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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鶺鴒：一身黑白分明的極簡風格，喜歡在水邊活動，常出現在中臺湖

邊的地面上，一邊快走一邊低頭啄食小蟲，行走時長長的尾巴還會上下

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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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院長布達典禮  7/30 假天機教學大樓哈佛教室舉行 

 

108 年 7 月 30 日人事室舉辦 108 學年度健康科學院與人文及管理學院院長佈達典

禮，教職員們均到場見證；陳錦杏副校長致詞表示，感謝卸下重任即將退休的前院長

潘銘正教授的無私奉獻，任內完成系所評鑑、校務發展計畫....等階段任務，期許新任

的吳世經院長及楊志慶院長能持續擘劃健康院與人文及管理學院之發展，並與同仁群

策群力，協助本校邁向另一高峰。 

另，108 學年度計有副教務長張美雲博士、人文及管理學院副院長王惠姿博士、醫

放系主任林政勲博士、國際企業系主任王偉文博士.....等單位主管進行交接！ 

 

（本資料由秘書室、人事室提供） 

 

 

●由陳錦杏副校長(中)監交下，卸任潘銘正

院長(右一) 將印信交給新任吳世經院長

(左一) 

●陳錦杏副校長及 

新、舊任院長致詞 

 

●由陳錦杏副校長(中)監交下，卸任潘銘正

院長(右一) 將印信交給新任楊志慶院長

(左一) 

 

 

 

 

 

 



 

 

 
●中臺科大辦理的(人 政府 治理)的公民對話，由林政勳博士說明公權

力與私全力共同提出的價值主張，才能以對話代替對立共同治理地方 

 

●全體人員大合照 

 

●劉俐穎老師於揭

畫儀式後，特別

說明感念中臺科

大林政勳博士領

導的 USR 團隊對

水圳保護的用心 

 

●透過對話減少對立 中臺科大推動城市治理 

2019 年為地方創生元年，謙聽在地的需要，從地方出發，以民為主的價值主張，是透過

對化凝聚共識的過程，並以日本「人、町、治理」的對話模式，投入公權力與私權力齊力

推動地方活化、地方創生，最終以增加島內移民為目標。 

教育部透過二年期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引導大專校院師生組成計

畫與執行團隊，作為地方創生的種子群，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

任，培育在地發展人才，透過大學、地方政府、企業投資故鄉所形成的「公民戰略連線」，

為自己的家鄉努力。 

中臺科大「走吧!台中三十張犁的圳路輕旅行」於 7 月 27 日(六)上午 10:30 於台灣民俗文

物館地下一樓演講廳，藉由辦理「拓印賴家記憶-推動北屯賴學計畫」的機會，辦理一場在

地議題的公民對話，出席的貴賓有北屯區李印欽區長、文化局陳素秋專委、北屯區曾朝榮

議員、陳成添議員、平福里張振治里長、北屯里歐真宗里長及中臺科技大學副校長鄭凱元

教授，共同聆聽在地公民的價值主張，與會公民計約 100 人。…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95,r77.php?Lang=zh-tw 

 

●劉俐穎老師(左四 )有感於中臺科大對圳路的用心，特贈圳路手繪

圖，進行揭畫儀式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95,r77.php?Lang=zh-tw


 

 

  

中臺科大與光國產學合作培育人才 

共創雙贏 

兼重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的專業型優質中臺科技大學，以「展能、活力、國際化」營造全人教

育的學習環境，促使每位學生能多元適性、自我超越。為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協力在地教育發展，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國際印尼志工隊由黃良圭與林冠語老師帶領下，108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19 日

與臺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發展協會合帶「夏日 young 活力夏令營」活動，在賴進堂里長與廖智宏

總幹事的促成與持續關懷中，共有來自臺中市北屯區水湳里 23 名弱勢兒童參加，透過活動引導小

朋友活力熱忱、展現自信，有效發揮互相照護的精神，大手牽小手讓學員探索水湳社區大小事。 

本校護理系國際印尼志工隊已創隊 12 年，每一屆成員均具有過人的專長與才藝，且對學習新知

和社會關懷具高度熱忱，對國際健康醫療議題更有著濃厚執著，本著「做中學，學中做」之態度，

透過實際服務之具體效率執行，揚名於印尼雅加達、萬隆、勿里洞，協助安養院、特殊學校、孤

兒院等弱勢團體共同度過美好時光，並獲多方長輩讚賞與鼓勵，…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90,r77.php?Lang=zh-tw 

 

 
 
●小小社區導覽員 

●「夏日 young 活力夏令營」成果發表會大合照 

本校與台中市新社區光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攜手合

作，開設白天光國上班、晚上中臺科大上課的產學合

作用才和育才模式。 

本校李隆盛校長、研發處技產組江清桂組長與國際

企業系王耀毅主任於日前拜訪光國企業李光國總經理 

及人力資源室蔡主任，洽談合作事宜。李隆盛校長表示，本校進修部正在招收高中、高

職畢業生中，從事外銷體育、旅遊和戶外用品製造的光國企業提供就業機會給中臺科大

進修部新生一邊就業、一邊就學，有意者可查詢本校「招生資訊」網頁，選擇念國際企

業系或其他系。…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93,r77.php?Lang=zh-tw  

