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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時歡送了今年畢業的學生，雖然心中

有些不捨，但畢竟要為畢業生們感到高興，因為離

開校園之後，無論升學與就業，你們都邁入人生另

一個嶄新的階段，身為仁德大家長的我，為你們的

成就驕傲也為你們的未來獻上滿心的祝福。

另外，在校的學生，有的已經陸續開始校外實

習，預祝你們實習生活圓滿順利，同時要照顧好自身

的安全。實習猶如就業，期望你們能學習到豐富的臨

床經驗和良好的工作態度。1289期的商業週刊中，有

一篇文章提到『看聽想問做學』，這六個字分別代表

人六種器官：用眼看、用耳聽、用腦想、用嘴問、用

手做、用心學。無論你們在外實習，或者剛成為職場

的新鮮人，校長都希望以這六個字和你們共勉。

而當時序進入九月，我們更高興的是仁德大家

人生不可能從

新來過，但是卻可以藉由

回憶，再一次審視自己的生命歷程，為另一個人生

階段揚帆啟程。五專五年的生活，有各自不同的風

貌，希望五專一的新生，可以仔細聆聽學長姐的心

聲，活出一個有意義又有個人生命風貌的新鮮人生

活。

5C501  王彥蘋

如果可以回到五專一，我想我會把自己的情緒管理

恰當，並且珍惜在自己身邊最重要的人，把書給讀

好，這樣就不用走上重修這條路了。給新生的建議

─不要誤入歧途，做不該做的事，只要做自己就

好，把自己給管理好。

5R403  葉佳蓉

如果回到五專一，不要輕易相信不好的傳言，要有

獨立的思考能力，只要自己行得正，不做壞事、不

違規，將來也可以把我們學校的校風變得更好，一

起努力吧！！

5N402  鄭佳薇

回到五專一，最想做的─認真讀書，把基礎打好，

這樣才不會後面念得很辛苦。回到五專一，最不想

做的─上課遲到，導致缺曠課太多，書就很難唸

好。給新生的建議─唸護理科就要好好地唸，把

一、二年級的基礎打好，後面的課程才不會唸得那

麼辛苦。

5R401  陳于婷

如果回到五專一，我會選擇一個有興趣的社團參

加，讓五專生活更加充實。重新認識同學，發現每

個人的優點。通識科目不要被當最好，不然還要重

修，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歡送與歡迎
校長  黃柏翔

庭中加入了新的成員，我要代表全校的師生，竭誠歡

迎新生的到來。這一期《仁心與德術》校刊中，有大

部分的主題是為了你們而設計的，感謝餐飲科、復健

科與通識中心三位主任，在百忙之中撰寫有關讀書方

法及如何培養人文素養的文章，期望你們在五專生涯

的一開始就學得好的讀書方法，那麼專業知識的吸收

將事半功倍。而各位在學習專業技能時也不忘多充實

自身的人文素養，仁德醫專的校訓『仁心德術，博施

濟眾』，在『心』與「術」之前，必須依靠「仁」與

「德」來統馭，如此方能廣大地施予和幫助眾人，而

這「仁」與「德」就蘊涵了豐富深刻的人文素養。此

外，好好利用五專五年的時間，努力充實英文的閱讀

和會話能力。因為在國際化的社會，多一種語言能

力，就多一分就業機會，也多一層思考方向。

另外，這次校刊的編輯們還規劃了〈如果回到五

專一〉和〈仁德美食地圖〉兩個單元，各位新生可以聽

聽學長姐的心聲，做為五專新生活的參考，期望你們有

一個美好又多采多姿的新生活。來到仁德這個大家庭，

我們有教學認真的老師，提供你們知識上的學習，無論

老師或學長姐都竭盡能力照顧各位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方

面，所以，將校園中及學校周圍的美食店家做一個整理

報導，期盼你們能吃得滿足，也吃得健康。

歡送畢業生與歡迎新生，似乎成為校園中每年必

定上演的戲碼，我個人卻很樂意每年當一個在台下為各

位賣力鼓掌的觀眾。踏出校門的畢業生，終將成為社會

的中流砥柱。而選擇技職教育，選擇仁德，相信是所有

來到仁德的學生不會後悔的決定。我們有學識豐富、教

學認真的師資，只要各位按部就班，努力學習，未來無

論升學或考執照絕對沒有問題，面對日益競爭的就業環

境，一張學有專精的執照將成為各位輕易打開職場大門

的鑰匙。所以，我要以『選技職、唸仁德、考證照、強

