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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教育部專案評鑑委員蒞校評鑑
全校師生、受評 6 系眾志城成 展現超越水準的演出
秘書室
學校自改制技術學院以來，為求永續經營與發展，乃積極規劃朝改名科技大
學邁進，經近幾年不斷的調整師資、獎勵教師進修與研究、改善各項軟硬體設施，
繼去年專案暨追蹤評鑑行政類獲 1 等後，為求 於 95 學年順利完成改名科大目標，
乃由本校放射技術等 6 系提出專案評鑑申請，目標為 6 系皆獲 1 等，本校即可順
利於完成改大階段性目標。
12 月 30 日教育部評鑑委員分為總體校務核覆及專業類 6 系評鑑委員蒞校進
行評鑑，評鑑委員包含嚴文方、陳富都校長及莊逸洲教授等 33 名望重一方的學
術專業人士，評鑑委員們除於本校各相關場地聽取簡報，進行實地參觀訪視外，
並審閱各項相關資料，以了解學校一般教學及作業情形。此外，評鑑委員們尚與
學校部份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們晤談，更深入了解學校實際發展現況，評鑑過
程公正而慎重。
當日綜合座談時，各組評鑑委員皆肯定學校近年來的努力，給予極高的評
價，同時亦提供各項中肯的建議，學校針對評鑑委員建議，並已於 1 月 2 日召開
檢討會議，請各單位對委員所提建議提出具體改善方案，併將其列入追蹤管控事
項，以求學校日新又新，持續進步。綜觀此次評鑑，受評各系皆將近年投入與績
效作出最完美的呈現，評鑑過程順利、圓滿，相信此次評鑑必會有最圓滿的結果，
學校順利於 95 學年度起始改名科技大學。

專業類組評鑑情形

總體校務核覆組評鑑情形

專業類組評鑑情形

光恩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綜合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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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榮獲行政院衛生署「94 年大專院校菸害防制績優獎」
全國僅五所大專院校獲績優表揚
健康管理中心
本校配合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推動「94 年大專院校校園菸害防制計
畫」，辦理多項無菸校園相關活動，成效卓著，榮獲教育部頒發「94 年大專院
校校園菸害防制績優獎」
。本次共有 34 所學校獲選，各校並於南台科技大學舉辦
成果發表，其中僅有五所大專院校獲得績優表揚，故本校能於眾多學校中脫穎而
出，獲此殊榮，實屬難得。

本校健康中心王海龍主任(左)代表接受獎項

賀！本校榮獲新竹市「94 年熱心公益獎」
健康管理中心
為勉勵本校積極辦理社區醫療預防保健工作，新竹市政府林政則市長特頒發
「94 年熱心公益獎」予本校，再次對於本校秉持博愛濟世、服務鄉里，提倡健
康生活風氣之公益精神給予高度肯定。

新竹市「94 年熱心公益獎」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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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健康守護隊」榮獲第四屆青年健康大使
選拔為『傑出優良隊伍』
衛保組
本校由學務處衛保組張靜嫺組長帶領陳育君、張進吉、王映傑等共 8 位同
學，申請第四屆青年健康大使成立「健康守護
隊」
，於 94 年 8 到 10 月期間舉辦「少年之家菸
害宣導活動」、「新生菸害宣導」、「反菸毒海報
競賽」、「反菸毒海報展」等，共辦理 9 場次活
動，受益人數總計達 3250 人。
經評選本校「健康守護隊」榮獲「傑出優
良隊伍」
，由教育部體育司何卓飛司長與行政院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簡俊生局長頒發績優團
隊獎座乙座及服務榮譽證書。
本校榮獲第四屆青年健康大使
選拔「傑出優良隊伍」獎座

賀！本校企管系翁韶遠同學、餐管系謝馥亘同學
參加「永福盃大專運動舞蹈公開賽」獲佳績
課指組
「2005 永福盃大專運動舞蹈公開賽」是由知
名的運動舞蹈貿易公司主辦，英國皇家舞蹈教師
協會駐華辦事處協辦的比賽，是目前唯一一個提
供獎金予學生的比賽，所以吸引了許多學生參
加。本項比賽的參賽者必須是在學的大專院校
生，在 12 月 4 日比賽當天亦須嚴格檢查學生證。
在眾多好手環伺下，經歷一整天的激烈競爭，本
校企管系翁韶遠同學及餐管系謝馥亘同學終不負
眾望，勇獲大專單項華爾滋第一名、大專單項探
戈第二名、大專兩項摩登舞第二名、大專三項摩
登舞第三名，技冠群倫，表現優異。
企管系翁韶遠(左四)、餐管系謝馥 亘
(左三)默契絕佳，勇奪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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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參加各項競賽頻傳佳績
校長特頒獎表揚勉勵
人事室
本校師生近期於校外參加競賽表現卓越，獲獎連連，為本校爭光。故本校特
安排於 94 年 12 月 20 日（二）之行政會議上頒發獎牌、獎狀，以資鼓勵。
一、本校資訊管理系張啟昌教師指導學生勇奪「2005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製
作競賽商業與管理群」卓越獎。
二、二、本校國文組傅武光教師參加 94 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古典詩詞項
目－鳳陽牧歌」，獲得優選。
三、三、本校醫學工程系劉省宏教師指導學生參與「94 年度微電腦應用系統設
計製作競賽」，作品名稱「可攜式血氧濃度計」，獲得第三名。
四、本校學務處承辦「94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訓輔經費使用說明暨觀摩活動研討
會」圓滿成功，展現團隊合作之精神。
五、本校總務處協辦「94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訓輔經費使用說明暨觀摩活動研討
會」圓滿成功，展現團隊合作之精神。
六、本校護理系王蓉敏老師、高淑芬老師參加 94 年度國際合作案「馬來西亞育
兒保健訓練班、健康生活與護理課程合作計畫」，遠赴馬來西亞授課，頗受
當地學生好評。

