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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臺北醫學大學共組的「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於 100 年 2 月 14 日經教育部核定成立，首屆系統校長由國立臺北大學侯文崇校長及接任

之薛富井校長擔任，在國立臺北大學的積極協調下，三校由教務、學務、總務、研發、

國際事務、資訊與圖書七組進行各項合作交流。 

101 年由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接任第二屆系統校長，並新增體育組，期許三校除學

術、研究的合作之外，亦能提昇三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意識。在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專

精學門的前提下，透過行政、教學、研究資源上的實質合作，必能使臺北聯合大學系統

不斷朝國內一流聯合大學邁進。 

貳、 各組成果報告  

一、 教務組 

(一) 跨校雙主修、輔系 

為擴展本校學生修讀領域及視野，增進學生培養第二專長意願，並與臺北聯合大

學系統之國立臺北大學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有更進一步之異質性合作，三校決議自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學生得於三校間互選他校學系為雙主修或輔系，首開全國大

專校院跨校雙主修、輔系先例。 

 執行過程 

 討論會議、法規程序及協議書： 

1. 101 年 2 月 16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雙主修、輔系、留學及課程互選討

論會議。 

2. 101 年 2 月 24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務組暨資訊組專案討論會議。 

3. 101 年 3 月 13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會會議。 

4. 101 年 6 月 8 日教育部核准同意跨校修讀雙主修及修讀輔系辦法。 

5. 101 年 7 月 2 日簽署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三校合作辦理跨校雙主修、輔系協

議書。 

6. 101 年 8 月 15 日建置三校雙主修、輔系申請流程及申請表。 

 宣傳活動：101 學年度以「跨出主系框框～您可以更

寬廣」為主題。 

1. 聯合製作宣傳海報張貼於三校校園。 

2. 三校網頁宣傳，便於學生快速完整獲知申請時間及

開放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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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執行成果 

 101 學年度開放系數：雙主修共 31 系，輔系共 32 系 

學校 雙主修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醫務管理學系 

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 

口腔衛生學系 

護理學系 

保健營養學系 

公共衛生學系 

醫務管理學系 

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 

口腔衛生學系 

保健營養學系 

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會計學系 

統計學系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財政學系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經濟學系 

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 

中國文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歷史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法律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會計學系 

統計學系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財政學系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經濟學系 

社會學系 

中國文學系 

應用外語學系 

歷史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光電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 

經營管理系 

建築系 

文化事業發展系 

機械工程系 

車輛工程系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光電工程系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土木工程系 

經營管理系 

工業設計系 

建築系 

文化事業發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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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年度核准修讀人數：雙主修共 197 人，輔系共 197 人 

     加修學校 

原校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雙主修 輔系 雙主修 輔系 雙主修 輔系 

臺北醫學大學 8 9 4 2 1 0 

臺北大學 1 2 178 164 5 6 

臺北科技大學 0 1 0 2 0 11 

總計 9 12 182 168 6 17 

 未來規劃 

 舉辦三校雙主修、輔系週，擴大校系教職人員與學生面對面交流宣傳，了解學 

 生實質問題，促進學生修讀意願。 

 相較於國立臺北大學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本校可開放之學系尚有進步空間， 

 研擬證照取向之學系開放三校雙主修、輔系策略，並列入 KPI 逐年追蹤。 

(二) 校際選課 

為提升本校學生修習課程之多元性，補足本校醫學大學之通識課程的廣度，以強

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之國立臺北大學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有更進一步之異質性合

作，三校就互選他校課程建置「跨校選課系統」單一平台，以利學生選課，持續進行

更密切的合作及開放。 

 執行過程 

 討論會議及系統建置： 

1. 101 年 2 月 16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雙主修、輔系、留學及課程互選討

論會議。 

2. 101 年 2 月 24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務組暨資訊組專案討論會議。 

3. 101 年 3 月 13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會會議。 

4. 101 年 5 月 30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選課系統討論會議。 

5. 101 年 8 月 30 日建置完成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選課系統及操作手冊(PC

版及手機版)。 

 系統網頁： 

1. 推廣-建置「結盟學校交通資訊」，以利學生評估交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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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選課系統，便於學生於同一選課系統選課。 

 

 

 

 

 

 

 

 

 

【臺北醫學大學】                  【臺北大學】                    【臺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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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成果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北醫至友校校際選課人數及科目數 

