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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之光 璀璨再現
本校光宇藝術中心及校史館於 2 月 22 日隆重開幕
林政則市長嘉許本校為新竹地區人文藝術涵養注入新活力
光宇藝術中心
元培科技大學校史館及光宇藝術
中心於 97 年 2 月 22 日隆重開幕，開
幕首展特別邀請李澤藩美術館展出近
四十幅李澤藩大師畫作，為新竹地區
兩大教育家元培科大創校人蔡炳坤，
以及台灣第一代西洋美術畫家李澤藩
的貢獻做見證；新竹市長林政則與許
多教育及藝術界貴賓也熱烈參與。
市長林政則特別贊許本校在新竹
地區的貢獻，除了長期在醫事專業人
才的培育，隨著光宇藝術中心的成立，
五樓校史館開幕儀式合影
將更在人文藝術涵養上注入新活力。
本校林校長致詞時指出，創校人蔡炳坤先生創校歷程十分艱辛，但走過必留下
痕跡，校史館就紀錄了四十三年來元培師生的成長過程與榮耀，從醫專僅有三個科
系到目前三個學院，十五個學系，六個研究所，已經培育了二萬多校友，元培不但
重視學生的專業能力，更重視人文藝術的培養，經過一年多的籌劃終於成立光宇藝
術中心，也希望為地方的藝術涵養盡一份心力。
本校蔡副校長也指出，創校人一直很注重藝術生活，創校後也鼓勵學生要多參
與藝術活動，三十年前，日本ＮＨＫ電視台出版第一套絲路專輯，創校人就從日本
帶回影碟及設備，在學校播放給大家欣賞，讓大家都能感受絲路的美。這次活動非
常感謝李澤藩美術館鼎力相助，讓新竹兩位教育家永恆的光在這裡交會；李澤藩美
術館館長李季眉也特別為現場來賓詳細解說李澤藩先生的畫作及精神，一系列竹塹
山城風采作品，不但見證竹塹歷史古蹟，也描繪了地方人文風采。畫展從即日展出
至 4 月 18 日止，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觀(地點：圖資大樓 5F)，聯絡電話爲：
03-6102353。
未來，光宇藝術中心將持續舉行美術及音樂等藝文活動，除提供學生就近欣賞
各種藝文展覽、表演的機會，培育藝術與人文素養，也可讓學生在此展現其社團活
動成果，並將開放社區民眾參與使用，讓美學在社區生根，也符合元培與社區互動
的一貫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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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則市長及林進財校長接受
各大媒體採訪

校長、副校長、光宇藝術中心黃主任
與參加貴賓合影

促進學術成果交流 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
「第8屆中日韓放射系學術交流研討會」於2月24日假本校盛大舉辦
放射技術系
「臺日韓放射系學術交流研討會」係由臺、日、韓三國放射學會分年輪流主辦，
今年度由本校主辦，除了可增進本校與日、韓兩國大學放射技術系之學術交流外，
並可籍此提升本校國際學術知名度。
本次研討會名稱為「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第41次年會學術研討會暨第8回中日
韓學術交流大會」
，於97年2月24日(星期日)假本校舉辦。當天新竹市政府林政則市長
亦親臨會場致詞，表達對本校主辦國際研討會的支持與鼓勵。
本次研討會議題概括理論與實務兩層面，除了邀請日韓學者發表有關放射師醫
學養成教育，透過專題演講，介紹放射醫學領域之最新研究與論著外，並透過國際
學術研討與經驗交流，提供國內外與會人員對於放射醫學領域之學術交流、技術應
用等主題之最新發展趨勢與臨床應用新知。活動當天包括國內外放射師與國內放射
相關科系教師、研究生等皆踴躍參與。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致贈紀念品
予新竹市林政則市長以表達感謝之意

中、日、韓三國放射學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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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副校長率本校同仁參訪中臺科技大學
雙方透過經驗交流分享 共創教學研究佳績
秘書室
邁向 2008 新的一年，本校有一項新的挑戰：改名科大後第一次科大評鑑即
將到來。面對此大事，本校師生莫不全力準備，力求取得佳績。鑒此，2 月 15
日新春上班的第一週，在林校長、蔡副校長率領下，本校一級主管一行人特別參
訪「中臺科技大學」，汲取相關經驗。
當天本校參訪人員除了感受到中台灣溫暖的太陽外，也受到 中臺科大陳富都
校長及單位主管們熱情的款待。整個參訪行程由陳校長親自作校務簡報揭開序
幕，緊接著參觀中臺校園，本校主管對中臺乾淨、優美的校園環境，和一塵不染
的實驗、教學設備，皆留下深刻的印象。傍晚時分，在依依不捨的情況下，兩校
同仁互道珍重，為此次參訪畫下完美句點。兩校日後將賡續加強交流互訪，創造
雙贏，共創教學研究佳績。

