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發表會3月22日在元培醫
事科技大學光恩國際會議廳熱烈展開，今年的研討

會以「Aging Active」活躍老化為主軸，德國柏林應
用科技大學教授Albrecht Fortenbacher特來致意。新
竹縣衛生局局長殷東成、市教育處科長張品姍等共

同參與。

校長林志城表示，這項國際師生學術交流活動連

續辦理12年，每一年都能提供海內外不同國家的師
學生學術與文化交流的機會。特邀請了日本西九州大

學柳田晃良教授、印尼Universitas Ahmad Dahlan 的
Prof. Ciptasari Prabawanti、東海大學張鎮南教授等國
內外研究學者，分別從醫事科技、健康、福祉及管理

相關之科學與技術，進行精闢的專題演講。

日本西九州大學柳田晃良教授首先以食物安全

與健康的影響為主題，說明在食物中如何攝取好的脂

肪，此些脂肪由食物中如何取得，並提出洋蔥也是一

種好的食物等，對身體健康幫助甚大等。

同時匯聚來自8個國家15所學校的師生參與，
發表專題與學術研究成果，包括安徽農業大學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韓國忠北大學
(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福建衛生職業技術
學院(Fujian Health College)、福建醫科大學(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福建中
醫藥大學(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 t ional  Chinese 
Medic ine )、德國柏林應
用科技大學(HTW Berlin -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華僑大
學(Huaqiao University)、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Welfare)、江蘇醫藥職業學院(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dicine)、南通大學(Nantong 
University)、寧波衛生職業學院(Ningbo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日本西九州大學(Nishikyushu 
Universi ty )、東海大學(Tunghai  Universi ty )、
Universitas Ahmad Dahlan、皖南醫學院(Wannan 
Medical College)、遵義醫科大學(Zunyi Medical 
University)及元培醫事科技大學(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等學校，希冀能引發多元豐富的
思考，達到學術共享及深度交流之目的。

除了師生的研究成果發表外，本研討會更將邀請

新竹縣市環境保護局在會場外進行節能減碳與資源回

收宣導暨成果展示。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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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際學生學術論文發表會熱烈展開

2019國際學生研討會師長貴賓等合影

林校長感謝日本西九州
大學柳田晃良



4月29日下午1時半邀請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副校長
平粟健二、小島勇教授、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校長王如

哲、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謝傳崇、台灣評鑑協會理事長

傅勝利、私立科技大學協進會理事長唐彥博校長針對

台灣大學教育改革創新以及日本大學的改革可作為借

鏡等研討。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長林志城表示，舉辦應用型

大學的教育改革與創新論壇，主要因應老人化、少子

化影響，日本是最早即面臨此問題，推動一般大學朝

向應用型大學發展，重視實踐操作，增強學生動手做

的能力，與台灣目前高等技職教育體系相似。同時應

用型大學扮演支援產業升級的角色，主要希望透過與

產業密切合作，加強對專業人力資源的培訓，提高勞

動生產力，並透過更多實踐教育及重新學習的需要，

並應因快速變化的社會迫切需要培養與加強具有高水

平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即舉辦此次論壇。

台灣評鑑協會理事長傅勝利曾在多所大學擔任校

長，他表示，看到元培辦應用型大學的教育改革與創

新外，以及邀請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前來，而元培並無

此系，卻辦此論壇，真是難得。元培醫事背景學校卻

能夠有此想法因應未來大學趨勢，很好的論壇。

私立科技大學協進會理事長唐彥博校長也以學校

創校數字1964以及今天辦理論壇等都是很好的數字，
相信元培將長長久久一路發，且邀請日本取經等，都

可以看到元培一元復始，培育大健康產業人才基地一

路長紅。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校長王如哲針對台灣的高等教

育改革，並提出從1990年至2019年改革重要措施，如
1994年廣設大學、2002年多元化入學、2003年國際化
引進境外學生、2005年二個五年的五百億、2011年開
放大陸生來台、2013年人才培育白皮書、2017年新南
向政策等。現少子化高等教育改革仍有長路要走，期

許大學高等教育培養出人才能夠為企業界所用。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謝傳崇提出大學教育創新的4
個方向7把箭，4個方向專案、熱情、同儕、玩興。7
把箭創新領導、能力培植、革新環境、創新文化、網

絡連結、永續創新及支持系統。培育未來人才有核心

素養、創新素養、創新精神及全球公民。

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副校長平粟健二提出該大學創

立在1907年，當初創辦是引進許多歐美電氣等產品，
需要此方面電機及電氣人才，後有電氣街等，不過學

校也隨著科技的發展有所改變，如何運用在生活產品

中能夠與科技等結合。

日本東京電機大學退休教授提出東亞高等教育

中分享式學習與教學研究，並提出傾聽、對談及協同

互動三因素都是在分享式學習與教學中重要因素，此

種學習在任何方面都是有意義，也是讓學生們樂於學

習。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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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UNESCO-TVET)

PASCAL組織專家至元培訪談說明

PASCAL組織專家參觀智慧精準運動中心

PASCAL組織專家說明該組織

PASCAL組織專家與元培林校長蔡副校長等合影

PASCAL組織專家進行學生行政單位面
向諮詢訪談

元培是台灣唯一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技術和職
業教育與培訓大學。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
(UNESCO-TVET)，技職高等機構研究之專家團隊
英國University of Glasgow成人和終身學習教授，教
育研究學院院長Michael Osborne、義大利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tania普通與社會教育學教授，教育
和培訓科學學程主任Roberta Piazza至學校進行區域
合作程度之評估，3月12日進行學生、行政面向諮詢
訪談，下午在行政會議中特對地方和社會資本與學

習(PASCAL)國際組織介紹。在兩天中專家對元培特
色、為地方服務貢獻及校園都印象深刻。

英國Michael Osborne、義大利Roberta Piazza都
認為元培是一個在醫事學校中具有特色的學校，在與

地方縣市政府結合密切，且貢獻甚多，學校以後可以

量化方式處理，且有具體數字則更好。同時學校能在

醫護及長照方面領先，對未來老人化人口將有更多的

協助。

英國Michael Osborne、義大利Roberta Piazza，
元培將是台灣第一個可進入地方和社會資本與學習

(PASCAL)國際組織，以後都可以與該組織的平台連
線等，同時期望元培以後更能發揮地方社會責任讓地

方學習與永續發展更好。

地方和社會資本與學習(PASCAL)國際組織，目
的也就是學校與地方之間的學習與永續發展，讓雙方

都會變得更好，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技術和職業
教育與培訓(UNESCO- TVET)，該技職高等機構研究
之專家團隊，協助學校進行區域合作程度之評估，並

至學校辦理訪談與諮詢工作坊，此次他們選擇元培進

行，也獲得元培給予協助，元培也確實與地方政府之

間橋樑通暢，為地方做很多事及協助，發揮學校特色

與地方發展。

英國University of Glasgow成人和終身學習教
授，教育研究學院院長Michael Osborne、義大利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tania普通與社會教育學教
授，教育和培訓科學學程主任Roberta Piazza由大同社
區大學校長張婉君、執秘謝佩妤、市議員鄭正鈐等陪

同，參觀共學中心、診所、活力館、AIPEX智慧運動
精準中心、影像醫學博物館、校史館、賈桃樂職涯體

驗館、藝術享宴體驗。他們3月11.12兩天在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https://www.ypu.edu.tw/news