 

●本校李隆盛校長(左

二)、研發處技產組江

清桂組長(左一)與國

際企業系王耀毅主

任(右一)共同拜訪光

國股份有限公司李

光國總經理(右二) 

●中臺科大國際志工隊，深耕社區， 

帶動兒童提昇暑期學習力 

 ●李隆盛校長致詞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90,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93,r7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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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獎壯年組(女) ●獲獎獎公開組(男) 

 

  

 

 

位於大坑風景區的中臺科技大學與大屯區的大里仁愛醫院，因為地利之便及醫療專業等因素，

長期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2016 年雙方為促進交流與合作，正式締結產學合作並於大里仁愛醫院

掛上「中臺科技大學合作醫院」的牌匾，除了每年由醫院提供學生實習機會，雙方亦針對研究、

人才培育開展更多合作機會，攜手造福大臺中民眾。今（2019）年 6 月 25 日，本校李隆盛校長與

大里仁愛醫院郭振華院長共同率領雙方團隊，再度簽訂「產學合作」與「建教合作」兩份契約書，

延續雙方緊密無間的合作關係，深化產學各面向的合作，期能透過雙向互動交流，創建學校及醫

院技術合作的交流管道。…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84,r77.php?Lang=zh-tw 

●人事室與學務處體育室共同舉辦   

108 年教職員工保齡球健康自強聯誼活動 

為增進本校教職員工之情誼，並提升健康運動之風氣。

人事室與學務處體育室於 7/1 舉辦 108 年教職員工保齡球

自強聯誼活動，比賽地點：樹德保齡球館(台中縣太平市立

德街 100 號)。 

凡本校教職員工皆可報名參加，比賽組別：1.壯年組；

2.公開組；3.校隊組，比賽採單球道方式，以三局總分計算

成績。（本資料由體育室提供） 

●產學攜手，共享雙贏！ 中臺科大、大里仁愛醫院簽訂「產學合

作」、「建教合作」 

 

 

●參賽者大合照 

 

 

 
 

●獲獎壯年組(男) 

●獲獎壯年組(女) 

●獲獎獎公開組(女)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84,r77.php?Lang=zh-tw


●林貴惠(右一)和女兒何佩珊(右二)、女婿何經源(左一)攜手
參加畢業典禮 

 

 

  

●我的女兒、女婿是同學！中臺科大一門三傑共讀齊畢業 

今日（108/06/22）辦理畢業典禮，本校林貴惠和女兒何佩珊、女婿何經源攜手參加畢業典禮，他

們不僅是母女、夫妻關係，更是相互扶持的好同學，除了一起上課外，課餘時經常齊聚一堂討論功

課，一門三傑共讀齊畢業傳為佳話。 

文教所林貴惠畢業於本校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從事托育事業已逾 30 年，表現傑出榮獲第一

屆臺中市傑出托育人員且獲頒中臺傑出校友，兩年前為了提升文教管理與經營的專業知能，報考本

校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同時帶領女兒何佩珊與女婿何經源一同報考，三人同時錄取並且同時畢

業，林貴惠結合在地社區保教活動，並發揮於幼兒保育照顧工作；女兒何佩珊透過早期療育專業，

精進深化幼兒教育；何經源擅長結合文創藝術及幼兒教育，兩者相輔相成，各自以個人專長在文教

所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誠如三人的指導教授周安邦所言，這一家人以彼此的節奏與風格，共譜

一首生命的美好樂章。周安邦教授表示，指導三人論文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對幼教產業的見解與想

法不盡相同，卻能透過共學及討論，整合彼此意見分別完成論文，展現個人在文教事業異中求同的

論文著作，就像一首美妙的交響樂曲。除此之外，何經源今年三月於本校藝文中心展出個人首場藝

術創作個展及畢業個展，以「走心人生」藝術創作展現人生的故事，展出作品中校長及師長們的 Q

版漫畫創作，…..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82,r77.php?Lang=zh-tw 

 

 

 

●參訪台塑生醫健康悠活館 培育中臺健康行銷青年！ 

行銷管理系為了達成培育健康產業行銷人才特色，特別安排一場結合服務業行銷課程的參訪『台

塑生醫健康悠活館』活動，6 月 14 日一早行銷管理系主任游志平、國際企業系主任王耀毅、行銷系

張馨云及林英顏老師帶領 80 位行銷管理系學生前往。約 30 分鐘即抵達位於彰化的台塑生醫健康悠

活館。會館的全程專業導覽讓學生瞭解生醫產業、生醫產品的製作流程及學習如何展示生醫產品，

是結合行銷理論與健康產品實務的體驗之旅。 

台塑生醫健康悠活館是一個整合台塑企業與長庚醫學團隊資源的展示園區，『研發品檢參觀廊道』

展示台塑生醫所有產品，從研發、效能驗證、生產製程到品質把關；『製成展示區』透過視覺及嗅覺

感官體驗瞭解生活用品和化粧保養品高科技製程；『悠活體驗區』在傳達預防醫概念設置智慧健康量

測，同學在這裡獲得檢測頭皮狀況及保養建議，且有各式好玩居家防護體驗學習健康生活之道，寓

教娛樂…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9,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82,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9,r77.php?Lang=zh-tw


