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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科大二年 氣勢如虹
43 週年校慶活動熱力十足 風雲盡飆
體育室
本校 43 週年校慶運動會於 11 月 3 日(星期六)假本校運動場隆重舉行。這是本校運
動場興建完成後，第二次在校內運動場舉辦校慶運動會活動。校慶當日，本市的林政則
市長及立法院呂學樟委員等重要貴賓們親臨會場致詞，並協助頒發紀念獎牌給服務於本
校的資深教職員工。會中台上是嘉賓雲集，台下則是全校師生熱情參，整場氣氛顯得熱
鬧非凡。校長致詞時表示，元培升格為科技大學，從昔日只有放射技術科、醫務管理科
及醫事檢驗科等三個科到今日涵括生醫科技、健康科學與管理領域的十四個學系及六個
研究所；從教學與行政的資訊化到校園景觀的優質化；從著重學生們外語與資訊課程的
國際化，到對教師們教學品質與研究要求之卓越化，在在都顯現出元培每一份團結、目
標明確的努力與用心，才會有今日的成果。
在校內舉辦校慶運動會，不必向外地租借運動場地，著實讓學生有親切感與認同
感。麻雀雖小，卻是氣氛感人而融洽，整體活動內容亦不亞於過去在香山運動場的活動。
會中除有各項運動競賽及啦啦隊表演外，並舉辦健康義檢義診活動與香山社區健康營造
各項表演。本次大會得以成功，都要感謝全體同仁的努力，使大會更加圓滿。

新竹市林政則市長親臨會場致詞

官董事長、校長、副校長與貴賓、
校內教師合影

呂學樟立委頒發紀念獎牌予
本校資深教職員工

放射技術系熱情活力的進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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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嘉年華 43 週年校慶園遊會熱鬧登場
熱音、熱舞及各項表演 high 翻天
課外活動組
「2007 社團成果展暨迎新園遊會」於 11 月 3 日上午 10 時校慶當天隨著校長、副校
長的敲鑼聲熱鬧登場嘍！為了打造「元培歡樂城」
，本次活動的主題定為「歡樂嘉年華」
。
園遊會活動為每年的慣例，今年更增添創意構想期望能帶動全校歡樂氣氛，並讓大家感
受元培特有的風格及新竹風情。
此次活動內容豐富多元，包括了各系及學生社團的創意攤位、各式客家傳統 DIY 的
體驗攤位。舞台上由學生自治會帶來的櫻桃小丸子舞蹈表演、熱音社的組曲、熱舞社的
組合舞曲、跆拳社的擊破、國樂社的音樂演奏、靜思社的手語表演、芎林客家歌謠團的
傳統客家歌謠、北門國小的太極拳表演及逆飛輪小朋友的直排輪表演；下午１時更有卡
啦 OK 決賽。舞台上除了各節目表演外，也不時穿插與學校師生互動的摸彩活動，當天
雖然冷風颼颼，卻掩蓋不住大家的熱情。

校長體驗 DIY 棉花糖

董事長及副校長體驗 DIY 客家點心紅龜粿

熱音社歌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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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餐飲管理系陳秉文、官鎮賢、劉明其同學參加
「2007 年第二屆海峽兩岸西餐廚藝邀請大賽」榮獲金獎
餐飲管理系
「2007 年第二屆海峽兩岸西餐廚藝邀請大賽」於 96 年 10 月 12 日至 96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國浙江省舉行。活動目的是希望藉由多元、創意西餐料理活動的
推廣，持續維繫新世代對西餐廚藝的情感，進而促使國人認識精緻美食創意料理
的特色及魅力。
本校由餐飲管理系陳秉文、官鎮賢、劉明其同學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本次參
賽之團體組計有 10 隊，包括 3 所台灣大專院校及浙江省在地餐飲相關科系學生
組隊共同競技。本校同學此次參賽作品主題為「元培卓越慶奧運」，前菜為番紅
花海鮮三部曲、蕃茄乳酪塔；主菜為波特駝鳥捲佐小牛松露汁、伊塔羅斯黑鮪；
甜點為聖塔菲香芒乳酪、驚喜馬卡龍，精緻的菜餚，細膩的擺盤，整體搭配令人
驚嘆！比賽依外觀、美感及創意等六大項目進行評分，在眾多高手環伺下，最後
由本校同學獲得金獎的至高榮譽，實屬難得。

