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學年度第 8 期元培校訊(97 年 6 月)

亮麗彩蝶 展翅飛翔
戊子年畢業典禮 全校同步實況轉播
課外活動組
本校 96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 月 14 日(星期六)下午 14 時假光禧樓三樓綜合大
禮堂隆重舉行，期望畢業生們如亮麗彩蝶，展翅飛翔，迎向另一段嶄新的人生。
今年畢業典禮主題訂為「『元』來是您，
『培』伴長久」
，
「元」即「原」
、原點，
代表由元培畢業的學生將以學校所學的知識為原點，未來在各自專長的領域中發
光發熱；「元」即「圓」
、圓融，代表由元培畢業的學生除了專業的領域之外，在
待人處事方面的謙恭與圓融；「元」也是「緣」、緣分，代表元培畢業生雖然即將
畢業，心中依然會感念在元培求學過程中這段得來不易的緣分。
畢業典禮當日本校特別在進場入口設置了一座時光隧道，讓同學們穿越後，
恍然發現在元培求學的成長過程中，原來一直在我們身邊扶持鼓勵的人是老師、
是同學，雖然即將畢業，但在學校的點點滴滴依然會陪伴他們一生。
典禮自 13 時 30 分起由校園巡禮開始，由系主任及各班導師帶領全體畢業生
由光恩樓穿越至光禧樓，進入時光隧道後，就是歡迎他們的畢業典禮會場。典禮
當天安排社團表演、專題演講、撥穗、領取畢業證書、頒獎儀式及薪火相傳等豐
富的活動內容。其中專題演講部分，邀請到視障音樂家鍾興叡老師來分享他人生
的過程，以「用心看世界」為主題，勉勵畢業生即使人生的過程不盡如意，但只
要有心、有意願付出、肯學習，並沒有什麼困難。畢業不是結束，畢業是另一個
人生的開始，期望全體畢業生都有個美好未來。
典禮活動進入尾聲之際，也是最高潮之處－薪火相傳，即由上屆畢聯會代表
將象徵代代相傳承之獎座透過校長之手傳遞給學弟妹，代表薪火相傳精神永在，
最後再由日、夜間畢聯會全體幹部贈送母校百福圖，感謝母校的培育。
此次畢業典禮全程委由專業攝影師拍照，並於舞台之右側進行同步實況轉
播。當日典禮照片已置於本校網頁畢業典禮翦影區，歡迎畢業生及家長上網瀏覽
（網址：http://web.ypu.edu.tw/grad/index.htm）
。

校長、副校長與受獎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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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 16 所高中職簽訂教育合作夥伴合約
分享教育資源 強化技職教育發展
實際就業組
本校一向標榜「教學、研究、服務三者並重」，故於 6 月 6 日假本校光恩國
際會議廳，與 16 所高中職簽定教育夥伴合約，以便強化與高中職師生的實質互
動。
林進財校長表示，為強化技職教育垂直整合，此次與 16 所高中職簽訂教育
夥伴合約，以加強教育資源的分享，提供學生暢通的就學與就業管道，未來合作
模式有：合辦科技與人文講座活動、合作參與各類學術與應用研究、邀請雙方師
生互訪、參觀教學設施、參加慶典活動、師生社團活動之交流合作、共同促進高
中職學生升學進修之輔導、共同參與及推動社區教育與服務、互相支援儀器設
備、圖書、場地及其他教育資源，以及教育夥伴學校現任教職員至本校進修推廣
教育中心進修學分，享有優惠待遇等等，希望藉由教育夥伴的合作關係，促進更
多元化的合作與交流。
管理學院溫玲玉院長則表示，為配合教育部促進大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織
之教育夥伴關係實施方案及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之政策，藉由聯合、結盟之夥
伴方式，增進彼此學術及師生社團交流、資源共享。此外，溫院長也指出，本次
簽約只是個開始，未來將會與更多高中職建立教育夥伴的關係，以達到加強技職
教育發展的目的。
本次參與結盟的有基隆商工、曙光女中、新竹高商、育達高中、新興高中、
中壢高商、光啟高中、松山家商、強恕高中、金歐女中、苗栗高商、豐原高商、
台中家商、明德女中、溪湖高中及彰化高商等 16 所學校。

