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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第一年～創校 42 週年校慶活動
訂於 11 月 4 日隆重舉行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體育室
為歡慶本校改大第一年度建校 42 週年紀念，本校訂於 95 年 11 月 4 日（星
期六）早上 9 時假本校田徑場舉行校慶運動大會，這是本校改名科大後的第一次
校慶活動，因此格外具有意義。
校慶運動大會當天將同時舉辦社區健康嘉年華會，會中除邀請到社區團體進
行表演外，並有社區健康營造成果展、健康義檢暨義診活動及無菸宣導活動等，
以服務社區居民及來賓。此外，活動也安排教職員組、學生組之風火輪、飛躍沖
天趣味競賽，及其他運動競賽包括跑步、跳高、球類、反菸啦啦舞等，活動精彩，
內容可期，歡迎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拓展國際交流合作再添新頁
本校與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簽署合作協約
研發處
自從 2004 年 7 月，本校校長及副校長首次率領學校師長到日本國際醫療福
祉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Welfare)參訪開始，歷經二年間頻繁
的互訪及協商，本校與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終於在 10 月 22 日簽署合作協約，
為本校邁向國際化，拓展國際交流合作又添上新的一頁。IUHW 共有三個校區，
分別為櫪木縣大田原校區、福岡縣大川校區及神奈川縣小田原校區，設置有保健
醫療學院、醫療福利學院、藥學院、康復醫學院及醫療福利學研究科，學生共五
千餘人，在日本享有很高的聲望。期盼透過這次的結盟，能促進兩校師生共同合
作，分享經驗，不論是合作研究計畫、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或是雙方老師的學
術交流、學生的交換等等都能相互學習成長，同步前進！

本校與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
簽署合作協約

校長、副校長、單位主管與日本國際醫療
福祉大學校長、理事長等來訪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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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技術學院郭憲章校長率隊蒞校參訪
汲取本校改名科大經驗 共創優質教育願景
秘書室
德明技術學院為汲取本校改大經驗，於 95 年 9 月 19 日(二)由該校郭憲章校長率
該校行政團隊蒞校參訪，本校由林進財校長率相關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接待。
當日本校針對改大與專案評鑑過程，由秘書室匡思聖主任與經管所許碧芳所長
進行簡報，並安排參訪本校放射技術系、護理系暨企業管理系。放射技術系為本校
創校系所，42 年來所培養的人才遍布全台，均為醫界中堅。而護理系今年四技護理
師考照率高達 96.3％，遠遠超過全國平均值 60.1％；企管系更創下全系畢業同學電
子商務證照考照率 100％的佳績，三系去年專案評鑑皆獲一等，辦學成效卓著。
參訪完畢，綜合座談期間，因兩校擁有專案評鑑及改大訪視的共同經驗，雙方
人員互相分享經驗與甘苦，交流熱絡，由於德明技術學院以商管立校，其豐富的辦
學經驗，亦給予本校管理學院相當多的啟發。在熱烈的互動中，因時間因素，在雙
方校長互換紀念品下，依依不捨的結束。期許兩校賡續交流，共同成長，校誼永固，
並預祝該校改名科技大學順利成功。

德明技術學院郭校長(左)贈送紀念品予

本校林校長、單位主管與來訪之

本校，由本校林校長代表接受

德明技術學院郭校長及該校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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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本校「生技與醫事群」及「電子群」獲佳績 表現優異
研發處
由教育部主辦，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承辦的「2006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於 95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至 23 日(星
期日)在臺北華山文化園區東 2 館展出。來自全國技專院校的 610 件作品，經由
評審委員初審後，共有 130 件作品入圍，同台競技。最後本校在「生技與醫事群」
及「電子群」類別榮獲大獎，表現優異。獲獎名單如下：
類別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參與學生

生技與醫事群 卓越獎 放射系

發展綠色化學超臨界流體
技術萃取斑蝥中的斑蝥素

羅俊光

張美琪

生技與醫事群 優良獎

放射系

超臨界流體萃取中草藥大
黃之有效成分之研究

羅俊光

郭先凱

醫工系

以 MSP430 建構輕便型可
評估呼吸的監測儀

劉省宏

陳郁全、施博閔
謝旻樺、莊哲豪

電子群

名次

佳作

科系

本校獲獎同學與教育部技職司張國保司長(左)、
台北科技大學李祖添校長(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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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6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即將開始報名
請同學至本校網頁下載招生簡章
綜合業務組
本校 96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即將開始報名，招生所別包括影像醫學研究
所、經營管理研究所、生物技術研究所及明年新增設之醫事技術研究所、環境工
程衛生研究所。報名時間自 95 年 11 月 6 日上午 09:00 起至 95 年 11 月 23 日下
午 15:30 止，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甄試日期為 95 年 12 月 16 日，甄試科目分
口試及書面化。即日起可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招生網頁自行下載簡章，網址
為：http://web.ypu.edu.tw/edu/synthetic/student/all-1.htm，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簡
章。