本校餐飲管理系魏榮進主任與獲獎同學合影

本校同學得獎作品「元培卓越慶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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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峻工
透過人境互動思維 呈現校園綠意美觀
總務處
本校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廣場，於民國 96 年 6 月 28 日招標完成，委由
大喬木景觀公司設計規劃，明泉營造公司負責硬體施工，歷經 90 個工作天完工。
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廣場，為校園心臟地帶，地點非常重要，大喬木景
觀公司規劃之初，即以學校校園功能需求，配合周邊建築物地形改造重建，以校
園綠意美觀及水為設計重要元素。該廣場為晨曦大道軸線延伸，廣場設計以圓型
幾何線條為設計主軸，由廣場中心向外擴展，廣場緊接建築物周邊設計一階一階
的花台，含有步步高升之意，廣場鋪面採用排水佳之透水磚，增加廣場排水功能，
迎賓水池與景觀壁泉具有降低周邊溫度功能及生生不息涵義，廣場階梯設計許多
木作椅，可提供師生鳥語花香之休憩空間。另為學生著想，於夜間主要動線設計
LED 燈，增加學生夜間行的安全，廣場設置有大型照明燈具，可提供學生日夜
表演活動空間。有鑒於廣場需有特殊又能代表學校創校理念之標的，特邀請雕塑
藝術大師楊柏林於迎賓水池上，設計「生命天際」雕塑乙座，惟創作需要時間，
目前正加緊製作中，預計於 96 年 12 月份完成，屆時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廣
場將猶如畫龍點睛般，展現本校充沛的活力，請大家拭目以待。

本校新完工之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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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北二區大專校院「學生自治衝突與因應策略」研習會
各校經驗交流分享 共同營造校園和諧氣氛
生活輔導組
本校學務處生輔組與育達商業技術學院於 96 年 9 月 27～28 日(星期四、五)
假本校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聯合舉辦學生事務與輔導研討會－96 年度北二區大專
校院「學生自治衝突與因應策略」研習會，本校林校長進財親臨會場致詞。本次
研習課程除了邀請到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並安排績優學校校園實地參訪、
實務經驗交流與分享及竹塹采風行等。研習會提供與會者面對各種衝突之因應策
略，進而共同營造校園的和諧氣氛，活動進行順利圓滿。

本校林校長進財親臨研習會會場致詞

研習會之竹塹采風行－參觀新竹玻璃工藝館

日本神戶 COMMUNICA 學院蒞校參訪
兩校建立跨國校際合作關係
研發處

日本神戶 COMMUNICA 學院蒞臨
本校參訪，並簽訂合作協約

日本神戶 COMMUNICA 學院學
院長奧田純子與學務課長井上理
惠，於 9 月 26 日蒞校參訪，由本校
副校長、研發處國合組、日文老師黃
麗雪負責接待。雙方討論合作日語課
程事宜，學院長奧田純子表示，願意
指派 COMMUNICA 學院之專業教師
來本校建置日語語文中心，協助訓練
本校學生，增加未來兩校學生交流之
機會。

學院長奧田純子與學務課長井上理惠在本校副校長及研發處國合組的帶領
下參觀本校，並於同一日協商兩校合作協約之內容。兩校將於近日完成簽約事
宜，拓展本校跨國校際合作之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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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蔡研發長、放射技術系黃主任赴韓參加
第七屆臺日韓放射系學術交流研討會
增進與日、韓大學交流合作機會
研發處
本校蔡世傑研發長以及放射技術系黃文濤主任，於 10 月 11 日出發至韓國首
爾，參加「第七屆臺日韓放射系學術交流研討會」，並於 10 月 13 日參訪韓國延
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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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將由本校辦理，故此行主要為觀摩及學習韓國承辦跨國研討會流程之經
驗，及增加本校與日、韓兩國大學放射系之學術交流。會中蔡研發長及放射技術
系黃主任就本校放射技術系之特色，與各校代表相互交流。同時有機會與信興大
學權達觀教授接觸，彼此相談甚歡，也為未來兩校發展增添許多合作機會。
另外，為促使本校與韓國大學建立交流及簽訂夥伴合作關係，經校友葛平夷
先生引見，並與延世大學多次連繫，一行人於 10 月 13 日參訪延世大學。延世大
學 Hee-Joung Kim 教授對於兩校合作之提議十分積極，期許將來能簽訂合作發展
關係。本次參訪韓國除為本校提供更多與日、韓兩國學校交流之機會，並提升了
本校在國際學術上的知名度。