本校林校長、蔡副校長、管理學院溫院長與
16 所高中職簽訂教育夥伴合約校長及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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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管理學院溫院長受邀前往參加
德國 Wismar University100 週年校慶
兩校簽訂合作協約 擴大國際學術交流空間
國際合作組
本校林校長進財與管理學院溫院長玲玉於 97 年 5 月 4 日至 13 日，受邀前往
參加德國 Wismar University 100 週年校慶，同時簽訂兩校合作協約，期間受到
Wismar University 校長 Dr. Norbert Grunwald 及各單位主管、教授的熱情招待，並
參訪 Wismar University 校園，同時借此難得的機會與世界各國大學代表交流心
得，積極拓展本校在國際上的觸角。
林校長與溫院長代表本校與德國 Wismar University 簽訂姊妹校合作協定，除
互換合約外，並致贈簽約紀念品，以代表兩校友誼永固，亦同意未來兩校將積極
的尋找共同合作之機會。
林校長及溫院長此行另與羅馬尼亞 Lucian Blaga University of Sibiu 的校長以
及德國大學 Fach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相互交流，兩校代表
均表示將於近期至台灣參訪本校，並期望未來雙方能有更頻繁的學術交流以及更
多元的發展空間。

校長、管理學院溫院長致贈本校紀念品予
德國 Wismar University 校長 Dr. Norbert Grunwald

德國 Wismar University 100 週年校慶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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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蓬勃
本校與羅馬尼亞大學 Lucian Blaga University of Sibiu、
德國柏林大學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締結姐妹校
國際合作組
羅馬尼亞大學 Lucian Blaga University of Sibiu 校長 Prof. Constantin Oprean 以
及德國柏林大學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教授 Prof. Juergen Sieck，於 5 月 30
日蒞校，與本校簽訂姊妹校合作協約。
羅馬尼亞 Lucian Blaga 大學於 1990 年成立，成立之初校內共有五個學院，至
今已擴大成為擁有 17 個學院的綜合大學，校內學生約 20000 名。羅馬尼亞 Lucian
Blaga 大學致力於推動國際合作，分別與全世界 35 個國家中 85 所大學簽訂合作
協定，每年均舉辦多場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德國柏林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擁有五個系所，均以其專業的教學與嚴格的訓練聞名，其領域除了高科技的研究
外，還包括創新教育與文化課程，德國柏林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分別與
世界上 100 多所知名大學有緊密的教學研究合作，此兩所大學均在國際學術地位
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兩校代表與本校林校長進財及溫院長玲玉於 5 月 9 日在德國 Wismar
University100 週年校慶典禮上見面，相談甚歡，林校長並邀請兩校至本校參觀訪
問，經過多次的溝通後，雙方同意簽訂合作協定。簽約儀式中，羅馬尼亞學校校
長 Prof. Constantin Oprean 及德國柏林學校教授 Prof. Juergen Sieck 均為受邀蒞校
及兩校未來即將合作乙事發表簡短的演說，並且帶來簡短的簡報介紹自己學校的
特色；簽約後，三方還交換紀念品，代表三校友誼永固。
此次簽約儀式邀請到的貴賓還包括澳洲、美國、加拿大等 3 所大學代表，以
及國內彰師大、中州技術學院及沙鹿高工的學校代表；儀式結束後，由林校長、
蔡副校長及溫院長等人陪同，在資管系劉雯瑜主任的帶領下參觀校園及光宇藝術
中心，做簡短的學術交流。

校長、副校長、校內師長與羅馬尼亞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等貴賓於簽約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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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聖路易大學蒞校參加醫務管理系國際學術研討會
兩校簽訂合作協約 建立實質合作關係
國際合作組、醫務管理系
美國聖路易大學(Saint Louis University)醫療管理研究所主任 Dr. Michael A.
Counte 及國際醫療服務系統管理研發中心協同主任 Dr. James Romeis 於 5 月 26
日(星期一)蒞校參加本校醫務管理系主辦的「從病人觀點談醫務管理未來發展趨
勢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專題演講，同時雙方並簽訂合作協議，建立交流及合作
夥伴關係。
聖路易大學成立於西元 1818 年，不但是 美國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歷史最
悠久的大學之一，也是美國第 2 大的天主教學校。聖路易大學是一所研究型大
學，其研究成果豐碩，常常受到各項學術評比的肯定。聖路易大學校內目前計有
1 萬 1 千名學生。以 2004-05 年入學情況分析，學生中有 7,000 名為大學部學生，
4,000 名研究所學生（包括醫學院 621 位與法學院學生 855 位）
；學生除了來自於
全美 50 州外，也有來自全球 80 個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
Dr. Michael A. Counte 表示，他感到非常榮幸能受邀至元培科技大學參加這
次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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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約儀式結束後，本校老師及主管帶領兩位貴賓參觀校園及光宇藝術中心。
在整體參訪完後，對本校留下很好的印象，也期望未來雙方能有更頻繁的學術交
流以及更多元的發展空間。

