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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欣逢四十五週年校慶，除了恭賀學校辦學日新，並預

祝評鑑成功順利、佳績斐然，本人亦特別感謝所有同仁

這一年來的協助與付出。自接下仁德醫專領航者這個重責大任以來，因深感董事會與

全體同仁之重託，故無時不繫念著校務之發展，夙興夜寐不敢怠慢，希望不負所託、

能夠圓滿達成任務。

這幾年來由於社會型態的變遷和少子化的影響，各級學校無不面臨著嚴峻的挑

戰。然而，危機也可能正是轉機。本學期適逢學校升格為專科後的第三次評鑑，過去

幾年來無論是硬體設施、行政效能的改善，尤其在教務方面如全校課程地圖的建置、

系科本位課程的改進及學生學習評量的設立等，正好有機會可以呈現。從近三年上揚

的考照率和逆勢成長的招生成果，以及近期多位教師同仁在輔導、教學上獲得肯定，

如學輔中心蔣如萍主任榮獲100年度友善校園中區優秀輔導人員奬，侯宏誼老師「緊急

應變」、鄧明宇老師「客家文化概論」和楊慧蘭老師「餐飲資訊系統(一)」等三種課

程，被評選為100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優良校際課程暨

優良課程；同學參與校外比賽亦屢獲佳績，如護理科五位同學參加2012年9月21日「全

國技專校院護理技術創意競賽」榮獲基護組第三名，餐飲科同學參加2012年10月24日

「第二屆台灣美食創作競賽」榮獲大專組第三名優異成績等成果看來，本校辦學成效

日漸增益也是有目共睹。雖然如此，我們仍應審慎面對此次的評鑑，希望全體同仁同

心協力、各司其所，將這幾年來學校各方面的提昇與改變完整地展現。

此際學校的發展正處於一個歷史轉捩點，攸關未來的發展，「差之毫厘」將「失

之千里」，因而，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全力以赴面對這次評鑑。近來全校上下如火

如荼地準備即將到來的評鑑，於此再次感謝全體同仁的辛勞，更期勉未來的日子大家

能夠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一起面對大環境的考驗；而身為領航者，我本人也會更加

努力帶領大家迎向未來、共創新局，期能以提昇中部地區全方位之專

業醫護人才的目標邁進。

校長／黃柏翔

群策群力創新機
董事長／張志誠

本校是中部地區唯一醫護類的專科學校，自民國五十六年創校

以來，雖幾經社會人口的變動和國家產業結構的遷異，但在歷任董

事會的支持及校長的帶領下，皆安然渡過並欣欣向榮。

近一年來，更在黃校長柏翔的領導以及全體教職員工的辛勤努

力下，校務發展更是日益增上。為了提高教學與學習品質，本人及

黃宗奇、郭茂榮二位董事於100學年度捐助一百萬元，提供校務發

展之用。除了設置景觀藝術雕塑美化校園，更添購監視設備強化校

園安全系統，各棟宿舍則將電熱水器改建為熱泵系統，可改善環境

降低溫室效應，達節約能源之效；此外，所有教室全面安裝投影設

備、數位講桌，在綜合大樓地下室也建構了數位教學中心（己於10

月2日舉行揭碑啟用儀式），希望能全面提昇校園數位化環境，期

使本校之發展符合科大及學院的高標準，以因應社會對中基層醫護

教育的期盼。

評鑑在即，又欣逢建校四十五週年校慶，本人僅代表董事會，

一方面感謝黃校長及所有同仁的辛勞，二方面則預祝評鑑績效卓

著、校運昌隆，期盼大家同心協力，使本校發展為一精緻、專業、

高水準之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務處主任／郭孟光

教育乃百年樹人的志

業，唯有念茲在茲，才能

收到成效。學務處的優質

團隊即秉持「仁心德術、

博施濟眾」的校訓，並依循教育部推動的四大學務願景，戮力塑造出優質環

境與人文精神的特色校園，讓學生具未來競爭的品德力為養成目標。養成重

點與成效依次為： 

安全預防、健康校園：軍訓室主動出擊關懷校園死角，以建構安全校

園，以安全教育活動增強學生意識，強化去菸、反毒、除霸凌，落實校園安

全環境。

品格提升、友善校園：生輔組以「吾愛仁德」為起點，並加強法治、

品德等教育，藉以激發學生從中「感覺」校園之美、「感受」關懷之心、

「感觸」生命的價值，進而「感動」學習，養成專業、倫理與創意兼備的

仁德人。

展現自我、榮耀社群：課指組著重培養多元智能，且具活力領袖特質的

學生。透過社團參與，學習待人處事、團隊精神，養成領導能力；更藉社會

服務的參與，培養同學樂於付出、尊重生命、負責認真的人生態度。

涵養心靈、生命飛揚：學輔中心藉由各項活動來激發、陪伴學生心靈成

長與生涯發展，更以「為導師們的好幫手」的理念，增強導師知能，提供完

善輔諮商與轉介服務，引導學生走出迷津，安適心靈地熱愛生活與學習，創

造精采的人生。

多元學習、生命關懷：服務學習組著重將服務學習的理念與精神藉由課

程深植學生心中，繼而投入『做中學、學中做』關懷弱勢，體會生命型態、

增進生命歷練；進而由『學中覺、覺中悟』反思過程，形塑學生「仁心德

術」的胸懷與「博施濟眾」的情操，養成自主學習的解決能力及未來主動關

懷弱勢、服務社會的公民意識。

健康促進、環境保護：衛保組積極推廣衛教，並透過健康檢查、體適能

檢測、急救技能等健康促進服務。照護師生健康，體認健康的重要，並持續

推動健康促進實施計劃，激發師生活出活力，以創造健康體位優質環境及衛

教種子的培育，用以回饋社會鄉里。 

住宿優化、服務賃居：住宿中心重在提供學生良好的住宿環境與優質

的管理制度，確保學生居住舒適、樂於學習，亦強化校外租賃品質與安全訪

視，適時提供輔導與問題解決的服務。並辦理防災逃生演練，增進學生危機

意識及災害應變能力；且舉辦各類藝文活動，用以營造樂活的校園環境。

讓學生活得健康、精彩，且樂在適性多元的學習，用以回饋社會，這

是教育的本質，也是學務處關心的目標。學務處同仁將一本過往關心、用

心、耐心的精神，持續推動讓家長放心，學生活得舒心，也學得樂心的優

質校園。

學務計畫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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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社團名稱

