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 5 月 15 日第 3期中臺科技大學秘書室 

山櫻花：又名緋寒櫻，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櫻花，花期在二、三月間，花

朵聚集在一起，像倒吊的小鈴噹般，花謝後還會結出很可愛但不好吃的

迷你櫻桃！ 

圖 · 文 : 李大維老師 

校園裡的花園 1 

 

  



 

  中臺科大辦理校園徵才博覽會 

●中臺科大動物放射治療中心  珍愛生命、守護愛 

隨著畢業季即將來臨，健康醫護領域相關的醫護人才需求多，醫療院所紛紛投入校園積極徵才，

校園徵才邁入白熱化階段。本校長期深耕健康醫護領域，培育許多健康產業技術與管理專業人才，

因應畢業季求職需求，特別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本校護理系、研究發展處共同合

作，針對學校專業領域辦理主題式「校園徵才博覽會」，吸引國內 62 家醫療院所參與，提供將近

1 千個就業機會，讓學生與醫院求才單位直接面對面溝通，協助畢業生順利接軌就業，展翅飛翔

成就夢想。 

108 年 5 月 3 日本校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共同辦理 2019 校園徵才博覽會，來自全

國各地的醫療院所齊聚一堂，展開搶人大作戰，參與活動的醫療院所提供各式各樣的職缺訊息、

薪資福利、教育訓練及職涯發展等內容，熱情介紹並提供學生參考，同時學生可透過活動，與各

醫療院所進行面對面諮詢及面試，可謂一舉雙得互惠互利。勞動部勞發署中彰投分署林淑媛副分

署長表示，這次校園徵才博覽會首開全台先例，以健康醫護為主題辦理博覽會，除了參與活動的

廠商均為醫療院所之外，徵才廠商地點更是遍及全國，有別於其他校園博覽會。 

本校「動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已有三年的時間，多次成功治癒罹患腫瘤的毛小孩，尤其

是頭頸部腫瘤。毛小孩罹患腦瘤時，通常會依其生長的位置影響其認知與行動能力，嚴重的話可能會

失明、癲癇，甚至癱瘓。中臺科大「動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薛珮君獸醫師表示，由於犬貓腦部體積

較小，因此寵物腦瘤臨床治療過程中，常發現腫瘤生長位置鄰近腦幹或甚至已經侵犯腦幹，如何降低

麻醉風險與達到最佳放療效果，成為中心醫療團隊的最大考驗。 

中臺科大「動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4 月成功地幫 10 歲的吉娃娃喜兒同步治療鼻腔瘤與腦瘤，讓喜

兒回復以往蹦蹦跳跳的健康，為我國寵物治療寫下令人振奮的嶄新紀錄。」…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53,r77.php?Lang=zh-tw 

 

 

 

 

 

 

除此之外，勞動部與本校攜手辦理徵才博覽會，開啟政府單位

與大學校院的合作模式，有效連結公部門資源，協助青年學子

銜接職場，讓應屆畢業生找到滿意的職場舞台，祝福同學們的

面試圓滿成功。本校護理系楊素珍主任表示，感謝各機構提供

學生職場資訊及就業機會，一連串的就業活動，不僅提供學生

未來的職涯方向，也期待業界甄選合適的人才，達成雙贏的局

面。…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57,r77.php?Lang=zh-tw 

 

●健康醫護就業夯，醫療院所搶徵才！ 

 

 



 

     

 

 

 

 

 

 

 

 

 

 

 

 

 

 

 

 

 

 

 

 

 

 

 

 

 

 

 

  

●【藝文展覽】108/4/15~108/05/10 藝起躍進 展現風華-真善美畫會聯展 

展覽時間：108 年 4 月 15- 5 月 10 日  

開幕茶會：108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30  

展覽地點：中臺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勤學樓 2)   

主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秘書室 

承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開放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9:00~17:00 

(5/2 開放至晚上 8:00)   

週六.日.國定假日休館 

http://ctustart.w4.ctust.edu.tw/files/14-1023-40426,r2-1.php?Lang=zh-tw 
  

 
 

●茶會當天，作者何智勇老師親自導覽之盛況。 ●李隆盛校長頒發感謝狀給薛惠月會長。 

●茶會當天，真善美畫會會員及友人與本校愛好藝術師長同仁
大合照。 

  
火炎山  南寮漁港 

   

迷霧森林  海洋的

啟示 

   

         雪霸國家 上海朱家

公園     角古鎮   

 

 

●榮獲 2019 第六十六屆中

部美展入選 

●作品名稱: 大地之母 

●作者: 許朝富 

●創作簡述: 天地生養萬

物，抱著感恩的心感謝大

地之母的孕育。 

展覽簡介： 

真善美畫會成立十餘年來，會員們各個都是領略美學

奧妙與精髓的獨立藝術創作者。 

  每幅作品都深具個人風格及特色，將藝術融入生活，

從心所欲，悠遊於各畫派之中或創新技法自成一格，都

是會員們的真誠流露，值得細細品味駐足欣賞。 

  這次的展出希望可以帶給繪畫同好們一場精彩感動心

靈的震撼，期待給觀眾們耳目一新的視覺饗宴。 

  感謝主辦單位的協助。感謝您的蒞臨 ，讓我們的作品

得以呈現～展現風華。 

●榮獲 2019 第六十六屆中部美展

優選 

●作品名稱: 心鎖 

●作者:  黃秀蘭 

●創作簡述: 人人在扮演劇中的主

角，有各形式的劇本，但心靈深

處，似乎鎖著無法探索的秘密。 

 

 

 
真善美畫會獲獎作品 

 

●榮獲 2018 第十八屆台灣

國際藝術協會美展入選 

●作品名稱: 塵世／城市 

●作者: 薛惠月 

●創作簡述: 萬丈高樓平地

起，飲水思源，由高處俯

瞰 高樓漸起～ 



 

