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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1 月 8 日舉行「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落成典禮
將提供師生更前瞻多元的學習環境及休憩空間
秘書室

11 月 8 日為本校創校 43 週校慶，當日上午 11 時特於圖書資訊大樓前廣場舉行「43
週年校慶暨圖書資訊及生技大樓落成典禮」。
當日典禮在熱舞社與放射系競技啦啦隊的熱情表演下揭開序幕，在林進財校長與與
會貴賓致詞後並頒發「元培之光」予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張來發理事長、中華民國
醫事放射師公會聯合會魏聰文理事長及新竹市中醫師公會朱明添理事長等三位傑出校
友，其後由官金菊董事長、林進財校長、蔡清胤董事、國際扶輪 3480 地區賴崇賢前總
監、台北蓬萊扶輪社周瓊琚前社長、新竹市政府陳全桂副市長、立法委員呂學張立委、
新竹國泰醫院李發焜院長等各界貴賓剪綵下，新大樓正式啟用。
元培科技大學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總面積 18419.31 平方公尺，其中圖資大樓
外觀係採用高科技金屬帷幕，具有強烈的現代感，內部設備著重於現代 e 化圖書館的建
立及視聽隨選設備，其理念主要是希望提供學生一個舒適、多功能的學習與休閒場域；
生技大樓則主要提供醫學鑑驗生物技術系與生物技術係使用，此外，為塑造多元的學習
環境，在新大樓前設計了活動廣場，供學生活動使用。
為推展學術與產業的結合，在校慶典禮當日學校並與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瑞
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洹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天賜爾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立策略聯
盟合作關係，推展實質交流。
本次校慶及圖書資訊大樓落成典禮，在官董事長、林進財校長及與會貴賓的參與
下，順利圓滿結束。

官董事長、林校長、蔡副校長及貴賓共同為
「圖書資訊暨生物技術大樓」進行揭牌儀式

本校「圖書資訊及生物技術大樓」落成典禮
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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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榮獲教育部「96 年度社教公益獎」
為全國唯一獲獎之大專院校
健康管理中心
教育部為激勵推展社會教育有功人員，特於每年 11 月頒獎表揚對社會具有
重大貢獻之團體及個人，本校秉持創校人之理念，極力推廣社區服務，深受教育
部肯定，於 11 月 12 日由教育部周燦德常務次長親自頒獎表揚。本次共計有 27
個單位獲「社教公益團體獎」，本校為全國唯一獲獎之大專院校，實為本校極大
之榮耀。

教育部周燦德次長與受獎者本校管理健康中心張意珠主任合影

本校與瑞安大藥廠、洹藝科技、天賜爾生物科技建立策略聯盟
雙方資源交流互享 共創產學合作新機
研發處
本校於 96 年 11 月 8 日邀請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洹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天賜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貴賓蒞校與會參加揭牌儀式，並同時舉行締
約結盟儀式，簽訂策略聯盟合約書，以促進雙方之產學合作，並共同輔導學生之
實習與就業進路。

策略聯盟簽約儀式後，本校與會師長及貴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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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精采落幕
建教合作新契機 小論文獎育學子 學術殿堂展風華
管理學院
本校一年一度全國性的學術盛會「2007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於 9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舉行。本次研討會投稿踴躍多達 200 餘篇，共分成健康科學組、生醫科
技組、管理組及共同教育組等四組進行發表，並由管理學院統籌辦理。
本次研討會除了邀請學術界知名學者如：國立台北護理學院醫管系(所)教授李中一
教授、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何元順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
教育與發展研究所蔡錫濤教授，及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余培林教授蒞校演講之外，
也邀請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黃孟儒主任、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
學會湯振鶴副理事長、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劉大維處經理等產官學界的菁英蒞
臨指導。
同時，在開幕式中，更舉行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建教合作簽約儀
式，及第二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頒獎典禮，使得本次研討會除了濃厚的學術氣息之
外，更增添了許多產學色彩，令整個研討會盛況空前，充分展現技職教育特有的產學並
重及提攜後進學子之特色。
本次研討會在健康科學組、生醫科技組、管理組及共同教育組等四組精彩的論文發
表下，獲得一致好評，同學也讓所有參與者均滿懷收穫、歡喜而歸，為本次活動畫上完
美的句點。