本校舉辦關懷里民活動 提倡社區學校一家親
健康管理中心
為落實本校推廣社區服務，本中心於 9 月份至各社區辦理社區里民關懷活
動，承蒙香村里、樹下里、埔前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里長及里民熱情參加及
協助，使活動順利圓滿結束。各項活動統計表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場次

參加人次

香村里健康關懷站

香村里活動中心

9 場次

354 人

樹下里健康關懷站

靈安宮活動中心

5 場次

361 人

埔前里健康關懷站

聖安宮活動中心

4 場次

83 人

健康體能訓練班

香村里活動中心
本校體育館

9 場次

122 人

本校舉辦關懷社區里民系列活動，落實推廣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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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訓練講座暨消防檢測 落實校園安全維護
生輔組
為落實防災執行，藉由充分準備與實際演練，達提昇校園安全之維護，並提
高學生防災知識，熟悉應變方法，增強災害
應變能力，本校特辦理「緊急應變訓練講座
暨消防檢測」，以期消弭禍端於無形。本校
分別於 10 月 2 日、10 月 4 日邀請朝山消防
分隊至本校各宿舍檢查消防設施及逃生設
備，並提出建議，以利改善。另於 10 月 2
日假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防火防災及逃
生」緊急應變訓練講座，並預計每學期期初
舉辦相關講座，以提昇學生防火防災及緊急
竹苑消防檢測
疏散能力。

資源教室期初工作會報 致力營造無障礙環境
學輔中心
學輔中心資源教室於 10 月 19 日(四)為本校身心障礙同學舉辦期初工作會報，
邀請到馬教務長英石、周學務長雪美蒞臨致詞鼓勵同學。工作會報除說明本學期
活動概況外，並與導師、家長及身障同學進行意見交流，同時請身心障礙同學上
台分享與資源教室互動的經驗及建議。透過此次交流，可讓大家更了解身心障礙
同學，營造無障礙環境的目標又向前跨了一步！

課業輔導老師上台分享

同學上台分享與資源教室互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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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科技大學資源教室簡介
學輔中心
一、心理輔導
輔導身障同學面對「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生涯規劃」、「生活適
應」、「自我探索」、「家庭溝通」、「自我傷害」等困擾之心理調適與因
應技巧，也可進行個別心理測驗。【方式】同學若希望與輔導老師個別會談，
須以電話或網路方式預約時間；老師回覆確定後，請準時前來會談。
二、課業輔導
針對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安排課後輔導課程，協助同學跟上進度，減少學業
挫折。【方式】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向輔導老師提出需求，學習內容相同的
同學可能安排一同上課。
三、生活輔導
安排「協同同學」，給予生活中各項活動的協助，如：宿舍生活、課堂重點
提醒、伴讀與筆記抄寫、參與資源教室活動、行動協助等等。【方式】同學
可於學期中隨時提出需求，若是需要課堂上的協助，請導師提供「協同同學」
建議名單。
四、學生活動
辦理各項活動，增加老師與同學間的互動，增進了解，並學習溝通技巧。
【方式】本學期預定辦理慶生會及戶外活動1場（格努斯休閒農場），專題講
座1場。
五、工作會報
為促進資源教室與老師、同學間的溝通，運用開學第一個月，及期末最後一
個月，各辦理一場工作會報。
六、轉銜服務
學生入學與畢業、退學，資源教室都會將資料登錄於教育部網站，透過教育
部再通報學校、勞工局或社會局，持續關懷協助同學。【方式】請新生擇日
到資源教室填寫轉銜資料，離校前也要再填寫一次。
◎學生注意事項
1. 需要課業輔導的同學，請於學期初提早申請。
2. 同學若有休學、轉學、退學等情況，請主動告知輔導老師。
◎導師配合事項
1. 請協助與各科教師溝通，調整教學與評量方式，使學生也能有良好的吸收。
2. 新生請到資源教室填寫轉銜資料。
◎資源教室連絡方式
光恩樓3樓300教室（03）5381183轉8679
光恩樓1樓學生輔導中心（03）6102240~2
E-mail: senroom@mail.ypu.edu.tw或stud8233@mail.ypu.edu.tw
連絡人：楊依雯、蕭芳宜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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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結訓
學員分享成果 進行說故事表演
推廣教育中心
由新竹市政府委託本校辦理失業者職
業訓練－「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於 10
月 12 日舉行結訓典禮。在結訓典禮的過程
中，除了有新竹市政府勞工局局長與課長
給予學員們最大的祝福話語與鼓勵外，還
有學員精心設計的「成果分享－說故事表
演」活動，台上同學精彩的表演贏得了在
場來賓熱烈的掌聲，也為這場學習饗宴劃
下完美的句點。