 

●國企系與行銷系共有 3 組同獲佳作獎項，師生同台授獎。 

●彰化縣王縣長惠美親臨本校行銷系攤位，為學生加油、打氣。 

 

 

▲郭炯村老師(左 1) 是業界第
一位擁有博士學位、五星級飯
店主廚榮耀的教師，從五星級
飯店點心房主廚轉任教師，烘
焙技術高超且實務經驗豐
富，還擁有國家級烘焙食品監
評、國家技能競賽評審資格及
相關專業證照 10 餘張。 

 

●畢業於文教事業經營研究
所邱柏勳校友也獲得國小
組 SUPER 教師，目前是頭家
國小老師（右 1)  

 

                                                           
●中臺科大師生同獲 SUPER 教師獎 

●水五金觀摩交流嘉年華行銷競賽 

今（2019）年度臺中市 Super 教師名單出爐，選出 6 名 SUPER 教師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 SUPER

教師選拔。本校除食品科技系郭炯村老師獲頒大學組 SUPER 教師，畢業於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邱

柏勳校友也獲得國小組 SUPER 教師，師生同獲殊榮實屬不易，這正是中臺科大「師優生良、相得

益彰」的最佳寫照。 

為發掘深耕教育的良師、樹立不同特質的人師典範，藉此影響並鼓勵抱持理想的教師持續投入教

育工作，自 2003 年起全國教師會開始舉辦「SUPER 教師獎」選拔活動，今年已邁入第 16 年，臺

中市教師職業工會洪維彬教師會長說明，為選拔臺中市 SUPER 教師代表競逐全國 SUPER 教師獎，

得獎教師必須通過書面審查、校園觀察教學、訪談等，遴選出優質且具代表性的教師，藉此激勵教

師創新教學。臺中市今年共選出 6 名 SUPER 教師，頭家國小邱柏勳、大德國小王仁齊、光德國中

林傑民、明道中學翁仲賢、中臺科技大學郭炯村、中國醫藥大學陳信君獲獎，他們將代表臺中市參

加全國 SUPER 教師選拔。…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51,r77.php?Lang=zh-tw 

衛浴五金用品（簡稱水五金）為我國中部地區聞名於全球的知名產業，尤其是水龍頭主要來自鹿港

頂番婆，該地區享有「水龍頭故鄉」之名。彰化縣政府特別舉辦「2019 水五金觀摩交流嘉年華」，邀

集中部各大專院校跨界合作，激發學生行銷創意創新、培養展覽行銷人員。本校國際企業系及行銷管

理系共組成七隊參賽，經過激烈競賽過程，共獲得第二名、3 組佳作及 1 組最佳解說獎，表現優異成

績斐然。 

「2019 水五金觀摩交流嘉年華」會展行銷競賽，來自中部地區大專校院共有 25 隊約 200 位學生，

競爭相當激烈，本校國際企業系及行銷管理系學生憑藉著外語能力與貿易實力優勢，過關斬將脫穎而

出，派出七隊參賽有五隊獲獎，真可謂成績十分優異。本校參賽團隊由國際企業系王耀毅主任及楊振

昇老師共同策劃，輔以行銷管理系游志平主任、黃玉凰副主任及林英顏老師聯合指導，透過會展與專

業管理課程，鎖定台灣中部聞名於世的「水五金」產業相關產品為目標，…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47,r77.php?Lang=zh-tw 



●臺中市政府盧秀燕市長、研考會曾能汀主委及各局
處局長及代表出席 

 

●綜合討論：各校提出市政建設相關提案與盧市長暨各局
處進行討論 

 

●臺中市政府攜手中彰投苗大專，共同推動市政建設 

台中市民最熟悉且萬眾矚目的「第 44 屆臺中市萬人健行活動」於 4 月 13 日在校正式展開囉！當天也於

排球場同步辦理社區服務行動柑仔店活動，熱情邀請您來參加。 

社區服務行動柑仔店(簡稱柑仔店)係由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及服務學習中心指導學生自治會，聯合全校

14 個系學會及 4 個處室所共同開辦的社區居民服務中心，活動中將提供市民多項生活上實用的服務活動，

例如，護理系「健康優活(健康照護活動)」、老人照顧系「動手動腦活化大腦(老年保健活動)」、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毛小孩的福音(動物健檢活動)」、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醫』同來健『檢』」、牙體技術暨材料

系「口腔學堂」、視光系「視力檢測」、資訊管理系「樂活走到飛：資訊軟體遊戲競賽」、食品科技系「食安

青年軍(食品安全宣導)」、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環安小教室」、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醫圜勾 go go」、

國際企業系「邁向國際化拼圖 DIY」活動、行銷管理系「行銷玩家：桌遊體驗」…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45,r77.php?Lang=zh-tw 

臺中市政府與中彰投苗各大專校院長期辦理推動市政

建設座談會，透過座談會建立政府團隊與大專校院的溝

通橋樑，攜手建設中部地區。4 月 8 日於本校辦理的推

動市政座談會除了是第 23 次座談會外，也是盧秀燕市長

就任以來，首度主持的座談會，中彰投苗地區各大專校

院校長踴躍出席，雙方針對市政發展相關議題及展望提

出諸多建議與發展方向，會議活動圓滿成功。 

當天臺中市政府於中臺科技大學辦理推動市政建設座

談會，臺中市市長盧秀燕率領各局處首長，與中彰投苗

4 縣市 20 幾位大專校院校長齊聚一堂，共同為市政建設

發展進行討論，盧秀燕市長致詞表示，肯定中彰投苗各 

●大家逗陣作伙來 萬人健行暨社區服務行動柑仔店 

●本校李隆盛校長(右 3)、陳錦杏副校長 (右 2)、謝玲鈴
學務長(右 1)、陳韋陸主任(左 3)、詹清全主任(左 1)、
郭明峰處長(左 2)等師長蒞臨參與 

 