校長、副校長、研發長、管理學院溫院長與
錠嵂保險經紀人代表合影

副校長頒獎給滿心歡喜的小論文
得獎學生

校長、副校長、管理學院溫院長
與貴賓合影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黃孟儒主任與
小論文獎得獎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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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卓越就業起飛」系列活動圓滿結束
培養多樣專長 讓知識與技能起飛
推廣教育中心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於 11 月 14 日參加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舉辦之「職訓卓
越就業起飛」系列活動，現場除了邀請到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盧天麟為桃竹苗
地區 97 年度職業訓練招生啟航儀式揭開序幕，更與 13 所大學院校建立策略聯
盟。本次簽約邀請本校蔡雅賢副校長與
會，期待 未來正式合作後，透過職訓中
心與學校策略聯盟管道，在職訓中心開
設學校承認之訓練課程，受訓學員結業
後，可持結訓成績單依各校相關規定辦
理學分承認，可使中心受訓學員不僅能
在實務技術上獲得磨練，對於日後欲進
入各校進修學位也有事半功倍的效
果，可說是職訓中心、合作學校與受訓
學員均蒙其利的一種方式。
蔡副校長蒞臨活動會場，與
13 所大學院校建立策略聯盟

推廣教育中心近期活動公告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協辦單位

全國技能檢定 96 年第 3 梯次技術士技能術
科檢定

96/12/10-96/12/14

餐管系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

96/12/22-96/12/22

外文組

國際性 MOS 認證考試

96/12/20-96/12/20

電算中心

第 25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畢業成果展－
校內

9612/26-96/12/26

餐管系

第 25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畢業典禮暨成
果展－僑委會

96/12/28-96/12/28

餐管系

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研
習班－30A 日間班

97/01/14-97/01/18

食科系

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研
習班－30B 日間班

97/01/14-97/01/18

食科系

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實務研
習班－30B 夜間班

97/01/14-97/01/25

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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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歲末廠商校園徵才活動」場面熱絡
28 家廠商到校設攤攬才
研發處
在本校管理學院溫玲玉院長多方爭
取下，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桃竹苗就業
服務中心特補助本校管理學院，於 11 月
21 日舉辦「2007 歲末廠商校園徵才活
動」。本次活動包括有保險公司、大飯
店、書商等 28 家廠商及新竹就業服務站
到校設攤，提供許多工作機會予本校同
學。而本校管理學院各系所主任除敦請
導師帶領同學參與外，更親自到場為同
學加油打氣，提供協助與指導，場面熱絡。

餐管系同學備好履歷表，
穿戴整齊到場接受面試情形

「英」才濟濟 本校各項英語競賽圓滿完成
應用英語系
應用英語系暨外文組本學期舉辦之各項英語競賽皆已圓滿落幕，感謝同學的
熱烈參與。也希望籍由此趣味競賽的過程，讓同學能夠提高學習英語的興趣和風
氣，不再害怕開口說英語。在經過精彩的比賽後，各組冠軍出爐，名單如下：
場次

冠軍

英語演講比賽(應英組)

應英 1-1 李悅慈

英語演講比賽(非應英組)