日本藝術家重松康夫，京都市陶工高等技術專門

校畢業，獲得許多獎，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會展暨文

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副主任李明松邀請駐校三個

月，除了在校創意陶藝，並與李明松老師共同教學，

3月14日特別提出紙板與陶藝運用，請同學能想想如
何去結合。

1992年京都市陶工高等技術專門校畢業重松康
夫，1994 京都市立工業試驗場窯業研修在宮下善爾
先生門下，次年即參加長三賞陶藝展入選，隨後即辦

多次個人展。在2018台灣國際金壺獎獲茶藝推薦獎、
2017京燒清水燒展京都府知事賞獲京都市傳統
產業「未來的名匠」認定、2016台灣國際金壺
獎銅賞獎。

重松康夫有其創作，他能以各種與陶結合

的創作，此次至元培駐校目的也是在於能夠來

到學校創作，同時也與李明松老師共同在陶藝

課程中教導學生如何創作等，今天即告知同學有關紙

板與陶藝運用，請同學能想想如何去結合。他也將會

在有限時間內告知同學如何做處理，才能達到成效。

他的作品都以童趣為多，且每件作品都有其特色。

重松康夫表示，喜歡陶藝者都是對軟土握在手上

很有感覺，特別將其製作出不同的形狀等，他對茶壼

很有感覺，可以做出不同的樣式等。創作的作品是都

不一樣的，因此你要讓自己作品有多樣化等，創作除

了要有基礎外，多接觸不一樣的地方等，都會對創作

有所幫助。

重松康夫很謙虛說，他還需要大家對他作品建

議，不過喜愛陶藝者多多去做都會發現有許多不同感

受，但成品呈現都會有不同的感覺。重松康夫將在學

校駐校至五月底。

重松康夫在駐校期間所作的作品京燒都留在學

校，以供大家觀賞。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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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藝術家重松康夫駐校
自行創作並共同教學

日本駐校藝術家重松康夫與李副主任共同上課情形

日本駐校藝術家重松康夫認真創作情形

日本駐校藝術家重松康夫的作品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於學校圖書資訊大樓前廣場辦

理2019異國節慶嘉年華活動，由觀光系大四同學設置
的7個主題攤位，分別是德國慕尼黑啤酒節、荷蘭女
王節、泰國潑水節、墨西哥亡靈節、西班牙番茄節、

德國巫婆節以及俄羅斯復活節，帶領著全校師生環遊

世界，感受不同節慶的歡樂氣氛。

每個攤位都有準備節慶的代表服飾、帽子以及

網美牆讓參與的同學們拍照打卡，也設計了很多DIY
體驗活動以及闖關遊戲供同學同樂，像是彩繪蛋、面

具創作、滾起司輪胎等遊戲。活動中有些特色美食也

相當吸睛，像是亡靈節的手指餅乾和巫婆節的眼球湯

圓，都是出自觀光系同學自己的設計、自己動手做的

限量商品。活動攤位不但有趣好玩還結合公益，所有

的攤位都將部分收入捐給自己支持的公益團體 ，相當
有意義。

這次活動更特別請THE MIX 這組才華洋溢的原
住民團體，在中午時段帶來精彩的歌舞表演，一連演

唱了六首歌曲，為活動帶來了一波高潮。現場由GB鮮

釀餐廳贊助提供的奶油愛爾啤酒，讓師長們能一邊享

用美食和一邊欣賞音樂，彷彿在散步在異國街頭，非

常愜意。

下午的活動更邀請到君毅高中觀光科二年級的

同學們一起來同樂，同學們高興地挑戰各種關卡及遊

戲，最後還票選出心目中最喜歡的節慶攤位，並獲贈

來自不同節慶主辦同學所準備的禮物，賓主盡歡，也

為這個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活動在4月29日圓滿結
束。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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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休閒系同學墨西哥亡靈節的活動攤位

君毅高中觀光科二年級的同學來參加活動

2019觀光系異國節慶嘉年華圓滿成功合影

觀光休閒系同學德國啤酒節的活動攤位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舉辦
2019異國節慶嘉年華活動



2019光宇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19所200餘人參
加，光復高中與松山工農分獲兩組第一名，明道高中

獲一組第一名。今年競賽中增加健康與創意生活類，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長林志城在頒獎中表示，未來是

大健康產業的時代，健康的創意將是未來明星產業。

前三名成績如下：第一名：商管類A組，明道高
級中學鄭可筠、張緯綺、陳姿靜。商管類B組，光復
高級中學羅禹茹、蔡欣伶，沈宜亭，蕭羽彤，楊絜

茹，解加榆。資訊與電工程類組，松山工農馬崇瑋、

杜品延、周駿曄、楊承勳。餐旅語文類組，光復高級

中學彭云歆、李昱萱、麥祐綺。健康與創意生活類

組，松山工農石國良、曾志鵬、饒浩薰、陳鴻文。

第二名：商管類A組，新竹高商郭佳莉、彭雅
慈、蕭如芳。商管類B組，光復中學馬偲閔、劉宣
莉、鄭伃涵。資訊與電工程類組，東海高級中學鍾筌

寶、張峰瑋、吳研聖、陳品翔、林偉澤、杜育霖、塗

家祥，何孝軒。餐旅語文類組，光復高級中學李月

慧、徐信凱、張宸翎、羅晨晨、陳子揚。健康與創意

生活類組，君毅高級中學羅承甲、郭詩涵、劉天華、

陳治澔。

第三名：商管類A組，華南高商陳思雅、呂芝
瑩、翁育旋、張雅涵、黃靖芯、詹宜真。商管類B
組，新竹高商林思彤、陳冠宇 查艾辛 黎群皓。資訊
與電工程類組，松山

工農陶俊儒、范謙

提、林聖祐、蕭博

仁。餐旅語文類組，

新竹高商陳禹澔、健

康與創意生活類組，

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

業學校鄭寶沁、葉一心、陳品蓉、葉詩蓉。

第一名作品明道高級中學鄭可筠、張緯綺、陳姿

靜，以童庭基金會－種子手作坊現行經營模式，為該

會由活動協助設計APP及網頁。種子手作坊舉辦咖啡
和烘焙課程的長者們來擔任員工，童庭基金會結合政

府、社區與當地其他社福機構，提供講座、活動及課

程服務給長輩學習，培養興趣，更希望是成為長輩們

退休生活的陪伴者，協助銀髮族打造規劃自主快樂的

退休生活。也希望創造銀髮族社會參與環境，協助長

輩退而不休，持續傳遞及分享生命經驗，更鼓勵長輩

們積極關懷社區及弱勢族群，重新定義退休生活的價

值及存在感。

光復高中彭云歆、李昱萱、麥祐綺的知「竹」

「嚐」樂新竹食農輕旅創意桌遊模組。以食農教育桌

遊更能讓大家了解自己產地特色與興趣。

松山工農馬崇瑋、杜品延、周駿曄、楊承勳。松

山工農石國良、曾志鵬、饒浩薰、陳鴻文。分別以無

線傳輸技術實現遠端遙控紅外線裝置之研究及社交平

台訊息推播系統。完成專題。

高中職生在大健康產業的專題競賽，可以看出他

們勇於創作及創意精神以及天馬行空發想，具有很大

特色與動力。很有成果。複賽及頒獎3月29日在光恩
國際會議廳進行。https://www.ypu.edu.tw/news

林校長頒發商管B類組第一名
光復高中羅禹茹等

林校長頒發資訊與電工程類第一名
松山工農馬崇瑋等

林校長頒發健康與創意生活類第一名
松山工農石國良等

林校長頒發餐旅語文類組第一名
光復高中彭云歆等

林校長頒發商管A類組第一名
明道高中鄭可筠等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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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光宇盃全國高中職專題競賽
光復與松山工農分獲各兩組第一名



一年一度畢業生的職涯盛宴「2019一π即合就業
博覽會」，3月28日隆重登場。今年參展公司數量維
持新高，有78家醫療、視光、生技、環保、食品、餐
飲、物流及人力顧問公司前來共襄盛舉，合計共釋出