本校蔡研發長、放射技術系黃主任參訪韓國延世大學，
與 Hee-Joung Kim 教授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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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究所甄試入學、二技轉學考開始報名
敬請有意願就讀本校者踴躍報考
綜合業務組
一、本校 97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即將開始報名，招生所別包括原經營管理研
究所更名為「企業管理研究所」
、影像醫學研究所更名為「放射技術研究所」
、
醫事技術研究所更名為「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研究所」，生物技術研究所、環
境工程衛生研究所名稱不變，以及明年新增設之應用保健食品研究所，共計
6 個研究所招生。報名時間自 96 年 11 月 5 日上午 09:00 起至 96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15:30 止，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甄試日期為 96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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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二技轉學生考試，簡章已於 10 月 26 日(五)公告於
本校招生資訊網頁中，並於 96 年 11 月 21 日(三)起開始接受網路報名，預
計至 97 年 1 月 9 日(三)截止報名，考試時間為 97 年 1 月 19 日(六)，敬請有
意願就讀本校考生者踴躍報考。本次招考系別、名額分別如下：
日間部
系 別

進修部
名額

系 別

名額

放射技術系

8

放射技術系

15

護理系

9

護理系

13

醫務管理系

15

企業管理系

24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10

財務金融系

23

資訊工程系

3

資訊管理系

42

生物醫學工程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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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本校食品科學系張谷昇教師 96 年度著作升等教授表現優良，茲頒發獎勵金
2 萬元暨獎狀一幀，以茲鼓勵。

校長頒獎表揚榮獲升等之食品科學系張谷昇老師
＊課務組
本校第 1 學期教學評量開始囉！期中教學評量時間為 96 年 11 月 5 日至 96 年
11 月 18 日；期末評量時間為 96 年 12 月 28 日至 97 年 1 月 6 日。期中、期末未上
網評量之同學，將無法於學生資訊系統查詢成績，故請各位同學要把握時間上網
評量，來幫老師打分數喔！
＊總務處
一、自 96 年 9 月 10 日起，國光客運新增本校至台中之班車，請本校師生多加利
用。時刻表請參閱學校首頁。
二、配合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興建完工，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辦公室調整搬
遷後位置如下：
大樓
單位
董事會、校長室、副校長室、秘書室、創新育成中心、教
光暉大樓
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人事室、會計室、推廣
教育中心、軍訓室
光宇大樓
資訊管理系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研究所、企業管理系、財務金融系、
光恩大樓
應用英語系、生物醫學工程系、資訊工程系、通識教育中
心、學生輔導中心
光瀚大樓
圖書館、校史室、藝文中心、視廳室、電子計算機中心
光寰大樓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所)、生物技術系(所)
健康科學學院、環境工程衛生系(所)、餐飲管理系、食品
集賢大樓
科學系
光禧大樓
醫務管理系、護理系
影醫館
生醫科技學院、影像醫學研究所、放射技術系
體育館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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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
一、報載有傳銷公司以找兩個人月入百萬為號召，吸引學生繳費購買產品入會，
對於傳播不實廣告，請同學務必認清，並作好自身生涯規劃。若同學遇見運
用人情強力拉入會或拉買產品時，能自我肯定並加以拒絕。
二、近期假綁架真詐財及網路購物詐騙案層出不窮，請同學注意自身安全，並隨
時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繫；網路購物時，慎選具有「交易履約保證」之網路平
台，並確認對方之可信度，避免與態度反覆或交代不明之人士進行交易。多
一份用心，少一份擔心，詳情可洽詢內政部詐騙防治專屬網站
http://www.cib.gov.tw/index.aspx。
＊圖書館
一、圖書館本學期開始實施刷卡進館，所有教職員及同
學一律憑教職員證及學生證入館，校外人士可於流
通服務臺換證入館。
二、圖書館 1 樓設有每月主題書區，10 月主題作家展出
的是美學大師－蔣勳的館藏作品，該區圖書展出期
間暫不外借，歡迎讀者參觀預約。11 月將展出洪蘭
的作品，敬請期待。
圖書館需刷卡入館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一、電算中心已遷移至新圖資大樓（光瀚樓）B1 為師生服務，請洽公之師生由圓
形廣場大門口進入，下樓梯至 B1 即可到達。
二、本學期新增自由上機教室，位於圖資大樓 B1，10 月 24 日起已開放使用，歡
迎同學踴躍使用，並請同學合作，勿攜帶各種飲食進入，請大家共同維護環
境整潔。
三、本校網頁競賽票選活動即將開始，詳細活動辦法請參考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公
告區，並請同學踴躍票選，選出優秀網站。
＊推廣教育中心
由新竹市政府委託本校辦理之「失業
者職業訓練－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於 96 年 10 月 6 日舉行結訓典禮。當天新
竹市政府勞工局許局長、倪課長亦與會參
加，給予結訓的學員們祝福與鼓勵。

