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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開國際學術交流 收穫滿囊
蔡副校長率一行人赴美國大學進行參訪
健康科學學院
本校健康科學學院為提昇教師之教學及研究品質，於 2007 年 1 月 22-26 日
由本校副校長擔任團長，本院黃永勝院長領隊，一行十二人前往美國進行參訪活
動。參訪行程首先是由國科會科技發展組江鵬昆組長協助安排參觀芝加哥大學，
同時也經由黃院長之引介參觀廖述宗院士的實驗室，廖院士詳細的介紹他的實驗
室後，更帶著參訪團團員參觀管理學院、神學院教堂及中東博物館。從參訪過程
中深刻體會芝加哥大學在重視學術及研究的同時，對於學生人文素養的提昇也同
樣重視。離開芝加哥後，參訪團一行人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學進行交流訪問。第一
天參訪團拜會教育暨民生學院，該校由 Hancock 副院長、營養學系 Failla 系主任
及國際事務部 Hong 主任接見本團，雙方就學校及學院概況互相介紹後，團員參
觀東亞語言中心及國際教育部，實地了解學生學習外語的情形以及該校辦理學生
出國交換計畫等事務。晚間接受教育暨民生學院院長及教授隆重的晚宴款待。第
二天的參訪行程是根據團員不同的專長分成三組。食品科學組的團員參觀營養學
系的中間型食品加工廠。除了設備新穎且完善的實驗室外，系上走廊的櫥窗上擺
滿各式各樣產學合作所研發的產品相當醒目，對於 該系產學合作的研發能力及成
果印象深刻。環境衛生組的團員除了拜會環衛所所長以外，更參與當天該系所進
行的專題演講，同時就雙方未來在環境衛生領域上可能的合作方向進行意見交
流。基礎醫學組的團員則是參觀大體解剖室以及實驗大樓，對於能夠參觀該院在
數位化基礎醫學教學上所投入的軟硬體設備，團員深感收獲良多。
參訪時間雖然短暫，行程也相當緊湊，然而本次參訪成果可說相當豐碩。綜
觀之，本次參訪之主要成果有三：
一、增進本校與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暨民生學院實質的互動關係。教育暨民生學
院 Andrews 院長及營養學系 Failla 主任於 2006 年 3 月曾訪問本校並與本院簽訂
合作關係，此次參訪團是以回訪目的赴俄亥俄州立大學進行交流。Failla 主任預
計將於今年再度訪問本校，密切的互訪不僅能夠建立雙方深厚的友誼，更能促進
本校在教學及研究上邁向國際化。
二、增進本 院了解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暨民生學院教學及研究相關之硬體設備及
人力資源。參訪團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停留期間，Failla 主任精心安排各項參觀及
交流活動。所有團員對該校優美的校園及完善的教學研究設備印象深刻，期盼未
來在兩院交流過程中，本院師生有機會接受該校優良的學術傳統及研究風氣之薰
陶。
三、增進本 院思考未來與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暨民生學院在教學及研究上發展合
作關係的模式。經由實地赴美參訪後，將能夠具體的規劃未來兩院的交流合作計
畫，例如：教師研究上的合作模式或交換學生時之學習內容。如此，相信將能夠
使兩院的教學或研究合作計畫更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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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無論是在教學或研究上都積極邁向卓越化，而達成卓越化的途徑不僅需
要學院師生本身不斷充實精進專業知識與技能外，觀摩他校或他院並吸取經驗更
是通往優質化學院的重要策略之ㄧ。本次的參訪行程不僅帶給學院教師更多的專
業成長機會與開拓國際視野，相信對於本院朝向學術及研究優質化及國際化更向
前邁向一步。

訪問團團員合攝於芝大校園內，前排右二為健康科學學院黃永勝院長、
右三廖述宗院士、左三蔡雅賢副校長、左二科技組江鵬崑組長

芝加哥歡迎晚會(96.01.23)，前排左起：蔡瑞胸院士、鄭良福教授、黃永勝院長、
廖述宗院士、蔡雅賢副校長、李文雄院士、吳宗義院士、江鵬崑博士(科技組長)

俄亥俄州立大學歡迎晚宴(96.01.25)，蔡副校長雅賢、黃院長永勝
與民生學院院長 David Andrew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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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產學合作關係
本校與保順養護中心簽立教育夥伴關係
研發處
財團法人新竹縣私立保順養護中心呂榮初董
事長及主管們於 96 年 1 月 11 日蒞校參訪、與本校
簽立「教育夥伴關係合約書」，並隨即與健康學院
黃永勝院長及醫務管理系、護理系、環境工程衛生
系、食品科學系主任、師長們就產學合作及學生實
習等合作議題作深入之協商。