放射 1-2 邱楷鈞

英語歌唱比賽

護理 1-1 郭育呈

英語短劇比賽

Fun English 團隊

英語短劇比賽

英語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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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賀！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劉明麗教師榮陞副教授、高婷玉教師榮陞助理教
授。
＊研發處
日本佐賀大學與本校於今年 7 月簽約合作後，將於明年 10 月提供優惠獎學
金給與本校優秀學生到日本參與一年交換學生課程，本校學生反應熱烈，已有 7
名學生報名參加，已於 2007 年 11 月 22 日將報名人數告知日本佐賀大學。期許
本校學生未來能順利通過審查，如願到日本求學。
＊註冊組
本校影像醫學、醫事技術、經營管理研究所自 97 學年度分別獲准改名為放
射技術、醫學檢驗生物技術、企業管理研究所。其中企業管理研究所分企管、資
管、財金組招生。新設光學科技系自 97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四技 1 班。
＊衛生保健組
本校於 9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09:00~16:00 於光禧大樓舉辦捐血活動，歡
迎全校師生自由報名參加(現場亦可報名)。
＊課外活動組
一、本組近期活動訊息如下，敬請同學踴躍參與。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地點

備註

文藝月徵文
比賽展覽

96 年 11 月 30 日
至 12 月 10 日

圖書資訊大樓前廣場

徵 文 作 品 已 於
11/19 收件截止

優良房東評選

96 年 12 月 12 日
至 97 年 1 月 10 日

光暉 2 樓

相關訊息待 12 月
份網路公告

二、
「96 學年度協助大專校院協助弱勢學生助學金」審核結果已公布，請有申請
的同學自行至學校首頁最新消息觀看；為顧及學生隱私，只公布學生學號，
不公布姓名。如對審核結果有疑問者，請於 12 月 14 日（星期五）前檢附國
稅局所得清單至課指組辦理複審。
三、關於補助原住民學生參加 96 年度第 2 次族語能力考試，請符合資格之同學
踴躍報名參加族語能力考式，並向學務處課指組提出相關費用補助。
四、上課期間參加校外活動或研習營等，請特別注意自身安全，並慎選參加團體。
五、歡迎本校同學加入社團，或自行成立各種類別社團，例如拳擊社、直排輪社、
廣播社、歌唱社、竹友社、北友社…等，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校學務處課指
組(03-6102377)或學生自治會(分機 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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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校學務處網頁「最新訊息」處將不定時公告校內外獎學金及各項活動訊息，
請同學自行上網參閱。
＊總務處
即日起於光暉大樓一樓總機販售國光客運學校往返台中回數票，每本 10 張
1190 元，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圖書館
一、
「萬聖節來找碴 －毒南瓜揭密有獎徵答」得獎者有環境衛生工程研究所劉修
誠等 10 位同學，得獎名單已公布在圖書館網頁，獎品則送至各系所辦公室
代轉。
二、圖書館目前正在舉辦「閱讀樂活」集點活動，凡集滿 20 點，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獎品豐富，歡迎同學們踴躍參加。活動相關辦法請參考圖書館網站。
三、本館於 12/5(三)下午 1:10-3:00 於光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演講活動，邀請網拍
高手－「中國藍設計坊」負責人魏籤懿小姐蒞校，除了講述從網拍到擁有 3
家實體店面的創業過程外，也告訴與會者如何搭配衣服，穿出自己的風格，
現場也請出 4 位聽眾當模特兒示範。會場另備有「中國藍設計坊」的精美小
禮物給當天參與之師生。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一、本中心已採購教職員 Adobe TSL C3 Design Premium for Windows 中文版全
校授權，內含 Photoshop CS3(影像處理)、Illustrator CS3(高階向量排版設計)、
InDesign CS3(高階文件排版)、Acrobat 8 Professional(文書編輯)、Flash(動畫
處理)、Dreamweaver(網頁設計)等 6 套軟體，歡迎全校老師及行政同仁踴躍
借用，詳細借用辦法及時間將於學校網頁上公告。
二、學生微軟校園軟體授權方案（Campus Agreement）已採購完成，授權範圍為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Professional Upgrades 及 Microsoft
Office Professional。Windows 作業系統升級版，只要曾購買任一個原始的
Windows 版本(不論 Windows95/98/2000/XP)皆可升級至 Vista 版本，Office 專
業版可使用最新版本，詳細使用辦法及時間將於學校網頁上公告。
＊體育室
系際活動－大隊接力賽將於 96 年 12 月 12 日、19 日假本校田徑場舉行，本
賽程以系為單位分男子組、女子組，欲知詳情請查詢本校首頁(體育室)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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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工系參觀「2007 年台北國際醫療器材、藥品暨生技展」
因應社會高齡化趨勢 醫材產業炙手可熱
生物醫學工程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日間部四技四年
級同學，於 11 月 8 日參觀台北世貿中
心之「2007 年台北國際醫療器材、藥
品暨生技展」，以了解目前最具創意與
多功能性的醫療儀器。
主辦單位除了規劃豐富的展覽區
外，還規劃醫療服務區、醫療學術論壇
及創新研討會等醫療學術交流區，為醫
療服務相關的醫院、保險業及旅遊業者
等，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促進異業結盟，開創出此次展覽中的另一項新指標。
此次參展多家廠商都有亮眼的成績，像曜亞國際參展的 LPG 醫療儀器、漢唐集
成公司的非接觸式乾眼症檢測儀、華新醫材公司的鑽石型超舒適口罩及工研院自
行車發展中心的雙功能升降平躺電動輪椅等，都是此次參展中具創意的優秀產
品。由此可見，台灣的醫療水準不斷精進，醫療費用與其他國家相比較低，如果
未來政府更將積極支持醫療器材產業的發展，在社會高齡化的趨勢帶動之下，與
民眾對醫療需求節節高昇等刺激下，台灣醫療器材生產規模與市場需求可望持續
成長。因此如果能將台灣目前最大的競爭優勢，發展為國際觀光醫療，勢必將成
為未來立足國際最大的火紅話題。