1 學生自治會

2 資訊管理科學會

3 復健科學會

4 護理科學會

5 應用外語科學會

6 視光科學會

7 醫事檢驗科學會

8 餐飲管理科學會

9 職業安全衛生科學會

10 幼兒保育科學會

11 健康美容觀光科學會

12 桌球社

13 山野童軍團

14 熱舞社

15 羽球社

16 跆拳道社

17 烹飪社

18 藝術音樂社

編號 社團名稱

37 臨床彼拉提斯社

38 信望愛團契

39 學生儀隊

40 原住民青年服務隊

41 根與芽學習社

42 生命志工服務社

43 領導技能研習社

44 攝影社

45 慈幼社

46 調酒社

47 六二九Dream high社

48 美容醫療服務社

49 德術太極社

50 籃球社

51 武術研究社

52 復健活動研習社

53 安全衛生推廣研習社

54 護理技能研習社

指導老師的話：擔任此社團的指導

老師只是個巧合而已，我的丈母娘，因心肌

梗塞突發，而造成死亡，可是，在死亡之前，救護人員辛勞且專

業的急救過程卻深深的印在我的心裡，使我覺得「救護」是個有

別於一般專業的技術，它是種可以拯救性命的能力，再加上陳勝

宗老師也在本校擔任CPR的指導教官，他的認真負責，使我毅然擔

任指導老師這職務。在此，熱烈邀請對於救護有興趣的同學可以

踴躍的參加，不管你是甚麼科系，只要是仁德大家庭的一份子，

都希望你的加入，使自己學會救命技術，既充實自己，也能造就

他人！

社長參加感言：其實，參加這社團，覺得這是種很好的技術，

再加上讀醫專，就會認為這是應該要學會的東西，而我也想到，

對於我們仁德學生以後，假如要就業、升學的話，這都是有加分

的作用，所以，這是個很好的機會，也是提升自己的一種管道，

而我也希望能推廣到全校同學都會CPR的地步。

活動甘苦：最辛苦的還是在訓練EMT

的時候，在受訓時，除了要上一整天

的 課 程 之 外 ， 也 要 到 戶 外 實 際 的 演

練，而且有很多的人看你演練，也是

會緊張和害怕的，怕的是，考官就在

你的旁邊，難免有一些壓力，不過，心想，救人生命確實是要嚴

格嚴肅看待，畢竟真的車禍時，是不可馬虎和出錯的。

社長的一句話：真心熱誠，

柏克萊！

社員陳雨柔感言：這社團，

給我的感覺是，社團幹部都像

家人一樣，而陳勝宗老師也十

分幽默地教導我們急救技巧，

確實，這種能力，是以備不時之用的，當然，我也不希望用在他

人身上及我的親愛的家人、朋友上，除此之外，我在社團內，認

識了更多不同科系的朋友，也更加地認識了仁德這個大家庭。

活動甘苦：在這社團裡，最辛苦的就是要一直不斷的練習包紮，

甚至有時覺得練習夠了，考官還是要我繼續的練習包紮，有時真

的會覺得很煩、很討厭，因為就是一直地重覆同樣的動作，可

是，聽到陳勝宗老師說他的經驗時，我才明白到，不斷練習的重

要性，因為他說熟能生巧，在危急的情況下能與死神拔河，甚至

能夠拯救患者的性命，對於他說的話，確實是很合裡的，所以，

我應該認真且努力地學習這個技巧才對！

指導老師的話：儀隊在教

導學生們基本的儀態及訓練，

提升同學對自我及生活的責任感，鼓勵同學敦品勵學，

有效激勵同學榮譽心與凝聚團隊精神，表現整體技能，

進而代表學校參加校內外各項操演，發揚本校『仁心德

術、博施濟眾』精神，爭取最高榮譽。目前曾經參加過桃儀盃及其他演出，十月中旬

將在圓山飯店演出，接下來準備帶著儀隊朝全國知名儀隊的目標前進。

隊長的話：剛開始會參加儀隊是因為看到要耍槍覺得很

酷，加入之後學得很快所以也不覺得挫折，但是在當上

隊長之後會覺得壓力比較大，因為要扛的責任比較多，

尤其又算是比較新的社團，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自己去

摸索，很多資料要自己去整理好。最辛苦的地方大概就

是在表演之前，因為每天都要練習到很晚，然後都很

累，但是看到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就覺得再辛苦都值得了。我們學校是所有大專

院校第一個成立學生儀隊的學校，接下來也要進行交接了，希望儀隊能夠一屆比一

屆更好。

社員（5N303施紫瑩、5R305黃櫳槿）甘苦談：二年級時被拉進儀隊，那時候人數很

少只有九個人，即使在表演前會有非常緊湊的練習，還是會覺得非常開心。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去年暑假第一次參加桃儀盃時只有七個人去比賽，比賽前一個禮拜大家就回