蔡副校長(右)與呂榮初董事長完成簽約合影

開拓建教合作 促進各項交流
校長、副校長率本校主管至彰濱秀傳醫院參訪
研發處
96 年 2 月 7 日下午，校長、副校長帶領生醫學院羅俊光院長、醫務管理系
林四海主任、醫事技術系王海龍主任、護理系韓文蕙主任及研發處同仁前往彰濱
秀傳醫院參訪，並探討雙方簽約建教合作、學生實習、學術交流、產學合作、推
廣教育等議題。

林校長、蔡副校長與秀傳醫院主管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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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教學品質 增進教學卓越
期初教學助理（TA）說明會，圓滿結束
教學資源中心
本中心已於 96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 上午 10:00~中午 12:00 假光禧樓 B1 國
際會議廳舉辦「期初教學助理（TA）說明會」
，參與人員踴躍，內容新穎，參與
教師獲益良多。以下為說明會內容摘要：
95 年 11 月 14 日於教學卓越會議通過「學習輔導計畫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
法」
，本中心於 95 學年下學期正式實施，希望能將學輔導計畫推展至校內每一位
教師，除了培養學生教學的能力，也期望提昇教師的教學品質。
96 年 3 月 2 日舉辦 95 學年下學期「期初教學助理(TA)說明會」，會中主要
在說明教學助理的權益與義務，會中分為六個階段進行：1.認識教學資源中心；
2.認識教學資源中心人員；3.介紹參與計畫課程之教師和 TA；4.TA 工作說明；
5.教學交流；6.綜合座談。
說明會中以紙本與網頁簡介本中心業務與教學助理工作內容，並說明教學助
理應盡的義務，以及提醒教學助理需要注意的事項。再請教師與教學助理相互討
論未來工作內容後，在綜合座談中提出疑問與討論。
教學助理主要工作介紹如下：
1. 小組討論
2. 協助老師帶實驗
3. 利用遠距教學平台作課前、課後的資訊交流和討論
4. 協助課程討論區與批改作業
5. 課程錄影、轉檔、建立遠距教學網之教材教案

本校教師參與說明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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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演講－資訊科技在教學上之應用與趨勢
教學資源中心
本中心於 96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0:00~中午 12:00 假光暉樓 2 樓會議廳
舉辦「教學策略演講」活動，請到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所楊接期教授主講
「資訊科技在教學上之應用與趨勢」，參與人員踴躍。以下為演講內容摘要：
資訊科技應用於教學，已是近十年的趨勢。在應用的程度上，資訊科技更是
日新月異，從 web1 至 web2，從過去印出投影片報告的日子到現在僅需 USB 即
可使用的單槍投影機，無論如何，技術與儀器都不斷在進步。在科技的接受度方
面，即使從創新者、實用者、保守者到懷疑者皆有，但是彼此間的鴻溝，因科技
的整合與應用的程度，慢慢地拉近彼此的距離，網路學習社群興起，教師除了使
用傳統教學法，必須因應行動學習的趨勢，將教學與多媒體等等人工智慧做一結
合，才能使得教學提升效率。
過去，傳統的實驗教室裡，儀器與實驗素材在經過人力可為的實驗步驟，才
可能紀錄完整的實驗過程；如果利用行動技術的理念，可將科學實驗達到測量數
據化、即使蒐集資訊、可調整頻率、可外接不同種類的感應器，更加提升實驗的
面向與減少實驗所需的時間。
因此，應用資訊教學，除了增加多元的教學法外，網路也增加學習的效率，
教師與學生皆可以利用其中的功能獲得助益，以實施多年的亞卓市全民學校為
例，教學不分年齡，有專長者就能獲得大家認同。在實施過程中，建議逐步實施，
並讓學生有多參與網路教學的機會，才能建置一個教學與學習共同成長的資訊教
學環境。

國立中央大學楊接期教授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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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計畫-執行重點成果 No.1
「卓越師資講座計畫」
教務處
一、卓越師資講座計畫
邀請本校榮獲 93 及 94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餐飲管理系李民賢助理教授，與
新進初任教學教師分享教學經驗與教學技巧。講座中提及新進教師的教學準備包
含課程準備、研究計畫、實務研習、專業證照、愛心耐心、體力毅力、樂觀積極
等，豐富的經驗分享。漫談教學卓越方向，精進專業與堅持原則是教學卓越的前
提、請別抗拒調整教學方法去適應同學、換個角度思考：評量是檢視制度與自我
進步的最好策略、愛與責任是教學的原動力等多面項，藉此鼓勵新進教師邁進教
育之路。從意見回饋表得知，新進教師對此講座主題安排及主講人整體表現的滿
意度頗佳，對於教學亦有助益。