蔡副校長、健康科學學院林院長、醫管系林主任及師生們
與美國聖路易大學 Dr. Michael A. Counte 及 Dr. James Romeis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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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研發長赴美參加「2008 年 NAFSA 美洲國際教育者年會」
積極拜會姐妹校及各國學校代表 拓展本校國際觸角
國際合作組
蔡研發長世傑於 5 月 22 日至 6 月 2 日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 2008 年 NAFSA
美洲國際教育者年會，同時與元培畢業校友會面商談暑期研習事宜，並拜訪姊妹
校 Ohio State University 及 Maryland University。
美洲國際教育者協會(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成立於
1948 年，目標在成為國際教育與交換計畫的領導組織，協助會員設計國際教育與
交換計畫實際運作之法則、提供會員專業發展與訓練之機會，並將會員合成一國
際教育網絡，倡導國際教育之推行。2008 年 NAFSA 年會於 5 月 25 日至 30 日在
美國華府的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今年適逢 NAFSA 的 60
週年紀念，吸引來自世界 100 多個國家，超過 8,000 名的國際教育專家與會。
此次蔡研發長前往參加年會，在會中與陽明大學及中興大學，共同負責台灣
生物醫學大學的介紹與特色推廣，更積極拜會各國代表，尋求合作機會，互相交
流心得。除參加年會外，蔡研發長同時與元培畢業校友們會面，協商本校放射系
學生暑期至美國實習乙事。另拜會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 Dr. Mark Failla，並與
Dr. Keilo Samimy 及 Dr. Alan Hirvela 會談，強化彼此間的聯繫。蔡研發長還拜訪
Maryland University，由 Dr. Thomas 的學生 Amy 接待，參觀護理系的模擬實驗室，
同時會晤 Dr. Friedmann。
研發長此次美國之行，與姊妹校及各國學校代表會晤，收穫甚多，未來期待
本校能有更多機會與世界各大學互相合作交流。

蔡研發長與畢業校友們合影

蔡研發長與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
Dr. Keilo Samimy(中)及 Dr. Alan Hirvela(右)
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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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醫學院再度蒞校參訪
擬遴選該校 58 名學生至本校放射技術系上課
國際合作組
大陸福建中醫學院由副校長李燦
東帶領一行 6 人於 6 月 7 日蒞校參訪，
由林校長進財及蔡副校長雅賢帶領本
校主管及放射技術系老師歡迎接待。
本校與大陸福建中醫學院合作多
年，包括共同合作學術研究計畫、雙方
師生互訪，以及去年年底至今年初兩校
合作影像醫學專業學術授課計畫，由本
校長、副校長、校內師長與
校放射技術系老師前往福建中醫學院
福建中醫學院參訪貴賓合影
授課。
此次福建中醫學院蒞校訪問，除了檢討過去各項合作案，還討論將於近期由
福建中醫學院選送 58 名影像醫學專業的學生至本校放射技術系上課事宜，預計此
項計畫將於 98 年寒假執行。
這次的訪問，除了讓本校與福建中醫學院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也繼續擴張
了新的合作機會，雙方都期待未來將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2008 醫檢新知學術研討會」研討成果 為人類謀健康福祉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本校「2008 年醫檢新知學術研討會－癌症預防醫療檢驗現況與發展」於 9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假光禧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本研討會很榮幸邀請到衛生署桃園
醫院鍾元強副院長、長庚大學醫學生物
技術暨檢驗學系朱大成博士、國家衛生
研究院癌症研究所研究員夏興國博士
蒞會發表專題演講，其演講題目分別為
「台灣大腸直腸癌檢驗之現況與發
展」、「甲基化於癌症診斷之應用與發
展」及「癌症之分子治療及診斷」。本
次研討會有眾多國內醫事檢驗相關專
家與會，期望透過本研討會之成果，為
醫技系王主任(左)與蒞會貴賓合影
人類謀求更完善的健康福祉。

