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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訊化、校園優質化、研究卓越化、發展國際化
朝卓越科技大學邁進
校長

林進財

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恭喜並歡迎各位同學進入元培科技大學，成為這個大家
庭的新血輪。元培科技大學現有生醫科技、健康科學與管理 3 個
學院、3 個研究所、14 個系，擁有學生 7139 人。我們學校座落於
台灣的科技重鎮新竹市，除隔鄰的中華與玄奘大學外，又聚集了
清大、交大等知名的一流大學，可以說擁有台灣最肥沃的科技土
壤，擁有最多的科技資源。我們學校名為「科技大學」
，即是以培
育術德兼備的科技專業人才為宗旨，可以說學校擁有得天獨厚的
地理環境，學校除利用豐富資源，積極開發產學合作的機會，讓同學有機會在老師帶領下參與其
中外，我也要鼓勵各位同學自身要善用這項地理優勢，多與附近他校同學交流切磋並與業界多接
觸，在交流中提昇自己的視野，在接觸中積累經驗，培養日後進入職場的豐厚資本。
相信大家對大學生活一定有很多的期待與夢想，大學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學術殿堂，在這裡
各位可以依自己的興趣選課、參與社團活動，可以自由的追尋、實現自己的夢想，我期許各位在
這人生最黃金的四年裡，一方面要努力學習充實自身專業的能力，做好未來進入職場與繼續升學
的準備；一方面依自己興趣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完成自我的實現，從社團活動中同學們不僅可以
學習與他人的相處合作，並可以結識志同道合，未來進入社會可以相互扶持的終生好友。
我們學校的校訓是「窮理研幾」
，
「窮」的意思是竭盡，
「理」指的是事物之原理，
「窮理」二
字在學問的追求上就是指要竭盡心力，追求真理，發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來探求知識；
「研」
是貼近探究，
「幾」是極其細渺、微小，
「研幾」即是強調事物之原理隱而不顯，所以要貼近探究，
才能得到，「窮理研幾」因此指的是一種對真理、知識的追求態度，也就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如
果同學日後在知識的鑽研上或工作的處理上，都能持這樣的態度，定將受用一生，在事業上擁有
極高的成就。
我們學校創校至今已 42 年，在過去 42 年中，學校在創校人悉心擘畫與前人的努力中，持續
成長，擁有良好的績效。以上學年的國科會研究案為例，過去一年我們學校教師在國科會研究計
畫共有 53 件，排名全國科技大學第 14 名，在全國私立科技大學中排名第 7，擁有良好的研究績
效。在 94 學年度學校通過 6 系專案評鑑與改名科技大學訪視，順利改名元科技大學。在新的一
年裡，我們仍要精亦求精，新的學年，圖書館與生技大樓都將完工，到時同學就可以有最進步的
設備可以使用，可以在最優良的環境閱讀和查詢資料。在未來我們仍將追求學校不斷的進步與成
長，除現有 3 個學院外，未來將規劃成立醫療福祉學院並持續朝教學資訊化、校園優質化、研究
卓越化、發展國際化的卓越科技大學邁進。
今日，我對各位提出許多期許，也告訴各位同學學校未來成長的願景，即是希望各位同學能
在這裡安心的成長，用心的學習，好好利用人生這段最寶貴的時光，追求自己的夢想，充實自己，
為未來的人生做好準備。最後，我祝福各位同學在元培學習的日子有最精采的生活、最豐富的收
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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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萬物之「元」 「培」育優秀人才
副校長

