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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有子初長成
本校為 900 餘學子舉行感恩成年禮 典禮古雅隆重
課指組
本校丙戌年成年禮暨第 12 屆元培模範青年表揚已於 95 年 3 月 29 日青年節
當天假光禧樓綜合大禮堂圓滿完成，四技一年級 900 餘位學生在隆重的古禮中，
正式進入人生旅程的另一階段，當天新竹市教育局蔣局長偉民亦親自到校祝賀。
典禮由主禮人－林校長進財率全體師生上香祭祖、讀祝告文、飲成年酒到行
感恩禮，整個流程皆依循古禮，氣氛古雅隆重。林校長進財表示，成年禮是元培
著重的全人教育的傳統之一，他期盼藉此加強同學對成年的心理準備與認知，並
培養感恩的情懷與責任感。
第 12 屆元培模範青年代表呂韶旻同學也勉勵學弟妹們，在校期間多參與社
團、課外活動及各項比賽，這能充實及多彩在元培的日子，最後她以「今天我踏
入元培，以元培為榮，他日元培將以我為榮」來勉勵學弟妹們。
當天新竹市振道有限電視台及自由時報記者全程參與及採訪，並於 95 年 3
月 30 日自由時報新竹版報導刊出本校成年禮之活動。

成年禮活動現場盛大隆重

校長率全體師生上香祭祖

學生代表讀祝告文

校長與本屆元培模範青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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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民生學院院長蒞校參訪
雙方締結合作夥伴關係 建立長期實質交流機制
研發處
在春暖花開的 3 月間，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民生
學院院長 Dr. David Andrews 以及人類營養學系主任 Dr. Mark Failla 遠渡重洋，蒞
臨本校參訪，並簽約締結夥伴關係。簽約儀式中， Dr. Andrews 先針對地球村子
民如何相互學習、攜手並進發表演說。隨後 Dr. Failla 亦發表演說。基於營養學
專家的觀點，Dr. Failla 特別推崇華人「食補重於藥補」的觀念，對於日後雙方合
作研究提出希望與願景。
本校創校至今有 42 年歷史，在醫事技術的教育上不遺餘力，以提昇國人健
康保健的知識。俄亥俄州立大學在美國享有很高的聲望，而民生學院與本校健康
科學學群在學術研究及教學內容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這次經由本校健康科學學
群總召集人黃永勝教授的大力媒合，促成締結夥伴關係，為本校歷史添上新的一
頁。期盼透過這次的結盟，兩校師生共同研究交流、舉辦學術研討會、選送優秀
學生進修，以拓展視野，推動教育國際化。

本校與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簽約締結合作夥伴關係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Dr. David Andrews 及 Dr. Mark Failla
參觀本校護理系示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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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野山高中蒞臨本校參訪
兩校社團同學經驗交流 現場互動熱絡
課指組
日本高野山高中於 3 月 23 日蒞臨本校參訪，兩校簽約結盟合作，而本校社
團包括日本文化研究社、熱音社、國樂社及熱舞社同學，熱情邀請日本高野山高
中同學至本校集賢樓 B1 活動廣場參觀，以加強兩校社團之經驗交流，參觀活動
多元有趣，現場氣氛熱烈活潑。

本校社團同學與日本高野山高中交流活動多元有趣

校長、副校長率本校同仁參訪壢新醫院
厚植夥伴情誼 加強產學合作
研發處
95 年 3 月 15 日下午，校長、副校長帶領本校放射技術系黃文濤主任、醫務
管理系徐均宏主任、醫事技術系周瑞玲老師、護理系黃惠芬老師及研發處同仁前
往中壢壢新醫院參訪。壢新醫院為本校建教合作夥伴，座談會中除感謝醫院提供
本校學生實習、本校校友就業外，亦就雙方如何促進學術交流、產學合作等議題
作深入的探討。

校長、副校長率本校同仁赴中壢壢新醫院參訪，與該院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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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2-93 年度服務獎章名單
人事室
92、93 年度服務獎章計有林阿成老師等 20 人
92 年度
二等服務獎章：林阿成、傅淑媛、張意珠
三等服務獎章：駱詩富、林文傑、白瑞聰、石鳳城、陳明彥、廖國雄、徐一瑱、
黃美瑜、傅祖勳
93 年度
一等服務獎章：林進財
二等服務獎章：陳立台
三等服務獎章：王愛義、溫小娟、林昀蓉、張威國、劉建功、張秋萍