學生環保初體驗 喚起環境保護行動力
環境工程衛生系
本系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執行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之「環保初體驗執行計
畫」
，已
於 11 月份辦理完畢。日間部班
級分批於 11 月 7、8 日參訪正隆紙業股
份有限公司竹北廠。此活動主要是希望
藉由企業人員的解說及實地參觀運作
情形，讓同學能主動關心環保事務，了
解環境現況並體認環境的重要，激勵學
生應肩負環境的責任與態度，進而 將理
論與實務相對照結合。

環衛系同學參訪正隆紙業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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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光劇團京劇隊粉墨登場
通識教育中心傅武光主任配合演出 唱作俱佳
通識教育中心
本中心於 9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
假光恩樓 4 樓無慢堂舉辦「96 傳統戲曲
講座」
，邀請到國立國光劇團京劇隊蒞校
作戲曲演說及表演。活動由國光劇團張
育華老師主講，示範演員為劉海苑老
師，在張老師精闢的講解及劉老師精彩
的表演下，讓當天參與的師生均對傳統
戲曲有了更深的了解與喜愛。而且活動
當天本中心傅武光主任更親身示範，配
合演出「四郎探母」精彩片段，唱作俱佳，贏得台下觀眾滿堂喝采。本次活動之
參與師生反應熱烈，回味無窮，皆覺獲益良多，只可惜時間有限，並希望下次本
校能再多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院系所活動視窗
＊生醫科技學院
「2007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已於 11 月 24 日圓滿落幕，生醫科技組
當日邀請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何元順教授蒞校進行專題演
講，主題為「尼古丁受體誘發台灣地區女性乳癌之可能機制探討」。感謝本院各
系主任及老師的協助，使本組研討會能順利進行完成。
＊生物技術系
一、本系與濟生化學製藥廠、瑞安大藥廠、元成機械、益生生技、洹藝科技、天
賜爾生技建立策略聯盟關係，除提供生技系學生實習與場地外，並將進行多
項產學合作。
二、本系獲教育部獎助生醫保健重點特色計畫、技專院校最後一哩“生技製藥”
就業學程、勞委會“健康管理”人才培育計畫，9 月底邀請到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類營養系主任 Mark Failla 教授短期授課，並於 10 月 3 日與食
科系舉辦臺灣食品與生技研討會，邀請美國食品科技學會(IFT)理事長 Dr.
Heldman 參加。
三、本系林志城所長於 11 月 14 日率本校生物技術系、食品科學系與餐飲管理系
學生團隊，以「深水炸彈」專題參加臺灣食品科技學會主辦之「全國大專食
品創新競賽」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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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系與多家廠商建立策略聯盟