校別  校際人數/科目數  友校開放北醫科目數(通識) 

臺北大學  
通識選課：7 人次/ 6 科目  

非通識選課：12 人次/ 12 科目  

56 科目  

(民生校區 19 科目) 

臺北科技大學  
通識選課：16 人次/ 11 科目  

非通識選課：3 人次/ 3科目  
22 科目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友校至北醫校際選課人數及科目數 

校別  校際人數/科目數  北醫開放友校科目數(通識) 

臺北大學  
通識科目：84 人次/ 29 科目  

非通識科目：6 人次/ 6科目  
34 科目  

臺北科技大學  
通識科目：4 人次/ 4 科目  

非通識科目：4 人次/ 4科目  
34 科目  

 未來規劃 

 往返交通時間仍是學生最大的考量，將持續爭取交通相對方便之臺北大學民生 

校區及臺北科技大學持續開放課程。 

 配合輔系、雙主修之開放，有效協助學生選課。 

(三) 創新產業管理學程 

在知識經濟時代，以創新能力提高研發技術與其附加價值是未來關注焦點，配合政

府提升產業轉型與高值化經營的目標，在未來的產業需求下，結合臺北科技大學、臺北

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三校之資源與人力，於 99 學年度起共同籌設「創新產業管理學程」，

透過跨領域合作學習模式，結合三校個別專長屬性合作課程，讓學生激盪出不同想法與

創意，並從中開發出創新實踐的能力。本學程設立主要目的在培育具備創造力、能將技

術精進化、技術商品化的跨科技整合人才，並將人才導入產業，推動各產業科技創新與

管理，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 

 執行過程 

 臺北醫學大學 99.06.10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新訂通過設立本  

學程。 

 臺北醫學大學 101.06.28 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本學程規劃 

書，聯合大學系統同步修訂並增加選修科目，增加跨校選修彈性以提升學生選 

修意願（各校相關辦法請參閱附件一、二、三）。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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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修習創新產業學程之學生：（臺北醫學大學：5 位學生） 

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學系 

99 b101099XXX 周○ 琪 醫學系 

99 b409098XXX 黃○ 瑜 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 

100 b114099XXX 林○ 瀚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100 b303100XXX 陳○ 如 藥學系 

101 m511101XXX 王○ 翔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未來規劃 

 舉辦跨校學程推廣說明會，鼓勵學生至聯合大學系統進行多元化學習，並促進  

學生修讀意願。 

 定期針對學程之課程延續性及穩定度進行評核，以確保學生學習之成效。 

 整合三校學生修習狀況，並確立窗口以提昇學程推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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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科技大學、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跨校 

「創新產業管理學程」規劃書 

一、設置宗旨 

在知識經濟時代，以創新能力提高研發技術與其附加價值是未來關注焦點，配合政

府提升產業轉型與高值化經營的目標，在未來的產業需求下，結合臺北科技大學、臺北

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三校之資源與人力，共同籌設「創新產業管理學程」，透過跨領域合

作學習模式，結合三校個別專長屬性合作課程，讓學生激盪出不同想法與創意，並從中

開發出創新實踐的能力。本學程設立主要目的在培育具備創造力、能將技術精進化、技

術商品化的跨科技整合人才，並將人才導入產業，推動各產業科技創新與管理，提高產

業整體競爭力。 

二、修業規定 

1. 凡本校學生皆可修習本學程。 

2. 本學程包含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及應用課程，由三校共同開設，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且至他校至少修畢 6（含）學分，始可取得「跨校創新產業管理學程證書」。

若全部課程修畢 18 學分以上，但至他校修畢低於 6 學分，則取得「創新產業管理學

程證書」，惟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需依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修習 20 學

分，始可取得本學程證書。 

3. 本學程基礎課程科目為「管理學」，學生可至任一校修習，至少需修習兩學分。 

4. 本學程課程以現場授課為主，亦得採取遠距教學。 

5. 本學程專業選修科目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三校共同訂

定與修正，經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6. 本學程如有未盡事宜，依各校學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三、學程負責教師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劉俊仁助理教授，校內分機 3324 

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工業管理系 

葉繼豪教授，(02)2771-2171 轉 2336 

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宥杉教授，(02)8674-1111 轉 6668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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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程規劃課程 