92 年度二等三等服務獎章頒獎

93 年度二等三等服務獎章頒獎

「葶園咖啡簡餐」將於本校光恩大樓開幕
提供本校師生優質的餐飲服務
總務處
從 95 年 4 月中起，
「葶園咖啡」將於本校光恩大樓一樓成立元培咖啡簡餐館，
為全校師生提供健康簡餐、焗烤、三明治、鬆餅、休閒咖啡、英式奶茶、巧克力
飲品、花茶、果汁等。
「葶園咖啡」多年來堅持餐飲業是「良心事業」之信念。因為飲食之品質關
係著消費者之健康，除了堅持百分之百新鮮品質，並將以物美價廉的原則為全校
師生提供更多的服務。
元培館正式營運後，本館將竭盡全力，透過優良的餐飲品質，關懷服務全校
師生，並期待全校師生的光臨惠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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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國際學習村的一扇大門
本校承辦「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烘焙科」成果斐然
推廣教育中心
僑委會為整合運用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強化海外僑民服務工作，協助解決海
外發展困難；加強宣揚中華文化，鼓勵海外僑胞落地生根，融入當地主流社會，
並透過聯繫溝通凝聚僑心，進而結合海內外力量，特會同教育部辦理「海外青年
技術訓練班」。
本校餐飲管理系為「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的同學們量身設計了充實且實用
的訓練課程─烘焙科，今年本校海青班報到率高居全台灣海青班承辦單位之冠，
為本校的餐飲管理系的實力做了最佳的證明。來自於馬來西亞的 35 位同學於 3
月 1 日開訓，課程的內容融合了學科的餐飲文化與術科的實際操作，同學們的學
習概況為何？從每週的成果展現，即可知曉，那就是豐富且充滿學習的熱量。
3 月 17 日全球留台校友會的會長們蒞臨本校參訪，藉由精彩的學校介紹及
實地觀摩海青班的同學們烘焙技術實作後，讓除了馬來西亞的其他國家的會長們
無不憾恨未推荐其國家之學生來本校學習這精緻的課程。攜著剛出爐的餐點與笑
意，會長們揮著手，在大聲說著：「明年見」的同時，我們可以更肯定藉著開啟
這一扇學習的窗口與成長的天空，未來的國際學習村一定會在本校綻放光芒。

校長、副校長、全球留台校友會會長們與海青班同學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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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期考試總表 敬請同學注意配合
課務組
期
別

期
中
考

畢
業
班
期
末
考

部別、學制

考試科目

日間部所有學制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進修部所有學制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進修專校
及進修學院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日間部所有學制
畢業班級

進修部在職班
所有學制畢業班
級
進修部在職（專）
班【含日間班及
假日班】

日間部所有學制

備註

考試日期

95/4/17-21
（隨堂考試） 1.請同學由元培網頁→元培個人資
訊入口→學生資訊系統→課程討
95/4/17-23
論區系統登入查看期中評量方式。
（隨堂考試）
2.如有特殊情況得提前考試或交書
95/4/17-22
面報告者，期中考週照常上課。
（隨堂考試）

實驗、實習等
術科考試

95/5/22-26 ※有關隨班重修或選修科目：
（集中排考） 1. 請 依 該 科 目 期 末 考 日 期 準 時 應
95/5/15-19
考，不得要求提前考。
（隨堂考試） 2.畢業考考試時間與其他課程上課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95/5/22-27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等
術科考試

95/5/15-20
（隨堂考試）

通識、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

筆試、上機考
、上台報告者

95/5/22-28
（隨堂考試）

生可由授課教師於畢業考週自行

必修及選修正課

95/6/19-23
（集中排考）

必修及選修正課

時間衝堂者，其課程可請公假。
※有關通識課程【含基礎通識、核心
科學、史地類】，學院部應屆畢業
安排考試。

實驗、實習、體育
95/6/12-16
等術科考試
（隨堂考試）
(含上機考)及軍訓

95/6/19-24
在
必修及選修正課
（集中排考）
校 進修部二專、二
實驗、實習、體育
95/6/12-17
生 技及四技在職班
等術科考試
（隨堂考試）
期
(含上機考)及軍訓
末 進修部在職（專）
筆試、上機考
95/6/19-25
交書面報告者，照常上課。
考 班【含日間班及
、上台報告者
（隨堂考試）
假日班】
進修專校
及
進修學院

必修及選修正課

95/6/19-24
（集中排考）

實驗、實習、體育
95/6/12-17
等術科考試
（隨堂考試）
(含上機考)及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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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圖書館活動滿檔 好康等你來拿
圖書館
活動名稱

活動辦法

閱讀護照

【集點換贈品或禮券】這麼好的事那裡找？
答案就在圖書館。
借書、喝咖啡、讀小說寫心得、認識元培歷史，你就可以
把精美贈品或禮券帶回家。
快到圖書館服務台領取閱讀護照，參加集點大放送。

閱讀達人

閱讀是一種樂趣、一種習慣、更是一種美好的校園文化。
讓我們分享您的閱讀經驗，引領更多的「悅讀人」。
「閱讀達人」等您來做。

晨光咖啡閱讀

每週三上午，圖書館給您一段書香與咖啡香的晨光序曲，
歡迎舊雨新知悠然品味美好的人生。

參觀校史室

身為元培人不可不知元培事。
想了解元培的創校、建校的歷程嗎？
來一趟光暉七樓我們給您答案。

世界健康日～社區志工健康聯誼
傳承分享志工服務經驗
健康管理中心、香山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為慰勞社區服務志工們平日的辛勞以及促進社區之交流，本中心特於 3 月
28 日帶領志工群至陽明山國家公園及擎天岡登山健行，除了達到健身之目的
外，更於活動中安排了志工服務經驗分享，讓志工們分享這幾年的服務心得，促
進了社區之間的交流聯誼，本次活動共計 40 名志工參加。