學校準備，每天都在練習，其實沒有那麼緊張，大概是因為什麼都不懂就只有那個膽

子吧，但是賽後有隊員哭了。大家都有一起經歷過社團評鑑時資料不齊全的時候，那

時每個人都一起整理資料，每天只要一有空就是幫忙整理資料，幫忙評鑑需要用到的

東西…看到九人團隊一條心時，心中有無比的感動。希望儀隊之後能夠越來越好。

指導老師：李俊                          隊長：李韋宜5N303

聯絡方式：0921-421036            成立時間：99.11.27

社員人數：約六十人

社團宗旨：透過儀隊的甄選、參與及表演活動過程，培養學生互

助、樂群之團隊合作精神，訓練其成為負責任、守紀

律、重榮耀的現代青年，進而陶冶身心健康，以抒發課

業壓力。

招生聯絡方式：課指組找李俊教官或者打隊長電話

採訪／劉書瑜、張庭移

仁 德 儀 隊

柏 克 萊 急 救 保 健 社
採訪／陳昱嘉

      林郁苰
指導老師：蔡培安                      社長：盧陵怡5N402

社長電話：0980-653147            成立時間：94年9月

社員人數：100人左右

社團宗旨：推廣緊急救護、保護健康之相關活動，

達到仁德人人會CPR落實政府全民CPR

計畫，提升仁德人會緊急救護、保護健

康，降低校園意外傷害，落實幫助學生

未來取得推甄及就業相關重要技術及資

格證照。

社團上課地點：萊爾富旁邊的藝術教室A

常聽人說，大專生活要追求的有三樣東西，課業、愛情、社團。愛

情是可遇不可求，充滿課業壓力的生活則是枯燥乏味，這時參加社團變

成為抒發壓力、培養興趣的好選擇。然而，參加社團的好處可不只如

此，它可以讓你認識興趣相投的好友、訓練組織和舉辦活動的能力、

培養膽識和擴大生活視野、了解不同科系學生的思維方式、強化興趣的深度和廣度，甚至

成為你人生的第二專長。

目前本校共約有54個社團，有屬於學術、運動、服務、專業技能等，性

質相當多元。這次我們選擇了學校中相當有人氣的四個社團做深入報導，

期望同學有多一層的認識。其實，參加一個有興趣和適合自己的社團最

重要。所以，歡迎同學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社團中尋夢、圓夢，

成為大專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修行。

尋個同道好修行～

編號 社團名稱

19 春暉社

20 雲瑤吉他社

21 畢聯會

22 慈青社

23 廣播DJ社

24 社區服務隊

25 學生議會

26 評議委員會

27 交通安全服務社

28 熱門音樂社

29 柏克萊急救保健社

30 動漫音樂社

31 烘焙社

32 親善大使團

33 藝文欣賞社

34 中醫醫學研究社

35 英文閱讀暨英語文化欣賞社

36 崇德青年服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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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在我接下山野童軍社指導老

師後，發現這個社團本身的基礎概念都打得很穩，讓每件事都很