校長、副校長及參訪同仁與中臺科技大學陳校長等人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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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延世大學放射系主任 Dr. Hee-Joung Kim 蒞校參訪
雙方簽訂合作協約 建立交流及合作夥伴關係
研發處
韓國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放射系主任 Dr. Hee-Joung Kim 及三位學
生，於 97 年 2 月 23 日蒞校參訪，雙方並簽訂合作協議，建立交流及合作夥伴關
係。
韓國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位於韓國首都首爾，創建於 1885 年，為韓
國最古老的大學，是一所以基督教精神為準則而設立的高等學府；不僅在韓國屬
於一流大學，也位居世界知名大學之列。在 96 年的 10 月，本校經校友葛平夷先
生引見，並與延世大學多次溝通，研發長蔡世傑及放射系主任黃文濤遠赴韓國參
訪延世大學，彼此相談甚歡，同時積極邀請 Dr. Hee-Joung Kim 蒞校參訪。
經過兩校多次的溝通後，雙方同意簽訂合作協定，於 97 年 3 月 23 日由 Dr.
Hee-Joung Kim 代表延世大學與本校簽約。延世大學 Dr. Hee-Joung Kim 表示，他
感到非常榮幸能受邀至元培科技大學，也非常高興兩校能簽訂合作協約，並期許
未來兩校能密切聯繫，共同舉辦各項學術活動與計畫。
簽約當日，Dr. Hee-Joung Kim 並帶來約 7 分鐘的影片介紹延世大學，讓校
長、副校長以及校內師長都對延世大學留下深刻的印象。Dr. Hee-Joung Kim 並
在簽約後與其三位學生參訪本校放射系，做簡短的學術交流。

校長、副校長及校內師長與韓國延世大學
Dr. Hee-Joung Kim 於兩校簽約儀式後合影

本校與韓國延世大學互贈紀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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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獅獻瑞 97 年新春團拜茶會年味濃
校長、副校長期許本校今年評鑑獲一等佳績
人事室
本校「97 年度新春團拜茶會」於新春開工第一天 97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假光暉大樓 4 樓會議室舉行，參加人員為校內一、二級主管及行政人員。茶
會中首先是祥獅獻瑞的精彩表演，接著校長、副校長向大家拜年，校內同仁亦紛
紛互道恭禧。校長致詞時祝賀大家鼠年如意、家庭幸福美滿、身體健康、學校校
運昌隆，希望今年的評鑑各單位都能得一等，共同超越未來努力加油。而副校長
則表示鼠年是生肖之首，希望全體同仁能心存感恩、做好事、說好話，目標一致
的共同為今年評鑑而努力。
而後本校準備紅包予生肖屬鼠的同仁，另副校長請同仁講出關於鼠的成語，
答對者即可獲贈精美禮品，同仁們玩得不亦樂乎，整個茶會就在歡笑聲中圓滿結
束。

校長、副校長與獲獎同仁合影

軍訓室郭殿元教官榮退

喜氣洋洋的祥獅獻瑞表演

校長、副校長及本校同仁獻上誠摯祝福
人事室

97 年 3 月 1 日本校軍訓室郭殿元教官
榮退，學校為感謝郭教官至校 9 年多來於工
作崗位上克盡職責，特訂於 97 年 2 月 26
日假新竹福泰大飯店舉辦郭殿元教官榮退
餐會。郭教官畢業於陸軍指參學院正八三年
班曾擔任排長、連長、輔導長、營長，於
87 年 9 月 1 日至本校擔任中校教官職務。
餐會當天校長、副校長分別致贈紀念獎牌及
禮品予郭教官，感謝郭教官為學校的付出與
辛勞，席間大家也紛紛舉杯祝福郭殿元教官
榮退後能夠事事如意、身體健康，餐會氣氛
感恩溫馨。