講座進行中

主講人與新進教師經驗談

與會人員填寫回饋表

二、全校性講座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Heart Failure Patients
本講座特邀請 Maryland University Dr. Thomas，與會人員為本校全體教師，
分別安排兩天的行程進行校園參觀及專題演講等多項安排，10.27 以參觀本校校
園及護理系為主，並與護理系師生座談，接著進行接風-午餐，10.28 進行簽約儀
式，並接著進行「心衰竭病患的憂鬱症」專題演講及經驗分享，中午餐敘歡送，
圓滿完成此趟研究與交流之旅。
三、生醫科技學院講座－奈米生物原理與應用
本講座特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潘榮隆教授，與生醫科技學院教
師分享奈米生物原理與應用議題。潘教授也針對「奈米科技」與「生物科技」等
相關議題作探討。另提及最新的歐洲生命科學報告中，則指出生物奈米技術為
21 世紀關鍵技術，並認為生物奈米技術將增進經濟、醫療和技術領域的潛力。
藉由此講座的問與答，讓主講人和與會人員有更進一步的互動，本講座圓滿結束。
四、健康科學學院講座
本講座參加人員為健康科學學院全體師生，分為兩議題：黃耀文教授任教於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Food Safety University of
Georgia，主講「 Life Science and Health」
。分別介紹食品的發展歷史概況，並依
序介紹美、日、中以及台灣的保健食品之定義，以及較為熟悉的保健食品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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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來開發保健食品之方向。保健食品之領域是每位食品專家積極研發的重要領
域，未來發展商機無限。黃登福教授任教於台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主講「海
洋生物的毒」。依序介紹世界上及台灣常發生的海洋生物中毒現況，並分別介紹
各種毒的發生原因、中毒機制、中毒症狀以及預防方法。提及如何進行有毒魚種
的監測及控管，如何教育消費者辨認有毒魚種以避免誤食而產生中毒等議題。台
灣四面環海，海洋生物資源豐富，發展海洋科學研究顯得格外重要。

全校性講座

生醫科技學院講座

健康科學學院講座

提升專業知能 拓展教學思維
本校教學研習會內容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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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假光恩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研習會。會中很榮
幸邀請到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方煒教授主講『態度』，由於內容活潑
生動，深受好評；另有一場『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成果分享』計有 10 項子計畫發
表，內容精闢豐富，累積了教師們的經驗傳承，使全體教師受益良多。本研習會
自上午 9 時開幕至下午 4 時 30 分圓滿結束。

馬教務長報告教學計畫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方煒教授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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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教學卓越
賀！醫工系及環衛系自 95 學年度起通過國際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研發處
二十一世紀是科技倍速發展，也是知識經濟的世紀。為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各項教育改革，期使各級學校培育的學
生能符合新世紀的要求。本校為求課程能與國際接軌，藉此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及
外籍生來台就讀，特自 95 年度起自行向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簡稱 IEET)提出國際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申請。中華工程教育
學會(IEET)自 2005 年 6 月起即晉升為「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之準會
員，而國內通過 IEET 認證的學系畢業生將為其 10 個會員國及 4 個準會員國所
認可，與當地工程 領域畢業生享有相同申請專業工程師執照的權力。依中華工程
教育學會(IEET)於 96 年 1 月 15 日所公告之 95 學年度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結果。
本校環境工程衛生系及醫學工程系自 95 學年度起通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透
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除可保證學生在畢業時能夠接受完整的學識與訓練過程
外，更可以成果導向的角度檢視學生畢業時是否具備充分的專業優勢及競爭能
力，以確保在未來生涯上符合產業界與學界需求。