蔡雅賢

各位同學大家好：
首先要歡迎各位同學成為元培的新鮮人，成為
元培大家庭的一份子。初來乍到，對這個大家庭、
新環境都很陌生，我首先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學
校和環境，讓大家認識這個大家庭。我們學校創立
於民國 53 年，前身為元培醫事專科學校，創校人
蔡光宇先生是我國第一位放射技術專家，學校創立
之初因創校人重視醫技人才的培養，僅設「放射技術科」
、
「醫務管理科」及「醫事檢驗科」。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亦漸次開展辦學規模，88 學年度改制成為技術學院，在歷經 94 學年度
教育部專案評鑑與改大訪視後，95 學年度，奉准改名為元培科技大學，實現創校人蔡炳坤
先生初興學時的理想，進入了新的里程碑。學校創校迄今已歷 42 寒暑，創見初期的小樹苗，
如今已成長茁壯成為擁有 3 個學院、3 研究所、14 學系 7000 餘位學生的科技大學，96 學年
度醫事技術系與環境衛生工程系碩士班亦將招生，未來學校規劃每一系皆成立碩士班，並
規劃籌設醫療福祉學院，內涵長青事業健康管理、職能治療技術與醫療福利等系。
學校取名元培，乃是強調「元」乃萬物之初，是一切根本開始的意思，
「元」不但說明
學校是我國醫事技術學校的肇建者，更強調要同學在學習過程應重視探究萬物與生命的根
源及其奧秘神奇之處，追根究底，發現真理，然後才能「培」養出優秀的醫技人才，發展
科學，迎頭趕上歐美各國，這也即是創校人將校名取為「元培」之意。創校人創辦本校的
理念除以培養具有專業醫事技術的人才為目的外，也強調「強身、強國」
，重視各位同學健
全體魄、人格、領導力的培養，因此，我期許各位同學，在未來四年，不僅要努力在課堂
上學習知識與培養技能，為未來就業與繼續升學做好準備，更應利用課餘之暇，多鍛鍊體
魄，並依自己志趣參加社團，在社團中學習和他人合作、訓練自己的領導能力，在社團活
動中，你會有課業之外豐富的成長，認識志同道合的夥伴，這些夥伴都將是你未來人生旅
途上相伴一生的知己。
此外，這個世界變遷愈來愈快速、資訊愈來愈流通，在全球化時代，你們未來面對的
是全球性的競爭。為適應這個趨勢，學校特地安排四年的英語與三年的資訊必修課程，希
望各位同學在專業能力外，能擁有極佳的外語與資訊能力，來面對全球化的競爭環境。明
年，學校圖書館新大樓即將完工啟用，屆時同學就能擁有最舒適的環境、最進步的設備來
閱讀及查詢資料，我希望各位同學在校期間能擅用圖書館及學校各項資源，來精進自己的
專業知識，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來培養國際觀的視野，積極累積自己未來進入職場的
能量。
最後我希望各位同學能擁有最佳的學習態度，千萬不可妄自菲薄，在這段四年大學生
活最黃金的歲月裡，利用學校優美的自然環境與在優良師資的教導下，使用最佳的學習設
備，積極的陶冶、充實專業知識，為未來璀璨的人生做好準備。我祝福各位同學在元培學
習的日子有最豐富的收穫、最精采的生活，來日踏出校門時，能擁有最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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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9 月 15 日舉行改名科大揭牌儀式 典禮隆重圓滿
教育部技職司張國保司長、新竹市林政則市長等多位嘉賓與會同賀
宣告本校邁入「元培科技大學」新的里程碑
秘書室/課指組
95 學年度本校改名科大揭牌暨迎新晚會活動已於 95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舉辦完
畢，上午一系列之改大揭牌典禮活動，在教育部技職司張國保司長、新竹市林政則市長、
本校官金菊董事長、林進財校長共同主持下，圓滿完成隆重的揭牌儀式，正式宣告本校
邁入科技大學新的里程碑。活動當天除邀請到張司長、林市長與會主持外，另包括柯俊
雄、呂學樟立委及多位高中、職校長等重要嘉賓，皆來共同見證本校改名科大歷史性的
一刻，分享本校師生的喜悅。當天活動除安排太鼓祈福外，並有隆重的 12 響禮炮與祥
獅獻瑞祝福，揭牌後並施放高空彩帶與和平氣球，典禮歷時一小時，儀式莊嚴隆重。
日後本校亦將配合國家社會發展需要，規劃設置醫療福祉學院，學校仍將延續創校
時「關懷健康、珍惜生命」的理念及發展「綠色生醫、預防保健與健康管理」的特色，
朝「教學資訊化」
、
「研究卓越化」
、
「校園優質化」與「發展國際化」的優質科技大學邁
進，培育人文與專業素養兼具的高素質人力。

嶄新活力的元培科技大學，
正式邁入新的里程碑

「鑼鼓喧天、威振四方」的太鼓祈福
揭開典禮序幕

蔡副校長及董事、國內外貴賓們
拉開紅絲帶揭牌

張司長、林市長、官董事長、校長
及多位貴賓啟動水晶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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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訓導)工作傳承研討會
教育部杜正勝部長暨教育部長官、全國學務長蒞校參與
學務處
本校學務處在周雪美學務長的領導下，接下由教育部委辦之「95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訓導)工作傳承研討會」，於 8 月 29 日-31 日假光恩國際會議廳、新竹巿福泰
商務飯店舉行為期三天的研討會活動。活動由本校蔡雅賢副校長擔任開幕式主持人，歡
迎教育部長官與全國學務長來元培科技大學作客，並預祝與會嘉賓能夠滿載而歸。
活動一開始先表揚資深學務長，由教育部杜部長頒發紀念獎牌，並勉勵在場學務長
再接再厲，繼續為學務工作努力打拼。接著杜部長演講，以「綜觀古今、環視全球，前
瞻台灣高等教育願景」為題，剖析台灣教育發展的狀況，在競爭力遽增的全球化趨勢下，
台灣的高等教育需積極調整與轉型。部長表示，台灣的高等教育在培育具台灣主題意
識、全球視野與社會關懷的現代國民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最後，部長前瞻台灣高
等教育之願景，以「追求卓越的研發」、「迎向卓越的教學」、「引領風潮的價值」、
「營造友善的校園」、「邁向全球的視野」為目標，期許學務工作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
的一環，並感謝學務長們對學生的耕耘與關懷。
本次研討會在議程安排上別出心裁，以專題演講、分站研修、綜合座談的方式進行，
在題目的選取上，兼顧傳統，除了校園持續關注的「如何加強性別平等教育與維護懷孕
學生受教權」外，更強調「建立大學生核心價值觀－尊重生命、培養法治觀念與服務社
會」。另外，「如何整合學校資源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學生意外事件(含自我傷
害)之預防與處理」亦都是大家共同關注的議題。
本次研討會最大的特色在於打破單一議題的侷限，將觸角延伸至更高的領導、統整
層面，從教育部長的台灣高等教育的剖析到金車文教基金會孫慶國執行長的「結合民間
資源培養大學生公民參與能力」，再至政治大學周玲臺教授的「學生事務工作之領導與
挑戰—學務工作之團隊營造」、彰化師範大學陳金燕教授的「大學生身心發展特色與學
務工作」，莫不緊緊扣住學務工作每個環節—身心健全發展、團隊合作、領導培育、奉
獻社會。經由這些講師親切熱情，並偶帶渲染的號召之下，加上訓育委員會大家長柯慧
貞常務委員「化學務工作的沉重為輕盈」的經驗分享，讓這次研討會更臻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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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杜部長親臨致詞，左起柯慧貞常務委員、杜正勝部長、蔡雅賢副校長