快上軌道，學生的傳承交接也都能順利完成！學生們個性都很熱心

開朗，不管是去社區、或是國中小學都盡心盡力去做、投入其中，

這樣的表現讓老師可以很放心的把活動交給他們。每次活動時，看

見社員們努力做好的模樣，所伴隨而來的安慰，都深深烙印在我心

中，每一次的活動都是獨一無二的又深具意義！而最感動的一次是

弱勢團體來仁德參加活動，同學們要住在學校兩個星期不能回家，

但他們無怨無悔、犧牲自己的時間去服務他人，我看見他們真心付

出，努力帶活動，大家都玩的不亦樂乎，當活動結束時，那些前來

參加的小朋友是依依不捨、詢問著下次什麼時候可以再見……讓社

員們感受到被需要和重視，這就是一種莫大的成就！面對同學們所

做的一切，我總是很開心以他們為榮，我想對他們說的一句話是：

「自己很慶幸當初接下山野童軍社，山野童軍社的社員們是我永遠

的驕傲。」

社長的話：我覺得參加山野童

軍團讓我學習許多帶活動的經

驗，了解活動最重要的精神和態

度。當初我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

一起加入這個社團，但途中那位

好友因家庭問題而退社，原本也

想一起退社，卻因太熱愛社團裡的活動而猶豫不決，最後終究無法

放棄對社團的熱衷，也因此在社團裡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開始升任社長時遇到許多困難，當時已經五專三年級，專業科目課

業壓力，再加上學長姐當時要實習，忙碌而無法抽空教導，讓我從

零開始學習當社長，全部由自己摸索，這些壓力一度讓我想放棄，

但是社團的凝聚力讓我咬緊牙根繼續向前走；時常有人認為身為社

長的我是萬能的，但遇到困難時也總是自己絞盡腦汁的想辦法，只

為了帶給大家美好的活動，到現在我還是很慶幸當初的選擇！

社員們回憶：有一次到中小學辦活動時，那天要進行洗禮晚會(第

一次當執行官、教官等都須接受洗禮)，卻因為天氣濕冷被阻止了，

活動時間不夠被指導老師催促要

求結束活動，但在大家堅持下還

是進行完洗禮晚會，大家認為這

樣活動才完整！那次活動最感動

的部份是學長姐回來社團幫忙，

一起慶祝讓整個活動氣份達到最

高潮。當初參加山野童軍團有很

妙 的 原 因 ， 和 朋 友 在 黑 板 上 看

到一張社團廣告傳單，就認為到那裡參觀會有茶會提供點心可以享

用，但去了發現沒有東西可以吃，一起來的朋友就離開，而我則選

擇留下來！因為我覺得這裡充滿了歡笑、幸福，更讓我感到溫暖。

指導老師的話：熱舞社社員相處融洽，社務推動

順利，全歸功於社團幹部無怨無悔的付出，社員同心

協力。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經驗的傳承，學長姐不吝傳授經驗給學弟妹，學弟妹也

認真學習吸取經驗，再將經驗傳承下去，使得熱舞社可以活躍於仁德這麼多年。熱

舞社的社員熱情活潑、熱心公益，只要校內有活動，幾乎都可見到他們的身影；對

於參加校外的活動與比賽也不惶多讓。若是校內經費可大力贊助，熱舞社將更能發

光發熱。「青春活力、熱情洋溢、薪火相傳」正是熱舞社的最好寫照。本人有幸擔

任熱舞社指導老師，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社長感想：因為我本身沒有任何舞蹈基礎，所以剛進仁德時，覺得會跳舞的人都

