95 年端午龍舟競賽活動總決賽。本活動由學
務長、課指組組長領隊；體育室楊主任擔任教練；本組陳雅伶小姐擔任管理
一職。參賽隊伍由各系學生組成，希望在端午佳節當日能一舉得標，贏得獎
金 6 萬元整，歡迎本校師生前往參觀，為本校同學加油。
五、本校主辦之「95 年熱音熱舞聯展原創藝術活動」
，於 95 年 6 月 10 日假新竹
市火車站前廣場舉行，邀請到新竹區公、私立大專院校熱音、熱舞社團同學
演出，歡迎本校師生前往加油打氣。
＊衛保組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於 95 年 4 月
8-9 日(星期六、日)辦理完成，報名人數 52
名、出席人數 48 名、通過訓練 42 名；總計
通過率 87.5%。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現場情形
＊總務處
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新建工程，目
前正進行建築結構基礎工程，工程進度已完
成 22%，工程進度情形如圖所示。

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工程進度情形
＊電算中心
賀！由電算中心承辦，劉宇陽老師指導之資訊服務社同學，參加「94 年度
青年資訊志工團隊計畫第二梯次」，遠赴新竹縣司馬庫斯的新光國小及新竹縣光
明國小，服務偏遠地區小朋友，榮獲教育部頒發「傑出青年資訊志工團隊獎」，
以表揚肯定其服務精神與優異表現。
＊健康中心
本中心將於 6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3：00~6：00 假海天一線觀海景觀廣場
(環保教育館旁)舉辦「反菸健走暨社區健康營造年中成果發表會」。活動內容包
括 1.反菸健走活動 2.健康美食品嚐 3.健康嘉年華闖關活動 4.社區健康營造年
中成果發表。意者請於 6 月 3 日下午 3：00 前報到，參加者即送精美禮物；參加
健康嘉年華闖關活動者，即送健康美食一份。如有任何疑問請洽健康管理中心高
雅蔆小姐（分機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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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一、圖書館漫畫書區已於 5 月 1 日正式開放，館藏約有 2000 冊，該區書籍概不
外借，以滿足眾多漫畫迷的需求，歡迎同學在課餘閒暇時到館休閒解壓。
二、圖書館光宇樓一樓之圖書資訊檢索區已開放使用，方便同學利用該區查詢圖
書館各項資訊及資料庫，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至下午 4:00，請同學多
加利用。
＊體育室
體育室招募校運動代表隊選手 (項目：籃球、排球、網球、桌球、羽球、棒
球)，凡自信是運動優秀人才者，均可至體育室報名並接受訓練。

活 動 預 告
一、專題演講
時間
95.5.17(三)
11:10-12:00

講題

主講人

班級

當 生 命 與 愛 情 馬度芸小姐
四 技 放 射
交會
IC 之音主持 3-1、3-2、四技
人/作家
醫工 3-1、四技
護理 2-1、2-2

地點
光恩樓
國際會議廳

註：本演講亦開放有興趣之同學參加，請向學輔中心楊幸怜老師報名(分機 2241，
stud8233@mail.yust.edu.tw)，註明場次、姓名、電話即可，我們將預先保留
座位。
二、輔導志工研習營開始報名囉！
輔導志工研習營將於 95 年 5 月 27 日(星期六)假本校光禧樓國際會議廳舉
行，歡迎北部地區大專校院輔導志工及本校有興趣之同學參與。會中邀請到新竹
內灣野外教會黃天人牧師主講「助人工作經驗分享」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
區兒童精神科主任林亮吟醫師主講「與情緒作朋友」，並進行影片賞析與討論，
精彩可期，歡迎同學踴躍參加。意者請於 9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前，填寫報名
表(請自本校首頁最新消息處下載)逕行傳真至本校學生輔導中心：03-6102244，
或電子郵寄：stud8233@mail.y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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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技盃各項運動競賽成績出爐
體育室
項目
桌球
羽球
籃球
排球
撞球

組別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第一名
放射系
放射系
環衛系
環衛系
放射 A
資管系
資管系
護理系
資管系
放射系