郭殿元教官與校長、副校長及
校內同仁於餐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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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教學研習會以「招生、評鑑」為主軸
凝聚全體共識 貫徹團結氣氛
課務組
為提昇教師教學水準與改進教學方法，以期能夠達到優質化的教學品質，本
校特於 97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假光恩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96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學研習會」。
會中利用全校教職員參與研習會的契機與韓國延世大學簽訂未來合作模
式，韓國延世大學與本校以醫學起家之背景相似，相信彼此的合作與交流必能激
盪出更多的互動成果。本次研習會之主軸為招生與年底評鑑，會中首先請各系做
該系之招生行銷簡報，各系代表在依序簡報中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行銷該系之特
色，以吸引高中職學生上門就讀。此外也很榮幸邀請到亞洲大學張紘炬校長為我
們做年底評鑑的專題演講，演講中張校長暢談個人多年來擔任評鑑委員的經驗及
元培未來接受評鑑時應注意的各種事項，內容鉅細靡遺，令在場所有教職員收穫
滿囊。最後由校長、副校長共同主持宣誓及帶動唱活動，將本次以招生與年底評
鑑為主軸的共識氣氛帶入最高潮。

亞洲大學張紘炬校長蒞臨本校進行
專題演講

本校教學研習會教師聽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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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研發處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7 年度補助先導型、應用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自
97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五）起受理申請，校內申請截止日為 97 年 4 月 7 日(星期
一)。另開發型計畫自 97 年 2 月 15 日起，得隨時於預計開始執行之 3 個月前向
國科會提出申請，計畫申請相關資訊及注意事項已透過校內最新消息系統進行公
告，同時 mail 至各系信箱，敬請各位老師踴躍提出申請。(原大產學、小產學及
數位產學自 97 年度起均不再受理申請。)上述事項如有疑義，請逕洽研發處企劃
組王慧伶小姐，校內分機：2269。
＊綜合業務組
97 學年度研究所考試入學簡章已於 97 年 2 月 1 日(五)公告本校招生網頁中，
並於 97 年 2 月 29 日(五)起開始接受網路報名，預計至 97 年 3 月 31 日(一)截止
報名，考試時間為 5 月 2 日(五)，敬請各學術單位協助廣為宣導。
＊課外活動組
一、校內、外各項獎學金已開始申請，相關訊息已公告於本校學務處網頁，並請
符合資格同學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二、歡迎同學加入校內各項社團或成立校內目前未有之各類社團，如需要相關申
請資料請洽本校學務處課指組(03-6102377)或學生自治會(分機 8707)。
三、本校學務處網頁「最新訊息」處將不定時公告各項活動訊息，請同學隨時上
網參閱。
＊軍訓室
一、本學期自2月25日起正式開學，歡迎同學返校上課。提醒並敦請大家維護無
菸校園環境。凡違規學生依【學生獎懲辦法】處理，並實施禁菸教育1小時。
教職員違規者由權責單位處理。再次呼籲全校教職員生共同發揮道德心建立
無菸校園。
二、校門口交通導護請同學配合教官與交通服務隊之管制，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
並遵守二段式左轉。
三、酒駕肇事頻傳，害人害己，後悔莫及。(酒駕罰款 3-15 萬新台幣)
四、依台北市歷年資料顯示：交通事故死亡者以機車騎士最多，其中 5 至 6 成係
18 至 29 歲之機車騎士，故籲請同學在騎車時請依速限行駛以保平安。
五、校區附近易肇事地點如下，請同學行經該路段時特加留意：1.中華路與元培
街十字路口。2.香山中學門口；柑林溝與元培街三叉路口。3.西苑男生宿舍
旁之下坡轉彎處。4.學校大門、側門、元培診所進出口。5.玄奘路大彎道陡
坡。6.竹苑停車場；東香路與芝柏街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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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台北←→元培交通生力軍─豪泰客運即日起加入台北往返本校路線，並與國
光客運聯合服務，回數票可通用，回數票請於光暉一樓總務處總機處購買，
每本 10 張共計新台幣 1,100 元，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時刻表請參考本
校首頁往台北時刻表。
二、好康報你哉，美食照過來─光恩樓地下室餐廳換新裝囉！即日起開始營業，
備有早餐 、快餐、自助餐、蔥抓餅、麵食、廣東粥、滷味、冷熱飲、點心等，
嶄新局面美侖美奐，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本校光恩樓地下室新裝潢完工的美食餐廳
＊圖書館
圖書館 97 年度新增資料庫如下：(一)臺灣經濟新報、(二)常春藤英檢班(VOD
版)、(三)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四)Compendex－Ei engineering
Village 2 (EV2) 、 ( 五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s(OJDA) 、 ( 六 )SAMRT
imagebase 、 ( 七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 、 ( 八 )Times Digital
Archive1785-1985。敬請全體師生踴躍上網查詢使用。相關資料庫內容請上圖書
館網頁，點選電子資料庫即可。(http://web.ypu.edu.tw/lib/db1.html)
＊電子計算機中心
本學期自由上機教室為光瀚樓 L204，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7 時
至下午 5 時，晚上 6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如因舉辦認證考試或教育訓練課程時
將於教室外公佈欄公佈暫停使用時間。歡迎全校師生踴躍使用，上機前請至服務
櫃檯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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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幹部職前講習 強化幹部緊急應變能力
生活輔導組
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宿舍幹
部職前講習」於 97 年 2 月 22 日假文化
教室舉行。活動中各宿舍輔導教官及幹
部透過彼此經驗交流，加強幹部本職學
能，生輔組並以案例宣導強化幹部緊急
應變訓練能力。最後，研習活動在各宿
舍輔導教官及幹部互道問候「新年
好！」中順利圓滿結束。
「宿舍幹部職前講習」與會
師長及同學合影