勞工局許局長、倪課長及推廣教
育中心陳怡欣主任與課後照顧服
務員訓練班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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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盧春蘭同學
勇奪 96 年醫事檢驗師執照高考全國榜首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本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同學參加「96 年全國醫事檢驗師國家考試」表現優
異，其中盧春蘭同學更獲得全國第一名的佳績殊榮。總計本次高等考試醫事檢驗
師榜單分別為：盧春蘭、陳詩芸、林旻靜、李筱薇、黃郁華、葉育邵、陳冠宇、
黃彥鈴、謝翠芳、游婉惠、許育菱、陳家茹、蕭再興、黃怡真、鐘艾芸、林慧甄、
李凱雯、謝宜娟、宋亞芸、鄭仰芳、吳佩怡、吳嘉君、利佳蓉、魏筱涵、王嬿琳、
葉建宏、張紫涵、盧怡君、徐聖婷、江靜芳、許志暘、呂怡嫻、林菀湘、詹前輝、
李佳蓉同學。

競爭優勢從這裡開始 歡迎報名 MOS 認證考試
推廣教育中心
由中心於每月舉辦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是唯一
Microsoft 原廠認證，並通行百餘國家之專業實力認證考試。取得此國際證照的好
處，例如提升生產率與效率的最佳證明、已獲得國內知名企業及公協會等機構認
證，作為企業徵才時之參考標準…等，且越來越多公司要求求職人員需具備電腦
相關證照。辦理考試迄今本校報名學生人次已達 567 人，求學時期取得個人專業
性認證，同時也為未來取得更多的保障，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推廣教育中心各項活動預告 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加
計畫名稱
2007 桃竹苗地區就業博覽會
96 年健康管理訓練班證照考試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訓練班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第 25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畢業成
果展-校內
第 25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畢業典
禮暨成果展-僑委會

執行期間
96/11/03-96/11/03
96/11/03-96/11/03
96/11/22-96/11/22

推廣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
推廣教育中心
生技系
電算中心

96/12/01-96/12/15

環衛系

96/12/22-96/12/22
96/12/20-96/12/20

外文組
電算中心

96/12/26-96/12/26

餐管系

96/12/28-96/12/28

餐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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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食品與生技產業實務研討會圓滿落幕
美國食品科技學會(IFT)理事長 Dr. Heldman 應邀演講
生物技術系、食品科學系
本校生物技術系、食品科學系於 96 年 10 月 3 日假本校光恩樓國際會議廳合
辦「臺灣食品與生技產業實務研討
會」，參加對象為食品科技與生技製
藥學者專家、大專師生、食品科技與
生技製藥廠商研發或管理部門人
員。本研討會特別邀請到美國食品科
技學會(IFT)理事長 Dr. Heldman 主講
「 The Impact of Biotechnology on
Foods of the Future」，另有多位知名
學者專家共同參與交流。當天參加之
美國食品科技學會(IFT)理事長
校內外師生與廠商總計超過 200 人，
Dr. Heldman(右)演講情形
活動圓滿成功。