近約1785個工作職缺，平均每位畢業生約有1.5個工作
機會。同學們參加踴躍。

本次就業博覽會特別安排在青年節前夕辦理，期

待企業與學校畢業生能夠「一π即合」。就業博覽會

78家廠商，包括37家醫療機構(臺大、榮總、馬偕、
國泰、萬芳、三總、慈濟、亞東、恩主公、新光、

雙和、為恭、中國醫大附設醫院等醫療院所)；10家
醫療器材與生技廠商 (寶島眼鏡、小林眼鏡、丞建生
醫、保生國際生醫、培力藥品等)；4家食品與環安廠
商(聯華、長江龍等)；14家服務業廠商(老爺酒店、鼎
王餐飲集團、萊爾富、寶雅、DHL、國泰人壽、信馨
等)；3家資訊科技業者 (錸恩帕斯、巨匠電腦、國防
部資通電)，4家觀光及人力諮詢 (世界旅學、美商德
盟、卡爾顧問等)，當日共釋出1,785個工作職缺。

校長林志城表示，元培英文名字YUMT，即是優
特，優質有特色學校，也是你與我在一起共同努力創

造新優勢，就業博覽會一π即合，同學們在此能夠找

到自己喜愛的工作。

勞動部勞動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副署長李燕玲及市

府勞工處處長黃

錦源分別表示，

同學們在學校資

源下找工作，不

妨多嘗試，都能

找到適宜工作。

學校就業博

覽會的另一特色

是結合醫事職業教育體驗中心，提供虛擬職場體驗、

職業探索與面試模擬，活動過程中更穿插面試妝容教

學工作坊與競賽，為求職的學子添增就業自信與魅

力。同時，亦特別安排創業諮詢服務，將創業即就業

的概念帶入，開闢獨樹一幟的生涯路徑，也有現場職

涯諮詢服務，為畢業生就業做最精實充沛的準備。

近年就業市場強調求職者的π能力，即為不同專

長及技能的結合應用，因此今年就業博覽會活動特別

強調學生的跨領域能力，主打「一π即合」，除了取

「一拍即合」的諧音，強調本校積極培育同學具備時

下最注重的π能力，透過就業媒合的平台創造高薪就

業媒合的機會。

今年適逢創校55周年，學校自創校以來，除致力
培育醫事達人外，近年更聚焦大健康產業藍海商機，

透過精準掌握趨勢，與產業攜手創新教學，培養學生

加值五創力：創意力、創新力、創造力、創業力、創

富力（身心靈富足），近年更強調跨域力與國際移動

力，打造企業最愛的務實專業人才！

在就業博覽會前，各系已經陸續辦理企業說明

會，本學期預計辦理58場，提供本校各系所與企業
界對話平台，也讓學生在畢業前夕瞭解目前的就業市

場，調整自身職能，突顯自我優勢，增加其就業競爭

力，一連串的活動提供了十分完整的職涯規劃與就業

整備服務。

為提供青年創業服務與就業資訊，新竹就業中

心、新竹市政府勞工處、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參與設攤

提供就業資訊；另有國防部招募軍人，提供學生多元

就業之選擇。

在醫療相關領域不論突破及追求卓越一直是元

培發展的重點，也致力培養健康與管理專業領域的人

才，學校除了著重奠定及厚植學生專業知識外，也在

課程及校內活動增加了職場趨勢、人文素養等領域內

涵，期待為產業培育優質人才，並為學校學生開拓廣

闊的就業路徑。https://www.ypu.edu.tw/news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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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一π即合
就業博覽會隆重登場

林校長與貴賓象徵帶著手套表示一兀即合

一π即合就業博覽會盛況

勞動部桃竹苗分署
李副分署長致詞

新竹市府勞工處
黃處長致詞

林校長致詞



元培視光中心3月27日在光恩樓一樓成立，該中
心擁有先進儀器設備七合一前導波眼健康篩檢儀等，

將過去在校學習理論基礎，可以進一步與市場實務操

作面向相互結合，在視光中心學習體驗，培育學生成

為理論與臨床經驗都具，踏實有自信專業人員，畢業

與就業無縫接軌。

視光中心以視覺健康網路精神建構而成，成為推

廣視覺網路平台，臨床實務體驗場域，成為視光專業

基礎與進階培訓教育場域，發展臨床實驗場域的實務

經驗，成為可複製拷貝銷售的資產，研發維護視覺健

康的相關課程、知識及管理技能，增進即將畢業的學

生，具備就業的能力或畢業校友進階學習的支援，成

為世界健康視覺思維組織連接的平台。

視光系主任賴裕源表示，視光中心成立主要是為

讓視光系學生熟悉驗光相關知識與經驗，準備好學生

畢業即能就業，且在工作職場上，不只經營者與學生

之間能擁良好的相互關係，且能彼此合作共創效益產

值，更進一步提供消費者完善美好的視覺健康服務。

因而中心建構即依循他在美國

留學時所經驗與學習的教育架構，

以及過去在一級教學醫院眼科部門

工作和經營自家眼鏡店服務的多年

經驗，同時目前台灣視光教育較不

足，增添改進的元素，規畫出的。

讓學生在畢業前，能有機會可以學習到驗光臨床實務

的完整體驗，以及視光產業界在務實的市場經營銷售

方面，也能有真實的經驗。

視光中心的設置特色即在於因應未來AI人工智
慧、大數據結合，以現代科技與目前視覺健康結合，

為視覺健康努力，其設備除了有眼鏡外，且有先進的

設備七合一前導波眼健康篩檢儀，在學校中是第一個

擁有此設備，該設備有七項功能電腦驗光、審視疲勞

分析、模擬視質量、前導波像差均方根、圓椎角膜預

測指數、眼壓、角膜厚度。二分鐘即可以完成。

校長林志城、執行董事蔡雅賢及與會的貴賓等都

對元培成立視光中心，嘉惠學生能夠在畢業前即能在

就業市場了解整體的服務，而做得到位的服務。學生

面臨就業，即可成為專業有自信的視

光師，對學生就業是一大的助益。

元培視光系是在中部以北第一

個成立該系的學校，培育出許多驗光

師，現且納入國考，更是就業的保

障。https://www.ypu.edu.tw/news。

視光中心成立感謝校友等眼鏡公司協助合影

視光中心成立林校長等貴賓啟用儀式

視光中心由配眼鏡等整體服務

視光中心擁有最新設備七合一
前導波眼健康篩檢儀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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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中心成立讓學生
畢業與就業無縫接軌



學校參加2019馬來西亞高等教
育展，西馬場在吉隆坡居鑾中華中

學體育館，國際處專案經理趙小嫚

及曾紫惠4月23日至5月4日前往且在展覽場中解說，
副校長蔡世傑、餐管系老師劉婉真4月25日至28日也
前往會合，共同為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盡心盡力。

