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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週年 校慶慶祝大會

左起傑出校友張南富蔡副校長傑出校友徐春仕

49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11 月 8 日上午 11 時在光
禧 3 樓綜合大禮堂舉行，校長林志城、副校長蔡世傑、
董事長蔡清胤、校友天群醫療企業董事長郭外天等均
共同參與，郭外天並以生醫健康福祉產業專題講座。
林志城表示，「生醫健康產業聯盟啟動儀式」這
儀式是以元培為橋樑，將本校 169 個策略聯盟廠商、
4 個法人機構及地方政府結合起來，希望建構產、官、
學、研、訓體系合作架構，透過這個架構擴大產官學
研鏈結與跨領域結盟，開創生醫健康產業發展。
董事長蔡清胤說，元培科技大學創校 49 年，明
年即將邁入 50 年，以人生而言，將走近半世紀之久，
一路走來，元培都堅持著創校人理念發展，一步一腳
印，走得踏實，元培的成長也是靠師生們努力成果。
因此，元培在面臨著許多困境，都在大家努力之
下迎刃而解，現面臨少子化時，只要元培人上下一心
加把勁再努力，元培仍將會屹力不搖。
在此校慶日也是學校的生日，元培人仍需大家一
條心，團結一致，將元培發展得有聲有色。最後祝元
培校運昌隆，校務蒸蒸日上，老師們努力教學，同學
們好好學習。
副校長蔡世傑表示， 學校建校以「培養醫事技

術人員」、「提昇社會醫療品質與水準」、「促進全
民保健」與「重視預防醫學」為創校目的，近來更以
成為中北部最具生醫健康特色的科技大學為願景。也
期盼各位同學也能夠好好學習。
頒獎傑出校友 8 人：林雯君、徐春仕、張南富、
余芳蘭、林秀純、林玲珠、劉淑惠、黃紹治。
另頒創校人獎學金獎共計 60 人：醫放系藍鈺瀅、
陳鈺屏、林宗慶、張哲瑋，醫管系吳麗娟、陳安妮、
李湘宜、何憫慈，醫技系黃子宜、張書聞、周璟賢、
陳芊霈，護理系劉玟萱、簡伶安、陳鈺雯、許安妮、
陳眉霏、王美惠、陳玫秀、食科系陳語情、陳苡薇、
陳玉華，食科所許馨尹，環衛系許崴鈞、陳柑合，環
衛所徐秀容，醫工系陳佩詠，福科所毛棋逵，餐管系
林文婷、孫慧岷、王瑋婷、李嘉陽、楊秀萍、戴聖娟，
資管系蔡宏億、劉益勇、王正達，數創所陳志堅，應
財系杜君安、葉芷君，企管系林毅佩、蔡文喻、巷昀
夆、張惠姍，企管所阮氏海，資工系盧聖軒、賴錠弘、
賴俊弘，生技系劉珮瑩、沈巧苓，生技所黃泰郎，應
英系莊欣紋、蔡韻琪、鍾睿瑤，視光系盧學亮、陳仲
浦、陳慧旻，健管系謝宜芬、張翎郁、薛雅薰。

焦點新聞

專任董事蔡雅賢獲教育部
社會教育公益獎接受頒獎

專任董事蔡雅賢女士
繼榮譽董事官金菊之後，
再度獲得社會教育公益
獎，11 月 22 日 下 午 2 時
30 分 在 台 大 醫 院 國 際 會
議中心接受教育部頒獎，
教育部頒社教公益獎蔡雅賢接受
教育部長官頒獎。主秘劉
介仲、學務長張林松等人前往觀禮。
蔡專任董事對能獲得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公益獎，十
分高興，說明長期不斷推動文化、藝術、衛生教育人才培
育及保健服務，一定會讓人肯定。元培科大仍將在新竹市
香山區服務，不斷繼續扎根、茁壯。
蔡專任董事在元培科技大學服務 35 年，在二年前轉
任學校專任董事職務，在新竹市香山區成立光宇藝術中
心，從事社會藝術教育推廣與傳承工作，提升民眾藝術素
養。定期展覽藝術作品，充實人文藝術教育，積極辦理國
民健康局社區健康營造相
關計畫及擔任健康管理學
會理事長長期從事衛生教
育保健服務，貢獻卓越。
蔡專任董事在於社
會藝術教育推廣與傳承工
作，提供社區民眾參觀並
蔡專任董事與其他受獎者合影
定期展出作品至今，六年
來共舉辦超過 20 檔展覽，包括台灣第一代西畫家李澤藩，
國寶級漫畫家劉興欽，藝壇老頑童劉其偉等位大師展出；
每年展覽在地玻璃藝術家的作品。舉辦兒童藝術夏令營，
從小扎根培養藝術人文氣息連續 5 年舉辦這夏有藝思 - 兒
童藝術夏令營。
文化藝術傳承與推廣，雖然無法立竿見影看到成效，

但卻能潛移默化中，讓學生及社區民眾培育出文化與藝術
的素養。
長期積極培育衛生教育人才及進行保健服務，貢獻卓
越：擔任財團法人光宇文教基金會並董事長期間頒發獎學
金、辦理烘焙班人才培訓、社區健康營造志工人才訓練、
並承辦國民健康局及新竹市政府計畫等。推動社區醫療保
健服務、提昇現代良好生活品質、提倡關懷生命價值理念
相關活動。
在新竹市香山區成立衛生志工隊，長期在地化培育
衛生保健志工，並進行永續性衛生教育宣導。每年志工人
數都在不斷增加，服務時數超過 70000 小時。對於社區預
防保健工作貢獻甚大。
擔任健康管理學會理
事長長期從事衛生教育保
健服務，貢獻卓越。舉辦
健康管理士及健康管理師
人才培育，投入醫療衛生
及健康產業。提供培訓課
蔡雅賢董事授獎後與學校師長合影
程，培育台灣健康管理士
及健康管理師人才，相關
人才未來投入醫療衛生及健康產業，為台灣醫療保健產業
人才培育盡一份心力。舉辦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增進衛
生保健相關議題新知互動。
每年均舉辦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內容包含國內外
專家學者針對衛生保健醫療相關議題精彩演講，藉由全球
性產官學專業性的演講，讓與會學員學習醫療保健知識。
蔡專任董事強調，任何人在自己崗位上都能盡心盡
力去做好份內之事，對於這次能獲得社會教育公益獎，再
度說明她在創校人蔡炳坤影響下，推動預防健康與藝術文
化是正確的方向，她仍將堅持下去並發揚光大。

林俊廷校友在新加坡擔任 放射師存到兩桶金
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校友林俊廷，也是元培第一
位至新加坡擔任放射師，林
俊廷說，到新加坡服務重要
即是要英文學好，不要精通
至少能夠聽得懂及表達，告
訴學弟妹只要有心學英文，
一定可以到國外服務。
林俊廷
林 俊 廷 說， 他 在 2011
年很幸運到新加坡亞歷山大醫院擔任放射師，每個月底
薪即是 70000 至 75000 元，包括房屋津貼，因此一個月
約 100000 元，扣除房租及吃、玩，每個月存下 70000 元，
一年他就存到 1000000 元一桶金，在新加坡兩年半已存
到兩桶金多了。
林俊廷表示，他原本花錢就不多，除了吃及與朋友
去休閒，其他就沒有需要花錢，他認為新加坡待遇是合
理的，在此種情況下就很容易存到錢。
林俊廷告訴學弟妹們，要想國際化，前往新加坡是
具有的，必竟新加坡本身就有三大族群，再加上外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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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因此英文在新加坡溝通是容易許多。
他在大一時即將英文努力學習，而後又前往英國
學習英文半年，新加坡招考放射師時，他很幸運即被錄
取，2011 年 5 月他就到新加坡服務至今，新加坡待遇合
理外，其年假也多 21 天，還有合理病假等。
林俊廷強調，其實擔任放射師工作在台灣與新加坡
一樣辛苦，但待遇是有一些差異，他認為新加坡合理，
同時適合自己想過國際生活，其實也發現在國際生活
中，除了語言文化不同外，人的所有生活型態都是一樣
的。
他也告知學弟妹擔任放射師工作，雖然當初是意外
進入該系，但後來考到放射師執照及任職放射師一點也
不後悔。且認為只要不偷、不搶、不騙任何工作都是好
的。
再度語重心長告訴學弟妹，一定要多學習第二種
語言，同時英文能學好，在目前去任何國家都是很方便
的，而且勝任愉快。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其光鮮一面也有
其污穢一面，但人本著努力去工作，都會有好的成果。
林俊廷 11 月 5 日回校分享經驗。

焦點新聞

林校長等拜訪
科學園區公會張理事長
校長林志城等一行
七 人 11 月 19 日 拜 訪 台 灣
科學工業園區工業同業公
會，林校長提出期望能協
助在園區廠商實習及開課
等。張秘書長建議能夠提
出廠商需求及若有政府單
位的計畫等與廠商合作，
則更易進行。
林校長拜訪張秘書長合影
林校長表示，元培科
技大學培育一般人才，特別在醫事及健康管理具有專
長，可以提供此方面的協助，同時也期望在園區內開課
等，讓有意進修者能夠有此管道。
院長劉中和表示，目前學校在健康管理及促進運
動等都有一具體的方式及課程，並與台北雙和醫院等合
作，將可提供給園區內廠商此方面訊息及協助等。

張秘書長表示，他也很期望學術單位能夠為各廠商
提供教育訓練等服務，不過目前的世代似乎對於學習等
方面，沒有很熱衷，再加上業者在計算成本下，研習人
反而少許多，因此最好能在政府單位拿到計畫而與各廠
商合作，則機會較大些。
張秘書長對於元培科大在健康管理部分有其專長，
也確實可以在此著眼下延伸，提供具體方向，在公會的
平台下進行。也是樂觀其成。同時公會的研習教室等也
可以提供，以利開課等。
雙方在互相交流下，均了解彼此需求，將可以保持
密切聯絡。
林校長帶著產業與管理學院院長劉中和、推廣中
心主任彭金堂、企管系主任林淑芳、資管系主任何順全
及資工系主任王德訓等人首次拜訪台灣科學工業園區公
會，理事長張致遠、副理事長湯玉惠及處長李煜梓等。

親近自然彩繪大地寫生比賽
在青青草原熱烈展開
臺灣健康管理學會、
新竹市政府辦理香山國
際健康園區親近自然彩
繪 大 地 寫 生 比 賽，11 月
30 日在風和日麗、陽光
普 照 的 青 青 草 原 進 行，
小朋友在家長們陪同下
彭主任帶著女兒參加寫生賽
到 了 青 青 草 原， 自 行 在
草原中找到一個角落即展開寫生，每位參與者都將在草
原中所看到的美景畫
入圖畫中，小朋友的
想像空間真的很大，
呈現畫紙上也不盡相
同，同時也看到閤家
親情之景，十分溫馨。
香山國際健康園
區親近自然彩繪大地
蔡理事長為小朋友打氣
寫生比賽開幕式，臺
灣健康管理學會理事長蔡雅賢主持，秘書長吳宗錤、教
育處張品珊科長、衛生局楊青媚科長、香山高中校長謝
大才、董事林三和、元培主任秘書劉介仲、教務長黃文
濤、學務長張林松等人共同參與。
蔡理事長表示，今天天氣真是很好，看到學生在家
長陪同下走到青青草原美麗地方寫生，一定很快樂，青
青草原是南香山美麗的地方，要健康就要多走動，這塊
地方可健身也可寫生，學會將與附近大學規劃此地區為

