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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仁育德，榮校益人；
繼往開來，校務登科
                 董事長 張志誠

欣逢本校創校44週年校慶，本人

謹代表董事會全體董事，感謝教職員這些日

子以來，對於學校辛勤的付出，讓校務蒸蒸

日上；也感謝同仁們本著愛心照護學生，讓學

生能安心地在校學習。同時也祝福學校校運昌隆，校務綜合評鑑均能

獲得一等。

近幾個月來，在新任黃校長柏翔積極的領導，及董事會的大力支持下，學

校的運作、行政績效與教學效能均大幅提升。期勉仁德同仁能秉持校訓「仁心德

術、博施濟眾」之理念，發揮「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崇高理想，相信在全體

教職員胼手胝足、戮力以赴下，仁德來日的發展將充滿希望。

四四如意慶週年，仁德扉頁再創新

                              校長 黃柏翔

金風送爽，正是橙黃橘綠時，欣逢本校建校

四十四週年、改制12年之校慶，於歡樂氛圍中展讀豐

碩校史，回顧以往經歷任校長胼手深耕與卓越領導

下，兼及全校教職員工此心一同之努力，於校務之發

展，早已奠下堅實之基石，歷屆校友於各專業職場

上，更無處不散發令人驚艷之成果。

本人承蒙董事會器重，自今年8月接篆校長視事以來，深感肩負責任之重大，

夙夜無不戰戰兢兢希冀立於前人既有之良好成效上，追求最大可能之進步，持續

提昇整體校務之發展。即秉持張董事長志誠致力「服教研」（「服務」「教學」

「研究」）為志業，提升考照率之教育理念，以及本校設校之宗旨，積極戮力於

各項校務推展。如強化教學資源中心之功能，訂定各種獎勵辦法，落實教學評鑑

及改善教學設施，以改進教學品質，提昇教學滿意度；其次建置「生涯歷程資訊

系統（e-Portfolio）」，「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提供學生統

一整合校內學習各項資料，引導學生做自我學習成效之分析，從中學習如何提早

規劃未來之生涯藍圖，用以提昇考照率及就業競爭力；同時結合全校課程地圖，

強化學生選課資源；亦開設「航空護理學程－「航空專業實務」嶄新課程，擴展

學生學習視野；此外以實質獎勵，提昇全校教學研究能量，用以精進校務；尤其

改進績優導師遴選制度，增強師生關係、提昇學生品格及學習效能；亦強化以人

文涵融專業之通識教育，建立人文氣息之樂學校園，落實「仁心德術、博施濟

眾」之校訓，以期培育更多以「仁」為「心」，以「德」為「術」；既具備專業

之素養，復涵蘊人文關懷之胸臆，成為業界所需且造福社會之醫護專業人才，為

本校成為一流醫護技術院校之目標推進，再造另一里程碑。

然而面對全球金融海嘯所挾帶出經濟衰退之餘威、兼及由少子化走向民國

102年才會出現之人口負成長，卻隨著「消失的嬰啼」已經悄然地提早報到之衝

擊、更伴隨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之不確定與未來，以及教育部對各校系科進行

評鑑績效等主客觀面向之嚴格考核下，學校對外既要承擔人口銳減之威脅與招生

之競爭力，對內亦要追求卓越以避免淘汰之挑戰，身為學校之教師，所肩負之使

命，是何等任重道遠。為守護前人所締造之佳績，進而再創新猷；為培養學生兼

具人文與專業能力；更要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之職場競爭力。各位親愛的教

師們，我們需有如臨大敵、如履薄冰之共識。在此本人深深期許所有同仁共體時

艱，凝聚向心力，發揮一己之力量，以提昇本校之競爭力；為邁向另一階段之卓

越高峰，共同開創本校嶄新之風華，戮力貢獻一己之力量。

一年好景最是金秋豐收時，適逢歡慶本校創校四十四週年之際，本人除了衷

心祝福本校「校運昌隆」如「鵬舉中天」，卓越出眾；「四四如意」若「青山流

水」，生源不斷；同時感謝董事會之鼎力支持、全體教職員工之努力經營，家長

會、校友會之襄助，不但校務運作順暢且日有所長。前瞻本校未來校務之發展，

本人深具信心。端看本校學生近期對外參加「100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

締造第三名佳績、於「2011崇仁40週年烘焙創意比賽」、「2011波西米亞盃國際

音樂大賽」，及「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全國柔道錦標賽」，成績斐然，亦各大放異

彩。前者於20餘隊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強勁選手中脫穎奪冠；次者榮獲長笛高中

組第一名；後者更是囊括冠亞軍寶座；尤其於「第七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中，

更是榮獲團體組5金、個人組12金，並獲頒大會最高榮譽名師獎之殊榮；由小見

大，在在足見全校師生之用心與不容小覷之學習力與競爭力。在此本人謹代表學

校特致上感恩之意，也祝福親愛的同仁與同學，值此上下騰歡慶賀之日子，身體

健康，「事事」如意，並肩攜手再創仁德璀燦新扉頁！

承先啟後根基堅，邁向四四更創新
                                          家長會創會會長 陳木池

一所學校的經營與發展，是歷年來全體師生努力的成果，因前人扎下堅實的

根基，後繼者才能引領時代潮流，大步往前邁進。回顧仁德醫專師生過去一年來

各項表現均相當優異，其中餐飲科師生參加「第七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在300

餘位各國競賽選手中，脫穎而出；12位報名參賽師生，榮獲團體組5金，個人組

12金，並獲頒大會最高榮譽名師獎，成績大放異彩。「2011崇仁40週年烘焙創意

比賽」中，餐飲科師生在20餘隊各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競賽選手中脫穎而出，榮獲

冠軍大獎。另外，在「100年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錦標賽」中，本校女子跆拳道隊

勇奪大專社會女子組團體成績第一名，在在顯示出仁德醫專優異的教學成果，逐

漸在國內外各式競賽中嶄露頭角。

今適逢母校44週年校慶前夕，本人代表仁德醫專第一屆、第二屆家長會全體

委員向全體師生道賀，感謝學校董事會、校長支持家長會的運作，期望仁德醫專

