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今9月7日上午九時在
光禧大禮堂，校長林志城勉勵同學，期許同學在學校

的「iBEST」，四年養成後成為「I-BEST」，我最
棒最有特色與信心，元培英文簡稱YUMT即「優特
人」，意思是指具優質有特色的人。

元培的「元」是萬物之初，目的是「培」養出

優秀的醫技人才，本校創校人蔡炳坤先生延續迄今54
年之教育宗旨，即『培養醫學技術專業人才，強化醫

療功能，健全醫務管理、增進全民健康，達成醫療現

代化的目標』。

學校校訓為「窮理研幾」，目的在勉勵同學能格

物致知、窮盡天地萬物之道理，研究科學知識細微之

處，不斷充實自己的學養與技能，術德兼修，為全民

健康有所貢獻。

同時與我國第一位教育部長蔡元培強調實利主

義的理念，學有用之學，從事製造財富之工，不僅給

普通文化知識與科學，同時給予發展實業的知識與技

能，因此除財富外也是心理的財富。不謀而合。元培

是全國第一所醫事技術專業學校！一個有歷史故事的

大學！同時也是一個產學實務型大學。

同學們在元培四年一定要

參加社團，在社團中可以學

習很多，包括組織、整合

及學習力。學校與國外

100多個學校簽合作，與
美國哈佛大學、昆士蘭大

學、德國柏林大學等都有

簽約，因此想要與國外學校交

換及出國者，都要由一年級

開始即將外國語言學好。

學校的「 iBEST」 i是「創新( innova t ive )整
合(integrative)與智慧(intelligent)」，「產學標竿
(Benchmark)」、「教學卓越(Excellence)」、「學校
永續(Sustainability)」、「特色專業(Technicality)」。
元培四年的養成教育，可以讓大家由小「i」培育成大
「I」，成為I-BEST我最棒，最有特色的人。元培英
文簡稱YUMT即「優特人」，意思是指具優質有特色
的人。

接著有生活輔導、社團博覽會、校園體驗與導航

課程及系所時間等。https://www.ypu.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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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期許新生同學們
在元培成為I-BEST我最棒

107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

107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
林校長致詞



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創新研習會」9月5日在光
恩樓國際會議廳舉辦，邀請富智康集團獨立董事陶

韻智及松山家商張瑞賓專題演講，以提升老師在

教學創新上有所發展，下午且針對教學創新實踐

研究、精進教師線上數位教學能力、教學實務升等經

驗分享、桌遊教學暨成果分享等。

會中生物技術暨製藥系副教

授張翔與葡萄樹教育文化諮詢

（香港）有限公司王淑貞簽

訂技術轉移，利用米癒傷組

織來進行皮膚的保健及其相關

運用，計300萬元。葡萄樹教
育文化諮詢（香港）有限公

司王淑貞表示，該公司所做有三部分，其

中一部分為精緻農業運用，元培張老師此

項技術可以在公司推廣出去，因此簽訂技

術轉移。

另外學校

與勝昌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李威著以及三尋企業

公司蔡孟瑋經理簽訂策略聯

盟。勝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李威著表示，該公司以

中藥製作為主，且經過日本

等驗証，在台灣是一家有規

模的中藥製作公司。三尋企業

公司則與銀髮族有關公司，同時

也製作桌遊等，讓銀髮族能夠

運用減緩失智等。

校長林志城及副校長蔡世傑分別頒獎教學績優

教師：醫放系郭宗德、護理系黃敏鳳、洪兆嘉、陳佩

英、食科系陳惠欣、蘇敏昇、企管系楊千慧、應外系

韓達理、通識中心吳志鴻。研究績優教師：護理系

汪惠芬、郭素青、醫管系徐均宏、醫技系林鶯熹、

健管系李嘉宜、洪彰岑、資管系魏良穎、企管系鍾

宜展、體育室彭郁芬。服務績優教師：護理系陳貞

如、醫放系陳啟禎、王容敏、林盷蓉、餐管系鄭富

貴、李民賢、資管系闕豪恩、企管系鍾宜展、體育

室彭郁芬。106學年第二學期教學優質獎：醫技系孔
建民、醫放系陳啟禎、護理系徐瑀謙、黃美瑜、陳美

慧、廖幼婕、陳貞如、洪兆嘉、陳佩英、生技系侯建

維、食科系陳惠欣、企管系楊千慧、行科系白瑞強、

蘇有、陳耀添、曹定智、體育室彭郁芬。

香港上市鴻海集團富智康獨立董事以擁抱數位

經濟-產銷關係新定義，台灣產業如何以數位化建立
競爭優勢及松山家商校長張瑞賓以12年國教新課綱理
念與精神。下午分組討論。https://www.ypu.edu.tw/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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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以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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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副校長與教學優質獎老師合影

蔡副校長與服務績優老師合影林校長與教學績優老師合影

林校長與研究績優老師合影

與三尋公司簽策略聯盟

與勝昌製藥公司簽訂
策略聯盟

與葡萄樹教育諮詢公司簽訂
300萬元技轉林校長見証



9月4日在光恩樓國
際會議廳舉辦「教師輔導

知能研習會」，校長林

志城提出學校朝企業化

經營企業型大學，目標以大健康產業發展，大家共同

努力朝此目標前進，相信學校一定能翻轉。

林校長表示，肯定107年在所有師長的努力
下，一本初衷培育產業人才不遺餘力，元培醫

事科技大學是台灣第一個以大健康產業發展的

科技大學，學校目前雖無衛生類學生對接，同

時在新竹市香山地區，但我們是可以翻轉的，

此地區是目前北部地區空氣品質最好的地方，

同時學校老師要設法在各地方發聲，目前在健康產業

標準即可以拿到發語權，將朝康養發展，此地區很快

即可以成為一個康養廊帶。

林校長強調學校朝企業化經營企業型大學，以

產，官、學三元螺旋發展，芝加哥大學也是如此，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則譯成創業型大學，但以企業型大學

較宜，支援老師、學生在學校研究知識，而結合社區

發展，老師及學生都有前途，這樣發展學生源源而

來，大家努力朝此目標前進。

林校長也期許老師們在座談中提出建言，讓學校

發展能更好。

研習會首先進行頒獎，「106學年度績優導師」
獲獎者為劉黛蒂、林鶯熹、王秀禾、沈福銘、洪彰

岑、陳貞如、徐均宏、謝淑敏、陳惠欣、彭郁芬、嚴

如鈺、吳思霈、劉婉真、黃敏鳳、葉清華、趙櫻花、

林錫斌、汪惠芬、劉明煌、呂昀臻、葉璟萱等21位導
師；「106學年度第2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導師」獲
獎者為方茂青、陳惠欣、劉建功、劉黛蒂、洪志宏、

高婷玉、王秀禾及陳貞如等8名導師。
為了提升老師辨識親密暴力之敏感度，增進教師

輔導知能及技巧，特別邀請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姚淑文主任專題演講「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中導師角色

與職責」，姚主任在處理親密關係議題上是國內的先

驅，有非常深厚的實務經驗，並致力於性侵害防治、

婚姻與家庭諮商、家庭暴力議題推廣，姚主任帶領與

會教師認識校園親密關係暴力法律與處理流程，傳授

實用的輔導策略，與會教師皆獲益良多。

另外，學務處亦安排健康產業人才培育座談，邀

請Career就業情報資訊公司吳永佳總編擔任主持人，
1111人力銀行劉美葵總經理、金仁執行長、雙連安養
中心蔡芳文總顧問、恩主公醫院醫務部張漢隆副主任

擔任與談人，共同探討健康產業人才培育的方向，及

健康產業的發展趨勢，透過人力銀行、長照產業、醫

療產業的專業角度，闡述健康產業人才培育與就業趨

勢的觀點，讓所有老師們可以與在場來賓進行產學交

流對話，在即時互動中形成精彩的實務討論，讓現場

250位老師們都可
以經由本場座談會

擴展人才培育的新

觀點與輔導知能。

https://www.ypu.
edu.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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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產業人才培育
提升教師職涯與情感教育輔導知能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林校長致詞