本校洪彰岑老師與說故事表演同學合影

配合政府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
本校積極規劃資通安全整合建置
電算中心
依據「政府機關(構)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施行計畫」將各大學(含科技
大學)分類為 B 級(核心)機構；各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分類為 C 級(重要)機構，該
計畫明定上述機構之資安等級及防護要求，以達到全面提升國家整體資通安全防
護水平之目標。
元培科技大學除重視軟硬體建設外，對於資訊安全的管理已開始著手進行，
因本校已從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因此電子計算機中心對於所有資訊安全等
級的規劃將以達到 B 級為準以符合科技大學之要求，目前規劃如下：
計畫名稱

說明

預計期程

資訊安全長

敦請本校副校長擔任以協助校長落實資安維護

95 年開始

成立資訊安全
稽核委員會

自我檢視資訊安全缺失，並擬定相關作業程序

95 年開始

加強防護縱深

95 年開始(配合
建立 SOC（optional）
、IDS、防火牆、防毒等防
電子計算機中心
護機制
網路組規劃)

專業證照

資安專業證照一張

96 年前取得

ISMS 推動作業

ISO 27001 認證

97 年前取得

資訊安全教育
訓練之規劃及
執行

技術人員每年至少 16 小時以上教育訓練

95 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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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考試總表
敬請全校師生參考配合
課務組
期
別

期
中
考

部別、學制

考試科目

日間部所有學制

95/11/13-17
（隨堂考試）

進修部所有學制

95/11/13-19
（隨堂考試）

所有科目
進修專校
及進修學院

實
習
班
級
期
末
考

95/11/13-18
（隨堂考試）

備註
1.請同學由元培網頁
→即時服務→學生
資訊系統→課程討
論區系統登入查看
期中評量方式。
2.如有特殊情況得提
前考試或交書面報
告者，期中考週照
常上課。

95/12/25-29
（隨堂考試）

請勿調至其他時段，
以免影響隨班重修同
學上課。

A.95/12/25-29

A.請與任課教師協調
考 試 時 間 。【 限
95/1/2 實 習 之 學
生】

B. 96/1/8-12
（集中排考）

B.請實習生自行請假
回校應試。

必修及選修正課

96/1/8-12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等術科
考試（含上機考）及軍訓

96/1/1-5
（隨堂考試）

※『集中排考』即由
教務處課務組統一
公告考試日期及科
目。

必修及選修正課

96/1/8-13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等術科
考試（含上機考）及軍訓

96/1/1-6
（隨堂考試）

進修部在職（專）班
(含日間班及假日班)