處室中心短波
＊註冊組
大學法第 26 條增列「身心障礙學生修讀學士學位，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
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自 95 學年度
第 1 學期起實施。上述身心障礙學生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
置就學者。
＊課務組
一、95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已於 3 月 5 日截止,除了先前有填寫人工加選單或跨
部(跨學制)選課申請單不過者可改選外(至 3 月 19 日止),其餘概不予受理。本
學期選課核對單訂於 3 月下旬,請各班導師協助發予同學簽名,同學亦可先行
至學生資訊系統先行查詢或列印個人課表。
二、教學評量開始囉！換你來幫老師打分數！
本學期教學評量開放時間：96/04/16~96/04/29，96/06/18~96/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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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期末若未上網評量皆無法於學生資訊系統查詢成績，請各位同學要把
握時間上網評量喔！
＊綜合業務組
96 學年度研究所招生考試簡章公告已於 96 年 2 月 1 日(四)公告於本校招生
網頁中，並於 96 年 3 月 1 日(四)開始接受網路報名，預計至 96 年 3 月 30 日(五)
截止報名，考試時間為 96 年 5 月 11 日(五)，敬請各學術單位協助廣為宣傳。
＊生活輔導組
一、人事異動資訊：學務處卓越計畫助理由何函儒小姐接替黃于芳小姐業務。詳
細業務內容可上生輔組網站瀏覽。
二、本學期生輔組宣導事項：
＊ 請注意行車安全，勿隨意停放車輛。
＊ 社會變遷暴力案件頻傳，請師生注意外出自身安全。
＊ 請維護校園無菸環境，巡視勸導無效則以校規懲處。
＊ 請注意禮貌、儀態穿著，師生共同營造友善校園。
＊衛保組
一、本校配合環保署推行「學校餐廳禁用免洗餐具」政策，在餐廳內用餐時店家
不得提供任何材質的免洗餐具；為了保護環境及我們的健康，鼓勵同學自備
環保餐具或使用餐廳提供之環保餐具。
二、本校為『無菸校園』依規定於校內全面禁止吸菸，違反規定者依校規處置，
並需參加『菸害強化教育講座』；未參加者『如屢傳不到、學期結束前仍未
參加者，依學生獎懲規定第五-(2)-12 條規定：無故缺席重要集會者記過乙次
處分』。
三、本校於光恩二樓(N201 教室對面)設有護理室，提供簡易外傷處理、身高、
體重、血壓、視力及體脂肪檢測服務，聯絡分機 8119、2245、2246、2247、
2248。服務時間：上午 08:10~12:00、下午 13:10~17:00、晚間 18:00~22:00
＊總務處
為提昇服務全校師生，即日起每星期一~星期五上午 8 時至 17 時於光宇樓 1
樓旁總機室（光暉 3 樓圖書館前），提供售國光客運往返台北之回數票服務，每
本 10 張，販售價新台幣 920 元（恕不零售）
，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節省時間。
＊電算中心
小心觸犯智慧財產權(學生與教職人員均要注意)！
一、依學術網路管理辦法與相關智慧財產權法,使用網路資源時應注意智慧財產
權的法律問題。
二、請詳閱以下網站資訊,加強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

95 學年度第 5 期元培校訊(96 年 3 月)

三、若發生侵權行為將依校園相關規範處置,所衍生相關法令責任應自行負責。
相關網址：http://web.ypu.edu.tw/ytcc/property/
＊圖書館
近來，圖資界在 Blog 方面做了不少討論，重點是為了強化 Library2.0 理論
所提供的服務與效益，強調其互動與共創性。
元培圖書館不落人後，在 2006 年 12 月著手建立了這個館員與讀者的交流園
地，希望藉此拉近彼此的距離，讓讀者在互動與閱讀中獲得更多的新資訊。
此部落格已於 2007 年元旦正式加入圖書館線上服務系統，歡迎讀者至
http://blog.yam.com/YPULibrary 體驗。
＊健康管理中心
一、志工基礎、特殊訓練即將開課，本中心為社區服務盡一份心力擬於 96 年 3
月 19、20、21 日成立基礎訓練課程；96 年 3 月 26、27、28 日成立特殊訓
練課程，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報名
截止時間為 96 年 3 月 15 日，有意者請
洽健康管理中心高雅蔆小姐，聯絡電
話：03-5381183 轉 2248。
二、本中心於 3 月 1~5 日辦理教職員及學生
實習前健康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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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為受檢者抽血
＊教學資源中心
一、本中心擬於 3 月 19 日發行「教與學電子報」第二期歡迎全校師生踴躍投稿，
第二期電子報主題為「科技與教學─遠距教學面面觀」教與學電子報網址為
http://web.ypu.edu.tw/ctl/epaper.html，敬請大家多加利用。
二、學習護照活動已經開始！本中心 95 學年學習護照活動已經開始啟動，第一
次參加本中心舉辦活動(含上學期曾參加者)之本校學生，請踴躍至教學資源
中心申請，完成學習護照者本中心將提供豐富的獎品，機會有限請勿錯過。
學習護照活動相關細節，請見本中心「最新消息」與「活動集錦」網頁：
http://web.ypu.edu.tw/ctl/index.html。
＊體育室
一、勤毅教育打掃班級時間區域資料，請至本校首頁最新消息或體育室網站查
詢。
二、本校各 項體育競賽活動已熱烈展開，敬請各系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各比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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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間、地點如下：
項次