志工們至擎天岡之合影

大家不只爬山還要涉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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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及學生實習前體檢 為本校師生健康把關
健康管理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於 2 月 21~23 日辦理教職員及學生實習前健康檢查，共計有
283 位教職員及 394 位學生參加本次體檢，檢查結果報告已於 3 月 15 日發放完
畢，在此感謝所有的受檢人員全力配合以及工作人員的協助，使得本次活動圓滿
完成。

工作人員為受檢者做血壓測量

工作人員為受檢者抽血

本校赴新竹靖廬收容中心辦理 CPR 訓練課程
為推廣社區急救教育盡心力
衛保組
本校衛保組於 95 年 3 月 14、16、21 日下午 13:30~17:00 分三場次，帶領本
校急救教練群劉琦琪、陳施妮、陳優俐、許方、蕭伊婷、王鈺淳、李怡慧老師，
假新竹靖廬收容中心(大陸地區人民新竹收容中心)辦理社區急救教育推廣活
動，課程內容為心肺復甦術訓練及異物哽塞處理。總計參加本次訓練人數共 131
名，受訓人員皆為收容中心內之管理人員。由於本校教練講解生動，受訓學員皆
認真聽講學習，紛紛表示獲益良多。

新竹靖廬收容中心管理人員認真聽講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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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賀！本校食品科學系何素珍、詹鴻得教師升等副教授。
＊研發處
教育部主辦，馬偕護專承辦之「健康台灣 2006：醫護及健康管理產學論壇
技專校院創新研發大展」本校為協辦單位，為醫工器材組召集學校之一，活動分
為 4 個項目：(1)醫護產學論壇(5 月 18、19 日)；(2)創新研發大展(5 月 18、19 日)：
分為健康食品及美容、照護服務、健康管理、醫工器材四類；(3)學生創新競賽(含
創新獎及企業命題組獎)；報名時間延至 4 月 20 日，請各系師生踴躍參加。
＊綜合業務組
本校依教育部來函指示，於 95 學年度專案外加研究所招生名額，提供高職
教師進修，本校計有 2 個名額，分別為經營管理及生物技術研究所各 1 名，歡迎
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教師報考。相關規定可洽詢本組或至本校首頁下載簡章，
網址為：http://web.yust.edu.tw/board/board1/Detail.asp?TitleID=1550。
＊生活輔導組
一、學生生活輔導宣導資料：卡奴背負龐大卡債，遭追討後尋短事件層出不窮；
請謹慎使用信用卡／現金卡，並勿為他人信用背書。遇問題可向生輔組、軍
訓室反應協助處理。另行政院金管會為協助民眾處理卡債問題，已設立「卡
債協商」
、
「不當討債檢舉」
，免費協助民眾與銀行解決欠債問題。
「卡債協商
申訴專線」電話 0800869899，受理民眾卡債協商機制的申訴及諮詢。
二、本校圖資暨生技大樓施工期間，校內實施人車分道，車輛請走東側門，請大
家共同遵守，以策安全。
＊課指組
一、本校 94 學年度學生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已於 95 年 3 月 15 日晚間召開完畢，
感謝各位師長指導及協助。
二、本校第 3 屆校園歌唱大賽初賽訂於 95 年 3 月 28 日晚間，假集賢樓 B1 廣場
舉辮完畢，報名參加同學多達 90 人。同學表現均非常優異，讓評審們絞盡
腦汁，好不容易才選出前 15 名同學，將於 95 年 4 月 10 日進入決賽。
三、本校丙戌年成年禮暨第 12 屆元培青年表揚及已於 95 年 3 月 29 日舉辦完畢，
當天除了表揚本校當選之元培青年，還以溫馨感人舉辦成年禮活動，祝賀四
技一年級同學成年懂事，未來一切順遂。
＊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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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人人有責，請使用正版軟體，請勿非法下載軟體、音樂、
書籍、圖片等，以免觸犯法網。智慧財產權相關網站：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edu.tw/)/教育資源共享/尊重網路智財權/。
＊健康中心
本中心強力徵求社區服務志工！你有滿腹的熱誠無處發揮嗎？請加入我們
社區服務志工的行列！有許多的社區活動期待您的加入，還有志工服務手冊可累
積服務時數喔！欲報名者請洽健康管理中心高小姐或撥打分機 2248。
＊體育室
為維護健身房使用場地清潔及器材設備保養需要，自本學期開始，得酌收場
地清潔費，本校健身房收費標準如下：
收費對象

學年運動卡

學期運動卡

學生

800 元

500 元

教職員工

1000 元

700 元

教職員工生眷屬及校友

1200 元

800 元

零售卡（十次）

每張 200 元

社區民眾
2500 元
1800 元
健身房開放時間暫訂自上午 08：00 至晚上 20：00 止。寒暑假時間另訂之。

推廣教育中心近期活動預告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協助單位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95/04/22-95/04/23