國際健康園區，大家
都可充分利用。
吳秘書長表示，
青青草原確實是新竹
市香山地區的寶地，
市府願請台灣建康管
理協會規畫此地區，
相信將來會成為美麗
蔡理事長致詞吳秘書長及林董事
健康園區，日前舉辦
全國健康城市大會，新竹市獲得卓越健康城市大小獎達
六座之多，因此市府對
健康城市推動定不遺餘
力。
劉 主 秘 表 示， 青 青
草原是個美麗地方，大
家應常出來走走，健身，
才能讓自己更健康。
雙胞胎姐妹聚精會神寫生
此 次 親 近 自 然， 彩
蔡理事長吳秘書長前往關心
繪大地寫生比賽，期待
透過參與者天馬行空的創造力，畫出眼睛所看到的青青
草原，進而深耕民眾對於青青草原未來願景的體認與認
同。
這次寫生有來自頭份、台中等地，他們因帶孩子寫
生才知道青青草原這個美麗地方。元培師長黃教務長、
張學務長、彭金堂主任都帶著小朋友參與及職員帶著孩
子參與也甚為踴躍，草原上都是一家閤樂融融之景。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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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生醫健康產業聯盟平台啟動典禮
生醫健康產業聯盟
平台係利用 OTC
(Ofﬁce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概念，在教育部、經濟
信東元實體通路聯盟
部與衛生福利部指導
產品晶亮咀嚼錠
下，4 個 地 方 政 府 ( 桃
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 ) 與 5 個法人與 169 間
機構廠商架構下，以大學為平台所建立之非營利友善平
台，不但可以有降低產學落差，也能促進地方生醫健康
產業發展。
11 月 8 日生醫健康產業聯盟平台啟動典禮，當日同
時有遠百等多家企業參與簽約，與多件技轉簽約，且有
產學合作產品現場展示 ( 包括信東元聯盟產品 - 睛亮咀
嚼錠，與關西農會合作開發之仙草面膜、麥仙草，與品
悅國際技轉產品乾洗手，與開達事業合作開發之鱘龍魚
粥 )。
信東元聯
盟產品 - 晶亮
咀嚼錠，為信
東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東元
綜合醫院及元
培科技大學合 元培生醫健康產業聯盟啟動典禮林校長致詞
作開發，此為
橫跨產業、學界及醫界共同合作的第一個產品，其成分
除包含葉黃素，更加入新竹縣享譽國國際東方美人茶，
產品無添加任何調味，係以葉黃素及東方美人茶呈現。

東方美人茶晶亮咀嚼
錠， 是最佳的眼睛保健
品，此產品將由品悅國
際通路做銷售。
元培科技大學與關
西鎮農會以仙草生葉進
行萃取，而後加上面膜
元培開發的產品
穩定因素及保濕等即完
成，當然生葉是很容易發生問題的，需要克服。
仙草生葉萃取出仙草精華，含豐富多酚，延緩老化，
可以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保溼鎖水，創造肌
膚天然保濕水庫，迅速為肌膚補足水分與養分，Q 彈膚
質，恢復油水平衡美感，重現肌膚的水嫩好膚質，同時
也有美白及抗菌等作用。除面膜外仍將繼續研發各種產
品。
行政院政務委員黃光男、教育部技職司科長鄭秀
貞、經濟部技術處科長劉淑櫻、新竹市長許明財、立委
呂學樟、新竹縣副縣長章仁香、東元醫院院長黃忠山、
董事長蔡
清 胤、 專
任董事蔡
雅賢及國
際扶輪社
3480 區及
企業界百
餘人共襄
盛舉。
元培與上盈品悅等簽技轉

王德順主任與財團法人
電信技術中心簽訂技術轉移
資工系王德順主任
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財團法人電信技
術中心」簽訂 80 萬元技轉
案，技轉項目為臺灣地區
電波傳播分析軟體，可以
得知台灣地區各個無線數
位電視電波發射台的使用
王德順主任技轉案頭育成中心
率，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主任陳煥文及顏嘉麟經理合影
會制定法案決策參考。
此分析軟體採用之電波傳播模型包括自由空間、
地 面 反 射、 山 脈 繞 射、ITU-R P370、ITU-R P1546、
Okumura Hata 等電波傳播模式，分析單站或是多站各傳
播模式下電波涵蓋模擬與人口涵蓋情形。
其中分析區域之設定方式有單點、多線段、矩形、
多邊形、行政區域、路線等，可使用直接輸入相關資訊
或以滑鼠點選，而所模擬之結果除了具圖形化顯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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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將結果匯出成一般文字檔或是 Google Earth 之 KML
檔，以節省人工描點所需時間與人力。
電信技術中心利用此分析軟體可以得知台灣地區各
個無線數位電視電波發射台的使用率，供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制定法案決策參考。
學校今年技專案 8 月 1 日起至今已有 7 件技轉案，
資工系方文聘技轉上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醫技系徐治
技轉貫閎開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資工系王德順技轉財
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生技系林志城校長技轉品悅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林志城校長技轉關西鎮農會、
生技系侯建維技轉品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學務處
張林松技轉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陳煥文表示，林志城校長上任以
來，看重與推動學校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包括技術與
專利轉移，共同開發實用的產品，幫助廠商檢測產品與
成立生醫健康產業聯盟等等，讓技職院校能發揮其應有
的功能，盡應有的職責。

國際兩岸交流

越南海防醫大及河內公共衛生學院
參訪學校並締約
越南海防醫
科大學校長Dr.Van
Thuc Pham、
D r. M i n h K h u e
Pham 及 河 內 公
共衛生學院副
院 長 Dr.Nguyen
Thanh Huong 、
Dr. Truong Quang
Tien 參訪團一行
元培科大與河內公共衛生學院簽約合影
4 人，11 月 22 日
下午前往元培科技大學參訪暨締約，校長林志城除了表
歡迎外，同時期許雙方在締約後能進一步交流。
越南海防醫科大學校長 Dr.Van Thuc Pham 校長表
示，該校都是以醫事有關的系所，且有 600 多位老師，
這次前來與元培結盟，是一個開始，爾後將會有更多互
動與交流。學校有 34 年歷史，與元培相較卻實淺些，
但此次能與元培簽約，雙方友好的開始，未來將更多的
交流。
河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 Dr.Nguyen Thanh Huong
表示， 該校經過多次合併等，在最近才確定目前的學
院，也很高與能與元培結盟，互相交流，希望未來雙方

有更多的互動。
越南海防醫科大學及河內公共衛生學院參訪團，這
次前來參與在台北醫學院舉辦的醫學論壇等，在論壇中
與元培科技大學也有許多互動，因而特至新竹與元培科
技大學進行更進一 的結盟行動。
林校長表示，元培科大是全國第一個醫事學校，明
年即 50 週年，目前有 3 個學院 16 系 9 個碩士班，全校
有 7000 多個學生，以醫事管理開創，現已朝向生醫科
技等發展。學校與美國等多國都有結盟為姐妹校，同時
每年也為姐妹校學生辦理多國學生論文研討會。這次能
與兩校結盟也期許有更多的交流與活動。
越南海防醫科大學校長 Dr.Van Thuc Pham、Dr.Minh
Khue Pham 及 河 內 公 共 衛 生 學 院 副 院 長 Dr.Nguyen
Thanh Huong 、Dr.
Truong Quang Tien
參訪團一行 4 人分
別參觀校史館、光
宇藝術中心、生技
系、醫技系、環衛
系、醫放系、護理
系及視光系等參
觀。
元培科大與海防醫科大學簽約合影

徵文比賽頒獎

徵文比賽優勝者與蔡副校長等合影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又到了，元培科技大學國際
事務處與通識教育中心特舉辦感恩寫作比賽，同時
以感恩大餐提供給參與比賽的優勝者共進，11 月
27 日晚上舉辦感恩餐活動，與會者都在歡愉中享
受感恩火雞餐。
感恩寫作徵文比賽優勝同學如下：特優，生技
2 年 2 班梁宇翔，優等，餐管 1 年 1 班黃鈺珊、護
理 2 年 2 班曾鐙儀，佳作：健管 1 年 1 班謝臣翰、
醫工 1 年 1 班闕翊芬、生技 3 年 1 班傅彥中。
每年通識教育中心都會在感恩節前夕舉辦徵文

寫作比賽，讓同學們能夠在感恩季節中對自己最感
恩的人說出心中的話，且讓同學了解每個人應該有
著感恩的心，生活才會幸福。
副校長蔡世傑說明西方感恩節的由來，同時也
請同學們在這感恩季節更應有感恩之心，生活才會
更圓滿。
與會人士享用著感恩大餐，也體驗著異國文化
感恩節的意義。除了蔡副校長參與外，國際長黃曉
令、學校顧問陳正治、通識中心 - 邵曼珣主任、陳
美琪老師、林玫玲老師、謝淑敏老師等共同參與。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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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駐協會一行 24 人參觀學校
日本長駐
（long stay）
協 會 一 行 24
人在新竹市
銀髮族協會
陪 同 11 月 26
日下午參觀
元培科技大
日本長駐協會新竹市銀髮族至元培
學， 並 實 際
參觀與林校長等合影
操作環狀運
動設施等，校長林志城、國際長黃曉令等熱烈歡迎。同
時帶他們至校史館等參觀。
新竹市銀髮族協會創會長林幼美表示，日本長駐協
會一行 24 人，其中有 9 對夫妻，他們曾至台中，此次
11 月 15 日由日本來到台灣，首次到新竹市，而他們都
是退休人員，由於喜歡各處走，因此在長駐協會成員邀
集下，即成行到台灣。
日本長駐（long stay）協會表示，他們每次到各國
去都是靠著一雙腿到處走，此次到新竹市，新竹市銀髮
族協會特別安排，讓他們也因而看到許多，參觀學校使

用環狀等運動設施也挺有意思的。
接著黃國際長帶著一行人員至光宇藝術中心參觀，
同時也參觀校史館，黃國際長很詳細告知他們，讓他們
對元培科技大學有較多的認識。
林幼美創會長表示，日本長駐（long stay）協會在
他們安排下也與該協會有所互動，在行程上也增加許
多，如昨天雙方中日餐 PK，大家都將自己的拿手菜表
現，雙方都十分愉快。
林幼美說，這次至元培科大與市府衛生局舉辦第五
屆健康城市縣市來到學校，也看到不一樣的感受。
第五屆健康
城市縣市一行人
員分乘三部車至
元培科大參觀智
慧健康城市推動
成 果， 日 本 長 駐
（long stay）協會
一行 24 人也在其
行列參觀。
國際長黃曉令為日本長駐協會
成員介紹校史文物

安徽省中小企系業
一行 25 人參訪本校
安徽省中小企系業生產力促進會中心一行由理事劉
觀寧帶領 25 人 11 月 15 日下午 4 時參訪元培科技大學，
副校長蔡世傑等予以熱烈歡迎，他們此行前來元培，元
培也特將學校創新育成中心成果及食品安全檢測等說
明，他們對學校研發成果及食品安全都相當有興趣。
安徽省中小企系業生產力促進會中心一行 25 人參
訪學校，特安排在光宇藝術中心接待，並聽取簡報。蔡
副校長也說明元培科大目前共有 9 個碩士點及 16 個系，
分別在醫護與福祉學院、健康學院及產業與管理學院。
元培自 2001 年即與福建中醫藥大學締結姐妹校，
並開啟了與大陸高校間之各項學術合作交流。目前與學
校締結姐妹學校之大陸高校有 30 所，其中除醫事類高
校外，更包括大陸重點大學，如吉林大學等高校，合作
的領域含括醫事技術、食品衛生、生物科技、企業管理、
環境工程衛生等領域，合作項目包括交換學生、交流教

安徽中小企業生產力促進中心人員與元培師長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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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合作辦學等。與安徽也有 6 所學校有交流等。
目前每年約有 100 位大陸地區高校學生至學校進行
交換，同時自 100 學年度起迄今學校招收 13 名大陸地
區學生至學校就讀本科。此次來訪雙方先行認識，可作
為爾後更多合作交流。
劉觀寧理事表示，此次前來都是中小企業界再加上
官方等人員，目的在於學習，今年是中小企業界最複雜
的一年，因此需要創新及軟實力的加強，特前來學習，
當然短時間學習也不可能，先在認識後再多連絡學習。
研發長黃政雄表示，學校有創新育成中心等，同時
學校老師研發成果以今年八月起即已有 7 件技轉案，資
工系方文聘技轉上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醫技系徐治技
轉貫閎開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資工系王德順技轉財團
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生技系林志城校長技轉品悅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林志城校長技轉關西鎮農會、生技系侯建
維技轉品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學務處張林松
技轉台灣光學有限公司。
食科系主任張谷昇說明食品安全檢查制
度，最近台灣食品安全發生問題，其實是冰山
一角，最主要也是因經營者不重視品質重視成
本，重視口味不重視技術，乃致人才外流。再
加上媒體辦案。最重要現在經營者與消費者權
益的加強，以及檢測儀器提升等都將可以讓食
品安全維護更好。