超厲害的！因為他們的熱情深深的感染了我，所以我就跑去參加了熱舞社。剛開始

因為沒有舞蹈基礎的關係，再加上肢體比較放不開，所以一直是個默默的小團員。

但到了二年級上學期，舞蹈基礎比較穩了，身體律動比較放得開，之後舞技也開始

純熟，因而被選為表演人員，我也超開心可以代表熱舞社去參加舞展表演。

活動甘苦：我在二年級下學期接任社長，其實我被選上社長這個位置的時候還蠻

錯愕的：因為社長的位置是學姊和學長們一起開會選出可以領導社團的人，並不是

選最會跳舞的一個。因為學長姐們都去實習了，所以我只好自己慢慢摸索，慢慢試

探，我才找到如何領導社團的方式。

社員（5R201張秀婷）參加感想：加入熱

舞社最大的犧牲應該就是：大大的減少了私人時

間，但就算犧牲那麼大，我還是超愛跳舞！一年

級的時候因為覺得只有讀書的生活也太無聊了

吧！所以就找了也喜歡跳舞的人一起來參加熱

舞社。一開始我也是沒有任何舞蹈底子進來的，所以對沒有舞蹈底子的人來說，參

加熱舞社是會比有舞蹈底子的人學得更累！但我沒有因此而放棄了跳舞，而是更加

強我的舞蹈基礎。最大的收穫就是：跳舞有進步，因為有訓練肌耐力，所以肌肉會

比一般女生更加有線條、對音樂的節奏感變好、律動感變好…。至於家人方面，他

們沒有干涉太多，只說：「只要你開心，功課不要太爛就好！」給學弟妹的建議就

是：「待在熱舞社要有一定的抗壓性才行，練肌耐力時要持之以恆，因為半蹲時大

腿會超痠，千萬不要練到一半就放棄，要有意志力的練下去才會成功！

活動甘苦：每次上台表演會超緊張，但緊張這件事好像把它當習慣就好，累積多

點經驗就不會緊張了！其實我還蠻期待每一次的演出歷練，因為這樣會交到更多志

同道合的朋友，這也算是表演後的收穫之一吧！因為是表演人員之一，所以練習時

常常會忘記走位，但我沒有因此而放棄！活動表演時的服裝設計都是自己DIY動手

做，所以大家還要發揮服裝設計的功力，買便宜的衣服，再把衣服變成有設計感！

代表熱舞社的一句話：雖然我們的舞蹈沒有

比別人完美，但我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完成我

們的夢想！

演出經驗：桃竹苗表演、育達成果發表會邀請

表演、明道大學等…。

山 野 童 軍 社

指導老師：沈宜學                 社長：許慧珍5R406

成立時間：民國88年                社員人數：25人

聯絡方式：Facebook：仁德山野童軍團

社長電話：0975125211

公關：0985370271（5N205）

成立宗旨：提供學習的技術和傳送知識，打破傳統的

童軍生活，達到「做中學，學中做」 

社團活動內容：校內：迎新晚會、烤肉晚會等等。校

外：中小學育樂營、一日志工等。

採訪／許語辰、邱宣芝

熱 舞 社
採訪／蕭瑋婷、陳郁云

指導老師：劉明豐            社長：羅宇涵（毛毛）5N306

成立時間：民國89年        社員人數：約30人

社長電話：0960767685

成立宗旨：熱舞，現代已經成為年輕的的休閒活動了，

為了把這種娛樂讓大家都能熟之，於是刺

激了我們創辦熱舞社的決心；另一方面也

能增加表演經驗，使「熱舞」能更廣為流

傳，這項娛樂是不分男或女的，純屬一種

娛樂。

社團練習地點：幼職大樓地下室B1（平常）

老師指導時間：健身房內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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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生命志工，砥礪公民情操 ”
  特色主題計畫之願景