 

 

▼系上老師講解第二階段面試與實作 

●學生準備材料  

●埔里鎮長與師生合影 

 

 

●開幕會場人潮踴躍 

                                                           

本校為了讓高中（職）的學生，對大學各類學群課程、未來發展及校園概況有深刻的認識，於 6 月 10

日由招生及國際合作中心舉辦「情定中臺 甄選面談說明會」，邀請通過 108 學年度日四技甄選入學第一

階段的考生及家長至本校參訪。依健康科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和護理學院共舉辦三場說明會，吸引超 

●108 情定中臺 甄選面談說明會，活動圓滿落幕 選擇中臺，跟上時代；
選擇中臺，實踐未來。 

●「食在安心、食在樂齡」 粽葉飄香傳溫情！ 

本校食品科技系特別於端午佳節前夕，辦理專屬銀髮族的「食在安心、食在樂齡」粽葉

飄香傳溫情活動，陪同社區長輩包粽、蒸粽及活力有氧、健腦的活動，與社區長輩提前慶

祝端午節，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108 年 6 月 5 日李隆盛校長帶領校食科系賴素媛主任、郭炯村老師、劉伯康老師、呂哲

維老師及食科系、老照系學生團隊，前往埔里鎮慈恩社區舉辦「食在安心、食在樂齡」粽

葉飄香傳溫情活動，邀請慈恩社區長輩與中臺科大師生一同製作溫馨粽，溫馨粽的餡料標

榜健康養生，由食科系呂哲維老師負責設計並指導烹煮方式，現場活動除教導長輩製作營

養的肉粽與健康飲食的知識之外，並帶領學生團隊陪伴長輩包粽，讓長輩們親手指導學生

包粽技巧，老幼共學、趣味橫生，讓長輩與年輕同學透過共學的互動交流，促進世代共融、

文化傳承。包粽活動結束後，藉由老五老基金會與慈恩社區志工的協助，中臺科大師生一

同將製作好的溫馨粽，分別送往埔里鎮、魚池鄉 175 位獨居長輩的家中，讓獨居長輩得以

享受熱騰騰的溫馨粽及滿滿的關懷，一同迎接端午佳節。…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4,r77.php?Lang=zh-tw 

過千位學生、家長參加，讓家長及學生透過與教授

的意見交流，更瞭解就學的優勢以及第二階段面試

資料的準備。 

活動首先於大禮堂開幕，由招生及國際合作中心

介紹學校的發展與辦學成效，接著由各學院院長說

明各院、系特色及未來就業發展，過程中頗獲家長

及學生肯定。中臺科大辦學理念為培養「技術專業」

與「人文關懷」兼備的務實致用人才，自創校 53 年

以來備受各界肯定，持續致力深耕，盼達適性揚才

引導學生發揮天賦的願景，進而成為培育臺灣健康

產業專業人才的領頭羊。本校除 6 度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獎助、107、108 年度獲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獎助、1111 人力銀行調查企業最愛私立科大第 9

名等榮譽外…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8,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4,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8,r77.php?Lang=zh-tw


●中臺科大遠近馳名 馬來西亞組團參訪 

 

●祝福學長姊國考 all pass 
●牙技系系主任與系友會會長、第十屆傑出系友合影 

  
馬來西亞砂拉越赴臺高等教育學府考察訪問團，由砂拉越留臺同學會陳章遠總會長率團，成員包

括砂拉越教育局華文科劉宥強代理局長、泗里街教育廳劉義東廳長及教育廳督學、中學校長、老師

等一行 36 人，5 月 29 日前往中臺科大實地參訪，受到李隆盛校長、陳錦杏副校長及各系所主任等

熱烈歡迎。歡迎活動由來自馬來西亞的湯俊琪及黃馨玉同學主持，兩位同學目前均就讀中臺科大牙

技系，特別以馬來語向來自故鄉的師長們熱情地問候，活動就在歡笑中揭開序幕。本校李隆盛校長

致詞時表示，中臺科大秉持「技術專業、人文關懷」理念，聚焦大健康產業、輔助醫療專業人才培

育，牙技系每 2 年開設海青班，專班培育牙體技術專業人才，為馬來西亞有志從事相關專業工作的

留臺首選學校。…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0,r77.php?Lang=zh-tw   

 

 

 

●本校李隆盛校長(中間)與砂拉越教育局華文科劉宥強代理局長
(左 1)、砂拉越留臺同學會陳章遠總會長(左 2)及教育廳督學葉 
孝仙(右 2)、林美珊(右 1)合影留念 

●參觀牙技系 
 

●牙技之夜又來了！今晚牙技不打烊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每年由系學會與各班級共同辦理傳

承活動-牙技系系週會暨牙技之夜，活動於剛開學(2 月中)

開始籌劃，以班級為單位，各個班級透過充滿創意與結

合牙技人的日常絞盡腦汁準備演出，目的是為了歡送即

將畢業的學長姊們，是牙技系特別具有義意的學生活動

之一。 

今年(108 年)活動於 5 月 29 日辦理，中午 12 點 30 至

50 分開放進場。活動內容包含系週會、牙技系第二屆系

友會會長交接、108 年度第十屆傑出系友表揚、2019ADT

牙體形態雕刻大賽獲獎學生表揚、牙技未來的展望專題

演講、牙技之夜及牙技系系學會新舊任會長交接等，活

動精彩可期。…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9,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0,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9,r77.php?Lang=zh-tw