國際兩岸交流

HTMi 國際酒店及旅館管理學院
與學校再度簽訂 MOU
HTMi 國際酒店及旅館管理學院 (HTMi Hotel and
Toruism Management Institute Switzerland) 校長 Mr. Larmour
在 台 灣 辦 事 處 代 表 郭 育 伶 總 監（Jennefer Kuo） 陪 同
下至光宇藝術中心演講，接著至國際事務處重新簽訂
MOU 及餐管系交流。
HTMi 國際酒店及旅館管理學院 (HTMi Hotel and
Toruism Management Institute Switzerland) 與元培科技大
學為姐妹校，上次簽訂時間 98.03.13 ，此次 HTMi 校長
Mr. Larmour 再度到學校為該校宣傳。
元培科大安排在光宇藝中心，讓校長說明國際酒店
及旅館管理學院的特色等，目前元培有四位餐管系同學
預計於明年至該校就讀，為了延續姐妹校，11 月 13 日
在國際處簽訂 MOU，國際長黃曉令代表校長林志城與
HTMi 校長 Mr. Larmour 簽訂，雙方為姐妹校交流努力。

HTMI 校長 Mr. Larmour 與黃曉令處長簽訂 MOU2

林教授為工研院籌組專家團
助尼加拉瓜提升科技 E 化
幸。

尼國副總統頒感謝狀給成員之一林教授

教授林宜隆博士為中華民國協助尼加拉瓜提升政府
科技 E 化水準專家考察團成員之一，尼國副總統阿耶斯
雷門 (Mohalleslevens)11 月 12 日下午親自逐一頒發感謝
狀給工研院籌組專家考察團員 7 人 ( 元培科技大學教授
林宜隆教授等 )，並邀請相關部會官員及學研機構代表
觀禮。
尼國副總統阿耶斯雷門致辭時，特別感謝中華民國
及駐尼國大使邢瀛輝多年來致力兩國科技合作及技術交
流的努力，並表示尼國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展政府 E 化、
PKI 建置與應用、及電子商務等 ICT 科技運用，對於此
次中華民國專家考察團來尼國協助建構網路基礎金鑰
(PKI)、E 化政府 (e-GOV) 及電子商務體系 (EC,MC,CC)
深表讚賞及感謝。另副總統特別贈予專家考察團員深具
尼國文化特色的禮物，讓我國團員受寵若驚亦備感榮

此次的交流訪問能促成日後的 E 化建設合作與 PKI
技術交流，元培科技大學教授林宜隆博士為中華民國協
助尼加拉瓜提升政府科技 E 化水準專家考察團成員之
一，6 日至 15 日赴尼國考察訪問，協助尼國建構網路基
礎金鑰、E 化政府及電子商務體系，獲得尼國政府高層
及各界特別重視。
此次尼國考察訪問一行，我國成員自身亦獲益良
多，在經歷多日的拜訪及考察尼國重要機關 , 包括國
家 科 技 委 員 會 (CONICYT)、 財 政 部 科 技 總 署 (DGTCMHCP)、 工 商 部 (MIFIC)、 國 家 電 信 及 郵 政 總 局
(TELCOR)…等政府機關的行程中，感受到尼國對於 e
化建設推動的殷切期盼及潮流。同時此次考察訪問行程
及活動由衷感謝中華民國駐尼加拉瓜大使刑瀛輝大使的
全力支持與熱心指導。以及經濟部駐尼加拉瓜經濟組的
黃參事（Anita），在多方奔走及嚴密聯繫下，和華僑
TITO Tang 先生熱忱協助及西班牙文翻譯 , 促成此次專
家考察團成行 , 且活動圓滿成功、行程達成任務。
因 此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對 於 尼 國 初 期 e-GOV、EC 及
PKI 的建置及認知，具有豐沛的經驗能與尼國分享，而
在 PKI 建置上，我國也毫無保留地與尼國交流所有中華
民國政府建置經驗與成果分享。希望能為尼國帶來最實
質的幫助與務實的規劃，以答謝尼國副總統對我們專家
考察團一行人的重視與期盼。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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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師大臧教授三人
拜訪林校長
安徽師範大學教授臧宏、郭淑新、
副教授余亞斐一行三人，11 月 11 日下
午拜訪校長林志城，同時贈送林校長
字畫等，林校長對臧宏教授國學造詣
深遠，15 日將在學校演講「道可道非
常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因
要前往福建參加海峽兩岸博覽會，無
法聽到甚為可惜。不過仍歡迎明年大
師再來演講。
臧宏教授在道教研究深遠，為安
徽師範大學教授、國學研究所名譽所
長，郭淑新教授目前是安徽師範大學
國學研究所所長，他們在國學方面都
具有相當的專研，此次前來將在 13 日
至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演講。15 日至
國學大師臧宏一行三人拜訪校長林志城合影
元培科技大學演講。
臧宏教授日將以「道可道非常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專題演講，郭淑新則以「敬畏與智慧」道
德經的啟示。這次前來三位老師恰巧是安徽師範大學三代的老師。國學淵源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是是政治
學院的老師，各有專長。
安徽師範大學教授臧宏、郭淑新、副教授余亞斐一行三人由通識教育中心老師朱榮智陪同拜訪林校長。
林校長將自己所製作的晶亮咀嚼錠、麥香茶等贈予他們，同時祝他們來台八天能夠看到他們所要看的文
化等等。

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參訪團至本校
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校長任光圓、港
澳臺辦公室主任人事處處長徐溧波、一行三
人參訪團，至元培科技大學參訪。同時日前
元培與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已共同簽訂姐
妹校，未來兩校將會進一步互相交流。
元培科技大學校長林志城、國際長黃曉
令等人熱烈歡迎，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校
長任光圓表示，元培已有很好基礎，該校未
來及近期將會更進一步互相交流。
黃國際長表示，明年元培 50 週年，學
校也開始積極籌劃中，將會安排姐妹校等在
50 週年前來共襄盛舉。
此行人員參觀光宇藝術中心暨校史館，
隨即前往生技系、醫技系、技術發展中心、
醫管系及護理系等參觀。
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校長任光圓等與元培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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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協助新竹市政府衛生局輔導 30 家餐飲業者熱量標示計畫
已圓滿完成。10 月 21 日起至 11 月 28 日由林仲聖老師帶領食品科
學系 10 位同學，分別至 30 家餐飲業者進行現場食材與餐飲成品的
秤量與拍攝工作。
食品餐飲熱量標示是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的政策，主要是希望藉
由食品及餐飲業對產品提供正確之熱量標示，讓國人在選購食品與
在外用餐時的參考，同時期能減少文明病的產生。
11 月 28 日最後一站，針對光復路二段上的海瑞摃丸進行輔導。
由於海瑞摃丸在新竹地區享有盛名，目前除生產冷凍摃丸類一系列
產品外，也經營現場製作的美食餐廳。
輔導過程相當順利，該公司經理陳奕璇小姐表示，他多次與元
培科技大學請教公司專業問題，包括：校長林志城及食品科學系主
任張谷昇均相當專業且親切地回覆，令她印象深刻，希望未來與學
校多合作。
林仲聖老師表示，學校位於新竹市，相當樂於回饋新竹市市民
與業者，尤其是對中小型企業的輔導，學校教師都熱於提供專業的
輔導及合作。

視光系頒獎學金高達 35 萬元

食科系為市衛生局
協助業者熱量標示完成

林仲聖老師食科系同學與海瑞摃丸業者合影

行政院政務委員黃光男至學校指導

「大學博物館的設置」

獎學金得主

視光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系週會，當日頒發精
華光學、寶島眼鏡、小林眼鏡、大學光學、諾貝爾眼科
及三清宮獎學金，這次總共頒發約 35 萬元的高額獎學金。
精華光學獎學金計 1 名，獎金 25000 元，由廖羿涵
同學榮獲；寶島眼鏡獎學今共計 22 名，每名 10000 至
15000 元，這 22 名學生於畢業後將保障至寶島眼鏡就業；
另外小林眼鏡獎學金有 3 名，每名獎金是 10000 元；大
學光學獎學金有 2 名同學獲得，也是各 10000 元，畢業
後也將保障至大學光學就業；諾貝爾眼科獎學金共有 12
名學生獲得，每一名有 3600 元；三清宮獎學金由視光系
二技畢業系友提供，共 2 名，每名 3000 元。這次總共頒
發約 35 萬元的高額獎學金。
會中並邀請寶島眼鏡周克倫人資長、小林眼鏡朱慶
忠總經理及元培科技大學張林松學務長到場頒發獎學金，
獲獎的學生在元培視光系表現都相當優秀，能夠獲獎是
實至名歸。
頒獎典禮後則進行視光專題講座，由小林眼鏡朱慶
忠總經理主講，講題是「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機會」，
闡述視光行業從以前到現在的演變，讓在座師生了解這
個行業需要技術及服務的結合，並勉勵在場學子在視光
系認真就讀，將來在這個領域上發展所學專長。
視光系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系週會 11 月 27 日舉行。

黃政委參觀圖書館

行政院政務委員黃光男 11 月 8 日上午 10 時至
元培科技大學參加「元培科技大學 49 週年校慶慶
祝大會暨生醫健康產業聯盟平台啟動典禮」，會中
邀請他至圖書館指導大學博物館的設置，黃政委建
議元培圖書館朝美化及藝術化圖書館發展，同時向
大學博物館邁進。
黃政委建議圖書館，4 樓媒體視聽中心可將博
物館概念與影音加以結合，元培圖書館 3 樓設有特
色館藏區，該區典藏放射系專業圖書及期刊，並配
置讀者自助閱覽桌，是一個明亮寬敞，視野極佳的
空間，美化及藝術化圖書館，建議朝「大學博物館」
邁進。
黃政委以為元培校史館內陳設頗多放射醫療器
材，所以提出「醫療博物館」的概念。在參觀動線
安排上，也提出了藉由展品的擺放位置，透過「曲
徑通幽」想像，讓參觀者能「駐足」觀賞。
黃政委曾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國立歷史博
物館館長。他認為大學博物館的設置是必要與重要
的人文建設，雖然參訪及諮詢時間有限，但黃政委
建議相當具體。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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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供 2013 年技專校院
最新研發成果發表記者會餐點

元培海外青年技術班同學製作餐點

「2013 年技專校院最新研發成果發表記者會 - 產學
show 創意，生活巧無限」，餐盒茶點製作特請元培科技
大學海外青年技術班烘焙科學生製作，在五星級飯店西
點名廚指導下所製作的精湛餐點樣式多元，成為記者會
的亮點。
元培科大海外青年技術班烘焙科學生賴俊傑同學和
胡雪雯同學，製作了蛋糕、小品甜點、餅乾等。蛋糕類
有四種，分別帶著微微乳酪味道的輕乳酪蛋糕（cheese