教師輔導研習頒獎績優老師及導師與林校長等合影

教師輔導研習頒獎外賃居訪視績優導師與林校長等合影



校長林志城9月3日接受NEWSWEEK訪問，談
及學校最新成果和未來戰略發展。高等教育：過去幾

年高等教育部門的進步及其對台灣社會經濟增長的影

響。國際化：與亞洲和世界其他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

建立夥伴關係和合作。區域教育中心：台灣有潛力成

為亞洲的世界級教育中心。研究與開發：以知識為基

礎的經濟，幫助台灣保持競爭力。私營部門的作用：

加強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的聯繫。

林校長指出，學校以企業化方式經營學校，導

入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現在以學校為核
心，引進企業和機構，建立康養結合園區，逐漸成為

Big health industry talent的培育基地。
臺灣技職教育為以往臺灣經濟發展提供很大的貢

獻，而醫事技職教育更是非常珍貴，因為他融入以人

為本的中華文化精神，這使得臺灣大部份醫院的醫事

人員多來自技職大學。臺灣的醫護水準居於前段班，

特別在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這更顯得醫事技職教育的

重要性。

學校是以產業為導向的大學(Industry-Oriented 
University)，世界上注重技職的德國、日本、澳洲等

我們結交許多學校和企業，特別是醫護類科學校。我

們和這些學校不僅僅交換或升學，我們推出許多off-
site inter professional training。最近我們和哈佛大學一
起推動global health，以iSocCon(i-social connection)
進行研究，特別又在健康職場上成為成功案例。

元培是亞洲中除日本以外最早設立m e d i c a l 
technology的專門技術學校，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成為
華語地區大健康產業特色的最重要大學。目前亞洲經

濟發展蓬勃但高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這種有東

方思想的醫護教育吸引每週至少有一團外賓來訪。

認為大學是Triple helix中的核心，以政府為中介
由大學驅動產業創新發展與產品開發。另外我們在主

導話語權，由產業端回饋建立臺灣健康產業人才的標

準；因為我們的任務在為健康產業培育人才，為健

康產業開發產業所需的技術、服務模式和產品。此外

元培最大優勢是我們系所專業聚焦，很容易在大學內

就可以跨領域合作開發，加上因為我們實習生和在職

班學生很多，這些技術、服務模式和產品可以在我

們大學產生許多big data，很容易可以從產生idea到
commercial product。https://www.ypu.edu.tw/news

台北文德女中校長陳清煌一行今8月23日至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參訪，該校與元培在8月2日簽訂兩校
合作後，陳校長即帶著主管及相關科老師至元培，

陳校長表示，學校首次開照護科，因此在購置設備

等先至元培了解及給予建議等，以利未來此科規畫

及使用。

元培林志城校長熱烈歡迎外，且對陳校長在女中

設置照護科作為標竿很佩服，他提出元培設置醫事管

理學校，成本很高，在科技大學中也只有私立設置，

因此非常辛苦，但高教方面對此科技大學不甚了解，

因此一路走來都很辛苦。但是學校很努力經營，也獲

得很多回響。

林校長在台灣醫事職教及全人教育簡報中強調健

康教育在訓練教練非教師。每個人都應要創造被利用

的價值，這代表你很重要可使用。學校培育人才即是

學有用之學，從事製造財富之工。未來第五波財富即

是大健康產業。

學校培育同學具有健康促進力、人文關懷力、團

隊創新力、國際移動力、跨域溝通力及專業就業力。

元培同學團隊力非常高，因此獲得企業界重視。

師長與文德女中師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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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德女中校長
陳清煌一行參訪



學校都做到唯一，因此有影像醫學博物館、智慧

精準運動產學研發中心、醫護類賈桃樂元培分館、長

照研發中心等等。

學校校園80%綠化，校園十分美，同時在西部地
區PM2.5最低的地方，空氣品質很好。

陳校長強調此次前來元培學習，同時學校首次辦

照護科，當辦時也與董事會研商剛開始招生會辛苦，

但他認為學校要朝照護方面學校標竿，就要努力去

做。以後該科在理論課程即可在學校，而實際操作課

程就至元培學習，元培老師將辛苦些協助。

陳校長等一行即分別前往生技暨製藥技術系參

觀cGMP工廠、影像醫學博物館、賈桃樂分館、智慧
精準運動產學研發中心、茶藝館及陶藝館等。https://
www.ypu.edu.tw/news

主管共識營在新竹縣北埔麻布山林進行，除了

邀請全國品牌管理協會理事長陳春山以大健康未來講

座，同時下午針對校務資訊化公開與反饋進行座談，

在大家腦力激盪下提出多項的共識。

主管共識營，8月21日在
麻布山林進行，在座談中，

主管們針對未來的工作業務

提出許多亮點，期望對未來

少子化的影響有所轉變，元

培要大翻轉除了大家共同協

力加強招生外，在教學品質

及學生學習都要再進一步成長。

陳春山教授並以大健康未來提出元培將可以在此

方面很有利的發展與成長，他並提出大健康產業是未

來發展重要產業之一，而元培即是以大健康產業培育

人才，元培未來可與全品會

合作項目如大健康業策略如醫

院、康養宅、護理中心等，元

培與雙連安養中心簽訂合作備

忘錄，對元培未來走向康養是

很大的助力。同時也可以共同

推動創新創業育成計畫。

元培的品牌策略可以由台灣品牌加上瑞士模式

而成為世界品牌，大健康品牌產業，先行定位後即可

以進行。而後有遠景等。元培可以先行設立一個品牌

長，予以規畫等。因此元培可以感人口碑行銷，講出

一個故事令人感動去行銷。

全球健康產業發展三領域即是

保健、醫學及照護。智慧健康產是

需要一個團隊去做的，四大聚焦產

業如精準醫療、VR+AR醫療養護模
擬穿戴裝置、銀髮業、智能化遠距

照護平台，都要健康管理、醫療照

護。https://www.ypu.edu.tw/news

文德女中校長等一行參觀校史館

全品會理事長陳春出專題演講

主管共識營分組討論報告

主管共識營合影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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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饋等提出共識