  

     

 

 

 

 

 

 

 

 

 

 

 

 

 

 

 

 

 

 

 

 

 

 

 

 

 

 

 

  

● 【藝文展覽】108/5/28~108/06/28  2019 粉墨登場-張毓國師生聯展 

展覽時間：108 年 5 月 28-  6 月 28 日  

開幕茶會：108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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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開放至晚上 8:00)  週六.日.國定假日休館 

http://ctustart.w4.ctust.edu.tw/files/14-1023-41012,r2-1.php?Lang=zh-tw 

  

 

 

●陳錦杏副校長頒發感謝狀給張毓國老師。 

●茶會當天，張毓國老師與學員、友人與校內外愛好藝術師
長同仁大合照。 

●逢端午排灣族的傳統小米粽節前夕，感謝大家的蒞臨，張

毓國老師的夫人陳麗娟特別為貴賓們準備簡單而滿足的美

味，又可以體驗臺灣原住民族如何尊重自然、珍惜資源及

愛惜土地的智慧!  

●祈納福(Cinavu)是排灣族的傳統小米粽，只有在重要祭典

節慶方可吃到，為避免脹氣，特別用野菜假酸槳葉(Lavilu)

包裹小米，加上馬告醃肉，有股淡淡的清香，不但不膩，還

有整腸之功效，有別於平地的粽子。 

~參展者介紹~ 

2019 粉墨登場 我們這一班~ 不同的年齡層從 16 歲到 70

歲、不同的工作場域，有著不同的人生經驗，廻異的風格與

生命故事與人生舞台，但都有著對生活美學的共同愛好, 在

毓國老師的苦心用心耐心引導下, 也共同開心學習像家人

般互相協助, 像革命夥伴般互相鼓勵的一群人 

●林怡文~不務正業的音樂老師(合唱團指揮，指導快樂歌手

合唱團、麗澤合唱團等)。 

●楊雅玲~泰雅族最美麗的新生代畫家 

●鄭羽軒~超級名模大賽冠軍候選人，用心學畫的家庭主婦。 

●簡汝伊~本班最年輕的資深創作者。 

●陳美佐~阿美族熱心的美姑娘，繪本作家。 

●張萓頵~營養學老師，翻糖高手。 

●賴易群~16 歲, 是最資深的動漫生力軍。 

●譚巴京~國文老師，六十多歲起開始畫圖。 

●陳麗娟~努力耕耘的泰雅族創作者,一位美女烘焙老師。 

●劉美惠~會計退休，沉浸在繪畫藝術的世界。 

●呂文琛~自許為健康老化的創業家, 生活美學分享交流空

間的園丁。              ~ 介紹人(執筆)︰呂文琛~  

   
雲豹傳說  泰雅紋面耆老 

    

 懺悔      花自飄零水自流      

      

霓裳羽衣     採筍的少年 

     

         靈眸善睞     古堡傳說 

 楓葉 

●茶會當天，張毓國老師親自導覽之盛況。 

- 排灣族的傳統小米粽 - 

http://ctustart.w4.ctust.edu.tw/files/14-1023-41012,r2-1.php?Lang=zh-tw


 

▲ADT 比賽現場 

 ●2019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牙科器材博覽會開幕式 

                                                           

 

●牙體技術師就業前景好 

2019 年 5 月 25-26 日「2019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牙科器材博覽會」於台北華南銀行總行大樓 2、3

樓盛大舉行，除了安排專題演講、實際操作演示、海報貼示等活動之外，特別辦理「牙體形態雕

刻大賽」，來自中臺科技大學牙體技術暨材料系、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敏惠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牙體技術科及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 60 位學生報名參賽，展開牙體形態石膏棒雕

刻大賽。目前全國僅有中臺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樹人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設有牙體技術相關科系，中臺科技大學透過校內初賽甄選 15 名優秀選手參賽，日二技湯竣

翔同學表現優異榮獲第一名，日四技鍾政育入選佳作，獲獎學生除代表個人牙體形態雕刻技術的

肯定之外，也是對參賽學校教學績效及用心辦學的鼓勵。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歷史悠久，民國 70 年成立全國首間牙體技術科以來，培育許多專業且優秀的

牙技師，中台灣幾乎每位牙技師都是中臺科大畢業生。中臺科大牙技系林茂欽系主任表示，創系

30 餘年注重教學品質、技術專業，牙技師證照考試通過率高達 9 成，畢業校友表現良好。隨著高

齡化社會發展趨勢，牙體技術師的人才需求與日俱增，人才缺口高達 4 千名，學生畢業後幾乎保

證就業，真可謂「就業好薪水高」的科系。牙技系鍾政育同學表示，牙體形態雕刻是牙體技術訓

練的重要一環，從大一就開始練習牙體雕刻，自從通過校內初賽甄選後就經常利用課餘加強練習，

期許在比賽中表現良好。…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8,r7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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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8,r77.php?Lang=zh-tw


●台灣醫管界的盛事：「2019 醫療分級與資源共享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會員大會」圓滿落幕 