應英系學會於 11 月 16、17 日，在新竹縣九華山莊舉
辦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動，大家在學長姐帶領下玩得十分盡
興，且留下美好回憶。
第一天全員順利集合，九點準時出發前往九華山莊，
展開兩天一夜的豐富行程。由學長姊帶領學弟妹，共分為
六組，腦力激盪練習隊呼以及關卡舞，之後進行大地遊戲
及團康活動，包括搶毛巾、踩巧拼、瞎拼 ABC、單字王…
等等，大家都玩得很開心，意猶未盡。
當晚的營火晚會由於天氣的關係改到室內舉辦，雖然
少了營火，但主持晚會的學長姊使出十八般武藝炒熱現場
氣氛，系學會亦帶來精彩演出，令人難忘。晚上的夜教，
系學會精心安排學長扮鬼嚇人，還準備了可怕的娃娃，但
學弟妹們似乎樂在其中，絲毫沒有被嚇到的感覺。夜教結
束後，11、12 月的壽星被點名出列讓值星官念了一頓，他
們都嚇到很不開心，但之後的煙火驚喜加上生日快樂歌，
結束高潮迭起的第一天。
第二天原本要玩水，因為天雨，改到室內玩躲貓貓、
找單字，在豐盛的烤肉大餐及刺激的頒獎之後，102 年的迎
新活動完美畫下句點，為大家大學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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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e） 及濃郁的巧克力搭配核桃堅果核桃布朗尼
（brownie）、入口即滑順且柔軟清新的奶油餡戚
風蛋糕捲、新鮮香蕉果肉製作之香蕉蛋糕。小品甜
點則有菠蘿泡芙（puff）搭配巧克力內餡、富濃郁
香蕉味道奶酪及新鮮果肉的香蕉布丁。巧克力雪果
和焦糖杏仁餅乾則是純手工製作。
研發處企劃組林宏糧組長表示，記者會中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於致詞時感謝元培科大的
學生親自製作餐點提供，並表揚本校學生賴俊傑同
學和胡雪雯同學，現場貴賓對學校提供的餐點皆給
予極高之評價與詢問度。
現場貴賓和官員表示，參與許多記者會第一次
由學生製作會場餐點，能有如此精緻又美味的西式
點心實在難得，現場貴賓搶先品嚐並讚許此次餐點
也是技職教育下的實務成果，贏得現場貴賓喝采，
並允諾下次有相關活動將請元培科大學生協助製
作，成為記者會現場另一焦點。
教育部為展現技專校院產學合作最新研發成
果，11 月 25 日 下 午 2 時 30 分，在 教育部 5 樓 大
禮堂辦理「2013 年技專校院最新研發成果發表記者會 產學 show 創意，生活巧無限」。教育部技職司李彥儀司
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等皆參與。
會中精選 8 項最具產業開發潛力的作品，邀請研發
團隊於現場進行作品展示及說明，將產學研發多元風貌
向產業界及全國民眾分享，共同推廣技專校院創新研發
能量與務實致用特色。

應英系學會辦活動

活動遊戲的過程

系所視窗

企管系啦啦隊獲最佳創意獎 !

在校慶啦啦隊的激烈競爭中，企管系啦啦隊榮獲競
技啦啦競賽組最佳創意獎，這背後有著一個辛苦努力的
團隊故事。
因為競技啦啦的難度較高且有危險性，僅開放創意
啦啦比賽項目。但在離表演時間只剩下一個月，又得知
競技啦啦也是開放的競賽項目，經過多次的團隊討論與
評估後，大家都願意挑戰一些高難度的動作且可以延續
企管系團隊合作與有效率的執行力的精神。
在排練的過程中每個啦啦隊的成員從零到有，從基
礎的體能訓練、動作的協調、團隊的默契，到信心滿滿
的演出。這過程很辛苦也很累，也會爭吵、有人一度想
退出啦啦隊的念頭，但是在團隊合作與隊員們互相鼓勵
打氣之下，大家克服了的困難，謝謝過去練過啦啦隊學

長姐跟學弟妹的幫忙，甚至畢業的學長也回來相助，還
有放射系的相助。企管系的大家長林淑芳主任也經常幫
同學加油打氣給同學許多的期許與勉勵。
系學會會長洪承陽也發揮了帶領整個團隊運作與高
效率的執行力的關鍵角色。在元培 49 週年運動會中，
企管系系學會的啦啦隊們做到了，他們將每個感動的畫
面很到位的演出，在數以百計的觀眾眼前，也獲得熱烈
的掌聲。所以能獲得此佳績，是因為我們秉持著企管的
傳統、企管的精神，面對挑戰、團隊合作與執行力的精
神！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贈送醫放系
Ｘ光球管以作為教學之用

奇美醫院贈元培 X 光球管與林校長等合影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贈送元培醫放系 X 光球管以作
為教學之用，以往醫放系 X 光球管都是以圖片顯示，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主任曾文盛特致贈醫放系，奇美

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醫師崔祐 堃 及校友何興中
11 月 18 日特代表曾主任至校長室贈予。校長林志城感
謝奇美醫院的熱心贈予。
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醫師崔祐堃表示，
曾主任因有事無法前來，他與校友何興中一同代表，
他們倆人都與元培科大有淵源，他曾至元培擔任過業
師，而何興中更是醫放系第十九屆校友，後又回學校
拿到碩士學位，去年畢業，對元培都有一份很深的感
情存在。
X 光球管為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主任曾
文盛贈予，主要給予醫放系同學能夠由實體看 刦 X 光
球管，而非只是圖片顯示而已。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影像醫學部放射診斷科醫師崔
祐 堃 及校友何興中在醫護與福祉學院院長王愛義及醫
放系主任郭瓊文陪同前往與林校長見面贈予，
林校長代表學校與同學對奇美醫院的捐贈甚表感
謝，X 光球管在教學上有實體則更能詳細說明。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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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國中至學校生技系

參加『驚豔生技』體驗營

沈老師介紹紫草乳霜製作

學校與磐石國中推動子計畫 -[ 驚豔生技 ] 體驗營，
磐石國中由林老師帶領國中部 120 位師生及家長至本校
參與。此次活動目的主要是藉由實地解說及參觀導覽的
方式，讓國中學生透過動手操作和觀察，來體驗生物
科技的寬廣度，引發學子對生物科技的興趣，為他們打
開探索生物科技之門。更讓國中生體認 [ 技職有藍天 技職生的生涯進路寬廣 ]，只要找對方向 -[ 技職不可限
量 ]。
11 月 15 日體驗營開幕式於下午 13 點 20 分在光寰
樓 H402 實驗室揭幕，首先由系主任莊路德博士致詞歡
迎磐石國中全體師生及家長至本系參與研習，活接著由
沈福銘老師進行「元培校園美景，人才培育特色」專題
演講，透過簡報講述生物科技奧妙，並介紹本系與生技
產業發展情形。
接著由內思高工實習輔導主任彭仁台老師介紹技職

教育發展特色 -[ 選技職，好好讀 - 有前途 ]。透過簡報
講述技職特色後，讓國中生對十二年國教有著新的認識
與選擇。
緊接著由生技系沈老師及劉佳欣學姐的指導下，透
過「生技動手作」活動讓學生進入實驗室親自體驗紫草
乳霜製作。製作過程中，各位參與研習同學有欲罷不能
的感覺，完全投入實驗中，幾乎忘了時間的存在。實驗
過後全體師生在系學會學長 ( 姐 ) 的引領下，參觀本校
藝文中心、校史館、圖書館、技研中心及本系實驗室，
讓與會學子領略本校的歷史、辦學目標及本系發展特
色。
參與研習的同學表示，此次活動獲益良多，見識到
科技大學的充足的儀器設備以及技職教育發展與特色：
( 一 ) 技職體系獨立而完整；( 二 ) 學制與類科適性多元；
( 三 ) 產學合作深入而全面；( 四 ) 辦學精神務實而致用。
更深切體認生物科技知識是無遠弗屆，不僅侷限於書本
中，而是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最後全體國中師
生在生命天際旁合影留念，而半天的體驗研習活動在全
體師生臉上洋溢的笑容中圓滿結束。
生物科技系於 11 月 15 日舉辦 102 學年度桃竹苗區
技職校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 - 此次活動經費由教育部技
職司及元培科技大學共同贊助。

醫學工程實驗與輔具體驗研習營進行
醫工系與內思高工電子科 11 月 19 日合辦醫學工程
實驗與輔具體驗研習營，希望透過此次活動能激發學生
對輔具認知及醫工實驗創意發想，進而打開探索生物醫
學之門。
這次活動分為輔具體驗及醫工實驗兩大項目，其輔
具體驗部分為「高級照護椅」、「緊急逃生救難滑墊」、
「多功能海豚移位滑板」、「電動輪椅」、「升降式電
腦馬桶」及「緊急救難斜降滑椅」。
活動方式，分別有不同的學長姐進行輔具說明使用
方式及操作，也同時讓同學去體驗扮演不同角色，體驗
當個行動不便者或老年人及協助者，該如何去操作不同
的輔具，以發揮輔具的最大功效。醫工實驗部分則推出
「誰是鐵肺王」及「生理監測儀器」來讓學生體驗醫工
世界的奧妙，內思高工電子科學生都感到相當新奇躍躍
欲試。
帶領參加活動的內思高工電子科林老師表示，醫工
產業目前在美國是成長幅度最大，薪水最多，工作最安
全的百大職業之首選行業。內思高工目前每年約有數十
名畢業學生都選擇元培醫工就讀，這次除了帶學生來參
加醫工營之外，也順道來看看學校畢業生的大學生活，
得知有學生將代表元培前往韓國參加發明展，感到相當
欣慰，也替內思高工培養出來的學生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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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鄒國鳳熱情歡迎內思高工電子科的學生，踴
躍選讀元培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除了具有專業的
師資陣容，同時也於 100 學年度增設福祉科技與醫學工
程碩士班，一貫化的研究環境及教學，是造就醫工專業
人才的搖籃。
此活動為「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 無縫
接軌精進教學計畫」之「醫學工程實驗與輔具體驗研習
營」。

內思工商參加元培醫工系體驗營合影

研習講座

『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劃』講座

九把刀的偶像――許榮哲老師的小說課

小說課通識教育中心師生與演講者開心的合照

不要懷疑，參與 11 月 14 日、15 日由通識教育中
心所舉辦之講座的師生皆可為證，九把刀曾經為了獲得
文學獎而參考許榮哲老師的作品，而後證明確實有效。
11 月 14 日在光恩國際會議廳之講座，許榮哲老開場便
以輔大 MV 比賽首獎的影片，說明一個看似平凡的情
節，如何因為一句話就能讓故事有了新的生命，反敗為
勝，其中關鍵便在於文學的弦外之音。
接著，許榮哲老師引用《人間四月天》戲劇中的經
典對白說明文學為什麼迷人：徐志摩的款款深情「我跌
進去了。那一晚，在康河畔，我上不了岸。」、「徽徽，
許我一個未來吧！」林徽音：「那不是一個人的未來，
也不是兩個人的，而是三個人的。」…在欣賞詩化語言
之美的同時，腦海中浮現林徽音和徐志摩相遇、相知、
分手的過程，最經典的台詞莫過於林徽音對張幼儀說的
那句話；「對不起，那晚在康河…」暗藏這三角關係的
謎底，為何？這就是文學的魔力，同時也呼應講座主題：
「折磨讀者的秘密」，而文學的「祕密」是讀者必須用
自己的人生歷練來得出答案。
在許老師的帶領下，也讓我們知道小說創作要如何
借題發揮，老師幽默的語言帶起聽者的興趣，給予想像
空間，引起同學熱烈迴響。現場有學生問許榮哲老師：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通識教育中心師生與演講者開心的合照

「從科學研究轉換跑道成為作家，過程中曾經害怕過失
敗嗎 ?」，老師說：「…我只想著要把我喜歡、我愛的
做好。」老師最後便以此鼓勵大家，而我也從老師的身
上看到興趣結合努力與天分產生出來的巨大爆發力，果
然具有偶像魅力。 （放射系∕王靖夫）
之二
102 年 11 月 15 日許榮哲老師的第二場講座於圖書
館 B1 會議廳，為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演講「文學與電
影教會我們的事：以《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為例」。
開場，許老師便以兩部電影暖場，在輕鬆的氣氛中展開
這場文學饗宴，老師幽默詮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
孩》片中沈佳宜「笑容」的涵意，並藉由《一代宗師》
裡章子怡的一句話：「我父親打的不是招，而是意。」
強調形式安排與內容深度對於文學與藝術的重要性。創
作首要重視主題內涵，其次便是寫作技巧。