近年由於資訊之發達，大專生普遍將活力與熱情投注在網路社群中，

表面看似有人際互動，實際上大都缺乏真實的社會感與現實感。因此，現在

的大專生比過去更缺乏真實人生之體驗，對於社會上各生活階層的人生境況

往往一知半解，無法深入體會。因而學校應當讓學生實際參與社會實況之真

實體驗，使學生在其中得以學習到人際互動與人格成長，體會到社會真實面

相，以改善大專生風靡網路所造成的自我偏私與窄（宅）化，特別是公民意

識的流失。

在上述思考下，必須重視學生公民品格的培練及公民意識的塑造，特

別是本校連獲3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之

高額補助，全校師生在經過服務學習課程的洗禮後，如能將服務重點延伸到

生命關懷志工之推廣上，讓學生在參與志工活動中體會到不同於網路世界的

人生價值，進而鼓勵學生正視現實世界的真實弱勢，這不但是本校「博施濟

眾」校訓之落實，更是本校「生命關懷」特色進一步的實踐。

然而，生命關懷情操要內化成公民品格尚有一段距離，而服務學習要引

領學生達到志願服務且持續自發地進行社會服務也必須有一段過程，最理想

的狀況乃是在持續地推動服務學習中，將焦點放在生命之關懷與尊重上，透

過生命關懷之相關知能與實際活動、讓學生能夠珍惜生命、自愛自重，進而

尊重他人、關懷他人、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品德情操。

公民素質與社會正義的實現，必須由服務學習紮下基礎並轉進為志願服

務的形式，讓學生不單只是為課業為學習而服務，而是真正主動去參與社區

或社會服務；一旦學生能跨出小我、願意暫時拋下電腦或課業，走出校園、

投身社會，主動參與生命關懷相關服務，去關心那些「陌生人」，則當下學

生在善盡社會責任中，公民情操方有發揮與體踐之機會，這便是此計畫所規

劃的願景。

服務學習組／史幼屏老師

健康促進、環境保護

隨著經濟科技的成長進步，學生的體重與腰

圍也日趨厚重，衍生的健康問題也接踵而來。如

何讓學生控制體重與增加運動量，擁有健康及體

能，提升生活品質，便是衛保組除了維護校園整

潔與資源回收外責無旁貸的職責。因此衛保組推

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等活動，培養學生對於

體能與健康的正確觀念。

要擁有健康體位，留住幸福，除均衡飲食

外，更需培養良好運動習慣、維持正常作息，並持之以恆。為此本組持續辦

理各項講座活動來深化提升同學對於健康促進

的知能，其中「全校水果拼盤大賽」，不但各科

派員踴躍參加，連在職專班同學也熱烈參與。同

學們各個發揮巧思，將原本單調的水果，幻化成

一盤盤生動美麗又富創意的藝術品，令人歎為觀

止！在運動習慣培養上，除結合體育課程的體適

能測驗，安排各種球類與跳繩運動，讓學生能走向戶外，增進活動量外，也

邀請苗栗縣衛生局講師，蒞校指導學生如何健走或簡單擺動身體，來達到健

身的目的，同學們揮汗如雨的畫面，令人動容。

此外101年更與長庚大學合作為期六週的「跳繩九九九、減重計畫」活

動，參與人數原本38人，但真正堅持到最後的只剩18位同學，其中又以復健

科四年級徐志杰同學減重八公斤成效最好。不但換來健康的身體，也榮獲筆

記型電腦一部，真是一舉兩得！此外亦舉辦「健康樓梯海報佈置比賽」，讓

學生發揮創意，也讓師生藉由爬樓梯欣賞海報創作之美外，達到活動筋骨的

目的，尤其與招生宣導中心合作，結合鄰近國中健康講座及苗栗縣觀光季活

動設置「健康諮詢站」，不但將健康概念推展到鄰近國中及社區，也深受社

區鄉民好評。

健康是一切的根本，沒有健康的身體，也就沒有了一切，同學們，讓我

們一起迎向陽光，迎向健康吧！

衛保組組長／戴秀津

仁德醫專45週年校慶

年月日 大事紀—榮譽榜

101.10.20
餐管科

▲

葛沛崇老師榮獲「2012統一肉燥料理大賽全國總決賽」冠

軍大獎。

101.10
學務處

▲

學輔中心蔣如萍主任榮獲100年度友善校園獎中區優秀輔

導人員

101.10

職安科
▲

侯宏誼『緊急應變』課程、【通識教育中心】鄧明宇

『客家文化概論』、【餐管科】楊慧蘭『餐飲資訊系統

(一)』等3名教師之課程教材，榮獲100學年第2學期中區

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優良校際課程暨優良課