護理系與醫管系共同申請設立「健康照護與管理研究所」
培育術德兼優之健康科學、經營管理人才
護理系
技職教育體系之任務為發展以實務能力為教學重點，以培養學生能具備「學
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與人相處」、「學會解決問題」、「學會發展」的五大
學習能力為指標，以全人教育作為教育的宗旨，以培育國家未來產業實務人才為
教育目標。本校教育宗旨為培養醫學技術專業人才，強化醫療功能，健全醫務管
理、增進全民健康，達成醫療現代化的目標。本校辦學理念是科技與人文兼顧，
理論與技能並重，學術與產業合一，學校與社區融合。培養術德兼優健康科學、
經營管理人才的教育目標。
基於技職教育及本校教育宗旨及理念，考量社會脈動、照護產業與環境變遷
之需求與未來健康專業發展趨勢、學生之生涯規劃，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以及兩
系現有資源，醫務管理系與護理系擬合作成立「健康照護與管理研究所」。
本所設立後之發展重點與特色為(一)強調健康促進概念的健康照護及管理課
程(二)兼具前瞻性、國際性、完整性與系統性的健康照護暨管理的專業訓練(三)持
續強化人文素養、全人照護、符合職場的健康照護暨管理的之高階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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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實務講座－創業育成與技術移轉
企業管理系
本系所於10月3日(三)下午1:30~4:00，於本校舉辦管理實務講座。經管所吳所
長與薛老師特別邀請到工研院院長辦公室羅達賢主任，蒞臨本校演講，講題為「創
業育成與技術移轉」
。藉此難得佳機，不僅使同學可瞭解創業育成以及台灣技術移
轉的重要機制及意涵，羅主任也給予經管所的同學們建議如何選擇未來就業的方
向。他說「技術」是經濟發展的趨勢，對
於剛畢業的同學若有興趣者，可找尋有關
管理面的工作，會學習到不錯的經驗。誠
如羅主任所說畢業之後所要面臨就業，是
一個全新的開始。但是在學期間就要有所
計畫，好好充實自己，進入社會時，才不
會不知所措。感謝羅主任遠道而來，予本
所同學帶來新知，亦感謝同學熱情參與，
讓此活動圓滿落幕。此次活動對本校同學
會後經營管理研究所師生與
在技能訓練課程及實務決策能力的提昇上
羅達賢主任合影
助益甚大。

本校應用英語系邁入第二年 課程取向多元活潑
新成立 Fun English 及 Fun Singing 社團 讓同學輕鬆學英文
應用英語系
本校應用英語系已邁入第二屆，本學年度增設進修部，並新聘數名資深及新
進教師，包括高主任其清、張文政副教授、楊泰德助理教授及張素貞講師，皆為
本系之行政、教學與研究注入新血。
應英系暨外文組本年度提升外語計劃接續上學期課程，計有英語寫作班、全
民英檢特訓班、英語繪本班各四班，英語文法及發音補救班各兩班，並已於開學
第二週開始上課。參加同學十分踴躍，期能大幅提升元培學生之英語程度。
一如往年，為培養學生英語文能力，增進學生英語學習興趣，應英系暨外文
組將於 10 月底起舉辦各項英語競賽，包括英語演講比賽(10/24 及 11/7)、英語歌唱
比賽(10/31)、英語短劇比賽(11/21)。並新成立 Fun English 及 Fun Singing 兩個社團，
以活動及歌曲方式鼓勵學生在純英語環境中輕鬆學英文。此外，自 10 月 18 日起，
本單位聘請兩位外籍老師，於每週四晚上 6:30-8:30，在 N318 教室主持 Chit-Chat
Room，每週設計不同對話主題，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在最生活化的空間裡練
習英語會話。以上各項活動簡章備索，有意參加者請洽詢應英系辦(校內分機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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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傳統戲曲之美 國光劇團蒞校「講」「演」
通識教育中心
為增進本校同學對傳統戲曲之了解，誘發學生對傳統藝術之愛好，增添學校
文化藝術之氣息，本中心於 10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1:10 假光禧樓國際會議廳，
邀請到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蒞臨本校，作精彩的戲曲演說及豫劇示範表演。該團
由林娟妃老師帶領其團員，除了為大家深入淺出的介紹豫劇的基本概念外，並邀
請台下人員一起示範表演動作，體驗豫劇之美。當天台上台下互動良好，參與師
生皆滿載收獲而歸。