副校長蔡世傑、餐管系老師劉婉真到了2019馬來
西亞高等教育展，特別勉勵趙小嫚等的努力，也期望國

際處在此展中有所斬獲，開創元培在馬來西亞更多的版

圖。同時蔡副校長等也去拜會居鑾中華中學校長。

居鑾中華中學校長表示，馬來西亞的中學申請至

台灣大學就讀經常需經過層層關卡驗証，所需手續費相

對較高，有部分台灣的大學同意直接由學校認証即可入

學，對學生申請意願即高。元培對於居鑾中華中學校長

的建議也在進行研討中，期望能給予更多方便。

學校參加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多年，也積極能夠

吸引更多馬來西亞中學生能夠至有醫護特色的科技大

學就讀，目前在海青班有烘焙科，將積極爭取長照及

視光科系。https://www.ypu.edu.tw/news

讓大陸研修生更進一步認識台灣，學校利用期中

考後的周末，4月27日至29日，赴南臺灣進行文化參
訪，在旅程中南台灣人民的熱情與和善，更讓他們體

認到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相信這趟旅程已在他們心

裡留下滿滿的回憶。

大陸研修生同學的第一站赴台南安平這一個鄭成

功當初登陸，漢人大規模移民台灣的起源地，了解先

人渡海移民的歷史，並透過在台南府城漫遊了解台灣

民俗傳統，其後並參觀了奇美博物館，進行一場與藝

術有約的饗宴。

台南的行程後，他們轉赴台灣的最南端墾丁，

來自大陸內地的同學，幾乎都未有到過熱帶海嶼的經

驗，在墾丁，他們充分感受到台灣的熱情，第三天他

們去到高雄旗津與駁二特區，不僅飽覽旗津的海洋風

光，看到85大樓屹立在高雄港邊的壯麗，更在駁二特
區認識到台灣文創產業的發展與青年人的創意。

結束了三天短短的行程，同學們有著滿滿的收

穫，懷著愉悅而又依依不捨的心回到新竹結束這短暫

的知性與感性之旅，此行不僅讓同學更進一步的認識

台灣，在旅程中南台灣人民的熱情與和善，更讓他們

體認到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相信這趟旅程已在他們

心裡留下滿滿的回憶，終身難忘。https://www.ypu.
edu.tw/news

大陸研修生在墾丁合影 大陸研修生在安平古堡前合影

大陸研修生在藍天海邊擺個美麗的pose

國際處趙小嫚專案經理等人在學校攤位合影蔡副校長等與居鑾中學校長等合影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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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研修生文化參訪
心裡留下滿滿的回憶

2019馬來西亞
高等教育展

國際與兩岸



第二學期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

專班開學暨新生歡迎會，此專班為

行動科技應用系學生32人，校長林
志城表示，元培英文名字YUMT，
即是優特，優質有特色學校，也是

你與我在一起都是一家人，在此就

讀不管在就學與工作，有任何困難都可以反映，來此

我們都是一家人。

元培此學期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是越南同

學，昨天晚上才剛到台灣，學校國際處國合中心主任

康瀚文即帶著處員工至桃園機場接機，以表示學校對

新南向同學的關心與重視。

3月28日開學暨新生歡迎會，首先為該些同學介

紹學校及校園導覽，同時也告知同學有關行動科技應

用系所學等，讓同學了解初步環境以及生活所需要的

各單位認知等。

越南同學都十分認真的聆聽老師們介紹，也對學

校有所初步了解，他們對學校環境等都喜愛，也希望

在此四年所學能夠帶回鄉發揚光大。https://www.ypu.
edu.tw/news

福建中醫藥大學李校長一行3人至學校參訪且同
時探望學生，李校長頻頻問同學一切在台學習情形

等，同學們都表示在此學習很好。李校長臨走告知同

學在此學習好好學，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福建中醫藥大學校長李燦東等一行3人今(18)日至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參訪，同時探望該校在元培就讀學

生，李校長特問同學在此學習情形以及是否需要校長

帶回去些什麼，李校長也請同學在此難得學習機會，

要好好學習。李校長看到來此同學以女同學居多，

福建中醫藥大學每年都有學生在台就讀一年的課

程，同學們在此學習也有許多表現相當優異，也有很

好表現。

李校長表示，與元培姐妹校多年，

元培也給予福建中醫藥大學校甚多協

助，特別同學在此學習一年都有很好成

效，期許每年來此學習同學都能學到自

己需要的專業知識。

李校長與同學們一起合影，很多同學

也爭相與李校長合影。李校長等一行參觀

智慧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心，對元培

此中心相當有興趣，接著拜訪專任董事蔡

雅賢等。https://www.ypu.edu.tw/news

新南向國際專班行科系同學開學與校長師長等合影

福建中醫藥大學李校長等一行與此就讀學生合影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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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新南向產學合作
國際專班開學

福建中醫藥大學李燦東校長一行
參訪學校且同時探望學生



生技暨製藥系謝緯賢、陳怜均、劉家欣三位老師

與同學們一行約40人4月26日前往企業參訪，也讓大
家各自進行「妝品任我調」的實作活動，同學們都看

了許多學習許多，都感受益良多。

同學們精神奕奕地準時集合，參訪的第一站前

往湖口工業區的「台灣資生堂集團新竹工廠」。資生

堂，來自日本的國際品牌，於1977年成立資生堂台灣
工廠，為了追求更高的生產製造品質，將新竹工廠擴

建全新GMP工廠，以「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為
設計理念，通過台灣EEWH綠建築標章、ISO及GMP
認證。首先由生產管理部張蕙芸經理偕同多位同仁熱

烈歡迎，並指引師生們走進乾淨安全明朗的工廠。

除了以影片詳細介紹資生堂的歷史及產品設計外，

資生堂同仁分批帶隊依循路線參觀工廠設計及供應

全台各式化妝保養品的生產線。導覽解說後，也讓

大家各自進行「妝品任我調」的實作活動，每位同

學依喜好調色製作出自己滿意的口紅成品，並開心

帶著台灣資生堂集團贈送的蜂蜜香皂。

接著是由健喬信元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健喬廠趙

彥欽廠長協助規劃PIC/S GMP藥廠參訪。健喬信元
成立於1980年3月，以「自身成長、持續併購、策
略聯盟」的經營策略，已佈建位於新竹湖口、台中

及新北市等多座製造廠，從事藥物的研發及製造，

為包括「代理、製造、代工、研究開發」多元化發

展的企業體。

首先來到健喬信元形象館，由公關容雨君經理詳

細導覽說明，讓大家認識健喬信元發展史、製造生產

的歷史設備及多樣保健食品等，再轉往健喬廠開始進

行精心安排PIC/S GMP藥廠的參訪行程。為了要讓正
在修習實務課程的高年級同學能更清楚課堂上的講述

內容，此次特別破例讓參訪的師生們能換上無塵衣帽

分成三組分批前往生產製造、包裝、品管/實驗室和原
料/成品倉儲部門進行實地參觀，在各部門人員詳細解
說下，同學們完全了解藥廠製藥的流程和確效工作是

如此的嚴謹和重要。在這次的參訪中，除對藥廠的廠

房設計、規劃等有初步的概念外，更進一步讓同學們

能印證課堂上所學的「工廠管理」、「優良藥品製造

規範 (GMP)」、「藥廠GMP實務」等課程內容，對生
技製藥廠有全面性的認識與了解，也幫助同學們了解

自己未來職涯發展與方向。

 一天充實的參訪課程就在同學們臉上洋溢的笑容
中圓滿結束。https://www.ypu.edu.tw/news

生技暨製藥系同學參觀資生堂合影

生技暨製藥系同學參觀健喬信元醫藥公司合影

生技暨製藥系同學參觀資生堂調製唇膏

系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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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暨製藥系師生前往
企業參訪

系所視窗



讓同學能實地學習醫院的作

業與流程，強化學生實務能力，

4月25日由賴哲民老師及温小娟
老師帶領醫管系三年級學生，至

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及其附

設橫溪恩主公護理之家進行見習

參訪，師生們對於品質管理化與

人性化的規劃與服務有進一步的

認識，也瞭解每個部門的工作

程序，如何提供更貼近民眾的服

務，以「無私奉獻、謙卑服務」為考量之宗教醫院的服務特性。

此次參訪由王炯珵副院長親自接待，由教研部協助安排人資室、企劃課、醫品室及社工課進行簡報後，接

著實地參觀醫院的作業流程及行政單位，包括批價櫃台、中控室、病歷中心及圖書室等，由專人為師生們詳細

說明恩主公醫院服務的範疇，同時也觀摩恩主公醫院所提供之西醫、中醫、護理等全面性照護。

此行醫院也協助安排參訪橫溪恩主公護理之家。

隨著台灣高齡化社會來臨，行天宮醫療志業積極開展

長期照護規劃，多元連續性服務，整合長期照護及醫

療體系的在地服務精神。師生一行人參訪環境優雅、

四面環山的橫溪恩主公護理之家，更加瞭解長期照護

機構的流程及服務，也學習到如何提供長者身心靈的

多元照護服務。

在醫院教研部的帶領與生動的介紹下，師生收穫滿

滿。王副院長也勉勵在場的學生們，未來醫務管理人才將愈來愈重要，人力之需求也不斷成長，鼓勵學生以健

康醫療產業作為未來就業之主要方向，同時當場也歡迎元培學生們至恩主公醫院實習與就業，共同為台灣的醫

療服務品質的提升努力。https://www.ypu.edu.tw/news

恩主公王副院長說明醫院院史

橫溪恩主公護理之家大廳前合影

醫管系師生於恩主公醫院會議廳合影

系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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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系師生參訪恩主公醫院
及附設護理之家