本校光學科技系召開第三次籌備會議
規劃教育藍圖 積極培育優質人才
生醫科技學院
本校光學科技系於 97 學年度
正式招生，目前暫設光學科技系籌
備處綜理各項業務。光學科技系第
三次籌備會議於 97 年 1 月 24 日(星
期四)在台北國賓飯店明園西餐廳
召開，當日由本校林校長進財親自
主持，蔡副校長雅賢、光學科技系
籌備處張主任林松、秘書室匡主任
思聖與會。出席委員則包括「加美
光學(股)公司」楊國顯董事長、
「中
光學科技系第三次籌備會議
天眼鏡公司」許坤海先生、「中華民
與會人員合影
國眼鏡發展協會」賴家崧常務理事、
「台灣光學有限公司」黃瓊璋總經理、「統誠醫療體系」眼科部楊文卿主任等業
界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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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技製藥產學論壇」將於 3 月 20 日舉行
歡迎各界生技製藥領域人士共同參與
生物技術系
近年來由於國內生技製藥產業的升級與經濟快速的發展，國民所得大幅提
昇，民眾的生活品質與醫療保健的水準日益提高，各種新的製藥科技對人們的生
活產生重大的影響，而生技醫藥應用對生活品質與產業發展的影響極大，備受政
府與民間產業的重視，也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故本系特於 2008 年 3 月 20 日(四)
假本校光恩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生技製藥產學論壇」
，本產學論壇將邀集國內生
技製藥學者專家與廠商就其成功開發實例研討，促進產學交流，並創造更多發展
機會，歡迎生技製藥學者專家、大專學生及生技製藥廠商研發或管理部門人員共
同參與。有任何疑問，請洽 03-6102310 林志城教授。活動議程如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08:20-08:50

報到(茶敘)

08:50-09:00

致 詞
元培科技大學 林進財校長

09:00-10:20

臺灣生技醫藥產業合作模式
臺北榮總醫研部藥效研究室 林山陽博士

10:20-11:10

臺灣製藥工業產訓機制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陳甘霖總經理

10:40-10:50
11:10-12:30

Coffee break
生物科技與醫藥研究發展
杏輝藥品
蘇慕寰執行長

12:30-13:30

午 餐

13:30-14:20

重組蛋白的量產技術與應用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嘉欽總經理

14:20-15:10

生技產品與醫界的合作
三多士食品公司 吳昭雄董事長

15:10-16:00

生技製藥產學合作實例與座談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技術所 林志城所長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研發處 楊智強處長
濟生化學製藥廠 魏麗珠副理
友華生技醫藥 研發部柯文庭經理
瑞安大藥廠 吳慶昇副總經理
天賜爾生技 廖智勇副總經理
朝日農業科技 林泗潭董事長
新竹工業區王主任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技術所 莊路德助理教授
元培科技大學生物技術所 沈福銘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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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題講座公告 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生技產業實務講座
日期