所有科目

96/1/8-14
（隨堂考試）

交書面報告者，照常
上課。

進修專校及
進修學院

所有科目

96/1/8-13
（隨堂考試）

交書面報告者，照常
上課。

所有科目
日五專醫檢 5-1
日四技放射 4-1
日四技醫管 4-1,2
日四技醫技 4-1
日四技餐管 3-1,2

日間部所有學制
在
校
生
期
末
考

考試日期

進修部二技及
四技在職班

隨班重補修科目
【請實習生自行選擇 A.
或 B.日期，唯選擇 A.者
務必向課務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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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食品科學系簡伯容老師 95 年度著作升等副教授，表現優良，特於 10 月 17
日舉行之行政會議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研發處
96 年度校內教學研究計畫於 1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15 日止開始接受申請，申
請人以申請一個計畫為原則，申請時須檢附計畫申請書一式二份送交至研發處企
劃組。
＊註冊組
申請修讀輔系同學請注意：1.修讀輔系同學於延修期限內欲留校修習輔系課
程，均應於四年級最後一學期加退選截止提出申請。2. 同學因修讀輔系而須另
行開班，該學期所有修讀該課程學生，無論選擇隨班方式或選擇另行開班班級上
課均應繳交該學分學雜費。3. 其他規定詳見本校修讀輔系辦法及學則規定。4. 課
程疑問可詢問輔系系辦公室。
＊課務組
本學期教學評量實施時間修改為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9 日，請同學踴躍上網
填寫（教學評量採不記名）。
＊綜合業務組
95 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第二學期二年制轉學生考試，自 95 年 11 月 22 日上
午 9:00 起至 96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5:30 止接受報名，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考試
日期為 96 年 1 月 20 日，其他相關資訊請至本組網頁下載簡章參閱。
＊總務處
本校現階段重大工程進度如下：
項次
工作項目
一

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興建工程

二

生活污水廠興建工程

三

運動場旁三姓公溪堤岸工程

執行成效
頂樓凸出物工程完成
工程進度完成 75％
機電設備安裝完成
工程進度完成 85％
混凝土擋土牆第二層設置
工程進度完成 55％

＊衛保組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於 95 年 10 月 14~15 日 8:00~17:00 假光恩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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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9 教室舉辦，邀請到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
竹市支會教練群協助訓練，課程內容有急救
概述、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創傷、包紮、
休克及普通急症、中毒、灼傷和過冷過熱、
骨骼關節肌肉的損傷、傷患運送(共計 16 小
時)。活動報名 37 人，實到 36 人，通過 27
人，通過率達 75％。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情形
＊學輔中心
本中心辦理 95 年度「無怨的青春，勇敢說愛」主題輔導週活動，11 月份活
動預告如下，請同學踴躍報名參與。
1. 性別教育徵文比賽：與性別相關即可，文章字數約 1000 字。比賽截止日期為
11 月 10 日。欲報名者，請將作品電子檔寄至 stud8233@yust.edu.tw，註明系
級、姓名及聯絡方式，或直接繳交至學輔中心。
2 專題演講
日期/時間
主題
地點
講師
光恩樓
王淑俐教授
95/11/03(五)
性別角色與生涯發展
國際會議廳
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13:00-15:00
＊健康中心
寒冬即將來襲，為有效預防流行性感冒，95 年度 65 歲以上免費老人流感疫
苗於 95 年 10 月 11 開始施打，如需施打者請攜帶健保卡、身分證、印章於門診
時間(上午:9:30~12:30、下午 2:00~5:00)至元培診所施打，自費流感疫苗部分因目
前全省缺貨中，廠商預定 12 月份才會供貨，如到貨本中心會立即通知。
＊圖書館
圖書館近來發生同學放在置物區的包包遭竊一事，請同學進館時務必隨身攜
帶貴重物品，以免造成個人財物損失同時也給宵小可趁之機。
＊電算中心
2006 資安健檢活動開始了！為了讓民眾養成日常資安保健的健康養生概
念，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資策會與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特別設計一套「資安健
診表」，希望透過網路自我健診方式，免費提供資安保健的健康祕技，明確診斷
在資安健康上的潛伏病因問題所在，讓全校師生在這條資安保健的道路上，健康
強壯！活動網址: http://www.nicst.nat.gov.tw/event2006/，活動截止日：95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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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軒亭學生實習餐廳即日起開始營業
歡迎舊雨新知光臨
餐飲管理系
本學期菊軒亭學生實習餐廳中午由餐飲管理系二年級學生營業，晚餐由三年
級學生營業。自即日起開始營業至 12 月 26 日止，每週二、三、四營業，共營業
10 週。午餐每份售價 60 元，晚餐每份售價 120 元左右，週二至週四預約訂位專
線：03-6102395 或校內分機 2395，竭誠歡迎全校師生蒞臨指導。