活動項目

舉辦地點

日期

1

系際盃羽球賽

本校羽球場

3/19

2

體育幹部座談會

光禧樓國際會議廳

3/20

3

系際盃排球賽

本校排球場

3/26

4

元培盃師生羽球賽

本校籃球場

3/26

5

系際盃籃球賽

本校籃球場

4/2

6

校際球類錦標邀請賽

未訂

4/21

7

參加桃竹苗盃籃球賽

未訂

4/23

8

班際大隊接力

本校田徑場

4/30

＊人事異動
一、為提昇總務處功能，環安組於 96 年 3 月 1 日起改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由環境工程衛生系楊慈定助理教授擔任，校內分機：2254、2259。
二、教務處課務組劉前組長，因另有生涯規劃離開該職，自 3 月 1 日起由新聘李
世華小姐代理課務組長一職。
三、管理學院餐管系，自本學期起由張威國副教授擔任該系系主任。
四、懸缺已久的推廣教育中心主任一職，自 3 月 9 日起由醫管系劉明煌老師兼任
該中心主任。

餐飲管理系學生實習餐廳－菊軒亭將於 3/29 開始營業囉
餐管系
本學期菊軒亭學生實習餐廳中午由餐飲管理系二年級學生營業，晚餐由四年
級學生營業。午餐自 3/29 起開始營業至 6/14 止，每週二、三、四營業，共營業
10 週，本學期午餐為主題料理，主題依序為：台灣週、泰國週、香港週、美國
週、南洋週、韓國週、客家週、日本週、中國週（四川菜、北京菜、湘菜、江浙
/上海菜……等）義大利週，每份售價 60 元。
晚餐預計將於 4/10 起開始營業至 5/10 止，每週二、三、四營業，共營業 1
個月，本學期晚餐為西式 buffet〈含湯 1、熱前菜 1、冷前菜 1、主菜 2、甜點 2、
飲料 2(冷熱各 1) 〉
，每份售價約 120 元。將於 3/20 起開放預約訂位，訂位專線：
03-6102395 或校內分機 2395，竭誠歡迎全校師生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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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項專題講座，歡迎有興趣師生參加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服務機構及職稱

演講主題

演講地點

3 月 21 日

1510-1700

王明哲 博士
醫藥品查驗中心

臺灣生醫材料
與上市法規

N305

3 月 28 日

1510-1700

蔡文齡 經理
味全公司中央研究所

保健食品開發
實務

N305

1510-1700

賴惠敏 博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
醫藥技術組業務經理

化粧品產業現
況與發展

N305

4 月 11 日

1510-1700

楊智強 博士
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科技研發處副處長

疫苗製劑

N305

4 月 18 日

1510-1700

姜福慧 研發部副主任
遠東生技公司

藻類生產技術
與保健應用

N305

1110

王秋森 教授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SH
(企業社會責任
與環境安全衛
生)

光恩國際
會議廳

1310-1500

林大鈞 協理
台新金控公司協理

金控產業之經
營現況及面臨
之挑戰

公告於財
金系網頁

1010-1200

歐文傑 資深經理
南山人壽高階財務顧問

財金科系學生
如何快速考取
CFP 證照

公告於財
金系網頁

方可以 主任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會計
室主任

台灣高鐵之財
務規劃與財務
操作－從台灣
高鐵，看 BOT
的財務運作

公告於財
金系網頁

高國坪 總經理
高科技公司總經理

從 CFO 邁向
CEO 之路－從
總經理的角度
談公司理財

公告於財
金系網頁

4月4日

4 月 11 日

3 月 21 日

4 月 11 日

4 月 19 日

4 月 27 日

1010-1200

1010-1200

主辦單位

生技系

環衛系

財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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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對面視訊影像以改進英語溝通能力
應英系
位於影醫大樓的「多媒體教育資源中心」已添購了 12 部電腦，在美籍教師
詹邁克(Michael Jenks)的主持下，可利用電腦網路視訊設備，提供學生遠距的英
語聽講教學與輔導的機會，請同學多加利用。

Using Face-to-Face Live Video and Video Mail
to Improve English Communicative Ability
In November 2006,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began completing homework
assignments using face-to-face live video and video mail. This is part of a research
project initiated with monies from a grant awarded by the MOE to Yuanpei and the
Applied English Department, and continued by an individual research grant awarded
to Professor Michael Jenks by the NSC. The purpose of the follow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ject is to facilitat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opportunities with English
majors in order to allow students to advance their conversational English abiliti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e simple premise behind this project is that the more students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listen and speak English, the faster they learn to listen and
speak in a natural, comfortable way. Students at Yuanpei should have well-rounde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advance their skills with live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in using
modern, cutting-edge form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s of November 15th, the
students had begun learning how to use a free video conferencing program called
"SightSpeed" that affords excellent voice and face synchronization, even at low
Internet bandwidth. Soon, each student will receive a digital video web-camera
courtesy of the MOE and NSC grants. The students will use these cameras from their
homes and dormitories to study English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Photo of the Face-to-Face Lab