96 學年度第 8 期元培校訊(97 年 6 月)

「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贏向未來』專題製作金贏獎」頒獎 佳評如潮
萬眾矚目金贏獎 教育夥伴齊聚首 策略聯盟綻光芒
管理學院
為鼓勵全國各大專校院學生積極從事專題研究，培養創新思考模式，以提升
學術研究能力與實務發展技能；並獎勵績優實務專題製作成果，發揮技職教育特
色，本校特別與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及新光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聯合舉辦「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贏向未來』專題製作金贏獎」。
「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贏向未來』專題製作金贏獎」由管理學院承辦，投
稿者中符合參賽規定的有 74 組，共 31 個學校參加，經過激烈的競爭之後，得獎
者終於出爐，前三名分別是：金贏獎（第 1 名）－中國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的「寂寞、人格特質與認知需求對網路拍賣行為影響之研究」；卓越獎（第 2
名）－中華大學企業管理系的「青年參與弱勢族群服務志工行為意向之研究」；
優等獎（第 3 名）－吳鳳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的「感性行銷之應用研究分析-以全
國電子、信義房屋為例」。
本次「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贏向未來』專題製作金贏獎」於 9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五)，管理學院研討會開幕式中舉行頒獎典禮。當天嘉賓如雲，除了本校
林校長、蔡副校長、三學院院長及全校一級主管外，校外貴賓包括有：桃竹苗區
就業服務中心黃孟儒主任、新光人壽研修部陳世義經理、新光人壽台中研修處李
鴻和處長及 16 所高中職校長，典禮盛況空前。許多得獎者表示，如果有機會還
要再來參加下一屆的『金贏獎』比賽。
6 月 6 日管理學院研討會開幕式中，除了有「金贏獎」的頒獎典禮之外，還
有 16 所高中職教育夥伴關係的簽約儀式，以及台灣專案管理學會與元培簽訂策
略聯盟，下午的管理學院研討會也在各系的努力下，圓滿成功。當天的與會貴賓
對於本次盛大的活動，均予以高度肯定，同時，也展現本校技職教育的多元化特
質，不但為元培強化正面的形象，更為本校未來對外的合作發展，增添無限可能。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黃孟儒主任與金贏獎第一名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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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術系舉辦「送舊慶包粽活動」
祝福畢業生升學就業〝包中〞
放射技術系
本系配合端午佳節，特於 97 年 6 月 4 日(星期三)舉辦「送舊慶包粽活動」，
以歡送祝福本系今年畢業之四年級同學。活動除安排畢業生通過象徵智慧的竹編
大門、及接受「幸運手環」外，並致贈包子與粽子給畢業生，取名「包中」，期
望畢業生努力用功，國考再創佳績。