第二名
醫技系
醫技系
放射系
放射系
放射 B
放射系
放射 B
生技系
環衛系
食科系

第三名
醫工系
生技系
海青班
從缺
財金 A
財金系
環衛系
醫管系
財金系
從缺

本校醫務管理系舉辦「未來發展願景座談會」
與會專家提供建言 期許“再遠的路從第一步開始”
醫務管理系
醫管系於 9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5:10-17:00 假光暉二樓會議室舉辦「未
來發展願景座談會」，邀請到校外專家學者藍教授忠孚、石教授曜堂與會座談，
醫管系徐主任及該系教師全體出席。會議由林校長擔任主持人，林校長表示，醫
務管理系目前有 8 位助理教授以上；6 位進修博士的師資，在未來師資結構上將
會達到百分之百。雖然去年的評鑑醫管系未獲得一等，但可以感受出本系的企圖
心與努力，希望將來本系能爭取到一等的好成績，這也是今天舉辦此座談會的目
的。
而藍教授及石教授亦籍此機會針對醫管系的實質問題提供許多意見，分享他
們的看法。藍教授表示由於學生來源人數
下降，整個學術環境與以往已大大不同，
若不力爭上游，可能會被這波浪捲走。石
教授則表示他有二句話勉勵，一是要在互
動中創造價值，二是再遠的路從第一步開
始。他看著元培一路走來，由專科變為學
院，如今正朝向科技大學努力，希望在林
校長帶領下的元培，能達到優質化、資訊
林校長、藍教授和醫管系師生合影 化、卓越化、國際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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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牙子」林志隆董事長蒞校演講
分享老虎牙子自創品牌傳奇
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
本系所於5月4日(星期四)下午1:10~4:00，於本校本校光恩大樓B1國際會議
廳，舉辦管理實務講座。經管所許所長特別邀請到「老虎牙子有氧生活股份有限
公司」林董事長志隆主講，講題為「老虎牙子品牌行銷」，與大家分享老虎牙子
自創品牌建立的緣起。會中林董事長說明了有關老虎牙子的品牌傳奇，包含如何
命名到如何創造輝煌的業績、創造一系列的產品，他在行銷思考的邏輯和模式都
有別於一般經營的方法。
林董事長表示念書的目的是為了將來要生存，有更好的收入，因為再浪漫的
事情都需要錢，沒錢絕對不會有浪漫。過去在台灣有精算過，一個人從出生到大
學畢業需要花費三千萬元的投資，我們現在帶著三千萬的資產來坐在這裡聽演
講，要帶回去什麼？林董事長告訴我們，個人除需具備氣質跟家教之外，他送我
們一句話：個性決定命運，每一個人都有個性，但看你修養夠不夠。你有很好的
能力，若人家無法了解你，就算你再有能力也沒有人知道，所以個人的個性、言
談、用詞遣字很重要。我們可以多看各式各樣的知識書籍及雜誌，因為未來走行
銷時，將面對各式各樣的人，必須要有話題以引起他人共鳴。林董事長亦先向我
們透露了老虎牙子2006年宣傳主軸“身體深呼吸，代謝動起來”的宣傳概念跟行銷
手法。當然，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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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未來的出路方向以及需具備的基本素養。感謝林董事長遠道而來，帶來自創品
牌的經歷與個人心路歷程，亦感謝同學熱情參與，讓本活動圓滿落幕。