Composite picture taken from video
conversations with students during projec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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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醫務管理系「台灣健康促進醫院研究發展中心」協助
衛生署豐原醫院及台中醫院加入國際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網絡會員
醫管系
為配合衛生署推動的衛生外交政策
－國際衛生的參與，日前衛生署豐原醫
院及台中醫院在本校醫務管理系「台灣
健康促進醫院研究發展中心」之協助
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 健康促進
醫院的網絡會員，將醫務管理及健康促
進的臺灣經驗分享國外醫院。
WHO 歐洲分部在 1988 年便開始著
手健康促進醫院(Health Promoting
研發中心成員童淑琴及黃曉令教師 Hospital, HPH)計畫，並建立了健康促進
應邀出席兩家醫院健康促進醫院網 醫院國際性網路，積極推動健康促進醫
絡會員證書頒發記者會 2007/3/1
院。WHO 所提倡的健康促進醫院，其
關注的焦點在於健康創造，甚至是全民健康，主要是希望將醫院服務方向重新調
整為健康服務，並將健康促進設定為醫院的任務之一。從技術層面來看，健康促
進醫院是藉由健康促進的概念、價值與標準，重新調整醫院的組織架構與文化，
其最終目標在於提昇健康照護的品質，改善員工、病人、家屬及社區民眾的生活
與工作情況並提昇其滿意度。另外，健康促進醫院也必須擴大醫院管理的焦點與
組織架構，使服務的範圍包含健康照護而非僅是治療照護，同時與社區合作提升
治療、照護與預防之整合型照護概念。在 WHO 歐洲分部的大力倡導之下，除了
歐洲許多醫院推行健康促進醫院外，澳大利亞、加拿大、蒙古、泰國及其他國家
的醫院亦積極參與，執行了為數眾多的健康促進醫院改革計畫，數以百計的健康
促進計畫也在各醫院推動。
台灣健康促進醫院研究發展中心成立於 2006 年，研發中心成員包括醫管系
林四海主任、童淑琴老師、林雅雯老師及黃曉令老師，本研發中心的成立宗旨在
於結合健康促進、組織發展與醫務管理之專業人才，以全面性與系統性的推動模
式，採用 WHO 所建議之核心策略-參與及賦權，推行符合 WHO 精神與標準之健
康促進醫院。本研發中心所輔導的兩家醫院已於 2005 年底順利加入 WHO 健康
促進醫院的網絡會員。目前國內醫院中加入此一國際網絡會員之醫院僅五家，其
中兩家是由本研發中心協助加入，輔導成果斐然。除了實務上的輔導外，本研究
團隊亦投稿多篇健康促進醫院之學術文章於國內外期刊，另外，研究團隊成員也
將於今年四月遠赴維也納參加第十五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屆時將發表有
關台灣推動健康促進醫院的經驗。本研發中心未來將持續推動健康促進醫院概
念，致力發展本土化之健康促進醫院推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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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管理實務講座開跑
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
本所於03/08(四)下午1:10~4:00，於本校舉辦管理實務講座，講題為「信用
卡」，活動圓滿完成。經管所許所長特別邀請「中國信託信用卡事業處行銷部經
理－楊鑫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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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難得佳機，讓學生得知信用卡包括擔保信用卡和未擔保信用卡
及其區別，並說明信用卡在發行時所需的一般限制、流程及顧客辦卡可獲得的回
饋（紅利點數和贈品），而顧客獲得之回饋也成了銀行發卡之成本，故須有些限
制，例如：消費時需達一定金額才能兌換贈品，顧客刷卡累積紅利點數受「在二
年內沒有兌換，點數自動歸零」的限制，這些限制對發卡銀行而言，可減少成本
的支出；相對地，讓顧客感到不公平。
目前卡債問題層出不窮，發卡銀行也受此卡債風暴的嚴重衝擊，使公司發生
虧損，因此發卡銀行對於申請信用卡人之審核更加嚴謹，再加上信用卡近年來盜
刷問題愈來愈嚴重，使得有效發卡數量減少。楊經理除了介紹信用卡市場現況
外，並說明最重要的一點「在金融業中，其業務範圍不單單只是存放款，行銷通
路也占一席之地」。在講座中，楊經理亦針對學生提出的疑問，現場給予解惑與
指導，讓同學對信用卡、金融業與行銷管理間之關係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特別
感謝楊經理來敝校演說，亦感謝同學熱忱參與，讓此活動圓滿落幕。
此次活動對本校學生在技能訓練課程上及實務決策能力是受益良多，更有益
於同儕之間互動及將來學業相互提攜，亦深信對學生將來不管是就業或者日後在
修習相關課程助益甚大。