時間

3 月 20 日

未定

3 月 20 日

未定

3 月 20 日

未定

3 月 20 日

1330-1420

3 月 20 日

1510-1700

3 月 27 日

1510-1700

4月3日

1510-1700

4 月 10 日

1510-1700

4 月 17 日

1510-1700

5月1日

1310-1500

5月1日

1510-1700

5月8日

1510-1700

5 月 15 日

1510-1700

5 月 22 日

1510-1700

5 月 29 日

1510-1700

主辦單位：生物技術系
演講者／服務機構及職稱

演講主題

林山陽博士
臺北榮總醫研部藥效研究室
陳甘霖總經理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蘇慕寰執行長
杏輝藥品
許嘉欽總經理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昭雄董事長
三多士食品公司
林俊杰處 長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生技事業部
陳漢文處長
順天堂藥廠
廖啟成副所長
食品工業研究所
曾文芳
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
研究組博士後研究員
許嘉欽總經理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俊昇
鎂陞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王伯徹博士
食品工業研究所
呂方明博士
柏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部副總
蘇家慶經理
晶宇生技微流體事業部
沈立言教授
臺灣大學食科所

臺灣生技醫藥產業合作
模式
臺灣製藥工業產訓機制
生物科技與醫藥研究發展
藥用真菌的開發策略－
從樟芝與冬蟲夏草說起
生技產品與醫界的合作
台酒生技之產品發展策略
生技中草藥開發
生物科技與食品產業
Gata6 基因在斑馬魚發育
基因調控網路中所扮演之
角色
重組蛋白的量產技術與
應用
蛋白質藥物的發展與未來
運用
菇類栽培技術與管理
微生物製劑的產業應用
生物晶片開發與應用
大蒜生理活性之研究

6月5日

1510-1700

洪啟峰
輔仁大學醫學部

Inhibitory effect of lycopene
on PDGF-BB-induced
signalling and migration in
human dermal fibroblasts: A
possible target to cancer.

6 月 12 日

1510-1700

劉祖惠
生技中心

組織培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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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測技術論壇實施計畫」專題講座

主辦單位：環境工程衛生系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補助各聯盟學校辦理產學
相關之活動，本系申請「環境檢測技術論壇」已獲核准通過，並獲補助，論壇時
間為 2 月 27 日至 3 月 26 日，期間邀請 5 位講師蒞校演講。已完成的場次包括 2/27
邀請 SGS 公司黃進輝經理主講「周界環境檢測技術」、3/5 邀請工研院陳孟裕經理
主講「油品檢測技術」
、3/12 邀請上準檢測公司吳泄澤先生主講「戴奧辛檢測技術」
。
後面演講場次如下表，歡迎有興趣之師生蒞臨參加。
日期

時間

主講者

論壇主題

3/19

13:20~15:00

亞太檢測公司董仁經理

水域污染檢測技術

3/26

13:20~15:00

環境分析學會黃平志理事

微量分析檢測技術

◎專題演講
日期

主辦單位：生物醫學工程系
時間

3 月 19 日
(星期三)

13:30~15:00

3 月 26 日
(星期三)

13:30~15:00

4月9日
(星期三)
4月9日
(星期三)

13:00~14:00
14:00~15:00

4 月 30 日
(星期三)

13:30~15:00

5 月 14 日
(星期三)

13:30~15:00

◎「管理實務講座」

單位職稱

主題

地點

陽明資訊事業群
影像系統部
劉光筠經理
臺灣傑出發明人協會
創會理事長
高發育團長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尤景良經理
國立台北大學講師
林崇誠博士
聿新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涂耀仁博士
德律智慧財產
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王瓊忠主任

變與不變─一個
醫工人的抉擇

光禧
國際會議廳

啟發創造思考力

光恩
國際會議廳

正氧呼吸器的設
計與開發
國際科技熱點追
蹤與分析

光恩
國際會議廳
光恩
國際會議廳

可攜帶式血醣機
的發展

光恩
國際會議廳

企業智慧財產權
的技術方向

光恩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企業管理系

為使研究生能多了解實務界的運作，進而能將理論應用於實際企業的經營管
理問題上，本學期經管所之管理實務講座預計邀請觀光業、生技產業及高科技產
業等專業經理人，來演講有關該產業之經營管理。講座規劃如下表所示，講座地
點於本校光恩樓 N601 教室，竭誠歡迎有興趣師生前往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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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2
4
8
11
13
15