充實師資陣容～護理系新進教師傅綢妹副教授簡介
護理系
傅綢妹(Chou-Mei Fu)副教授，英國 Ulster University(歐斯特大學)護理哲學博
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護理碩士。研究領域包含：社區憂鬱症病人因應憂鬱情緒
策略、憂鬱症病人對憂鬱症原因信念研究、憂鬱症病人病識感之研究、對憂鬱症
自我管理有興趣。
本學期教授精神衛生護理及研究概論。擔任護理系課程組副組長，協助護理
系推動發展系科本位課程。現任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精神衛生護理雜誌編輯
委員，長庚技術學院學刊、慈惠學刊、國立編譯館護理與健康、敏慧護專學刊、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以及護理研究及護理雜誌文章等審查委員，也是護理學
會、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國際護理學會、中華團體心理學會、台灣生死學及生命
教育學會，以及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等會員。
曾任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副教授，教學業務組組長，建教合作組組長，國際
學術交流組組長，代理護理系系主任。曾負責建構國際健康照護體系研討會，災
後早期療癒及悲傷輔導研討會，校園自殺防治研討會及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課程建
構及評鑑研討會。校內學術服務包括指導論文「重鬱症患者洞察憂鬱症的經驗」
。
擔任「精神科慢性復健病房護理情境及護理人員執業能力之研究」
、
「影響成年人
性健康行為之相關因素探討」
、
「復健期精神病患參與性健康調適團體之經驗分析
與評價」口試委員。過去任教科目：精神衛生照護、精神衛生護理、精神科護理、
危機處理、質性研究法、生命教育、生死學、自殺與防治、災後悲傷與輔導、護
理專業與倫理、研究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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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世界和平會帶領學員參訪本校
激勵低收入家庭子女升學動力
課指組
苗栗縣世界和平會主辦 95 年度鄉鎮低收入戶青少年宣導活動系列－「美麗
新視野－航向未來：升學 VS 就業」於 95 年 9 月 30 日至本校參訪，當天由學務
處課指組及學生自治會帶領學員參觀學校各棟大樓，並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擔任
校園簡介。另在護理系宋佩芳老師的介紹下，安排同學們參觀護理實習教室，引
起同學們的高度興趣。活動結束後，世界和平會並頒發感謝狀予本校教務處及護
理系。
苗栗縣世界和平會本次主辦之大學之旅，主要是透過參訪活動，讓同學們更
加了解各校之特色與發展，以激勵低收入家庭子女升學的動力。本活動於 95 年
10 月 17 日中國時報竹苗焦點地方版亦有相關報導。

同學們參觀本校護理系實習教室

苗栗縣世界和平會頒發感謝狀予
本校護理系宋佩芳老師

10 月 17 日中國時報竹苗焦點地方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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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外文才藝競賽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2006 Yuanpei Foreign Languages Competition
應用英語系
應用英語系於本學期將舉行一系列外文才藝競賽活動，希望籍由本活動的舉
辦，讓學生在競賽中親近外文、使用外文，以提昇外文的學習興趣。本活動比賽
項目名稱、比賽時間、參賽對象及負責舉辦教師，詳如「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外
文才藝競賽表」，歡迎各位同學加入我們的行列！前 6 名將頒發獎狀、獎品一份
以資鼓勵 ， 參 加 學 生 每 人 贈 予 紀 念 品 乙 份 。 詳 情 請 閱 網 站
http://web.yust.edu.tw/english/mainindex.htm 或請連繫各項比賽主辦教師。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Yuanpei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the 2006
Yuanpei Foreign Languages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Fall Semester 2006.
The competition will have a series of foreign language contests including English
vocabulary quiz, reading, recital, singing, speech, skit, and Japanese speech as well
recital contests. The purpose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encourage those outstanding students.
The top six winners of each contest will be granted both certificates and awards. All
contestants will receive a gift memento.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and hope you
will join us. For detail, please see: http://web.yust.edu.tw/english/mainindex.htm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外文才藝競賽表
Date & Time
時 間

Competition Categories
競 賽 項 目

Contestants
參 加 對 象

Organizers
主 辦 教 師

Wednesday 1500-1700
November 8, 2006
95 年 11 月 8 日(三)

English Skit Contest
英語短劇比賽

Open to all students
四技三年級為主
餘自由參加

Hsieh, Shu-min
Yeh, Ching-hsuan
謝淑敏 葉璟萱

Wednesday 1500-1700
November 22, 2006
95 年 11 月 22 日(三)

Japanese Speech &
Recital Contest
日語演講暨朗誦比賽

Open to all students
全校學生

Huang, Li-shuei
黃麗雪

From September 19 to
November 30, 2006
95 年 9 月 19 日起
95 年 11 月 30 日止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英文作文比賽