 

一年一度的全國醫管相關系所學校聯合發表學術盛事-今

(108)年 5 月 26 日在本校天機大樓及大禮堂舉辦，大會特別

獲科技部補助，邀請四位演講者均為亞太各國醫療管理相

關領域之一時俊彥，包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蔡淑

鈴副署長、美敦力醫療公司駐新加坡高階主管 Leslie Hsu 

財務長兼副總、本校的韓國姊妹校高麗大學健康政策與管

理系主任 Hae-Young Kim 教授、及日本東京最大在宅醫療

照護悠翔會佐佐木淳執行長；主題為配合衛生福利部自 106

年推動分級醫療政策後，從臺灣目前推動的情況，有效率

的新加坡 3M’S 健康照護系統，韓國醫療保健系統，及未

來我們最應該學習的日本在宅醫療。透過這次研討會，有

利我們學習各國在推動醫療資源整合的經驗，以掌握全球

醫療暨健康產業市場管理的脈動。…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2,r77.php?Lang=zh-tw 

 
●玉山醫管年會之貴賓大合照 

●國際企業系舉辦 兩岸學子「保護地球、愛護環境、關懷人群」環保照護志工研習

營 

國際企業系於 2019 年 05 月 27 日至 31 日舉辦為期五天「兩

岸學子「保護地球、愛護環境、關懷人群」環保照護志工研習

營」的活動，來自大陸廈門大學、湖北中藥大學及浙江越秀外

語學院三所高校大學研究所師生近 20 人齊聚本校。27 日下午

在研習活動開始前，由國際企業系師生前往桃園機場接機，並

採一對一的方式迎接對岸學子，讓每位同學都有交流的對象。 

「第一屆兩岸學子「保護地球、愛護環境、關懷人群」環保

照護志工研習營」於 5 月 28 日上午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開

幕式，並由本校李隆盛校長代表學校歡迎所有與會貴賓。…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3,r77.php?Lang=zh-tw 

 ●兩岸參與教師合影留念 

 
●本校二位男同學和浙江紹興越秀外語學院
女同學即席表演歌唱技藝 

 

▲碩士班學生獲獎合影 

▼大學部學生獲獎合影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2,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73,r77.php?Lang=zh-tw


                                                              

 

生活中重要的資源與支持。醫放系林靖紜同學提到個人的求學

經歷，表示原本就讀嘉義大學海洋生物系畢業後，為了從事醫

療健康產業相關工作，毅然決然重新就讀中臺科大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如何做好職涯規劃及就業準備，是目前大三的她

最為關切的事情，沙龍對話讓她可以更加了解醫學放射領域的

發展趨勢，相信自己可以做好萬全的就業準備。…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7,r77.php?Lang=zh-tw 

●「中臺沙龍」首登場 

 

 

●參與人員合照 
 

●參與同學熱烈提問 
 

 

●醫放系林靖紜同學訪問李沛霖董事長 
 

 ●李隆盛校長(左 1)和李沛霖董事長(中間)與校
友總會劉永詳副總會長(左 2)、前會長楊啟東
(右 2)、副秘書長林欣瑩(右 1)等人合照 

 

 
5 月 17 日舉辦「中臺沙龍－菁英聚會 X 智慧對話」活動，邀請承業生醫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李沛霖董事長與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林靖紜同學進行對談，李沛霖董事長以上市櫃公司董事

長、傑出校友身分，分享面對產業趨勢及職涯發展，中臺科大學生該如何做好準備，迎接未來挑

戰，更期盼透過菁英聚會、智慧對話的活動方式，有效促進學長及學弟妹的互動交流，共創美好

願景。 

本校創校已逾 52 年多，長期培育健康產業優質人才，畢業校友為中部地區健康照護領域的重要

人力資源，李隆盛校長致詞時表示，隨著大數據、雲端和人工智慧（AI）不斷與各行各業結合產

生新的商業模式，與先進科技結合發展的智慧醫療將成為健康產業重要發展趨勢。中臺科大特辦

理「中臺沙龍－菁英聚會 X 智慧對話」，邀請企業界服務、事業有成的校友到校與學弟妹對談，

透過沙龍對談方式分享個人求學經驗、工作經歷及產業發展趨勢，鼓勵學弟妹做好準備，迎接產

業發展挑戰。中臺沙龍首場貴賓為李沛霖董事長，他除了是中臺醫專放射技術科第一屆畢業校友、

96 年度傑出校友之外，也是承業生醫企業集團董事長，經歷豐富且完整，在醫放系林靖紜同學的

訪問對談過程中，娓娓道出個人在中臺求學趣事、求職經歷及創業歷程，李沛霖董事長表示，面

對科技設備的快速發展，終身學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唯有透過不斷地學習才能掌握時代脈

動及發展趨勢，並鼓勵學弟妹們利用在學期間與同學多多互動並結交好朋友，友誼是未來工作、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7,r77.php?Lang=zh-tw


 

 

●全體人員合照 

●陳錦杏副校長頒獎給第一
名國企系林俞吟同學。 

 

  

 

●優選同學們與副校長合
照 

                        