外文組

乙級毒化物班

95/04/23-95/05/14

環衛系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95/04/26-95/04/26

電算中心

照顧服務員總複習班(一)

95/05/06-95/06/10

護理系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

95/05/13-95/05/13

外文組

照顧服務員總複習班(二)

95/05/13-95/06/11

護理系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95/05/17-95/05/17

電算中心

甲級毒化物班

95/06/03-95/07/01

環衛系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95/06/24-95/06/24

外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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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實務講座 教您如何創意「玩行銷」
從“4P”到“4C” 開啟同學行銷新思維
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
本系所於3月2日(四)下午1:00~4:00，於本校舉辦管理實務講座「玩行銷」，
圓滿完成。經管所許所長特別邀請台灣斯沃琪瑞有限公司(Swatch Group)行銷副
理鄭喬勻小姐，蒞臨本校經營管理研究所專用教室（光恩樓六樓）展開熱烈的管
理實務講座，使學生瞭解公關與廣告行業的內容與接觸的事務。
鄭副理先從行銷4P：產品、價格、通路、促銷等帶領到現在時代的4C，4C
包含消費者(Consumer)、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t)、溝通(Communicate)，好
的公關人要有很好的溝通技巧，才能傳達新上市產品的訊息。鄭副理告訴我門要
怎麼樣來玩行銷，行銷是以創意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企業品牌的提升、知名度、
業績，創意是天馬行空的，它是知識跟經驗的累積，創意是行銷非常重要的一環。
行銷可以Copy？可以，但是要用自己的方式來修改，例如：7-11領先推出Hello
Kitty磁鐵，接著全家便利商店依樣畫葫蘆推出MSN心情磁鐵。公關跟廣告有什
麼不一樣，他們兩個都是行銷，都是4P中的促銷，而真正的差別在於無料跟有料，
無料是指不用付費，有料是只要付費的，例如：廣告就是有料，廣告是要付錢的，
貴的有道理，因為他可以掌控要登在那家報紙、那個版面。公關是站在新聞的角
度來報導，是不用付錢的，只要有新聞角度就不用付費，像林志玲摔馬的新聞就
不用付錢，因為很有新聞價值而且她是第一名模。
當然，鄭副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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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與廣告行業之思考模式。歡樂時光總是過的特別快，感謝鄭副理遠道而來，帶
來新知與個人心路歷程，亦感謝同學熱情參與，讓此活動圓滿落幕。

鄭副理、許所長與經管所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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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未來職場趨勢 強化學子就業競爭力
企業管理系推動考照率成果豐碩
企業管理系
本系獲得 93 學年度考取專業證照全校比賽第 3
名，獲頒獎金 10 萬元；已於 3 月 15 日利用系週會時
間集合系上師生，頒發獎金、獎狀給考取證照之學生，
並在會上宣導擁有專業證照對未來就業的益處。藉此
佳機除了獎勵學生的努力成果，更有益同儕間彼此良
性的競爭，獲獎同學共有 105 位，證照張數目前計有
181 張。
企管系許碧芳所長頒獎鼓勵考取證照的同學

財務金融系開設證照相關課程

協助同學輕鬆取得證照
財務金融系

為推廣學生考照，本系開設以下相關之證照課程，以鼓勵學生們多多考取證
照，也歡迎對此有興趣的同學們到本系來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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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專題講座預告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專題講座
醫事技術系
日期

時間

演講者／服務機構及職稱

演講主題

演講地點

3 月 22 日

13：00~
15：00

張益銍
現代生化分子檢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檢驗生
驗趨勢
物技術學系專任講師

光禧樓
K109 教室

4 月 19 日

13：00~
15：00

林克亮
免疫分子診斷應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
用
生物技術學系專任副教授

光禧樓
K109 教室

5 月 17 日

13：00~
15：00

吳俊忠
微生物分子檢驗
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
發展
術系專任教授

光禧樓
K109 教室

◎醫務管理系專題講座
醫務管理系
本系很榮幸地邀請到目前擔任國民健康局研究員吳聖良博士蒞臨本校，分享
他目前指導許多醫院進行實務研究的經驗與研究方法的運用心得。吳博士指導的
研究主題包含護理、醫學、醫技等面向，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此次研習。
日期

時間

4 月 19 日

演講者／服務機構及職稱

演講主題

吳聖良博士
現職：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研
醫院實務研究方
3:10-5:00 究員
法與資料介紹
學歷：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
生博士

演講地點

光暉二樓
會議室

◎95 年度教育部提升技專校院學生外語能力演講
外文組
時間

主題/主講人

地點

95//04/06（四）
上午 10 至 12 時

「如何有效又有趣的學習語文:
The Power of Reading」
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系/李思穎教授

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

95/04/24（一）
下午 03 至 05 時

談學習英文文法的策略與技巧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謝國平教授

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

95/05/16（二）
上午 10 至 12 時(暫定)