英文、好好唸、有前途』六句話期勉仁德的學生，希望

各位同學在仁德的日子時時謹記這六句話。既來之，則

安之，勤勉不懈，積極學習。今日我們以滿腔的熱情擁

抱踏進校門的各位新生，相信若干年後，你們的傑出表

現也會令我們驕傲不已。你們的加入，不但豐富仁德的

生命，也必然燦爛各位不凡的人生。

編輯／鞠瑋庭

      王音閑

      葉晏岑

5N403  黃千育

回到五專一，最想─多參加一些社團，累積社團經

驗，並積極參與證照考取之準備，替自己打好基

礎。給新生的建議─雖然我們是五專比起高中職多

了兩年，但別以為時間就充裕的可以浪費，證照是

五年辛苦的成果，可以多參加社團，不但可以豐富

五專生活，以後推甄時也可以讓人知道你並不是只

會讀書，把握時間！未來是可以自己做決定。

5N406  李翊甄

回到五專一，最想─不再逼自己讀書，努力做自

己，可以開心地追求快樂，更不要去在乎別人對自

己的看法，可以多認識不同科系的同學，拓展自己

的視野和人際關係。給新生的建議─不要把自己

搞得太累，懂得適時放鬆自己，不要給自己太多的

壓力，不管是課業還是人際上，要懂得紓壓，加油

喔！五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是重要的是你從

學習中獲得什麼？

5R506  劉乃華

從一年級開學的第一天起，每堂課都要認真上課，

上課也要寫筆記，這樣可以幫助記憶，事後複習的

時候也會比較清楚，打下良好的基礎，未來考證照

或升學都不是難事。

5R506  徐煜偉

回到五專一，最想─玩社團，增加休閒活動，因為

整天讀書壓力很大，所以要參加社團多多參與校內

外各種活動。給新生的建議─讀書之外還要有社團

的休閒活動，選擇一個有興趣的社團加入，可以讓

五專的生活更多彩多姿。

5R504  陳文彬

給新生的建議─多運動對身體有益，年輕不運動，

到老一場空，強健的身體，也可以增強讀書的毅

力，除了讀書之外，還可以多多參加校內社團。

5M402  林宥玲

回到五專一，最想─讀好該讀的書，加入自己想要

的社團，熟悉新環境。給新生的建議─既來之則安

之，不要心有旁鶩，好好地專注於所讀的科系，未

來的路就更美好。

5I501  劉勝軒

回到五專一，最想─要好好努力用功讀書，不要讓

自己後悔。回到五專一，最不想─交到不好的朋

友，交友要慎選，一個好的朋友，可以讓妳在學業

和生活上更豐富。

5I501  鄭翔瀚

給新生的建議─以前的仁德很好混，但是現在仁德

變好了，想要混到畢業是不可能的，也對不起年輕

的生命，所以要好好認真念書。

5N406  張益瑜

給新生的建議─不要給自己壓力那麼大，適時的放

鬆身心，有助於課業上的學習效率。加油！熬過五

年，各位的人生都是彩色的。

5N403  施品如

回到五專一，最想─我想要大玩特玩，完成現在因

為太忙而無法玩的遺憾。給新生的建議─選擇自己

真正想要讀的科系，不然後悔就不好了。

5N403  黃嘉靚

回到五專一，最想─好好的大玩特玩，因為升上高

年級讀書都來不及了，想玩還要看老師們今天出的

作業多不多，自己是否做得完或看得完。給新生的

建議─好好用功讀書，未來的希望有無限的可能。

5O402  林毓芯

回到五專一，最想─好好認真上課，把學業基礎打

穩。回到五專一，最不想─整天上課睡覺，沒有好

好認真上課。給新生的建議─不管是讀哪一科，一

定要認真學習，學得好學得精，這些一技之長對你

的未來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5M402  陳立維

回到五專一，最想─努力上進，認真得好好唸書。

給新生的建議─混要有節制，不要混到讓自己課業

被當，到時候就會後悔莫及。

5F401  陳郁螢

回到五專一，最想─好好的把書唸好，認真讀書。

回到五專一，最不想─總想著往教室外面跑，不認

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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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飲料