Open to all
graduate Students
研究生

Wei, Jung-Kua
魏榮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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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活動視窗
＊生醫科技學院
本院將於 9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20 分於本校光禧國際會議廳舉
行「卓越師資講座」，屆時請本院所屬系所老師們踴躍參加。
＊放射技術系
賀！本系羅俊光教授指導之專題生日
二技二年級張美琪、郭先凱同學參加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承辦之「2006 年全國技專校
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分別
榮獲「生技與醫事群」卓越獎及優良獎。
羅俊光教授與獲獎同學合影
＊醫務管理系
一、本系將於 10/28~10/29 於苗栗通宵海水浴場舉辦二天一夜迎新露營活動。
二、為使醫院業界人士能夠在職進修，因此本系與推廣教育中心於台安醫院及馬
偕醫院淡水分院開設學分班，提供他們一進修管道，不必受舟車勞累之苦。業
界報名相當踴躍，馬偕醫院學分班並已於 95 年 10 月 13 日開班授課。
三、本系將於 95 年 11 月 29 日（三）假本校光恩樓國際會議廳邀請萬芳醫院邱文
達院長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醫療品質管理－實務篇」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
前往聆聽。
＊食品科學系
一、賀！本系邱中彥同學考取網頁設計丙級證照。
二、賀！本系林怡慧、陳惠雯、鄭如珊同學考取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乙級證照；
葉依婷、林和宗、黃文程、李佳徽、田國興、林宇愷、賴詩妮、常竣揮、謝
浩含同學考取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丙級證照。
三、賀！本系梁華文同學考取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乙級證照；邱中彥、甘家宜、
郭勝南、羅雅珊、林淑樺、莊雅茹、許志榮、江汶鈴、吳聰田同學考取食品
檢驗分析技術士丙級證照。
＊醫學工程系
賀！本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劉省宏老師參加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承辦之「2006 年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指導專題生陳郁全、施博閔、莊
哲豪、謝旻樺等 4 位同學，主題為「以 MSP430 建構輕便型可評估呼吸的監控儀」
，
榮獲電子類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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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系
賀！資管系 2 技 1-1 由陳盈蓁隊長、黃楠威、古芳萍、葉枋瑀、官明諭、江珮
琳組成之團隊，獲得新生盃桌球女子組冠軍，值得鼓勵。
＊財務金融系
10/18(三)中午 11:00「中華民國證券暨
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詹麗敏高級專員來本
校做校園巡迴演講，演講題目為「金融從業
人員專業證 照簡介及未來發展趨勢」，參加
對象為財金系及企管系學生，演講內容非常
豐富，使同學們獲益良多。
財金系吳政儒主任贈送紀念品
予詹麗敏小姐
＊生物技術系
一、臺灣茶協會(Association of Taiwan Tea)擬於 2006 年 11 月 20 日假臺灣大學集思
國際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舉行「亞太茶保健研討會」。本次活動內容主要為：
1)茶抗氧化與抗發炎(2)茶抑制細胞氧化傷害與抗癌(3)茶抑菌與口腔衛生(4)茶
降 低 體 脂 (5) 佳 葉 龍 茶 的 生 理 功 效 。 欲 查 詢 報 名 相 關 資 訊 ， 請 參 閱 網 址
www.health.yust.edu.tw 點選活動訊息，或來電元培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03-6102310、03-6102311 洽詢林志城教授。
二、95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 月份生技產業實務講座如下表，歡迎師生前往聆聽。
演講者
日期
時間
演講主題
演講地點
服務機構及職稱
侯景滄博士
脂解酶在生技上的應用
N305
11/15 1510-1700
美國農業部最資深研究員
林易弘博士
稻米在逆境下之基因體
11/22 1510-1700
N305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研究
新型唾液酸轉移酶［酶］
抑制劑之發現與應用
徐啟正博士
(Discovery and
11/29 1510-1700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N305
Applicaation of Novel
委員會企劃師
Sialyltransferase
In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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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美感教育列車」已經啟動
歡迎大家加入元培文藝之旅 提昇您的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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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吉他演奏會」已於 95 年 10
月 13 日揭開序幕，當天參與情形非常踴躍，美妙的樂聲也讓前來聆聽的人意猶
未盡。本中心並將陸續舉辦鋼琴演奏會(95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30 至 3:00)、文
藝季作品展(預計 12 月 10-19 日)及藝術教學成果展(預計 12 月 19-23 日)，竭誠歡
迎您的光臨！