醫務管理系辦理大專校院腦性麻

痺學生成長夏令營活動，今7月23日起
至26日一連4天3夜，開幕式於上午11
時進行，由元培副校長蔡世傑、教育部

特教司司長鄭乃文、新竹縣社會處處長

李國碌、新竹縣健康家庭文化協會榮譽理事長楊瑞蘭

等啟動球體象徵活動展開。共有來自全國大專校院腦

性麻痺學生73人參與。
副校長蔡世傑致詞表示，學校此次在教育部支持

下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活動，透過夏

令營讓腦麻生走出戶外並參與團體活動，學習社會人

際互動，培養團隊合作概念的責任與付出，並放鬆身

心壓力，學習了解並建立自我概念、肯定及成長。同

時曾參加過的同學都會主動幫忙首次參與活動同學，

並與其分享經驗。

蔡副校長說在4天3夜活動都安排十分豐富，下午
即前往台積電創新館及工研院等參觀，在西湖度假村

活動，接觸大自然景觀，同時苗栗客家文化園區等參

觀及學習動手做成品等等。

教育部特教司司長鄭乃文致詞表示，教育部已第

四年辦理此項活動，此次由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辦理，

學校由校長、副校長等全面支持協助。目前同學參與

此活動即擁有兩個憶，回憶與記憶。同時也期許同學

注意安全及禮貌，心存感激。這次主題定為「教育

愛、人文心、科技

情」，讓大家去參觀

科學園區台積電創新

館，讓同學了解台積

電科技龍頭的成長。

我們同時也祈禱此次

颱風不要來。祝大家

在四天都能很快樂。

鄭司長同時對此次辦理老師徐均宏的勇敢與承擔，

辦理此次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活動。

徐老師表示，今年主題定為「教育愛、人文心、

科技情」。腦性麻痺學生與一般人並無不一樣，他們

只是行動差些，他們在許多方面也具有特色，因此這

次活動除了讓他們走出戶外接受大自然及陽光外，且

也讓他們學習可以照顧及分享他人，對他們安全特別

注意，讓他們獲得妥善照顧。

學校首次辦理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

活動，在照護員方面將出動90人協助，同時照護員都
經過研習一天擔任。元培一向對於公益的活動都十分

熱衷協助，且分別在兩年都獲得教育部頒發社區公益

獎。https://www.ypu.edu.tw/news

107大專院校腦麻同學在聆聽課程

107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營

107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營元培蔡副校長致詞

107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營在
鄭司長蔡副校長等碰觸球體象徵活動展開

107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營
教育部特教司長鄭乃文致詞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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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
成長夏令營在光瀚樓舉行開幕式



「教育愛、人文心、科技情」大專校院腦性麻痺

學生成長夏令營活動一連四天，7月26日圓滿閉幕，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校長林志城在閉幕中表示，元培首

次辦理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活動，看到

同學在此四天中除了了解我國科技成長及參觀客家文

化園區，也在西湖渡假村享受到大自然等，相信大家

都滿載而歸，收穫良多。

林校長表示，同學們在四天活動中是否都感到CP
值很高，同學們都大聲回答是的，此次由元培醫事科大

辦理此活動，徐均宏及賴哲民老師確實辛苦了，也感謝

教育部能將此活動給元培來辦，祝大家安全回家。

教育部特教司專門委員黃蘭琇表

示，同學們在此次夏令營中在參

觀以及所做成品都相當有特

色，同時在昨天的營火晚會

中，大家也玩得十分盡興，

深信同學們都是有所收穫。

西湖渡假村副總涂雲輝表

示，同學們在此次活動中都

表現十分優異，因此以後仍

歡迎大家到該村來使用。

此次主辦徐均宏老師，將全家

人一起來為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

服務，精神可佩。

參與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

長夏令營活動學生都表示，在第一

天即帶著他們至新竹科學園區台積

創新館參觀，台積創新館分為三個

展區，分別是「創新無所不在」、「釋放創新動能」，

以及「台積公司創辦人張忠謀博士」透過不同面向，了

解張忠謀博士及其對全球半導體產業與現代人的貢獻。

讓他們了解到台積電所生產的晶圓也就是目前普遍用在

他們的3C產品如手機等，台積電在半導體產業中是龍
頭，也讓他們了解到我國科技產業的亮點。

接著至工業技術研究院參觀，工研院成立於1973
年，是國際級的應用科技研發機構，擁有超過6千位
科技研發尖兵，以科技研發，帶動產業發展，創造經

濟價值，增進社會福祉為任務。成立四十多年來，累

積近三萬件專利，並新創及育成273家公司，包括台
積電、聯電、台灣光罩、晶元光電、盟立自動化等上

市櫃公司。

在客家文化園區也讓他們了解客家文物特色等，

在西湖渡假村中也學到各種成果表現如做臘染的袋子

等，都讓他們學到許多，仍期望明年再相見。https://
www.ypu.edu.tw/news

107大專院校腦麻同學的成品展

教育部黃專門委員頒獎給
照服員曾莉柔

107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營大合照

林校長致詞右為教育部專門委員黃蘭琇

林校長頒獎參訓証書給周羿秀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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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
成長夏令營同學滿載而歸閉幕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特邀請就業情報資訊公

司、 1 1 1 1人力銀行、雙
連安養中心及醫院進行與

談，與會者都表示，在未

來人口老化，所需健康產

業人才相當多，並不僅於

在機構或者安養中心等，

且待遇相對優渥。

Career就業情報資訊公
司總編吳永佳表示，在未

來人口老化，所需健康產業人才很多，不管在照護或

者生技製藥部份都很需要人才，由許多數據都可以看

出未來的產業在健康產業部分所需人員相當大，且在

未來結構上的產業也隨著健康產業出現許多不一樣的

產業，因此在此方面人才培育也是必要的。

雙連安養中心總顧問蔡芳文表示，雙連安養中

心所需要的人才，以長期照顧暨產業經營之人才培

育與聘任中，即可看出長期照顧建置與經營成功關

鍵因素有設立區域、組織資源及經營理念中即可以

了解，長照成功關鍵因素即是符合顧客需求。大健

康照顧服務與產業化市場的商機相當廣泛。長照專

案人力資源分類有領導人才、總服務人才、醫療特

約人才、護理服務人才、生活

照顧人才、營養與膳食人才、

交通服務人才、復健服務人

才、社會工作人才及行政管理

人才等。

長照服務專業人力培有長

照管理師等14種，而長照相關
科系在產業的新契機不只是在

機構及安養中心，分布在16種
產業中。在該中心服務人員都

很專注且流動性小。

恩主公醫院醫務部副主任張漢隆表示，該醫院在

智能醫院設立建構許多系統，因此有些人力即可以在

系統中轉移至其他人力方面使用，智能醫院確實在某

部分人力可以進行移轉等。

1111人力銀行總經理劉美葵及執行長金仁表示，
在健康產業中所培育人才在行業別中都是十分需求

的，同時在待遇方面也優渥，必竟有專業智能者才能

有被所需求。

雙連安養中心總顧問蔡芳文，元培聘為客座教授

由校長林志城頒發客座教授聘書。https://www.ypu.
edu.tw/news

邀請有關單位進行培育健康人才座談

林校長頒發客座教授蔡芳文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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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培育健康產業人才座談



大陸莆田學院一行由副校長宋一然帶領參訪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宋副校長表示，他曾隨福建等學校到

過元培，當時是跟隨前來並未注意，9月13日此次前
來發現與元培學校之間有相當大的合作空間，都可以

再研商，特別改學院朝著應用大學發展，需要元培教

師等至該校協助等。

莆田學院一行除了座談且參觀校史館、藝術中

心、影像醫學博物館及影像醫學中心實訓、智慧精準

運動健康產研發中心。他們對元培的特色感到確實與

其他學校不同，能夠合作的空間很大。

元培副校長蔡世傑表示，他由莆田學院簡介了

解，學院與元培在很多系所都可以進行合作。元培有

6000多學生，教職400多人，教師80%以上都是博士
學位。學校是以醫、放、檢三科系起家。目前與大陸

學校簽姐妹校很多，且合作得很好。莆田學院也可以

與元培在各方面進行合作等。

莆田學院副校長宋一然表示，莆田學院（Putian 
University）是經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
校，是教育部、衛生部第一批“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

畫專案”試點單位。由福建省政府領導和管理，實行

省市共建、以市為主的辦學體制。

學校辦學歷史可追溯到1898年創辦的興化聖教醫
院附設護士訓練班。2002年3月，興化職業大學、福
建醫科大學（莆田分校）、福建高級婦幼衛生學校、

莆田高等專科學校、莆田市教師進修學院、莆田華僑

體育師範學校合併升格為莆田學院。2013年10月，仙
遊師範學校併入莆田學院。

學校位於海上和平女神媽祖故鄉、著名僑鄉——

莆田市區。2002年3月經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普
通本科大學，由福建省政府領導和管理，實行省市共

建、以市為主的辦學體制。2011年12月順利通過教育
部本科教學工作合格評估。

學校注重實踐教學和應用型人才培養，2016年5
月，學校占地面積1666.8畝，規劃建設中的新校區占
地3060畝。校舍建築面積近50萬平方米。學校下設17
個二級學院，44個本科專業；有專任教師850人，全
日制在校生近16000人。