國文組傅武光老師接受頒獎表揚

學務處周學務長接受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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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創意料理競賽即將引爆！
華視「決戰濁水溪」節目邀請本校餐管系同學展廚藝
餐飲管理系
華視「決戰濁水溪」之情人節主題創意料理邀請本校餐管系與高雄餐旅學院
兩校的同學上節目進行廚藝競賽，本系將派鄭宏毅、劉明其、馬國瑋、黃茂溢幾
位同學參加節目錄影。
12 月 29 日清晨，天空飄著微微細雨，第二餐飲實習教室早就熱鬧非凡，一早
「星勢力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已派人於第一餐飲實習教室拍攝管系同學上課情
形，本系同學皆展現活潑的一面。接著請參賽之同學大顯身手，做岀代表性的成
品，分別為酥炸鱸魚佐醣醋醬(主材料：鱸魚，副材料：檸檬、 红羅蔔、香菜)，臥
腐藏龍(主材料：豆腐，副材料：雞肉、雞蛋、 红羅蔔、海苔)，一食二鳥(主材料：
雞肉、雞蛋，副材料：香菇、餛吞皮、
香菜梗)，令每位在場人士食指大動。
此次拍攝主要在介紹本校及餐飲管
理系，本系同學將於 95 年 1 月 23 日前
往華視攝影棚錄影，搭配情人節的創意
料理比賽，主要材料為草莓、红肉、巧
克力，於攝影現場將與高雄餐旅學院派
出之選手一決勝負、分出高下，期待本
系參賽同學有傑出的表現。
華視人員拍攝本校餐管系同學
製作創意料理的過程