「老虎牙子有氧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林董事長與許所長、經管所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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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交流活動蓬勃多元
澳洲 James Cook University 護理系主任蒞校演講宣傳
護理系
本校為推行學術交流與國民外交，希望學校積極邁向國際，除提昇全校教職
員生之英語能力外，著重實際的國際交流活動，在 3 月間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民
生學院院長蒞臨本校締結夥伴關係，4 月 3 日本校聘請澳洲 James Cook University
護理系系主任 Dr. Kim Usher 蒞臨本校護理系演講及商談 JCU 與本校締結姐妹校
事宜。
詹姆斯庫克大學(JCU) 是一所充滿活力的大學，一直以來在環境和生態學研
究方面，屹立於世界領導的地位。在澳洲的熱帶研究和教育機關方面，也是卓越
群倫。最近由瑞士中心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 JCU 在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上全世
界排名前三百名內，澳洲一共有 8 所大學名列其中，JCU 即是其中之一。獲得
JCU 的學位後，也就是獲取全球性的認可。JCU 的學校課程已獲取畢業生整體滿
意的評價，教學質量與技能的獲取也得到四星級的評價（取自於澳洲畢業生職業
協會所做的問卷調查）。
澳洲的優良社會福利造就優秀的醫護系統，尤其在精神科、老人、社區及婦
幼護理，吸引世界各地優秀的醫護人員前往進修。James Cook University 護理系
在北昆士蘭及澳洲偏遠地區醫療系統佔有重要地位，有優良師資設備，特別在精
神科及婦幼護理質性研究方面。而這次藉由 Dr. Kim Usher 的演說，了解澳洲目
前護理教育現況，有助於本校拓展世界觀及老師前往進修。

澳洲 James Cook University 護理系主任 Dr. Kim Usher
與本校護理系韓主任、師生於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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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將於 95 學年度開設「理財規劃」學程
歡迎對考取金融證照有興趣的同學前來修課
財務金融系
為了鼓勵學生選修專業「理財規劃學程」訓練，跨領域結合本校財務金融系及
企業管理系相關之課程、師資與設備，以提昇學生就業機會與考照之優勢，增加理
財規劃師人才之培育。凡修習本學程規定學分之學生，將由本校發給學程修畢證明
書，藉以增強學生就業之競爭力。欲了解本學程之相關規定及內容的同學，請參考
財金系網頁或電洽財金系助理。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Yuan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ooperation
with Chung Hua University,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Ming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 M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 Hw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Jen-Teh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announce the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ll be held on May 27 (Saturday)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Kuang En Building, Yuan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sinchu. It will feature over 50 papers
on the new aspects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high
school to adult levels.
Addressing other important issues will be two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xperts,
including Professor Morizumi Mamor from Obirin University, Japan and Professor Peter
Swirski from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A book exhibit by major local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on English teaching courseware will run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This conference is unique in that it brings together not only Taiwan teachers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college levels, but also colleagues from Japan and Hong Kong.
Its goal i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mong teachers.
The conference opens Saturday morning at 8:45 and continues through 17:30 in
the afternoon. Over 100 participants from Taiwan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his important
even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egistration and the conference program can be found at
http://web.yust.edu.tw/english/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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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術演講預告 歡迎各界蒞臨指導
◎微膠囊技術應用研討會
微膠囊包覆技術迄今歷 50 餘年，在生技、醫藥、農化、食品、保健、紡織、
化妝品等各領域的發展日益廣泛，舉凡乳品業者的益菌添加、農林業的病蟲害防
抑製劑、漁牧養殖業的疫苗製作、紡織業的織品改質乃至於癌症新藥的包覆等
等，各行各業都在開發更有規模效率、更具前瞻創意、更符經濟效益的微膠囊應
用。為了因應微膠囊包覆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經濟部技術處特別於 9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13:00~17:00 假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光禧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微膠
囊技術應用研討會。會議重點除了描繪技術的發展，同時說明目前產業現況，更
進一步提供微膠囊技術未來應用的方向。非常歡迎各界先進共襄盛舉，期能由產
業與技術上的觀點出發，拋磚引玉並請不吝賜教。欲知詳細內容，請電洽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07)3513121 轉 2627 李國正或轉 2625 黃俊誠。
◎醫事技術系生物技術演講公告
日期/時間

演講者

講題

主要經歷

學歷

地點

95.05.24
15:00-17:00

黃慶三 生醫研究
輔英科技大學醫護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光禧樓
教授 方法與倫理 健康學院研究教授 醫技系博士
K109 教室

95.05.25
13:00-15:00

吳明道 醣蛋白質
教授 檢驗醫學

95.06.01
12:00-13:00

許修誌 疫苗研發與
國家衛生研究院
教授 醫學檢驗

95.06.08
13:00-15:00

蕭水銀 毒理分子
教授 檢驗學

長庚大學醫學院分 美 國 紐 約 醫 學 光禧樓
子細胞科教授
大學生化博士 K109 教室
光禧樓
K109 教室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光禧樓
科暨研究所名譽教 大 學 藥 理 研 究
K109 教室
授
所博士