本校行銷管理系於 5 月 15 日主辦一「高中職教師校際交流暨專業發展研習」共有來自私立

三育高級中學、私立文興高級中學、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立南投高級中學、私立三

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天主教磐石高級中學、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私立明台

高級中學、私立葳格高級中學、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私立僑

泰高級中學、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私立新民高級中學等 14 所不同高中職的 31 位

老師報名參加。 

研習於九點開始，本校李隆盛校長便準時到場開幕致詞並歡迎諸位高中職老師的蒞臨，儘管

本校當日活動甚多，但包括鄭凱元主任秘書、謝玲鈴學務長、潘銘正管理學院院長、洪錦墩副

教務長、林冠語招生及國際合作中心主任、王耀毅國際企業系主任、連寶靜應用外語系主任及

黃良圭教務處進修組組長等皆到場致意或參與研習、交流，此表示本校行政、學術同仁對 31

位高中職老師的歡迎與重視。第一節課是由洪馬克國際導演團隊親臨講授、指導如何用手機拍

出好的影片，洪導演採互動式教學，內容既專業而詼諧，課堂中驚呼讚嘆聲與歡笑不斷、課後

則爭相與導演合照。第一節課後由也是護理系老師的黃良圭組長帶領參觀護理系的臨床技能教

室並實際體驗健康檢測，…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2,r77.php?Lang=zh-tw 

●來自 14所不同高中職的 31位老師們一起 

相約在~中臺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為鼓勵各系深化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並提供師

生進行跨系交流，以利校外實習精神之傳承與成

果分享，研發處在所執行的高教深耕計畫中，於

108 年 5 月 15 日 舉辦全校性校外實習經驗分享

活動。活動共計 9 系，23 名學生報名參加，經由

外校評審委員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及評分後，

選出 13 名學生進入決賽進行口頭報告，學生精彩

的上台發表，獲得評審的讚賞，最後決選出六名

學生，並頒發獎金及獎狀，其他優選學生亦頒發

精選禮品以示鼓勵。    （專案助理黃雅莉提供） 

●108 年度「學生校外實習特色案例選拔活動」
圓滿成功    

●行銷管理系老師團隊與 31 位高中職老師們參觀本校臨床技能中心 
 

 

▲「校外實習特色案例選拔」獲獎名單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2,r77.php?Lang=zh-tw


 
▲旅美小號演奏家-陳錫仁老師(本校藝文中

心主任)與留德鋼琴獨奏家-林慧君老師。 

▲絢麗明亮的小號，遇到多情善變的鋼琴， 
將會迸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絢麗明亮的小號與多情善變的鋼琴組合，令聽眾沉醉於浪漫深
情的音樂之中。 

▲陳錫仁主任(中間)、林怡文老師(右 2) 
賢伉儷與李隆盛校長(左 1)、校友總會
林文進總會長(左 2)、秘書長林欣瑩(右
1)，合影留念。 

▲旅美小號演奏家-陳錫仁老師(本校藝文
中心主任)與他的大、小粉絲合影留念 

  
●絢麗明亮的小號  多情善變的鋼琴    
陳錫仁小號獨奏會—陽光與海的對話5     

 

 

 

 

藝文中心於 5/15 (三)下午舉辦一場 

「陳錫仁小號獨奏會—陽光與海的對話 5」。 

 

絢麗明亮的小號，遇到多情善變的鋼琴， 

將會迸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旅美小號演奏家-陳錫仁老師 

以近三十年豐富的演奏經驗，                  

秉著豐富你我的生活理念，演奏優質的音樂。 

在暌違多年後，與林慧君老師 

為大家獻上溫馨愉悅的音樂饗宴~ 

5/15 星期三下午兩點半， 

於本校藝文中心  ~免票入場~ 

  



●後排(中間)校長李隆盛(中間右2)副校長陳錦杏(中間右3)學務長謝玲玲(中間左

1)主任秘書鄭凱元(右 3)研發長許世光(右 2)行銷主任游志平 

    

 

 

 

 

 

 

 

 

 

 

 

 

 

 

 

 

 

 

 

 

 

 

 

 

  

●中臺科大與盈錫公司簽約合作，培育優質 

管理專業人才 

本校與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首度展開合作模式，108 年 5 月 7 日在李隆盛校長帶領下，

本校研究發展處許世光研發長、管理學院羅亦斯秘書、資訊管理系詹博洲主任、國際企業系王

耀毅主任、行銷管理系林英顏博士、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林川雄副主任、以及技術服務與產

學合作組江青桂組長一同前往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盈

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巫有崇總經理親自率領巫有捷執行副總經理、王鎮忠協理、潘國准經

理、葉振宏經理、張宜菁經理、及陳彥彣人資專員等主管與會，見證此嶄新的合作儀式。本校

與盈錫公司雙方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透過產學合作共同關注高科技產業發展，攜手培育具國

際觀的專業管理人才。…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58,r77.php?Lang=zh-tw 
●本校主管與盈錫公司經理大合照 

 

●創業初體驗，中臺科大學生校園擺攤賣創意 

 