本校建立期中、期末網路教學評量制度
提昇本校教學品質
課務組
教學評量的目的為提昇本校教學品質、加強教學效果、並鼓勵教師認真教學
以達其成效。傳統的教學評量使用紙本或答案卡填寫，且每學期只在期末調查一
次，不僅調查較耗時，學生對於教師教學的反應亦未能達到預警效果。針對上述
傳統教學評量的缺點，本校不僅建立了方便的（不記名）網路教學評量系統，且
於每學期期中考後與期末考前各實施一次教學評量，充分達到教師教學上改進的
預警效果。本學期教學評量實施時間為：期中 94 年 11 月 21 日至 27 日；期末 95
年 1 月 2 日至 8 日。下學期教學評量實施時間為：期中 95 年 4 月 24 日至 30 日；
期末 95 年 6 月 12 日至 18 日。請同學踴躍上網（http://203.68.172.10/index.html）
填答，千萬別讓您的權益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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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招生改進方案 預定於 98 學年度實施
請考生注意相關權益與事項
註冊組
因應 95 學年度實施「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
，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招生
改進方案，預定於 98 學年度實施。考招作業架構考試方式維持原有之統一入學
測驗、新增甄試入學測驗、及基本學科檢定，在招生管道主要計有甄試入學、技
優入學及分發入學三種方式。改進方案說明詳如下述。
98 學年度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招生改進方案說明
因應 95 學年度實施「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落實技職體系學生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精神，教育部技職司邀集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技專校院
入學測驗中心、家長與教師代表及多位專家學者組成招生專案工作圈，密集檢討
現階段招生作業架構，研擬改進方案，歷經二十餘次的小組研商，提出四技二專
多元入學招生改進方案，預定於 98 學年度實施。
獲得共識之考招作業架構考試方式維持原有之統一入學測驗、新增甄試入學
測驗、及基本學科檢定，在招生管道主要計有甄試入學、技優入學及分發入學三
種方式。改進後之考招作業架構對於參與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取得證照者，將提
供多元的入學方式與更多的入學機會，預期實施後將引導招生學校發展本身特
色，藉由競賽與證照肯定學生實務操作學習成果，並能拓展在職人士回流進修管
道。
以下，分別說明考生、高中職校及招生學校有關新方案需注意之事項：
一、考生需注意之事項：
（一）技優入學報考資格放寬、免再參加統一入學測驗。技優入學將分別辦理「保
送」與「甄審」，保送資格為認可之國際競賽、全國技能競賽獲得前三名
獎項者，一併參考在學成績，採用保送方式分發入學，毋須再參加統一辦
理之測驗。甄審資格為認可之競賽獲得獎項或持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可
選兩個志願，符合資格者，直接參加各校指定項目甄審。同時符合保送與
甄審資格者，均可報名，但獲錄取時僅能擇一報到。
（二）甄試入學將分別辦理「個人申請」與「學校推薦」及採用甄試入學測驗進
行篩選，個人申請至多選五個志願，已畢業者亦可報考，經由學校推薦者
限制報考一校一系科組；二種方式均採兩階段作業，第一階段為資格篩
選，考生須取得國文、英文、數學三項基本學科檢定及格證書，方可參加
第二階段各校指定項目甄試。具備學校推薦資格者亦可報名參加個人申
請。獲各校錄取時，依考生就讀志願序及各校正備取名單序，進行統一分
發入學。
（三）甄試入學測驗於一月下旬舉行，其考試科目為：「專業與實習一」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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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實習二」二科，為兼具理論與實作之書面化測驗。二科成績為各校甄
選學生之依據，各校系組得訂定 1 至 3 倍權重。各類群之考試科目與統一
入學測驗之專業科目相同。
（四）基本學科檢定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三科，每科成績通過後標方可取
得及格證書，三科均取得及格證書，為參加甄試入學之門檻。基本學科檢
定時間與甄試入學測驗時間相同，於每年一月下旬，高二、高三或非應屆
畢業學生均可參加檢定，考試範圍為高三上學期之前的課程。已取得之各
學科及格證書可保留 2 年，考生每次可針對未通過之學科參加檢定，直至
取得三項基本學科之及格證書，方具有通過甄試入學第一階段篩選之基本
資格。
（五）分發入學作業僅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考試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
專業科目一與專業科目二計五科，配分比重為 1：1：1：2：2，總成績計
算方式與原聯合登記相同。
二、高中職校需注意之事項：
（一）主要招生作業有三種：「分發入學」維持原有作業方式；「技優入學」將
辦理保送與甄審兩種作業方式；「甄試入學」則分個人申請與學校推薦兩
種作業方式。
（二）甄試入學之個人申請資格為應屆或非應屆之高職、綜合高中及一般高中畢
業生，學校推薦之資格則僅限應屆畢業生，且高一及高二累計之學業成績
須為該校各職科(綜合高中則為對應之專門學程)所有學生之前 10%。若依
前述規定篩選之學生少於三人，則最少可推薦三人。
（三）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日期將固定為每年六月第二週之星期六、日。
三、招生學校需注意之事項：
（一）提高甄試入學名額：甄試入學名額佔核定招生名額之 40%，其中學校推薦
及個人申請兩項名額分別佔核定招生名額之 10%及 30%，因考生可選填
多個志願，將得列備取。各校應將正備取學生順序繳交至招生委員會，以
便招生委員會依各校正備取順序，再參考考生之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若有缺額將回流至分發入學。
（二）各校可以外加方式提供核定招生名額之 5％，供參加技優入學之考生以保
送或甄審方式入學，參加技優入學之考生不需參加甄試入學測驗統一入學
測驗，針對參加甄審之考生，各校得給予指定項目甄審，以進一步篩選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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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配合青輔會舉辦各項生涯規劃活動
提供社會新鮮人職場先修 增強就業競爭力
研發處
一、由青輔會補助，本校與明新科大、中華大學、萬能科大、中原大學共五校合
辦 之 「 社 會 新 鮮 人 － Show Your
Power」活動，於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8 日假西湖渡假村舉行。本校有 16
名高年級同學報名參加。活動內容包
括職場分析、履歷表撰寫、面試禮儀、
模擬面試及職場情境大挑戰等，希望
能幫助同學在變動快速的社會環境
中，將專長與優勢展現，增強就業競
爭力。
本校參與同學課後與上課講師
阮慕驊先生合影
二、為了讓即將畢業之同學在進入職場前先對公司有一番深入的了解，青輔會補
助本校與中華大學、明新科大共同舉辦「2005 年領先生涯規劃週～遇見希
望、實現理想」活動。94 年 11、12 月活動期間，本校共有 7 個學系辦理 8
場企業參訪及職涯講座，包括：
學系
參訪機構
環境工程衛生系
友達光電台中廠
環境工程衛生系
台積電八廠
醫學工程係
沙地郡有限公司，聯合骨科有限公司
資訊管理系
東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放射技術系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核子醫學科
醫務管理系
弘光大學附設老人醫院
醫事技術系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技術與藥物研究組
食品科學系
美麒食品有限公司
活動內容安排廠商與同學直接面
對面的接觸，讓同學實際接觸公司內部
作業情形。並邀請該公司人資部主管或
職場學長姐為新鮮人作各項經驗分享，
包括本身職涯規劃及目前工作的職場分
析等。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賴惠文放射師為
同學們講解 PET-CT 檢查流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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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作坊專題講座～「身心健康管理」
現場討論互動熱烈 與會教師收穫豐碩
學輔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舉辦 94 學年度之教師工作坊－「身心健康管理」專題講座，
特別邀請到魏亞夫醫師與教師分享身心健康管理、過勞與紓壓、運動相關觀念及
方法，讓與會之教師都非常有收穫，頻頻與主講者互動及意見交流，學輔中心各
位工作夥伴也因辦理此活動而獲益良多。