通識教育中心傅武光主任與國光劇團
豫劇隊成員合影

台下觀眾初體驗－耍槍表演

天才變變變 健康新視界
健康創意餐點競賽 挑戰您的味蕾
衛生保健組
本組於 96 年 10 月 8 日假光禧樓 B1 舉辦「天才變變變，健康新視界」－健康
飲食創意餐點競賽及食物品嚐會。現場參觀人潮踴躍，經過激烈的評選後，得獎
名次及作品如下：
名次
製作者
菜名
總分
第一名 陳秉文、李雅萍、官鎮賢 豆腐蔬菜薄餅佐墨西哥豬肉桂花雞
194
185
第二名 劉明其
健康新概念-夏日輕食
183
第三名 譚凱駿、葉尚廷
健康新概念-夏日輕食
172
佳作
陳昱伶
黑胡椒雞排套餐

餐管系鄭富貴老師為初選評審

同學參觀創意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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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生物技術系
一、本系已與股票上櫃公司濟生製藥廠、全臺第一生技製藥機械專業廠元成機械
及今年榮獲國家創新獎之益生生技簽署策略聯盟。另 UC Davis 與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也與本系建立關係。
二、本系已於 9 月 27 日早上 10:00 假光禧大樓國際會議廳邀請美國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類營養系 Mark Failla 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 carotenoid bioavaibility
using in vitro model，下午 14:00 則於光暉大樓四樓會議室舉辦 Workshop，深
獲師生好評。
＊環境工程衛生系
本系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保企業
研習」已辦理完畢。分別於 10 月 16 日參
訪八里污水處理廠、八里垃圾焚化廠及八
里垃圾掩埋場；10 月 18 日參訪金益鼎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竹南啤酒廠及科學工業園區竹南基地污
水處理廠；10 月 18 日參訪新竹市環保局
垃圾資源回收廠。主要是希望籍由企業人
員的解說及實地參觀運作情形，讓同學能
將理論與實務相對照結合。

環衛系辦理之「環保企業研習」
活動剪影

＊資訊管理系
本系於 9 月 29 日-30 日假雲林縣古坑鄉，系學會幹部們成功舉辦一場迎新活
動。此次活動每個幹部成員們都兢兢業業
準備，一次次開會、演練，忍耐著長時間
疲憊和練習所受的傷和挫折，只為了讓新
生們了解到資管系學長姐的熱誠和活力。
雖然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學會幹部們
經過一次次的磨鍊考驗，未來辦理系上活
動也將會一次次更進步。也希望他們盡心
盡力辦理活動，能夠讓更多同學參與並得
到更多同學們稱讚。
熱情活力的資管系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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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43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成績出爐
醫技系、放射系分別奪得男、女競賽總錦標
體育室

競賽項目

組別

得獎系別或個人

男子組

第一名
資管 1-1

第二名
海青班

第三名
生技 1-1

女子組

護理 1-1

資管 1-1

醫管系

男子組

下二隊

湊一隊

女子組

醫管 A

餐管 A

HOUSER
企管 C

3000M

女子組個人賽

(放射)王韻玟

(放射)陳佩君

(醫管)韓佩珊

5000M

男子組個人賽

(醫技)廖志昇

(醫管)李大衛

(財金)蔡易倫

教職員大隊接力

混合組

管理學院
(資管系)

健康學院

管理學院(一)

教職員趣味競賽

混合組

管理學院
(資管系)

管理學院(一)

