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學年度第 3 期元培校訊(94 年 12 月)

本校 41 週年校慶暨新運動場啓用典禮 多位嘉賓蒞臨剪綵
林政則市長預祝本校早日升格為科技大學
課指組
本校於 11 月 8 日辦理創校 41 週年慶暨 200 公尺運動場啟用典禮，學校為鍛
鍊學子有健康的體魄，特斥資 5 佰 5 拾萬元興建 200 公尺 PU 跑道，當日陳總統、
呂副總統亦來電祝賀，現場由司儀代為宣讀賀電。運動場啟用儀式在八音的演奏
下展開啟用，典禮中邀請到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陳志勝校長、國立頭
城高級家事商業學校張添洲校長、官董事長金菊、林校長進財、林董事三和及扶
輪周社長瓊琚共同剪綵，五彩氣球冉冉升空帶動活動高潮。新竹市長林政則亦親
臨現場恭賀校慶，林市長表示，元培創校至今已有 41 年，創辦人蔡炳坤教授有
感於國內醫事人員專才缺乏，決定籌設學校培育人才。俗話說，四十而立，元培
現正值壯年，邁向「元培科技大學」的總目標前進。最後，林市長對學校在社區
地方上的貢獻讚譽有加，並祝學校校運興隆。
會中本校校長林進財亦表示，元培是充滿活力、向上提升的學校，不斷的更
新軟硬體設備，強化師資陣容。在獲
得國科會各項研究計畫排行榜中，元
培名列私立學校第 2 名。圖書館擁有
16 萬餘冊的藏書，全校 e 化、24 小
時的閱覽區，提供優質空間。接著，
為了肯定同學平日認真學習，特頒創
校人獎學金以資鼓勵，同時表揚任職
於各行各業傑出之校友。最後，在本
校熱舞社帶動下，預祝本校升格為科
技大學的願景早日圓滿達成。
新運動場啟用祈福儀式一景

林政則市長親臨致詞

本校啦啦隊同學精彩活潑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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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筆、薛德興、陳亞雷校友獲選為本校 94 年度傑出校友
並於 41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公開表揚
研發處
本校 94 年度傑出校友遴選作業已順利完成，並於 11 月 8 日本校 41 週年校
慶慶祝大會上公開表揚。感謝各機關單位主管及本校各學系熱心推薦優秀的校
友，由於名額有限，不免有遺珠之憾。94 年度榮獲表揚的 3 位傑出校友如下：
畢業系別

放射系

醫管系

醫技系

姓名

學經歷

陳文筆校友

‧69 年五專放射科畢業。
‧留學日本，先後於金澤醫科大學醫學系及博士
班畢業，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目前任職日本國立七尾病院放射科主任及金澤
醫科大學客座講師。

薛德興校友

‧69 年五專醫管科畢業。
‧歷任南門醫院病歷組組長，台灣病歷管理學會
理事。
‧目前任職新光醫院病歷課課長，對新光醫院病
歷管理貢獻卓著，長久以來是國內許多醫院在
病歷管理上的典範。

陳亞雷校友

‧70 年五專醫檢科畢業。
‧先後完成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學士、陽明大學
微免所碩士、博士學位。發表 20 篇以上學術期
刊論文及 30 篇以上學術研討會論文。
‧目前擔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
授。

林市長、官董事長、校長與三位傑出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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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再度榮獲「94 年度全國績優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獎」
全國大專院校僅兩校獲此殊榮
健康管理中心
本校秉持創校人博愛濟世，服務鄉里之
精神，承辦衛生署新竹市香山區社區健康營
造中心，繼 90 年榮獲「社區健康營造全國績
優獎」
、93 年榮獲「社區健康營造楷模獎」後，
今年再度於 300 多個營造中心中脫穎而出，
榮獲行政院衛生署頒發「94 年度全國績優社
區健康營造中心獎」，近年已三度榮獲該獎
項。更值得我們驕傲的是，全國大專院校僅
有兩校獲此殊榮，實屬難得。
國民健康局吳浚明局長頒獎予
健康管理中心王海龍主任(左)