10 月 13 日舉辦之古典吉他演奏會
現場演奏情形

吉他演出者劉士堉、廖國志先生與本中心
傅主任武光、莊貽婷老師及工作人員合影

住宿生聯誼活動 增進宿舍幹部與住宿生情誼交流
生輔組
為增進本校宿舍幹部與住宿生之情感交流，俾利彼此間各項事宜配合協調，
本組特舉辦「住宿生聯誼活動」
。活動分
為二個梯次，10 月 19 日下午 5 點 30 分
為菊苑、東苑、新苑幹部及住宿生聯誼；
10 月 25 日下午 5 點 30 分為竹苑幹部及
住宿生聯誼，活動地點為各宿舍場地，
內容包括烤肉聯誼聚會及團康活動等，
活動結束後即進行場地復原並返回宿舍
晚點名。參加活動之同學皆反應良好，
充分達到本活動凝聚宿舍成員向心力的
住宿生聯誼活動，參與同學踴躍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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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社團招生活動嗆嗆滾
各社團展才藝、秀特色 全力搶招新血
課指組
本校 95 學年度社團招生活動已於 95 年 9 月 21 日辦理完畢，當天活動除了各
社團招募新成員外，還有各項社團表演、作品試吃等，吸引非常多的同學到場參
觀了解。活動由早上 11 點持續至下午 16 點，每個社團均使出渾身解數，搬出各
項法寶，只為吸引同學入社。例如新武社在現場就來一段即興演出－飛空高踢；
熱音社則將所有器材設備搬出，現場不停展現他們所練習的成果，吸引同學的目
光。而西點烘培社及調酒社更是為了此次招生，前幾天就開始製作點心、練習調
酒，為的就是要讓新生可以品嚐到他們的手藝，場面可說相當熱絡且富朝氣活力。
另本校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議則於 95 年 9 月 27 日假光禧樓 K109 教室舉辦完
畢，本次會議各指導老師本著熱忱及對社團未來規畫，均提出良好的建議。

各社團使出渾身解數展現特色，吸引相當多同學到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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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鳥幼稚園師生參觀本校健康中心
小朋友趴趴走 興奮又好奇
健康管理中心
天堂鳥幼稚園 30 位師生於 9 月 27
日前來本中心參觀，本中心也為小朋友
們安排了各項檢查，有身高、體重、視
力、聽力以及各項理學檢查，讓每位小
朋友都能認識自己的身體以及了解自己
的身體健康狀況，充分展現元民一家親
的和樂氣氛。
醫師為小朋友進行身體檢查

教室清潔日競賽得獎班級名單公告
班級

打掃教室

總計

日四技應英 1-１

N306

7

日四技應英 1-１

N315

12

日四技食科 1-2

J301

8

日四技食科 1-2

N103

8

日四技食科 1-2

N307

7

日四技財金 1-1

N104

9

日四技財金 1-1

N105

7

日四技財金 1-1

N106

7

日二技資管 1-1

N311

6

日二技資管 1-1

N312

8

日四技醫工 1-1

K103

4

日四技醫工 1-1

N206

7

日四技醫工 1-1

N208

9

日二技醫管 1-1

N504

8

日二技醫管 1-1

N507

5

日二技醫技 1-2

K209

5

日二技醫技 1-2

K212

7

日二技放射 1-1

K101

5

日二技放射 1-1

N301

7

日二技放射 1-1

N302

5

總計/教室數

衛保組
名次

19

9.5

第一名

23

7.7

第二名

23

7.6

第三名

14

7

第四名

20

6.6

第五名

13

6.5

第六名

12

6

第七名

17

5.6

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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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元培新鮮人 各系迎新活動熱力四射 High 翻天
資訊管理系
爲讓資管系新生更熟悉本系，感
受學長姐的熱情，並加強聯繫同學感
情，本系於 95 年 10 月 14-15 日舉辦
假八山樂園舉辦 95 年度迎新活動，當
天參與之新舊生非常踴躍。此次活動
本系劉雯瑜主任及李伯民老師全程指
導參與，與同學同歡。同時並感謝資
管系系學會，因為有您們全心全力的
付出，才能使這次活動辦得很成功。
您們的表現真的很棒喔！加油！！明年我們會更好。
餐飲管理系
餐管系為歡迎今年一年級新生，於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於苗栗縣通霄海水
浴場舉辦兩天一夜的迎新露營活動。活動安排有水上活動、拔河、烤肉、營火晚
會、夜遊及大地闖關遊戲等。每項活動的安排都相當精彩，其中又以營火晚會為
兩天當中節目的高潮，系學會同學透過角色扮演，利用故事主角來舉行點火儀
式，為了讓新生能彼此多接觸，還編排了一段舞蹈，非常用心！夜遊的時候，雖
然時間跟別校衝到而等了一段時間，但是系學會同學們不惜犧牲形象，並注意新
生們安全的舉動，讓新生覺得等那一點
時間是值得的！第二天一早的第一個
活動就是早操，系學會同學們跳得很具
喜感，讓新生想覺得睏都難，個個一早
就精神飽滿。
藉由這次的活動，讓餐管系所有同
學的感情更加密切，同時經過系學會同
學的努力安排與籌備，讓本系此次迎新
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企業管理系
企管系與中華大學機械系於 10 月 6 日、7 日兩天，於桃園縣尋夢谷舉辦 95
學年度迎新活動，圓滿完成。這次活動很成功，無論是搶錢、水運，或是最壓軸
的營火晚會可以說是無懈可擊，隔天的漆彈、團康、山訓、教學搗麻糬、大地遊
戲，也很順利的進行。每個學員都發揮了團隊精神，活動過程中歡笑聲不斷，最
後就在拍照留念的歡笑聲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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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不僅促使大一新鮮人更快進入大學生活，學長姐與學弟妹相處融融，
亦深信這次的活動將會為參與的同學留下美好的回憶。