本校行銷管理系與研究發展處，7 日共同辦理「創業初

體驗文創市集」，該校行銷管理系 114 位學生，從產品發

想、實作、產品改良、市場分析、產品定位、行銷策略開

始，推出創意水果奶酪、香腸派對、法式佐料厚土司、創

意手作冰品、珍珠牛奶飲、章魚小丸子燒創意點心、創意

手作餅乾、手作水晶凝膠、耳環吊飾等多元化產品，透過

市集實際銷售並承擔盈虧，以創業行動實踐理想。 

創新、創意與創業為當前大學教育積極推動之重點，大

學校院紛紛推出相關課程培育「三創」人才。本校順應創

業熱潮，行銷管理系規劃「產品發展與管理」課程提升學

生競爭力，該系游志平主任表示，為鼓勵創新、創意與創

業之三創思維，大學校院規劃有產品發展與創業等專業必

修課程，這些課程的發展與成果表現大多侷限於企劃書撰

寫、專題成果展與創意競賽，學生無法實際參與創業過程

並體驗創業實務的酸甜苦辣。……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1,r77.php?Lang=zh-tw 

 

 

▲文創市集扭蛋特別活動 
 

▼行銷系學生與(右 2)校長行動支
持學生創業創新創業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58,r77.php?Lang=zh-tw
http://www.ctust.edu.tw/p/406-1000-37461,r77.php?Lang=zh-tw


   

  
6/22 學校畢業典禮，校友會出動理監事人員，分成觀禮組（畢業典禮會場祝賀）

宣傳組（跑班宣傳校友會）定點服務組（宣傳校友會 3 社團），並請畢業班導師

協助畢業班填寫校友會問卷，當天加入校友會者有畢業熊禮物及免費一套校友會

運動服，大家齊心努力，當天共有 5 位畢業校友加入！ 

（中臺科大校友總會第 10 屆秘書長林欣瑩提供） 

 

●校友總會第十屆校友總會交接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 

  6/11 在紅瑛餐廳舉辦 

第一次臨時理監事會議於 06/11 在學校保健大樓校友會館舉辦，參與會議有各系友會會長約 26 人，大家討論

熱烈，希望校友會更活絡及協助校友們資源！並第一次成立校友會社團。 

校友會社團有中臺嶺羽球同行社：羅玉彥副秘書長擔任社長。中臺嶺慢跑社：蔡霈晴財務長擔任社長。中臺

嶺紅娘聯誼社：陳芮蓁副會長擔任社長，以上 3 個社團作為校友會聯絡感情並期許更多新會員，更有凝聚力！ 

當天傍晚在紅瑛餐廳舉辦新舊任理事長交接，席開 5 桌場面熱鬧溫馨，校長李隆盛偕同學校各科室長官蒞臨，

期許在輔導會長林文進及第十屆劉永詳會長及優秀理監事協助下，大家努力共創未來。 

（中臺科大校友總會第 10 屆秘書長林欣瑩提供） 

  

 
 

● 6/22學校畢業典禮  校友會出動理監事人員   

祝賀畢業生、宣傳校友會 

   

 

 

 
 

第九屆理事長林文進夫

妻到場祝賀獻花，恭賀第十

屆劉永詳理事長，劉永詳理

事長夫妻也送花給輔導會長

感謝這 2 年的辛勞及付出，

代表校友會溫馨的傳承！ 

▲校友會運動服 

▲左起陳奕壇監事、張雲豪理事、李隆盛校長、劉理事長夫妻、賴

信宏理事、歐真宗副會長、紀炳榮理事、羅玉彥副秘書長等..畢

業典禮定點服務處留影 

  
李隆盛校長，輔導會長林

文進，頒發校友會印信給劉

永詳理事長 

 

 



                                                                                                                                                                                                                              

 

 

 

 

 

 

 

 

 

 

 

 

 

 

 

 

 

 

 

 

 

 

 

 

 

 

 

 

 

 

 

●校友總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於 5/11 在本校藝文中心舉辦 

 

 

 

校友總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 05/11 在本校藝文中心舉

辦。 

感謝藝文中心陳錫仁主任提供場地招待校友們回娘家，學校前董

事長郭榮昌校友亦出席會員大會，倍添光彩，恭賀第十屆劉永詳理事

長高票當選並帶領理監事合影。當天邀請彰化縣私立葳群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主任亦是本校護理系畢業林宇凱到場演講-長照 2.0，收獲滿滿

並當下加入校友會，會後前往紅瑛餐廳餐敘。 

（中臺科大校友總會第 10 屆秘書長林欣瑩提供） 

 

▲左一起-劉永詳副會長，張文宗企

管系校友，蔡霈晴醫管科校友，藝文

中心陳錫仁主任，蕭清坦醫技科校友

蒞臨會員大會留影 

 

 

▲前董事長郭榮昌校友出席會員大會 

▼紅瑛餐廳餐敘▲ 

 

 

 ●彰化縣私立葳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主任亦是本校護理系畢

業林宇凱到場演講長照 2.0。 

 
●第十屆劉永詳理事長高票當選。 



  