賀！本校護理系趙明玲老師
榮獲澳洲國立紐卡素大學2005年傑出研究生獎
護理系
澳洲國立紐卡素大學 2005 年傑出研究生獎於 11 月 18 日在該校位於紐卡素市
城區之「城樓堡」會堂頒發，本校護理系教師趙明玲亦獲此殊榮。澳洲國立紐卡
素大學年度傑出研究生獎，係該校健康部門於每一學年度針對所屬四個學校所有
研究生進行評鑑，每一學校遴選一位，獲獎者除獲頒年度傑出研究生之榮譽外，
並由學校提供獎勵金澳幣五百元。本校護理系教師趙明玲所獲獎項，為該校之護
理及助產學校所推薦，獲獎理由為其博士研究論文已發表於國際期刊，研究已受
肯定，獲獎當屬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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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餐管系烹飪達人馬國瑋同學參加「第 7 屆烹飪藝術比賽」
榮獲中式熱菜銅獎及國際新秀獎
餐飲管理系
餐管系一年級馬國瑋同學於 94 年 11 月 14 日至 18 日赴上海參加「第 7 屆烹
飪藝術比賽」
，此次世烹賽邀請的多名國際評委，都是經「世界中國烹飪聯合會」
專門培訓合格的專業評委。
馬國瑋同學於 11 月 16 日參賽，並先在住宿飯店預製參賽作品到凌晨 5 點，
6 點即出發至比賽會場，中途還發生車禍意外，將預製好的半成品震壞。但馬同
學並不氣餒，憑著毅力與信心，與全世界烹飪高手同場競技。值得一提的是，為
了在世界各國高手中展現特色，馬同學將參賽菜餚命名為「金絲蝦」，材料是用
進口麵線纏在撥殼的明蝦上，用油炸成金黃色，再用蛋鬆和芥蘭菜做成盤飾，並
以芒果梨製作成芒果沾醬。最後馬同學不負眾望，榮獲「中式熱菜銅獎」。同時
馬同學為此次參賽中年紀最小的一名選手，故協會特頒發「國際烹飪新秀獎」，
期待此次表現亮眼的馬同學將來廚藝可更精進，未來有更好的表現。
馬同學表示，經歷此次國際比賽，見識到各國廚師前輩獨特的烹飪技巧，令
自己大開眼界，很感謝能獲得協會的肯定奪得獎牌，不過他認為自己還有很多需
要學習之處，並期許將來自己能成為一位真正具備廚藝、廚技和廚德的烹飪藝術
家。

餐管系馬國瑋同學（左二）獲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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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於全國多項競賽中表現傑出
校長、副校長特頒獎表揚勉勵
人事室
本校師生近期於多項競賽中表現傑出，頻傳捷報，校長、副校長特於行政會
議中一一加以頒獎表揚，以資鼓勵。項目包括：
一、本校餐管系學生參加第二屆台灣米做多國籍米食料理競賽，獲北區初選優勝
獎，特於 11 月 11 日行政會議頒獎表揚。
二、由本校醫務管理系林雅雯教師指導之朱盛茂、彭廣興、梁嘉玲、莊景文同學，
論文題目為「健康醫院組織評估量表之初步研究」，參與「94 年度行政院衛
生署獎勵學生參與衛生政策及實務研究成果」獲得優等，特於 11 月 22 日行
政會議頒獎表揚。
三、由本校醫務管理系洪麗真教師指導之莊伊汝、梁芳琴、李冠霆同學，論文題
目為「醫院網站資訊透明度與互動性之調查」
，參與「94 年度行政院衛生署
獎勵學生參與衛生政策及實務研究成果」獲得特優，特於 11 月 22 日行政會
議頒獎表揚。
另本校醫工系劉省宏老師指導之團隊，包括陳郁全、施博閔、謝旻樺、莊哲
豪等 4 位同學，題目為「可攜式血氧濃度計」，參加「教育部微電腦應用系統設
計製作競賽」，榮獲大學部儀錶組第三名，為本校爭光，得獎之團隊將於日後行
政會議中正式表揚。

餐管系李民賢主任代表領獎

醫管系林雅雯老師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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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週年校慶運動會各項競賽風雲榜
放射系風光奪得男、女競賽及團體精神總錦標
體育室
本校校慶運動大會已於 11 月 5 日（星期六）順利舉行，大會當天活動除舉辦
社區健康嘉年華會，邀請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表演森巴舞、香村社區發展協會表
演快樂崇拜活動外，健康中心為服務香山居民及參加來賓，亦舉行健康義檢及義
診活動、無菸宣導等活動。會中教育部體育司何卓飛司長更是遠道而來親臨會場
致詞，並由校長、副校長等人陪同一起巡視會場，為各位師生加油打氣。
本次校慶運動會除學生參與比賽外，全校各行政、教學單位之教職員，不論
男女、老少，皆共同捲抽加入賽事，卯足全力，大展身手。比賽中大伙趣味橫生，
熱鬧不已。會中各項競賽成績結果臚列如下：
競賽項目
100M