視光系關懷民眾視力健康，增進大眾對視力保健

的重視，在苗栗市中苗里活動中心外為中高齡民眾進

行視力篩檢，並同步於活動中心內舉辦「眼睛照護講

座」(老年人的眼睛保健)。

視力檢查由視光系張書菁老師、張藍尤老師、林

文傑老師、陳育琪老師及驗光師鄧涌敦，共同帶領視

光系多位學生，總計22位人員參與；會場內舉辦的
講座由視光系主任賴裕源主講，視力保健的議題為現

今的議題，人類用眼型態的改變，卻也同時帶來眼睛

了傷害，視力產生的過程與相關檢疾病由講座內容呈

現，會場外則是為中高齡長者現場檢驗視力，使民眾

一次性完整了解自己的視力狀態。

視力篩檢內容安排眼鏡度數量測、電腦自動驗

光、黃斑部檢測、遠方視力、近方視力檢查並提供諮

詢；民眾參與熱絡，會場內講座民眾掌聲不斷，場外

視力篩檢活動約100位民眾完成視力檢測，活動對於

視力健康的宣導具有長遠的意義，民眾教育要深植人

心需要走入生活，從社區活動開始，慢慢視力保健會

成為全民的共識。

此活動由視光系與苗栗視障協會主辦，活動名稱

為黑暗中對話-視障宣導。對象為中高齡的民眾，會場
內外同步舉辦視力宣導活動。

隨著年齡增長多數長者已開始有老花及視力退化

的問題；這有時是因為退化，有時卻是眼部的疾病或

全身的疾病所造成，學校視光系經由活動的舉辦向民

眾宣導視力保健的正確觀念，使民眾共同為自己與他

人的視力健康把關。活動4月14日上午9點至12點進
行，圓滿結束。https://www.ypu.edu.tw/news

企管所特別邀請元培企管系傑出系友-向揚實業公
司總經理-蔡宏鈞回母校進行心路歷程分享，及管理實
務經驗談。為了要充實自己的管理能力，蔡總經理雖

然畢業了10多年，但是這幾年每天都保持5點起床每
天早上有兩小時自我學習的時間，他認為能做好時間

規劃，把時間的效用利用到最大，不管同學們在哪個

領域就業，一定能成為專業及有競爭力的人。最後，

他勉勵同學要多投資自己，創造價值。

蔡總經理目前管理兩家公司，一家公司的資本額

就將近90億元的龐大公司，雖然忙碌，卻有非常親
切且樂意鼓勵後學的愛心。首先跟同學談到念企管系

是一個投資自己的最好選擇，從企管系的課程中學習

到優劣勢分析、財務報表分析、投資管理及行銷等課

程，對自己事業上的升遷非常有幫助。

蔡總經理以自己的經驗說明，他過去學通訊技

術，發現只能升到技術長，於是來唸元培企管系，想

轉換跑道。企管系畢業後，管理的專業知識讓他從基

層員工、小主管、一路升遷到總經理的職位，回顧這

一路的歷程，他跟同學說學歷雖然不是很重要，但是

唸書過程中學得的知識在大企業中卻是必要的。在大

企業中，擁有碩士學歷以上就約占4成以上，所以若
不是每天保持學習，競爭力很快就不見了。

企業的變化快速，每天都需要因應環境及競爭

對手，因此一定要有積極學習求知的態度，當遇到問

題，才能夠有足夠的因應能力。學習企業管理，一方

面提升自己覺察環境變化，另一方面也幫助自己強化

處理問題的能力。

為了感謝向揚實業公司總經理蔡宏鈞講師的分

享，企管所所長林淑芳教授特別頒發感謝狀，同學們

也與講師合影留念，此活動已在108年3月21日圓滿完
成。https://www.ypu.edu.tw/news。

黑暗中的對話-視障宣導的師生大合照

企管傑出系友蔡宏鈞與學弟妹談自我規畫經驗

系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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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系在苗栗提供視力
篩檢

企管系傑出系友蔡宏鈞談
投資自己創造價值



企管所林淑芳所長，禮聘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眼科李東昇醫師至光恩樓N604教室，為企管所同學
分享主題演講-「視力保健及視光產業的發展」，希
望讓同學在於視力保健及視光產業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與認識；李醫師介紹視力保健依據年齡層區分成三大

類、目前視光產業可歸納成五大類、常見的眼科疾病

及屈光手術的演進過程，透過逐項的分析與說明，讓

同學們對視力保健及目前視光產業的發展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

李醫師首先介紹「視力保健」分成三大類：

（1）兒童、青少年（2）成人（3）高齡人社會，不
同年齡層可能會遇到不同的視力保健相關的情況，兒

童、青少年階段最主要的是「近視的防治」，防治的

措施可藉由日曬（鼓勵學童增加戶外活動，丹麥有研

究指出多日曬的學童比少日曬的學童，近視比率較

低）、藥物（學童在減緩近視繼續加深，常見使用的

眼藥水散曈劑-阿托平眼藥水，對於點散曈劑的副作用
同學也舉手提問，如畏光、睫狀肌麻痺失去原有的彈

性、因曈孔放大是否會影響到房水的排出，引起高眼

壓？李醫師具有豐富臨床的經驗，逐一解釋說明）、

眼鏡、隱形眼鏡；成人階段有VDT（visual display 
syndrome）、眼鏡、雷射手術；高齡人社會常見的眼
疾-黃斑部病變。

常見的眼科疾病有白內障、青光眼、結膜炎、視

網膜疾病、針眼、近視、乾眼症，利用圖解說明正視

眼影像會聚在視網膜上、

近視眼若是因眼軸過長導

致影像會聚在視網膜前

面需要使用凹透鏡做矯

正、遠視眼若是因眼軸過

短導致影像會聚在視網膜

後面則需要使用凸透鏡做

矯正、散光（亂視）則是

因角膜的弧度不規則垂直

弧度與水平弧度不同可透

過圓柱鏡做矯正；屈光手

術從早期到近期有角膜放射線切開手術（鑽石刀）、

PRK  (photorefractive keratectomy)、LASIK （Laser 
in situ keratomilieusis)、飛秒雷射、眼內人工水晶體。

術前的評估是重要項目，哪些情況並不適合接

受雷射屈光手術，李醫師逐項使用圖片加以介紹希

望加深同學的印象；白內障有老年性與次發性（外

傷、藥物副作用、全身性），種類有核性白內障、

皮質性白內障、後囊混濁性白內障，白內障手術的

演變及人工水晶體；老年性黃斑部病變（乾性與溼

性）／黃斑部裂／黃斑部皺褶／黃斑部水腫（糖尿

病、血管阻塞）、葉黃素的攝取；血管內皮生成因子

（VEGF）；視網膜剝離與玻璃體（飛蚊症）。
視光產業的發展有傳統眼鏡業（功能性鏡片）、

連鎖性（傳統眼鏡業、結合診所）、屈光治療(手術、

控制近視)、醫美、保健食品，這些都是目前視光產業

有相關性，最後的提問時間，與會的同學非常踴躍提

問互動相當的熱絡，希望藉由本次的講座讓同學們對

於視保健與視光產業有更一步的了解。

企管所所長林淑芳博士做總結，非常感謝李醫

師撥空前來學校，指導企管所的學生進行視力保健與

視光產業發展分享與同學們熱情的互動，劃下圓滿句

點，特別頒發感謝狀，並與講師及同學們合影留念，

活動畫下圓滿句點，此活動在108年04月11日成功舉
辦。https://www.ypu.edu.tw/news

企管所邀請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眼科李東昇醫師合影

系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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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所管理實務講座 視力保健及視光產業的發展