 

 

大學與市府團隊的合作，定期透過座談會交流與互動，為市政建設與發展貢獻良多，也感謝中臺科大長期對市政建設的支持，除提供場地辦理座談會外，更已無償

提供部分校地供市政府建設「中臺科大觀音山步道」，讓臺中市民多了一個可以登高眺遠，欣賞臺中市美麗風景的好去處。中臺科大李隆盛校長表示，中臺科大很

榮幸能夠承辦盧秀燕市長與大專校院推動市政建設的首場座談會…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39,r77.php?Lang=zh-tw 



 

●中臺科大促進台美學術交流 締結姊妹校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近年來越來越多大學與海外學校合作開設雙聯學制，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本校

與美國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 Houston）於 108 年 3 月 27 日簽訂

｢雙邊學術合作備忘錄」，開展實質學術交流，未來本校學生可以在大學就學期間

赴美就讀，同時取得本校及美國聖湯瑪士大學雙學位，預計從本校國際企業系開

始啟動。 

美國聖湯瑪士大學 108 年 3 月 27日由該校校長 Richard L. Ludwick博士帶領副

校長 Christopher P. Evans、人文與科學院代理院長 Hans Jakob Stockton、……等

貴賓，在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交流科王姿懿專員陪同下前往本校拜訪，受到

李隆盛校長等人的熱烈歡迎，雙方同意共同執行實質深遠之合作計畫願景，初步

簽訂｢雙邊學術合作備忘錄」，締結姊妹校。未來預計與本校國際企業系建立姊妹

系，融合雙邊課程，簽訂交換學生條約及商學雙聯學位，並促成兩校學子於大學

期間到對方學校研修學分，畢業時同時授予台灣中臺科大及美國聖湯瑪士大學學

位或碩士學位。。…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37,r77.php?Lang=zh-tw 

●實習累積就業競爭力 中臺科大辦理實習廠商說明會 

108 年 3 月 20、27 日本校國企系為該系大三學生舉辦「中臺國企系實習廠商說明會」，

藉由實習廠商說明會提供學生實習與就業的平台，並透過實習說明與面試機會，協助學

生快速連結就業，讓學生提前掌握職涯方向，畢業後立即學用合一。這次參與說明會的

廠商是來自全國各地具代表性且能對應國企系教學模組的知名廠商，分別有宏全國際、

南山人壽等廠商、曜捷國際物流、昇恆昌、光國股份有限公司、開源報關行、沛華實業、

元貝、鉅業精機、谷野會館、東山國稅局等單位，說明會中各家廠商熱心介紹產業現況

及實習規劃，期望同學們透過實習能無縫接軌就業，學生們藉此機會更進一步認識未來

實習的廠商，參與實習完成就業準備。…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38,r77.php?Lang=zh-tw 

●兩校大合照-美國聖湯瑪士大學人文與科學院代理院長 Hans Jakob Stockton(前排
左 1)、聖湯瑪士大學副校長 Christopher P. Evans(前排左 2)、聖湯瑪士大學校長
Richard L. Ludwick 博士(前排左 3)，本校李隆盛校長(前排右 3)、陳錦杏副校長 (前
排右 2)、許世光研發長(前排右 1)等人 

 

●全國規模最大且營收第一的海運承攬運送公司沛華集團魏嘉宏經理介
紹集團實習連結就業方案 

 



 
●2019 醫管系學術研討暨論文競賽 

「2019 中臺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暨論文發表會」於 108 年 3 月 22 日舉

辦，是為大四畢業生一年一度之專題成果發表盛會，發表的組別共二十組，與會

人數達一百六十多位。各組專題生歷經指導教授一年的時間研究與討論，不但增

進了專業知識及技能，並提升職場競爭力，也期盼藉由公開發表作品，讓學生相

互觀摩砥礪，提高專業水準，更期待學生除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持續學習外，藉

由專題發表的過程，深刻體驗醫管專業的重要性。 

研討會二場演講特別邀請慧誠智醫股份有限公司余金樹總經理，講題為智慧醫

養大健康，內容有關智慧醫療領域，讓同學踏入職場前能了解未來智慧醫療應用

的層面及如何能藉由 AI 管理自我健康狀況。 

另一場演講則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經營服務中心劉子綺副主任，講解即將

至職場實習同學對職場工作應有的態度，演講內容不但精彩，也獲得同學熱烈迴

響。…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35,r77.php?Lang=zh-tw 

●校外租屋有認證 中臺科大揪感心 

大學生活中最讓人困擾的事情莫過於校外賃居。教育部

為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降低意外事件發生，特別建置

「管理及推廣雲端租屋平台系統」，除推動平台系統全面

行動化改版外，每年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校外賃居建物安

全訪評工作。本校於 108 年 3 月 26 日辦理「友善校園學

生校外賃居安全博覽會」，秉持「友善校園，賃居關懷」

精神，確保學生校外賃居安全。 

本校長期關懷學生校外住宿生活，除了定期會同消防單

位前往學生租屋處安檢之外，更積極辦理各項校外賃居安

全及生活關懷相關活動。108 年 3 月 26 日「友善校園學生

校外賃居安全博覽會」於天機大樓萊爾富便利商店及風雨

走廊進行，…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36,r77.php?Lang=zh-tw 

 

 

●今年專題發表競爭激烈，各組學生表現都非常出色，由校外評審公正的選出優秀
專題，A 組第一名林佳蓉同學等 

●專題發表競爭激烈，各組學生發表情形 

 
●學生與房東(已獲安全認證的房東)面對面會談 

 

●學生校外賃居安全博覽會 

   