200M

3000M
400M 接力

1600M 接力

組別

得獎系所或個人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組

食科系 胡凱惟 12"14

放射系 溫哲洋 12"55

環衛系 林敬倫 12"81

女子組

*放射系 李蕙如 14"59

放射系 黃于娟 16"53

餐管系 陳美倫 16"73

男子組

食科系 胡凱惟 25"59

放射系 溫哲洋 26"03

環衛系 林敬倫 26"25

女子組

*放射系 陳佩君 30"62

放射系 郭羿均 33"14

企管系 陳怡婷 33"18

男子組

企管系 林忠穎

醫技系 湯永琳

環衛系 劉文均

女子組

醫工系 李音萱

生技系 吳姿縈

放射系 邱楚心

男子組

環衛系

放射系

51"37

51"63

財金系 53"22

女子組

*放射系 1' 02"63

醫管系 1' 03"49

醫技系 1' 06"15

男子組

放射系

3' 42"62

生技系

3' 52"43

醫技系

4'00"20

女子組

醫技系

4' 58"56

放射系

5' 06"87

醫管系

5'12"87

男子組

*醫技系 李新安 11m70

*放射系 林威良 11m10

*生技系 宋榮康 11m08

女子組

資管系 潘瑞雯 8m53

醫工系 李音萱 8m40

醫技系 王家玲 8m20

男子組

放射系 溫哲洋 1m65

放射系 許名毅 1m60

企管系 游志豪 1m50

女子組

放射系 張欣怡 1m22

生技系 謝文瑜 1m22

放射系 周美燕 1m13

教職員

男子組

教學組

行政組

拔河趣味賽

女子組

教學組

行政組

男子組

環衛系

醫影所

醫技系

女子組

環衛系

醫管系

護理系

教師組

資管系

放射系

醫工系

男子組

餐管系

資管系

醫技系

女子組

財金系

護理系

資管系

教師組

行政系

資管系

放射系

2000M 接力

女子組

*放射系 5' 32"65

醫技系 5' 59"07

環衛系 6' 01"20

4000M 接力

男子組

*放射系 9' 32"53

環衛系 9' 47"70

醫技系 10' 02"57

鉛球

跳高

風火輪

扭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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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菸創意
啦啦舞
反菸競技
啦啦隊

混合組

特優：餐管系

混合組

放射系

優等：護理系
優等：食科系

男子競賽總錦標

放射系

女子競賽總錦標

放射系

團體精神總錦標

放射系

甲等：企管系
甲等：資管系

*代表破本校運動會紀錄

體育司司長、校長、副校長與
醫管系師生合影

精神士氣高昂的隊伍

體育司何司長、校長、副校長及
學務長參觀反菸、反毒海報展

放射系抱走多項大獎，是本屆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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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12 月 30 日教育部評鑑委員蒞校評鑑
敬請全校教職員上下同心 共同達成本校評鑑目標
秘書室
本校將於 94 年 12 月 30 日(五)，接受教育部長官及評鑑委員蒞校，進行 94 年
度技術學院專案暨追蹤評鑑。本次評鑑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評鑑內容包
含校務簡報、各系簡介、實地訪視、參閱書面資料及與教師、學生晤談、綜合座
談。評鑑共分成兩部分：專業類評鑑(6 系)、總體校務核覆評鑑(委員彈性訪視董事
會、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會計室等行政單位及非受評學術單位)。而本次評
鑑目標為 6 系(含放射系、企管系、醫管系、護理系、食科系、資管系)評鑑一等，
進而達成 95 學年度正式改名為元培科技大學。故自即日起至評鑑當日，本校將陸
續進行各式評鑑演練，敬請全校教職員工上下同心，盡全力支援，給予受評單位
支持與鼓勵，並於評鑑當日充分展現出本校優質之處以及升格科大的決心，一同
努力達成本校評鑑目標。

大家一起來推動「校園禮貌運動」
共同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
生輔組
推動「校園禮貌運動」
，大家一起來！請學生主動向師長問好，老師予以關懷
問候的方式，帶動學生有禮節的習慣，共同營造友善的校園環境。推動學生禮貌
項目如下：
1.

推動學生禮貌項目
我會主動向師長問好。

2.

和師長說話時，我會先站起來。

3.

搭乘電梯時，我會禮讓師長。

4.

接受師長的東西時，我會用雙手拿。

5.

用餐時，我會詢問師長先用。

6.

別人需要我幫忙時，我會伸出援手。

7.

向別人請求事情時，我會說「請」。

8.

接受別人的幫助，我會說「謝謝」。

9.

不小心撞到他人，我會說「對不起」。

10.

在學校裡，我會主動向同學問好。

11.

回家時，我會向父母說「我回來了」。

12.

和他人說話時，我會注意傾聽。

94 學年度第 3 期元培校訊(94 年 12 月)

大陸徐州市教育學會將於 12 月 23 日參訪本校
切磋教學研究與教育改革 促進兩岸教育廣泛交流
秘書室
為加強兩岸教育文化交流，由財團法人台灣聖心文教基金會主辦，邀請大陸
徐州市教育學會人員來台座談及參訪。在緊密的行程中，基金會特安排該訪問團
於 12 月 23 日（星期五）蒞臨本校進行參訪，希望藉由座談及參訪等形式，了解
本校辦學特色與教育理念，切磋教學研究與教育改革發展，以試圖比較分析兩岸
教育體制的優劣異同，促進兩岸教育工作者的廣泛交流。該訪問團此行亦將順道
遊覽新竹縣北埔客家文化村等台灣景色風光，了解本地的特有文化及風土民情。

推廣教育中心近期活動課程預告
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名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協辦單位