企管所為了促進學生的學習視野與提升管理的

實務經驗，特別再度邀請烘焙業的老師傅彭金堂先

生分享。也可以提供給管理者在進行人才培訓的標

準化作業流程的一些參考，同時也幫助學生了解任

何一項專業都需要經過嚴謹的學習與練習，才能成

為專業的人才。

烘焙檢定依專精程度可分為丙、乙級兩等級，國

中畢業年滿15歲就可報考丙級；而全國技能競賽為每
年辦理一次，年齡限制為21歲以下。目前烘焙類其中
提到食品業者所聘用的烘焙從業人員中，技術證照人

員的比率依餐飲業項目不同，分別為百分之三十到百

分之八十五不等。其中以觀光餐飲對證照的要求最高

(從業人員持證率須達85%)，而前店後廠的小作坊的
烘焙店的要求最低(從業人員持證率僅須達30%)。考
照的時間約需5-6小時，並有麵包、西點及餅乾等不同
組合，現場抽題。

烘焙考試品項雖然都是事先公告，但是各種品項

的原物料、配方、比率及操作順序都不同，因此需要

不斷的練習以達到精熟，方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相

關的考證要求。

想要通過考試需要注意服裝儀容、烘焙技能及

各種烘焙產品的原料及其正確計算材料的重量，並

且需要有充足的體力與臨場反應能力，才能克服突

發的狀況。

為了感謝烘焙業的老師傅彭金堂講師的分享，企

管所所長林淑芳教授特別頒發感謝狀，同學們也與講

師合影留念，此活動已在108年3月14日圓滿完成。
https://www.ypu.edu.tw/news

健康休閒管理系透過推動辦理教育部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整合型社區健康照護模式之建置」，

期增進新竹市區域連結合作，落實地方創生之實質進

展。執行迄今已邁入第三年，辦理成果豐碩，107年
度總計在新竹市30個社區，執行114場健康講座，參
與人數高達6,543人次，讓更多社區民眾了解健康意
義，對健康重視。

健康休閒管理系針對高齡化的快速發展，社區健

康照護人力不足、缺乏外部資源(支援)、人員更替頻

繁、沒有長期規劃及活動空間與設備不足等問題特為

新竹市社區辦理健康講座等。

健康休閒管理系統籌規劃辦理，整合校內健康休

閒管理、護理系、生物醫學工程系、視光系、餐飲管

理系、環境衛生工程系、領導知能服務學習中心等跨

領域單位，與新竹市政府、中華大學、玄奘大學、工

研院科技服務中心、南門綜合醫院、蓋德智慧科技公

司、新竹市樂齡資源學習中心、樂齡健康促進協會、

國泰人壽、等共同籌組聯盟，以推動健康老化為目

標，並設置健康老化推動委員會作為永續發展機制，

同時藉由產、官、學、研、醫等跨界、跨校、跨域資

源(支援)的整合，提高服務的能量與品質，也為社區

健康照護注入新的技術與創新服務模式。健康休閒管

理系3月21日舉辦健康老化推動委員會會議。https://
www.ypu.edu.tw/news。

彭金堂講師（前排左四）與元培企管所學生合影留念

系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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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視野-老師傅

從烘焙檢定看人才培育

健康休閒管理系召開
健康老化推動委員會會議



健康休閒管理系李嘉宜老師跳脫原本僅於課堂上

授課的方式，將學生帶入社區以上課所學學術理論，

實際執行協助社區長輩進行全方位體重管理，培養學

生服務精神及實際操作經驗，參與這次活動的長輩反

應原來吃可以這麼輕鬆這麼健康，也感謝元培健管系

團隊給他們豐富的指導與知識。

李嘉宜老師於5月2日帶領選修「全方位體重管
理」課程之學生，前往新竹市海山社區協助社區長者

進行計算個人理想體重，並依據實際體重及日常活動

狀態，量身訂做幫每位長者計算出屬於他個人之每日

熱量攝取建議，讓他們了解如何有效地攝取飲食，可

以健康吃、放心吃又不會增加身體負擔及身體重量。

參與這次活動的長輩反應原來吃可以這麼輕鬆這

麼健康，也感謝元培健管系團隊給他們豐富的指導與

知識﹔參與的學

生也指出以前在

學校課堂上所學

的知識，原本以

為如此簡單，但

實際上操作卻需

要考量很多層面

的問題，也讓自

己思考的廣度加寬。

活動也非常感謝社區長輩及里長吳春生之協助，

讓學生有相關場域可以實際練習課堂所學。圖一到三

為健康休閒管理系學生於108年5月2日前往新竹海山
社區進行專業服務剪影。https://www.ypu.edu.tw/news

為培養學生服務及回饋社會，健康休閒管理系

透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與服務學習課程，由授課

教師洪彰岑帶領學生進入社區關懷站，以其專業為社

區長者進行服務，服務內容包括：心律變異分析、In 
Body身體組成分析、步態分析、骨質密度檢測、血壓
量測，透過專

業檢測，讓社

區長者了解其

身體狀況，並

藉此做為運動

處方擬訂之參

考依據。

健康休閒管理系師生3月29日前往新竹上山社區
關懷據點進行專業服務。師生們都為社區長者做最佳

服務，長者在師生服務後，了解到自己的身體狀況，

而且也知道該如何讓自己身體保持好的狀態。

健康休閒管理系系主任洪彰岑帶著學生至社區為

長者服務，已至許多社區服務，也獲得社區長者們喜

愛，常盼望師生們能夠到社區服務。https://www.ypu.
edu.tw/news

學生為社區長者解釋數據之剪影

學生為社區長者進行血壓量測

學生為社區長者進行In Body身體組成分析 學生為社區長者進行骨質密度檢測

系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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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務服務一起來-
全方位體重管理課程

健康休閒管理系師生
至社區長者進行服務



菊軒亭實習餐廳自給自足，

水耕栽培蔬菜主題推出沙拉，限

量供應，十分搶手，秒殺。若想

吃就請早。同時在餐廳中種植，

一方面也可以讓用餐者觀賞到新

鮮蔬菜，另一方面吃得安心與健康。

餐管系與策略聯盟廠商佳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生產蔬活農場生鮮蔬菜，搭配通心麵及當季水果

製作成生菜沙拉，並淋上健康的義式巴薩米可醋口感

爽嫩鮮甜，是輕食午餐最佳選擇。一推出即秒殺，每

位進餐廳教師、學生看到都非常喜愛，有機蔬菜新鮮

好吃且營養。 
餐飲管理系學生實習餐廳，引入蔬活農場自動水

耕系統，以節能LED提供光照，搭配循環式水流系

統，水耕栽培方法讓綠能餐廳自給自足。本次採收了

韓式紅萵苣、綠橡葉生菜等並手作健康沙拉，讓學生

們透過親自體驗栽種與採收的過程，達到身體力行由

本身做起減少對環境污染及節約能源，並了解從產地

到餐桌的綠能減碳的概念。https://www.ypu.edu.tw/
news。

餐飲管理系大小攜手共伴前行~超萌人氣商品體
驗活動，邀請到兩位高顏質的老師到校示範教導超萌

超療癒的產品，以3D造型棉花糖、饅頭示範教學，在
產品出爐時不時的聽到歡呼開心的聲音，就知道學員

們個個滿意自己手作的每項產品。

餐管系特邀請上午場由陳盈如老師的3D造型棉花
糖登場，陳盈如老師在2018年獲得聖地牙哥35屆蛋糕
大賽翻糖組第一名，擁有對色彩組合與手繪筆觸的獨

到美感，賦予每塊餅乾不同視覺感受與藝術生命。她

以3D造型棉花糖，讓高中職教師與學生看了就非常喜

愛，此種美只

有喜愛者能感

受到。

下午場則是現在人氣很夯氣質出眾的王美姬老

師的3D立體造型饅頭示範教學。王美姬老師是3D立
體造型饅頭創始女王，所做出的造型饅頭非常萌與

可愛。

各高中職端的教師與學生們在二位老師指導下都

非常認真的學習，尤其是在產品出爐時不時的聽到歡

呼開心的聲音，就知道學員們個個滿意自己手作的每

項產品。

美好的時光總是過的特別快，學員

們在不捨的氣氛下結束了課程，並且帶

著滿滿的作品心滿意足的下課了！學員

們都期待，下次元培醫大餐管系有機會

能夠再舉辦類似相關活動，再和大家一

起大小攜手共伴前行。該活動3月23日
進行。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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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軒亭種植的水耕蔬菜所呈現的沙拉可口、秒殺