能在校長和全體師生一起的努力下開創歷史的新頁。

作育英才四四載，桃李爭芳賀週年
　　　　　　　　　　　　　　　　　            家長會會長 謝明煌

先慶祝仁德44歲，生日快樂。仁德對社會的貢獻，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像是培育許多醫檢、護理、藥學、復健、視光……等專業人員，遍佈在臺灣醫療

體系的每個角落，默默地付出，而他們都是對社會貢獻卓著的菁英。

以前，仁德的學生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說自己是仁德畢業的；而今在張志誠董

事長、勞苦功高的老師們，以及校務人員的努力下，今日仁德的考照率及學生的

養成教育都非常的成功！我勉勵同學記得：「一日仁德人，終生受用無窮。」現

在您可以大聲，有自信地告訴世界：「你畢業於仁德！ 」那是一種驕傲。

家長會，是學校與家長間最好溝通的管道。希望各位家長們能多多利用，讓

我們有機會為您服務。最後祝賀學校步步高升（學院），祝福每位老師與家長、

學生家庭幸福美滿、身體健康。

本校餐飲科參加100年8月17日至21日在江西贛州舉辦「第

七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由黃校長柏翔先生授旗與全體師生祝

福下昂首啟程，領隊吳仕文老師帶領參賽學生楊詠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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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班張得峰同學，在經歷七天激烈角逐，300餘位各國競賽

選手中，技壓群雄，脫穎而出。14位報名參賽師生，榮獲團體組5金、個人組14

金，並帶回最高榮譽的「世界美食藥膳名師」封號，也讓世界各國名廚見識到

臺灣廚藝大師的神乎其技。

▲領隊吳仕文老師（左一）與「第七
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參賽學生

▲苗栗縣縣長劉政鴻（中立者）表揚
餐飲科師生優異表現

第七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

  —精湛廚藝大放異彩

賀仁德 4 4 週年校慶

▲ 黃校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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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校長與儀隊合影

體育競賽屢戰屢捷
復健科吳雨珊同學，榮獲「2010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大專女子組以組第二級第二名

復健科陳文彬同學，榮獲「2010C.S.A.搏擊散打武狀元年度排名賽」70公斤級第三名

幼保科林誼薇同學，榮獲「第一屆淡江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中乙量級第三名

幼保科王彥蘋同學，榮獲「第一屆淡江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重量級第一名

餐飲科劉鈺心同學，獲得「10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女子組跳高第七名

醫檢科姚翊涓同學，獲得「10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女子組標槍第七名

幼保科林誼薇同學，勇奪「10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女子組跆拳67kg組第五名

本校女子跆拳道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錦標賽」大專社會女子組團體成績第一名

本校女子拔河隊（汪依亭等14位同學）獲得「教育部100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

賽」第三名

幼保科林誼薇同學，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道」女子跆拳65kg組第一名

護理科謝佩君同學，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道」女子跆拳62kg組第一名

復健科吳沛庭同學，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道」女子跆拳62kg組第二名

復健科吳晏寧同學，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道」女子跆拳66kg組第一名

幼保科王彥蘋同學，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道」女子跆拳67kg組第二名

護理科顏丞勳同學，勇奪「苗栗縣縣長盃跆拳道」男子跆拳70kg組第二名

醫檢科姚翊涓同學，獲得「100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女子標槍第三名

餐飲科劉鈺心同學，獲得「100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女子跳高第六名

餐飲科劉鈺心同學，獲得「100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女子跳遠第七名

復健科吳雨珊同學，榮獲「2011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大專女子組第一級第二名

復健科張惠雯同學，榮獲「2011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大專女子組第三級第一名

護理科勇闖「2011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
紀怡安同學榮獲「2011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百．萬護理知識闖