本校為拓展醫管系學生國際視野，推動國際學

術交流，促進雙方文化認識與學習，本校姐妹校

東京琦玉縣日本醫療科學大學上田大輔副教授

帶領該系科師生展開為期五天學術之旅。 

當日活動由陳錦杏副校長主持，洪錦墩副教務

長、醫管系許哲瀚主任、林川雄副主任、龔建吉

老師、研究生及大四生王彥儒同學等出席，首先

播放學校日文簡介影片及互贈紀念品等。  

 

●中臺科大攜手小林眼鏡 共同推動視光人才培育 

●拓展醫管國際觀－與日本醫療科學

大學學術交流 

本校 108 年 3月 15 日與小林眼鏡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

學合作備忘錄，透過產學合作共同關懷視力保健，攜手把

關國人視力健康。 

自 2008 年成立視光系，十餘年來已培育超過 650名畢

業生，為我國驗光人才培育之重要搖籃。因應國內驗光人

員考照及實務學習需求，中臺科大積極爭取學生見習與實

習機會，特別與小林眼鏡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備忘

錄，提供本校視光系學生見習名額，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

到小林眼鏡門市學習，透過實務學習有效增進驗光技能，

更從中學獲得門市管理的知能及寶貴精神，真可謂一舉數

得、創造雙贏。…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27,r77.php?Lang=zh-tw 

 

●全體合照 

 

●張總經理代表小林鐘錶眼鏡股份有限公司與
晉弘科技公司，捐贈 4 台數位眼底鏡給本校視
光系 

 

●本校姐妹校東京琦玉縣日本醫療科學大學上田大輔副教授
帶領該系科師生展開為期五天學術之旅 

由許哲瀚主任介紹本系，並討論如何擴大與日本醫療科學大學學術交流活動，再由龔建吉助理教

授介紹臺灣的健保制度，討論雙方醫療制度的變遷，接著帶領日本師生參觀醫管系環境設備及國

內首座動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與醫放系設備等。 

中午共進午餐，播放醫管系學生至日本參訪交流影片，並引起日本醫療科學大學師生熱烈回響…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29,r77.php?Lang=zh-tw 

 

 

●帶領日本師生參觀醫管系環境設備及國內首座動
物放射治療研究中心與醫放系設備等。 



本校長期推動印尼學術交流與互動，除了成立「印尼國際志工服務

隊」，連續 12 年招募志工前往印尼進行健康照護服務之外，更與印

尼 University of Muhammadiyah Yogyakarta、STIKes Kusuma Husada 

Surakarta 等校簽訂 MOU 進行學術交流。今（2019）年 3 月 2-17 日

期間 STIKes Kusuma Husada Surakarta 校長帶領 6 位師生到本校進

行參訪，具體落實兩校雙方學術交流。 

印尼大專校院分為 STIKes（專科）、INSTITUTE（學院）與 UNIVERSITY

（大學）三層級，STIKes Kusuma HUsada Surakarta 位於印尼中爪哇

省，去（2018）年申請直接改制為大學，目前該校共設有 11 個科系

學生人數超過 2,000 名，其中護理與助產科系為學生人數最多的科

系。本校護理研究所畢業生 Irna Kartina，畢業後返國任教於 STIKes 

Kusuma Husada Surakarta，除擔任護理系精神科護理教師外，並兼

任該校新成立的國際交流處主任。鑒於印尼大專校院積極推動學生海

外見/實習、學術交流、參訪，本校校友 Irna 老師於 2018 年 11 月與

本校護理學院簽訂 MOU，正式開啟雙邊合作交流，並規劃安排 3 月為

期 2週的實質交流活動。…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23,r77.php?Lang=zh-tw 

●深耕教育新南向-中臺科大推動印尼學術交流 

 

 

 

 

●中臺科大促進國際交流 日本高崎商科大學來台參訪 

本校長期致力國際交流，與日本許多大學校院均簽訂合作備忘錄並締結成為姊妹校，日本高崎商科大學

（Takasaki University of Commerce）就是其中一所。日前（108.03.11）高崎商科大學 15名師生，在萩原

豪（PhD.Go Wayne Hagiwara）教授率領下訪問中臺科技大學，受到該校校長李隆盛教授、副校長陳錦杏教授、

國企系王耀毅主任、楊振昇教授及日籍兼任教師來山里奈老師等人的熱情接待，兩校師生透過一連串精彩豐

富的活動，展開熱絡交流，促進彼此文化認識與學習。 

此次高崎商科大學參訪交流活動，由本校國企系師生負責規劃與接待，於該校天機大樓六樓國企系 2620 財

經專業教室進行，過程中除針對姊妹校相關國際學術交流事宜進行廣泛討論、播放學校簡介影片及互贈紀念

品等儀式之外，並由國企系楊振昇教授帶領兩校師生進行互動教學活動，為交流活動帶來實質的學習經驗，

與會日籍師生感到非常新鮮及有趣。…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25,r77.php?Lang=zh-tw 

 

●日本高崎商科大學
（Takasaki University of 
Commerce）萩原豪
（PhD.Go Wayne 
Hagiwara）教授、本校校長
李隆盛教授、副校長陳錦杏
教授、國企系王耀毅主任等
兩校全體人員集體合影留念 

 

 ●國企系財經專業研討室活動由日本高崎商科大
學（Takasaki University of Commerce）萩原豪
（PhD.Go Wayne Hagiwara）教授開講 



 

 

  

 

本校去年購置一輛行動餐車，在校園中販賣蘿蔔糕、蔥油餅及鬆餅等簡易料

理，廣受師生好評與喜愛，配合時下休閒健康飲食風潮，由牙技系陳璿恩同學

以大學生的一天為主軸，設計出老師樂教學生愛學的和諧景象及健康活力的休

閒風貌，透過繽紛色彩與創意圖案彩繪餐車吸引顧客，展現健康樂活校園意涵、

由畢業校友陳慧瑛護理師指導學弟妹研發健康蔬食，為本校師生帶來更健康的

特色餐點。除此之外，因應智慧科技使用風潮，資管系李桂春老師攜手「聲達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學生團隊，共同開發一款結合預約訂餐、現場點餐、