莆田市產業發展的需要，與相關產業共建現代裝

備、電子資訊、電子商務、工藝美術、醫療健康、食

品與化工等6個產業學院，和相關六個專業群，並以
此為契機，推進學校轉型發展工作。學校承擔每年一

次的媽祖祭典表演，為莆田市建設世界媽祖文化中心

作出了積極貢獻。https://www.ypu.edu.tw/news

大陸莆田學院師長參訪與元培師長座談

師長與莆田學院師長合影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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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僑生保薦單位等一行26人9月11日由僑務委員
會僑生處副處長呂素珍帶領參訪學，他們都是來自馬

來西、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柬埔寨及緬甸等

地區同學會、中學及聯誼會人員。僑生保薦單位團長

林一心表示，他已第四次來到元培，看到元培的老師

們用心，以及改變等，都讓他感到十分不一樣。

林一心是印尼蘇南留台校友聯誼會會長，他看到

元培的轉變，隨著人口老化，元培朝著大健康產業發

展，確實令人刮目相看。

元培林志城校長表示，元培已邁入

54年，學校除了亞洲日本外是第一個
成立醫事技術學校，除了醫生未培育

外，所有醫院的醫事管理、放射技

術、醫事檢驗、護理及醫事工程、視

光等。同時目前增加寵物保健。學校已

朝著大健康產業發展。在烘焙方面也注重

健康為主。

目前是大健康產業蓬勃發展時，

學校所有系所都是朝此發展，學校校園綠化美化佔

80%，連屋頂都有種菜及種電等，學校以觀光工廠式
教學廠域，與哈佛大學合作即是以智能科技、精準醫

學，成立智慧運動精準研發中心，如婦女尿失禁及心

臟裝支架後如何運動恢復，該中心訓練教練即是能夠

照顧健康。學校也有茶陶系，桃竹苗茶陶十分出色，

也是藝術養生。學校除了在僑生部分有烘焙海青班

外，也有健康管理科。

馬來西亞健康管理科學生傅經棣以現身說法說明

在元培二年期間所學經驗分享，他說二年期

間元培老師的悉心照顧以及認真教導，讓

他學到很多有關健康照顧，在馬來西亞

部分對老人照顧都是雇用外傭，而外

傭的照顧都是陪伴而已。他來到元培

學到許多健康管理及輔具製作等，同

時也有至日本去參觀老人照護院看到他

們照顧老人方法以及老人所使用輔具都因

人而異等，老人被照顧的無微不至。

他回來馬來西亞也將朝著興建老

人院著手，對自己此大業他充滿著信心，必將所學在

馬來西亞大顯身手。

接著一行人員參觀烘焙教室及智慧精準運動研發

中心，一行人員也體驗此研發中心設備等，一行人員

對此中心的設備都十分有興趣，也看到運動很重要且

可以達到精準的治療。https://www.ypu.edu.tw/news

僑委會僑生處呂副處長說明長照及管理推廣部分

來自馬來西亞健康管理科學生
傅經棣談在二年元培所學及分享

107年僑生保薦單位一行26人由僑委會僑生處呂副處長至元培參訪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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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秋季研修生始業式，9月10日在光宇藝術中
心進行，校長林志城鼓勵研修生在台灣元培學習期間

可以充分利用學校資源學習及多認識台灣同學等，屆

時對你未來都是有所幫助的，特別是在中華文化部分

更是值得大家去學習。

林校長表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是全

台第一個醫事學校，元培資源十分豐富，

有待大家去挖掘，特別是中華文化，同時

學校都可以提供大家不同教師的教學方法

等，另外多與人接觸，且學校有茶藝及陶

藝課程，同學有興趣也可以去選修學習。

在台灣學習中除了學習與更多台灣同學接觸外，

且也不忘至台灣各地去參觀與了解。此種移地跨域學

習，將可學習到很多不一樣的學習方式，對未來都有

所幫助。

副校長蔡世傑也提出，剛同學由簡報中就可以了

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的大概，同學與師長來到元培與

台灣，就可以發現兩岸所教導方式是有所不同，在不

同中學習可能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也可以了解台灣

的文化與習俗。祝大家在台灣期間學習愉快。

2018秋季研修生有來自大陸11所學校及4位老師
共同參與。https://www.ypu.edu.tw/news

大陸共青團一行由李敏帶領8月29日下午參訪，一
行人員先至光宇藝術中心及影像醫學博物館參觀，而

後進行座談。  他們對於元培醫事科大在環境與藝術中
心及博物館等都感受到此學校的文化氣息及專業。

共青團一行在學校貴賓室與林志城校長座談，林

校長表示，此共青團都是安徽六所大學成員參與，而

元培與安徽其中五所大學都是姐妹校，與安徽有很好

的關係，除了劉銘傳外，他在台灣茶協會理事長中也

常至安徽，同時也在安徽有

磨課師走讀台灣茶，前來安

徽上課等，同時董事會趙董

事也在安徽有設廠等，因此

與安徽十分友好。

學校以大健康產業為主

培育人才，因此學校所設系

所及學程都以大

健康產業為主，

學校除有藝術中

心、茶藝館、陶窯等等，其實學校目前有很多值得參

觀，但你們來時間有限，歡迎能以後來元培多交流。

李敏是安徽大學委員會，她表示在校史館中看到

除了安徽大學，安徽師範大學、安徽財經大學、安徽

理工大學、安徽建築大學、滁州職業技術學院都與元

培為兄弟校，關係匪淺。對

於林校長風度翩翩，而且

專業下有許多成品，十分

欽佩。此次前來元培收穫

滿滿，不管在精神與物質

都有所獲甚為感謝。https://
www.ypu.edu.tw/news

林校長在2018秋季研究生始業式致詞

2018秋季研究生始業式合影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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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秋季研修生始業式
校長林志城鼓勵同學在台灣多學習

大陸共青團一行由李敏帶領參訪

林校長等師長與共青團一行合影

林校長與共青團座談



日本元氣村集團神成裕會長一行8月22日至學校參
訪，專任董事蔡雅賢等予以熱烈歡迎，神成裕會長邀請

元培醫事科大能在10月24至26日三天能來參加該集團45
週年慶及研習活動，屆時中國、泰國、韓國、台灣均會派員參與1500人活動。

元氣村集團神成裕會長表示，該集團目前在三大事業體，有綜合醫院、翔裕園及學校，同時他們海外擴散至大

陸、韓國、泰國及台灣，其中以大陸最多，台灣則在台南有善合園。

元氣村集團在大陸由大連出發，目前在鞍山、天津、上海、廣州及深

圳都有設置，大陸需求量相當大。該集團都是以養生村為主。

元培要朝康養發展，日本元氣村集團也可以作為交流與合作，因此該

集團邀約10月的研習活動，也分別邀大陸深圳羅浮區學校、韓國大田學校
及泰國學校等共同參與。

神成裕會長等人由國際長黃曉令校史館

介紹、參觀影像博物館、影像醫學中心及智

慧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心。

神成裕會長對於元培醫事科大的設施及

校園等都稱讚有加，並認為元培的環境作康

養非常適宜。https://www.ypu.edu.tw/news

師長致贈紀念品給日本元氣村集團神成裕會長

蔡專任董事為日本元氣村集團
神成裕會長說明校訓窮理研機

黃國際長介紹校史館最古老的X光機

日本元氣村神成裕對光宇藝術中心的
畫展認真觀賞

國際集團總裁薛俊康及北京大學等一行10人至元
培醫事科技大學參訪，校長林志城等除歡迎外，並期

望國際集團能夠與元培合作投資元培康養園區及與北

京大學合作學生等交流。

國際集團總裁薛俊康是美國創投公司，他們投資

偉貿集團中的鋒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是做大

健康產業，此行人員包括鋒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鄭偉智、副總經理劉勇信及資深協理洪智群等人，同