日期
3/13
3/26
4/16
5/07
5/21
6/11

演講人
施健一
簡鴻檳
蔡明宏
林進興
李君偉
許熾榮

公司／職稱
新仁醫院副院長；和馨醫院院長
台北市南港運動中心執行長
Apacer 行銷經理
台灣觀光產業升級策進會理事長
威盛電子公司發言人及企業公關經理
工研院銀髮族聯盟秘書長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勤毅教育公告 敬請負責班級配合實施
體育室
星期
班級
及區域
1
2
3
4

一

二

三

四

五

四技環衛 1-1
四技放射 1-1
四技環衛 1-2
四技資管 1-1

四技食科 1-1
四技資工 1-1
四技醫工 1-1
四技食科 1-2

二技醫技 1-1
四技醫技 1-2
四技醫管 1-1
四技餐管 1-2

四技醫工 1-2
四技醫管 1-2
四技護理 1-1
四技護理 1-2

四技醫技 1-1
四技餐管 1-1
四技財金 1-1
四技財金 1-2

5

四技企管 1-1

6

四技企管 1-2

區域
1
2
3
4
5
6
1
2

四技生技 1-1
四技應英 1-1

二技護理 1-1

四技放射 1-2
二技醫管 1-1

二技放射 1-1

範圍
集賢樓四週、停車場、晨曦大道、光瀚樓前廣場及元培街右側人行道(從橋頭
至大門口)
光禧綜合大樓四週、光恩大樓四週、放射系前馬路及停車場
光宇大樓四週、汽車停車場及馬路及光暉大樓後面
網球場、籃球場、排球場、綠蔭大道及元培街右側人行道(從大門口至體育室)
新苑宿舍四週、汽車停車場、菊苑宿舍前廣場、體育館內外四週、足球場及
元培街右側人行道(從體育室至玄奘轉角處)
機車停車場、田徑場、保健中心四週清潔及元培街左側人行道(從機車停車場
之橋頭至董事會大門)
補課掃地範圍
光宇大樓前後空地（元培橋頭至菊苑旁人行道）
網球、籃球、排球場、體育館四週即綠蔭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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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活動視窗
＊生醫科技學院
本院預計於 4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10 分於本校光禧 3 樓綜合大禮堂舉
行「96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週會」，當日將宣導重要事項，請本院放射系、醫技
系、醫工系、資工系日間部同學務必出席參加！
＊醫務管理系
本系為使全國醫務管理相關科系所學生畢業前取得證照資格以利就業，並提
升各校學生考照率；經提案並由玉山醫管學會建議台灣醫務管理學會訂於 5 月 1
日報名，6 月 7 日舉辦醫務管理師檢定考試，該考試限醫務管理系最高年級報考，
檢定合格者一年後如具該會教育積分達 30 點，則可直接參加該會醫務管理師第
二階段口試，免筆試。
本系考慮該檢定係屬初辦，期讓各校相關師生對此檢定能充份了解，本校訂
於 3 月 15 日(六)12:30 假本校光恩國際議廳邀請全國醫務管理系所師生於本校舉
辦醫務管理師檢定考試說明會，歡迎大家參加。
＊生物技術系
一、本系開發益生菌粉與茶多酚乳霜，已於招生與外賓來訪時發放，也歡迎校內
單位試用。
二、本系再與順天堂藥廠簽署策略聯盟提供產學合作、實習等雙邊合作，並預計
於評鑑前再簽定三間合作企業。
三、本系執行「教育部產業園區計畫」獲選為績優單位，2 月 25 日由媒體公司
到校錄影，3 月 6 日至 3 月 8 日到高雄科博館參展，並邀請濟生藥廠配合參
展。
＊護理系
一、恭賀本系蔡佳純老師由美國馬里蘭大學巴爾地摩分校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護理學院(School of
Nursing)哲學博士畢業，蔡老師主修小兒科護理(Pediatric
Nursing)、動物輔助性治療(Animal-assisted therapy)及住
院兒童壓力(Children’s stress during hospitalization)，自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返回本系任教。
二、恭賀本系系網頁榮獲 96 學年度全校網頁競賽學術組第二名。
＊食品科學系
本系已於 97 年 1 月 24 日(四)與工業技術
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製程方法研究室簽訂
建教合作協約，雙方未來將進行更實質的合作
關係。
食科系林錫斌主任(左二)與
工研院代表於簽約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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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季到 你不知如何撰寫履歷表嗎？你害怕面試嗎？
學生輔導中心規劃求職課程 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學生輔導中心
又到了求職季，你是否有撰寫履歷自傳的困擾？想到面試就發抖？不知所
措？學輔中心為你準備了一系列豐富實用的「求職課程」，教您如何製作一份完
美的履歷，及各種應對進退的面試技巧。課程內容如下表，名額有限，歡迎同學
踴躍報名參加。
單元