由於仁德的新生即將在九月來到學校，對於陌生的環境，相對的食、衣、

住、行，更顯得特別的重要，所以為了讓學弟妹吃得滿足、吃得安心，我們製作

了《仁德美食地圖》，期望學弟妹可以按圖索驥滿足味蕾，甚至發現學校更多的

美食攤位。

我們要開始訪問店家之前，先設計一個訪問表來訪問仁德的同學們，對於

校內外〈校外最遠到7-11〉的早餐、午晚餐及飲料是大家公認且認為是最好、

最優質的地方進行票選，而店家的部份我們會選出六到八家來刊登於校刊之中，

我們也會進行排名與採訪，至於問卷的數量我們會製作大約一百份來看看大家對

校內外的食物及飲料的評價，可是，為甚麼只選擇一百份來調查呢？由於我們人

數只有七人進行這樣的工作，再加上有時間上的考量，所以我們才做此決定，如

果，大家認為公信力不足之處，也請多包涵。

至於問卷收集起來後，我們開始進行統計的動作，開始統計店家的票數及

他們的特色食物，而到最後的時候，我們在早餐、午晚餐的部份會選出前三名及

飲料第一名刊登在校刊中，對於剛到仁德一

年級新生，可以不用煩惱早、午晚餐在哪裡

解決的問題，可以很快融入這個大家庭。所

以，大家拭目以待吧！

PS：校外7-11旁有一家早餐店

的蛋餅份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只

要30元喔！

名稱 1.中餐廳 2.地下室滷味攤 3.地下室最後一間

食物 卡啦無骨雞吐司 培根蛋餅 炒飯

票數 57 18 14

名稱 1.校外手抓麵 2.地下室最後一間 3.巷子口滷味

食物 炒麵 花枝羹麵 滷味

票數 20 16 15

名稱 桔子

飲料 珍珠紅茶

票數 29

撰文／陳煜嘉

中 餐 廳 又 稱 鐵 皮 屋 、

防空洞，位於校內體育館旁

邊。對於上完體育課的同學

來說，是十分的方便的，可

以在中餐廳買到冰涼的飲料

來解渴。其中，在訪問眾多

的同學中，大家都覺得中餐

廳的咔啦雞吐司是很美味的，這道美食包括有玉

米、蛋、咔啦雞及兩片吐司，一口咬下的剎那，

可以感受到玉米的甜，蛋黃的香，還有雞肉的飽

滿多汁，整個感覺乾爽不油膩，而吐司烤得恰到

好處的酥酥口感，更是要給它一個讚，重點是份

量夠且價格合理，所以對於食量大又手頭緊的同

學可是很好的選擇，不過建議要早點去買才不會

人擠人哦！

阿姨們開始工作的時間是

早上六點半，而她們通常都會

提早約十五分鐘來準備食材，

至於食材的部分大都是由老闆

親自去選購，雖然大家最愛吃

的是培根蛋餅，阿姨也建議咔啦雞堡或起司蛋餅都是不

錯的選擇。老闆也說每天的第一、二節是尖峰的時候，

如果要這時買東西的同學，需要耐心等候，而假如客人

比較少的話，老闆會先準備中午的午餐，下午賣到三點

十五分或三十分之間。咔拉雞炸得又香又脆，一口咬下

會有汁跑出來，一般吃漢堡吃到中間會有點口渴，但它

裡面加了美乃滋及玉米讓人吃起來特別滑口，漢堡烤過

後熱騰騰邊緣有些酥酥的，加上上面芝麻的點綴真是絕

配！吃完這個會有快升天的飽足感，物超所值。咔啦雞

堡好吃的秘密是油炸時間要準，再來是漢堡要先烤過，

最後加上美奶滋來增加口感，對於早餐要吃份量多的同

學來說是很值得的。還有起士蛋餅裡的起士香濃味道十

分剛好，皮煎得不會太乾或太濕，中間微濕邊緣酥酥的

越嚼越香，配上「半溶不溶」的起士相當完美。

─培根蛋餅、起司蛋餅、咔啦雞堡  
文／許語辰、林郁泓

地下室滷味早餐

─     拉無骨雞吐司

文／蕭瑋婷、陳郁云

校內中餐廳
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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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開這家店已經三年了，而老闆自己本身也是