放射系師長替同學戴上「幸運手環」

同學要通過象徵智慧的竹編大門

護理系參訪「竹東富林護理之家」
了解老人照護機構環境及服務
護理系
本系配合學校多元就業輔導計畫，於 97 年 6 月 4 日由本系考試就業組王秀
禾老師及學生系學會指導老師王蓉敏老師，帶領四技護理系 1、2 年級共 41 位學
生，搭乘遊覽車至「竹東富林護理之家」參訪，由該護理之家之護理長為我們解
說護理之家營運理念及工作內容，並帶領大家參觀護理之家的設備、老人們休憩
場所、交誼廳等。同學為老人家們設計了一些活動，例如健康十巧手及卡拉 OK
傳球活動，過程中和老人互動愉快，陪
老人玩遊戲、唱歌、餵他們吃布丁，老
人家們都吃得很開心，也玩的很開心。
透過此次的企業參訪，讓我們了解
富林護理之家有現代化的設備與專業
人員、安全舒適的空間、溫馨關懷的專
業服務，包括 24 小時照護、日夜間短
期托護，給老人良好的照護，故護理之
家的工作人員不僅提供一般的生活照顧及心靈的關懷，並以專業的護理技術適時
的為老人診斷或協助復健，讓住民享有安全溫暖及有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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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實務講座～前威盛電子發言人李君偉經理蒞校演講
企業管理系
本系所於5/21(三)下午1:30~4:00，假本校光
恩樓N601教室舉辦「管理實務講座」。經管所
吳所長特別邀請前威盛電子發言人李君偉經理
蒞校，以「一張股票的公眾之旅」及「公司發
言人的角色、功能與觀察」為題演講。
李經理多年前服務於平面媒體，對於「公
司的化妝師」一職頗有心得。他以「一億美金
員工分紅」為例來闡述股票的發行與否，將影
企管系吳政儒所長、同學於
響公司的政策是否可行，而決策機制截然不同
會後與李君偉經理合影
的話，所要面對的問題、困境將是迥異的。
公司法明文規定公司需有發言人的設置，可由總經理擔任，但大多數公司由財
務長兼任，因其對公司的營運狀況及相關數據最清楚。發言人的角色不僅是公司對
外的溝通橋樑，當面對狀況時需能迅速整合內部資訊，擬定何時發表言論？該說些
什麼？可能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後續的效益如何？以及公司內部有派系紛爭時，公
司發言人該如何從仁義道德、法規制度面權衡處理。透過時間與經驗的累積，逐漸
讓發言窗口提升至發言管道進而成為適任的發言人。「信用」是發言人最大的資產，
繁多的公關操作手法皆建立在信任上，唯有內、外部的信任，才能發揮公司發言人
的最大功用。在李經理深入淺出的講述中，讓學生對於股票的發行以及公司發言人
這個角色有更深的認識。感謝李經理撥冗而來，讓本校學生受益良多，亦感謝同學
熱情參與，讓此次講座圓滿完成。

生物醫學工程系參訪「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開拓醫工新視野
生物醫學工程系
本系於 97 年 5 月 28 日參訪台北土城之「雃
博股份有限公司」
，雃博誕生於 1990 年，為
居家照護產業尚未成熟的台灣市場，注入一
股新流與生機。從一開始的福祉器材
(Welfare Equipment)的輔具與輪車，到肌肉
理療用的經皮神經刺激器(TENS)、防褥瘡用
的減壓氣墊床(Support Surfaces)，以及現在
的呼吸治療用(Respiratory Therapy)的噴霧
器與睡眠中斷治療器，一步一腳印，在使用者的需要上，築起一次購足的服務藍圖。
藉由本次的參訪機會，讓本系學生了解醫療器材市場的需求，以進一步開拓醫工新
的視野。

96 學年度第 8 期元培校訊(97 年 6 月)

院系所活動視窗
＊生醫科技學院
光學科技系於 97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舉辦第 1 場「臨床驗光操作
流程」之課程，會中很榮幸邀請到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眼科部主任楊文卿主
任(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 視光學/驗光學碩士)及得恩堂眼鏡公司暨寶島眼
鏡公司主任驗光師廖英傑老師蒞臨指導。

廖英傑老師(左)進行驗光操作，光學科技系張林松主任從旁觀摩
＊環境工程衛生系
為促進學術交流，共同探討當今最新環保趨勢與發展方向，本系將於 97 年
6 月 27 日假光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2008 環境污染控制評估研討會」
。會中將邀
請兩位環衛專家學者進行兩場專題演講，並邀請產官學研各界人士參與論文發表
與研討，敬邀全校同仁共襄盛舉。
＊醫務管理系
一、本系洪麗真老師指導學生參加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所舉辦之「2008 醫
療品質與管理國際研討會」，榮獲醫療科技產業管理組第一名之殊榮。
二、5 月 23 日中國醫院協會後勤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劉曉勤醫師及副秘書
長馬清蓮小姐蒞臨本系參觀，並商討交流事宜。