許榮哲老師演講照片

許老師以少年 pi 舉例文學與電影是相通的，小說
少年 pi 裡有兩條情節線，一是隱喻人吃人的世界，二
是人與虎的情誼，要詮釋何者？最後李安導演決定用人
虎情誼做為電影敘述的主線。許老師並且強調文學具多
元詮釋的特性，這二條情節線都可能是真，也可能是
假，因此延伸出文學閱讀的進程，由「看」故事開始，
當記者聽「Pi」說的故事時，便進入「相信」Pi 的奇幻
旅程的所有遭遇是真，並產生讀者自己的想像與理解，
等聽完全部敘述，便「選擇相信」某一種詮釋，這三者
是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因子。許老師並舉出影片中老虎回
頭與不回頭看 pi 的情節，說明在理性與文學的解讀上
有何差異。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流失，這趟如同少年 pi 的奇
幻旅程，也漸漸進入尾聲。許老師會後與聽眾熱絡交
流，並為學生簽名留念，這場精彩的演講讓我們受益良
多，也點燃我創作小說的熱情！（放射系∕蔡瑋哲）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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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與管理學院辦理
「2013 產業與管理論壇」
產業與管
理學院「2013
產業與管理論
壇 」 於 11 月
7 日在光禧國
張總經理與師長合影
際會議廳進
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副司長王宗曦以「跨界限
新思維─健康產業行銷與溝通」為主題拉開序幕，王宗
曦副司長說，健康照護產業，是世界上最大最快速成長
的產業，沒人可以自絕於健康產業之外，不同於一般產
業，不能以一般商業模式看待，更不能以一般商業手法
進行溝通與行銷。完成的健康照護體系包含三段五級。
王宗曦表示，完整的健康照護體系包含三段五級，
三段即是預防治療、限制障礙、復健。五級為促進健康、
特殊保護、預防治療、限制障礙、復健。有預防保健體
系、醫療服務體系、長期照護體系、衛生福利體系及社
會服務體系。
第二場專題邀請到天逸金融服務集團董事長溫峰泰
博士，講題為「企業與金融的結合─兩岸職場的現況及
發展趨勢」，溫董事長從橫跨兩岸的視野精準道出目前
台灣與大陸金融、非金融產業現況，在產業與人才的需
求中談到大陸政府「十二五規劃」，強調「中小企業融
資困難問題」、「三農融資困難問題」，更進一步說明
財務管理與財富管理的分野，而在導入供應鏈金融與科
技金融服務模式平台運作的的分享中，令席間與會的師
生更真實地如處於金融的產業鏈中。
結合目前當紅的食安─麵包議題，進入下午第一場
專題：「麵包產業的行銷花絮」，由全國超商龍頭統一
企業徐澍經理帶來國人每日飲食思考的新想法，一個問
句「你……去麵包店買什麼」，讓整個會場動了起來，
一連台灣麵包店的困境、85 度 C 的新產品、1983 上海
小資女、烘焙大戲：決戰中秋等等切身的議題，尤其是
中秋節慶，對每個中國人來說，中秋吃月餅是再自然不
過的事情。對於傳統食品來說，想要改變它需要冒極大
的風險。變的太多，怕消費者無法認出它的原貌，無法
與消費者的情感鏈接；在另一方面，如果要嚴守傳統路
線，又怕迎合不了消費求新求變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
看，這似乎也反映了目前國內業者在面對新產品開發的
態度。
徐經理在分享
胖達人成功的答案
「會做麵包只成功
一半，更重要的是
要會賣麵包」後，
最終話鋒結束於好
感性的「做不想做
的的事情，叫做成
溫董事長與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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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做不願做
的事情，叫做
改變。做不敢
做的事情，叫
做突破。」
最 後 一
場專題邀請大
寶科技有限公
徐經理與師長合影
司張韶芹總經
理，帶來相當新穎的話題：「從易經看專案分工與整合
之風險管理」，管理的層面千百種，但為什麼大型專案
常常失敗？為何麼許多頂尖聰明的人，還是會失敗呢？
張經理說前年在本校資管系何天華老師的介紹下，認識
了交通大學前管理學院院長黎漢林教授，黎教授傳授易
經做決策這個學問，讓張經理受益良多，並且在之後的
兩年內用此理論去布局張經理公司的營運與專案，結果
避掉了非常多風險，所以在這專題中，將心得整理與本
校師生分享。
張經理說，易經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們遠
古的時代，老祖宗在河裡面找到了洛書，在馬背上找到
河圖。河出圖，洛出書，而從中衍生出了易經以及其他
人文的理論，黎教授有一項新理論，即心、知、力。心
代表著你的心力，你有沒有心做好這件事 ? 你想不想做
這件事 ? 知代表你的認知，你了不了解這件事 ? 你知不
知道怎麼樣做這件事 ? 力是你的執行力，你有沒有能力
做這件事 ? 你有
沒有很積極想把
這件事做出來 ?
當我們這樣設定
的同時，它的內
部加外部簡單的
六種維度，各兩
種變化，會衍生
出 64 種 狀 態，
而 這 64 種 狀 態
校長介紹王宗曦副司長
是一個很完整的
系統，這 64 種狀態包括了所有或好或壞的情境，我們
從這個情境裡面可以去推算出它是怎麼樣的好，怎麼樣
的壞，怎麼樣能變好，怎麼樣會更壞，一個循環往復的
中國式的模糊系統。而易經更是一個完美的幾何模型，
藉由這精細的邏輯，讓管理的決策更為縝密，風險因而
降低。
2013 產業與管理論壇是依產業與管理學院願景─
「成為我國健康產業永續發展之管理人才培育中心」，
而規劃二大主軸─營運管理與健康產業。多元的素材，
廣袤的思維，相當精彩的佳作。

研習講座

國際食品科技聯盟
主席饒平凡教授演講

饒教授演講

國際食品科技聯盟 (IUFOST) 主席饒平凡教授 11 月
7 日應學校邀請至學校專題演講，以「推進食品科學造
福人群」主題，饒教授強調食品科學雖然並非熱門，但
是學到此知識，對於食品安全了解更多，更懂得如何將
食品做得更好更有發展空間。
饒教授目前在浙江工商大學，他認為食品在科學的
發展下，將會讓人類在飲食方面有很大的改變，但要吃
得健康與安全，食品科學將在華人飲食方面仍有很大的
空間可以發展。
饒教授強調所有吃的東西經由黏膜而進入，因此要
吃得健康，不宜吃太生冷的東西，特別是吃冰水，更是
問題多。其實目前的食品問題都不是大的問題。大的問
題在如何吃等都是很重要。
饒平凡教授，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副理事長、國
際食品科技聯盟特邀執委、福州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院長
並兼任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國際食品聯盟主席 (2012-

2014)，國際食品科學院院士。長期從事蛋白質類食品
與藥品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
饒平凡教授長期從事蛋白質類食品與藥品的基礎研
究與應用研究，生物大分子與超分子聚集體包括細胞分
離方法的基礎研究，迄今已獲國際專利 5 項，國內專利
18 項，發表論文 192 篇，SCI 收錄 68 篇，影響因數總
計達 176 篇。
饒平凡教授創業精神旺盛，在學術基礎十分薄弱的
條件下，以學術創新為最高追求，發揮能動性，走出以
產業化支援基礎研究的道路，產業化收入是包括中藥美
拉德反應產物在內的基礎研究專案的主要資金來源。他
領導開發生產與銷售的卡爾比乳酸菌飲料曾風靡福建，
他創辦的福大百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2008 年被指定為
「 酶高效表達國家工程實驗室」。
饒平凡教授同時還擔任英國 Ulster 阿爾斯特大學傑
出客座教授，英國 Edinburgh 愛丁堡大學聯合培養博士
生導師，英國 Queen's 女王大學客座教授，美國 Journal
of Food Biochemistry，英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ournal of Food Colloid Science
的編委。
1982 年畢業于福州大學輕工業系食品工藝專業，同
年考取教育部公派出國留學生。1986 獲日本國立廣島大
學大學院食品工程化學科攻讀碩士學位後，進入日本國
立大阪大學蛋白質研究所攻讀生物化學博士課程，1989
年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在福州大學任教至今。
1991 年被國家人事部評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
的回國留學人員」，同年獲福建省「十大傑出青年」稱
號；1993 年獲人事部教育部「優秀歸國留學人員」稱號，
1997 年獲省「優秀中青年專家」稱號；1998 年被人事部、
科技部列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考試招生即日起報名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考試，網路報名日期自 102 年 12 月 9 日至 103 年 1 月 10 日止，網路報名
網址 http://w9.cc.ypu.edu.tw/exam，考試日期為 103 年 1 月 19 日舉行。考試科目為兩科筆試，即日起可
至元培科技大學 - 招生資訊網下載電子招生簡章，網址：http://edu.ypu.edu.tw/ﬁles/14-1005-32677,r24-1.
php，歡迎有意願就讀者踴躍報考。
本次轉學考招生計有日間部暨進修部的四技二、三年級；二技三年級。招生系別包括醫學影像暨放
射技術系、醫務管理系、護理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生物醫學工程系、視光系、環境工程衛生系、
食品科學系、餐飲管理系、生物科技系、健康休閒管理系、資訊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應用財務管理系、
資訊工程系、應用英語系等 16 個學系，報名洽詢專線 (03)6102216 教務處招生中心。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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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102.11.02 醫檢系校友陳嗣民董事長 ( 台碩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起參加 49 周年校慶運動會
暨校友回娘家活動。

102.11.23 醫放系校友回娘家餐會
醫放系自民國 53 年創校至今培育了近 3,500 位優秀的醫
事放射師，並在各個領域展露頭角。當天共計 17 桌，來
自各方校友及家人返校共同參與 102 年第一屆系友餐會，
團結元培醫放系的力量。

校友上台表演

第一屆醫檢系廖源榮校友與健管系假日班
同學參加餐會，捐款新台幣 2 萬元整。

醫工系回娘家活動在

臉書上成立「粉絲團」

醫工系系友回娘家餐會

生物醫學工程系慶祝成立 20 周年，同時也為
明年建校 50 周年校慶系列活動暖身，為了吸引系
友們回母校參加活動，醫工系別出心裁地在臉書
上成立「元培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粉絲團」，
並且每日邀請不同老師擔任系友回娘家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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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盛況

活動的發言人，成功吸引數千人次點閱粉絲團。
這次返校參加校慶活動之系友人數達百人，
不少系友攜家帶眷共襄參與。本次餐會採系友自費
報名參加，醫工系學會的學弟妹們拿出壓箱之寶，
也就是歷年之系服及系外套，馬上即被熱情的系
友們搶購一空。活動中，系友會工作小組也派出
採訪小天使，訪問系友並邀請分享其工作經驗、
提出對系上更具體的建議或是感性留言感謝師恩。
醫工系主任鄒國鳳表示，醫工系已將學生實
習列為系務發展之重點工作，並於 101 學年度起
成立生物醫學工程系福祉科技與醫學工程研究所，
歡迎畢業的系友能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繼續進
修更多元化的醫工領域知識。同時也感謝系上老
師們及學弟妹對畢業的學長姐願意犧牲假期、忍
受舟車勞頓、慷慨解囊贊助餐會和系服都相當感
謝與感動，也因為系友們的情義相挺，能讓元培
醫工系培育醫療器材與輔具開發專業人才的工作
獲得助力與鼓勵。
醫工系特於 11 月 2 日中午在華麗雅緻餐廳舉
辦系友回娘家活動。

校友園地

生技系九週年邀請學長姐經驗分享
外，更感謝各系友撥冗回來母校同歡，分享職場經驗
談外，學弟妹高聲歡呼迎學長、姐，讓人彷如走入溫
暖大家族，每位前來的嘉賓們心情都像回到學生時期，
系上充滿歡樂，感覺一片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他們感念生技系老師殷殷的教導，畢業的校友全
心的支持，方有今日的成果，期許生技系的全體師生
們以「窮理研機」校訓努力進取，以歡欣感恩之心，
祝福元培生技鴻圖大展，元培科大校運昌隆。
生技系學長姐經驗分享合影

元培生技系創系九週年生日 11 月 2 日，為慶祝這
特別的日子 ，舉辦「學生應具備的能力 - 職場經驗談」
座談活動，學長、姊楊克安與張鈺偵在百忙之中特別
回母校參加元培 49 年大壽，且率領各屆校友們返母校
歡度校慶。
當日，經驗分享 11 時舉行，由主任莊路德致詞，
歡迎歷屆學長、姐楊克安組長、張鈺偵副課長、陳怡
瑾與溫佩琪助理研究員、連翊烜工程師等的參與支持