課程分類 科目名稱 學期 學分數 開課學校/系所 備註 

基礎課程 

至少 2學分 

管理學 上 3 臺北科大(工管系) 

相同課程名

稱，可至任一

開課學校修

習，重複修習

者，學分不列

入計算。 

管理學 上 3 臺北科大(經管系) 

管理學 下 3 臺北大學(企管系) 

管理學(一) 上 2 臺北醫大(醫管系) 

管理學(二) 下 2 臺北醫大(醫管系) 

核心課程 

8 學分 

創意與創新管理事業化 上 3 臺北科大(經管系) 

相同課程名

稱，可至任一

開課學校修

習，重複修習

者，學分不列

入計算。 

創業管理 下 3 臺北科大(經管系) 

創業管理 下 3 臺北大學(企管系) 

醫療科技評估 上 2 臺北醫大(通識中心) 

醫療行銷 下 2 臺北醫大(醫管系) 

醫療行銷管理 上 2 臺北醫大(醫管碩、碩專) 

會計與行銷 上 2 臺北醫大(老護系) 

醫藥衛生與智慧財產權 下 2 臺北醫大(通識中心) 

財務管理 下 2 臺北醫大(通識中心) 

藥物開發技術 下 2 臺北醫大(醫技系) 

醫院管理學 上 2 臺北醫大(通識中心) 

應用課程 

10 學分 

創新思維執行力實務應用 上 3 臺北科大(工管系) 

 

顧客關係管理與商業智慧 上 3 臺北科大(工管系) 

文化創意產業 上 3 臺北大學(通識中心) 

廣告文學及習作 下 3 臺北大學(中文系) 

行銷理論的藥業應用實務 上 2 臺北醫大(藥學系) 

生技醫藥專利特論 下 2 臺北醫大(保營碩班) 

幹細胞與細胞科技 上 2 臺北醫大(醫技系) 

產業分析與市場評估 下 2 臺北醫大(醫技系) 

多媒體設計 下 2 臺北醫大(通識中心) 

拇山產學論壇講座(一) 上 2 
臺北醫大 

(醫學系、醫科所、生材所) 

拇山產學論壇講座(二) 下 2 
臺北醫大 

(醫學系、醫科所、生材所) 

備註：本學程需修習至少 2 學分基礎課程、8 學分的核心課程及 10 學分應用課程，每校最多採計九學

分，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需依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修習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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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跨校「創新產業管理學分學程」施行細則 

一、 本施行細則依據「98年 9月 18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三校教務資源分享互惠協調會

議」訂定之。 

二、 本校各學制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 

三、 本學程包括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課程，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

大學三校共同開課，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 18學分且至他校至少修畢 6（含）學分，始可

獲頒「跨校創新產業管理學分學程證書」。若全部課程修畢 18學分以上，但至他校修畢

低於 6學分，則獲頒「創新產業管理學分學程證書」。 

四、 本學程專業必修科目為「管理學」，三校均有開課，學生可至任一校修習。本學程專業

選修科目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三校共同訂定與修正，經

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五、 本學程課程以現場授課為主，亦得採遠距教學。 

六、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七、 修習本學程其課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八、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如修完該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本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

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本學程課程。 

九、 選讀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 

十、 本施行細則經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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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跨校「創新產業管理學分學程」施行細則 

一、 設立目標及宗旨 

在知識經濟時代，以創新能力提高研發技術與其附加價值是未來關注焦點，配合政

府提升產業轉型與高價值化經營的目標，在未來的產業需求下，結合臺北科技大學、臺

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三校之資源與人力，共同籌設「創新產業管理學程」，透過跨領域

合作學習模式，結合三校個別專長屬性合作課程，讓學生激盪出不同想法與創意，並從

中開發出創新實踐的能力。 

本學程設立主要目的在培育具備創造力、能將技術精進化、技術商品化的跨科技整合人

才，並將人才導入產業，推動各產業科技創新與管理，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 

 

二、 修課規定 

1. 本施行細則依據「98年 9月 18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三校教務資源分享互惠協調

會議」訂定之。 

2. 本校各學制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並應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3. 本學程包括專業必修、專業選修課程，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

學大學三校共同開課，每校至多採計 9 學分，全部課程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始可得

「創新產業管理學程」證書。 

4. 本學程專業必修科目為「管理學」，三校均有開課，學生可至任一校修習。 

5. 本學程課程以現場授課為主，亦得採遠距教學。 

6.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7. 修習本學程其課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8.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如修完該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本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