餐管系大小攜手共伴前行體驗活動後合影

老師同學們做出的3D造型饅頭

菊軒亭實習餐廳推出沙拉
十分搶手

餐管系大小攜手共伴前行



4月24日舉辦品德教育活動─「美化環境 友愛社
區」，活動當天，集合同學於圖書館觀看環保相關影

片。以「台客劇場-便利的人生一週會累積多少垃圾」
來作開場，讓同學了解生活上的便利，卻累積了大量

垃圾；再以第二支影片「台客劇場-愛地球的人生一週
會累積多少垃圾」來做對比，讓同學了解，簡單的隨

手攜帶環保杯筷、環保盒就能減少很多垃圾。接著同

學任淨街活動。

影片中提到環保概念：一、說不。二、選擇你

買的東西。三、開始習慣為了環境，很多事情就是要

「耐煩」。便利的人生帶來商機與方便，卻為地球製

造很多垃圾，要解決就需要往源頭做處理，減少購買

包裝過多的產品就會減少製造。

影片觀賞完畢後，同學們拿起夾子，提著水桶進

行淨街活動。從學校東側門出發，經由元培街到東香

路二段再返回正校門口後解散(因路幅限制，僅對人行

道進行打掃)。在淨街的過程中，同學發現垃圾最多的

是菸蒂，讓同學非常的錯愕。

這次學校與社區以良性互動、共存共榮的理念，

建立學生積極正向的環境價值觀與態度，以其養成具

有環境素養的世界公民。目的是為了加強學生環境教

育，鼓勵同學走出校園，藉淨化社區街道活動，用實

際行動連結學校與社區。https://www.ypu.edu.tw/news

生輔組自繪環保杯袋送得獎同學

同學淨街活動

行動系鄭博輝同學榮獲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羽球中區男子單打第一名。行動系鄭博輝同學及健

管保健梁群鈺同學也榮獲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羽球中區混雙第一名。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中區比賽13日在
中興大學體育館進行，男子單打共有50位同學參加，
行動系鄭博輝同學獲男子單打第一名。混合雙打共有

25組參與，行動系鄭博輝同學及健管保健梁群鈺同學
也獲混雙第一名。https://www.ypu.edu.tw/news

鄭博輝同學及健管保健梁群鈺同學榮獲108年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羽球中區混雙第一名

鄭博輝同學榮獲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羽球中區男子單打第一名

榮譽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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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中區羽球賽分獲兩組冠軍

美化環境友愛社區啟動 
學校與社區的連結

榮譽元培

校園動脈



為強化與提升同學對災害防治的應變能力，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3月27日下午1點至3點在光恩國際會議
廳舉辦『防火防災暨緊急事件應變訓練』講座活動，

邀請新竹市消防局預防科蔡宛錚科員到校授課，採快

問答方式進行，更能強化學生對於火災應變的相關知

能了解。

蔡科員有別以往的授課方式，一開始以快問快答

(KAHOOT)方式教學，利用玩遊戲的方式來增加互
動，又能了解同學對於火災發生時的應變方式是否正

確，對於錯誤的觀念，亦給於立即的修正。此外，亦

以影片方式，說明逃生注意事項以及住宿生對於火災

應變的相關知能。

課堂上，蔡科員宣導與修正同學很多防火防災

觀念，如：發生火災第一件事情是大叫失火了、失火

了，而非拿起滅火器要滅火，或是收拾包包；火災發

生後，因煙與熱會往上跑，若要逃生則須向下樓層

跑，若樓梯間濃煙太大，可就地避難或是尋找其他樓

梯往下跑。就地避難的話，就需要找到安全的地點，

先將房門關閉，再開窗，最後才是撥打119求救。

活動結束後，參予講座同學對於本次的教學方式

覺得新穎，並且更能強化對於火災應變的相關知能，

同時亦給予講師高度的肯定。https://www.ypu.edu.tw/
news。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為充分提供本校同學校外租屋

處所資訊並強化賃居輔導服務效益，4月24日整天在
光恩樓餐廳前廣場，舉辦「元培107租屋博覽會」，
邀請學校週邊通過租屋安全評核認證的房東到校參加

展覽，提供同學更完整、更優質的賃居環境。

參與博覽會的同學、房東及相關單位對於學校舉

辦此次活動之用心表示讚賞與肯定，活動全程順利圓

滿成功。

這次活動為擴大教育效果，並因應同學租屋、換

屋需求以及增進居所安全、消防知識、防制一氧化碳

中毒及租賃簽約等相關法律常識，召集即將抽籤的校

內外住宿生同時進行三場「賃居安全教育」會中邀請

崔媽媽基金會實施講座，參加同學計252人，成效顯
著。

租屋博覽會在事前多方宣導下，計有21位房東
到校設攤，活動全程近200位同學到場索取及諮詢賃
居資訊，並直接與現場房東約定看屋租屋相關事宜；

同時新竹市地政處人員亦到場宣導同學「租屋前能多

一分謹慎，住宿後就可多一分保障」等相關提示，希

同學透過本次活動順利找到合適之賃居處所。https://
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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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防火防災暨緊急事件應變講座

舉辦消防講座快問快答前三名同學

元培107租屋博覽會



成年禮活動3月20日下午在陽光普照下奔跑吧青
春健行活動展開，今年成年禮學校特安排健走由學校

走到青青草原，一年級同學全部參與，大家在陽光下

健走都充滿著活力，就如所使用的主軸奔跑吧!青春。
每年都會辦理成年禮活動，以往都是以傳統成年

禮活動進行，後又以在十七公里騎自行車活動，今年

特別在學校的香山附近青青草原健走活動。

副校長蔡世傑表示，成年禮活動即是代表經此活

動後，大家都是成年人，以後做任何事都要有負責任

態度面對，不宜再以小孩心態。活動行式學校也進行

不一樣的活動，今年奔跑吧！青春，則以學校至附近

青青草原，六公里的行走。同學們走完後一來可以健

身，二來代表自己的長大成人。

在蔡副校長鳴槍後，同學們即開始由學校出發行

走，同學們都十分高興，並表示，大家都是第一次走

到青青草原，青青草原的風光真是很好，以後有機會

還是會前來。同學們走完全程者回來後，學校都贈予

同學們運動手巾一條，要同學們好好運動。

學校對同學們都能夠走完全程且走得快樂，並沿

途了解到學校附近環境，對同學而言都是有意義的。

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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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禮健行活動-奔跑吧！青春洋溢
在陽光普照下展開