本校蔡雅賢副校長擔任大會主持人，左起傅木龍專門委員、
柯慧貞常務委員、杜正勝部長、周雪美學務長、王嘉民總務長

全國學務長於本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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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名單
課務組
系別

教師

系別

教師

餐飲管理系

李民賢

醫事技術系

陳有任

醫學工程系

劉省宏

財務金融系

吳政儒

企業管理系

許碧芳

醫務管理系

黃曉令

環境工程衛生系

吳南明

企業管理系

劉芬美

環境工程衛生系

陳文欽

護理系

孫嘉玲

校長、教務長與 94 學年度績優教師當選人合影

94 學年度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績優系所
課務組
財務金融系、資訊管理系、企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研究所)

校長與 94 學年度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績優系所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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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將於 10 月 28 日舉行
歡迎學者踴躍投稿
綜合業務組
本校謹訂於 95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舉辦「2006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本次
研討會主題為健康產業科技與管理，論文全文截稿日期為 95 年 9 月 30 日。敬請轉知所
屬相關人員踴躍投稿及出席，本次研討會報名暨投稿方式採取線上報名，活動相關訊息
請參閱網址：http://web.yust.edu.tw/edu/paper/paper2.asp。

邁開國際舞台之步伐 本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頻仍
研發處
本校改名科技大學後，學校更積極踏出走向國際舞台之步伐。近期之國際學術交流
活動包括：
時間
8 月 10 日
~ 8 月 28 日
9月7日
~ 9 月 20 日

國家

學校

活動內容
本校護理系老師前往講授「育兒保健初

馬來西亞

新紀元學院

階」
、
「育兒保健進階」
、
「婦女健康促進」
等課程。
邀請何堅醫師到校，為護理系及「初級

中國

福建中醫學院

推拿班」同學講授保健按摩經絡腧穴、
針灸原理等部分相關課程。

10 月 28 日

美國

11 月初

日本

11 月初

中國

馬里蘭大學
護理學院
國際醫療福祉
大學
福建中醫學院

邀請副院長 Dr. Thomas 蒞校演講並簽
訂合作協約
簽訂合作協約
邀請陳立典副院長及教授貴賓一行六
人蒞校參訪並參加本校校慶活動

福建中醫學院何醫師講授時，同學們認真學習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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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舉辦「新進初任教學教師講座」
分享教學經驗技巧 漫談教學卓越方向
人事室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卓越師資講座計畫】，於 95 年 9 月 8 日（星
期五）下午 14 時至 16 時假本校光暉樓 2 樓會議室舉辦「新進初任教學教師講座」
，
特邀請本校榮獲 93 及 94 學年度教學績優
教師之餐飲管理系李民賢助理教授，與新
進初任教學教師分享教學經驗與技巧。
講座中提及教學準備包含課程準備、
研究計畫、實務研習、專業證照等豐富的
經驗分享，並漫談教學卓越方向及探討教
師自我評量等多面向的議題，藉此鼓勵新
進教師邁進教育之路，讓新進教師對往後
的教學工作受益良多。

「新進初任教學教師講座」
鼓勵新進教師邁進教育之路

因應本校改名科大 學生證免費換發新證公告
註冊組
為因應本校改名元培科技大學，各學制學生(不含 95 學年度新生)之學生證將
免費換發新證。說明如下：
一、因應新版學生證製發放所需，在校生的學生證請於開學時全班收齊繳至註冊
組加蓋註冊章，待新證製成後，本組再通知各班進行換發作業。
二、94 及 93 學年度入學之同學將依原入學時的照片資料檔製證，如有缺照片資料
者將通知補件。
三、92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包括日間部及進修部四技四年級及五專部五年級)
須繳交 2 吋照片 1 張，在校班於開學後以班造冊收齊；實習班學生(五專放、
管、檢)(日四技放、醫技、護、餐管)在實習生註冊日時(9/8)繳交造冊送製。
四、延修生請於註冊日(9/8)繳交照片造冊送製，製成後，將公告通知學生前來註
冊組換證。
五、學生證一律舊證換新證，凡遺失者須至總務處出納組(位於圖書館前旁閱覽室)
申請補發。
六、請妥善保管學生證，如辦理休學、退學或畢業的離校手續時因遺失未繳回學
生證者，視同未完成離校手續不發予各類證書及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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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習會圓滿落幕 研習內容豐富精彩
課務組
為改進教師教學方法以期達到優質化的教學品質，本校特於 95 年 9 月 5 日假
光恩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研習會，研習會在校長致開幕詞後展開。會中除教
務處及其他行政單位進行業務報告及宣導外，另邀請到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潘裕豐教授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張仁平科長等具創造力專長之學者專家蒞校做
專題演講與指導。並藉由與會學者和教師的經驗傳承，讓本校教師能獲得啟發以
便對往後的教學工作有所助益。此外尚利用分組座談的方式，讓全體教師對大學
課程教材的網路化及遠距教學等相關問題提出進一步的討論，為本校全體教師拓
展新的教學思維模式。