◎國文組近期活動導覽
本組教育部第 4 梯次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擬定「飲食與文化」為專題，
進行文本選編與導讀撰稿。另預定於 6 月中旬與通識中心、外文組聯合舉辦大學
基礎教育 4 年計畫成果發表會，聯展活動當天有 4 年計畫成果簡報並邀請名人專
題演講，會場同時展出本組歷年研討會海報、照片、論文集等。歡迎關懷生命、
雅好文學與品味藝術者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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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一、放射系將於 95 年 6 月 3 日(星期日)假本校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放射系
學術研討會」，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歡迎有興趣人士蒞臨參加。
二、95 學年度放射系會長由四技放射 2-1 陳敏婷同學擔任，副會長由四技放射
2-2 陳昱華同學擔任，屆時請同學們踴躍參與系學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三、放射系 95 年系技盃各項運動競賽成績優異，計獲得男桌冠軍、女桌冠軍、
男羽亞軍、女羽亞軍、男籃 AB 分列冠軍與亞軍、女籃亞軍、男排亞軍、女
子撞球冠軍等 9 項獎項。
＊環境工程衛生系
一、賀！本系同學考取研究所名單如下：
錄取名單

錄取學校名稱

錄取系所名稱

夜二技顏岓韸同學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永續環境科技組

夜二技邱義陽系友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產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夜二技楊彩雲系友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產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夜二技彭業煌系友

國立中央大學

碩士在職專班
環境工程研究所（環規組）

夜二技李家中系友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永續環境科技組

二、捷報！由逢甲大學主辦之第 25 屆大環盃於 95 年 4 月 8、9 日兩天舉行，共
由全國 23 所大專校院環境相關系所共同參與。經由激烈競賽，本系學生於
男子組羽球冠軍、女子組羽球冠軍、電腦 CS 競賽冠軍與慢速壘球殿軍，成
績優異。

本校環衛系同學於全國大環盃表現優異，獲得多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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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
本系將於 95 年 5 月 19 日假集賢樓地下室舉行「餐飲管理系畢業成果展」，
主要是藉此活動讓同學們在畢業前系展現在校外實習與在學四年所學的技藝與
經驗。會中將分別依中餐、西餐、日本料理、烘焙、調酒、冰磚區展示成果，並
將進行現場烹調，讓學生盡情展現出四年所學，歡迎各位師長蒞臨指導。
＊財務金融系
一、恭賀財金系 79 名同學參加電子商務證照考試，考照率達 100%，滿分率達
99.975%，僅兩位同學未達滿分。目前本系大四學生金融證照加電子商務證
照，共已累計 440 張證照。
二、本系系學會於 5 月 1 日至 3 日舉辦「傳情久久」活動，活動地點設於光恩 1
樓財金系辦，參加費用每份 99 元，活動已順利舉辦完成，感謝全校師生的
熱情參與。

財金系舉辦溫馨浪漫的「傳情久久」活動
＊資訊管理系
一、賀！本系於系技盃運動競賽項目得到第一名的獎項：女子籃球隊，男子排球
隊及男子組撞球。
二、資管之夜將於 5 月 11 日(星期四)晚上 6:30 ~ 10:00 假光禧大樓三樓綜合大禮
堂舉行。資管系學生欲參加者，請各班班長統計人數,統一與系學會索取入
場門票，活動當天也可用學生證在入口處換取入門票（資管系學生憑學生證
一率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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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建立學術交流平台 提昇本校教學研究品質
◎2006 年醫檢新知學術研討會
醫事技術系
本系順利於 95 年 5 月 7 日舉辦「2006 年醫檢新
知學術研討會－實驗動物應用」，本次研討會與新竹市
醫檢師公會合作，邀請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翁仲男所
長、李文權副所長、杜清富博士、樂斯科生技公司陳振
忠董事長、威健公司林怡杏博士及綠色四季生技公司呂
淑芬博士介紹實驗動物在基因遺傳工程、器官移植、醫
藥研發、健康食品效能評估應用，同時也進行學術論文
壁報發表，主題涵蓋廣泛；研討會當天共有 173 人參與。
本次大會能順利舉辦，要感謝公會徐志民會長大力
支持、本系林育興助理教授暨師生在這段時間百分之一
百的付出；感謝學校、光宇文教基金會、林維吾文教基
醫技系陳主任與研討會
金會、台灣健康管理學會支持；使本次研討會得以圓
參與人員合影
滿完成。
◎研究方法的理論與實務研習會
本系於 95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5:10-17:00 假光暉樓二樓會議室舉辦「研究
方法的理論與實務研習會」，邀請到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研究員吳聖良博士蒞校演講，講
題為「醫院實務研究方法與資料庫介紹」。