時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吳忠博士及北京大學總務

長于小東夫婦。

林校長表示，學校在進行康養園

區的設立，期望能與國際集團創投公司

也能夠與學校合作與投資。同時也期望

能與北京大學有合作交流的機會等。

國際集團總裁薛俊康表示，他會

去了解後再做合作。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副主席吳忠博

士，他與太太都

是北京大學，最

近他離開北大，

在目前中心工作，對於食品安全部分，中心非常重

視，而元培在食品安全上也很有研究可以考慮在此方

面的合作。總務長于小東表示，此行是跟著先生前來

參與，至於與北大的合作，將回校了解後再作處理。

專任董事蔡雅賢表示，很歡迎來學校參觀，元培

創校人創校由3科至目前16系10個碩士點，一路走來都
與預防醫學為主，與其他學校非常不同，其中綠化達

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家參觀後即可

以了解合作機會。

國際集團總裁薛俊康及北京大

學等一行九人，由林校長陪同參觀

校史館，藝術中心、影像醫學博物

館及智慧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

心等。https://www.ypu.edu.tw/news
林校長為國際集團等一行人員介紹
校史館鎮寶最早的放射器材

國際集團總裁薛俊康及北京大學等
一行10人至校參訪

國際集團總裁等一行10人至元培參
訪研商合作事宜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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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元氣村集團
一行參訪



2018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第二梯次歡迎
會8月20日展開，副校長蔡世傑特別表示歡迎，同時
也期望在此學習中能夠學得所需以及參觀醫療機構能

讓大家了解台灣醫療機構與日本之間的不同。

主任秘書劉介仲也表示，日本京都醫療科技大學

與元培淵源很深，創辦人即在該學校前身學習醫學影

像暨放射技術，返回國內即從事放射師工作，且創辦

元培學校，其中放射技術科是最初成立三科之一，目

前學校有醫學影像博物館及醫

學影像中心等。

日本京都醫療科技

大學董事鈴木英文表

示，很高興能參與此活

動，元培為他們設計課

程及參觀等都很豐富，目

前日本醫療採團體醫療，因

此有必要多了解其他地

區醫療文化等，目的也

在於培養學生的國際觀，醫療除了對身體的治療外，

對心理治療也很重要，因此在暑期特至台灣了解與學

習。也十分歡迎元培學生至日本京都醫療科技大學參

訪與交流。

在歡迎式後即隨著上課華語教學，讓他們學到一

般華語及台灣的民俗文化等。日本京都醫療科技大學

董事鈴木英文，老師柴田登志也及8位學生參與。

日本京都醫療科技大學參加2018暑期華語研
習暨醫療機構第二梯次，第一梯次是日本國際福祉

醫療大學一行連老師45人參與，己完成返回日本。
https://www.ypu.edu.tw/news

蔡副校長致詞

日本京都醫療科技大學參加元培暑期華語研習營開幕式

蔡副校長致贈紀念品給日本鈴木
英文董事

日本京都醫療科技大學參加元培暑期華語研習營合影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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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
第二梯次歡迎會展開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交流團一行21人8月
16、17日參訪學校，由國立海洋大學香港校友會會
長暨台灣大專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總會理事王仲麟帶

領前來，在學校一天半時間，校長林志城表歡迎外，

同時安排讓同學們參觀影像醫學博物館及影像醫學

中心實訓、生物科技暨製藥技

術系及製作藥膏體驗、醫事

職業體驗中心。17日將有
餐飲實作及智慧精準運動

研發中心體適能活動等。

林校長表示，元培在

西部地區中是空氣品質最

好的地方，未來高齡化人口將

增加，健康老人未來維持

健康很重要，因此在日本

即有地方創生，讓年輕人

也能夠回鄉服務，與健康老人共同創造健康。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即以大健康產業發展為主，有

醫放系、醫管系、醫檢系、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護理系及視光系等等。學校

特色即在以智慧科技在醫

護及大健康產業。學校雖

不大但美且精緻，綠化覆

蓋高達80%以上，學校培
育未來產業需要人才。

國際長黃曉令表示，香

港僑生來元培就讀，學校

都會安排在就學、就業方

面都很用心，因此歡迎香

港僑生來就讀。

由國立海洋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暨台灣大專院

校香港校友會聯合總會理事王仲麟表示，此次共有

100多人參與活動，分北、中、南參與，同學們參與
一定會有所收穫，同時學校安排非常好，讓同學們很

快了解各學校特色。

 在聆聽簡報後即參觀校史館、光宇藝術中心
及參觀影像醫學博物館及影像醫學中心實訓、生物

科技暨製藥技術系及製作藥膏體驗、醫事職業體驗

中心。同學們在製作中都感到學到不少且收穫良多，

也對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有初步認識。https://www.ypu.
edu.tw/news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交流團參訪林校長致詞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交流團團長王仲麟致詞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交流團一行與元培林校長及師長合影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交流團學生在元培生技暨

製藥系製作萬金油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
交流團參訪林校長致贈紀念品王

團長接受

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考察交流團
參訪王團長說明香港校友會

聯合會組織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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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生暑期大學
考察交流團一行21人參訪



福建醫科大學主任姚華英一行10人8月13日至學校
參訪，一行人員先參觀校史館、藝術中心、影像醫學博

物館、智慧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心及長照健康照護

等，接著與校長林志城及專任董事蔡雅賢等座談。

福建醫科大學與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建立兄弟校多

年，雙方合作十分愉快，同時也有互相實質交流，其

中醫務管理同學至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及第二

醫院，同學也前往參觀且建立深厚友誼。

姚華英主任表示，元培醫事科大確實是一個有特

色大學，由參觀影像醫學博物館即可以看出在影像醫

學技術等有相當雄厚的歷史經歷，同時在智慧精準運

動健康產學研發

中心，他們也都

經歷了一些運動

器材，另外在老

人健康照護上也

可以看到學校在此有很深厚的概念。

14日安排一行人員至長庚醫院參觀，教務長吳文
祥表示，元培同學至福建醫科大學參觀附屬協和醫院

及第二醫院，該大學也協助甚多。不過長庚醫院以管

理質量讓醫院能賺錢，台灣醫療院所與大陸醫療院所

有些地方仍有所不同。當然在硬體方面大陸醫療院所

新醫院大樓倍出，比台灣醫療院所變更更快，但在

軟體方面台灣仍比較好。

林校長也提出除了目前的各方交流外，雙方仍

可針對在教師及研究生方面進行專案論文書寫的合

作與發表。雙方都對未來更進一步的合作非常有共

識。https://www.ypu.edu.tw/news

福建醫科大學人員至智慧精準運動
健康產業研發中心實地使用運動器材

林校長師長與福建醫科大學師長合影

大陸昆明東方老年修養學院參訪談合作事宜，

該學院期望能至台灣學習一些養生課程及生命教育課

程。元培校長林志城表示，學校有樂齡大學，將會配

合該學院設計合作課程，以利合作計畫。

大陸昆明東方老年

修養學院是庚泉教育集

團成立的，此集團除了

成立東方老年修養學院

等，也在培育人才作照

護工作。董事長李紅響

表示，他們即是利用昆

明地理及特色資源為健康老人做一些事。目前大陸在

先進的養生觀念較少，有必要至台灣學習，讓老人有

更好的養生概念。

昆明東方老年修養學院校長關建民表示，他剛退休

下來即來此學院，而學院成立兩年，有3000多位學員，
學員是不成問題，採遊學學習，首批可先行20至30學

員進行，元培可以為其設計課程且包括旅遊等，先行做

好，有口碑學員即會絡繹不絕參與。另一方式也可以請

元培老師至昆明進行教學等，任何

方式都可以進行。

林校長表示，對於課程設計，

以養生為主，學校方面具備有茶

館、咖啡館及陶藝館等，都可以搭

配而行，更能達到成效，同時學校

在芳療方面也有師資配合。

因此責陳推廣中心暨休閒與健康管理學系進行合

作事宜，讓大陸該學院老人真正能學到養生之道。

大陸昆明東方老年修養學院一行人除了參觀影像

醫學博物館、校史館及藝術中心外，也實際參觀智慧

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心，了解智慧精準運動的情

形。https://www.ypu.edu.tw/news

昆明東方老年修養學院來訪並談合作事宜

昆明東方老年修養學院來訪與林校長等師長合影

大陸昆明東方老年修養
學院參訪談合作事宜

國際與兩岸

元培校訊  15

福建醫科大學主任姚華英
一行10人至學校參訪



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舉辦2018暑期
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