MOS 證照考試

94/12/14-94/12/14

電算中心

新竹區就業博覽會

94/12/17-94/12/17

推廣教育中心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94/12/24-94/12/24

外文組

MOS 證照考試

94/12/28-94/12/28

電算中心

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賀！本校通識中心蕭宏恩主任榮陞教授；環衛系張宗良老師榮陞副教授；資
管系陳宜棻老師榮陞助理教授。校長、副校長特於行政會議中頒獎表揚。
＊研發處
一、國科會 9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自即日起開始申請，校內截止日期為 12 月 27
日，請各系轉知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二、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開始申請，校內截止日期為 12
月 26 日，請電信資訊相關科系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三、國科會電信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開始申請，校內截止日期為 12
月 26 日，請電信資訊相關科系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四、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計畫，自即日起開始接受構想書申請，校內截止日期為
12 月 28 日，請有興趣的老師，踴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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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桃竹苗區進修部四技二專申請入學聯合招生，本校為 95 學年度主辦學校，
參加聯合招生者計有桃竹苗區 11 所技術校院。
二、95 學年度二技統一入學測驗簡章 11 月 25 日已開始發售，另四技二專統一
入學測驗簡章則將於 12 月 8 日開始發售，簡章每份定價均為 25 元。發售地
點：全國 7-11 超商、雲林科技大學警衛室、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服務台。
請情可參閱網址：http://www.tcte.edu.tw。
三、95 學年度起日間部二技推薦甄選已不受班排名成績之限制，皆可自由報考，
唯推薦資格仍需符合參加之甄選院校校系(組)所規定。95 學年度日間部二技
推薦甄選招生主辦學校為朝陽科大，簡章自 95 年 1 月 3 日起開始販售或可
以選擇直接上網(http://enter.cyut.edu.tw)下載。
四、94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系科申請截止日期為 9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轉系科
辦法詳見學生手冊。欲申請轉系同學，請於截止日前將申請單繳至教務處註
冊組，逾期不予受理。(詳見本校首頁最新訊息)
＊課務組
一、教務處已於 11 月 25 日舉辦教學研習會，會中邀請到銘傳大學管理學院黃旭
男院長主講「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下午則由食科系林仲聖主任
與大家分享討論食科系之招生宣導策略。當日因授課不克參與之教師，可逕
洽教務處課務組索取講稿。
二、本校下學期選課初選時程如下表：
類別

時程

備註

初選第一階段

12 月 19 日~12 月 26 日

此階段選課均需篩選（系統針對
限修餘額篩選），毋需搶課。

初選第二階段

12 月 30 日~1 月 6 日

額滿課程將不得加選、達下限人
數課程不得退選。

※教務處課務組將另行公告「選課流程及注意事項」。
※通識、英文、資訊與體育等必修科目未自動帶入個人選課列表者，請同學
務必依規定修習科目上網選課。
＊綜合業務組
一、95 學年度技術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簡章已開始發售，報名
日期為 95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9 日，簡章購買方式請參考聯招會網址
http://www.caac.lhu.edu.tw/sale.htm 或洽詢龍華科技大學。
二、94 學年度第二學期二技轉學考已開始接受報名，若目前正在就讀二技一年
級的同學，於報名截止日前，仍無法提出成績單證明者，請於本組網頁自行
下載「切結書」，填妥後連同報名所需資料，一併寄回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
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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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
一、天氣漸漸變冷，請同學洗澡時要保持室內通風，謹防一氣化碳中毒事件。
二、同學請勿餵食校園內野狗，您的好心可能會影響校園的環境衛生。
＊課指組
本校為鼓勵學生愛國、愛校，奉獻服務精神，敦品勵學、努力上進，能有特
殊優良表現，實踐創校人蔡光宇教授之教育理念，發揚窮理研幾之精神，落實全
人格教育目標，特舉辦元培青年楷模選拔。本次為第 12 屆元培青年楷模選拔，
選拔的時間至 12 月 16 日止，相關辦法及推薦表請以 e-mail 送交各系助理及各班
導師處。
＊電算中心
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加速了資料的取得及散布，如何在合法的狀況下妥善
的運用網際網路已成為每個人必須具備的基本常識。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請至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參閱(網址 http://www.tipo.gov.tw)，熟悉智慧財產權相關規
定以免誤觸法網。
＊推廣教育中心
為鼓勵本校同學參與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本中心特與認證廠商配合進行
專案促銷，自今年 12 月起至明年 2 月份止，認證費用由 1,490 元調整為 999 元。
機會難得，敬請各系鼓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相關資訊可參閱學校首頁及本中心
網頁之最新訊息。
＊體育室
一、北區大專羽球邀請賽，已於 11 月 26 日在本校舉行完畢，本校榮獲團體組第
二名。
二、大專盃棒球聯賽，11 月 20 日勝國體隊，11 月 21 日負中華大學，目前已進
入決賽，決賽將於明年初舉行。
三、大專大隊接力，12 月 11 日於板橋市體育場舉行，請同學踴躍前往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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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期舉辦各項演講活動
演講內容學理與實務並重 同學反應熱烈
＊醫事技術系
本系主辦之「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專題講座」，分別於 11 月 10 日邀請到科
光生物有限公司林澤隆經理主講「螢光電泳膠影像系統」；11 月 22 日邀請到三
軍總醫院臨床病理科主任盧章智教授主講「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lprinicples
and applications」，當天活動參與人員踴躍，迴響熱烈。
＊環境工程衛生系
本系於 11 月份陸續辦理兩場專題演講，感謝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與總務處
協助順利完成。第一場由張宗良主任於 11 月 9 日邀請新竹市環境保護局何智明
副局長，演講主題為『由環境保護觀點談生涯規劃』，講座內容包括推廣環保教
育、介紹新竹市環境現況與本系畢業生發展及出路。第二場由林澤聖老師於 11
月 16 日邀請新加坡大學黃浩勇教授，其演講主題為「Fouling in Membrane
Bioreactor」，介紹薄膜滲透原理，並應用於生物處理方面之技術。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何智明副局長
演講情形
＊財務金融系
一、財金系與企管系於 11 月 23 日(三)合
辦行政院青輔會所規劃的「產業與職
涯校園巡迴講座系列活動」邀請到華
僑銀行理財事業群&個金事業群副
總經理周筱玲小姐來為我們演講，當
天於光禧大樓 K109 大教室舉辦，演
講題目為「如何考取證照及證照的重
要性」，當天的活動相當成功，同學
們也獲益良多。