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本學程課程。 

9. 選讀學程之學生，已符合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者，得向教務

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二學年為限。其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及

本校學則之規定。 

10. 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11. 本施行細則經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 畢業出路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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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規劃 

 

五、 聯絡方式 

工業工程與工業管理系 

范書愷老師，分機 2382。 morrisfan@ntut.edu.tw 

黃靖淳小姐，分機 4549。 claire3156@gmail.com 

 

 

 

 

 

mailto:kychen@ntut.edu.tw
mailto:claire315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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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入學 學程 創新產業管理學程 課程科目表 

年 學期 類別 課程編碼 課程名稱 學分 時數 
階段別/ 

總階段數 

群組編號 

(應修學分) 
備註 

1 1 ▲ 3703060 
管理學 3.0 3 1 

  
1 1 ▲ 5701003 

管理學 3.0 3 1 
  

1 1 ★ 3702025 
行銷管理 3.0 3 1 

  
1 1 ★ 3705023 

顧客關係管理 3.0 3 1 
  

1 1 ★ 3723046 
網路創業 2.0 2 1 

  
1 1 ★ 3723047 

創新思維執行力實務應用 3.0 3 1 
  

1 1 ★ 5702005 
行銷管理 3.0 3 1 

  
1 1 ★ 5703034 

創業管理 3.0 3 1 
  

1 1 ★ 5703045 
創意與創新管理事業化 3.0 3 1 

  
1 1 ★ 5704020 

策略管理 3.0 3 1 
  

1 1 ★ 5704024 
顧客關係管理 3.0 3 1 

  
1 1 ★ A201001 

文化創意產業 2.0 2 1 
  

1 1 ★ A201002 
廣告文學及習作 2.0 2 1 

  
1 1 ★ A201003 

創業管理 3.0 3 1 
  

1 1 ★ A202001 
醫療科技評估 2.0 2 1 

  
1 1 ★ A202002 

醫療行銷 2.0 2 1 
  

1 1 ★ A202003 
醫藥公關與廣告 2.0 2 1 

  
1 1 ★ A202004 

拇山產學論壇講座 1.0 1 1 
  

 

相關規定事項： 

1. 管理學課程可至任一學校修習  

2. 包含必修與選修課程，每校至多採計 9 學分  

3. 至少取得 18 學分(含)，始可得「創新產業管理學程」証書  

4. 以上課程均以現場授課為主，亦得採遠距教學方式實施。  

5 本學程如有未盡事宜，依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3703060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5701003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370202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3705023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3723046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3723047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570200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5703034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570304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5704020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5704024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1001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1002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1003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2001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2002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2003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5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urr.jsp?format=-2&code=A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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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療科技暨法律學分學程 

醫療科技與生物技術與日俱進，政府為創造國內產業契機，將醫療照護與生物科技列

為六大新興產業，積極推動醫療照護與生技產業之發展；而法律、倫理規範在醫療科技進

展過程所扮演之角色，及對醫療社群健全發展之影響，亦不容忽視。 

尤以近年病患自主意識崛起，傳統醫病關係漸以權利義務之法律上關係所取代，除了

病患基本人權意識之提升外，人民更逐漸提高對於醫療服務品質與公共衛生或健康之期待

與要求，進而關切醫療與衛生政策或法令之制訂與執行。因此，為因應政府與產業界對醫

療與法律跨領域科際整合人才之需求，深化醫學與法學兩大專業領域間之互動與瞭解，特

依據「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法」設置「醫療科技暨法律學程」（以下簡稱本學

程）。 

本學程之設置，除本於結合醫學與法學跨領域之意旨外，為能充分發揮臺北聯合大學

系統之特色與功能，更積極整合臺北大學法學院法學專業領域與本校在醫學與生技領域之

各自擅長，冀能透過跨校院且跨領域的規劃與合作，厚植學程課程之專業深度與議題廣

度，培養國內跨醫學與法學領域之專業人才。 

 執行過程 

 學程通過會議：100.12.28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新訂通過設立本

學程。 

 執行成果 

 目前修習醫療科技暨法律學程之學生（臺北醫學大學：7 位學生） 

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學系 

100 b303098XXX 劉○ 銘 牙醫學系 

100 b101100XXX 蔣○ 憲 醫學系 

100 b303100XXX 陳○ 如 藥學系 

100 b101101XXX 林○ 軒 醫學系 

101 b101101XXX 劉○ 明 醫學系 

101 b506101XXX 許○ 湉 保健營養學系 

101 b508101XXX 林○ 涵 醫務管理學系 

 未來規劃 

 舉辦跨校學程推廣說明會，鼓勵學生至聯合大學系統進行多元化學習，並促進 

學生修讀意願。 

 定期針對學程之課程延續性及穩定度進行評核，以確保學生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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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組 