後龍人，他每天早上七點就到店裡準備煮茶及相關的預

備動作。對於店裡的珍珠老闆也有自己的要求，因為他說除

了要配合學生們的生活作息來開店及休息外，珍珠的量也要足夠，所以要準

備四大鍋，而且老闆的珍珠也是經過自己獨家的秘方烹煮，使得珍珠除了甜

之外，也能放置四到六個小時不會變質，所以這裡的珍珠是一大特色。除了

珍珠還有冬瓜茶，冬瓜茶是老闆每天細心熬煮出來的哦，特別好喝！所以同

學們可以點杯冬瓜珍珠來品嘗看看。至於同學之間流傳的可樂珍珠也是值得

一試的良品。另外熱飲的部份，老闆是四季都有販賣，加熱還不加價哦！而

且老闆也有在賣養身茶及咖啡，我們訪談到這裡，感覺老闆真是一位幽默風

趣的人，對於每天一定要喝飲料的同學們，中午的時刻是一個尖峰，如果想

跟老闆風趣的聊天，請記得避開這讓老闆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哦！

珍珠很Ｑ彈茶類很順口不會澀，整體來說很搭，茶舖中的任何飲品都可

以加珍珠，因為珍珠就是本店的招牌喔！

老 闆 住 在 後 龍 ， 所 以 老 闆 每

天都於早上六點半到學校開始準備

及烹煮食物，而老闆說自己會去挑

選食材，而處理的時候也都是自己

來，所以品質是可以保證的。訪問

的時候，老闆也談到很多同學都有

採訪他，可見老闆的食物大家都很

喜歡，已經有固定的同學會去光顧了呢！老闆說他的羹湯有加柴

魚片，所以味道很特別。老闆是與妻子一起工作，在仁德工作有

三、四年了，而他們的花枝是由自己親手特殊處理，麵條是普通

的黃麵，而重點是麵條浸泡在湯裡吸取湯汁而飽滿，一口咬下去

會有湯汁滿滿的味道，感覺就快溢出來了，湯則是有加柴魚片來

提味，還有老闆的沙茶醬，使湯頭夠味又不膩，就是這麼好吃所

以很快又會賣完了，大概在快一點的時候就會被掃空，所以手腳

真的要快一點才有辦法品嚐到老闆的花枝羹麵哦！

由於老闆住在後龍，可以每天到市場挑選當日最

佳食材，而老闆於星期一至五的上課期間才會營業，

而店面是自家的所以不用租金。休息時間是一點到四點，

晚上則是七點就休息，因為洗菜、做菜都是自己來所以品質都可以兼顧到。

老闆透露自己很喜歡吃辣，所以店裡的辣醬是用朝天椒製作的，大部分來店

裡消費的都是學生，經濟能力有限，所以老闆以平價的食物為主，老闆名叫

「柯蘭」，所以她風趣的說：「要看柯南？看我就好啦！」。而大家愛吃的

蜜汁口味是自己研發的，有獨特的味道，老闆開店已經有十年了，當初是因

為無聊而去考烹飪丙級執照，再去賣滷味。老闆的食物是不會賣隔夜的，所

以，同學可以吃得安心，而所賺的錢老闆笑說都變成自己的零用金。老闆說

滷汁都是自己熬了四個小時熬出來的，至於辣醬的部份，因為季節不同辣度

也有所不同，對於剛吃的同學可以先試小辣、再中辣，最後則大辣，千萬不

要忽視辣椒的辣度。但是習慣吃辣的同學們就會覺得，一定要加辣才能襯托

出滷味的美味哦！醬汁的獨特性，口味是大眾皆可接受；湯頭清甜爽口，不

油膩。食物也不會煮得太爛，保有蔬菜及麵類的口感和脆度。

最後老闆告訴我們，因為自己很注重養生，所以，食物的部份也特別注

重衛生。愛吃滷味的同學們，這是值得一試的美味喔！

首先，感謝老闆抽空接受我們編輯部的訪問，老闆

也慷慨的準備食物招待我們，這確實讓我們有點不好意

思，老闆說，他們家的麵條是凌晨時製作的，再於早上七點

半時載貨，老闆告訴我們說，假如一天能賣掉十包麵條，他都拿八至九包出

來販賣，賣不完的就拿出去倒掉，所以，老闆是不會賣隔夜的。至於，炒麵

的醬料也是他自己精心特調的，生意在中午、晚上是最好的，他也說，他在

這裡賣麵已經賣了十一年了，老闆偷偷告訴我們說，他覺得仁德的學生很可

愛。麵的口感雖說不是非常的Ｑ彈，但是他們麵拿捏的硬度可以說非常的完

美，而他們特製的甜辣醬吃起來也比市面上來的香甜，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