1

2

3

4

日期/時間

97.03.19(三)
13:10-15:00

97.03.26(三)
13:10-15:00

97.04.02(三)
13:10-15:00

97.04.09(三)
13:10-15:00

單元主題

挑戰就業環境新趨勢

內容
1.認識畢業求職的挑戰
2.企業選才條件新取向
3.如何提升就業競爭力
4.挑戰職場環境大趨勢

5.Q&A
1.履歷表的基本認識
2.履歷表的禁忌話題
中文履歷自傳寫作技巧 3.打造個人完美履歷
4.自傳寫作技巧引導

e 世代求職面試技巧

搶救職場權益大作戰

5.Q&A
1.網路求職觀念大改造
2.電子履歷投遞密技
3.求職面試實戰技巧
4.面試問題回答要點
5.Q&A
1.求職安全教戰守則
2.認識職場基本權益
3.如何捍衛你的工作權
4.遭遇資遣時該怎麼辦

5.Q&A
課程講師：呂子瑜老師／勞委會職訓局全民 3C 核心職能講師
課程地點：光恩樓 N102 教室
報名時間：即日起額滿為止(名額 30 名，免費)。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 e-mail(stud8233@mail.ypu.edu.tw)或交至學輔中心
(光恩 1 樓）
聯 絡 人：楊幸怜輔導老師，聯絡電話：03-610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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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HACCP 學習證書 讓專業再加分
推廣教育中心
HACCP 是一套在食品工業安全與衛生最重要的管制系統，它強調須先分
析，明瞭食物製造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危害，並於製程中尋找管制重點，於製造時
予以控制，使危害不致發生於最後之成品內的危害預防系統。為了台灣食品安全
與衛生的提昇，本校於 97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8 日開辦了 HACCP 基礎研習班
及進階研習班，參與課程人員踴躍，亦皆表示受益頗多，讓自己的專業更加分。

97 年 1 月 14 日「HACCP 基礎研習班」開訓情形，
由本校食科系林仲聖老師授課

多元職訓 快樂學習
本校辦理各項補助訓練課程 歡迎在職勞工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
為激發勞工自主學習，鼓勵參加在職訓練，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託本校配
合辦理各項補助訓練課程，以提升在職勞工知識、技能與態度，累積個人職場上
的競爭資本。目前本校申請產業人才投資方案通過率為 100%，通過計畫共有：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團隊共識營、休閒產業管理人才培訓、進階生物統計與量化研
究、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培訓班、資源回收實務訓練班、DRGs 給付制度與因應
策略訓練班、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訓練(3C-DC 課程)、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乙
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管理人員訓練班、健康管理訓練班，歡迎有興趣之在職勞工
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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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送暖流 關懷弱勢角落
本校深入偏遠原住民部落進行義診及衛教
衛生保健組
本校學務處衛保組及保健社社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系學會，深入新竹縣
尖石鄉新光部落新光國小(97 年 1 月 20 日－23 日)、新樂國小(97 年 1 月 24 日－26
日)辦理「97 年度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寒假大專青年部落健康服務營計畫」，活動中
安排中醫、西醫以及牙醫義診、反菸、口腔衛生、腸病毒、及拒嚼檳榔衛生教育
宣導、CPR 及包紮訓練…等，過程中保
健社王筱雯同學以及醫學檢驗生物技術
系系學會張簡兆立會長率領 25 位志工們
充分落實服務與學習的精神，並與該校
師生約定明年再相逢。
在偏遠原住民部落經濟、教育、衛
生資源缺乏以及家庭結構等等問題情況
下，同學們帶給部落男女老少無限溫
馨，部落長老深表感謝，同時同學們的
付出所獲得的寶貴經驗是無法用言語來
本校團隊與新樂國小同學合影
形容的，永生難忘。

散播社會關懷種子 與小朋友熱情互動
本校「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寒假營隊」獲肯定
健康管理中心
本中心於 97 年 1 月 21~23 日、97 年
1 月 28~30 日帶領本校惠群社、紅絲帶社
同學分別於港南國小及內湖國小，辦理中
小學教育優先區「親親寶貝健康成長
營」
、
「健康一把罩學習營」活動，內容包
含愛滋防治、安全急救教育、菸害防制等
主題，共計 67 位小學生參加。活動採生
動活潑方式傳達各項健康理念，深受港南
國小校長及主任肯定，在此也感謝兩校家
長會補助 5000 元經費來支持本活動。