成年禮奔跑青春健行活動出發成年禮奔跑青春健行活動蔡副校長致詞

成年禮奔跑青春健行活動出發前合影



醫師 科別 專長

吳泉昌
院長

內科
老人專科

高血壓、高血脂、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臟及周邊血管疾病、呼吸

急促、長期咳嗽、氣喘等胸腔疾病、

戒菸門診、銀髮族的所有身體健康問題諮詢。

李秉勳
李東昇

眼科
一般眼疾、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部病變、白內障、

視網膜剝離、葡萄膜炎、青光眼。

卓清秀 耳鼻喉科
主治咽喉炎、扁桃腺炎、鼻竇炎、過敏性鼻炎、鼻息肉、

上呼吸道感染、外耳炎、中耳炎、耳漏、耳鳴、眩暈、歐氏管症候群。

呂實梧 胸腔內科
結核病、胸腔疾病、呼吸困難、胸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居家醫療、

戒菸門診。

門診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日

上午 
09:30~12:30

內  科
吳泉昌 內  科

吳泉昌
耳鼻喉科
卓清秀

耳鼻喉科
卓清秀

內  科
吳泉昌

休診
眼  科
李秉勳

下午
14:00~17:00

內  科
吳泉昌

內  科
吳泉昌

耳鼻喉科
卓清秀

耳鼻喉科
卓清秀

內  科
吳泉昌

休診眼  科
李東昇
(5/9、6/13)

醫 療 健 康 諮 詢 、 專 業 團 體 體 檢 、 檢 查 報 告 異 常 複 檢 、 藥 物 處 方 開 立 、 戒 菸 門 診 、 
成人健檢及癌症篩檢、居家醫療照護服務、公費自費疫苗接種服務

歡迎來電洽詢！洽詢專線：03-6102249

智慧陽光共學中心-元培C+巷弄長照站

新竹縣市唯一設在大學校園裡的長照機構，在107年10月正式營運，

環境安全優雅，設備新穎明亮舒適，課程豐富多元，

歡迎高齡長者或輕微失能失智者一起共學、共餐，活到老學到老！

就算老也要老得漂亮！活得精彩！詳細內容請參閱招生簡章說明~~

歡迎預約參觀03-6102436葉經理

校園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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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培健康診所 聯合門診門診表



2019茶陶文創成果展4月22日起至6月15日在光宇藝
術中心展出，4月24日下午二時舉行開幕儀式，茶陶創
意設計系畢業生以奉茶感謝所教導師長，

場面溫馨感人。此次展出主題以茶陶藝趣

為主，均為茶陶班同學的作品，也有老師

少許作品，同時駐校藝術家日本京燒重松

康夫也有作品展出，歡迎師生及社區民眾

前來觀賞。

校長林志城、副校長蔡世傑表示，對於茶陶創意系學校都在默默的做，今天在立法院還為大家爭取茶陶所

而努力，學校對茶陶設備也盡其所能完備，藝術養生是學校一直在做的。他看到駐校藝術家日本京燒重松康夫

在學校執著的創意茶陶很令他感動。

台灣陶藝學會理事長李幸龍、榮譽理事長游博文、

台灣茶文化學會理事長藍芳仁都分別致詞，對大家努力

堅持在二年後畢業，且在成果展呈現作品，為大家高

興，也對元培林校長等對該系支持十分感謝。

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副主任李明松表

示，2019茶陶文創成果展的作品都是學生們在學校所學
而作出的成品，學校目前有柴窯、電窯等，同學們所學

作出成品都可以一以貫之完成作品，此次展出作品包括

茶陶創意設計系、會展暨文創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企管所茶陶組同學的作品。

王龍德老師指出，同學們精心作出的成品，可以看出

同學們的用心與耐心學習成果，所學的時間長短也可以由

作品中能夠看出，不過同學們都能夠將所學的完成作品，

都相當有其作品特色，但仍有許多成長空間。

駐校藝術家日本京燒重松康夫也展出其作品，他所做

的茶陶以有色彩為主，其圖案也十分具有童趣。

此次成果展，琳瑯滿目，同學們看到自己的成品展

出，也十分興奮。

同學們表示，他們茶陶都很有興趣，在學習中看到自

己成長以及有作品展出都很高興。

會中頒發優秀學習獎：茶藝優質獎，柳芯宇、張玉

珊、陳瑞珍。茶藝精實獎，張志偉、李顯來、李宏義、黃

聰泰、楊淑禎。陶藝優質獎，傅昱凱、張明俊、蔡秉祐、

羅月妘、魏榮志。陶藝創意獎，陳春珍、方莉萍、胡瑞

雲、王俊雄、鄭佩珍。畢業生羅月妘等8件作品也致贈作
品給學校藝術中心典藏。https://www.ypu.edu.tw/news蔡副校長頒發陶藝獎的同學

林校長頒發茶藝優質獎柳芯宇等三位同學

▲茶陶創意設計系畢業生為師長們奉茶致謝

▲  林校長致贈感謝狀給日本駐校藝術家京燒
重松康夫

2019茶陶文創成果展一角

藝文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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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茶陶文創成果展
畢業生以奉茶感謝老師

藝文櫥窗



食科系校友鍾璇是第一個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由

食科系主任張宜煌、師長林錫斌、林仲聖等陪同，3月
15日特至學校拜訪師長及校長林志城，她對母校的栽培
感恩在心，特別是林錫斌老師的協助，讓她在5年後獲
得食科博士學位，同時在日本一大企業工作。她對學弟

妹們強調，只要妳能夠堅持往自己目標前進，必能實現

自己的目標。

校長林志城對鍾璇能夠獲得食科系第一個拿到日本

博士學位，除恭喜外，也期望她在日本不二製油公司服

務，也能為母校爭取更多實習機會，也期望她有回母校

服務機會。

鍾璇表示，她對元培師長給她的教導，讓她在日本九州大學能夠順利拿到博士，且獲日本不二製油公司錄

用，四月份正式上班，非常感謝元培師長給予她最食科專業知識的指導。

鍾璇強調，五年在日本九州大學碩、博士完成，在此期間也遇到許多挫折，經自己告訴自己，既然在日本

就讀，語文首要克服，要與人溝通，語言更為重要，現與日本人溝通完全能夠暢所欲言。同時在專業知識上也

在學校師長的指導下，在思考能力方面更為增長。

她在日本專研食品運用在化學方面為主，讓她有食品以及化學方面專業外，未來將朝向油脂研究發展。

鍾璇回憶當初考上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食科系，也是不知不覺進入，根本不知食科系讀什麼？由於她不是個

聰明之人，來到學校漸漸才知此系讀什麼，當時林老師開了一班日本課，由於住宿舍也就去學習，學到最後她

的堅持，讓她喜歡日本。

在老師的鼓勵下，她

努力申請學海飛颺計畫，幸

運獲得至日本佐賀大學交換

學生一年，她的日文進步甚

多。回來後在林老師等協助

下，她獲得日本九州大學碩

士，在2014年3月即前往就
讀，在五年間，她由碩士，

進入博士，終於博士通過。

https://www.ypu.edu.tw/
news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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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校友鍾璇首位在日本獲得博士
返國拜訪校長

食科系第一位獲得日本博士校友鍾璇與協助她師長林錫斌
老師合影

食科系第一位獲得日本博士校友鍾璇由系主任張宜煌等師長合影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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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捐款人 金額(元)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17,296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彭麗蓁 20,000

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30,000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劉明煌 10,000

捐款人 金額(元)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王甄曼 12,000

弘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財團法人光宇文教基金會 20,000

昂得企業有限公司 100,000

捐款人 金額(元)

林昱亘 60,000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11,138

劉正隆 50,000

温明章 10,000

捐款人 金額(元)

張士灝 12,000

00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老達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108年3月份 總共369,296元

108年4月份 總共453,138元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募款專戶
銀行及分行代碼：0073020

戶名：�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帳號：302-10-037018

✽�請填寫捐款人基本資料表，並回傳匯款單據、寫上捐款人姓名、聯絡電話及使用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