配菜的量拿捏的不是很好，但單論麵來說，是在學校附近最好的。

阿姨在這開設早餐店已經十六年了，每

天都是早上四點就起床，從竹南坐火車到後龍

準備開店，每天大約營業到中

午十一點為止。而阿姨也跟我

們透露她曾經因為車禍而沒有

開店兩個月，而這兩個月讓仁

德的學生天天失望卻又天天盼

望阿姨的出現，畢竟阿姨的大

蛋餅只要三十元就可以吃得飽

腹又滿足。

我們也問到為什麼不到校園附近開設早餐店呢？阿姨說是因

為怕惡性的競爭，所以選擇比較遠的地方。再來是阿姨的蛋餅口

味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至於到了寒暑假的時候是否會開店？

阿姨說也是會的開店的！可是在一般的日子中，星期日是一定要

休息的，如果蛋餅真的要選擇一種口味的話，培根蛋餅是一個不

錯的選擇，因為在蛋餅裡頭也會加一些小黃瓜及苜蓿芽，使整

個蛋餅看起來更有份量，阿姨的蛋餅真的是不怕虧本的賣。蛋餅

除了主菜外，配菜也很多，培根與蔬菜一起吃，有絕配的感覺！

再來是淋上醬油膏，可以提升他們的融合，還有清涼的小黃瓜可

以吃。除此之外，本店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水果三明治，對於女同

學來說可說是既美味又健康的！其實阿姨已經六十多歲了，還是

身體力行的每天做好吃的早餐給同學吃，是真的很令人感動。啊

對了！想吃阿姨愛心製作的大蛋餅，可以來店預定哦，電話是：

037-730960。

地下室最後一間
─早餐→炒飯、午餐→花枝羹麵   

文／陳昱嘉、劉書瑜、張庭移

校外巷子口滷味

隱藏版的大蛋餅
文／陳昱嘉、許語辰、林郁泓

文／蕭瑋婷、陳郁云

仁德側門口解渴必備
─桔子茶舖  

文／蕭瑋婷、陳郁云、劉書瑜、張庭移

仁德側門口
─炒麵  文／許語辰、林郁泓

期望學弟妹可以

按 圖 索 驥 滿 足
味蕾，甚至發現

學校更多的美食
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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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奇蹟後，隨之而來的科技、醫療讓臺灣在世界潮流中也小有立足之地，

專業能力無可小覷；但臺灣是一個變化極為快速的社會，盲從追逐中，少了省

思，當公平正義、意識形態出現落差，我們欠缺的不再是經濟能力，而是人文

素養。知識學理可能被修正，但真、善、美卻是不變的真諦，誠如嚴長壽先生所

言：「一個細緻的社會，一定是從人文素養開始。」

《賽德克˙巴萊》、《陣頭》、《那一年，我們追的女孩》……經過宣傳

行銷吸引無數的人潮，好評不斷。好評之餘，是他們以不同的面向回應那個世代

裡的熱情、勇氣與恐懼，是這深層的人文在我們心中迴盪、省思。專業與人文不

是涇渭分明的黑白兩道，就像人才，專業育才，人文可以錦上添花，為各專業注

入滿滿的新意，就像我們學校的校訓【仁心德術】，若無仁、德，神乎其技之術

又將如何撫慰人心呢？所以科技島勢必蛻變為人文科技島、醫護必須成為醫護人

文，因為人才是我們始終關懷的終極目標。

不可諱言，專業知識技能是個人進入某個領域的重要條件之一，無論理工醫

農軍公教法政商，各個狀元都有各自的專業要努力；但屬於精神層面的「人文素

養」卻是任何行業都必須具備的。閉門造車、象牙塔實驗室，對身邊的人、事、

物漠不關心，那只是孤芳自賞，因為，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人文不像專業領域具體、實用，且具備了人文知識，不見得具備人文素養，