生物技術系邀請到 Ohio State University 人
類營養系主任 Mark Failla 教授作短期授課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本系已於 96 年 11 月 6 日(二)假光寰樓 H101 邀請到新竹市警察局鑑識課李
承龍股長主講「生物科技在刑事鑑識的應用」；96 年 11 月 20 日(二)邀請到世醫
股份有限公司楊文仁執行長主講「醫檢資訊管理在社區健康照護所扮演的角
色」，感謝當天參與聆聽之師生。
＊醫務管理系
一、賀！本系四技 2 年 1 班黃郁芳同學參加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英文演講比賽，
榮獲優等獎。
二、本系啦啦隊於 11 月 16 日獲邀至新竹市政府表演。
三、本系已於 11 月 24~25 日假苗栗香格里
拉樂園 舉辦 迎新 活動 ，活動圓滿成
功，感謝系上師生的共同參與及工作
人員的辛勞。
四、11 月 7 日本系張林松老師帶領第一梯
次的醫管系四技 1-1,2 與護理系四技
1-1,2 學生參觀陽明大學大體解剖課
程，學生反應熱烈，都說這是一個難得
的經驗，並感謝放射技術系秦作威老師 醫管系張林松老師帶領學生參觀
統籌安排。
陽明大學大體解剖課程
＊護理系
一、本系參與 96 年度校慶榮譽榜：反菸創
意競賽啦啦隊比賽－榮獲甲等；女子組
200M－四技 1-2 班徐菀薇同學榮獲第三
名；女子組 2000M 大隊接力－四技 1-1 及
1-2 班分別榮獲第一名及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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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理系於 96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9:00~12:00 假光禧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護
理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研習」
，邀請 到中山醫學大學顏文娟助理教授演
講「問題導向學習策略及落實在中山醫大的經驗」
，感謝當天熱烈參與之師生。
＊財務金融系
一、財務金融系在本校管理學院溫院長協助下，獲得「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之「96 年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劃」
，共補助本系三項計畫(金融
職場就業力座談系列、大專青年金融服務專業知能就業促進研習、企業參
訪)，藉此提升財金系學生之職場就業力，歡迎本校師生共同參加。
二、財金系「金融職場就業力座談系列」，已於 11/14(三)、11/20(二)、11/29(四)
於本校舉辦完成，會中分別邀請到中國人壽呂廣盛資深協理、錠嵂保險莊志
清主任及日盛證券林明其資深經理蒞臨演講，活動圓滿完成，感謝本校師生
的共同參與。
＊企業管理系
配合本校多元就業輔導計畫，本系辦理之「市場調查暨整合行銷就業研習營」
12 月份課程如下表，歡迎本校師生前往聆聽。
日期/時間
12/5(三)
下午 2:00~4:00
12/6(四)
下午 2:00~4:00
12/7(五)
上午 9:00~12:00
12/7(五)
下午 1:00~4:00