醫管系林主任與中劉曉勤醫師(右二)及
副秘書長馬清蓮小姐(右一)於系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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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英語系
一、本系暨外文組本年度提升外語計劃所開設英語加強班及補救班目前已上課數
週，參加同學十分踴躍，下學期仍將開設同性質課程，歡迎有意願加入的同
學至光恩三樓應英系辦查詢課程時間表及其他資訊。
二、由本校外籍教師詹麥克主持之 Chit-Chat Lounge，已於六月第一週結束本學
期活動，下學期仍將每週邀請兩位校外外籍老師，每週設計不同英語對話主
題，歡迎全校師生繼續踴躍參加，在最生活化的情境裡練習英語會話。
三、本系系學會於 6 月 11 日舉辦 King of the Word 全校性英語單字王競賽，獎金
優厚，參加者眾，期能增進本校學生學習英語的動力，激發學生學習英文以
及背單字的潛能，並進而提升本校學生的英文能力。
四、本系附屬之 Fun English 及 Fun Singing 兩個社團，以活動及歌曲方式鼓勵學
生在純英語環境中自然學習及應用英文，歡迎其他對英語及英語歌有興趣的
同學成為社團新血。Fun Singing 社團成員多為應英系學生，日前在全校英語
歌唱比賽中，再度奪得冠軍及最佳表演藝術兩項殊榮，舉系歡騰。

應英系於全校英語歌唱比賽奪得冠軍及最佳表演藝術兩項殊榮
＊資訊管理系
本系與財務金融系合辦「金資慾夜晚會」
，已於 5 月 15 日完美落幕，這是個
令人難忘的晚會，感謝同學熱情參與，也期望明年兩系能再攜手合辦第二屆的「金
資慾夜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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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宇藝術中心 跨越國際 展現活力
光宇藝術中心
外賓「看鑑」西藏 藝術中心與國際接軌
正在光宇藝術中心展出的「看鑑西藏」攝影及文物藝術展，開展一個月來參
觀人次已經超過一千五百人，除了本校師生反應熱烈，包括來自中國、羅馬尼亞、
德國等國多位蒞臨本校進行國際交流的外賓，對於元培突破科技大學的形象設立
藝術中心，並舉辦具國際視野的展覽讚譽有佳，也留下深刻印象。
「看鑑西藏」展出期間，中國醫院協會後勤管理專業委員會成員、美國聖路
易斯大學、羅馬尼亞大學以及柏林科技大學教授等國外貴賓，都利用來台參訪本
校、參加研討會或簽訂國際合作的機會，蒞臨光宇藝術中心參觀，在本中心主任
黃曉令導覽後，不但驚嘆本藝術中心的規模，更對於有機會親睹西藏文物而雀
躍，肯定光宇藝術中心本著元培科大國際化的精神，透過藝術活動與國際接軌。
此外，光宇藝術中心也嘗試將藝術向下紮根，受理新竹鵝媽媽美語幼稚園學
童校外教學參觀。日前，一百名幼童在學校老師陪同下參觀藝術中心，小朋友一
進入中心及演藝廳都忍不住：「哇！好漂亮」。
在本中心學生志工導覽下，小朋友與藝術中心有了第一次接觸，從參觀禮儀
開始，也看到台灣最早的放射線機器，並在「看鑑西藏」展覽中對西藏風光與生
活文物有初步認識。連陪小朋友前來參觀的老師們、尤其是外籍教師，對這次展
覽主題更充滿興趣，仔細欣賞每一幅攝影作品。
光宇藝術中心舉辦「看鑑西藏」展覽，希望開啟本校師生的國際視野，也意
外成功的與國際接軌，本檔展覽至六月三十日，歡迎大家踴躍參觀。

羅馬尼亞大學及柏林科技大學
多位教授至校史館參觀

鵝媽媽美語幼稚園師生於參觀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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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宇藝術中心展現活力
兒童藝術夏令營、竹塹藝術護照認證活動陸續登場
除了舉辦各式展覽，推廣藝術教育、提升社會藝術風氣也是光宇藝術中心的
職志，今年暑假，本藝術中心首次辦理兒童藝術夏令營，
「2008 這夏有藝思」在
七月中為小朋友安排包括文學、音樂、陶藝等活動課程，帶領孩子進行藝術欣賞
與創作，啟發孩子的藝術興趣與想像，為生活注入更多美感。活動詳情及報名方
式可上本校網頁查詢或電洽光宇藝術中心王小姐 03-6102353、推廣教育中心陳小
姐 03-6102300。
此外，本中心也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即將推出通識護照認證計畫，舉辦竹
塹藝術系列活動，包括風城風采－新竹文化藝術饗宴展覽、大師的足跡－探尋科
技城裡的人文精神講座、樂動－藝術零距離戶外音樂會等，藉此讓更多師生及社
區民眾了解新竹人文產業特色，加強人文藝術知能，屆時也歡迎大家一起來沉醉
藝術領域。