(一) 三校聯合國際標準舞社成果發表晚會 

 

 

 

為促進由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臺北醫學大學三校共組的「臺北聯合

大學系統」之學生交流，並從籌辦過程相互分享，經驗學習，擬訂於 100 學年度第二學

期舉辦「三校聯合國際標準舞社成果發表晚會」。 

 活動目的： 

 促進三校學生社團之交流，拓展多元跨校學習圈，以達三校資源共享之效益。 

 透過校際合作，促進三校學生社團之交流，相互分享，經驗學習。 

 邀請全校師生、外國學生及北醫附近居民共襄盛舉，展現社團的蓬勃發展，

更進而提升北醫校譽。 

 增進三校社團之凝聚力，並從籌辦過程培養團隊合作、溝通技巧等軟實力。 

 帶動師生學習運動舞蹈—國標舞的風氣。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 

 活動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杏春樓大禮堂 

 晚會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8:00-18:30 入場 

18:30-18:45 來賓致詞 

18:45-20:30 精彩表演 

20:30-21:00 場地環復 

 三校表演曲目概況： 

演出學校 演出曲目 舞科 表演者 

臺北醫學大學 Dance of Glory Samba 
賴俊佑、賈琬琪、黃文齊、羅瑞

湄、張富詠、李盈嫺 

臺北醫學大學 星空下錯過 Rumba 

楊庭豪、陳廷宜、馮再偉、蕭雅

文、紀君儒、游儲瑜、錢君保、

李佩穎 

臺北醫學大學 親親吉他 ChaChaCha 

張富詠、吳依霖、黃文齊、陳儷

修、陳駿升、趙勤誼、楊庭豪、

王盈心 

臺北醫學大學 槍擊要犯 ChaChaCha 羅中佑、陳培禎 

指導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國際標準舞社 

協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國際標準舞社、臺北大學國際標準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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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曼珠沙華 Rumba 

陳駿升、陳萱儒、潘詣翔、王盈

心、錢君保、陳儷修、紀君儒、

趙勤誼 

臺北醫學大學 風雲變色 ChaChaCha 劉子維、林圻鈺 

臺北醫學大學 可樂甜心 ChaChaCha 

陳駿升、陳萱儒、楊庭豪、陳廷

宜、錢君保、李佩穎、賴俊佑、

蕭雅文 

臺北科技大學 愛無止盡 Rumba 葉威廷、魏宇容 

臺北科技大學 5 colors in her hair Jive 
邱盈璋、劉芷文 、李榮哲、李

長軒、徐慶富、章捷涵 

臺北科技大學 迷戀上你 ChaChaCha 
葉威廷、魏宇容、姜君樵、翁雁

翎 

臺北大學 Jump Jive an'Wail  Jive 盧文賢、陳姵吟 

臺北大學 
It must have been 

love 
Rumba 盧文賢、陳姵吟 

指導老師 バリバリ BUDDY  Rumba 陳冠州、盧怡亘 

 活動執行情形：參加人數：約 153 人（工作人員 13 人、表演舞者 40 人、觀眾約 100 人） 

 籌備行事曆： 

日 期 名 稱 內   容 

101/4/16 一籌 

1.99 級幹部舞展工作分配 

2 擬訂舞展名稱 

3.確定舞展彩排時間、地點 

4. 擬訂一驗驗收標準、流程 

6.連絡北大、北科人員 

101/04/26 二籌 

1.確認出舞人員名單 

2.擬定出舞順序 

3.選出服裝採購的負責人(包括 100 級新生各舞科服 

裝及 99 幹部舞服裝) 