參訪，8月7日舉行
歡迎會，日本國際

醫療福祉大學3位老師及43位同學共同參與，校長林
志城特別表示歡迎，同時也期盼在兩週活動中，同

學與老師們都有很多收益。

2018暑期華語研習暨
醫療機構參訪歡迎會7日
上午九時在光宇藝術中

心舉行，今年辦理第三

年，日本國際醫療福祉

大學師生一行46人共同參
與，元培師生為了暑期華語

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

都十分精心安排各種課

程以及醫療機構，讓他們能夠學到基本生活華

語，同時也了解台灣醫療機構情形。

專任董事蔡雅賢也表示，2018暑期華語研
習暨醫療機構參訪已辦理多年，日本國際醫療

福祉大學師生都共同來參與，深信你們也由來

參加過的師生中了解活動的安排，期盼在兩週學習

中，學習到自己所需等。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神經生理學片山雅史准教

授、神經精神藥理學辻稔教授暨老年看護學概論山

田智美講師都表示，元培醫事科大安排的行程以及

參訪醫療機構等都是他們十分期待的，他們相信在

兩週課程中必有所穫。

隨即參觀校史館以及安排的課程，首先的

課程即是中國語與文化，由會話與歌

唱中了解中文的美。兩週課程都

十分緊湊，主要讓他們能夠學習

後即能在生活中應用。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師

生都甚為興奮，一方面學習，另

一方面可以實地參訪醫療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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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歡迎會日本國際醫療福祉
大學與元培師長合影

2018暑期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歡迎會全體與元培師長大合影

蔡專任董事致贈日本國際福祉
大學辻稔教授紀念品

黃國際長致贈日本國際福祉大
學山田智美講師紀念品

林校長致贈日本國際福祉大學片
山雅史准教授紀念品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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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參加暑期
華語研習暨醫療機構參訪歡迎會



大陸贛南醫學院由院長劉潛等一行五人至學校

參訪，參觀智慧精準運動健康產學研發中心、校史

館、藝術中心、生技暨製藥系cGMP、影像醫學博
物館。隨即與學校師長座談並簽訂合作事宜等。

元培副校長蔡世傑說明，目前學校與大陸學校

有72間都有合作模式，贛南醫學院也可以與元培進
行合作，學校會將在教師及學生方面都可以進行交

流與合作。

贛南醫學院劉校長表

示，參觀元培後，發現元

培在醫學影像技術、生

技暨製藥、護理及公共

衛生管理等都有很好的

基礎，值得贛南學習。

劉校長也期望能與元

培簽訂姐妹校後能夠在

教師與學生交流上有好

的模式進行合作。特別是在醫學影像技術、生技暨製

藥、護理等都可以進行合作。

贛南醫學院位於千年宋城—江西省贛州市內，

是江西省人民政府舉辦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醫學本科院

校。中國科學院院士韓濟生教授擔任名譽院長。學校

前身是創辦於1941年的江西省立贛縣高級助產職業學
校，1958年設置專科建制的贛南醫學專科學校，1988
年升格為本科院校並更名為贛南醫學院，2013年獲批
為碩士學位授予權單位。

學校占地總面積2231.25畝（含直屬附屬醫院）,
設黃金、章貢兩個校區。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專科

生、研究生、留學生12600余人，成人教育在籍學
生12800餘人。教職員工4100餘人（含第一、第二、
第三附屬醫院），專任教師953人，其中正高職稱138
人、副高職稱328人。

學校堅持內涵與外延的協調發展，尤其注重內

涵的提升，現已發展成為一所以醫學學科為主，理

學、工學、社會學等學科門類協調發展，辦學特色和

優勢較為突出的地方性醫學院校，現有本科專業23
個，有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個（臨床醫學、基礎
醫學、藥學、醫學技術），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3個
（臨床醫學、護理學、公共衛生）。

學校堅持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為區域衛生與健

康事業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在油茶全產業鏈的研究

與開發、心腦血管疾病的研究、幹細胞研究、贛南

特色中草藥的研究與開發、免疫性疾病、兒

童血管瘤與脈管畸形的診療技術、外科微創

技術、遺傳性疾病精准醫學研究、鎮痛臨床

及基礎研究等領域形成了自身特色與優勢，

取得了一批標誌性成果，論文在國際頂尖刊

物《Cell》《European Ur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發表。迄今，學校為社會
培養輸送了各級醫療衛生技術人才6萬餘人，
71.4%畢業生服務於醫療衛生單位並成為專業
技術骨幹。https://www.ypu.edu.tw/news

蔡副校長與贛南醫學院劉校長等師長共同研談合作事宜

蔡副校長與贛南醫學院劉校長等師長合影

蔡副校長與贛南醫學院劉校長簽
約兄弟校及合作事宜

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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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贛南醫學院贛南醫學院參訪
同時簽訂合作事宜



體育室主任林國斌於9月4日及5日兩天在新竹關西球場參加中華民國
大專校院107年度大專校院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榮獲個人長青組第二
名。https://www.ypu.edu.tw/news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系學會與圖書資訊處聯合舉

辦107學年度第一學期二手書活動-「薪火相傳」，吸
引不少同學前往參與。該活動

辦理多年都獲得同學好評。

今年，醫技系系學會聯合

圖書資訊處擴大辦理二手書活

動，凡捐二手書，或加上二手

物品者，圖資處還提供了三種

不同的獎項，至少有30個抽
獎名額哦！目前(至截稿為止)

幾乎人人有獎！總召陳育玟同學呼籲大家趕緊來捐二

手書和二手物品抽大獎！ 
醫技系系學會在每學期都會辦理此項活動，收集

舊書和物品，讓這些舊書和物品找到新的歸屬。重複

使用二手書及二手物可以減少資源浪費，且將部分二

手物交易所得作公益捐助，進而幫助公益團體。

總召醫技3-1陳育玟同學覺得可以舉辦二手書活
動，讓全校各系所有更多師生來參與，是一件非常有

意義的事。學弟妹

們可以接收學長姐

的舊書，經由舊書

中的筆記和重點標

註，加速他們學習

的效率，達到知識

傳承的目的。

學長姐們可以藉由提供二手書和二

手物品所得去購買新書，減少買書的花

費。這樣，可減少同學們使用盜版書的

機會，同時加強宣導同學們尊重智慧財

產權之觀念。二手書及二手物的回收再

利用也落實環保理念，倡導全校愛護地球，珍惜資源

的觀念，共同打造一個美好舒適的環境。

活動日期9月10日至9月13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9月14日只到下午1時，共五天。地點在光恩樓 B1學
生餐廳前廣場。活動期間，開放全校同學們隨時來

活動場地捐書和物品。因此，建議有需要購買便宜二

手書和二手物品的同學都可以三不五時就前往實際了

解，也許可以剛好搶到需要的書籍或二手物品。數量

有限！先搶先贏！也歡迎大家捐二手書和二手物

品，來抽大獎。

抽獎獎項為：第一獎項(價值約200元)-為每
捐贈5樣二手物加上1本教科書，共5名。第二獎
項（價值約100元）-提供二手書，共10名。第三
獎項（價值60元）-買二手書或二手物，共15名。
https://www.ypu.edu.tw/news