程」。

101.10.24
餐管科

▲

黃瑞彩老師指導曾韋萍、賴泳伶同學榮獲「第二屆台灣

美食創作競賽」大專組第三名

101.10.20
餐管科

▲

彭成港老師指導陳楠溱、江鑫榮同學榮獲「永詮德霖盃

全國吉利T創意大賽」優勝獎

101.10

▲

仁德醫專數位教學中心揭牌啟用，努力有成大步邁向國際化

101.9.2
護理科

▲

莊晏庭、林昀儀、陳琬菁、游琬麟、陳又葳等五位同學，

榮獲「全國技專校院護理技術創意競賽」基護組第三名

101.9
護理科

▲

航空護理學程畢業生宣萱、李淳幼、蔡宜君、賴佩鈺、

黃翊瑋、黃翊瑄、涂佑羽等7位同學，錄取「遠東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

101.9
資管科

▲

周定賢、沈宜伯、沈宜學等老師及所有學生志工，榮獲

「教育部傑出資訊志工團隊銀質獎」；謝欣儀同學榮獲

「教育部優秀志工獎」

101.9
體育組

▲

溫著光、潘寶如老師，分別榮獲「2012年第九屆中華民國

常青田徑錦標賽」35歲組男子標槍金牌、35歲組女子鐵

餅金牌，及榮獲『2012亞洲杯常青田徑錦標賽國手』

101.5.18
餐管科

▲

楊慧蘭老師指導翁若瑋、賴威良同學，分別榮獲「第二屆

全國餐飲經營管理模擬競賽」全國冠軍大獎、第五名佳作

101.6.6
餐管科

▲

彭成港老師及郭木炎老師共同指導陳楠溱、郭仁傑、王鼎

儒同學，榮獲「2012苗栗育達盃客家粽爭霸賽」冠軍大獎

101.4.28
餐管科

▲

郭木炎老師指導羅少均、林瑞褀二人組同學，榮獲2012

「(台塑醬料達人)第一屆全國廚藝競-職業組」銀牌獎

101
課指組

▲

山野童軍團，榮獲「101年大專校院社團評鑑宣傳短片創

意比賽」金像獎暨評鑑績優

101.3.15
本校

▲

榮獲教育部「96-99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

案」執行成效績優獎

101
資管科

▲

詹惠宇、彭瑞蕙同學，榮獲「全民E化資訊運動會英文、

中文看打」第九名

101
餐管科

▲

才妤甄、余佩穎同學，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聯盟學校，唯

一榮獲「100年度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暨聯盟

學校學生技職傑出表揚-競賽卓越獎」。

101.12.10

餐管科

▲

郭木炎老師指導郭仁傑、楊凰珠、趙芳儀同學三人組，

榮獲「苗栗育達盃客家米食廚藝大賽」第二名；曾韋

萍、劉柏劭、賴泳伶同學三人組，榮獲榮獲「苗栗育達

盃客家米食廚藝大賽」佳作。

101
本校

▲

周定賢老師、沈宜伯老師，徵選教育部「大專校院數位學習

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計畫（南區）」，榮獲專科學校唯一

種子學校。

100.8.17

～

100.8.21

餐管科

▲

楊詠翔、呂明霖、陳楠溱同學及校友張秋鈴、賴東輝、

劉燕燕、沈容羽、張綱庭、侯冬木、張焜耀及李麗珠同

學，榮獲「第七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團體組5金、個

人組12金，吳仕文老師榮獲大會最高榮譽名師獎。

100.8

▲

100年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錦標賽，本校榮獲女子跆拳道勇奪大專

社會女子組團體成績第一名；五幼201林誼薇女子跆拳65kg組第一

名、五護305謝佩君女子跆拳62kg組第一名、五復305吳沛庭女子

跆拳62kg組第二名、五護204吳晏寧女子跆拳66kg組第一名、五幼

301王彥蘋女子跆拳67kg組第二名、五護504顏丞勳男子跆拳70kg組

第二名。

100.8

▲

100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五幼201林誼薇勇奪女子跆拳67kg組第五

名、五醫302姚翊涓女子標槍第七名、五餐101劉鈺心女子跳高第

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