「身心健康管理」專題講座現場討論情形

大家一起來「為健康而跑」
本校舉辦路跑活動 提昇校園運動風氣
體育室
為提昇本校師生運動風氣，促進身心健康，強化體能水準，並養成良好運
動習慣，本校特於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舉辦「2005 光宇盃為健康而
跑路跑活動」
。雖然天氣冷颼颼，但參與
之教職員生仍相當踴躍，跑完全程後，
參賽者皆表示身體更強健，一點都不
冷。本次路跑自本校校門口起跑，途經
元培街、玄奘至中華大學折返，全程 6
公里 (女子組 3 公里)。凡跑完全程者，
於路跑活動結束後，可參加摸彩活動。
另比賽分教職員男子、女子組及學生個
人男子、女子組，分別頒發獎牌及獎品
乙份，獎次名單已於本組網頁上公布，
「2005 光宇盃為健康而跑」
敬請參閱。
路跑活動參與人數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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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研發處
一、國科會 9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本校教師共提出 111 案，超越 94 年度 100 案
11 件。
二、國科會徵求 95 年度補助「科學教育研究成果應用推廣計畫」
，有意申請的老
師請在 95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前，循 95 年國科會專題計畫申請之方式提出
申請，計畫自 95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
三、國科會科教處「科普活動計畫實施作業方案」，歡迎有興趣的老師提出申請
95 年度計畫申請時間有二：(1) 第一次申請及執行時間：請於 95 年 3 月 20
日至 31 日間提出申請。(2) 第二次申請及執行時間：請於 95 年 9 月 20 日
至 30 日間提出申請。
四、國科會為鼓勵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利擴大國際視野，
強化研究能力，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合作關係，特訂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請各研究所的研究生踴躍申請。
＊註冊組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抵免申請為使作業順利快速進行，分專業課程抵免申請
單及通識共同課程抵免申請單，正確填寫將加快作業速度，及早知道抵免結果。
抵免申請時間同加退選時間，加退選截止即不再受理抵免申請。申請表件及流程
請參閱教務處網頁/身分/學生/表格下載。
＊生輔組
一、94 學年度下學期各宿舍尚有空床位，歡迎洽詢軍訓室各宿舍輔導教官登記
住宿(03)6102303~4。
二、本學期操行線上評分作業時間為 95 年 1 月 1 日至 95 年 1 月 8 日止，請系主
任、系教官、導師至教師資訊系統評分。
三、本學期獎懲建議表收件截止日期為 95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敬請各位師
長協助，獎懲申請更正截止日期為 9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四、本學期缺曠課紀錄表繳交截止日期為 95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課指組
一、「教育部 95 年留學獎學金甄試」報名時間如下：
（1）現場報名：北區：1 月 14 日至 16 日，於台灣大學校總區普通大樓地下室。
中區：1 月 21 日至 22 日，於台中女中進德樓 9 樓。南區：1 月 14 日至 15
日，於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行政大樓。
（2）通訊報名：1 月 9 日至 18 日止。相關辦法及簡章請參閱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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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u.tw/bicer。
二、為協助清寒青年自助的機會，教育部與優秀企業廠商合作提供清寒大專學生
工讀機會，合作廠商為全家便利商店，協助對象為低收入戶及符合「共同助
學措施之中低收入戶」學生為轉介協助對象，本校報名時間至 1 月 10 日止，
名額有限，歡迎有興趣及符合資格的同學儘速報名，相關辦法請參閱以下網
址：http//www.edu.tw/EDU_WEB/Web/HIGH/index.htm。
＊總務處
學校對全校師生交通問題，一直非常重視，並且積極爭取國光客運公司到校
設站，目前努力已有具體回應。本校申請國光客運公司台北－新竹（經中華大學）
部分班次改駛茄苳交流道，增設元培站，9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由新竹區監理所
彭課長暨相關人員至本校大門口會勘。初步達成以下共識：1. 國光客運公司同
意至本校門口設站。2. 預定 95 年 2 月下旬通車，為本校交通問題一大突破。
＊電算中心
全校 E 化教室資訊講桌已於 94 年 12 月 23 日全面更新完成。
＊健康中心
元培診所訂於期末考結束後，自 1 月 16 日（星期一）起休診，下學期開學
日當日開始恢復看診。請需要長期拿藥的同仁掌握時間至元培診所領取。
＊體育室
本校食品科學系二技二年一班鄒少棋同學參加「2005 年成功盃大專健美邀
請賽」，榮獲第四量級第一名佳績，為校爭光，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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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ni-Conference on “Creating an All-around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Hosted by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Foreign Language Division
The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held a one-day conference on December 7,
2005. This conference was based upon “Creating an All-around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arried out
from April to December 2005. It began at 8:30 a.m. and concluded at 3:30 p.m. Its
major activitie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1. featured presentations by two speakers
(“My Experience on Learning English” presented by Professor Sun Yu-chi,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d “Preparation and Strategy of GEPT” given by Miss Cathy
Kang,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 six reports as well as research findings by
our colleagues (Professors Wei Jung-kuei, Michael Jenks, Lu Yun-chen, Lin Mei-ling,
Cheng Wei-chi, and Hsieh Shu-min); 3. Award ceremony; and 4. panel discussion.
Fifteen teachers and seventy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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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找對的人開始
管理實務講座 分享人力資源新知與發展
經營管理研究所
雅虎國際資訊公司人力資源部－柯智婷經理應本所之邀，於民國 94 年 11
月 24 日蒞臨演講，以「Energizing Human Resources Capabilities」為主題，來分
享其人力資源領域之實務經驗及心得。柯經理表示，人力資源除了找到對的人做
對的事，亦需明白其公司之未來方向及經營策略來促使公司更具前景。
演講過程中，柯經理更以分組方式討論，加強同學間互動式的溝通，及分享
影片方式，強調人力資源領域之重要性；特別以招募、福利及在職訓練為主要目
標，來顯現職能、外包和人力市場…等方面，為目前最普遍人力資源之工作運籌。
首先，柯經理以兩段漢堡廣告短片來強調用人之重要性，進而突顯員工特質和職
能等部分之專業，善用員工職訓來培養職前技能。誠如柯經理所言，目前，外包
也成為一種趨勢，目的在於預防變故造成違約及人力上之浪費，甚至達到節省公
司資源之效果。柯經理更以友達電子公司的募才短片，來強調其公司營運目標、
公司文化、公司願景與員工福利等要項，以感性且詼諧的手法來呈現且又不失其
真義；在 Yahoo 網站上的動畫招募中，看出其願景：致力創造最有價值的網路生
活及其信念：多樣性與最優質的產品與服務、善解人意又有親和力的品牌個性、
強大的社群聚合力，其創新的點子充分表現出公司之特色：創新、有趣、值得信
賴；更從員工福利之部分來說明人力市場之人才保留及企業挖角等策略中所表現
出人力市場的競爭手段。
演講結束前，柯經理針對“幸福”為主題，訓練同學們以小組之方式，規劃一
家公司之招募、福利及在職訓練等工作項目上作出策略；各組熱絡的討論，充分
表現出對人力資源領域之深厚興趣，演講也在熱情迴響及依依不捨的氣氛下畫上
了完美的句點。