如何用詞典增強英文寫作能力
東吳大學英文系/曾泰元副教授

光恩大樓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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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教育部提升技職院校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一）
外文組
本組已於 3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10:00-12:00 假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提升
技職院校學生外語能力系列演講活動。會中邀請到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鄭恆雄教
授進行演講，講題為「如何應用網路及多媒體以綜合訓練英文聽講讀寫四種能
力」。本演講針對如何應用網路及多媒體材料以綜合訓練英文聽、講、讀、寫能
力，提出一些具體的理論架構及方法，並提供一些網站及多媒體材料以供教學之
參考。
在台灣，英文教學通常以閱讀為主，寫作次之，聽、講則所佔時間甚少。另
外一個問題是，四種英文能力往往未能綜合訓練，以致於許多台灣人雖然學了將
近十年英文，遇到需要聽、講、讀、寫並用的情況，常常張口結舌，手足無措。
在實際使用英文時，通常不限於一種能力。例如聽英語演講時，不僅耳朵要聽，
手也要記下重點，眼睛要看講義，演講完了更要發問以與演講人交換意見。參加
國際會議時，更是如此。能做到眼、耳、手、口四到，才能充足溝通，無所滯礙。
自從溝通教學法廣為語言教師使用以後，最近發展出了一些更為具體的語言教學
理論，如「完整語言教學法」(Whole Language Approach)、「內容為主教學法」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語言文化融合教學法」(Tapestry Approach) 、
「學生
為主教學法」(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
「問題解決教學法」(Problem-Solving
Approach)等。這些新教學法都強調聽、講、讀、寫四種能力綜合訓練，以學生
為主，語言與文化融合，重視內容，並訓練學生合作學習，發揮創造性，以兩人
為一對，或以數人為一組，互相討論，解決問題。
本人根據上述這些語言教學法，並採用網路及多媒體材料，從 2002 年開始，
在台灣大學教授「英文聽、講、讀、寫綜合訓練」一課，每學期收二十名學生，
甚受學生歡迎。本演講將討論本人如何應用網路及多媒體材料以設計聽、講、讀、
寫之各種練習，讓學生有充分自由選擇有趣之英文材料，激發學生之創造力，在
愉快的氣氛中，互相合作解決問題，綜合學習英文聽、講、讀、寫四種能力。同
時，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英文詞彙也隨之增加許多。

台大外文系教授鄭恆雄教授演講情形

鄭恆雄教授與本校師生於會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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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的音樂饗宴
5 月 22 日舉辦「雷敏宏鋼琴獨奏會」 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中心將於 9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假本校光禧樓地下一樓會議室舉
辦「雷敏宏鋼琴獨奏會」。
演出者雷敏宏助理教授於阿根廷、德國及美國接受極嚴謹之專業音樂訓練，
演出足跡遍及亞洲、歐洲、北美洲及南美洲，所合作過之樂團包括德國斯徒嘉特
愛樂管絃樂團等職業樂團，於所到之處皆獲得極高之專業評價。雷教授為國家音
樂廳展演之國家級演奏者，屆時必會為本校師生帶來一場國家級的音樂饗宴。

為中華傳統經典注入新生命
國文組傅武光教授校外「四書與人生」講座迴響熱烈
國文組
國文組召集人傅武光教授應「褒忠客家漢學研究會」之邀請，於 3 月 10 日及 17
日新埔鎮褒忠義民廟漢學講堂主講「四書與人生」講座，傅教授以流利的客家語
闡述「孔孟的法律思想」與「孔孟學說的平等精神」，參與者非常踴躍，有八十
幾歲的老會員好學不倦，或有從台北石牌不遠千里而來聆聽者，現場互動熱絡，
拉近孔孟聖賢與現代人的時空距離，為發揚傳統經典的現代化注入新生命。

系所活動視窗
＊放射技術系
賀！第二屆大放盃比賽（全國共九所學校放射系參與，地點：中國醫藥大
學），本系參加同學成績表現優異，總計榮獲精神總錦標、羽球－冠軍、女籃－
冠軍、男籃－亞軍、桌球－季軍等獎項。
＊食品科學系
一、恭賀 94 學年度食品科學系莊老師獎學
金得獎同學：日四技 2-1 甘家宜、夜四
技 3-2 郭勝南。
二、新竹市光武國中顏瑞佑老師於 2 月下旬
至 3 月期間前來本校食品科學系借用微
生物學相關設備，指導該校學生製作科

黃永勝教授、林仲聖主任與
該校師生進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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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題目為「認識乳酸菌」與「包材抑菌的迷思」，實驗期間由生技所畢業
生李昇憲及鄭凱暹協助。
＊環境衛生工程系
本系為推動工程科技教育認證，特於 95 年
2 月 16 日假光暉樓文化教室辦理專題演講。本
演講很榮幸地邀請到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系莊清
榮教授主講，其演講主題為「如何申辦工程科技
教育認證」，演講內容包括認證介紹、認證準備
與認證心得分享。
環衛系舉辦「工程科技教育
認證」專題演講情形