套餐組合優惠及後台管理等功能的餐車 APP，除推動無紙化點餐作業、節省等餐

時間之外，更能透過收集顧客資訊，有效分析客戶喜好、供餐狀況及銷售時

段……等，以利調整餐車經營策略，提高營運效能。今（2019）年 3月 6日中

臺科大於校園中舉辦中臺餐車換新裝開幕典禮，以吸睛百分百的休閒彩繪圖

案、便利快捷的行動點餐 APP、健康美味的蔬食餐點，創造學生微型創業新局面，

李校長肯定創業教育的學習效益，鼓勵學生從做中學的實際參與，具體實踐跨

領域創業知能的學習；…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20,r77.php?Lang=zh-tw 

台灣護理學會每年主辦「護理碩士班學生臨床實習成果競賽」，有來自全國各公私立大學護理碩士

班之在學學生或畢業生參賽。本校護理系游金靖老師指導的研究生郭俊弘與曾詩評同學，以「應用改良

式男用尿布改善成人失禁性皮膚炎照護實習成果」，參與護理碩士班學生臨床實習成果競賽，經過激烈

之競逐過程，脫穎而出，榮獲金獎之最高殊榮。 

「護理碩士班學生臨床實習成果競賽」宗旨是藉由碩士生實習成果競賽及觀摩，探索臨床實務進階

能力之核心內涵與範疇，反思扎根與創新的護理措施或策略，展現碩士生整合理論、需求評估、臨床情

境以及執行評值之專業核心能力，做為碩士生實習教學之參考，以提升護理進階臨床教育之品質，並進

一步思考如何因應台灣進階護理教育之未來趨勢及需求。….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17,r77.php?Lang=zh-tw 

▲參賽師生合影(游金靖老師(左一)、郭俊弘(中間)、曾詩

評同學(右一) 

 

●產學合作組組長江青桂老師與餐車服務人員合影 

●狂賀！中臺科大護理系榮獲台灣護理學會護理碩
士班學生臨床實習成果競賽金獎殊榮 

●微型創業啟新局，中臺餐車換新裝 



 

 

 

 

                                                                                                                           

 

 

                                                                                                                         

                                                                                                            

                                                                                                                       

 

 

 

 

 

 

 

 

 

 

 

 

 

 

 

 

 

 

 

 

●【藝文展覽】108/3/11~108/04/02 走心人生-何經源個展 

展覽時間：108 年 3 月 11- 4 月 2 日  

開幕茶會：108 年 3 月 13 日中午 12：00  

展覽地點：中臺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勤學樓 2)   

主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秘書室 

承辦單位：中臺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開放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9:00~17:00 

(3/28 開放至晚上 8:00)   

週六.日.國定假日休館 

http://ctustart.w4.ctust.edu.tw/files/14-1023-40063,r2-1.php?Lang=zh-tw 

 

 

 

 

 

▲▼當天開幕茶會盛況  

 

走心人生 晴花朵朵開 

文教所人像 中臺校長 

人猴共生 

美好咖啡

生活 

 

 

●何經源的文創商品~ 

1.文創杯墊 2.環保餐具組 3.走心豬月曆 4.木質隨身碟  

5.走心豬電競墊 

▲藝文中心的鋼琴志工王皓維同

學，當天彈奏優美的曲目 

▲開幕茶會當天何經源與文教所洪志倫所長(左 2)、兒 

教系陳姿蘭副主任(右 1) 及校友劉駿宏學長(大里區 

戶政事務所主任)(左 1) 

●
開
幕
茶
會
當
天

，
作
者
何
經

源
與
文
教
所
師
長
及
學
長
姐

合
影
留
念  

 

 



本校中臺管樂社於 108 年 3 月 8 日、9 日參與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 B

組，榮獲銅管五重奏優等以及木管五重奏優等第一名，成績十分優異！   

參與這次比賽的成員有：應外系四年級施恒萱、蕭芝婷、蔡如心，醫放系四年級黄德睿、

洪永穎，資管系四年級陳仕翰，牙技系一年級許慈庭，醫技系一年級花弘昇以及護理系一

年級黃千瑜，其中特別感謝本社樂團指揮老師余文凱老師，在賽前替同學們加強指導。 

重奏需要極佳的默契，在沒有指揮的情況下需要每個演奏者互相配合以及做好每個樂器

的音量平衡，而我們團員在有限的時間裡，利用課餘和假日抽空練習，努力不懈最終獲得

優良佳績。 

中臺管樂社成立已有 15 年之久，成員皆是喜愛管樂的學生，彼此透過合奏及團練來培養

絕佳的默契來提升社團的向心力，也定期規劃社區服務之演出以及在校內規劃音樂發表

會，廣受好評。未來將會繼續前進，宣揚音樂藝術風貌，期盼各界能給予我們更多的支持

與指導，更感謝各界長官對中臺管樂社的支持與厚愛。 （中臺管樂社提供）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臺

管樂社獲獎 

●社樂團指揮余文凱老師 

●台中縣豐原市人，國中時啟蒙學習小號 

●東海大學攻讀音樂研究所碩士學位期間，
師事許榮富老師主修小號，並擔任東海大學
音樂系管樂團以及管弦樂團小號首席。 

2006 年受邀加入台灣銅管五重奏擔任第 

二小號，迄今於台灣各地巡迴演出備受好評。 

                      現擔任豐原高中校
友管樂團常任指
揮；大葉大學、勤
益科大、豐原高
中、衛道中學、大
甲高中、大甲高
工、后綜高中管樂
社指導老師以及衛
道中學、苗栗高商
管樂社小號分部老
師。 