醫技系等學會辦二手書活動同學慎選書籍

醫技系等學會辦二手書活動

醫技系等學會辦二手書活動同學前往熱絡

榮譽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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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技系系學會「薪火相傳」
二手書活動

榮譽元培

系所視窗

林國斌獲大專院校職員工
高爾夫錦標賽個人長青組第二名



今年共有17位教職員將於8月退休，學校特舉辦
理退休餐會在芙洛麗大飯店，校長林志城、副校長

蔡世傑、董事長蔡清胤與執行董事蔡雅賢帶領學校

師長共同參與，並對退休人員予以致謝。

林校長與蔡副校長肯定退休人員願意將

一生的青春都獻給元培，將元培當家人，雖然

很捨不得分開的感覺，但還是獻上祝福，很羨

慕可以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也歡迎老師隨時

都可以回來，繼續支持元培，元培大門永遠為

大家敞開，最後祝福退休人員往後的日子可以

健康愉快充實。

蔡執行董事感謝退休人員對元培的付

出，選擇退休的決定真的很不容易，祝福退休

人員可以邁向人生的第二春，選擇自己想做的

事情，好好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希望退休人

員可以常常回來，給予元培指導與協助。

退休人員感謝學校的用心照顧，敬

佩創校人的初衷，感恩可以擁有在元培

的經驗，相當寶貴與甜美，元培就像家人

一樣，彼此互相幫忙，團結合作，希望元

培可以永續長存，有需要一定會義不容辭

的回來幫忙，未來，將帶著不同的生活方

式，保持身心健康，好好享受退休生活，

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最後參與師長均獻上滿滿的祝福與

感恩，感謝退休人員的付出，歡迎各位

退休人員可以多回來元培走走，不論是教

學或是行政都可以給予協助。董事會及學

校都分別贈送紀念品、獎牌及花束給退休

人員，退休人員在依依不捨的溫馨餐會

中留下美麗回憶，餐會在7月17日進行。
https://www.ypu.edu.tw/news

林校長蔡董事長等與各位參與退休師長大合照

林校長致贈獎牌給退休教師

蔡副校長致贈鮮花給退休教師

董事會致贈禮品給退休職員

校園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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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脈

今年退休人員歡送聚餐
充滿溫馨感恩



學校與教育部產學連結執行辦公室辦理新興生

技製藥技術研習課程，8月29日特在元培醫事科大光
宇藝術中心進行，校長林志城談從大健康產業發展

創新與育才，強調健康產業往跨域發展，且為科技

創新。健康養老產業人才培訓要建置跨域學習系統

且應強調移地實訓。特色化聚焦型產業發展合作模

式有長期穩定的優勢並能不斷地科技創新。資源合

作交流互動越緊密，越有利於

創新機制的導入及科技研究

成果的商品化。具可複製

示範點的3i醫養整合實訓
基地是大健康產業人才

培育的創新模式。林山

陽講座教授談藥知識與製

藥實務。

林校長表示，大健

康產業是第五波財富浪

潮，本世紀最大商機。而教師核心能力狹義：以教師

的知識和技能為主。廣義：除知識和技能外，同時也

包括教師的素養。素養包含識讀、判斷事情真偽與高

下的能力，它包含了在某個領域內一定程度的認知，

以及事實與價值的正確判斷力，還有方法上的認知、

運用與掌握，在該領域內基本規範的遵循。知識+技
能+態度＝影響教學成效與生涯發展。

健康產業人才培訓，大健康產業人才培育需導入

創新、整合和智慧。 因此健康產業人才的培育，必須

要做好跨領域課程與課堂規劃，師資隊伍活絡合作

團隊與資源整合是激發知識投資、擴散與加值應用

的最有效途徑。校園應有智慧職場的場域。

醫養結合的3i人才培育即是創新、整合、智慧。
醫養結合即是要有醫院而後有養。目前學校即朝此方

向努力，目前學校以開展觀光工廠式教學領域有茶

創中心、檢驗中心(TFDA認證)、OSCE(臨床技能
中心)、長照與福祉研發中心、cGMP模擬藥廠、食
品安全檢測人才、美式整脊、芳療、賈桃樂分館、

IRB、影像醫學人才培訓中心、術後健身渡假中心、
商品化戰略推進中心、AIPEX、智慧模擬醫院。醫院
申請中，教育部等將會處理。

林山陽講座教授在製藥方面在國內製藥介是相當

有名望的，主要著重在生技製藥科技相關的四個方向

來進行研究，藥物傳輸系統之設計與開發、蛋白質藥

物之安定化處方設計、生體組織之光譜偵測與診斷、

藥物晶型變化、藥物-賦形劑間相互
作用與藥物共晶之研究。

林山陽以藥知識與製藥實務

中藥事法及實行細則、藥品查驗登

記及藥品分級制度、藥品製劑的分

級、正確安全服用藥物原則、用藥

安全等等予以說明。

新興生技製藥技術研習課程

分三部分有製劑產業實教學、生技

廠房建置標準及預防醫學產業實

務。製劑產業實教學在8月24日上

林校長與學員們合影

林校長與學員及輝瑞生技公司人員一同為大健康產業往前衝

林校長談從大健康產業
發展創新與育才

校園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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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教育部產學連結執行辦公室
辦理新興生技製藥技術研習課程



午在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由副總經理薛光陽，

新藥開發實務研討，下午在法德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

司進行特殊藥品開發與實務。28日在中國化學製藥股
份有限公司新豐廠品保協理詹明昇劑型開發過程實務

與經典案例研討、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陳勁初保健食品製造流程實務。生技廠房建置標準則

在29、30日兩天分別在元培醫事科大林山陽講座教授
cGMP模擬藥廠建置與製藥人才培育，基亞疫苗生物
製劑公司協理邱全成，疫苗開發與生產製造之國際標

準。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徐廷光顧問的藥品優良製造

作業規範與實務。元培老師謝緯賢、陳怜均cGMP模
擬藥廠操作實務。31日在食品工業研究所特助張有勝

的細胞製劑之標準與認証。預防醫學產業實務，9月3
日生展生物科技公司朱慧芳經理的保健食品與預防醫

學、美德醫療集團香山廠區陳素甜的機能性醫療器材

開發與製造。9月6日華聯生物科技公司處長柯凱喨的
基因晶片在精準醫學與預防醫學的發展與應用。

新興生技製藥技術研習課程是為協助技專校院

及技術型高中教師提升教師實務教學及能力，增進教

師與產業接軌辦理的。藉由企業實地研習、實機教學

及討論回饋，汲取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新資訊及實務經

驗，有助提升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與研究能量，

除擴展實務教學資源外，亦緊密鏈結產業需求，培育

產業所需人才。https://www.ypu.edu.tw/news

學校與北市文德

女中簽訂合作事宜，

8月2日在文德女中進
行，雙方針對學術交

流、課程支援、人員

交流、科研交流、學生培訓共同合作，由元培林校長

與文德陳校長共同簽訂，文德董事長黃瑞霞修女及元

培醫護學院院長劉中和暨校際中心主任方秀英等共同

見証。

元培與文德女中合作在教學交流部分包括課程、

教學共構與共享，學報、其他教學與學術資料的交

流。課程支援，包括協力開授數位、遠距授課相關課

程與跨校整合學程等合作事宜。人員交流包括教師與

管理人員可到對方教察或講學。科研交流雙方對共同

感興趣的課題進行合作研究，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

學生培訓：依據雙方需要，發揮各自優勢，採取長期

或短期的方式合作培訓學生。

元培首次與文德女中合作，林校長對於文德女

中的特色與學校的許多系所都可以進行很好的合作模

式，期望在雙方共同合作下能夠獲得雙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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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長與文德女中師長合影林校長致贈紀念品文德陳校長受理