親親寶貝健康成長營活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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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活動訊息
承辦單位：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活動項目
主講者
急救安全教育
訓練初級班

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教練

3 月 22-23 日
(六、日)
08:10~17:00
3 月 26 日(三)
6 月 11 日(三)
09:00~16:30
3 月 27 日(四)
4 月 17 日(四)
6 月 12 日(四)
12:00~13:00

捐血活動

菸害強化教育

菸害海報設計
競賽
肝炎防治教育
專題講座

日期

地點

備註
名額有限(50 名)，額滿
截止；通過訓練者將由
健康管理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頒發
中心二樓
國際認證之「初級急救
員證書」(中英文版)
光暉大樓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一樓
健康管理 校內違規吸菸之同學
中心二樓 Ps:現場備有簽到作業

3 月 31 日(一)
截止收件
竹北東元醫院
彭淑媛護理師

安全性行為教
育專題講座

4 月 2 日(三)
11:10~12:00

光恩國際
會議廳

4 月 16 日(三)
11:00~12:00

光禧國際
會議廳

均衡飲食教育
專題講座

本校餐飲管理
系劉婉真老師

5 月 14 日(三)
11:00~12:00

光禧國際
會議廳

菸害防制教育
專題講座

竹北東元醫院
彭淑媛護理師

5 月 19 日(一)
11:00~12:00

光禧國際
會議廳

日間部四技、二技一、
二年級每班務必繳交
「菸害」相關作品一份
日四技醫技 1-1、1-2、
日四技企管 1-1、1-2、；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Ps:現場備有簽到作業。
日四技餐管 1-1、1-2；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Ps:現場備有簽到作業。
日四技資工 1-1、日四技
資管 1-1；歡迎全校師生
踴躍參加
Ps:現場備有簽到作業
日四技醫工 1-1、1-2；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Ps:現場備有簽到作業

承辦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元培模範青年
決選活動

3 月 18 日(二)
13:30~15:00

全校師生

社團招生活動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 19 日(三)
12:00~15:30

全校同學

戊子年成年禮活動

3 月 26 日(三)
13:10~15:00

四技一年級
同學

地點

備註

光恩樓 歡迎本校師生踴躍
國際會議廳 前往參觀
請同學踴躍參加社
晨曦大道 團，充實個人校內
生活
光禧樓
歡迎本校師生踴躍
三樓禮堂 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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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課程活動項目
休閒產業管理人才培訓(97 產投)
新竹區環保類證照考試
進階生物統計與量化研究(97 產投)
Photoshop 影像處理課程
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培訓班(97 產投)
新竹區環保類證照考試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資源回收實務訓練班(97 產投)
DRGs 給付制度與因應策略訓練班(97 產投)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訓練(3C-DC,97 產投)
客語認證考試
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訓練(3C-DC,97 產投)
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97 產投)
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培訓班(97 產投)
乙毒開訓(97 產投)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
全民共通核心職能(3C-BC，97 產投)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健康管理訓練班(97 產投)開訓
DRGs 給付制度與因應策略訓練班(97 產投)

執行期間

協辦單位

97/03/17-97/03/26 管理學院
97/03/22-97/03/22 環衛系
97/03/24-97/07/17 推廣教育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97/03/26-97/07/02
北太電腦
97/03/27-97/05/04 慧泉顧問有限公司
97/03/29-97/03/29 環衛系
97/03/29-97/03/30 外文組
97/04/01-97/07/30 環衛系
97/04/07-97/04/22 醫管系
97/04/10-97/04/10 推廣教育中心
97/04/10-97/04/24 管理學院
97/04/13-97/04/13 推廣教育中心
97/04/19-97/07/12 管理學院
97/04/19-97/07/12 推廣教育中心
97/04/22-97/06/15 慧泉顧問有限公司
97/05/03-97/05/24 環衛系
97/05/03-97/05/04 外文組
97/05/08-97/05/22 管理學院
97/05/10-97/05/11 外文組
97/05/15-97/05/15 推廣教育中心
97/05/31-97/06/16 生技系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97/06/09-97/06/24 醫管系
97/06/12-97/06/12 推廣教育中心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97/06/21-97/06/21 外文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