許所長、柯經理與經管所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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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舉辦「新藥開發法規與實務研討會」
與會專家分享實務經驗 促進新藥開發領域之產學合作
護理系
12 月 6 日護理系與佳生科技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於台北榮總致德樓第一會議
室合作舉辦一場「新藥開發法規與實務研
討會」，現場共有來自藥廠、醫院、財團
法人、政府機關、學術研發各界約 130 人
參加，本校林進財校長亦蒞臨現場致詞。
教育部為建立技專校院與產業界之
產學合作機制，促進技職學校與產業界交
流及共同研究合作，特訂定「推動技專校
本校林校長於「新藥開發法規
院與產業園區產學合作計畫」，護理系陳易
與實務研討會」親臨致詞
宏老師受該計劃補助進行新藥開發法規之
比較研究，並與佳生公司合作舉辦本研討會，期在新藥開發領域促進產業界、學
研界的合作，並與政府審查新藥部門進行交流。所邀請之講員包括醫藥品查驗中
心資深審查員，產學研界具有藥品開發及執行臨床試驗實務經驗的專家，及具有
法規單位審查經驗，今於投身於產業界或學界的專家學者分享經驗，希望藉由講
者於不同領域之工作經驗與思考模式，互相激盪與交流。此次研討會於下午五點
圓滿閉幕。

資工系畢業專題成果作品展
展現同學多元創意與潛能
資訊工程系
本系於 94 年 12 月 26 日(一)至 12 月
29 日(四)每日 8：30-17：00 假本校光宇樓
1 樓舉辦畢業專題成果作品展，參展人員
為本系日四技四年一班學生；展出方式包
括海報、書面報告、專題實機展。現場觀
摩學生非常踴躍，並有多位老師親臨指
導，提供學生許多寶貴的意見。
此外，本系於 94 年 12 月 30 日(五)10：
學生參加「畢業專題成果
10 至 15：00 假本校光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發表會」情形
學生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透過專題展活動
的進行，除提昇本系學生專題製作能力之外，亦提供學生相互學習與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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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廣無菸校園成效卓越獲肯定
苗栗縣衛生局委託本校醫管系進行國中生吸菸行為調查
醫務管理系
苗栗縣衛生局有鑑於本校推行無菸校園運動成效卓越，屢獲肯定，遂委託本
校醫管系針對縣內國中生進行吸菸行為調查，結果發現青少年抽菸年齡逐年下
降，男生第一次吸菸年齡下降到 10 歲，女生則是 11 歲。同學發現苗栗縣國中女
生吸菸的比例達百分之 8，比全台的百分之 5 還要高，而調查中也了解到越偏遠
的學校，學生吸菸行為越嚴重，值得相關單位重視。
苗栗縣衛生局與元培技術學院醫管系針對苗栗縣國中生進行國中生吸菸行
為問卷調查，在兩萬三千多個國一到國三的在學學生，隨機抽樣 3800 人進行問
卷。問卷分析結果顯示，苗栗縣國中學生
第一次吸菸的年齡，男生大多在 10 歲到
14 歲，佔 58.9%，女生則大多在 11 歲到
14 歲，佔 55.5%，吸菸年齡有逐年下降的
趨勢。而令衛生單位憂心的是，羅財樟局
長說，目前還在吸菸的學生比例男生有
15.9%，女生達 8.5%，在國中女生的部分，
比例比全國 5%還要高，值得相關單位重
視。羅局長表示這項問卷非常感謝元培科
苗栗縣衛生局委託本校醫管系進
學技術學院醫管系的協助，這項成果將如
行該縣國中生吸菸行為調查，圖
實的呈現給各相關單位，以持續推動無菸
立者為醫管系徐均宏主任
校園活動。