它廣泛而模糊，無法一蹴可幾，但隨處即是。具備它卻可以幫助我們妥善地處理

人際乃至於人生中的種種問題與困境，是一個人成敗的關鍵。所以，如何讓一個

人在專業知識的學習中，擴展人文及其他知識領域，在自己的步調中能夠不斷發

展，將專業知識化為生活的體會，推動善的力量，這也是人生學習的重點。

人文素養是重要的，三百六十行，不管是哪行，懂些人文總是百利無害。然

在專業養成中，要如何兼具人文素養？一時間若無頭緒，不妨看看手邊的通識教

育中心所發給同學們的〈通識成長護照〉，內容中的「好書閱讀｣、「藝文、體

育、語言與生活技能｣、「倫理實踐｣，便是透過實踐引領同學拓展全方位視野，

而終身受用。就像修過「服務學習｣課程就會知道徒有滿腔熱血貼近人群是不夠

的，在實做中融入人群，才能知道該如何與人交往、要為他人付出什麼？進而體

現對生命的關懷，這就好像「視病猶親」，在祛病之外，更要醫心，不斷地留心

他人需要什麼？不斷地自我省思。畢竟人文來自生活，要鞭策自己不斷抽空走出

專業巨塔與他人接觸。

接著，養成閱讀的習慣。閱讀是我們通往世界的窗，閱讀可以隨著自己的

步伐而不被剝奪權利，也能訓練對文字的掌握，能刺激思考能力，甚至可以增加

了說話的深度、廣度和亮度。每晚睡前半小時或一小時，不妨多涉獵專業外的

書籍，吸收更多知識，如此言語不僅有味，且面目良善。再著，館廳院廊（圖書

館、博物館、美術館、體育館、演藝廳、演講廳、畫廊……）的活動，不妨多參

與，透過臨場的感受，更能領略箇中的美妙滋味，對提昇個人的鑑賞、視野都有

所助益，還可參加學校〈通識成長護照〉認證競賽爭取獎金，不管是實質的、精

神的，好處多多。

人文素養，是見識是胸襟、是節操是談吐，是美感是思辨。人生是過程比結

果還重要的，有人文素養的思維，可以支撐未來的人生。提昇人文素養，為自己

加分，期盼仁德的同學未來也能加入臺灣這片美麗風景！

一個同學書讀得好或不好？老師覺得和讀書的方法以及執行力有很重要的關

聯性。尤其是很多現在的Z世代新興人類都很隨興，一下唸一點，一下又上一下

網，等到要考試了才發覺時間不夠用，即使集中火力熬夜，效果仍然不彰。本科

的課程特性，劃分成廚藝技術與經營管理兩大主軸，廚藝課程以技術為主較重實

習磨鍊而經營管理課程則較多學科上的觀念並注重案例討論。兩大課程的準備均

需要在平時有完善規劃及實踐能力才能妥善應對，臨時抱佛腳，可能發生重大困

難。所以養成「今日事今日畢」的觀念，在生活上做一個主動的人!而不是任時間

隨性擺佈，對學生的學習基礎奠定更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此提供同學一些

讀書方法的簡單步驟，給同學們參考：

1、找出自己所能運用的時間： 

就像我們在投資理財規劃上告訴各位的，先記帳三個月，接著找出有哪些

支出是可以節省下來的一樣，你可以試著連續一週詳細紀錄你每天的作息，然後

你就會發現你一天當中浪費掉的時間有多少？接著找出一些可以利用的時段及零

碎時間，做為預習及複習的最佳時機，並且分析最適合自己學科或術科的黃金時

刻，以加強自己的學習能力。 

2、精神集中才能事倍功半： 

精神的集中是十分重要的，事前預習再加上上課專心!效果強過事後數倍的

複習加強，把握正確的預習及複習時機，集中精神，專注記憶，自然效率就會浮

現，課程準備自能游刃有餘，不會再臨時抱佛腳，搞得自己又痛苦又沒成就感。 

3、擬訂讀書計畫： 

大概先瞭解一下課程特性，並平均分配一下看一週裡要念的書有多少？每

天大概要準備及複習哪些科目？並依興趣或成績比重決定科目要投入之時間與心

力，切記良好的計畫首重目標達成的可行性，不要好高騖遠，設定高難度的目

標，以免三天打魚之後就把網子曬起來了。適度搭配不同科目複習及適時的休息

也很重要，因為這樣能保持興趣及增進學習效果。

4、積極的執行能力： 

讀書計畫訂好之後，大概每天要執行的進度及科目自然就心中有數，接下來

最重要的就是執行能力。再完善的計劃如果缺乏執行力，仍是一場空。如何貫徹

自己，驗收自己的計劃，是能否成功的重要基礎，例如每完成一項進度就標註清

楚，等到睡覺時，看看自己的目標均已達成，你就會很心滿意足，很有成就感，

自然就會延續努力，考試或成績自能名列前矛，並作為自己更加努力的動力。