 

時間匆匆，歲月如流。年前，整理辦公室，無意間在塵封的書櫃的底層

裡，竟赫然發現三十年的 

●108/2/22 上午劉瑞琳老師帶來他多年收藏的中
臺嶺報紙(自 78 年~82 年)，轉交藝文中心代為
收藏及保管 

約兩年期的中臺嶺月刊， 仔細思量，是我當年擔任學校文書組組長的

一批收藏品。輕輕翻動之餘，版面除略為泛黃之外，圖文仍如剛剛發

行一般。三十年的中臺呀!一晃眼的隙駒，易馳的時光，就這麼從指間

閃過。月刊內文中留存有諸多資深教師及學生的倩影，有當年創辦人、

校長每月諄諄的教誨，全校宛如一家人的惺惺相惜，真令人流連不已。

曾是中臺翻過去的一頁輝煌校史，點染出多少莘莘學子風華正貿的麗

影，也鋪陳了前輩們點滴心頭的昂揚壯志，那是美好難續的傳說與故

事。我棉薄的捨愛，無足掛齒，摯願交付學校永遠典藏，期盼這份學

校該有的繼往榮光，能夠照亮三十年後的中臺，成為學校繼續往前邁

進的一股精神文化。                                         

~2019.03.26~ 

 

 

●有關中臺嶺的一些回顧        ●文 ●劉瑞琳老師 

 

 



  
●中臺科大退休教職員聯誼會舉辦 「奮起湖+阿里山日出逍遙二日遊」  

本校中臺科大退休教職員聯誼會於 108 年 04 月 12–13 日舉辦「奮起湖+阿里山日

出逍遙二日遊」，由黃正文前校長(聯誼會理事長)與王文瑞老師(聯誼會總幹事)主辦

與帶領下，共計 34 位團員參與。  

 
第一日: 早上 07:00 學校大門集合報到，享用早餐與王老師送的芭樂

(含葉子)，途中漫遊過牛埔仔愛情大草園，中午造訪奮起湖 (森林步道

-老街-肖楠母樹林-星空小屋-特產老街-森林火車展示館-懷舊月台)。中

餐享用奮起湖飯店懷舊鐵路便當後，前往十字路車站尋幽，遇到本校

護理系校友戴女士(團員陳明珠老師的導師班學生)，擔任鳴心咖啡店老

闆娘，熱情的招待與十字路車站環境導引與介紹，並細說著當年帶著

兒子到中臺求學的趣事。 

 

 

 

 

●陳明珠老師(右)的導師班

戴同學(左)熱情的招待 

●星空小屋 

●小笠原山看日出與雲

海，當天運氣非常好能

見度佳，美景盡收眼底。 

●懷舊鐵路便當 

第二日: 04:00 晨喚搭乘小火車前往小笠原山看日

出與雲海，當天運氣非常好能見度佳，美景盡收

眼底。享受完美景與早餐後，漫步姐妹潭-木蘭園

-受鎮宮-巨木步道-神木車站-樹靈塔-香杉巨木-香

山國小-三代木-櫻花道。中餐過後，漫步特富野古

道。非常愉快與歡樂的一段旅程。                                     

 （中臺科大退休教職員聯誼會提供） 

 

 

  

  

 

 

 



護理學院的 LOGO 

護理學院的 LOGO 是圓形 CN 護理學院是從照顧嬰兒到老年都涵蓋，圓形

是生生不息的意思，循環不已的象徵。中間黃色光芒是希望接受過照護過的

人，被照顧過的人，都有溫馨的感覺與經驗。CN 是 College Nursing 以人為對

象「關懷照護 撫育照顧」的意思。 

 
因應未來臺灣每五個人就有一位是長者，護理學院推一院一特色的課程，有兩

個重點，推動 一、失智症的全人照護，二、長者與吞嚥困難飲食開發。 

1.推動失智症的全人照護概論 

臺灣失智症的人口約有 28 萬多人，全世界每三秒增加一人，台灣約 40 分鐘有

一位，失智症還沒有辦法有效治療，一旦被診斷或是還沒有確診的，造成家庭及

社會很大的負擔。所以有這樣說法；「雖說他已經不在了，我們卻都還在。」護

理學院在 10 年前就有全人照護概論的課程，從 107 學年度開始，護理學院的共

同必修課程改成失智症的全人照護概論，為此也編了一本教科書。 

對於北屯區或全台中市的市民，希望本校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是息息相關

的。藉由推動失智症的全人照護概論，全院師生都能夠走入社區，建置一個失智

症的友善社區。藉由師生的宣導，讓社區對於失智症能有更多的認識，能減少一

些令人痛心的事件發生。 

本院希望這部份跨領域跨院，不只是護理學院師生的課程，其他院系同學也可

以修課，這樣才能夠更普及。例如，黃心樹老師申請勞動部就業學程計畫，是關

於失智症的間接照護計畫。而學習此課程的學生是老人照顧系及醫務管理系的同

學，設計卡片；如麋鹿的樣式，取其諧音「迷路」。聽說卡片賣的很不錯，到中

山醫院的公照中心實習，將卡片在海報展中展出，獲得很大的迴響。所以希望失

智症的全人照護以護理學院當作基地，普及健康科學學院及管理學院的學生可以

參與，成為本校的特色。 

 