林校長與文德陳校長簽約儀式

校園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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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北市文德女中
簽訂合作事宜



台北東方工商師長由校長李崇懿及榮譽董

事長陸劍霞帶領一行6人參訪，東方工商今年將
積極爭取設置健康管理科，特前來元培取經，

學校安排參觀智慧精準運動研發中心及課程座談。

東方工商師長們至智慧精準運動研發中心時，

福祉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忠特說明該研發中心成立之目

的以及此些設備，對未來在心臟病術後及婦女尿失禁

等，均可靠這些設施及教練們協助，都有所幫助。

陳院長表示，智慧精準運動研發中心設置與哈

佛大學合作進行運動精準規畫在社區推動健康老人運

動，而讓大家都能夠自我運動，維護身體的健康等。

東方工商師長們在教

練們指導下使用各項設施運

動，都十分有興趣，特別是陸榮譽董事在各項設施運動

中都感受不一樣，也了解運動可以精準了解運動情形。

接著東方工商師長們前往參觀健康休閒管理系的

設備等，甘能斌主任說明該系目前的課程以及所學習

的各種課程。

最後在學校貴賓室進行課程座談，元培校長林志

城說明，高職設置健康管理科，所需設施等，學

校健康休閒管理系，偏重休閒管理部分，因此除

了邀請健康休閒管理系老師及醫務管理系老師可

以互相溝通。至於未來東方與元培合作部分也可

以再重新思考一些新的方式等。https://www.ypu.
edu.tw/news

學校通過106 學年度起，教育部規劃推動「大學校
院教師教學研究支持系統方案」，有八件計畫案，其中

「商管學門」最高四件、「醫護學門」二件、「通識學

門」及「農科學門」各一件。學校通過件數高居全國大

專校院第13序位及前37%、全國私立科大第9序位，充
分展現學校在教學熱忱及教學研究上的量能。

通過名單有【商業及管理學門】企業管理系徐雅

甄教師-資訊科技應用於數理教學之探討、袁宇熙教
師-以創意啟發揉合探究式教學法建構大學生視覺化電
子商務數據分析技能與經營決策模式之研究、高孟君

教師-遊戲式學習之應用—以會計學為例、鄭妃君教
師-聚焦產業之多元教學法在管理教育之研究；【生技
醫護學門】護理系林佩芬教師-發展並評價合作學習第
四代拼圖教學法應用於大學層級護理研究概論之學習

成效、護理系洪兆嘉教師-模擬情境溝通技巧多媒體教
材對護生兒科病房實習之成效探討；【農科學門】食

品科學系陳惠欣教師-體驗式學習融入大學生食品專業
課程學習之行動研究；【通識學門】觀光與休閒管理

系葉錦霞教師-以教學反思與學習成果之質性研究探討
大一中文課程教學有效性。

希望透過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補助計畫，建立持續

性的同儕審閱與輔導模式，推動專屬社群之建立與對

話，並同步累積教學研究案件之成果，建置成果發表

平台、專業人才庫、培育種子教師，透過不同任務之

同步推展，積極鼓勵大專校院投入資源，協助大學教

師增進教學之能力，編寫完整且優良之教案，透過教

案於課堂上之正式實施，幫助學生在知識學習上，增

進相關成效，提升教學之品質。

教育部區分為「通識(含體育)」、「教育」、

「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理」、「社會(含法

政)」、「工程」、「數理」、「生技醫護」、「農

科」、「民生」等十個學門審核申請計畫案，未來配

合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執行，將更聚焦於教

學品質提升、創新教學方法的研發，以及教學實踐研

究的精進，並透過通過計畫案的教師為種子，擴散教

學研究成果，幫助本校在教學實務上能更凸顯醫護技

職教育的水準與精髓，以提升整體教學卓越永續發

展。https://www.ypu.edu.tw/news

校園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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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東方工商師長
參訪及課程座談

學校教師獲教育部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八件計畫案

林校長及主管與東方工商師長
說明課程座談

陳院長說明智慧精準運動研發中心 陳院長向東方工商師長說明

智慧精準運動研發中心教
練教導東方工商榮譽董事
長陸劍霞使用運動設施



兩岸墨緣在元培海峽兩岸書法展共60幅，9月12
日起至19日在光宇藝術中心展出為期八天，14日下午
2時半舉辦開幕及5位書法家當場揮毫，山東濰坊臨朐
縣書法協會副秘書長兼執行長劉建華、張頤人、山東

省工藝美術大師張建與台北中華書法家協會榮譽理事

長李熙華、新竹書社社長羅際鴻等都將共同參與。

元培林志城校長表示藝術以書寫漢字為本，是中

華文化的根；倫理觀念的儒家精神，則是維繫中華文

化綿延不斷的思想主流。這次有機會迎來聖人故鄉山

東的臨朐縣書法家協會書法家們，與本地愛好書法的

藝文人士，共同在光宇藝術中心聯展和筆會，具有在

藝術文化教育與兩岸交流的雙重意義。

林校長表示，從小被逼寫書法，不過在書法中確

實也獲得許多心靈的成長，在寫書法中確實能讓人修

身養性。今天兩岸書法家在元培筆會，讓同學們能欣

賞到書法家的書法，也可以使同學對書法的認知。書

法具有形、意、境、養之美，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一直

推動藝術養生理念，此次由兩岸同好共同推出的展出

內容，相當豐富，風格多元，值得校內外人士共同欣

賞，豐富美麗人生。

台北中華書法家協會榮譽理事長李熙華表示，很

高興能邀請到山東濰坊臨朐縣書法協會至台灣展出，

兩岸交流更加深文化結合。

山東濰坊臨朐縣書法協會副秘書長兼執行長劉建

華表示，此次來到元培展出，對兩岸書法都是更進一

步的發展。

前立法委員張蔡美表示，她目前跟著新竹書社社長

羅際鴻學書法，在書法中讓她感受到修身養性的樂趣。

山東省工藝美術大師張建贈送學校紅絲硯一方及

明代摩崕「轟雷濺雪」暨「谷泉老人題」拓片一組贈

予學校。https://www.ypu.edu.tw/news

兩岸墨緣在元培山東省工藝大師張建及新竹書社社長羅際
鴻當場揮毫同學們認真欣賞

兩岸墨緣在元培山東省工藝美術大師張建拓片致贈學校全
體貴賓合影

兩岸墨緣在元培臨朐縣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劉建華當場揮毫

兩岸墨緣在元培臨朐縣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劉建華當場揮毫
校運昌運贈林校長

兩岸墨緣在元培臨朐縣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張頣人當場揮毫
同學們認真欣賞

藝文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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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橱窗

兩岸墨緣在元培海峽兩岸書法展
在光宇藝術中心展出為期八天



七月份(107.07.01-107.07.31)

八月份(107.08.01-107.08.31)

捐款人 金額(元)

劉明煌 30,000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30,923

新中玻璃企業社 2,300

陳育琪 2,000

明達光學有限公司 5,000

林永宗 5,000

宜安眼鏡行 10,000

張曉芬 1,500

楊紅玉 1,500

洪麗真 1,500

劉明煌 1,500

捐款人 金額(元)

林雅雯 1,500

徐均宏 28,800

吳曉萍 2,274

蕭文田 2,652

李志明 2,274

侯貴圓 2,400

羅正一 6,000

王安中 10,000

張意珠 1,200

總計 148,323

捐款人 金額(元)

新晶太陽能有限公司 28,368

徐相煌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蔡雅賢 200,000

捐款人 金額(元)

徐呂雪奈 100,000

許乃斌 5,000

總計 383,368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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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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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