醫務管理系

吳博士與徐主任、系上老師們合影
◎2006 醫學工程研討會暨畢業專題成果展
本系舉辦之「2006 醫學工程研討會暨
畢業專題成果展」已於 5 月 3 日（星期三）
假光禧樓國際會議廳圓滿完成，會中分別邀
請到工業技術研究院醫療器材科技中心生
醫電子技術組組長吳育民博士主講「ｅ化健
康管理」
；國防大學教授丁大為博士主講「血
管支架之設計與製造」，並同時舉辦本系畢
業專題成果展，感謝各界的參與及指導。

醫學工程系

國防大學教授丁大為博士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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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提升技職院校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活動(二)
外文組
教育部提升技職院校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活動（二）於 4 月 6 日(星期四)
上午 10:00-12:00 假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到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系李
思穎教授 (Lee Syying)蒞校演講，講題為「The Power Of Reading」。演講摘要如
下：
“學英文”似乎很“重要”，而“重要”就一定“很難”嗎? 如果有一種方法可以幫
助你在學習語文的路途上走得比較愉快，學得更順暢，你願意嘗試嗎? 研究結果
告訴我們，大量的閱讀簡而易懂的故事書能
增進文法知識、字彙量、及寫作能力；許多
實際的個案也顯示出閱讀的人在多方面佔
有優勢；而語文能力之不足也一定有因可
循。理論與實證都指出閱讀的力量不是“一
加一等於二”的死板模式；從閱讀中我們獲
得的已遠超過字彙與文法的進步；從閱讀中
我們還學到了常識、文化、生活、情感、自
我成長等令人驚喜的發現。
李思穎教授(後排左五)與外文組
師生合影

教育部提升技職院校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活動(三)
外文組
教育部提升技職院校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活動（三）於 4 月 24 日(星期一)
下午 15:00-17:00 假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到靜宜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謝國
平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學英文與學文法」。演講摘要如下：
自從 1970 年代中期溝通式教學法興起以來，各種語言教學法對於是否需要
教文法，時有爭議，亦一直沒定論。台灣屬於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環境（亦即「英語為外國語」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學生鮮少能夠不依賴
課堂上的教學而習得英語。而且因為學校
以外接觸英語的機會不多，學生英語文的
正確性也要靠課堂中正式的文法教學方易
增進。因此，本文認為對大多數台灣中學
生而言，文法教學是英語教學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在文法教學為英語教學必要的一
部份的前提下，本文進一步略述如何學英
文文法的一些建議，並舉出一些有用的配
套學習方法。
謝國平教授(右三)與外文組
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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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之夜～本校畢業演唱舞會熱情狂歡
副校長親臨現場開舞
課指組
轉眼間，畢業季節即將來臨！本校 94
學年度畢業演唱舞會於 95 年 5 月 10 日假光
禧樓 3 樓大禮堂順利舉辦完畢。當天蔡副校
長特親臨現場，與同學們一起跳了第一支開
場舞，在副校長開舞後，便開啟了晚會的序
幕。晚會當天參與人潮眾多，同學跟著樂團
的歌聲一同吶喊狂歡，氣氛瞬間炒熱開來。
而且，這場晚會是以制服之夜為主，主要對
象以畢業生為主，入場同學需著制服方可進
場，可說另有一種特別的氣氛呢！