＊醫學工程系
醫工系系學會將於 4 月 24 日起舉辦電玩比賽，遊戲名稱為「魔獸三國爭霸
戰」，獲勝者，將有優厚獎金。報名方式請洽詢醫工系學會，歡迎本校師生踴躍
參加！
＊資訊工程系
本系系助理顏麗真小姐於 3 月 8 日於竹北東元醫院產下一子，母女均安。在
產假期間（從 3 月 6 日到 4 月 28 日）
，由甲種工讀生郁鈴（本校醫管系日間部四
技四年級學生）接替麗真的工作，為本系學生、教師與各單位服務，謝謝指教！
＊資訊管理系
賀！本系榮獲教育部評鑑一等殊榮，系主任感謝本系教授及所有同學之努力
與奉獻，本系將秉持勝不驕精神持續往前邁進。
＊外文組（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Foreign Languages Division has recently been awarded a research grant of
NTD1,000,000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to conduct a ten-month project
entitled “Creating an All-around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I.”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intended to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ests, contests, training, exercises, and experiments designed by the
Self-learning Center, Oral Training Lab, Writing Clinic, and Face-to-fac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Lab. We encourage al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meaningful
activities so that fruitful results will be yiel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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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元培模範青年當選人
課指組
本校第 12 屆元培青年決選選拔會已於 3 月 21 日假光恩樓會際會議廳舉辦完
成，遴選出本屆 11 名當選同學。並已於 3 月 29 日舉辦之丙戌年成年禮上表揚當
選同學。當選名單如下：

呂韶旻

黃鈞蔚

翁韶遠

鄭鈺錡

林思呈

潘怡芳

四技部
食科系

四技部
資工系

四技部
企管系

五專部
醫檢科

二專部
醫工科

四技部
環衛系

李佳珍

丁健益

林玉珠

呂宛儒

謝馥亘

四技部
財金系

研究所
影醫所

四技部
醫技系

四技部
食科系

四技部
餐管系

元培青年決選選拔會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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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5 年度專案申請計畫多元創新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課指組
一、95 年度「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合作學校

負責
同學

指導
老師

執行期間

上帝的部落－泰雅小
畫家

資訊
服務社

新竹縣
新光國小司
馬庫斯分班

鄧立忠

劉宇陽

95/02/01~
95/10/31

健康.活 潑.飛 躍的翔
羊、奔放的青春、田
徑運動學習營

田徑社

新竹市
新竹國小

黃文宏

甘能斌

95/02/01~
95/10/31

喬丹籃球快樂營

籃球社

新竹市
香山國小

黃心如

薛淑琳

95/02/01~
95/10/31

資訊管理
系學會

新竹市
光武國中

王智緯

廖國雄

95/02/01~
95/10/31

羽球教學與心靈饗宴

羽球社

新竹市
大庄國小

楊宗翰

林文傑

95/02/01~
95/10/31

快打旋風快樂排球營

排球社

新竹市
龍山國小

游季軒

蔡國權

95/02/01~
95/10/31

光武國中校園導覽

二、本校承辦教育部&救國團大專院校 95 年活動
計畫名稱

承辦單位/社團

負責
老師

辦理日期

95 年度熱音熱舞大賽

課指組/熱舞社

鮑筱苑

95/6/10

95 年度羽毛球邀請

課指組/羽毛社

蔡國權

95/11

三、95 年度「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推動青年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計畫名稱

承辦
社團

負責
同學

指導
老師

服務
期程

服務地點
服務對象

劉宇陽

95/2/1~
95/8/31

新竹縣
新光國小
司馬庫斯分班

上半年度
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
族語教學遊戲建置活動

資訊服務社

鄧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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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5 年度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期營隊活動
計畫名稱

承辦社團

負責同學

指導老師

寒假營隊
醫學昆蟲營

醫事技術系學會

陳優俐

林鶯熹

五、95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辦理公民教育活動」
活動名稱

承辦社團

指導老師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會－重觀童話與電
影，跳出性別的藩籬

IF 義輔社

學輔中心
賴哲民主任

學生自治會

課指組
張意珠組長

生命教育研習會－尊重、關懷、愛

「社團幹部訓練研習營」圓滿完成
同學熱情如火 無畏天氣冷颼颼
課指組
94 學年度本校寒假社團及系學會幹部訓練研習營已於 95 年 2 月 25、26 日，
假新竹縣萬瑞森林遊區舉辦完畢，感謝各位師長之支持。活動的那兩天天氣非常
的寒冷，但社團及海青班的同學們卻都個個熱情如火，報名參加人員約 100 人，
參與踴躍。

「社團幹部訓練研習營」同學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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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研討與感性對話的交融
歡迎師生踴躍報名參加學輔中心活動
學輔中心
一、資源教室期初工作會報
教育部非常重視每位身心障礙學生，所以
在各大學設立「資源教室」，與學校各單位共
同合作，協助身障生適應大學課程及環境，順
利完成學業。學輔中心特於 95 年 3 月 7 日舉
辦資源教室期初工作會報，讓與會教師及學生
瞭解資源教室本學期的活動及服務項目。
「資源教室期初工作會報」學生聽講情形
二、活動預告
1.學生成長團體：
主題：兩性關係成長團體
時間：95/04/26~95/06/07 每週三晚上 6:00-8:00
地點：學輔中心團輔室
對象：想要在兩性關係方面有所成長的同學
場次
1
2
3
4
5
6