企管系迎新
醫事技術系
在本系林鶯熹老師熱心指導，與系學會 2 個多月來的縝密規劃與準備下，於
95 年 10 月 14、15 日兩天正式展開本系本學期的大活動—「埔心牧場迎新露營」
，
報名參與的師生人數達 100 人次，共同熱情參與此活動。
出發當天，參與活動的全體人員皆準時抵達學校，充分表現了守時的美德，
在工作人員的集合點名完後，隨即展開愉快的旅程！本次活動設計，目的是為了
歡迎本學期剛入學的一年級新生，使初次離家的新生們能更快地融入醫技系的大
家庭。露營活動內容精彩，尤其是第一天的「營火晚會」，全體 100 人一起跳拜
火舞，真可說是盛況空前，整個會場 HIGH 翻天。然而，精采內容不僅止於此，
第二天更有系學會活動組精心設計的「大地遊戲」來挑戰各小隊的默契，增加彼
此的互動。看著各隊為了爭取榮譽而用心地參與每項活動，看在此次「埔心牧場
露營」的工作人員眼裡，分外地感到欣慰，將這 2 個多月以來的辛苦全都拋諸腦
後。
負責此次活動的總召蕭惠如同學
表示，此次「埔心牧場迎新露營」活
動在快樂的氣氛中圓滿落幕，在活動
結束後回到學校不時地還會聽到同學
間彼此聊著活動當天的趣事，真的可
說是一個健康又有意義的活動，也希
望能讓初入醫技系的新生留下一個畢
生難忘的迎新回憶。

95 學年度第 2 期元培校訊(95 年 11 月)

本校各項精彩活動預告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課指組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招募時間

地點

備註

歡迎本校同學踴 躍
元培親善大使
光禧樓 1F
報名參加，請洽本校
即日起
09:00~17:00
招募
課指組
課指組陳雅伶(電
話：03-6102238)
全校師生皆可報名
抽籤：請報名同學於
95 學年度迎新暨 初賽：95.10.25(星 95.10.02(星期一) 初賽：光禧 3 樓 95.10.23( 星 期 一 )
師生盃歌唱大賽 期三)晚間 18：00
至
大禮堂
中午 12:10，於光禧
(詳細請參閱本 決賽：95.11.04(星 95.10.19(星期四) 決賽：本校籃、 樓 1F 進行抽籤
止
校最新公告) 期六)上午 10：00
排球場空地
比賽順序公告：
95.10.24 下午 17 時
前公告於網路上
95 學年度校慶
園遊會活動 95.11.04(星期六)
本校籃、排球場
自由參加
全校師生皆可參加
(詳細請參閱本
空地
09:00-15:00
校最新公告)
當天學校有公車可
95 年新竹市六校
直達新竹火車站前
聯合迎新晚會暨 95.11.3(星期五)
新竹市火車站前 廣場，歡迎新、舊生
自由參加
熱音、熱舞聯展 晚上 18:00-22:00
廣場
同學踴躍參加，並利
活動
用大眾運輸系統往
返
95 年度桃竹苗 95.11.25(星期六)
即日起至 95.11.10
八校羽球邀請賽
09:00-16:00
95 大家一起來 95.11.25(星期六)
即日起至 95.11.15
哈客活動
08:00-17:00

本校光禧樓
綜合大禮堂

歡迎本校及相關學
校同學踴躍報名

新竹縣北埔鄉 歡迎本校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