關』」第三名

鄭筑尹同學榮獲「2011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病歷閱讀與護病溝

通』中文組」佳作

醫事檢驗科
醫事檢驗科黃世安、黃梅子代表本校本科學生，於99學年度「全國醫事檢驗學會

年會—學生論壇」中，以全程英文演講方式，報告實習生於實習中之經驗分享。

餐飲管理科技壓群雄
在職專班餐飲科王柏陸同學榮獲教育部「中華民國第一屆全國終身學習楷模獎」

楊詠翔、陳楠溱、羅少均、郭仁傑榮獲「第一屆臺北米食大賞—米食料理競賽」

第二名、第三名

楊詠翔同學榮獲「第七屆薰衣草森林香草料理大賽第三名」

楊詠翔同學榮獲「幸福台灣地方農特產全國創意烘焙拌手禮競賽—冠軍」

才妤甄、余佩穎榮獲「第三屆德麥盃點心大賽榮獲大專組第三名」

專業證照
護理師（發照單位：考試院）
陳佩汝、蕭湘儒、楊雅婷、蕭惠馨、徐翊嵐、郭繡竹、廖月祺、廖昱硯、沈玉霞

林宜蓁、林冠彤、邱  庭、楊孟融、陳羽晶、洪偉倫、柳宜妏、李筱雯、游奕倫

陳慧容、陳裕青、蕭喻雯、徐慧親、陳姮儒、施欣嫻、黃淑芸、施惠方、陳明宇

曾伊君、曾馨慧、黃涵麟、楊怡婷、劉婉雯、鄭凱云、薛晴文、陳婉茹、張楹雁

范語婕、黃于齊、陳依琬、洪筠庭、張容瑜、馮筱喬、塗雅琝、蔡佳妮、謝佳勳

鍾瑩臻、林貞如、羅凱莉、陳美妙、陳珮綺、歐思宜、王靖宜、韓鳳珠、林芳君

朱慧珊、何紫如、林品妍、郭芳如、林佩琪、陳瑩珍、曾湘慈、黃雅萍、洪翊慈

謝欣萍、江翎君、王毓萱、羅雅萍、蘇幼慈、黃慧君、王芝婷、白堉姍、紀怡安

黃郁芸、楊宇琴、周庭妮、陳怡靜、曾詩芸、蔡思佳、宋國彰、陳函郁、施右梅

余音憓、林佳慧、黃琳雅、林佳祺、李嘉容、楊嵐婷、鄭曲芹、白書育、蕭淑貞

石庭怡、陳姝妤、楊佳紜、劉佳惠、蔡佩旻、蔡佩琪、蕭淑惠、謝文昀、謝旻珊

朱宏霖、洪怡惠、張珀蓉、劉憲法、劉育潔、張嘉玲、林佳潔、許汝妤、魏雨柔

傅琬甄、陳瑋鈴、劉曉青、劉于榛、許芳寧、許筱薇、李宜恬、林巧雯、黃信智

張佳宜、賴佳宜、魏楚林、田雯瑜、許雅婷、陳宜榆、黃逸豐、劉依萍、鄭筑尹

陳正妹、林琬婷、李佩樺、陳盈均、林雅茹、柳怡玲、陳冠伶、劉曉樺、蔡珍君

李華琪、王苡瓴、古子娟、吳郁萱、李佳靜、李佩璇、張翔靖、梁雅雯、陳欣榆

黃儀雯、黃慧雯、詹凰笙、蕭勛宇、李佳虹、林倩珝、徐婷婷、戴　琦、黃琪芳

田芷苓、邱詩容、徐麗婷、張婉庭、張媛婷、曾淑惠、黃亭瑄、黃鈺婷、葉巧琳

劉佳芸、謝紜芳、鍾興齊、饒佳林

護士（發照單位：考試院）
陳佩汝、蕭湘儒、楊雅婷、蕭惠馨、徐翊嵐、郭繡竹、廖月祺、廖昱硯、陳宛彤

沈玉霞、林宜蓁、林冠彤、邱  庭、洪偉倫、柳宜妏、游奕倫、陳慧容、陳裕青

蕭喻雯、徐慧親、陳姮儒、施欣嫻、黃淑芸、施惠方、陳明宇、曾伊君、曾馨慧

黃涵麟、楊怡婷、劉婉雯、鄭凱云、薛晴文、徐海原、陳婉茹、張楹雁、范語婕

黃于齊、陳依琬、洪筠庭、張容瑜、馮筱喬、蔡佳妮、戴依如、謝佳勳、鍾瑩臻

林貞如、劉冠杰、羅凱莉、歐思宜、王靖宜、韓鳳珠、林芳君、朱慧珊、林品妍

郭芳如、林佩琪、陳瑩珍、曾湘慈、黃雅萍、洪翊慈、謝欣萍、余若靖、江翎君

王毓萱、羅雅萍、蘇幼慈、黃慧君、王芝婷、白堉姍、紀怡安、黃郁芸、楊宇琴

周庭妮、賴錦慧、陳怡靜、洪麗婷、曾詩芸、蔡思佳、陳函郁、施右梅、徐翌萱

余音憓、林佳慧、黃琳雅、林佳祺、李嘉容、楊嵐婷、白書育、蕭淑貞、石庭怡

舒明頡、楊佳紜、劉佳惠、蕭淑惠、謝文昀、謝旻珊、朱宏霖、洪怡惠、張珀蓉

劉憲法、劉育潔、張嘉玲、林佳潔、許汝妤、魏雨柔、傅琬甄、林庭君、陳瑋鈴

蘇怡婷、劉曉青、劉于榛、徐郁涵、詹欣融、許芳寧、許筱薇、吳佩璇、黃羿虹

李宜恬、林巧雯、黃信智、張佳宜、賴佳宜、魏楚林、蔡宜庭、田雯瑜、許雅婷

陳宜榆、劉依萍、鄭筑尹、陳正妹、李佩樺、林雅茹、柳怡玲、陳冠伶、劉曉樺

蔡珍君、李華琪、王苡瓴、古子娟、李佳靜、李佩璇、張翔靖、梁雅雯、陳欣榆

黃儀雯、黃慧雯、詹凰笙、賴怡如、蕭勛宇、李佳虹、林倩珝、徐婷婷、黃琪芳

田芷苓、邱詩容、張婉庭、張媛婷、曾淑惠、黃亭瑄、黃鈺婷、葉巧琳、劉佳芸

謝紜芳、鍾興齊、饒佳林、王一如

職能治療師（發照單位：考試院）
陳怡君、林芳宜、洪婉瑄、謝沛勛、邱憶翎、吳佳蓁、洪詩佩、陳宜君、鄔書函