日期/時間
95.04.26(三)
18:00-20:00
95.05.03(三)
18:00-20:00
95.05.10(三)
18:00-20:00
95.05.17(三)
18:00-20:00
95.05.24(三)
18:00-20:00
95.06.07(三)
18:00-20:00

主題
關於一切的起點
終於遇見自己
在自己與他（她）之間
學會做自己，愛自己
幸福的選擇
句號、問號、還是驚嘆號

講師
梁美玉老師
催眠師/NLP
訓練師

地點
學輔中心
團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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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別平等學生海報比賽：
比賽期間

比賽主題

對象

活動方式

截止日期

95/04/01 至 性 別 相 關 議 題 全校學生 請以壁報紙半開格式自
由創作，若以電腦軟體創
95/04/30 （如：兩性交往、
性別特質、同性之
作請加付電子檔。報名表
愛、婚姻家庭等）
請至學生輔導中心余珮
雯輔導員（分機 2242）來
索取。經審查後，將選出
若干獎項，並以獎金與獎
品方式鼓勵獲獎同學。得
獎作品將公佈在校內公
布欄與學輔網站，並列入
學輔中心工作成果報告
手冊內容之一。

95/04/30

3.公民訓練活動--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會：
主題：重觀童話與電影，跳出性別的藩籬
對象：元培、明新、大華及玄奘等校學生預計 80 名
主 題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1.開幕式
男女大不同
男人花心？女人挑剔？
2.專題演講（一）：
婚前性行為究竟是好還
認識兩性：火星人與金星人 是不好？
的差異
男女配對遊戲
如何追求異性
兩性難題解惑
95.05.06(六)
你瞭解同志嗎？
如果你是同志……
3.專題演講（二）：
台灣社會中的同志
認識同志：同志就在你身邊 同志常遭遇的問題
同志的刻板印象
同志的愛與性
4.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請至學生輔導中心向余珮雯輔導員報名（分機 2242）

地點
光禧樓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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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海外參訪之旅
體驗歐洲美食文化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餐飲管理系
本系同學期待已久的海外參訪課程於 3 月 16 日～3 月 29 日展開，本次參訪
國家為德、法、瑞、義四國，主要是希望讓學生能實際體驗歐洲國家在餐飲文化、
旅館經營和觀光旅遊事業上的發展，以及歐洲當地世界知名的特產如葡萄酒、巧
克力、乳酪等食品之製造過程及特色，並了解歐洲餐飲學校的教學理念與方式，
以拓展學生的視野與世界觀。
3 月 16 日當天同學即搭乘中華航空直飛法蘭克福，一路直達目的地，首先
造訪的是德國最古老與最著名的大學程－海德堡。並安排至巴黎搭乘「塞納河遊
船」，欣賞花都兩岸風光、建築，並登上著名的「艾菲爾鐵塔第二層」俯瞰巴黎
絕美景緻。而後到了法國，參觀法國最著名的「羅浮宮」與「凡爾賽宮」，中文
導遊為學生們做最專業之導覽與解說，驚豔絕世藝術之旅將是此行文化與藝術最
大收獲之一。而法國香檳區酒廠「MERCIER」更是餐管系同學不可缺的行程，
可讓學生們深入了解香檳的製造過程並品嘗香檳。同時尚安排參觀著名的高檔法
國「FAUCHON 美食舖」及「HERDRID 美食鋪」，最後則搭乘歐洲最著名、世
界最快的「Ｔ．Ｇ．Ｖ」子彈列車，享受法國科技的成就。
隔天抵達瑞士，同學搭乘了世界首創的圓形旋轉 360 度纜車，登上瑞士三大
高峰之一的鐵力士山，白雪暟暟，景緻萬千。隨後參訪瑞士的「GRUYERES 乳
酪工廠」
，與瑞士最著名的與最大的巧克力工場－「巧克力工場」
，並安排參訪瑞
士最有聲望的酒店管理學校之一的 LES ROCHES「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
，讓同
學們藉此難得的經驗了解瑞士世界知名的餐飲管理水準其來有自，並了解瑞士旅
館學校之教學。此外還安排同學參觀「芥茉工廠」。
行程最後一站到了義大利，主要安排一些流行購物景點，包括巴黎老佛爺百
貨、米蘭、維諾那、佛羅倫斯、羅馬西
班牙台階等、文學大師莎士比亞筆下羅
蜜歐與茱麗葉的故鄉－維洛娜。並參觀
義 大 利 著 名 之 「 巴 薩 米 可 醋 廠 」、
「CHIANTI 酒莊」，讓您深入了解其製
造並品嚐美酒。全程皆安排美式早餐，
餐食安排特別以當地主要特色與中餐交
互使用，讓學生們可品嘗到各地不同風
味餐。此趟旅程，讓同學見識不同的餐
飲文化，增廣同學的見聞。