桃園至善高中餐飲科同學蒞校參訪
本校提供升學進路輔導及規劃
綜合業務組
本校於 9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歡喜迎接桃園至善高中餐飲科計 140 位同學
蒞校參訪，進行約 3 個小時豐富而充實的參觀行程。
為讓參訪之學生對本校有初步的瞭解與認識，本校首先播放校園簡介 DVD
供同學觀賞，並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周志川組長致詞歡迎該校師生來訪。而後本
校餐飲管理系及食品科學系分別進行詳細而精彩的系簡報，使同學能夠深入了解
該系之課程教學、師資設備及就業出路等。最後並安排同學自由發問時間，讓同
學關心的學費、宿舍、社團等問題，能
夠一一獲得解答。
隨後本校安排同學進行系所之實
地參訪，在食科系林錫斌主任及餐管系
師生們親切的招呼及詳細解說下，除讓
參訪的同學深入瞭解該系的就學環境
及設備特色外，同時也讓同學對本校的
優勢與未來的展望有了更深的期許，也
為本次參訪行程劃下完美的句點。
同學們參觀餐管系學生實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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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區服務人才 志工基礎特殊訓練圓滿完成
健康管理中心、衛生保健組
為積極推動社區服務，培育社區服務人才，本中心於 5 月 6、8、9、27、29
及 30 日，特辦理志工基礎特殊訓練課程。期望透過本課程，激勵志工服務意願，
吸取服務知能，充實服務內涵及專業知識，提升服務品質。總計本次有 56 位師
生及社區民眾參與訓練課程，志工們上課時皆非常認真學習，其中有 48 位通過
本次訓練課程，領取志工服務手冊。

志工們認真上課情形

本校至大庄國小進行衛教宣導 獲該校師生熱烈迴響
衛生保健組
本校衛生保健組組長張靜嫺率領校護們蘇憶涵、唐瑛秀，熱心指導保健社同
學護理系、資工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等 15 人，於 97 年 4 月 30 日、5 月 7
日、5 月 21 日、6 月 4 日分別前往新竹市大庄國小進行衛生教育宣導，辦理急救、
均衡飲食等衛生教育成果圓滿結束，深受大庄國小小朋友熱烈迴響及校長、學務
處陳瑞騰主任好評，並且贈送感謝狀與參加證，期待下學期能繼續配合。

保健社同學指導小朋友們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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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行腳～海青班愛心送蛋糕至愛恆啟能中心
推廣教育中心
「珠姐，我們想將我們的蛋糕送給孤兒院，好嗎？」就這麼一句話，有了分
享愛的起始，溢滿心的笑意，第一回，我有著身為母親的驕傲，感動於小娃兒們
的心思，好願意，在這行腳中扮演傳愛的挑伕。
「安之園」藏身於向日葵大樓中，我們小心翼翼的捧著蛋糕，從進門到擺放
好，聽到的盡是一陣陣的驚呼「蛋糕、蛋糕、蛋糕耶，好漂亮喔！」得意之情令
人頓時神采飛揚，原來架起友誼的橋樑，是這麼的簡單！
愛恆啟能中心創辦人戴耀賽先生，堆滿著笑容，親切的介紹整個「安之園」
的環境、受訓學員的生活起居與課程，本校海青班的立輝和明強更是揮著汗水努
力的操著馬來西亞口音的華語，述說著蛋糕的故事，一場愛的傳說，於焉展開。
當天雖無見著身障的朋友們，但透
過一個又一個用心設計的復健空間、護
理站與社工員工作室，深切的感受到社
會溫暖的角落，雖不張揚，但卻是如此
靦腆的延伸無限暖意，在收納蛋糕盒揮
手離別的同時，相信與我同行的夥伴們
定同我一樣，攜回的是滿滿─「神氣活
現的元氣」。
第 26 期海青班同學於 5 月 14 日愛心
送蛋糕第一站至愛恆啟能中心「安之園