副校長親臨畢業演唱舞會開舞

94 學年度英文合唱團比賽成績揭曉
生技系表現亮眼 囊括冠軍及多項大獎
課指組
本校 94 學年度英文合唱團比賽已於 95 年 5 月 10 日假光禧樓綜合禮堂舉辦
完畢，得獎名單如下：
名次

系學會

第一名

生物技術系

第二名

醫事技術系

第三名

企業管理系 1-1

最佳團隊精神獎

生物技術系

最佳創意獎

生物技術系

最佳指揮獎

醫事技術系

英文合唱團比賽時同學賣力演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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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足畫家謝坤山及肢障作家余秀芷蒞校演講
會場氣氛熱絡感人
課指組
本校辦理 95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辦理公民教育活動」之生命
教育研習會，於 95 年 5 月 6 日假光禧樓 K005 教室舉辦完畢，當天除本校同學、
海青班同學，尚有台中護理專科學校、雲林科大及台北體育學院同學前來參與本
次活動，活動以專題講座及分組討論，邀請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及肢障作家余秀
芷小姐前來演講，會後討論及合影氣氛熱絡。

本校熱情師生分別與口足畫家謝坤山先生(左圖)及
肢障作家余秀芷小姐(右圖)合影留念

香園紀念教養院每週三於本校舉辦義賣活動
歡迎教職員生前往選購 發揮您的愛心
課指組
本校學生自治會與私立香園紀念教養
院聯合舉辦義賣活動，於 95 年 5 月 10 日起
每週三假光禧樓及光恩樓前開放廣場區義
賣。現場有教養院學員們親自製作的麵包、
餅乾、手工藝品及新鮮蔬果等產品，另也可
以捐出消費發票來幫助他們，歡迎本校師生
踴躍前往參與及協助他們哦！
香園紀念教養院舉辦義賣活動，
本校師生反應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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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師生一個乾淨的學習環境
本校舉辦「教室清潔日競賽」 同學參與熱烈
衛保組
本校舉辦之「教室清潔日競賽」已於 9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舉辦完成，感謝各位老
師及同學的配合，得獎班級名單如下。再次
呼籲大家「維護環境清潔是你我的義務，環
境的清潔是教室的權利」。

名次

班級

獎金

第一名

日四技資工 1-1

1750 元

第一名

日二技護理 1-1

1750 元

第三名

日二技醫管 1-1

1000 元

第四名

日四技企管 1-1

500 元

第五名

日四技醫管 1-1

500 元

備註
衛生股長小功一次
參與打掃者嘉獎二次
衛生股長小功一次
參與打掃者嘉獎二次
衛生股長嘉獎二次
參與打掃者嘉獎一次
衛生股長嘉獎二次
參與打掃者嘉獎一次
衛生股長嘉獎二次
參與打掃者嘉獎一次

本校赴新竹市農會辦理體檢 為市民健康把脈
健康管理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於 95 年 5 月 9 日前往新
竹市農會辦理家政班體檢，檢查項目包括
身高體重、體脂肪、骨質密度檢查、血液
生化檢查、尿液檢查、婦女子宮頸抹片及
乳房超因波檢查等。本次參加人數約 50
人次，感謝多位志工的協助，使活動順利
圓滿完成。
志工正仔細的幫民眾們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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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您的心靈與視野 歡迎參加學輔中心各項活動
學輔中心

◎活動成果
一、
『資源教室戶外活動』～綠世界生態
農場
本中心特於 95 年 4 月 30 日帶領身
障同學及 IF 義輔社同學至北埔綠世界生
態農場踏青。一整天的活動下來，同學
們彼此間更加熟悉，且徜徉在自然生態
中，真是一場愉快又輕鬆的知性之旅。
身障同學及義輔社同學於北埔
綠世界生態農場開心合影
二、95 年度公民教育活動『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會』
本中心於 95 年 5 月 6 日假光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跨校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會，邀請到竹東榮民醫院精神科張純吉心理師演講「認識兩性：火星人與金星人
的差異」，以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巫緒樑主任演講「認識同志：同志就在你
身邊」。與會的校內外同學皆熱烈討論，受益良多。

竹東榮民醫院精神科張純吉心理師
蒞校演講，本校周學務長致詞歡迎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巫緒樑主任
演講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