環衛系參訪友達光電、台積電高科技產業
提供畢業班同學規劃生涯目標與發展
環境工程衛生系
「2005 年生涯規劃週－企業參訪
活動」，本系林澤聖老師與吳南明老師
分別帶領日間部四技與二技應屆畢業
班同學，至高科技產業公司參訪，參觀
其環境管理與廢水處理設施，經由該廠
人員詳細介紹與現場觀摩，可使學生在
課堂上所學之知識融為一體，並對未來
生涯有更進一步的規劃。
吳南明老師率隊參訪台積電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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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技系舉辦「大胃王」比賽
參賽同學狼吞虎嚥 現場熱鬧滾滾
醫事技術系
本系於 12 月 19 日舉辦了一場全校性的「大胃王」比賽，共計有 11 支隊伍
參賽，一隊為 8 人。本次比賽評審標準除了強調飲食速度外，還需要將吃完後的
現場整理乾淨才算真正贏得比賽。各系參加相當踴躍，主辦單位和贊助廠商提供
了相當豐盛且美味的食物，有鍋貼、滷
肉飯、雜糧法國麵包….等等，令人食指
大動。在主辦人宣布比賽開始後，各隊
伍無不卯足全力，不記形象的大吃起
來，在旁的同學加油聲不斷，讓現場的
氣氛相當 high，活動當中周學務長還特
地過來給各隊加油打氣。最後醫技系 1-1
同學以相當驚人的速度領先各隊拿下第
一名，在學生會會長頒發獎品後，為熱
醫技系 1-1 勇奪大胃王比賽冠軍
鬧的活動劃下句點。

餐管系與烘焙社、調酒社同學聯合舉辦聖誕晚會
好吃、好喝又好玩
餐飲管理系
在 12 月 20 日這麼美的聖誕週裡，
餐管系系學會、調酒社和西點烘焙社於
集賢樓地下一樓聯合舉辦聖誕晚會，參
加者規定要穿著制服，制服的種類沒有
限定，無論是上班制服或高中的制服皆
可，而女生則規定要穿裙子。
舉辦本活動的目的主要是讓社員和
系上學生互相交流，現場備有西點社製
作的 7 種精緻點心，和調酒社精心調製
的 3 種調酒，活動內容包括「吸吸樂」和「紙傳情」
。
「吸吸樂」是 5 個人輪流喝
一大瓶可樂，共分為 5 組，贏的那一組將幫輸的那一組調一杯特調飲料，輸的那
一組要負責輪流喝完。而「紙傳情」是分二隊，二對人馬用嘴巴互傳紙條，傳越
多張就贏了，輸的也是喝特調飲料。現場活動氣氛 Hight 翻天，大家都玩的非常
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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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放射系將於 9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舉行校外實習生回校模擬考，考試地點：
放射二館（階梯教室），考試日程表如下：
考試時間

考試科目

08:50-09:50

醫學物理與輻射安全

10:00-11:00

放射器材學

11:10-12:10

放射診斷原理與技術

13:00-14:00

放射治療原理與技術

14:10-15:10

核子醫學診療原理與技術學

15:20-16:20

基礎醫學

＊生物技術系
賀！生物技術系四技部榮獲本校新生盃合唱比賽冠軍。
＊醫學工程系
賀！本系日四技 1-1 全體同學在鄒國鳳老師指導下，榮獲本校新生盃合唱比
賽亞軍及最佳表演藝術獎。
＊資訊管理系
恭賀本系劉雯瑜老師榮獲雲林縣政府頒發「協助桂林社區營造榮獲台灣省村
里社區服務品質」評獎特優。
＊環境工程衛生系
賀！本系研究所甄試錄取名單如下：
系級/姓名

錄取學校名稱

錄取系所名稱

日二技金珮瑩同學

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規劃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日二技鐘苑慈同學