新加坡大學黃浩勇教授演講情形

財金系吳主任致贈精美禮品
予周筱玲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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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金系&企管系於 11 月 23 日(三)
13:30~16:30 共同舉辦一場大型演
講，活動地點於光恩大樓國際會議
廰，邀請到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鄭育玲協理為我們演講目前「金融
市場的演變及概況」，演講最後還
有 Q&A 時間，同學們反應熱絡，
並能深刻的了解到目前金融市場的
競爭力與發展。

與會嘉賓與學生間熱烈討論情形

管理實務講座“Dare to Dream, 遇見公關”
帶領同學了解公關行業甘與苦
企管系暨經管所
本系所於11月4日(四)下午1：00~4:00假本校光恩樓6樓，舉辦管理實務講座
「Dare to Dream, 遇見公關」，圓滿完成。經管所許所長特別邀請到得意晶公關
顧問公司客戶總監紀惠雅小姐，蒞臨本校展開熱烈的演講，使學生深入瞭解公關
行業的甘苦與實際接觸的事務。誠如紀總監於演講中所言，公關行業雖然很操
勞，但假若你覺得自己耐操耐勞，且具備高EQ及膽識，可能在不一定需要知識，
但需要有膽識的前提下是可以嘗試看看的。它是一個很有趣的行業，但亦是一個
很辛苦的行業，你將有機會獨力把一個案子從頭到尾負責完畢，在你的工作經驗
裡將是一個很好的資歷。另在公關領域上，由於工作性質之故，你可以接觸到各
式各樣不同的行業和客戶，對未來求職時也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當然，紀總監亦針對學生提出的
疑問，現場給予解惑與指導，啟發同
學對公關行業之思考模式。在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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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實務決策能力的提昇上是受益匪淺
的，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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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總監與經管所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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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天使邱仁寧克服先天多重障礙
彈出自己的生命樂章
通識教育中心
為提昇本校藝文風氣，及配合大學基礎教育計畫分項計畫－藝術教學計畫，
通識教育中心特邀鋼琴天使－邱仁寧，於 11 月 21 日下午 3:30，於本校光禧樓地
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鋼琴天使音樂禮讚」鋼琴獨奏會。
本次受邀演出的邱仁寧同學，一出生就罹患先天性白內障，從 4 個月起就開
始進出醫院，先後經過 8 次手術，最後右眼失明，左眼只有微弱的視力。5 歲前
並不會說話，後來經檢查鑑定為重度智障
及自閉傾向，所以他是一位重度智障、視
障及自閉傾向等多重障礙的孩子。
今年 20 歲的他，憑藉著努力不懈的
毅力，靠著聽力練就一手好琴藝，去年獲
得了第 4 屆總統教育獎，並在多項與正常
孩子同台的音樂比賽中得名。此次為本校
師生帶來精彩的音樂演出，藉由此場音樂
會，可讓學生們重新省思自我的學習態
邱仁寧同學鋼琴獨奏會現場情形 度，與重視生命之價值。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行旅的書寫
展現古今行旅多元風貌
國文組
國文組於 11 月 26 日（星期六）假光暉大樓二樓會議室舉辦主題文學學術研
討會，由召集人傅武光主任揭開序幕，教務長蒞臨致詞。本次研討會主題—行旅
的書寫，宣讀論文橫跨古典到現代，內容上或是從放逐到追逐掌握各代行旅的風
貌、或是表達行旅者的主觀精神、審美意
識、或從宗教談人生的死亡旅程、或是分
析實際的旅遊產業，與會學者、專家一致
肯定大會的主題能概括行旅的動態，充分
展現行旅的多元面貌。座談會中台北新聞
處處長羅智成侃侃談論國內外的旅遊文
學及旅遊形態，知名作家鍾怡雯小姐不吝
將個人在馬來西亞、印尼的旅遊照片、生
存經驗與大會分享，增添學術會議的輕鬆
「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行旅的
感性氛圍。
書寫」現場聽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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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技職院校提昇外語能力系列演講」精彩熱烈
Series of Lectures on “How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外文組
Foreign Language Division
主講人：鄭錦全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講題：詞語學習：泛讀與精讀
日期：200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古人文字啟蒙是一千字的讀本，從這個基礎人人發揮語言創意，演繹出許多
燦爛的篇章。古今偉大的著作所用的字數也不過八千，中英文都一樣，要學好詞
語，並不須要大量字數的字典，主要關鍵是要學會詞語用法。詞語用法在長期閱
讀以及語言交際中習得。如果沒有長時間學
習，或者即刻需要正確使用一個詞語，那就
要有大量的文本來查閱該詞語如何和其他
詞語結合成句子，這是針對一詞廣泛閱讀的
理念。我們落實這個理念，彙整語言典藏，
在網路上提供簡捷明快的介面，讓讀者查閱
千萬詞的中文和英文文本，在泛讀中精讀所
查閱的詞語出現的上下文，掌握其語境，了
解詞語的用法。精讀時需要輔導，電腦自動輔導包括詞語的語法類別和頻率、共
同出現的詞語、句子閱讀難易度的計算語排序以及近義詞。
Professor Stephen Krashen（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itle of the Lecture：English in Taiwan
Dates and Time：2005/10/31 PM15:00~17:00
English has become the world’s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its dominance is
increasing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science, business, and entertainment. Many
people recognize this, and have reacted by pushing for earlier exposure to English
curriculum, hiring more foreign teachers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financing trips to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Korea has even established an English village where
English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full immersion.
None of these “common-sense” approaches are necessary, and some contain
serious drawbacks. In fact, there are easier, more efficient, and much cheaper ways of
improving English proficiency that guarantee continuing progress in English after the
formal program has been completed.
All that is required is some basic English classes, which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access to a good library with interesting and comprehensible reading and listening
materials.