教學研習會中教師認真聽講情形

會中邀請到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潘裕豐教授主講「創意激發」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增進輔導績效
學輔中心
為提昇教師及導師輔導知能，學輔中心於 95 年 9 月 4 日(星期一)舉辦「教師
輔導知能研習會」
。會中，首先頒發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績優導師，共有 22 位優秀
的導師獲獎。接著邀請陽明大學周韻家教授主講「導師—既扶正更扶倒的老師」，
周教授分享自身豐富的實務經驗，帶給教師們許多的啟發；而台中教育大學魏麗
敏教授兼學務長主講「性別平等教育在校園的推廣」
，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讓教師
們反應熱烈、回味無窮。

台中教育大學魏麗敏教授演講情形

陽明大學周韻家教授演講情形

95 學年度第 1 期元培校訊(95 年 9 月)

多元職訓 就業永續
本校辦理「95 年度失業者職訓課程」圓滿結訓
推廣教育中心
今年暑假由新竹市政府委託本校辦理
失業者職業訓練，「中餐訓練班」、「中式點
心暨地方小吃訓練班」與「調酒飲料訓練班」
分別已於 8 月 11 日、19 日舉行結訓典禮。
在結訓典禮的過程中，新竹市政府勞工局局
長給予學員們最大的鼓勵，期望經過 120 小
時的技術培訓，可以提升學員們就業與創業
的競爭力。長官們的精神喊話，是提升學員
們精神層面的力量，學員們更以自己努力學
習的豐碩成果來回應大家的期望。

新竹市勞工局局長頒發結訓證書

新進人員研習會暨心肺復甦術訓練課程
透過意見分享與交流 進一步認識元培
人事室、衛保組
95 學年度新進人員研 習會於 95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09:50~16:00 假本校光
禧樓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上午由副校長的勉勵展開研習會的精采內容，從新進人
員自我介紹至本校各行政內部業務簡介，更藉由綜合座談意見分享與交流，幫助
新進人員進一步認識元培。
下午 14:00~17:00 則於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辦理「95 學年度新進教職員心肺復甦
術訓練」
，邀請到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資深教練王國欽教練擔任講師。課程安排心肺
復甦術、異物哽塞介紹及技術練習，授課內容生動，新進人員學習成效佳，本梯
次新進人員共計 24 人，皆通過測驗，並獲得研習證書，研習會圓滿結束。

副校長致詞勉勵

「新進教職員心肺復甦術訓練」
測驗通過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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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一、環境工程系黃政雄教師 95 年度著作升等副教授表現優良，特頒獎狀，以資鼓
勵。
二、食品科學系徐詮亮教師 95 年度著作升等副教授表現優良，特頒獎狀，以資鼓
勵。

副校長頒獎表揚著作升等的黃政雄(左)及徐詮亮(右)老師
＊衛保組
一、為加強學生安全教育觀念，本校特辦理「安全教育海報競賽」
，參加對象為（日
間部）四技部、二技部一、二年級各班，每班繳交代表作品一件，或同學自
由報名參加。作品繳交日期自即日起至 95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3 時止，繳交地
點為學務處衛保處（健康管理中心一樓）
，相關辦法及事項請洽學務處衛保組。
二、本校辦理之「急救知識及技能培訓活動」自即日起開始報名，額滿截止。分
別為 1.急救員訓練班：活動日期為 95 年 10 月 14-15 日 08:10~17:00，2.高級急
救員訓練班：活動日期為 95 年 12 月 2-3 日、12 月 9-10 日、12 月 16-17 日
08:10~17:00，3.急救教練訓練班：活動日期為 95 年 12 月 23-24 日、12 月 30-31
日 08:10~17:00。報名地點為學務處衛保組（健康管理中心一樓）洽蘇小組（分
機 2246）。
三、為維護課堂上之環境品質，並培養學生環保意識，養成良好生活習性，本校
特辦理「一分鐘環保」教師整潔維護競賽計畫，自開學起實施至 96 年 1 月 12
日止，敬請本校師生配合，共同為營造優質學習環境而努力。
＊課指組
本校於 95 學年度成立「元培親善大使」社團，歡迎本校有服務熱忱的男、女
同學參加，未來校內、外各項大型活動之服務人員即可派親善大使前往服務。
＊總務處
一、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新建工程，目前正進行圖書資訊大樓 4 樓組模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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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工程、生物技術大樓 5 樓立柱筋及組模工程，工程進度約完成 55％。另生活
污水處理廠(土木建築及機械設備)工程進度約完成 45%。