5、適時的回饋：

隨時追蹤考核自己的讀書計畫並加以檢討改進也是讀書方法的重點，可以依

考試成績、作業分數、老師評語等做為考核自己的指標，並隨時依結果對計畫重

點及內容進行修正，如複習時間調整、科目分配比重或複習方法改進等。激勵也

是很重要的，別忘了適時犒賞自己（當然犒賞方式因人而異，如一頓美食或一場

電影等），重點在能鼓勵自己，保持動能，延續良好的讀書成效。

上述讀書方法提供給各位同學們參考，如果大家都能按部就班並做到上課前

預先預習、上課時專心注意、課堂重點勤做筆記、課後回家即時複習、再加上依

讀書計劃複習及考前回顧衝刺，相信各位不論學科或術科均能拿到好的成績，人

生未來，在各方面也都能因為事前計畫與執行力充滿創意驚喜，邁向康莊成功。

近年物理治療師國考的考題很靈活，若學生的讀書方式為死背，對應考考生

是極為不利。若考生希望能在畢業時順利考上物理治療師，實為學校老師與學生

重大的挑戰。建議考生需將校內的PT專業知識與臨床PT評估與PT治療技巧互相理

解與結合，方能順利取得執照。

如何將繁雜且片段的知識，連結成一套具有系統、且容易記憶的東西，是需

要一些技巧的。換言之，準備物理治療相關科目與準備長跑耐力賽一樣，都需要

將課文知識與圖表及臨床實習經驗內容相互配合。所以，除了觀念的理解外，更

要不時地配合圖表來學習與記憶，方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能將繁雜的資料

變簡單化，同學自然能在考場中得到高分。以下提供幾個重點方向，期望同學能

仔細思考並成為良好的讀書習慣。

融會貫通

考試方向要抓對，考古題要歸納整理再來準備，記得要定下時間表，把典試

委員所出的參考書內容大致看過，內容覺得不足的部分，再找其他的參考書

籍補齊，千萬別一開始就看太艱深的原文書、教科書。另外，可以在上課之

前，自己先預習課本一遍，並記錄不懂的部分，上課時再專心聽課，將不懂

的部分弄清楚，這樣等於已經唸了兩次，而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整理筆記

讀完每個章節後的重點都必須記錄在筆記上，並以簡單且多色的文字與圖

表，標示各章節重點之所在，一方面可加強記憶，另一方面也方便日後再複

習，也可以自己用表格的方式，將手邊的資料加以整理，這樣會使你的觀念

更加清楚！

熟練考古題

收集並多練習歷年的考古題，一方面可以了解自己目前的實力，另一方面也

可以大略知道考題的特色與重點所在，物理治療師的考古題一定要熟練，這

種分數不僅絕對不能丟，更要注意每年的考題方向，必定能使你比別人多一

份勝算。

資料收集

可多收集各家補習班的書面資料，及市售的參考書籍，加以整理，可獲得較

完整的考試資料，並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複習，加強記憶，等你真的熟練後，

將會發現其實寫考題，漸漸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方法，等真正上考場時，比

較不會因緊張而答錯。

關心時事

物理治療師國考內容的變化幅度並不太大，但有些考題靈感可能來自最近熱

門的時事與醫療保健等問題，適時地關心時事將會帶給你課本之外的另一些

思考空間與想法。

不斷的練習

考前一個月，開始不斷練習寫出答案，把每個題目以起承轉合的方式練習，

務必看清考題的陷阱，平時練習時就需思考這考題背後的觀念為何？這是最

重要的部分。

輔助圖表

建議自行整理重點，以利應考軍心。

行有餘力

需瞭解最近常討論的醫療、食品衛生、食療方面等熱門話題，平時就養成把

報紙上醫療食品篇的訊息收集整理起來之習慣，加上自己的觀感，在答題時

適時加以引用，以補強答題的不足感，也可以找時間去聽營養學會的學術演

講，內容都可能出現在考題中喔！

提昇人文，為自己加分
通識中心主任／黃東珍

成功關鍵─培養好的讀書方法
餐飲科主任／黃瑞彩

物理治療師國考準備要領 復健科主任／王中傑

選技職．唸仁德．考證照．強英文．好好唸．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