校友會返校聚餐

元培校友相聚一堂

校友會 11 月 2 日返校聚餐，校長林志城
表示，明年學校創校 50 週年，將擴大慶祝，
期望校友能支持，也歡迎校友能共同參與。副
校長蔡世傑表示，此次校友回來也能給予學校
改名意見。
元培科大校友今天在學校 49 週年返校特
在菊軒亭聚餐，校友們聚餐都由餐管系負責，
席開 8 桌，校友相見都甚為熱絡。每個人都會
記起在元培一段美好日子。
校友們對自己在元培的年少經歷都有感
此段日子是一個快樂及值得回憶日子，有些校
友畢業至今首次回母校，也感母校改變許多，
不過對於母校仍然感到在元培就學的好。
元培科大有意改名，也請校友提出意見，
改名有維持元培科技大學，另改名有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元培福祉科技大學、元培醫護科技
大學、元培生醫健康科技大學、元培醫事大
學、元培福祉大學、元培醫護大學、元培生醫
健康大學及其他等，由校友意見調查。

學長姐經驗分享講座

台灣元培科技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郭外天。天群醫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康孚國
際有公司董事長、中華安全行動照護協會理事長。
副理事長：徐均宏。元培科技大學醫務管理系助理教授兼任研
發處實習暨校友服務組組長。
常務理事：林四海。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主任秘書、元培科技大
學醫務管理系副教授、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監事會主
席、台灣健康管理學會秘書長。
常務理事：張來發。瀚揚公司總經理。
理事：王美純。三軍總醫院病歷室組長、公立醫院協會秘書長。
理事：李偉立。慈祐醫院行政副院長。
理事：周碩湶。陽明醫事檢驗所院長。
理事：林玉琴。健保局台北業務組專員。
理事：范紀鎮。馬偕醫院生理檢驗科主任。
理事：張意珠。家管。
理事：許安豐。台大醫院專員。
理事：陳嗣民。台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理事：楊文仁。世醫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啟新健康世界雜誌
社社長、啟新診所專業健檢機構總經理人等。
理事：廖晃瑜。昶驊企業有限公司。
理事：廖源榮。晨峰生技有限公司執行長。
理事：魏秀美。台北榮民總醫院病歷管理組。
理事：魏聰文。台北榮總放射科醫事放射師。
監事：楊培勳。台北病理中心顧問、台北市網球協會常務理事、
宇慶化工董事長。
監事：江銘基。南門綜合醫院副院長。
秘書長：張瀞仁。天群醫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助。
實習暨校友服務組徐均宏組長
電話 :03-6102266，e-mail:brian@mail.ypu.edu.tw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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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管系參與鮮乳調飲競賽
調酒創意均有佳績
餐管系日四技
三年級學生吳惠文
與田珍伃在曹輝雄
老師之指導下以 "
柿柿如芋 " 作品榮
獲全國冠軍，餐管
系一年級學生邱詩
蓉、劉代云、張惟
102 牛奶冠軍選手吳惠文（左）與
田珍伃（右）在曹輝雄老師指導獲
婷則以 " 踏雪尋莓
冠軍
" 作品榮獲全國佳
作，另外日四技三年級賀茂榮同學以「紫蝶花」為雞尾
酒創作名，榮獲國際調酒賽「季軍」，日四技二年級李
佳伃同學則以「閃耀翡翠」為創作雞尾酒名，榮獲國際
調酒賽「佳作」。
餐管系日
四技三年級賀
茂 榮 同 學 11 月
27 日參與「2013
台灣美食調酒
創意遊程國際
競賽」之調酒
大賽 , 在萬能科
技 大 學 進 行，
柿柿如芋作品獲冠軍
以「 紫 蝶 花 」
為雞尾酒創作名 , 將國產伏特加、黑醋栗香甜酒、紫羅
蘭茶結合新鮮檸檬汁與 Moscato 氣泡甜酒 , 以完美比例
呈現 , 並以熟練的調酒技巧調製 , 獲得評審青睞 , 榮獲
國際調酒賽「季軍」; 另外日四技二年級李佳伃同學則
以「閃耀翡翠」為創作雞尾酒名 , 將國產伏特加、哈密
瓜香甜酒、小黃瓜糖漿結合新鮮檸檬汁與荔枝香甜酒，

以完美比例呈現 , 榮獲國際調酒賽「佳作」。來至亞洲
各國參賽者與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一同競技 ,
吳惠文與田珍伃 " 柿柿如芋 " 作品榮獲全國冠軍，
以熟透甜柿搭配少許香蕉提味 , 並以特製芋頭泥與鮮奶
結合 , 創造出無與倫比的黃金比例 , 鮮奶及柿子的香甜
與香蕉的口感並帶點芋頭香 , 入口柔順 , 讓人幸福的飲
品 , 果真是事事如意 ( 柿柿如芋 )!
邱詩蓉、劉代云、張惟婷則以 " 踏雪尋莓 " 作品榮
獲全國佳作，最下層綿綿的紅豆牛奶，到上一層香甜的
綠豆鮮奶，再鋪上一層由薏仁黑芝麻牛奶，層層新鮮、
營養，讓人感受到一種不同的香氣視覺上的享受 , 最上
層由新鮮奶泡與草莓果醬結合，更讓人彷彿看見一層層
的大地上的美麗雪景。
指導老師曹輝雄表示，此次競賽從 9 月就開始訓
練與設計研發配方，歷經初賽、決賽、總決賽，每個月
學生與老師皆非常忙碌，主因為每入圍晉級則須從新設
計研發配方、
命名與設計展
示台，並須考
慮到色、香、
味、美與健康
概念及商品化
概 念， 11 月
23 日決賽在板
橋盛大舉行，
總算皇天不負
苦心人，學校
得獎同學左起賀茂榮曹輝雄老師李佳憙
勇奪冠軍，另
外本校二年級選手較無飲料調製基礎，完全從基礎開始
魔鬼訓練，能榮獲佳作，亦實屬難得。

游泳隊於 102 全市運動會
榮獲三面銀牌

鄭宇翔同學與梁君儀獲得三面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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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游泳隊由體育室彭郁芬老師
率領鄭宇翔同學與梁君儀兩位同學參
加 102 新竹市全市運動會，分別獲得
三面銀牌。
醫技系四年級鄭宇翔同學於大專
社會男子組榮獲 200 公尺仰式銀牌、
100 公尺仰式銀牌與 50 公尺仰式第五
名，醫技系三年級梁君儀同學於大專
社會女子組榮獲 50 公尺仰式銀牌與
50 公尺自由式第五名。
彭郁芬老師指出，目前學校游泳
隊成員共有四名，其中環衛系日四年
級陳瑩萱同學，今年在全國大專運動

會游泳項目中榮獲一般女子組 50 公
尺蝶式第七名與 100 公尺自由式第七
名，表現優異。另一名優秀選手放射
系一年級許峻瑋同學今年 10 月則代表
嘉義縣參加全國運動會。
體育室林俊宏主任表示，游泳隊
冬天不畏風寒、颳風下雨也依舊努力
不懈到泳池報到，非常值得肯定。元
培科大游泳隊非常歡迎有游泳專長同
學加入培訓，期許學校游泳隊再創佳。
102 新 竹 市 全 市 運 動 會 11 月 23
至 24 日在南寮溫水游泳池熱鬧展開，
高手雲集。

國際醫學影像技能競賽
醫放系獲得團體組優勝

元培醫放系獲得優勝獎牌合影

2013 年國際醫學影像技能競賽，醫放系
獲得團體組優勝 ( 第四名 )。
元培科技大學醫放系由老師秦作威、系
主任 郭瓊文帶領參賽學生蔣奕岭，黃仲宇，
高承鴻 , 莊能傑四人參與，經比賽結果獲得
團體組優勝 ( 第四名 )。
2013 年國際醫學影像技能競賽 11 月 16
日在中台科技大學進行，國內有陽明大學、
長庚大學、元培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中臺科技大學、樹人醫專、
高雄醫學大學、義守大學、慈濟技術學院。
國際 - 日本東京都立大學、韓國首爾大學、
韓國高麗大學、澳洲蒙那許大學、泰國馬西
竇大學、泰國清邁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學
院、越南胡志明醫藥大學。共同參與。

餐管系頻傳佳績

林育正老師與陳立軒同學在廣州競賽現場

元培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林育正老師繼 2013 首屆世
界粵菜廚皇精英賽榮獲團體金獎，接著帶領團隊學生張
勝德、陳立軒、張宛婷、包筱蓓、林易嫻同學參與 2013
花蓮太平洋健康美食全國總決賽榮獲團體優勝，成績斐
然。
元培餐飲管理系團隊學生張勝德、陳立軒、張宛婷、
包筱蓓、林易嫻五人以花蓮在地食材製作出健康無負擔
低熱量套餐，以大會所規定的健康食材，這次指定採用
的食材有龍蝦、鱸鰻、鱘龍魚、花蓮柚子、海葡萄、蕃
薯、生乳、翼豆、黃金蜆、松坂肉、山蘇與原住民山野
菜等等這些主要食材製作出七道一式的套餐菜餚。以清
爽的口感不失食材原味加倍提升了食材的特性與口感，
並達到健康養生的推廣概念，一致獲得評審的肯定榮獲
優勝。

老師林育正帶領團隊參與 2013 首屆世界粵菜廚皇
精英賽榮獲團體金獎，同時林育正老師個人獲冷盤（燒
滷）特金獎及中式熱炒金獎，學生陳立軒中式麵點點心
獲至尊金獎，成果豐碩。
林育正帶領團隊參與這次比賽，分別在個人組部
分，同學陳立軒的中式點心，陳立軒同學中式麵點點心
榮獲至尊金獎，名為湖畔印月色，以造型蝦餃 / 拱橋 /
金魚 獲得至尊金獎。林育正在兩項冷盤（燒滷）特金獎
及中式熱炒金獎，林育正老師表示，冷盤（燒滷），獲
特金獎，鴻運大拼盤，用了新竹南寮現流小卷與台灣正
港的烏魚子 / 金門高粱香腸 / 醍醐滷豬蹄 / 黃牛百花捲 ( 牛
肚捲牛筋 / 牛腱肉 )，而獲評審青睬。至於中式熱炒，
虎醬陳醋燴三鮮，中式熱炒 - 虎醬陳醋燴三鮮，主要運
用了一些創意將墨魚打成醬做成玊米形狀的配菜，再加
上口味合宜的老虎醬陳醋燴三鮮。有鮮香辣再配玉黍薯
麵食點心，具有特色而獲獎。
2013 首 屆 世 界
粵 菜 廚 皇 精 英 賽 11
月 15 至 17 日在大陸
廣州舉行，有香港、
澳 門、 台 灣、 紐 西
蘭、美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馬來西亞
等國家的廚界精英及
大陸選手 300 餘人參
加，場面熱烈。
元培團隊製作的套餐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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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社首次勇奪全國醫學院校
洗手推廣競賽銀牌獎
衛生教育志工服務社榮獲「全國醫學院校
洗手推廣競賽」銀牌獎，名列全國第二，進入
階決賽時，更以多元推廣，成功超越國防醫學
院「築孟」印度國際志工團、以及樹人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 - 五朵花等團隊。此場戰役非常激
烈，能夠榮獲此獎，值得嘉許。
這次出隊人員有衛生教育志工服務社社長
劉永德 ( 健管系 4-1)、顧問何思瑩 ( 護理系 4-1)、
副社長余易霖 ( 醫放系 2-1)、副社長陳柔亦 ( 護
理系 3-2)、活動長薛雅薰 ( 健管系 3-2)，以及帶
隊老師唐喬語 ( 衛保組護士 )。是元培科大衛保
組輔導之社團，11 月 2 日至高雄榮民總醫院參
與最後的決賽，而獲得佳績。
元培榮獲銀牌獎