物，或是用果汁機打成泥狀。吃飯時咳嗽，嗆到時咳嗽，別人就會給予鄙視

的眼光，所以造成不想和大家一起進食的現象，寧願躲在自己的房間進食，

不願意和大家一起互動。這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這個議題，有吞嚥困難的問

題需要從還沒有老的時候就要預防了，因此護理學院在推廣避免吞嚥老化，

就要從避免肌少症，要多做口腔運動。例如可以配合黃帝內經所提到的嚥涶

養腎，利用口腔運動來吞下自己的唾液，這也是很好的口腔運動的方式。 

另外也和食科系中餐的專家的呂老師及與中西餐點心專家的郭老師，一起

合作開發吞嚥困難的長者的飲食。長者雖然有吞嚥的困難，但當他們拿到餐

盤時，食物的外型跟大家都一樣，不再被剪碎也不被打成泥狀，但吃到嘴巴

的質地是柔軟的。甚至舌頭頂上去就可以化掉了，譬如雞胸肉也可頂上去就

可以化掉了。日本這方面已進行 20 幾年了，目前也只有一些初步成果。臺灣

在吞嚥困難飲食方面則是起步較晚，大約是最近兩年才開始重視。市面上還

沒有像日本一樣的飲食，因此我和李老師及郭老師討論時，發現在飲食界很

少注意這個區塊，這兩年投入之後，發現這是一個很大市場。希望能夠成立

中央廚房，供應全台或是國外的需求。 

在吞嚥困難方面，有關肌力的訓練是很重要，譬如舌頭、面頰的肌肉，這

些力量的常模建置，在日本及韓國只有幾篇研究，但這些研究主要是針對他

們的國人，而非華裔的常模。目前護理學院有一個小組，正在進行研究，然

而這些研究的機器都是國外進口的，價格非常昂貴。因此結合邱老師的美學，

李老師是 IT 部分，王老師則是老照系的物理治療師，院長的護理照護專業，

邀請業界的居家護理所，也和工研院聯絡，由工研院作原型，申請科技部工

程師「智慧輔助科技長照服務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希望能夠由國人研發

改良以降低成本，造福更多吞嚥困難的人，是我們護理學院正在努力的方向。

（採訪撰稿/陳錫仁 108 年 03 月 21 日） 

  

2. 長者與吞嚥困難飲食開發 

今年 1 月 28 日衛福部公告新聞，臺灣長輩有吞嚥困難的，超過四十萬人。其中

一萬人左右吃一頓飯要超過兩個小時，這問題在台灣已經蠻嚴重了。有吞嚥困難

的老年人在吃飯時是沒有尊嚴的，因為他們的食物常被剪成如小朋友吃的切碎食 

  

●護理學院一院一特色---胡月娟院長專訪 

推動失智症的全人照護  長者與吞嚥困難飲食開發 



  

 

 

 

 

 

 

 

 

 

 

 

 

 

 

 

 

 

 

 

 

 

 

 

 

 

 

 

 

 

 

 

●母校秘書室與校友總會搭起溝通橋樑 

108/4/18(四)下午三點，於中臺科技大學培里尼咖啡廳，母校秘書室 

●感謝陳錦杏副校長介紹鄭國豐學長加入中臺校友會 

108/2/15 感謝陳錦杏副校長介紹鄭國豐學長加入中臺校友會，爾後常務理事林欣瑩和常務監事

歐真宗，偕同拜訪由鄭國豐學長創立之探索發現幼兒園、當天鄭學長熱情招呼，氣氛融洽，增

進不少友誼。鄭學長事業有成，熱心教育確實值得學習！大家並獲邀參與探索發現幼兒園春酒

餐宴，活動熱鬧而隆重，令人讚佩！ 

（中臺科大校友總會第 9 屆副秘書長林欣瑩提供） 

 

  

 

●107 年度教職員工新春餐敘  校友會熱情參與贊助
摸彩品 

108/1/24 母校在新天地餐廳舉辦教職員工新春餐敘，校友會劉副會長永詳協同理

監事及會員、北屯區區長及歐監事兼里長，熱情參與，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

助摸彩品，場面歡樂！ 

（中臺科大校友總會第 9 屆副秘書長林欣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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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凱元主任祕書和藝文中心陳錫仁主任協同校友總會林文進總會長、劉

永詳副總會長、楊啟東前會長、陳芮蓁常務理事、廖冠賀副秘書長、林

欣瑩副秘書長等人，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下，熱烈討論校友總會會務運作

如何與母校有更多密切的合作，在招募應屆畢業生新會員方面，是否有

更好的辦法等等，希望能夠搭起學校和校友會的橋樑，以得到更進一步

溝通與協調，與會討論氣氛和諧並且收穫滿滿！ 

（中臺科大校友總會第 9 屆副秘書長林欣瑩提供） 

▲校友會監事呂佳雯先生健康居家護

理所林廣聖主任(右 1) 

▲左起 1陳芮蓁理事 2. 副秘書長林欣瑩 

3.楊美玉護理科系友（林麗鳳老師的同

學、黄纯義醫師的夫人) 4.梁嘉文護理科

校友 5.葉玉霞護理科校友 



業)。 

●上課時間: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AB834hENSc5wmJhx6 

  

●108 年度暑期夏令營－來趣運動

FUN 一夏    

眾所期待的運動夏令營來瞜~ 

課程皆為 2 週，為國小 3 至 6 年級同學設計專屬體

能菜單 

專長師資都大有來頭阿~ 

快來報名~ 

https://reurl.cc/Apb0K 

 

●108 年驗光師國家考試證照輔導班 

一、主辦單位 

  中臺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二、上課時間 

  第一梯次：2019/07/08~07/19  07：30 至 17：00 (羽球營) 

  第二梯次：2019/07/22~08/02  07：30 至 17：00 (高爾夫球營) 

    第三梯次：2019/08/05~08/16   07：30 至 17：00 (羽球營) 

          自由選擇上課日期；每班最多招收 30 人 

三、參加對象 

  國小 3 至 6 年級生。 

四、授課地點 

        本校中臺科技大學教室、運動場地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08 年 06 月 17 日(四)， 

名額額滿將提前截止。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5sq5MbZaAoeaaQLT8 

為提高本校系友通過驗光人員證照高考及格率，成為合格之驗

光師，特辦理此「證照輔導班」。   

一、招生對象 

(一)具備考驗光師國家考試之夥伴。 

(二)欲考取驗光師證照之夥伴。 

二、上課時間  

 