生活污水處理廠工程進度圖
二、從這學期開始，增開國光客運「元培  台北」
、
「元培  板橋」及「元培  桃
園」班車，各班車時刻表請參閱總務處網頁。
＊電算中心
一、防止電腦被入侵或中毒，進而造成資安事件，請確實遵守下列事項：1.隨時作
好微軟漏洞防護更新(windows update)與病毒軟體更新 2.切勿開啟或點選不
明電子郵件 3.切勿瀏覽下載安裝不明目的的軟體。
二、95/8/1 起元培科大之網域改為 ypu.edu.tw，所以相關網址或電子郵件均需修
改， 舊網域只保留至 95/11/30。1.學校首頁網址改為 www.ypu.edu.tw 2.各單位
網頁網址應改為 web.ypu.edu.tw 3.電子郵件應改為 xxx@mail.ypu.edu.tw。
三、行政院新聞局為增加國人對我國的瞭解，特建置以「Taiwan, U.N Me」的網站
標題網頁，請多加使用，網址為 http://english.www.gov.tw/UN。
＊圖書館
圖書館在新學期的開始，將為所有的元培「新鮮人」舉辦「圖書館新生導覽
活動」
。內容包含圖書館館藏、相關規定、樓層配置、服務項目及活動等，期望在
未來的元培生活中，圖書館能豐富所有同學的人生。
＊體育室
一、體育室為了服務本校教職員工，將再度舉辦「體適能團隊班活動」
，希望大家
在繁忙之際，多關心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活動內容將以具健身兼養身-減肥
塑身-紓解壓力-傷害復健的「比拉提斯」為主，並聘請校外知名教練授課。活
動日期為 10 月初至 12 月底，全程免費，意者請洽體育室甘能斌或葉清華老師
（分機 8380 或 2375）。
二、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勤毅教育各班負責打掃日期及區域已公告，欲了解詳情者
可上網至本校首頁體育室最新消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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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堅強的師資陣容
本校 95 學年度新進專任教師名單
人事室
編號

系所

姓名

職級

1

應用英語系

潘穎薇

副教授

2

醫學工程系

丁大為

副教授

3

醫學工程系

王明誠

助理教授

4

醫事技術系

陳秋枝

副教授

5

醫事技術系

陳俊翰

助理教授

6

企業管理系

韓心甜

助理教授

7

財務金融系

王譯賢

助理教授

8

資訊管理系

李伯民

助理教授

9

生物技術系

莊路德

助理教授

10

企業管理系

永井正武

客座教授

11

企業管理系

陳怡君

助理教授

12

企業管理系

鄭妃君

講師

13

資訊管理系

陳唯晴

講師

14

應用英語系

賴佳琦

講師

15

財務金融系

劉德芝

講師

16

財務金融系

王偉權

講師

17

資訊工程系

劉仁筑

講師

18

資訊工程系

張志鴻

講師

19

餐飲管理系

姜淳方

講師

20

餐飲管理系

鄭富貴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21

護理系

傅綢妹

副教授

22

護理系

陳施妮

講師

23

護理系

王慧馨

約聘臨床實習指導老師

24

護理系

彭素慧

約聘臨床實習指導老師

25

護理系

張靜琪

約聘臨床實習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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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醫技系參加「95年全國醫事檢驗師國家考試」
67名同學考取醫事檢驗師執照 表現優異
醫事技術系
賀！本校醫事技術系同學參加「95年全國醫事檢驗師國家考試」表現優異，
共67位同學考取醫事檢驗師執照，分別為楊淑清、鄭欣怡、林詩賦、鄭尉弘、楊
佳霓、李佳蓉、何佳蓓、蔡卉芝、陳姿伶、李靜宜、姚力凡、黎宜寧、梁竹君、
陳佳琳、游湘屏、張育維、曾琬琳、劉怡真、許文馨、陳姵嫙、黃芯儀、張逸寧、
諸葛儒、陳欣佩、朱惠鈴、林雅雯、楊菀婷、徐鈺晴、呂雅惠、、黃子旻、柯韋
伶、周怡萱、顏翎伊、廖桂慧、陳盈潔、薛裕琪、何欣宜、賴怡彤、徐佩如、陳
盈君、宋志鴻、林佩珊、賴鈺婷、湯永琳、劉怡君、張淑怡、孫慧芬、林佩蓉、
林昭梅、王正榕、孫慧珊、黃秀雲、古芙嫚、鍾欣嵐、陳巧蓁、蔡惠婷、許仕齊、
蔣文瑄、楊靜茹、徐昱娟、方詩涵、宋宇婷、游伯弘、黃競懋、柳叔妏、林巧雯、
吳庭妮同學。其中楊淑清、鄭欣怡、林詩賦同學更獲得全國第二名、第四名、第
五名等殊榮。