鄭亞芸、戴學為、彭健瑋、曾子權

物理治療師（發照單位：考試院）
黃翰軍、張逢嘉、繆瑞煌

醫事檢驗師（發照單位：考試院）
李書萍、蔣名芃、何紹雯、林迺佑、詹婕妤、張詩怡、陳俞菁、徐珮慈、侯美詩

鍾雅鈴、潘海平、謝佳妏、王傳儒、林俊宏、羅偉祐、陳顥臻、王仁傑、高宜莉

曾凱群、林美辰、劉芳如、陳柏勳、莊仲妤、陳立諺、林雅蕙、徐紫瑄、賴毅芳

黃程威、李佳樺

中餐烹調—葷食（發照單位：行政院勞委會）
劉欣倫、江政昌、邱詩渝、梁峻源、陳楠溱、凃淯慈、方妗倫、黃筱涵、張祐瑄

李霈宣、巫懿庭、翁若瑋、郭馥羽、詹育慈、鄭燕茹、陳碩典、羅少均、王鼎儒

李忠霖、柯竑菖、劉宛儒、賴泳伶、黃麗君、蕭湘儒、沈俞如、楊鳳珠、趙芳儀

陳翊琳、朱珈靚、全慧敏、蔡思文、蘇彥中、潘毓龍、陳力維、卓彥翰、李晉彰

洪薪凱、詹宜寧、曾詩芸、蔡佳臻、鍾譯文、金玉惠、楊宜真、高子婷、陳君瑀

高碧吟、廖怡瑄、林盈汝、黃嘉玉、柯盈慈、鄭郁燕、周士傑、穆柏衡、史柏林

黃晟彰、陳姿婷、黃璽恩、黃稜晏、何宜蓁、楊琇惠、陳涵儀、曾韋萍、邱馨儀

劉子鈺、陳亭蓁、黃子芸、徐志銘、張維升、林青秀、黃郁惠、林旅韓、陳益賢

呂榮恩、張瑞華

烘焙食品—烘焙（發照單位：行政院勞委會）
蔣紜瑩、張維升、黃唯茹、劉朕宏、邱文萱、李易達、梁正儒、李雅雯、陳以琳

陳彥儒、楊詠翔、黃婷筠、陳威穎、黃信緯、徐志銘、彭彥璋、林青秀、吳亭俞

徐錦輝、吳昆達、陳育銘、張瓊丹、王韋倫、吳宥澔、黃雅琳、潘昱銘、吳珮丞

涂勝彥、鄭志楷、李晏婷、賴沛瑄、余佩穎、陳嬿汝、賴鈺雯、陳明昌、徐美涵

曾秋怡、林子莘、吳柏縉、賴吟青、張雅婷、莊舒涵、羅珮雯、楊婷安、才妤甄

張淯婷、陳盈慈、吳家萱

餐旅服務（發照單位：行政院勞委會）
邱文宣、曾柏宜、林莉廷、陳孝宣、金玉惠、黃璽恩、黃子芸、陳嬿汝、涂勝彥

鄭志楷、朱珈儀、賴沛宣、徐美涵、黃雅琳、吳珮丞、莊舒涵、吳岱芳、李晏婷

余佩穎、郭益源

飲料調製（發照單位：行政院勞委會）
江聖宗、王順宗、楊婉君、林千卉、梁正儒、李雅雯、蔣紜瑩、陳嬿汝、涂勝彥

鄭志楷、朱珈儀、賴鈺雯、張雅婷、張淯婷、徐美涵、林子莘、吳珮丞、吳岱芳

賴吟菁、李晏婷、楊婷安、才妤甄、余佩穎、郭益源

喪禮服務丙級技術士（發照單位：行政院勞委會）
鄭紋宜、薛如萱、陳羿君、黃于珍、謝佳晏、林旭泉、黃昱綸、聞聖中、張敬平 

陳瑞琪、張天予、傅美玲、柯予晴、呂文松、夏儀芳、張杏妤、江炎山、蘇桂楨

蔡詠圳、曾美霞、陳奕汝、陳元冠、曾秉紳、郜鳳珠、林彥菁、董明輝、呂俊偉

賴美娟、翁秀琳、劉瑞娥、郭煜明、黃碧慧、潘昱心

榮譽榜

▲100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公
開賽獲獎同學

▲100年全國大專運動會

▲「百．萬護理知識闖關」競
賽同學合影

▲台北米食大賽獎狀

▲99學年度全國醫事檢驗學會

年會—學生論壇

▲楊詠翔（中立者）榮獲「薰
衣草香草料理大賽」第三名

▲才妤甄、余佩穎榮獲「德麥
盃點心大賽」第三名



中華民國100年11月23日                                                                                            第三版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校訊

健康美容觀光科
                                      健康美容觀光科主任 陳企韶

本校健康美容觀光科，係以培育醫療觀光服務人才為科本位教學目標，也是

全國第一所培育醫療觀光服務人才的專業科系。

醫療觀光是國家政策鼓勵的六大新興產業與十大重點服務業之一，也是未來

就業市場所在，舉凡國際醫療接待人員、醫學美容師、健康管家或健康祕書、觀

光領隊及導遊、SPA會館服務人員、健康管理師、健康休閒產業服務人員等，都

將是二十一世紀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因此，本科在課程規劃上，提供多項證照訓練與考照服務，包括英日語言能