三、招生人數: 以 60 人為原則 

四、上課地點: 本校教室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05 月 29 日(三)17:00 止或額滿為止。

●報名網址：https://goo.gl/W5f8eD 

 

●108 年母嬰照護調理師(月嫂)訓練班招生 

本校推廣教育處為導入現代化母嬰照護正確觀念及人

本關懷之服務技術，兼顧懷孕過程、產後調養及新生兒

照護三階段專業技巧之實務訓練，培養優質的母嬰照護

人才。 

提升母嬰照護服務品質，強化膳食調理技術，培養「母

嬰照護及調理」之專長，協助二度就業婦女擁有專業技

能；學成後，可直接進入職場。 

●招生對象  

年滿 20 歲以上，受完國民義務教育。(民國 6-56 年為

國小畢業、57-102 年為國中畢業、103 年以後為高中畢 

 



  

 

●108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

訓練招生 

為因應逐年增加之公共托育中心及私立托嬰中心，培訓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並亦提供其他兒少福利機構主管人員之

在職培訓管道，鼓勵相關兒少福利人員提升管理專業技能，進而

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福祉。針對機構經營需求及嬰幼兒發展不同

階段之需要，提升參訓學員相關實務知能。 

●招生對象  

●上課時間 

 

一. 本系 108 學年度文教所學分班預開設 1

個班級，於 10 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招生。 

二. 報名資格：大學畢業或同等學力。 

三. 上課地點：豐原國中 

四. 聯絡人： 

中臺科技大學 

(1). 推廣教育處 ：蕭安娣經理 -負責學分班

開入等教務及註冊 ( 04 -22391647 22391647 

分機 6204 6204 500269@ctust.edu.tw 

500269@ctust.edu.tw 500269@ctust.edu.tw 

500269@ctust.edu.tw ) 

(2). 文教所：洪智倫所長-文教所專業課程

安排 0933-510959 clhung@ctust.edu.tw 

 

 

●108 學年度豐原區學分班開課

計畫 

●課程規劃如下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0trhdsAllkEgEKJr1 

 



 

 

 

 

 

 

 

 

 

 

 

 

 

  

●親吻蜜戀烘焙坊~烘焙練習曲 

✽ 5 月 25 日 挑逗全世界的味蕾： 

玫瑰荔枝覆盆子塔 

 

 

 

●108 年福浪曲法式料理廚房 

◣ 除了重金禮聘高級烘培老師~ 

我們也有超專業的法式主廚~ 

偷偷跟你們說: 

主廚的餐廳天天客滿阿 

快快報名去~ 

https://forms.gle/FD8koRFhJWGvL4fn6 

~親吻蜜戀烘焙坊~烘焙練習曲~ 

●4 月 27 日 首部曲 甜點的美麗與哀愁：繽紛乳酪蛋糕＆瑞可達美樂蒂 

●5 月 04 日 首部曲 2 甜點的美麗與哀愁：夏日百香芒果芭蕾＆濃情朱古力 

●5 月 11 日 第二部曲 彩繪你的人生 ：巧克巧克彩繪糖霜 

●5 月 18 日 首部曲 3 甜點的美麗與哀愁：羅勒草莓舞曲&金莎榛果香提 

●5 月 25 日 挑逗全世界的味蕾：玫瑰荔枝覆盆子塔 

 

 

 

閒閒假日沒地方去！！我們聽到您的心

聲了，每周六接力開課親吻蜜戀烘焙坊 

您還不來參加嗎？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TW7qnnWnWwUtBC7Z8 

 



  

●108 年度『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訓練班』

HNT02 招生 

 

●上課時間 

昏昏欲睡的下午，就是需要一些甜點來安慰辛勞的自己以及五臟廟；你知

道甜貓餅乾獨家配方不止平而且好吃嗎？看 YouTube 也學不會的糖霜調製技

巧，只有在這學得到。糖霜一條龍烤餅調糖霜繪製一次就讓你學會。 

那配色和設計是美到讓人目不轉睛。上過她的課的學生都知道她的課很有

魅力。 

中臺假日班：5/11(六) 9：30-13：30 (約 4 小時)   

課程內容: 

✔餅乾麵團示範  ✔壓模技巧   ✔糖霜製作示範 

✔糖霜乾濕調製技巧實作   ✔濕加濕拉花技巧 

✔分層概念 

成品：6 片 

快來報名 

https://forms.gle/TW7qnnWnWwUtBC7Z8 

 

✽5 月 11 日  彩繪你的人生 ： 

巧克巧克彩繪糖霜 

 

 

✽4 月 27 日  甜點的美麗與哀愁： 

繽紛乳酪蛋糕＆瑞可達美樂蒂 

●第二部曲 彩繪你的人生 ：巧克巧克彩繪糖霜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四之一」規定，僱主

對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應使其接受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訓練課程。 

另事業單位應視該場所之規模及性質，依「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

規定所訂之人力配置及臨廠服務頻率，雇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之醫護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 

第一班爆滿後，再應大眾需求加開一班。 

快快報名去~ 

https://forms.gle/ptqqA3E9k6KW3TaB7 

 



 

 

 

 

 

 

中臺科技大學 FB：https://www.facebook.com/CTUSTNO1/ 

 

中臺科技大學 IG：https://www.instagram.com/ctustofficial/ 

 

LINE ID： @npm1084u（含@） 

 

~由於您的支持與認同，中臺科大得以永續經營 

您的捐款我們將秉持「關懷、誠信、獨特、服務」教育理念，做

最大化的運用，感謝您的持續關心與愛護~ 

✽捐款單可自秘書室網頁下載 http://secretary.ctust.edu.tw/files/11-1002-4100.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