台灣心 馬來情
本校護理系用“心”灌溉國際合作交流
護理系
本校護理系申請及執行「教育部國際合作計畫」(以下簡稱「國合案」)已五年，
每年與馬來西亞的新紀元學院合作，主要以婦女衛生及育兒保健為課程主軸，並
配合馬來西亞當地民情需要調整授課內容，每年均獲得豐富的回饋及極高之評
價。基於歷年來穩扎穩打的根基，2006 年的「國合案」之課程規劃更具規模，整
個行程共計 19 天。教學之外全體工作團隊更利用時間參訪大馬地區的華人團體、
機關學校，並有多家平面媒體、廣播媒體報導教學的活動及專題採訪，當然我們
也藉機會宣揚「元培科技大學在台灣新竹」
，所以此次行程可說是一次成功的教學
外交之旅。
在新紀元的校園裡起居生活，可感受他們非常羨慕台灣開放的學術風氣及升
學管道，我倒是喜歡當地華人的熱情與純樸。也許健康方面的資訊或學習機會在
當地並不普及，所以在課間休息時間，學員們會與我們熱列討論，有位學員說：
「我
小孩五年級了，常常有便秘問題不知怎麼辦？在去年有聽老師的課我照著教孩子
做，就是在每天晚餐後坐在馬桶上按摩肚子，真的很有效！」身為老師的我們聽
到學員這樣直接的回饋，真的很感動。
此行初期，研發長撥冗飛來「探班」
，給我們莫大的鼓勵，並與合作多年的「新
紀元」談論進一步合作的機會，並密集參訪許多華社團體及華文學校，結識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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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團中的領袖人物，從交談中了解馬國在「衛生健康」的領域，無論是政策、
教育、資源方面，相較於我國差之甚遠。希望將來在海青班與雙聯學制上能更進
一步發展。馬來西亞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政府尊重各族群的母語教育，但「華文
教育」仍靠著當地華人出錢出力自己興學，所以絕大多數馬來西亞的華人子弟，
都有多種語文適應，來台就讀在學制銜接上應該不成問題。以我們「元培」培養
醫事專門技術人才背景的特質，在馬來西亞是非常需要的。
課程安排有兩天空檔，新紀元學院的工作夥伴貼心地為我們安排了輕鬆的行
程，驅車前往旅遊勝地「雲頂樂園」
，乘坐東南亞最長的空中纜車，在上面悠閒地
喝一杯咖啡，欣賞腳下及身邊的雲霧，這種景緻在馬來西亞平原地形是不多見的。
下山後又開 5、6 小時的車程，來到東海岸－關丹（東岸最大城市）、登嘉樓，在
那兒忘卻所有的擾人俗事，徜徉在蔚藍海邊聽濤聲逐波浪，更有專屬導遊帶我們
嚐盡道地馬來風味小吃及誘人的水果，想起「椰香娘惹糕」、「毛山王榴褳」、「尖
不剌菠蘿蜜」、「魚香釀豆腐」…….，還會禁不住垂涎吮指。
匆匆的 19 天馬來西亞教學之旅，帶滿豐富的行囊與回憶回來，在被感動後的
激情還盪漾時，寫下這簡短紀事，希望這短短的行程簡介，能激起同儕們的熱情
而參與，一起灌溉另一個元培校外園地－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讓「國合案」永
續經營下去。

教學團隊接受馬來西亞最大華文媒體－星洲日報專訪

研發長等人參訪新紀元學院媒體藝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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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下午免費與 Tim Allen 全英語學習機會
Chit Chat Lounge～All in English on Wednesday with Tim Allen
應用英語系
應用英語系暨外文組承辦教育部「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暨提升學生
外語能力專案補助計畫」
，加強英語會話等練習，並安排策劃多元學習主題及生活
美語。本學期自 95 年 9 月 13 日起至 96 年 1 月 3 日每週三下午，為期 16 週共計
64 小時，於光恩大樓二樓教師休息室(Chit Chat Lounge)提供免費的英語口語練習
機會，與 Tim Allen 等老師全英語學習。
想要練習標準英文發音、字句流暢、聊天，或是為專題報告、口試、面談做
準備，Tim Allen 老師等你來，學習時段詳如日程表。
During the autumn semester 2006, students at Yuanpei University will enjoy free all
in English learning opportunity for a total of 16 weeks from September 13th, 2006 to
January 3rd, 2007 every Wednesday afternoon.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one native

English speaker, Tim Allen, will engage to teach English communicatively to students
on a voluntary basis.

Students wishing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or abilities to prepare for further education or future career are sincerely
welcome to come and practice conversation with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in a free, low
stress environment.
We will:


Play English games



Talk about movies



Talk about travel experiences



Discuss life in Taiwan and America



Have an English joke contest



Learn how to use English learning magazines



Improve your listening skills with daily conversation



Laugh together and have fun

So come to the Chit-chat lounge next Wednesday!
Schedule (日程表) from September 13th, 2006 to January 3rd, 2007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8:00-9:00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Flora
英文演講訓練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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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演講訓練
1:00-2:00

Tim Allen

2:00-3:00

Tim Allen

3:00-4:00

Tim Allen

4:00-5:00

Tim Allen

Yuki
日文演講訓練
Yuki
日文演講訓練

Pictures left and right: Students learning with Tim Allen
（圖為 Tim Allen 老師與同學學習交流情形）

創新、活力、關懷 企管系新生說明會氣氛熱烈
企管系
為讓企管系新生能更熟悉本系及校園環境，於 8 月 25 日舉辦新生說明會，當
天參與之新生及新生家長非常踴躍。會中系主任透過簡報方式詳細介紹本系概
況，並在系學會同學帶領下參觀校園周邊環境。此外，本屆企管系學會特別製作
了一份精緻的新生禮盒提供給每位新生，禮盒的內容包含企管系服務生(T 恤)一
件，隨手杯一個，護腕一個，象徵企管系的創新、活力與關懷。

精緻的企管系新生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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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系辦理「在職人員疾病分類訓練班」
桃竹苗區醫療機構從業人員報名踴躍
醫務管理系
本系於 95 學年度與行政院勞委會職
訓局合作辦理「在職人員疾病分類訓練
班」
，為期五週，共計 60 小時。由於桃竹
苗地區醫療機構的相關專業從業人員報
名相當踴躍，已於 9 月 14 日正式開班上
課，預計於 10 月 12 日結訓。這些學員於
結業之後，將於 10 月下旬參加「疾病分
類」專業人員考試，在此預祝學員們都能
順利通過考試，取得「疾病分類」專業人
員證照。