課程內容
美語：改變人生的魔法－
我的創業經驗分享

授課講師

上課教室

柴雨茜講師

光恩 B1 會議廰

職場所需之專業能力

廖文澄講師

光禧 B1 會議廰

網路行銷

邱瓊瑩講師

光禧 B1 會議廰

顧客關係管理

梁志豪講師

光禧 B1 會議廰

＊應用英語系
一、本系於每週四晚上 6:30-8:30，在 N318 教室之 Chit-Chat Lounge 活動仍在進
行中，由兩位外籍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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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英系學會已於 11 月 17 日假四方牧場舉辦迎新活動，同時於當晚舉行迎新
宿營，希望籍此拉近應英系同學感情。另 11 月 21 日應英系主辦「英為有你」
感恩節慶祝活動，與本校熱音社及海青班同學合作，並邀請中華大學熱音社
「放肆樂團」到場演唱，氣氛熱烈，現場提供眾多美食吃到飽，並有「卡拉
卡拉一起唱」卡拉 OK 團助興，參加的師長、同學無不盡興而歸。12 月聖誕
佳節將至，應英系屆時將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請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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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榮獲「巨蛋盃全國大專乙組棒球賽」亞軍
創下元培棒球隊史上最佳戰績
體育室
元培棒球隊在巨蛋盃全國乙組棒球賽中連勝不止，一路打進冠軍戰，雖然在冠軍
戰中敗給交通大學，但是仍然得到亞軍，是元培棒球隊史上最佳的戰績。元培棒球隊
在巨蛋盃以黑馬之姿，挺進冠軍賽，一路擊敗明新科大(7:0)、華梵大學(12:4)、中華大
學(9:1)、清雲科大(8:1)，可怕的是四場比賽都是提前結束對方。
冠軍戰是一場大專乙組一級隊伍與二級隊伍的比賽，元培雖然是乙組二級的球
隊，可是元培的氣勢不凡，場邊動員啦啦隊，戰鼓喧嘩，給交通大學很大的壓力。冠
軍戰的先發投手在賽前一直沒有敲定，因為一號投手生技系的林啟榮，在對清雲的比
賽中受傷，而二號投手放射系的鍾元翔，球質重而且準，雖然在對華梵及中華的比賽
中獲 MVP，但是直球怕無法壓制交大的體保生，最後決定由加入球隊才第二年的三號
投手，醫管系的林政偉先發，林政偉的球路以變化球為主，球路進壘很低，非常難接，
還好轉投為捕的林啟榮，守住本壘大關，加上配球靈活，讓林政偉對交大展現很好的
壓制性，另外游擊手餐管系的方家駿，履接險球的表現也以守備幫助投手。在前五局
雙方仍僵持不下，直到六、七局交大各得一
分才將比數拉開，元培棒球隊最後雖反擊無
力，以四分飲恨，但雖敗猶榮，贏得交大教
練的肯定，也贏得參加「巨蛋盃」以來最佳
的名次—亞軍。
另外在個人獎項方面，食科系的張博釣
以驚人的七成五打擊率獲得大會的打擊王。
而放射系的鍾元翔，身為球隊隊長，拿下兩
場單場 MVP，財金系的林逸偉也獲一座單場
MVP 獎牌。

總教練蔡佈曦老師代表接受亞軍獎盃

本校棒球隊全體隊員合照

本校食科系張博鈞同學獲得大會打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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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參訪遠東大飯店及明湖水漾會館
掌握業界脈動 提昇同學實務能力
餐飲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於 11 月 15 日，由魏榮進主任、李民賢、王為平及劉婉真 3 位老
師帶領系上 4 年級學生及 3-2 班的共 90 位學生，參訪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大飯店
及明湖水漾會館。
在參觀遠東大飯店後，發現公司對於員工的培育相當重視，除了規劃縝密的
訓練課程外，另外像員工的餐廳、訓練教室甚至是面試室，廣大的空間配合溫暖
的色調裝潢，工作環境令人備感溫馨舒適，飯店對待員工就像對待家人一樣重
視，打破了以往我們對飯店的舊有思想。在這裡員工也不會學不到想要的東西，
除了新進員工的訓練外，主管和經理也必須接受不同的訓練課程以隨時吸收新
知。
而後我們轉移到飯店內部的餐廳參觀，發現餐廳的構思也非常用心，例如上
海醉月樓的裝潢是以紅色和黑色構成，餐桌擺設也變成中菜西吃，桌上喝的不是
茶而是紅酒，在在顯示餐廳的細膩和新穎。而馬可波羅西餐廳和酒窖，還有設計
一個特定區塊給需要特定事件的人，菜餚全出自於主廚的頭腦，所以客人是沒有
菜單的。燦鳥日式料理廳旁邊則有一個小木屋供客人使用，非常貼心而特別。
經過這次的實地觀摩，同學學習到的不只是對待客人的方式，還接受到許多
創新的思想和觀點，使即將畢業的學生們更加了解業界需求以及業界生態，並能
檢視自我能力，找出自我的方向，可說是一次成功的參訪。