94 學年度第 3 期元培校訊(94 年 12 月)

主講人：李家同教授（前暨南大學校長、
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
訊管理學系教授）
講題：如何學好英文
日期：200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
下午 3 點至 5 點

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94 學年度放射技術系四技部及五專部寒假見習日期為 95 年 2 月 6~17 日(共
計 2 週)。
＊資訊工程系
本系訂於 94 年 12 月 30 日(五)10:10 至 17:00 假本校光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學生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參加對象除本系學生之外，竭誠歡迎全校有興趣的師
生踴躍蒞臨指導。
＊資訊管理系
為提昇本系學生外界實務經驗，系主任
帶領同學前往苗栗東久股份有限公司參訪，
了解業界工作實際運作情形及相關流程。

資管系師生參訪苗栗東久股份有限公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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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科學技術學院護理系學生『五心級』的服務精神
教務處綜合整理
日前本校收到了一封來自署立新竹醫院患者家屬的感謝函，信中提及患者因
腦栓塞及腦出血住進署立新竹醫院，同時由於不瞭解中風的相關資訊，使得患者
心中的不安以及家屬的焦慮日益增加，幸賴當時在署立新竹醫院神經內科病房實
習的本校護理系四技部學生廖敏玲同學，特別為患者準備了詳細的資料，同時花
費心思予以分類，讓患者容易翻閱與閱讀，再加上廖同學視病猶親的親切與愛心，
安撫了患者與家屬的不安與焦慮，因此患者家屬特別利用 Email 的方式將這一份感
謝傳遞給校方，同時感謝校方培育出優秀與用心的護理人才，以及對於患者住院
期間所給予的照料及協助。
收到這一封 mail 的本校林進財校長表示，學校成立迄今已逾四十年，其主要
的辦學宗旨即希望培育出醫療體系中真正能投注心力，並且貢獻所學的專業人
才，而學生在實習過程中面對面的與患者直接相處，才能更快的學習到課本上無
法學得的知識，也正符合技職教育的精神。蔡雅賢副校長聽到護理系的學生有如
此優異的表現後更表示，把愛心、耐心、細心、誠心與貼心的「五心級」服務精
神在實習過程中傳送給需要的患者，這樣的表現值得肯定，因此也將請學務處依
據校內的獎勵辦法給這位廖同學最正面的鼓勵，同時，也期盼所有元培的同學在
實習的過程中能夠把這樣的「五心級」表現傳遞給每一位需要的患者。