力、美容師、國際禮儀接待員、門市服務員、急救初進階、芳療SPA保健師、健

康美容技術士、國際會展服務、華（外）語領隊、華（外）語導遊……等證照，

以協助同學及早具備職場的就業競爭力。

餐飲管理科
                                              餐飲科主任 黃瑞彩

餐管科藉由追求卓越的餐飲管理知識，強化餐飲理論教育與實務訓練，使同

學具備責任感、高尚品德、創新能力、團隊精神及全球視野，以服務國家及國際

社會。經由系統化之教育訓練，教育具有專業知識技能及服務熱誠忱之中西餐管

理人才，提昇國內餐飲業整體之服務水準，並培養學生具有工作上應必備的英、

日語能力，及加強其人際關係與電腦應用能力，使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觀並能應用

現代科技的餐飲管理人才。

藉由學生所學之基本知識與專業技能，本科帶領學生至各飯店實習，以得到

更佳之實務經驗。並舉辦行政院勞委會中餐、烘焙、飲料調製、餐旅服務的術科

測試系列活動，結合產業專業人士專題演講、及產業合作競賽活動，不僅讓學生

在未來工作領域上學有專精，且縮短進入產業後適應市場需求的職前訓練，更利

於其瞭解未來出路。

強化0～3歲嬰幼兒照護的就業能力
                                          幼兒保育科主任 張純子

面對少子化衝擊，政府除提出鼓勵生育政策外，亦要求提升合格保母的專業

素質，並與國際之趨勢、需求接軌。有鑑於此，近2年來本科師資在第二專長、

課程規劃、教學研究以及設備上，積極朝向

0～3歲嬰幼兒之照顧、教育和托嬰機構行政的

推展，學生除了深化保母專長外，亦能多元學

習，此有利於其生涯多元選擇與開創。為養成

學生多元的專業能力，有效達成培育目標及特

色發展，本科透過必、選修課程群組的設計，

期使學生畢業時均能擁有「保母證書」。

本科所開辦的「保母訓練班」，目的在

於透過學術機構的心力，以培育具備學齡前幼

保相關職業倫理、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之優

質人才為目標，除安排教學經驗豐富的師資

外，也提供設備齊全且符合考場標準的專業

教室，輔導學員考取證照。多年來成功協助

苗栗地區有意願之民眾順利通過保母技術士

之檢定，且多數已順利取得工作機會，開始

托育的工作生涯，也為社區營造出普及化、

高品質的托育環境。過去豐碩的成果，也在

苗栗地區建立極佳的口碑。

 

認識物理治療 （Physical Therapy, PT）
                                              復健科主任 王中傑