「在職人員疾病分類訓練班」
第一天開訓上課情形

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一、賀！本系畢業生楊鶴廷同學與聶至謙同學參加「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技術高
等考試」分別榮獲全國第 2 名與第 5 名。
二、賀！影像醫學研究所畢業生郭明杰與張明偉考取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暨
環科學系」博士班。
＊環境工程衛生系
一、賀！本系黃政雄老師榮陞副教授；張宗良主任與林澤聖老師榮獲 94 學年度績
優導師；吳南明老師與陳文欽老師榮獲 94 學年度績優教師。
二、本系 95 學年度上學期預定活動一覽表，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日期

主辦單位

10/4

系辦公室 專題演講（主講人：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經理）

10 月份
10/11
10/14-10/15

系學會

活動內容
體育性比賽

系辦公室 環衛系週會（光禧 3 樓綜合大禮堂）
系學會

環衛系迎新（崎頂海濱休閒園區）

11/27-11/28 系辦公室 工程與科技教育認證委員會實地訪評
12 月份

系學會

電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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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
資管系將於 10 月 14-15 日舉辦迎新活動，地點為八仙樂園，歡迎資管系新舊
生踴躍參加。
＊資訊工程系
本系訂於 95 年 10 月 14 日及 15 日兩天與本校資管系及生技系合辦迎新活動，
地點為八仙樂園生態世界，屆時歡迎本系師生踴躍參加。
＊財務金融系
95 學年度起本系於系辦公室設置「金融證照考照諮詢服務」
，服務時間為早上
九點至晚上八點，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多加利用。
＊通識教育中心
本校因成功改制為科技大學，本中心組織分為人文社會組、國文組、外文組、
自然科學組及資訊管理組五組，其各組召集人如下：人文社會組：教學資源中心
宋惠中主任兼、國文組：通識教育中心傅武光主任兼、外文組：應用英語系潘穎
薇主任兼、自然科學組：醫事技術系王海龍主任兼、資訊組：資訊管理系劉雯瑜
主任兼。
＊生物技術系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 月生技產業實務講座歡迎師生前往聆聽，相關內容如下：
日期

時間

10/4

1510-1700

演講者
服務機構及職稱

演講主題

楊建新總經理

天然藥物發展之趨勢－

九鼎生物科技公司

奈米粉體技術之應用

張佩德博士
10/11

10/18

1510-1700

1510-1700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of GBC Bio-tech
普生生技

演講地點
N506

The development of gene
therapy research in

N506

bio-technology

潘冠宇博士

算命－當生命科學

清華大學生物工程中心

遇上資訊科技

N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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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羅軋樹—關懷五峰鄉社會服務活動
本校提供急救方法教學 同學獲益良多
健康管理中心
本中心帶領本校惠群社同學於 95 年 8
月 14 日至 18 日，協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新竹市婦女會香山支會、香村里辦公
室、香村社區發展協會等，至新竹縣五峰鄉
花園國小辦理「泰雅羅軋樹—關懷五峰鄉社
會服務活動」，提供認識急救方法課程教
學。本校人員運用生動活潑之上課方式，在
短時間內增進同學們對創傷處置之應變能
力，對同學們助益良多，獲中國國民黨中央
本校人員現場示範急救方法

委員會頒發感謝狀一只。

教學情形

環保署推行「免洗餐具限制使用規定」
敬請本校師生全力配合
衛保組
本校餐廳及便利商店將配合環保署自 95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內用時」，禁用
各類免洗餐具，不論是杯、碗、盤、碟、餐盒及餐盒內裝食物的內盤、筷、湯匙、
刀、叉、攪拌棒等皆不可使用；若是「外帶者」
，不提供塑膠類免洗餐具，紙類餐
具則可以使用。

免洗餐具限制使用規定
限制使用對象

政府部門
公私立學校的員工師生餐廳

規定

內用

外帶
連鎖便利商店
連鎖速食店(提供座位者)
有店面之餐飲業(提供座位者)

內用
外帶

管制免洗餐具種類
杯、碗、盤、碟、餐盒及
不得使用「各類 餐盒內裝食物 的內盤 、
材質」免洗餐具 筷、湯匙、刀、叉、攪拌
棒等。
不得使用「塑膠 杯、碗、盤、碟、餐盒及
類」免洗餐具
餐盒內裝食物的內盤
不得使用「塑膠 杯、碗、盤、碟、餐盒及
類」免洗餐具
餐盒內裝食物的內盤
資料來源：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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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辦理「2006 元培青年領袖訓練營」
培養學生具前瞻性、國際性的青年領袖特質
生輔組
在副校長的鼓勵下，學務處生輔組以謹慎的心情，縝密規劃與準備，於 95 年
9 月 5 日正式展開一項很有意義的新活動－「2006 元培青年領袖訓練營」，報名
學員大部份都是各系推薦優秀學生，共計 82 位，活動為期 3 天，圓滿順利完成。
本次活動設計，是響應學校四化(資訊化、優質化、卓越化、國際化)，透過領
袖營課程，培養學生具有前瞻性、國際性的青年領袖特質。
人才培訓課程內容精采，包括邀請大企業家傳授職場秘訣、生態保育大師演
講永續經營之道、康輔專家引導團體動力帶領之道、分組討論上台報告比賽、國
際禮儀學習活動、國家公園參觀（冷水坑&擎天崗）、星座認識、卡拉 ok 歡唱...
等精采節目。
在元培進入新時代的此刻，生輔組自許勿忘創校人理念，辦理學生培訓活動，
冀望能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下，培養出新一批能夠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的優秀
青年。