華梵大學

日四技潘怡芳同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系
一、恭賀本系 4-1 班王安秀同學考取樹
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二、恭賀本系 4-1 班吳立璇同學考取 9
張金融證照。
財金系吳立璇同學(右)考取 9
張金融證照，左為王譯賢老師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碩士班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班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醫技系參訪「署立新竹醫院」 提昇同學實務知能
醫事技術系/四技一年級
為促進班上同學在課程學習上的瞭解，系上特別規劃於 12 月 28 日由班導師
帶領四技一年級全班同學至醫院參觀，同學們都很興奮的期待這天來臨。當天四
技一年級兩班共 100 名的同學在事先的安排規劃下浩浩蕩蕩的出發，前往署立新
竹醫院檢驗科參觀。在署立新竹醫院檢驗科陳乙順組長的帶領之下，我們分組參
觀了門診檢驗室、血液室、細菌室、血清免疫室、生化室、特殊檢驗室…等科室，
在聽完各科室的簡報瞭解其工作項目及流程後，陳組長也一一介紹醫院使用之儀
器，讓我們大開眼界，對於醫院工作真是又期待又害怕。
因為我們尚有許多專業科目未曾學習過，故參訪過程中部分專有名詞是我們
從未聽過的，不過陳組長對於我們所提出的疑問皆予以詳細的說明及解釋來讓我
們瞭解，又因陳組長是本系校友之故，因此感覺到格外的親切。對於此行我們都
帶著滿滿的收穫離開，並決定現在開始要好好努力，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識，滿心
期待醫院實習課程的來到。

遇見希望 實現理想
食科系帶領同學規劃職涯 贏在職場起跑點
食品科學系
本系安排應屆畢業同學於 94 年 11 月
25 日參訪位於竹北之美麒食品有限公
司，希望藉由實地參訪學生午餐中央餐
廚，使同學完整瞭解其工作內容與供膳流
程，對本行業之實務面有更深之體會。由
於參訪學生人數眾多，故學生分成三組，
每人先穿上輕便雨衣、鞋套，及戴上口
罩，符合衛生需求後才可分批進入參觀。
參觀路線依其作業流程進行，為：食材驗
食科系同學參訪學生午餐中央餐廚
收→前處理作業，如：洗滌、切塊等→
烹調作業→起鍋配膳分裝→清點數量送至餐車上→出餐至各學校。以上流程須於
早上 6 點開始作業，在 11 點前完成出餐，以利配送。而場內動線規劃良好，機
器設備及各人員也能符合衛生需求，大家都給予極高的評價。
另當天尚安排美麒食品有限公司團膳部王泓升經理主講「團膳介紹暨新鮮人
之職涯規劃」講座，藉由職場上管理人之經驗分享，使同學了解團膳經營模式，
和求職者、求才者的心態及觀點，並更清楚職涯規劃的重要。參訪結束後，同學
皆表示此次參訪獲益良多，有利吸取職場經驗，預先做好個人的職涯規劃。

「新竹好樣就業快樂頌」與「桃竹苗區就業博覽會」圓滿落幕
本校提供多元職訓課程 讓知識與技能起飛
推廣教育中心
本校於 12 月 8 日、17 日參加新竹市「新竹好樣就業快樂頌」及桃園市「飛
躍 2006 年桃竹苗地區就業博覽會」活動，在活動會場內除一般公司徵才及來自
桃竹苗各方好手的成果表演外，尚有本中心學員自製的美味點心成果與多樣化的
職訓資訊提供。本校今年所舉辦之課程有－中餐烹調訓練班、烘焙食品訓練班、
地方小吃訓練班、電腦實務應用訓練班、文書處理及網際網路訓練班、MOS 微
軟國際性認證、甲乙級毒性化學物質訓練班、保母人員訓練班與中西餐衛生講習
課程等。在如此精彩豐富的培訓課程規
劃下，對於想轉職、工作技能不足或生
活所需者，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天空；
更藉由第二專 長的培 養，強化個人優
勢，以因應時勢潮流所趨。整個就業博
覽會的活動過程中，詢問者絡繹不絕，
在本校同仁詳細介紹下，個個皆充滿興
趣並留下聯絡資料以索取後續相關課程
資訊。未來本 中心提 供的終身學習課
程，必定能讓各方人士有最豐盛的收穫。 博覽會現場本校提供多元之職訓資訊

新竹市六校熱音聯合表演 雀躍的音符洋溢風城街頭
課指組
本校熱音社於 94 年 12 月 10 日受邀
參加新竹市六校熱音社聯合表演活動，為
參加此活動，熱音社同學每天勤加練習，
就希望能在當天有特別的表現。活動當天
吸引大批人潮駐足聆聽，而本校熱音社同
學賣力的演出，也博得了在場民眾的掌聲
與喝采。另本校熱音社同學尚於 94 年 12
月 24 日贊助新竹縣華光教養院聖誕平安
溫馨送表演，將元培同學的熱情、愛心由
音樂中傳送出去。

本校熱音社同學演出精湛，
吸引大批人潮駐足聆聽

妙韻美聲滿校園
94 學年度新生盃合唱比賽得獎名單出爐
課指組
為了讓本校新生同學發揮團體默契、團隊精神以及演唱藝術，以增進各系同
學間之凝聚力，且讓本校校歌年年傳唱，特舉辦新生盃合唱比賽，而此合唱比賽
已成為本校特色活動之一。本學年度之合唱比賽已於 94 年 12 月 22 日假光禧樓
順利舉辦完畢，得獎名單臚列如下：冠軍：生物技術系、亞軍：醫學工程系、季
軍：食品科學系、最佳團體精神獎：餐飲管理系、最佳表演藝術獎：醫學工程系、
最佳指揮獎：護理系。