物理治療係利用聲、電、磁、水、冷、熱、力、光等物理因子（physical 

agents）來預防、鑑別、評估、治療病患的醫療專業，有別於藥物或手術治療。

其經由物理治療師操控各種物理因子，造成能量在人體內外的轉換，以恢復或促

進人體的健康。

1950年代，台灣地區小兒麻痺的大流行造成大量肢體障礙患者對於物理治療

的需求，開啟了台灣物理治療的發展史；隨著傳染病的控制、醫療專科的發展及

長期照護的需求，物理治療的觸角漸進擴及其他領域，服務的對象包含急、慢性

病患、長期復健者和疾病預防與保健者。 

物理治療的主要內容包括：運動治療（movement therapy）、徒手治療

（manual therapy）、儀器治療（modality）、功能訓練與科技輔具，其中又

以前三項為物理治療的三大利器。動作治療是利用身體的姿勢或動作的改變，

來達到伸展關節組織、強化肌肉收縮、增進動作協調、減輕水腫疼痛、降低肌

肉痙攣等目的。動作治療是由物理治療師設計特別的動作，由患者主動重複

的施行，是一種健康DIY。徒手治療是指物理治療師利用關節鬆動術（joint 

mobilization）、軟組織放鬆術（soft tissue release）、按摩（massage）、

被動關節運動等技術來達到關節活動、肌肉鬆弛、減輕疼痛等目的。而儀器治療

則是使用物理治療儀器，釋出各類物理因子，以達到減輕疼痛、消除水腫、增強

肌力、增加關節角度等目的。物理治療師必須瞭解人體、儀器等專業知識與技

術，才有能力選擇最合宜的方式，擬定安全、舒適且有療效的物理治療計畫。相

關訊息可進一步參考瀏覽物理治療博物館網址 http://www.taiwanpt.net/。 

民國88年8月，本校復健科下設物理治療組。目前物理治療學組共有12位專

任物理治療師資，未來將持續延聘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的專業師資，成立科系，結

合臨床研究為努力方向。

視光學科
                                            視光學科主任 劉祥瑞

本科為台灣北、中部地區唯一設有視光學科之專科學校，對於培養視光基

礎人才進入相關行業服務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目標為教育學生學習視光

專業知識，於畢業時具備一技之長與就職優

勢。本科為培育視光基礎人才，積極結合本

科所有教師專長及研究領域，配合本科視光

教育中的各項措施與硬體設備，同時新聘專

家學者以厚植未來視光產業所需之專業基礎

人才為願景。

早年視光學教育仍乏人問津之際，本校

即積極籌設相關設備及師資，並於民國69年

奉教育廳教三字第五一二三O號函核准增設

「醫用光學技術科」，正式為國內培養配鏡驗光的專業人才，期間計有6屆學生

完成本校正規教育訓練，並相繼投入視光領域相關行業。至90學年度開啟新的

里程碑，依據原有之規劃，招收日間五年、

二年制及夜間二年制學生；且於94學年度更

向在職專班招生邁進，與得恩堂眼鏡公司開

設第一個產學合作在職專班後，陸續開設：

小林眼鏡、寶島眼鏡公司、學分班與非學分

班、久丹奴眼鏡公司、仁愛眼鏡公司、年青

人眼鏡公司……等產學合作專班，學生人數

逐年屢創新高。截至100學年度為止，本科學

生總人數近700人，規模為國內六所視光科系

之冠，學生無論於就學就業方面均佔有極佳之優勢。

就學部份，目前國內視光系所由原先三校新增為六校，元培科技大學、中台

科技大學與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皆設有視光學系二技部，可提供本科學生畢業後繼

續升學之管道，除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因位於

台南市距離較遠外，本科學生歷年報考元培

科技大學與中台科技大學視光學系二技部錄

取人數，均超過該系總錄取人數之40%以上，

為國內各校之首。

就業部份，目前全國共有近六千家眼鏡

公司且已有人力斷層現像，人才需求殷急，

業界與本科關係十分密切，除建立多種合作

管道外，為積極招募人才，各大眼鏡連鎖體

系於本科均設有各種獎助學金提供學生申請，申請學生於畢業後可立即進入該公

司服務。並自94學年度起，每年為應屆畢業生辦理徵才活動，邀請國內大型連鎖

業者為二、五專應屆畢業生現場解說公司福

利、制度與未來願景，極力邀請學生填寫履

歷表至公司服務，在現今不景氣與失業率高

的社會中，學生於未畢業前已可確定未來志

向並保障就業，此為科內與業界資源緊密結

合之輝煌成果之一。

▲學生上課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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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習組組長 黃如君