本校積極宣導防溺常識 減少暑期戶外水上活動事故
生活輔導組
為加強灌輸學生防溺常識，減少暑期戶外水上活動溺水事故發生，本組於
97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邀請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講師及轄區朝山消防分隊實施
「防溺宣導」。宣導課程包含各種救生情境演練、徒手救生、拋繩袋救生、魚雷
浮標救生等，活動順利圓滿，同學獲益良多。
為維護學生暑假期間從事水域活動之安全，請同學確實遵守水上活動安全注
意事項：一、尋求安全的環境。二、足夠的熱身活動。三、游泳應在合格標準游
泳池，並有救生員在場。四、從事水域活動務必穿著救生衣。五、聽從指導人員
指示。六、請勿擅自脫離團隊。七、水域活動中，請勿跳水、嬉戲、玩鬧，共同
安全、快樂、健康地享受運動樂趣。八、熟悉水中自救知能及技能，熟練如何使
用水母漂、十字漂、仰漂等救生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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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中心短波
＊人事室
賀！本校食品科學系盧明傑專任教師榮陞副教授、環境工程衛生系陳志郎、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孔建民、資訊管理系林志賢、企業管理系鄭妃君等專任教師
榮陞助理教授。
＊實習就業組
本校為加強產學合作，推動培育專案管理人才，於 6 月 6 日與「台灣專案管
理學會」簽立策略聯盟合約書。期望透過此次結盟之夥伴方式，資源共享，以增
進彼此學術、社團之交流，共同促進學生的學習及升學、就業進路，加強技職教
育的發展。

校長與「台灣專案管理學會」李仟萬理事長合影
＊生活輔導組
一、配合學校暑修一梯 97 年 6 月 30 日開課，學校宿舍將於 97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3 時關舍，貴重物品請同學務必攜回，並將寢室打掃清潔乾淨，以維環境衛
生；97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宿舍開舍時間為 97 年 9 月 5 日 12 時。
二、暑假將屆，為維護同學健康及安全，請同學建立正確的自我安全防護觀念，
勿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之工作，謹防意外事件發生。
三、期末考結束，請同學先行回家報平安，再從事其它活動。
四、暑假安全注意事項：
1. 近期社會「假綁架、真詐財」及網路購物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暑假期間
同學外出(旅遊、訪友等)應明白告知家人去向，定時主動與家人保持聯
繫，除免家人擔心外，並可減少受騙機會。
2. 從事戶外活動應注意天候、地形、自身之體能及裝備是否完善，行前一
定要有周密的計畫和準備，確實遵守各項標示與警告規定，以維護自身
安全。
3. 校外賃居同學，應確實注意賃居處所之安全，避免晚歸，隨時注意安全。

96 學年度第 8 期元培校訊(97 年 6 月)

4. 各班辦理集體旅遊，應於行前完成報備程序，填寫校內活動申請表，每
日 18:30 向軍訓室值勤教官回報安全狀況。
5. 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並減速慢行，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深夜
問題多，平安回家最好」。
6. 同學校外如遇有困難或突發狀況，請立即與軍訓室值勤教官或當地派出
所 聯 絡 ， 請 求 協 助 。 學 校 電 話 ： (03)5381183 ； 教 官 室 專 線 【 日 】：
(03)5380473；教官室手機【夜】：0936-835483。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一、本中心於 5/31 進行電子郵件系統升級，造成少部分較大容量的 webmail 用
戶會有登入失敗問題，廠商已儘速調整改善。郵件系統升級後將提供[垃圾
信過濾]、[郵件備份]、[容量提升至 4G／人]，相關資訊待系統全數完成後
另行公告。另建議本校同仁使用 Outlook 收發信，並檢查郵件設定中外寄伺
服器為 mail.ypu.edu.tw。若仍有使用上的問題請洽電算中心 2288、2287。
二、智慧財產權宣導：因網路資訊發展快速，學術網路免費又便利的大專院校，
容易發生誤觸侵犯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問題，請參閱本校智慧財產權網頁專區
http://web.ypu.edu.tw/ytcc/property/。
＊圖書館
一、炎炎夏日讀書趣─暑假期間借期延長：圖書館自 97/6/16 以後所借圖書均可
延長借期至開學後一週歸還，歡迎全體教職員生踴躍借閱。
二、5 月份系所圖書借閱率排名如下：第 1 名生技系；第 2 名食科系；第 3 名醫
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