寒假志工衛生保健服務營隊“徵求服務志工”
歡迎有意願的同學報名參加
健康管理中心
寒假志工衛生保健服務營隊徵求服務志工！為鼓勵本校服務性社團利用寒
假期間，辦理服務學習營隊活動，協助帶動中、小學生參與活動，讓參加活動的
學員，在活動中能培養注重衛生保健的觀念，惠群社及紅絲帶社特別於寒假期
間，預計分別前往港南國小及內湖國小辦理「親親寶貝健康成長營」
（97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3 日，共計 3 日）及「健康一把罩學習營」（97 年 1 月 28 日至 1
月 30 日，共計 3 日）
，歡迎有意願和我們一同服務的同學至健康管理中心報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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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防治海報製作、徵文比賽獲獎名單
健康管理中心
因近年愛滋病的盛行率逐年升高，為了讓同學們對愛滋病防治的知識觀念更
加瞭解，本中心特舉辦愛滋病防治海報製作及徵文比賽，希望藉由這個活動，讓
同學對愛滋病防治有更深刻的印象。以下是本次比賽獲獎名單：
愛滋病防治徵文比賽
名次

班級

姓名

1

夜四技應英 1-1

林薇鳳

2

日四技醫工 1-2

孔相鈞

3

四技醫管 1-1

李郁瑾

愛滋病防治海報競賽
名次

班級

姓名

1

日二技護理 1-1

楊慧玲

2

日四技企管 4-1

徐孟群

3

日四技食科 1-1

陳一立

港南國小校慶暨社區健康總動員
本校提供健康義檢 參與民眾踴躍
健康管理中心
本中心於 96 年 11 月 10 日協同惠群社
前往港南國小，協助辦理「校慶暨社區健
康總動員運動會」
，提供血壓、體脂肪、骨
質密度及一氧化碳檢測。總計本次活動有
79 位民眾參與，情況踴躍，並感謝多位惠
群社志工熱情協助，使本活動順利圓滿完
成。
本校服務志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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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生命體驗營 讓同學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衛生保健組
本校於 9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06:50~17:00 舉辦「志工體驗營」活動，活動
內容包含關懷生命體驗及參觀消防博物館兩項行程。第一站首先至台中大里綜合
仁愛醫院，參加同學除接受急救技能訓練外，並參觀嬰兒室及產房、學習縫合技
術及新生兒照顧等，讓同學體驗媽媽生產過程的甜蜜與辛勞。而後同學至新竹消
防博物館參觀，實際演練濃煙逃生、緩降機使用、滑袋逃生等逃生技能，同學皆
反應課程生動而活潑，具有正面意義，收獲良多。

同學體驗救護車的搬運病人經驗與過程

同學親自動手體驗開刀的縫合過程

資源教室戶外活動 體驗客家文化風情
學生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於 9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日)，帶領資源教室的學生、IF 義輔社及教
師造訪新竹縣峨嵋鄉的十二寮農園，品嚐客家美食、製作客家麻糬及黃金菜包，
充分體驗田園之樂。此外，透過這次戶外踏青的活動，師生們亦得以有機會倘佯
於大自然的懷抱，享受湖畔漫步、風徐境幽的感受，雖然大伙兒走的香汗淋漓，
但身心似乎也經過一番洗滌般的清澈。就在這享受美景、說說笑笑間，無形中增
進了同學們之間的互動，美好的一天在歡笑中劃下句點。

資源教室同學們造訪新竹縣峨嵋鄉十二寮農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