餐管系同學於巴黎鐵塔前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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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元培的心情點滴～與海青班馬來西亞僑生對話
課指組
訪問日期：95 年 3 月 23 日
訪問地點：學務處課指組辦公室
訪問對象：海青班同學
台灣與馬來西亞的天氣
我覺得到台灣最不能適應的事情就是天氣，台灣的天氣，很冷，才想天氣變
好了，結果隔天寒流來襲，真掃興！而且我們那裡天暗的比較晚，大約是晚上 8
點多，通常我們吃完飯洗完澡，再看個書就剛好 10 點可睡覺，台灣這裡天晚的
很快，不知不覺睡覺的時間變成九點，反而不知道自已要做什麼，也睡不著。
我覺得台灣得天氣比較冷，就算是晴天也比較冷，不像馬來西亞很熱，就算
是晚上比較冷也是涼涼的而已，還有我們那裡只要下超過兩小時的雨就會淹水，
看到鞋子在門口漂，可是元培的水土及排水做的比較好，似乎沒這種問題。
為何到元培
會到元培來是因為馬來西亞與元培是姐妹校，學校都會傳給我們看許多與元
培有關的資訊與影片，一開始對元培的樣子都不知道，但學校給我們申請的機
會，我就立即決定申請到元培來念書。
台灣與馬來西亞的交通
在馬來西亞開車是靠左邊，而且駕駛座是在右邊，但台灣開車卻是在右邊，
剛開始的時候都不太適應，有一次同學要上車，就從左邊開門想坐上駕駛座，後
來體育室楊老師要來開車時，一打開門就看到那個同學，雙方還嚇了一跳呢！還
有一次，我們看到車子在動可是沒有人在右邊的座位開車，嚇了一跳，心裡還想
台灣的科技真發達，不需要駕駛汽車也會自動上路呢！原來台灣的駕駛是在左
邊，但我們的想法是在右邊。
參加元培社團的心得
剛來學校時參加了社團寒假幹部訓練營，去了竹東的山上，那的天氣真是非
常的冷，因為才來台灣不到一星期，根本不知道這的天氣是如此地寒冷，活動非
常的有趣，而天氣也是非常的特別呢！幹訓時有一道菜是「米血糕」，我真是無
法相信，糯米加豬血合成米血糕，竟然可以吃。
台灣與馬來西亞的生活
台灣的馬桶使用後不能將衛生紙丟入馬桶，讓我們感到非常的訝異，我們馬
來西亞的家是使用完後直接丟入的，後來聽其他的學長說是因為沖水的時候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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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把衛生紙沖走，讓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元培的垃圾分類這一點做的很好，我們家鄉都是只有一個垃圾桶，垃
圾丟進去就可以了，有分類就可以減少許多的垃圾我覺得很不錯，但是有時候我
還分不清楚哪個垃圾要丟哪個垃圾桶。
吃的方面，我們是跟學校搭伙，宿舍會有便當，吃的還不錯呢！但是有些同
學由於經費有限，有時候會吃麵包，在台灣我覺得台灣的食物很淡，家鄉那裡比
較重，但是台灣的米粉很有特色，有很多不同的煮法，與馬來西亞的食物不一樣，
我們的食物比較香，有一總類似椰子與辣醬的混合，吃起來有一種香味且味道很
重，因為馬來西亞的食物大部份都是含有椰子。放假時我們去了城隍廟吃小吃，
蚵仔煎還蠻特別且好吃的，可是我覺得臭豆腐不好吃，味道好怪，在這裡我發現
海產類比較少，比較吃不到。還有就是水果，我們馬來西亞的水果最多了，一出
門就可以看到一個水果攤，所賣的水果都非常甜的，有機會請大家也來馬來西亞
玩哦！
放假時也有去台北的陽明山玩，剛好是花季，去賞花還有去看夜景，那裡的
夜景好美喔！而且好大好美哦！
我在元培的日子
我覺得元培的學長學姊都很熱情，比我們想像中還要熱情，像是學長會帶我
們去買東西，去大潤發、家樂福等等。
在元培這段期間我蠻想認識許多台灣的朋友，到台灣各地去看看風景，體驗
不同的鄉土民情程各個地方的特色，像是台北、高雄，也想跟許多朋友聯絡，也
想許多的東西，所以參加了許多的社團。
來到這裡已近一個月了，現在適應的比較好，有參加校際元培盃羽球賽、籃
球賽還有學生會，結交了許多元培的學長姐，也有機會和大家以球會友呢！
我以為我們的課程是實驗課比較多，但沒想到要上的學術科目卻比較多，很
多時候上課，會不小心打瞌睡，因為文化教室的環境及椅子太好坐了！
其實來台灣到現在，有時候會一直很想念家人，想念家鄉的食物、朋友，以
及許多的音樂，所以有時候會一直打電話回家。

本校同學與海青班馬來西亞僑生對話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