本校自2007年開始就積極推動服務學習

教育，依照本校服務學習發展計畫，其服務

範圍由校內至在地社區漸次至校外機構，最

後再擴至海外地區。在這樣的願景之下，本

校除服務學習課程改為必修有學分課程，派

遣學生至附近社服機構、醫療院所進行實際

出隊服務外，也於2010年開始由社團活動結

合服務學習課程派出學生至偏遠的原住民部

落服務；同時，於2010年7月更與紅十字會苗栗分會合作，由本校招募7位國際志

工隨同大華技術學院之師生遠至印尼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活動。在上述一連串工作

之醞釀下，適逢教育部之「2011年大專校院辦理國際志工服務」申請計畫案之展

開；又因日本大地震、海嘯之肆虐，造成生

靈塗炭，本校更感受到推展國際志工至海外

服務此其時也。因此便著手撰寫計畫、自籌

團隊、培訓國際志工、將服務學習延伸至海

外，而這樣的計劃首次提出即獲得教育部的

補助服務。終於在2011年的7月，仁德醫專

自組的國際志工團隊，首次跨足海外到印尼

服務，打開了實踐生命關懷的里程碑。

本次的國際志工服務由健康美容觀光

科主任陳企韶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何淑雅帶隊前往，師生共14人，被服務對象為

印尼棉蘭的菩提心曼基金會開辦的菩提學校及輔育中心的兒童，在菩提學校就讀

的兒童大部分出生自貧困家庭，而輔育中心居住的是南亞海嘯難民幼童，服務型

態有二種類型，一種為集合弱勢族群（菩提學校及輔育中心之兒童）進行系列的

密集教育；一種是屬於較貧窮或弱勢居民居

住之社區，在該社區進行開放的健康檢查與

身體情況調查順便宣導相關衛教、環境生態

教育，並以康樂活動來引發他們參與。本活

動受服務人次總計約為600人，受服務之弱

勢家庭為14戶。

在為期10天的服務中，輔育中心海嘯

受難孩童與街童中心的貧窮子弟接受了許多

健康、衛教、防災、逃生、意外預防、生態

環境愛護等相關知識，這不但對他們自己的身心有極大的幫助，也可以透過他們

影響他的家人、鄰居與朋友，而關懷他人、造福社會；另外，對於落後貧窮地區

居民的基本健檢與調查，加上用藥、衛教等宣導，這對當地居民的衛生習慣、自

我健康、環境關懷等皆有相當之助益，提升當地居民之生活素質。

這次的海外服務最大的收穫不是印尼的弱勢朋友，而是出隊的志工，在經

過一連串的籌備、培訓、備課、試教、實際服務，再加上對當地人文之理解與

服務對象之互動，實際出隊的志工獲得到的是完全與課堂學習不同的體驗與收

穫，他們的人生歷練不但更加豐富，在多元欣賞、文化包容各層面上都有更深

得體會與更寬闊的胸襟。因為投入海外服務是一種親身面對真實生命與陌生環

境之社會功課，自然不同於學校課堂之學習，因此對學生同理心之培養、耐性

韌力之砥礪、品德情操之陶冶、待人處事之實務、生命視野之拓寬等皆有很大

之助益。

對學校與國家皆有相當的助益，不但將本校一向堅持「生命關懷」之精神

發揚到國外，讓仁德的旗幟在異域升起，這對學校的校譽與知名度皆有正面的

幫助，再者，在服務的過程中傳播大愛、展

現台灣的正面形象、介紹台灣之美，這不但

提高台灣國際的知名度，也可以讓服務者與

被服務對象具有一種世界公民的國際觀，在

這背後人類愛的秧苗正在茁壯，地球村的觀

念也在它們心中萌芽，這些關懷與愛的種子

相信會漸漸傳播開來，成為未來世界光明的

力量。

資訊志工服務團隊

為了鼓勵大專院校青年學子在專業領域的

學習之餘，更能學會用心關懷家鄉土地，教育

部於90年執行「縮減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計

畫時開始推動「資訊志工」計畫，積極鼓勵大

專院校師生運用所學專長，組織資訊志工團隊

投入縮減數位落差之行列，協助偏鄉地區學校