許所長、楊經理與經管所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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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活動視窗
＊生醫科技學院
一、3 月 21 日(星期三)生醫科技學院擬與學輔中心合辦『學生講座－職涯輔導』，
地點為光恩國際會議廳，參加對象為放射系、醫技系、醫工系、資工系四技
畢業班同學，歡迎二技畢業班自由參加。
二、3 月 28 日(星期三)生醫科技學院擬與學輔中心合辦『教師講座－情緒管理』，
地點為光禧樓 K109 扇形教室，參加對象為放射系、醫技系、醫工系、資工
系全體教師。
＊放射技術系
一、賀！曹馨心甄同學試直升「長庚大學醫學物理暨影像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李雅婷同學甄試直升「朝陽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
二、本系 95 學年度參加「第三屆全國大放盃」
，於羽球錦標賽榮獲冠軍、桌球錦
標賽」榮獲冠軍、籃球錦標賽榮獲季軍、女子籃球錦標賽榮獲季軍。
＊護理系
本系參加新竹市政府 96 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評選，共 2 件計畫案：計
劃案一【課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計劃案二【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食品科學系
本系所開設之「食品業及餐盒業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實務研習班」課程已圓滿結束，
計有 85 人通過訓練。
＊醫事技術系
一、署立基隆醫院林元龍主任，熱情捐贈本
系 3 台檢驗儀器，以利本系教學，特此
感謝！
二、賀！本系獲教育部審查通過「生物及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資訊管理系
一、賀！夜二技 2-1 林恒如同學，考取 SCJP 國際證照。
二、日二技 2-1 潘至彥同學甄試錄取佛光大學資所(正取)、日二技 2-1 陳培倫同
學甄試錄取僑光科大資管所、朝陽科大資管所(正取)
＊環境工程衛生系
本系陳文欽助理教授與所指導的生物技術研究所黃亦聖同學，研究成果「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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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式厭氧消化模廠處理廚餘暨生質能源回收潛力探討」，經中華民國環境工程
學會評選為 95 年度優秀論文獎。

元培診所門診時間表
健康管理中心
元培診所於聘請署立新竹醫院專科醫師駐診為您服務，門診時間為上午
9:30~12:30、下午 2:00~5:00，元培師生一律免費喔！元培診所門診時間表如下：
時間
09:30am
│
12:30pm
14:00pm
│
17:00pm

星期一
內科
肝膽腸胃科
王晴祺
內科
心臟胸腔科
吳泉昌

星期二
神經科
陳麗卿
復健科
廖恪修

星期三
內科
肝膽腸胃科
王晴祺
內科
肝膽腸胃科
王晴祺

星期四
心臟外科
侯守賢
神經內科
蔡佩君

星期五
內科
肝膽腸胃科
王晴祺
內科
超音波
許丁壬

課指組各項活動預告
課指組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招募時間

地點

元培親善大使
招募

即日起至
學期結束

09:00~17:00

光禧樓 1F
課指組

備註
歡迎本校同學踴躍
報名參加，詳請洽本
校課指組，電話：

03-6102238
光禧樓 1F 課指組 請同學踴躍投稿！
或學生自治會辦 並將稿件交至學務
公室(集賢 3 樓) 處課指組

校刊－杏暉徵稿

96 年 3 月 5 日
~3 月 23 日

09:00~17:00

元培青年選拔

96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14:00~17:00

光禧樓 B1
國際會議廳

歡迎同學們至會場
為參選者加油

丁亥年成年禮
活動

96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三)