新生盃合唱比賽展現各系特色與團隊精神

元培、玄奘兩校聯合聖誕舞會
熱舞齊狂歡 動感迎佳節
課指組
今年度本校學生自治會與玄奘大學
舉辦聯合聖誕舞會，於 94 年 12 月 21 日
假玄奘大學元享堂熱鬧展開。本次活動
凡兩校同學憑學生證即可免費入場，當
天本校同學參與熱烈，展現豐沛的熱情
與活力，課指組張意珠組長亦至現場和
同學一起 High 翻天。

本校張組長（左二）至現場和同學同樂

本校各社團積極參與教育部、青輔會志工活動
94 年度即承辦 14 項志願服務活動
課指組
本校各社團善加利用專長及熱忱，積極參與教育部或青輔會志工活動，於
94 年度即有 14 項志願服務活動之辦理，詳列如下：
社團帶動中小學發展活動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負責同學

指導老師

執行期間

Power 快樂排球營

排球社

劉文鈞

蔡國權老師

94.3~94.11

資訊服務社

余淑惠

廖國雄老師

94.3~94.12

資訊服務社

鐘侑庭

張世鵬老師

94.3~94.12

資訊服務社

鄧立忠

劉宇陽老師

94.3~94.12

生活保健營

惠群社/
保健社

黃亦聖

王海龍老師

94.3~94.12

喬丹快樂籃球營

籃球社

吳姿縈/黃心如

薛淑琳老師

94.3~94.11

指導老師

執行期間

張意珠老師

94.1~94.12

負責同學

指導老師

執行期間

戴志遠

吳南明老師
陳文欽老師

94.3~94.10

社區資訊建置－
楊明國中
社區資訊建置－
楊梅國中
夢想的翅膀－
南庄賽夏天使

教育部獎助活動
計畫名稱
大家一起來哈客

承辦社團

負責同學

醫務管理系學會/
黃信鈞/李湘如
學生自治會

大專生推動環保活動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環保先鋒隊－大專生 環境工程衛生系
推動環保行動計劃
學會
教育部學產基金—青年參與志願服務活動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指導老師/
負責同學

執行期間

桂林社區總體營造系統建置

資管系下鄉服務隊

劉雯瑜老師

94.1~94.6

賽夏語多媒體教學

資訊服務社

劉宇陽老師
鄧立忠同學

94.7~94.11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指導老師/
負責同學

執行期間

野趣桂林育樂營

資管系下鄉服務隊

劉雯瑜老師

94.1~94.3

2005 環保教育與雙語體驗營

環境工程衛生系學會

94 夏令健康生活趣味營

惠群社/保健社

94 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
羽球教學營

羽球社

吳南明老師
戴志遠同學
張靜嫺老師
黃亦聖同學
林文傑老師
王偉權同學

94.7~94.9
94.7~94.9
94.7~94.9

校內近期各項課程活動 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參與
推廣教育中心
活動名稱

執行期間

協辦單位

校內學分班

94/09/12-95/01/20

各系

營養實習學分班

94/09/12-95/01/20

食科系

台安醫院護理學分班

94/09/14-95/01/13

護理系

台安醫院醫管學分班

94/09/14-95/01/13

醫管系

振興醫院學分班

94/09/19-95/01/20

護理系

馬偕醫院護理學分班

94/09/19-95/01/20

護理系

在校生丙級專案技能檢定－中餐烹調/烘焙食品 95/01/09-95/07/31

餐管系
學輔中心

活動名稱

教師輔導工作坊

活動內容
時間：1 月 12 日（星期四）AM9:00~12:00
講題：校園性騷擾及性侵害相關概念及處理程序
講師：黃囇莉教授/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地點：本校光恩樓六樓 N607 討論室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輔導知 時間：1 月 18 日（星期三）PM1:20~4:50
能研習
地點：本校光恩樓國際會議廳
訓輔人員經驗交流活動暨歲末 時間：1 月 19 日（星期四）AM8:30~PM5:30
聯歡活動
地點：三峽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圖書館海報設計比賽得獎名單出爐
作品展示於光暉大樓一樓 歡迎同學前往欣賞
圖書館
圖書館舉辦之海報設計比賽已圓滿結束，獲獎名單如下。本次比賽由本館劉
館長、通識中心嚴智宏老師及國文組葉錦霞老師擔任評審工作，感謝他們的精心
評審。本館於 12 月 28 日起於光暉大樓一樓展出 12 位同學的作品，歡迎同學前
往欣賞。
名次

系別/得獎者

獎勵金

第一名

資管系 林芳祺

2500 元

第二名

護理系 林婉婷

2000 元

第三名

放射系 曾安邦

1500 元

佳

作

醫管系 賴詩芳

500 元

佳

作

餐管系 翁麗雯

500 元

第一名作品

第二名作品

第三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