「元培青年領袖訓練營」同學上課情形

校長、長官們與「元培青年領袖訓練營」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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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園揭牌暨迎新演唱會」於 9 月 15 日晚間熱情引爆
讓元培新鮮人擁有難忘的迎新回憶
課指組
為歡迎本學年度剛入學的大一新生，本校學生會特別籌辦了一場別開生面
的迎新演唱會，昨晚六點起於本校光禧大禮堂，邀請到 Tank、張玉華、劉耕宏、
李玖哲、庭竹、李堂等藝人，現場擠爆了熱情的粉絲，台上唱得熱情忘我，台
下觀眾們則如癡如醉，陶醉其中，為寧靜的校園帶來不少青春的活力。
這場由學生會主辦的迎新演唱會特別邀請到藝人歐弟擔任主持人，為整個
活動揭開歡樂的序幕。課指組組長蔡國權老師也於活動開始前特別上台致意，
他除了預祝整個活動圓滿成功，也鼓勵在場的青春學子們，擁抱青春、綻放熱
情，讓自己的年輕不要留白。
節目開始先由歌手 TANK 演唱「蟑螂小強」、「三國戀」，他純淨的男音
深深打動現場的觀眾，隨後並演唱多首自己創作的作品，獨特多變的曲風及唱
腔，變識度極高的陽剛嗓音，為聽眾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聽覺享受。此外，還有
創作的歌壇才子劉畊宏清柔的歌聲，並邀請學生上台充當 MTV 女主角，當下，
已經迷倒台下眾多的學子。而壓軸 R&B 歌手李玖哲風靡全場，「安可」聲不斷。
在每一個場次的演唱完畢，主持人歐弟便展現深厚的主持功力，可以模仿
鼓手與 DJ 的各種聲音，現場氣氛歡笑與熱鬧不絕。此外，主辦單位還安排熱舞
社與熱音社登場，他們一上場，載歌載舞，為全場帶來不少的震撼，驚呼聲連
連。
負責本次演唱會的活動總召黃鈞蔚同學表示，這次的活動不僅邀請時下當
紅的偶像級歌手前來熱情演唱，最主要還是要歡迎大一新生，趕快融入元培科
技大學這個大家庭，迎向嶄新的大學生活；他希望這樣熱情活力的迎新演唱會，
能一年一年接棒下去，讓每一個進入校園的新鮮人，都有一個畢生難忘的迎新
回憶。

「校園揭牌暨迎新演唱會」邀請眾多知名藝人蒞校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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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怨的青春－勇敢說愛」主題輔導週活動
歡迎勇於尋愛的您一起參與
學輔中心
(一)專題演講
場次

日期/時間
95.10.20(五)

1

13：20-14：50
95.10
(敬請期待)

2

主題
多少柔情多少淚

地點

講師

光恩樓

洪有義教授

國際會議廳

心理出版社董事長
魏麗敏教授

愛在山嵐迷濛時

待定

台中教育大學教授
兼學務長

(二)團體輔導
場次

日期/時間
95.10.28(六)

1

09:00-12:00~
13:30-16:30

主題

地點

解愛情方程式

學輔中心

工作坊

團輔室

講師
林棋堂老師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候選人

愛是什麼？愛＝「老鼠愛上大米」的不可自拔？愛＝(1)X＋Y；(2)X+X；
(3)Y+Y？愛＝恆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誇…愛＝第五元素。愛情到底是
什麼？「他明明心情不好，怎麼都不跟我說發生了什麼事？」
「她怎麼老是愛跟我
討論，還特別喜歡挑睡覺前！」
「愛人」與「被愛」都需要好好「學習」！歡迎勇於尋愛的您，一同面對愛
的挑戰、體驗愛的滋潤。設定對象：想學習為愛出征、讓心靈充電的您；名額限
制：15 名以內。帶著你的困惑以及期待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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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績優導師名單
學輔中心
系別

班級

導師

系別

班級

導師

護理

二技 1-1

孫嘉玲

餐管

四技 2-2

劉婉真

環衛

二技 1-1

張宗良

醫管

四技 3-2

楊紅玉

財金

四技 2-2

謝淑敏

食科

四技 3-2

何素珍

財金

四技 4-1

蔡慧瑩

資管

二技 2-1

張世鵬

餐管

四技 1-1

黃麗雪

醫管

四技 1-1

黃曉令

環衛

四技 4-1

林澤聖

醫技

四技 1-1

駱詩富

資管

夜四技 4-1

廖國雄

醫技

四技 3-2

陳有任

醫技

四技 3-1

王海龍

醫工

四技 1-1

鄒國鳳

醫管

夜假日二技 2-1

徐均宏

資工

四技 4-1

陳尚寬

財金

四技 4-2

王譯賢

生技

夜四技 1-1

鄭

放射

四技 1-1

林文傑

企管

夜二技 2-1

王嘉男

校長、學務長於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中表揚績優導師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