17:30~20:00

光禧樓 3 樓
綜合大禮堂

各四技部一年級請
選 15 名代表參加本
校成年禮活動

親善大使暨
96 年 3 月 31 日
領袖人才培訓營
~4 月 1 日

即日起至
96.3.19 日前

光禧樓國際會議 歡迎本校各系學會
廰&日月潭活動 及社團社長報名參
中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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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敦煌舞蹈班開課囉~
歡迎全校師生自由報名參加
衛保組
「敦煌經絡養生操」是以古代養生功法為基礎，結合現代運動的方式研創而
成。依循人體的經絡穴位及酸痛點而設計的養生運動，將脊椎分為頸椎、腰椎、
尾椎三段的伸展，其運動方向又分為前、後、上、下、左、右，以劃圓的方式進
行。如此周密健全的運動，概括了全身的肌肉、筋骨、關節、穴位、脈絡、淋巴、
神經系統及五臟六腑，對於生理氣機的調理、修復、保健，一應俱全。可隨時隨
地運動，不受時間場地的限制，為忙碌的現代人，隨身必備簡便、速效的保健運
動。
活動地點為集賢樓 B1 韻律教室，活動時間自 96 年 3 月 7 日至 6 月 27 日(每
週三)17:00~19:00。獎勵辦法：在實施日期內全勤或出席次數達 2/3 者，將於活
動結束後頒發精美獎品乙份(伍佰元等值獎品乙份教職員組及學生組各 5 名)。

各院輔導教師為同學提供個別心理輔導
學輔中心
心情不好時，我想找人訴苦，可是不知找誰？遇到挫折時，我想找人解惑，
可是不知找誰？
為建立各學院輔導教師制度，學生輔導中心自本學期開始以各學院為區別提
供個別諮商服務，本校日間部、進修部、假日班、進修專校、進修學院之同學，
請自學輔中心網站下載心理諮商預約表，e-mail 至各院輔導教師信箱或來電預約
登記，由院輔導教師進行個別輔導。各學院輔導教師名單如下所列，各時段我們
樂於為大家服務。
院別

輔導教師
姓名

E-mail

分機

辦公室

管理學院

楊幸怜

yanghl@mail.ypu.edu.tw

分機 2241

光恩樓 1 樓
學輔中心

健康學院

陳靜雁

forevere@mail.ypu.edu.tw

分機 2242

光恩樓 1 樓
學輔中心

生醫學院

楊依雯

分機 8679

光恩樓 3 樓
資源教室

senroom@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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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各院輔導研習 精進教師輔導知能
學輔中心
為符合各學院教師在學生輔導上之需求，學生輔導中心首次籌劃辦理院級教
師輔導知能研習會，目前已辦理 2 場次，第 1 場已於 96 年 2 月 26 日於本校光
禧樓 K109 教室辦理－管理學院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邀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
育學系林志成教授講演「大學的班級經營之道」，林教授的學術專長之一為班級
經營，除介紹班級經營的理念之外，亦分享自己帶班的實務經驗，讓參與之教師
獲益良多。
第 2 場於 96 年 2 月 28 日假新竹縣魚之鄉森林溫泉渡假村辦理健康科學學院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邀請新竹縣仁慈醫院精神科吳台齡醫師講演「察覺我，活
在何處」
，和教師們分享如何覺察生活中的壓力，以及如何調適身心壓力的方法。
教師針對主題踴躍提問，增進彼此間的交流與互動。第 3 場次將於 96 年 3 月 28
日於本校光禧樓 K109 教室辦理－生醫學院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歡迎教師踴躍
出席參加。

管理學院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邀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林志成教授講演

健康科學學院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於
魚之鄉森林溫泉渡假村舉行

新學期 新氣象
第 26 期海青班學員正式開啟學術響宴
推廣教育中心
新學期的到來，也為海青班注入了新
血，第 26 期海青班同學於二月底即陸續抵
台，與同樣來自大馬的 25 期學長姐相見歡，
學長姐們也盡責地帶領學弟妹認識學校環
境。本校餐飲管理系為來自馬來西亞的海青
班的同學們量身設計了充實且實用的訓練課
程，課程的內容融合了學科的餐飲文化與術
科的實際操作，盼能讓同學於這場學習饗宴
中有個快樂的學習過程。

餐管系張威國主任於第 26 期
海青班開訓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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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歲末聯歡活動
課指組
95 年度歲末聯歡活動於 96 年 1 月 18 日假關西馬武督統一渡假村舉辦完
畢，活動過程的節目是由本校各行政、教學單位及學生社團自行編列表演，表演
的單位不論是學術還是行政體系，無不卯足全力盡情地載歌載舞，熱情表演。活
動當天還穿插有大小不一的摸彩活動，讓整個晚會帶入最高潮。

社團幹部訓練營
課指組
95 學年度寒假社團幹部訓練營已於 96 年 1 月 13-14 日假台南曾文青年活
動中心舉辦完畢，本次活動參加對象為本校社團及系學會幹部，從此訓練營中
學習個人潛能與團隊精神建立、並藉團隊引導使學員自我察覺與反思，讓學員
在情境中感覺、在體驗中學習、在思索中成長，在團隊合作下，克服每一項瓶
頸、突破自我的限制、發揮潛能、增進自我價值與團隊效能。

團體動力活動

1/14 全體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