資訊管理學系獲多項獎

元培分別獲得智慧型手持裝置應用組 (TQC+) 全國第二
名、資訊技術應用組 (IAP) 第三名、Life+ 創新會員服
務應用組 (LIA) 佳作

資訊管理學系分別是智慧型手持裝置應用組
(TQC+) 全國第二名、資訊技術應用組 (IAP) 第三名、
Life+ 創新會員服務應用組 (LIA) 佳作，共獲得了三個
獎項。
元培科技大學資管系的師生在「2013 第 18 屆全國
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的賽事，值得一提
的是智慧型手持裝置應用組是兩岸共同參與的賽事，
獲得第一名的是大陸的學校，所以元培科大團隊此次
獲得的第二名可算是全台第一。獲獎的健康 e7go( 羅嘉
文、陳政江、吳亞庭、葉宗育、張靜怡 ) 團隊，是以
糖尿病為主題，輔助患者於日常記錄相關資訊，並提
供中醫療法的參考，讓患者可以達到養生保健的功效。
另一組團隊漾皮膚 ( 劉益勇、劉益強、劉家瑋、
呂明陽、詹筱真 )，是以異位性皮膚炎為主題，在此賽
事中獲得兩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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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第 18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
賽」，11 月 9 日舉行總決賽，為了協助產業尋找研發
創意及人才，由經濟部、教育部及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主辦。當天邀請到吳副總統敦義蒞臨現場擔任頒
獎嘉賓，這是第 3 次吳副總統到現場給予菁英學子支
持與鼓勵。
資訊管理學系的師生團隊參賽，以「增異其所不
能」團隊 ( 劉益勇、劉益強、劉家瑋、呂明陽 )，開發
出「異位性皮膚炎雲端健康管理系統」，結合中醫療
法針對體質推拿特定穴位，搭配二十四節氣及環境資
訊功能提醒病患，使患者能達到養生保健的作用。並
獲得了雲端應用組的季軍。
獲得 2013 電信創新應用大賽雲端軟體組季軍的
「增異其所不能」團隊 ( 劉益勇、劉益強、劉家瑋、呂
明陽 )，開發出「異位性
皮膚炎雲端健康管理系
統」，結合中醫療法針
對體質推拿特定穴位，
搭配二十四節氣及環境
資訊功能提醒病患，使
患者能達到養生保健的
作用。
該系統還可記下患
者日常飲食習慣，醫師
藉由病患紀錄獲得完整 元培黃登揚老師帶領團隊劉益勇、
劉益強、劉家瑋、呂明陽，
的患者資訊，藉雲端醫
開發出「異位性皮膚炎雲端健康
療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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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מεᏢϷೌמᏢଣຑ᠘ࡰ!
ࣽמεᏢϷೌמᏢଣຑ᠘ࡰ!
ȐҔຼයǺࣽמεᏢ 214.218 ᏢԃࡋǵೌמᏢଣ 215.219 Ꮲԃࡋȑ!
ȐҔຼයǺࣽמεᏢ 214.218 ᏢԃࡋǵೌמᏢଣ 215.219 Ꮲԃࡋȑ!
前言 : 下一輪評鑑係認可制評鑑，本校預計於 106 年接受評鑑，秘書室業已規劃推動相關
!!!!!!!!!!!!!!!!!!!!!!!!!!!
評鑑工作，為了使各位師長與同仁了解指標，特公布周知。
!!!!!!!!!!!!!!!!!!!!!!!!!!! ( 上 )
ਠ୍ຑ᠘!
ਠ୍ຑ᠘!
Ҟ!
2/ᏢਠۓՏᆶՅ!
Ҟ!
2/ᏢਠۓՏᆶՅ!
ϣ఼!
ϣ఼!

Ꮲਠа୍ჴठҔϐמᙍ௲ػҞǴ٠٩ᏵҁيᒤᏢےԑǵϣѦచҹϷޗ
Ꮲਠа୍ჴठҔϐמᙍ௲ػҞǴ٠٩ᏵҁيᒤᏢےԑǵϣѦచҹϷޗ
วᖿ༈ǴమཱᇥܴᏢਠᜫඳϷՅǴаࣚۓᏢਠϐᒤᏢۓՏǶ!

วᖿ༈ǴమཱᇥܴᏢਠᜫඳϷՅǴаࣚۓᏢਠϐᒤᏢۓՏǶ!
!!!!Ꮲਠ٩ྣਠ୍วҞǴᔕۓਠ୍วीฝǴՉࡹǵᏢೌൂՏϷ
!!!!Ꮲਠ٩ྣਠ୍วҞǴᔕۓਠ୍วीฝǴՉࡹǵᏢೌൂՏϷ
Ӛ࣬ᜢہǴ٠ࡌҥݤೕࡋڋǴुۓ௲ػҞǵᏢғ୷ҁનᎦǴᔑჄᒤᏢࠔ
Ӛ࣬ᜢہǴ٠ࡌҥݤೕࡋڋǴुۓ௲ػҞǵᏢғ୷ҁનᎦǴᔑჄᒤᏢࠔ
፦ᙔკǴமϯᏢਠᝡݾΚǶ!
፦ᙔკǴமϯᏢਠᝡݾΚǶ!
2.2 Ꮲਠ٩ᏵᒤᏢےԑǵϣѦచҹϷޗวᖿ༈ǴᔕۓᏢਠϐԾۓךՏǶ!
2.2
2.3 Ꮲਠ٩ᏵᒤᏢےԑǵϣѦచҹϷޗวᖿ༈ǴᔕۓᏢਠϐԾۓךՏǶ!
Ꮲਠ٩ᏵԾۓךՏǴᔕۓਠ୍วҞǵՅᆶวीฝǶ!
2.3
Ꮲਠ٩ᏵԾۓךՏǴᔕۓਠ୍วҞǵՅᆶวीฝǶ!
2.4 Ꮲਠ٩Ᏽਠ୍วीฝǴՉࡹǵᏢೌൂՏϷ࣬ᜢہǴ٠ࡌҥݤೕ

ୖԵਏ!
Ꮲਠ٩Ᏽਠ୍วीฝǴՉࡹǵᏢೌൂՏϷ࣬ᜢہǴ٠ࡌҥݤೕ
ୖԵਏ! 2.4ࡋڋǶ!
2.5ࡋڋǶ!
Ꮲਠुۓ௲ػҞᆶᏢғ୷ҁનᎦϐբݤǶ!
2.5
2.6 Ꮲਠुۓ௲ػҞᆶᏢғ୷ҁનᎦϐբݤǶ!
ᏢਠೕჄ҉ុᔼϐڀᡏբݤǶ!
2.6 ᏢਠೕჄ҉ុᔼϐڀᡏբݤǶ!
ǸȨϣѦచҹȩǴࡰᏢਠё٩ځೕኳǵӦՏǵᕉნၗྍᆶຼᎁౢว
ǸȨϣѦచҹȩǴࡰᏢਠё٩ځೕኳǵӦՏǵᕉნၗྍᆶຼᎁౢว
ՅǴϷܕԏᏢғΓኧᆶ፦୷ҁచҹǴुۓᏢਠวБӛǶ!

ᇥܴ!
ᇥܴ!

Ҟ!
Ҟ!

ϣ఼!
ϣ఼!

ୖԵ!
ୖԵ!
ਏ!
ਏ!

ՅǴϷܕԏᏢғΓኧᆶ፦୷ҁచҹǴुۓᏢਠวБӛǶ!
ǸȨՉࡹǵᏢೌൂՏȩǴхࡴᏢਠ҅ԄϷҺ୍ጓಔՉࡹൂՏǴаϷਠભࣴزύ
ǸȨՉࡹǵᏢೌൂՏȩǴхࡴᏢਠ҅ԄϷҺ୍ጓಔՉࡹൂՏǴаϷਠભࣴزύ
ЈǶ!
ЈǶ!
Ʉġ Ȩ࣬ᜢہȩ
Ǵࡰ٩ՉӚೕۓᔈϐہǴхࡴ௲ৣຑቩہǵ
Ʉġ ௲ৣҙນຑہǵ܄ձѳ௲ہػǵᏢғҙນຑہǵᏢғዛ
Ȩ࣬ᜢہȩ
Ǵࡰ٩ՉӚೕۓᔈϐہǴхࡴ௲ৣຑቩہǵ
௲ৣҙນຑہǵ܄ձѳ௲ہػǵᏢғҙນຑہǵᏢғዛ
ᚵہǵਠ୍୷ߎᆅہǶ!
ᚵہǵਠ୍୷ߎᆅہǶ!
Ʉġ Ȩ୷ҁનᎦȩǴࡰӄਠᏢғਔᔈӅӕڀഢϐૈΚᆶᄊࡋǶ!
Ʉġ Ȩ୷ҁનᎦȩǴࡰӄਠᏢғਔᔈӅӕڀഢϐૈΚᆶᄊࡋǶ!
ǸȨ҉ុᔼȩǴᔈх֖Եໆ҂ٰғྍอલϐӢᔈբݤᆶܕғౣǶ
!
ǸȨ҉ុᔼȩǴᔈх֖Եໆ҂ٰғྍอલϐӢᔈբݤᆶܕғౣǶ!

3/ਠ୍ݯᆶว!
3/ਠ୍ݯᆶว!

ᏢਠԖਠ୍،ಔᙃϐᆶၮբᐒڋǴ٠٩Ᏽਠ୍วीฝࡌҥسϯ
ᏢਠԖਠ୍،ಔᙃϐᆶၮբᐒڋǴ٠٩Ᏽਠ୍วीฝࡌҥسϯ
ޑՉࡹᆅᡏسǴՉӝޑەΓΚǵޜ໔ᆶၗྍೕჄଛǴаࡌҥԖਏޑ،
ޑՉࡹᆅᡏسǴՉӝޑەΓΚǵޜ໔ᆶၗྍೕჄଛǴаࡌҥԖਏޑ،
ࢬำǶӧਠ୍ݯᆶวБय़ǴՉࡹᆅᡏسϷӚִ֡๓ၮբǴЪӚ
ࢬำǶӧਠ୍ݯᆶวБय़ǴՉࡹᆅᡏسϷӚִ֡๓ၮբǴЪӚ
วᐒ଼ڋӄǶ!
วᐒ଼ڋӄǶ!
!!!!Ꮲਠନ٩Ᏽਠ୍วҞᆶՅǴౢᏢӝբᆶ୯ሞϯமϯᝡݾΚբ
!!!!Ꮲਠନ٩Ᏽਠ୍วҞᆶՅǴౢᏢӝբᆶ୯ሞϯமϯᝡݾΚբ
ࣁѦǴҭૈᜢݙϷပჴӚ௲ػЬᚒǴ٠ЬϦ໒ख़ाਠ୍ၗૻǶ!
ࣁѦǴҭૈᜢݙϷပჴӚ௲ػЬᚒǴ٠ЬϦ໒ख़ाਠ୍ၗૻǶ!
3.2 Ꮲਠਠ୍،ಔᙃϐᆶၮբǶ!
3.2 ՉࡹᆅᡏسϐೕჄǵಔԋǵΓΚଛᆶၮբǶ!
Ꮲਠਠ୍،ಔᙃϐᆶၮբǶ!
3.3
3.3 ՉࡹᆅᡏسϐೕჄǵಔԋǵΓΚଛᆶၮբǶ!
3.4
Ꮲਠᡏޜ໔ǵၗྍೕჄଛૈᅈى௲ৣ௲ᏢǵࣴزǵౢᏢӝբᆶᏢғᏢ
3.4 ಞሡϐǶ!
Ꮲਠᡏޜ໔ǵၗྍೕჄଛૈᅈى௲ৣ௲ᏢǵࣴزǵౢᏢӝբᆶᏢғᏢ
3.5 ಞሡϐǶ!
Ꮲਠᔼ҉ុวϷပჴ϶๓ਠ༜Ȑ֖คምᛖࡼȑϐբݤǶ!
3.5 Ꮲਠᔼ҉ុวϷပჴ϶๓ਠ༜Ȑ֖คምᛖࡼȑϐբݤǶ!
1
1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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ਠ୍ຑ᠘!
3.6 ਠ୍วीฝᆶख़ᗺՅϐပჴᆶຑǶ!
3.7 ᏢਠౢᏢӝբϷඵችౢᔼᆅϐᡏೕჄౣᆶၮբǶ!
3.8 Ꮲਠ୯ሞϯϐౣǵೕჄϷၮբǶ!
3.9 Ꮲਠ܄ձѳϐౣᆶၮբǶ!
3.: ᏢਠᡏػၮϐೕჄϷၮբǶ!
3.21 ᏢਠӚ௲ػЬᚒϐՉǶ!
3.22 Ꮲਠӛৣғǵਠ϶ǵৎߏǵࣚϷޗεϦѲख़ाૻ৲ϐբݤǶ!
3.23!ځдਠ୍วՅǶ!