改善資訊使用與學習環境，以及提昇師生資訊素養與應用能力，並藉此培育具備

人文關懷情操與積極實踐能力之大專青年，達到全人教育的目標。

秉持著落實教育部政策及關懷弱勢的精神，本校資訊管理科在學校各級長官

支持下於93年起由多媒體實驗室教師群及資管科同學聯合組成海西瓜及海花生兩

個資訊志工服務團隊，對苗栗縣偏鄉地區數位機會中心及多所偏鄉學校提供持續

性的資訊志工服務。另外在每年暑假期間，志工團隊也與本校山野童軍團合作，

辦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學產基金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針對中、小學

生規劃之電腦研習活動營隊計劃，讓資訊應用與團康活動能結合，一方面鼓勵同

學建立正確的服務人生觀，另一方面也可達成提升偏鄉電腦資訊應用能力，達成

縮短城鄉數位落差的目標。    

志工團隊歷年來服務過的對象在學校方面有後龍國中、造橋國中、外埔國

小、成功國小、建國國小、新隆國小及瑞湖國小等校，在數位機會中心方面有

銅鑼數位機會中心、大湖數位機會中心及獅潭數位機會中心等DOC；服務項目及

活動包括自由軟體應用研習、數位教材製作及典藏、動畫及賀卡設計、數位行銷

平台之架設及720度環景導覽相冊等之規劃及建置工作，志工團隊並針對國中、

小學童舉辦系列之電腦研習課程，內容規劃包括電腦基本操作、網際網路學習運

用、WORD入門與實作、POWERPOINT入門與實作、電腦動畫、多媒體自由軟體運用

等，更與本校餐飲管理科合作，進行半天的糕餅實作研習，讓參與學產基金暑期

電腦營計劃的弱勢族群學生都能盡興學習，滿載而歸。

特別感謝所有服務對象及本校相關單位的協助，仁德資訊志工服務團隊將秉

持本校「仁心德術、博施濟眾」之校訓，發揮「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之崇高理

想，為國家、社會恪盡一己之心力，將關懷弱勢的理念化為實際的行動，從鄰近

社區做起，讓志工的服務能永續經營下去。

護理科社區服務心得

                     

護理科 賴文儀老師

這次有機會參與

新竹竹光國中之老人體

驗活動，除了為國中學

生說明老化之過程，另

外帶領五專護理科三年

級學生帶領國中生穿著

老人體驗服，以及安排行走、穿針引線、縫布等活動讓國中學生能深入體會老人

老化後在視、聽、觸等不方便的情形，以及關節僵硬行走不便的情形。在服務前

先讓三年級同學體驗如何穿著老人體驗服並協助同學穿著，學生主動積極認真的

參與活動並帶領國中生。很感謝學生這次之協助，讓整個社區健康服務活動能順

利完成。

                                              護理科 陳孟偉同學                                            

至明仁國中協助健康促進醫護站設置是五專第一次的服務活動，回想國中運

動會時看到救護站的人員為我們服務，沒想到這次竟然換我來協助服務他人，活

動的前幾天，內心認為國中生參與運動應該很容易受傷，而且當天可能因為學生

在跑步之前，沒有做好熱身準備，因此一比賽完就出很多狀況，如擦傷、喘不過

氣等等，當時我協助擦藥、包紮傷口，期間我

也會為同學簡單的提供運動前的衛教，以防止

突然的劇烈運動而產生的傷害，這次的活動覺

得自己對護理更產生興趣，也得到很多收穫，

希望自己以後還有機會參加此活動。

專業
服務

2011年「樂在服務、愛在飛揚」 

國際志工服務

▲

兒科實習-治療性遊戲

Jen-Teh Junior College of Med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