走出藍色大門 倡導性別平等觀念
學輔中心
本中心爲倡導性別平等的觀念，94 年
11 月 3 日於本校光恩國際會議廳舉辦性別
平等電影賞析講座，期望藉由電影的媒材激
發學生思考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性別平等
議題，建立健康且彈性的態度。此次電影賞
析講座邀請到交通大學專任輔導老師莊景
同老師擔任講師，撥放影片為「藍色大門」
。
影片內容敘述高中生友誼和愛情的故
事，同時也點到同性戀在自我認同發展上的困難。講師透過對影片的分析和討論，
提升學生的興趣，倡導性別平等的觀念。學生專注地欣賞此片，並與莊老師熱烈
互動，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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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課業輔導 助你 All Pass
學輔中心
你在課業上是否遇到瓶頸？老是搞不懂？讀不通？您需要專人指點嗎？歡
迎預約課業輔導幫您解惑，教您技巧。
參 加 對 象 ： 本 校 同 學 。 輔 導 時 間 ： 94/11/01~95/01/20 輔 導 科 目 ： 請 至
http://web.yust.edu.tw/counsel/下載。輔導老師：本校研究生。費用：免費。申請
方式：有意申請課業輔導之同學，請填妥「課業輔導預約表」(請至
http://web.yust.edu.tw/counsel/ 下 載 ) ， 繳 至 學 生 輔 導 中 心 或 逕 寄
stud8233@mail.yust.edu.tw。

光暉大樓及光宇大樓一樓規劃為圖書館空間
將帶給讀者更方便愉悅的閱讀環境
圖書館
配合本校改名科大的需求，在圖書新館建築完成前，圖書館先行將光暉大樓
全棟及光宇大樓一樓規劃成圖書館的空間。顧及動線的流暢及功能的彰顯，圖書
館將進行較大規模的內部空間調整。
本次的調整除了空間的移動外，還包括了書籍的移架，預計將進行至 95 年
2 月底，期間勢必對讀者造成不便，在此致上最高歉意，希望完成新規劃後的圖
書館帶給讀者更方便而愉悅的閱讀環境。以下為光暉大樓及光宇一樓的新規劃：
樓別/樓層

規劃後空間配置

光暉 7 樓

創校人紀念室、校史室、館長室、行政區、研究討論室

光暉 6 樓

中文書庫、西文書庫、閱覽區、研究小間

光暉 5 樓

中文書庫、閱覽區、研究小間

光暉 4 樓

中文書庫、多媒體視聽中心、討論室

光暉 3 樓

服務台、密集書庫、電腦查詢區、現刊區、雜誌區、參
考書區、新書區、影印室、視聽室、休閒閱覽室、閱報
室、置物區

光暉 2 樓

過刊區、論文區、討論室、會議室

光暉 1 樓

閱覽室、24 小時自習室

光暉地下室
光宇 1 樓

文化中心
多媒體隨選視聽區、資訊檢索區、資訊訓練教室、電腦
維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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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度創校人獎學金獲獎名單
系別

放射系

學制
五專部
四技日間部
二技日間部
二技進修部
五專部

醫管系

醫技系

護理系

四技日間部
二技日間部
五專部
四技日間部
二技日間部
五專部
四技日間部
二技日間部
二專進修部
二技進修部
四技日間部

食科系

環衛系

醫工系

二技日間部
四技進修部
四技日間部
二技進修部
四技日間部
二技進修部

餐管系

四技日間部

資管系

四技日間部
二技日間部
四技進修部

財金系

四技日間部

企管系

四技日間部

資工系

四技日間部

年級
4年1班
3年2班
2年1班
2年1班
3年1班
4年1班
5年2班
4年1班
2年1班
5年2班
3年1班
3年2班
2年1班
4年1班
4年1班
2年2班
3年1班
2年B班
3年2班
3年1班
4年2班
2年1班
3年1班
4年1班
2年1班
4年1班
2年1班
2年2班
4年1班
3年1班
4年1班
2年2班
4年1班
4年1班
4年1班
4年1班
4年1班
4年2班
3年1班
4年1班

課指組
姓名
黃衛隆
穆佳琪
伍依芳
黎靜盈
邱美晴
陳嫻璧
林沛均
林佳霈
楊文琪
楊淑清
林玉珠
楊美雪
何欣宜
徐玉竹
張惠珍
呂秀玲
陳惠如
廖玉珍
張美娥
謝智雯
陳玉茹
鍾曉婷
李宛錚
潘怡芳
林明和
林詩佳
陳志堅
黃亮秦
黃麗秋
洪慕耘
蕭慧萍
陳帥翔
許琮琪
周欣怡
林聿梵
簡佩君
蘇鈺勳
胡馨惠
鄧立忠
孫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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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哈“客” 本校致力推動傳承客家文化
課指組
時至今日，客家文化漸漸被重視，我們的所在地—新竹，是客家莊最密集的
縣市之一，所以住在客家村不可不了解客家文化。為了喚醒客家意識，凝聚客家
意志，共同致力客家文化的傳承，本組特舉辦「大家一起來哈客」活動，為客家
文化的傳承盡一點心力。
本組已於 94 年 11 月份舉行相關活動如下：活動一、9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
二)18:30-21:00 專題演講之客家語言與客
家音樂—新竹教育大學范文芳教授主
講。活動二、9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
四)18:30-21:00 專題演講之客家山歌與客
家文化—本校傅武光教授主講。活動三、
9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08:00-17:00 古蹟
巡禮－新竹縣新埔鎮。希望藉由專題演講
及實地巡禮，讓同學體會客家語言音樂及
特有的風土民情，愛上客家文化。
新竹縣新埔鎮古蹟巡禮活動
參與人員合影