!

ᇥܴ!

ǸȨਠ୍،ಔᙃȩǴ֖ਠ୍ǵਠ୍วǵՉࡹᏢਠനଯ،
ൂՏہ܈ǶدҥᏢਠᔈх֖ဠ٣ǵᔼ)֖ਠߏᒦᒧ*ǵϷᅱ࿎ᐒ
ڋϐၮբǶ!
ǸȨၗྍೕჄଛȩǴᔈх֖ਠӦǵਠްǵ୍ၗྍǵሺᏔഢǵკਜයтǵ
ႝηၗྍϐೕჄଛϷ٬ҔǶ!
Ʉġ Ȩ҉ុวਠ༜ȩǴࡰᏢਠᔈӧਠ୍วीฝύೕჄૈ෧ᅹǵᕉნߥៈǵ
ค্ᆶᆘऍϯǵᕉნፁғǵ܄ڀձѳཀϐਠ༜ࡼȐӵค܄ձ܈ၠ܄
ձ൵ޑ܌ǵၮᓔޑ٬ҔȑǵӼӄፁǵᏢғӼӄߥៈǵᕉნᆅᆶჴ
ᡍȐჴಞȑ܌ϐӼӄፁғᆅပჴਠ༜҉ុวϐҞǴаճပჴǶ!
Ʉġ ȨౢᏢӝբೕჄȩǴ֖ჹౢᏢӝբႴᓰࡼϷՉࡹЍජǶ!
ǸȨ୯ሞϯȩǴёх֖ගϲᏢғमᇟځ܈дѦᇟૈΚࡼǵቚуుϯᏢғ୯ሞ
ຎഁޑፐำϣǵ໒मᇟፐፐำ܈ᏢำǵӚᜪ୯ሞҬࢬࢲǵܕԏѦᝤ
ғȐ֖ႾғȑǵࡌᄬѦᇟᏢಞᕉნǶᏢਠё٩ᏵځวҞᆶՅаϷᏢ
ғ፦చҹǴԾՉᒧӝҞǴᔕۓౣǶ!
ǸȨ܄ձѳౣᆶၮբȩ
Ǵᔈх֖܄ձѳ௲ػہϐᆶၮբǵ܄
ձѳ௲ػᆶ܄ձѳਠ༜ᕉნϐႣᆉጓӈᆶीฝՉǵਠ༜܄ձ٣ҹ
ೀǵ܄ձѳ௲ޗػǶ!
Ǹ
Ȩᡏػၮȩ
Ǵх֖ᡏ࠻ػȐಔȑಔᙃࢎᄬᆶၮբᐒڋǵᏢਠᡏᡏػȐ֖
ӦǵᏔǵࡼӼӄೕጄϷᔼȑ
ǵᡏػፐำȐѸᒧঅȑ
ǵϷᡏػ௲ᏢȐ֖ৣ
ၗǵගϲᡏૈǵගϲෞૈݚΚϷᔈᡏػȑϐೕჄǵၮբᆶԋ݀Ƕ!
ǸȨӚ௲ػЬᚒȩǴӵғࢲ௲ػǵғڮ௲ػǵࠔ௲ػǵ᛬ೌ௲ػǵ҇Ьݤ
ݯ௲ػǵҬ೯Ӽӄ௲ػǵᕉნ௲ػǵඵችౢߥៈ௲ػǶ!
Ǹ!Ȩғࢲ௲ػȩǴࡰԖᜢғࢲೕࡓǵғࢲݯᆶғࢲࠔښ௲ػǶғࢲ௲ػ
Չӵϸທᜱ࠹ᏤϷՉԋਏǴᆶᆛၡ؈ྔٛݯϷᏢғ٬ҔᆛၡӼӄԋਏ
Ƕ!
Ǹ!Ȩғڮ௲ػȩǴࡰԖᜢғڮሽॶᆶ൧ख़ғڮϐ௲ػǶӵኁᢠϷԾఠٛݯ௲
ػǶ!
ǸȨख़ाૻ৲ȩǴх֖ᏢᚇԏྗǵжᒤϷ٬Ҕϐԏڗǵമբ௲ػϷ
୍ܺᏢಞፐำϐ໒ǵਠ༜܄ձѳ௲ػჴࡼೕۓǵਠ༜্ߟ܄ǵ܄ផᘋ܈
܄៙ঐٛݯೕۓǵᏢਠႣᆉጓӈϐҞǵᅿᜪǵྗǵीᆉБԄϷٰྍǵ
୍ൔ߄ǶدҥᏢਠᔈඟ៛ᆶᜢ߯Γ໔ϐख़εҬܰૻ৲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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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週年校慶暨園遊會熱烈展開
元培科技大
學 49 週 年 校 慶
暨園遊會熱烈展
開，11 月 2 日在
田徑場及籃球場
熱烈展開，校長
林志城主持，林
校長表示，49 週
頒發 20 年資深人員與林校長蔡副校長合影
年校慶，創校人
有三句名言：「時間是我們的生命、健康是我們的資本、
風格是我們的財富」，運動會即是要大家能夠在運動中
保持身體的健康，在學校除了讀書外，運動健康也十分
重要，有健康的身體，讀書也會精進。
運動會繞場一週，由行政單位至學術單位個個精神
抖擻繞場，接著會旗進場及運動員宣誓等。
市府主秘吳宗錤表示，元培由醫專、學院至科技大
學，走過第 49 年時間，不斷成長與茁壯，元培科大在今
年 49 年祝校運昌隆，校務蒸蒸日上。
詹玉寶董事表示，元培科大已 49 週年，董事長蔡清
胤由未結婚至今在學校服務，現他常為學校耽心無法入
眠，蔡董事長要我說，110 年依大學法將只有 60% 大學
存在，但大家放心元培一定存在，同學回校一定可以找
到元培。元培成立至今有三代都在元培就讀，歡迎未來
有子女也到元培，元培是一個好學校。專任董事蔡雅賢
也是從年經
到校服務至
今， 為 學 校
工作打拼。
陸生醫
務管理系學
生家長余孟
宗， 也 是 浙
江省寧波慈
溪市營養與
林董事頒發服務 10 年人員與林校長蔡副校長合影 健 康 促 進 會
秘書長，他表示，其兒子即就讀元培醫務管理系，目前
三年級，大陸非常需要這種人才，兒子未畢業，大陸醫
院即已先訂了，大陸非常需要這種人才，歡迎同學至大
陸服務。
首先頒獎給放射技術師高考榜自林玄文，董事長蔡
清胤頒發二萬元獎金鼓勵，林玄文告訴學弟妹們上課要
認真聽，考試訣竅即是認真學習。
接著頒獎給榮獲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第 36 屆優良教師
人員：葉璟萱、俞勝正、白瑞強、沈福銘、王海龍、高
婷玉、詹鴻得、林雅雯、楊紅玉、洪麗真、張曉芬、孫
嘉玲、王蓉敏、汪惠芬、宋佩芳、彭郁芬。
校慶資深 ( 職員 )：40 年，吳月爾。30 年，陳立台。
20 年，王愛義、張秉庠、林昀蓉、張秋萍、劉建功、黃
兆君、10 年，林招膨、黃曉令、賴玉敏、陳煥文、蘇敏

蔡副校長頒男子總
錦標餐管系

健康學院獲得精神
總錦標王院長與
林校長合影

張學務長頒女子總
錦標護理系

昇、李民賢、嚴如鈺、徐珠璽、何順全、劉錦松、劉中和、
陳尚寬、葉靜輝、游琇茜、林文輝、洪淑玲、黃顗安。
與會貴賓有市府秘書長吳宗錤、水雲翔、董事長蔡
清胤、專任董事蔡雅賢、董事詹裕寶、林三和、陳有地
等人。
隨即田徑賽及園遊會展開，園遊會的攤位相當多，
海青班同學的打扮最吸引人，同時有歌唱比賽，各場地
都是擠滿人潮。
49 週年校慶經過一天激烈角逐，精神總錦標健康學
院，總錦標男子組餐管系，女子組護理系。
各項運動競賽前三名如下：
100 公尺學生女子組：醫技賴柏蓉、生技周羽婷、餐
管李侑倫。男子組食科孫嘉偉、健管陳俊都、餐管鍾子
揚。
200 公尺學生女子組：護理徐意婷、醫技吳盷諮、食
科王蔚慈。男子組資管劉博元、醫放傅傳宗、財管呂健
華。
趣味競賽學生男子組：食科系、健管系、餐管系。
女子組：健管系、餐管系、食科系。教職員組：通識中心、
醫護與福祉學院、健康學院。
1000 公尺大隊接力教職員組：產業與管理學院、醫
護與福祉學院、健康學院。
拔河學生女子組：醫技系、護理系、醫管系。男子組：
醫工系、醫技系、財管系。
2000 公尺大隊接力學生女組：餐管系一年二班、醫
管系一年一班、護理系。學生男子組：資工系一年一班、
視光系一年一班、放射系一年二班。男女混合組：健管
系一年一班、護理系一年二班、醫技系二年一班。
創意啦啦隊混合組：特優餐管系、優等資工系、財
管系。甲等食科系、資管系、護理系。最佳精神獎醫技系。
創 意
啦 啦 隊：
最佳創意
企 管 系、
最佳造型
視 光 系、
最佳精神
醫放系。
市府秘書長吳宗錤頒發私校優良教師合影
元培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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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視窗

韓國文化藝術展、中國書畫展
接連在光宇藝術中心開展

「韓流」才在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3 日席捲元
培校園，從文物到美食都讓師生感受真正的「韓味
藝象」；12 月 25 日起，充滿中國風的「墨韻」四
友書畫聯展又將在光宇藝術中心展開，透過中國書
法及水墨畫的線條之美，為校園帶來不同風格的藝
術氣息。
由光宇藝術中心主辦的「韓味藝象」韓國文
化藝術展覽，從開幕活動的舞蹈表演，專題演講到
美食品嘗，以及展覽期間的大家說韓語體活動，都
受到熱烈的迴響，儘管展出的不是時下流行的娛樂
產業文化，所提供的旅遊相關資訊以及韓味小物都
吸引不少同學參觀，甚至有同學在展場就開始「揪
團」，興起到韓國旅遊的規劃。
這次展覽內容多元，靜態展覽介紹了本校在韓
國的四個姊妹校：延世大學、首爾數碼大學、又松
大學以及春海保健大學，還有韓國九大知名的世界
遺產，動態活動方面則在餐館系的協助下推出韓國
美食品嘗及菊軒亭美食周；活動開幕當天，駐台北
韓國代表處副領事池殷碩及研究員李仁鎬專程蒞校
參加，當場也與林志城校長、蔡世傑副校長以及國

際 長黃 曉令 等人， 針 對
兩國學校交流交換意見，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互動。
為期約三週的展期
結束 後， 另一 場精 采的
展覽－四友書畫聯展即
將 登 場，四 位參 展者 是
來自新竹在地的業餘書
畫家：陳欣華、朱文雄、
王 琇 璋、 陳 美 妹； 其 中
陳欣華與朱文雄兩人都
已 公職 退休， 但 自幼 喜
習書 法，數 十年 練習 不
間 斷， 練 就 一 手 好 字，
常應邀參加春聯揮毫等
公 益活 動，這 次也 由陳
欣 華 發起， 邀集 四位 好
友一起將長時間投入中
國書畫的成果一起展現。
「墨韻」四友書畫聯展展期為 12 月 25 日至 1
月 10 日，展覽期間也將辦理一場體驗活動，特別
安排王琇璋老師指導有興趣的教職員生們在紙扇上
作畫，即使沒有學過的人都可以容易上手創作，屆
時也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元培阿特社美女介紹韓食

同學們看著人偶說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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