共同教育委員

男子組個人賽

(應英)楊宗峻

(環衛)張昭豪

(生技)宋榮康

女子組個人賽

(生技)張瑋珊

(餐管)張郡鳳

(護理)吳慈萍

男子組個人賽

(資工)葉孟喬

(生技)陳昱宏

(企管)游志豪

女子組個人賽

(企管)古瑋婷

(放射)陳佩君

(食科)吳家玲

男子組個人賽

(資工)白鈞元

(食科)湯國欣

(資工)蔡維哲

女子組個人賽

(放射)劉婉柔

(放射)黃于娟

(護理)張書綺

男子組個人賽

(食科)湯國欣

(食科)胡凱惟

(資工)徐偉梵

女子組個人賽

(放射)陳佩君

(食科)吳佳玲

(護理)徐菀薇

男子組

醫技系

餐管系

醫管系

女子組

放射系

企管系

餐管系

男子組

醫工系

環衛系

醫技系

女子組

護理 1-1

護理 1-2

應英系

混合組

放射系

醫技系

生技系

新生盃排球賽
新生盃籃球賽

鉛球
跳高
100M
200M
學生組趣味競賽

2000M 大隊接力

創意啦啦舞

混合組

特優：醫工系 優等：餐管系
最佳精神獎：醫技系

甲等：護理系

競技啦啦舞

混合組

特優：放射系 優等：企管系
最佳精神獎：應英系

甲等：醫管系

男子競賽總錦標

醫技系

女子競賽總錦標

放射系

團體精神總錦標

醫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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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愛滋 DIY 從年輕人做起
本校愛滋月系列活動展開 讓愛滋遠離校園
健康管理中心
為提升學生對反毒、防愛滋病的認知，落實年輕人的病由年輕人根除（防治
愛滋 DIY）理念，即由年輕人自己著手參與愛滋防治，傳達防愛滋的訊息，讓愛
滋防治行動化。本校健康管理中心分別於 10 月 15、17 日辦理「愛滋防治講座」，
與會的同學受益良多，並深切感受到愛滋明顯年輕化的趨勢，故皆自許成為愛滋
防治種籽人員，讓台灣青少年真正遠離愛滋病的侵襲。
另為使全校師生對於愛滋病防治能有更深入的認識，健康管理中心與台灣愛
滋被單協會於 96 年 10 月 15~29 日於本校圖書館前室內廣場，共同辦理「愛滋被
單展活動」，讓參觀的人了解每件愛滋被單背後都蘊含一個故事。

同學熱情愛滋防治講座

愛滋被單展覽活動

2007「無毒世家」～反菸、反毒、防愛滋活動
現場民眾熱情給與愛滋感染者「愛之抱抱」
健康管理中心
據研究顯示吸菸、吸毒以及感染愛滋的比例有明顯年輕化的趨勢，為提升社
會大眾對於菸害、毒品和愛滋病的認知，結合大專院校以及社區團體共同傳達反
菸、反毒、防愛滋的
訊息，本校健康管
理中心於 96 年 10 月
14 日於新竹火車
站站前廣場辦理「無
毒世家」～反菸、
反毒、防愛滋活動，
由本校學生自治
會、紅絲帶社、惠群
社、熱舞社、熱音
社共同協助辦理。活
動中安排反菸、反
毒、防愛滋熱音、熱
舞表演、一氧化碳
檢測、撿菸換保險
套、愛之抱抱，及
邀請愛滋感染者現身
說法向社會大眾
本校熱舞社帶來反毒、防愛滋
做宣導。
熱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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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教育海報設計競賽獲獎名單
衛生保健組
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班級
海青班 2-1
日四技餐管 1-2
日四技資管 2-1
日四技企管 3-1

第五名

日二技護理 1-1

佳作
佳作

日二技護理 2-1
日四技護理 1-1

姓名
吳慧婷
賴素芳
蘇莉雯
莊淑芬
林巧萍
黃思云
蘇慧晨
葉美秀
胡嘉雯
邱馨慧
吳俐嬋
呂佩珊
羅雅妮

第一名作品

第二名作品

第三名作品

第四名作品

第五名作品

佳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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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創意，創新意」健康標語競賽獲獎名單
衛生保健組
名次

班級/姓名

製作主題

第一名

四技護理 1-2/劉雅馨

飲食運動並重，健康不帶病痛

第二名

四技護理 1-1/郭育呈

告別凸肚肚，健康跟著來

第三名

四技護理 1-2/林淑樺

健康均飲，享「瘦」人生

第四名

夜四技應英 1-1/莊麗琴

飲食均衡、健康萬能

第一名作品

第二名作品

第三名作品

第四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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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海報設計競賽獲獎名單
衛生保健組
班級

日二技護理 1-1

日四技餐管 2-2

姓名
吳佳怡
徐莉慧
楊筱薇
陳福琇
謝宜伶
魏婉婷

春暉海報設計競賽得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