●8/7 情人節限定  夢幻系馬卡龍 送最親❤的人 

~ 08/07 情人節限定  粉嫩、夢幻系馬卡龍， 

送給最親❤的人~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84ZdUscbxd9sk6s6 

108/07/23 後驛社大來到全台首創以活化文化資產為定位的新營社大，新營社大蔡佩如老

師帶領本校教師與志工深入新營在地社區，引領我們走入鐵線橋，穿越時空，看昔日當地

民眾如何以媽祖為信仰，聽著日據時期的媽祖如何顯靈自保的故事，想像凋零的老社區過

去的榮景。除了歷史故事外，也讓我們更了解南部廟宇建築與文化的不同。蔡老師接著帶

領我們走訪卸鹽台及東太子宮，看當初布袋民眾如何透過五分車將生活必需品-鹽與糖運送

到新營地區，與因五分車而興起的旅遊。 

中午我們享用了新營在地特色美食-豆菜麵❤，豆菜麵為新營人宴請貴賓的麵食，看似簡

單的料理，蘊涵著濃濃的溫情。午後蔡老師分享，其實在地文化只要用對方法就可以將它

融入在課程中，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裡，處處都是精彩動人的故事。 

新營社大張文彬主任與團隊也分享了新營社大的辦學理念與深耕多年的辦學經驗，讓我

們深刻體悟在地文史對於社區大學的重要性，也讓我們有更多的省思。結束新營社大參訪，

我們到了有「台灣小京都」美名的嘉義檜意生活村，撲鼻的檜木香氣，為這趟旅程畫下完

美的句點。  

感謝各位參與的老師與志工，期許此次的參訪讓各位都收穫滿滿。未來，我們一起努力，

讓後驛社大更加成長茁壯！ 

(推廣教育處/後驛社區大學 提供) 
 

 

● 後驛社區大學教師研習活動 

   期許後驛社大更加成長茁壯 

 

 

 

 

 

▲本校郭銘峰處長(左一)感謝

新營社大張文彬主任(右一)

分享辦學經驗 

▲本校郭銘峰處長(右一)

感謝新營社大蔡佩如老師

(左一) 

https://forms.gle/E84ZdUscbxd9sk6s6


 

 

 

 

 

 

 

 

 

 

 

 

 

  

●108 年度托育人員(保母)術科加強班招生中 

推廣教育處於 8月開始舉辦親吻蜜戀烘焙坊-蜜食 8

月，本活動將邀請甜點手作業界有名的老師來授課 

歡迎有興趣的您~ 趕快來報名！ 

☆線上報名：

http://cec.ctust.edu.tw/files/13-1016-41631.php?Lang=zh-tw 

●上課時間 

 

~108年度托育人員(保母)術科加強班~ 

●課程目的 

為提高證照考試及格率及 推動養成第二專長並培訓優質保母人員 

， 特辦理此「術科加強班」，提供對保母 相關人員技能加強管道。 

●招生對象 

(一)完成托育人員 (保母)126 小時正規課程，準備參加保母證照考試者 。 

(二)相關科系畢業 (護理、幼保、家政、教育系 )，準備參加保母證照考試者。 

(三)有興趣學習新知的夥伴。 

●上課時間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時間：BST10、BST11 即日起 至 108 年 9 月 04 日 (星期三 )17 00 止。 

(二)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FmRzDU 

(三) 報名流程：先繳費後填寫報名表單，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表單後可 LINE@

或致電至辦公室詢問是否報名成功。 

●詳細資料請上 http://cec.ctust.edu.tw/files/14-1016-39492,r175-1.php?Lang=zh-tw  

查詢。 

●108 年親吻蜜戀烘焙坊-蜜食 8 月份 

  

 

 

 

http://cec.ctust.edu.tw/files/13-1016-41631.php?Lang=zh-tw
https://goo.gl/FmRzDU
http://cec.ctust.edu.tw/files/14-1016-39492,r175-1.php?Lang=zh-tw


  

● 06/30 芋見幸運❤  香芋紅豆蒙布朗塔 

 

熱愛餅乾的你總是覺得外面賣太貴嗎？ 

利用這個暑假來學習餅乾知識吧！ 

七款烘焙丙級餅乾+ 九款店家人氣餅乾 

讓你可以考證照也可以當個餅乾達人  

~報名費 4500 元 材料費 2500 元~ 

心動就馬上報名吧❤ 

http://cec.ctust.edu.tw/files/13-1016-41633.php?Lang=zh-tw 

●上課時間 

 

第二梯次照顧服務員考試在暑假要登場摟 

你還對術科操作不太熟嗎? 那你還不快來!! 

☆網路報名 

1. https://forms.gle/rMvqo98A41gFmS8L9 

2.https://forms.gle/V2uRUkUP4mzbsTgD7 

3. https://forms.gle/81t71uzMG3gJ27R97 

☆報名簡章: 

http://cec.ctust.edu.tw/files/14-1016-40339,r175-1.php 

 

●108 年親吻蜜戀烘焙坊-基礎餅乾先修班 

 

●108 年照顧服務員術科加強班 熱烈招生 

 

http://cec.ctust.edu.tw/files/13-1016-41633.php?Lang=zh-tw
https://forms.gle/rMvqo98A41gFmS8L9
https://forms.gle/V2uRUkUP4mzbsTgD7
https://forms.gle/81t71uzMG3gJ27R97
http://cec.ctust.edu.tw/files/14-1016-40339,r17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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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TUSTNO1/
https://www.instagram.com/ctustofficial/
http://secretary.ctust.edu.tw/files/11-1002-4100.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