本校辦理「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推廣急救知識與技能 盼降低意外傷害
衛保組
意外災害的預防與處理，安全教育是第一道防線，急救則是第二道防線。若
我們平時即對急救方法熟知並了解如何運用手邊的設備，在事故發生之初，給予
專業化的救治，則病人的存活率將大幅提
高。故本校特於 10 月 22-23 日辦理「初
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
，活動中安排 12 名
助教，皆為具有高級急救員、急救教練資
格之同學。在助教的熱忱指導下，讓所有
參與的學員皆受到完整的練習及指導。本
次活動報名人數 42 名，實到人數 40 名；
通過測試者 34 名，總計及格率為 85%。
初級急救安全教育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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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菸、反毒海報競賽得獎名單出爐
衛保組
反菸、反毒海報競賽已於 94 年 10 月 21 完成，感謝同學的熱烈參與，得獎
名單如下：
項目

反菸海報競賽

反毒海報競賽

得獎名次

得獎名單

第一名

二技護理 2-2 洪佩君

第二名

二技放射 1-1 劉宇軒

第三名

二技護理 2-1 陳雨暄

佳

作

二技護理 1-2 林怡菁

佳

作

二技醫管 2-1 李穎婕

第一名

四技資管 2-1 王聖竣

第二名

四技放射 1-2 陳昱華

第三名

四技護理 2-2 廖浩如

佳

作

四技環衛 1-1 陳飛揚

佳

作

四技企管 2-1 徐孟群

反菸及反毒海報競賽展現同學的創意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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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生心肺復甦術訓練通過率傲視全國
衛保組
全校新生心肺復甦術訓練已於 94 年 11 月 23 日完成，目前全校各系通過率如下：
系別

學生人數

通過人數

未通過人數

通過比例

放射系

159

156

3

98.11%

醫管系

135

127

8

94.07%

醫技系

198

197

1

99.49%

護理系

190

190

0

100.00%

環工系

94

93

1

98.94%

食科系

80

79

1

98.75%

醫工系

47

47

0

100.00%

餐管系

95

95

0

100.00%

資管系

107

104

3

97.20%

資工系

56

55

1

98.21%

企管系

87

87

0

100.00%

財金系

101

99

2

98.02%

生技系

27

27

0

100.00%

總計

1376

1356

20

98.55%

心肺復甦術訓練現場教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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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力與美的結合 充分發揮團隊精神
餐管系啦啦隊技冠群倫 歡喜抱走冠軍獎盃
餐飲管理系
本校一年一度的啦啦隊比賽在眾多師生的期盼下於 11 月 5 日校慶運動會盛
大開鑼了，這次比賽如同以往般競爭激烈，這從各隊伍充滿笑容與動力十足的演
出便可看出，各隊無不期盼能藉由在場上完美的演出，驗收過去幾個月來，以汗
水灌溉的甜蜜果實。
餐管系啦啦隊以燦爛的笑容、整齊創新的舞蹈動作獲得評審委員一致的讚
賞，捧走了冠軍獎盃，啦啦隊隊員及相關工作支援人員無不欣喜若狂的嚐著辛苦
付出換得的收穫。過去一個多月來啦啦隊成員皆以課餘的時間排演，由於隊員皆
是第一次參加啦啦隊競賽，成員是組合了四技一年級兩班的學生，訓練過程可說
是相當的艱辛，剛開始練習時隊員們有很多不是手腳不協調，就是節奏感不好或
手腳使不上勁...等，可說是什麼狀況都有，但隊員們更加努力練習，慢慢發覺自
己可以掌握到競技啦啦隊動作所強調力與美的展現。加上系上教師的鼓勵以及學
會幹部的協助，大夥終於有了共識，那就是既然要參賽，就要認真的練習，以拿
「冠軍」作為練習的前提，所以整個團隊便開始展開「埋頭苦幹」的練習，直到
最後一刻！而勝利成果的甜美滋味最終也顯現在所有啦啦隊成員的臉上！
本系啦啦隊也很榮幸的應邀於 11 月 8 日運動場啟用典禮中表演，讓大家可
再次欣賞餐管系啦啦隊燦爛的笑容、整齊創新的舞蹈動作。同時啦啦隊並於 11
月 12 日受邀至風城表演，雖然期中考將至，但同學仍成功的展現元培學生活潑
的一面，再次成功的將力與美結合。
在此仍要感謝學校每年定期舉辦啦啦隊比賽，透過這種健康又可培養團體精
神活動的舉辦，使整個系科團隊變成一個向心力十足的團體，能一致地發揮合作
的精神去完成重要的任務，這樣的磨練正是現代社會青年最欠缺的。感謝學校能
給我們這樣的機會，也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期待大家明年卓越的表現！

活力與向心力十足的餐管系啦啦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