4.選出 99 幹部舞音樂剪輯負責人 

5.確認社交舞科教學之編舞進度 

6.規劃舞展工作人員之人數及人選 

7.連絡北大、北科人員，確認出舞數 

101/04/29 二驗 1.驗收各舞科進度 

101/05/03 音樂剪輯 
1.99 級幹部舞音樂剪輯完成 

  2.100 級Ｒumba 團舞、ChaChaCha 團舞音樂剪輯完成 

101/05/03 社課 
1.100 級美宣工作分配 

2.驗收 ChaChaCha 並進行舞序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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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5/07 社課 
1.100 級邀請學長姐參加三驗＋總 run 

2.與 Mary Kay 合作舞展前基礎保養及彩妝課程 

101/05/10 三籌 

1.各組報告進度 

2.協調各組工作 

3.大幕草圖完成 

4.中午擺攤表完成 

5.邀請函完成 

6. 確定舞展工作人員 

7.擬訂二驗驗收標準、流程 

8.繳交企劃書及經費申請單 

9.擬訂 101/05/16(三)小舞展當天細流 

10.確認北大、北科出舞人員音樂 

11.繳交校內活動申請單 

12.租借杏春樓場地 

13.fb 宣、my2 板宣開始 

101/05/14 社課 
1.小宣、A4 宣、海報完成 

2.擬定小舞展出舞人員 

101/05/14 

～101/05/23 

小舞展＋大舞

展宣傳期 

1.中午於前棟廣場擺攤發小宣 

2.貼 A4 宣於二字頭教室、貼彩色海報於前棟廣場 

3.定期 fb 宣、my2 板宣 

101/05/14 
生活組 

美宣組 

1.推小舞展細流 

2.負責大舞展工作人員投保意外險事宜、餐盒預購 

3.擬訂 05/23 大舞展場復流 

4.簽名海報、回饋單、感謝狀完成 

5.擬訂 05/23 大舞展細流 

101/05/16、17 大舞展彩排 1. 早上及中午於杏春樓彩排 

101/05/16    小舞展 

1. 申請後棟 1F 電子看板 

2. 擬訂三驗驗收標準、流程 

3. 統計大舞展當天舞者彩排時間 

101/05/20 總 run 

1. 驗收各舞科 

2. 早上三驗，下午總 run 比照舞展當天流程，工作人

員到場彩排 

3. 晚上美宣日(簽名版、佈置完成) 

101/05/21 社課 1.推大舞展細流 

101/05/23 大舞展 

1.早上場佈、彩排 

2. 下午化妝 

3. 晚上六點半節目開始 

4. 晚上八點半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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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慶功宴 

101/05/28 檢討會 

1. 回饋表整理 

2. 檢討上學期舞展之優缺點， 並對下學期舞展提出

建議事項 

101/05/31 成果報告 1.彙整所有相關資料，繳交成果報告書 

 執行概況： 

臺北醫學大學蘇慶華副校長、施純明學務長、曾啟瑞院長也特地出席晚會，共同歡

迎臺北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與會師生，期待透過校際合作，讓三校愛跳舞的學生能互相

交流，一同享受舞臺。 

透過國標舞營造結合「力」與「美」的表演舞台，並為配合三校聯合舞展之氣度，

此次晚會以「華麗年代 C'est la danse de salon」為主題。法文＂C'est la danse de salon＂，

中文翻譯為「這就是國標舞」， 用以表示對於自己習舞的肯定與自信，將共同追求的舞

蹈夢在舞臺上表露無遺；而華麗年代更是為了營造氣勢非凡的舞台效果，讓觀眾與舞者

都能擁有場精彩絕倫的夜晚！ 

三校學生舞者，共帶來十餘首精彩表演，包含 Samba、Rumba、Jive、Paso Doble 等

多種舞風，並特別邀請北醫大國際標準舞社指導老師陳冠州老師及歷屆優秀學長姐回母

校表演，讓觀眾一睹諸位國標好手之迷人丰采，而三校聯合國際標準舞社成果發表晚會

也在觀眾掌聲中畫下完美句點。 

 活動文宣與牌示設計成果： 

 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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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舞台背版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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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邀請函要更快送出，並於前一天與師長確認出席與否以及到場時間。 

 宣傳要提早，並更嚴謹的訂定成品出來與宣傳的時間。 

 二驗與三驗時間不宜間隔太久。 

  謝幕應有專員接待外校，以保持會場的秩序。 

 器材檢查過後，仍要請每個舞展過程的使用人員都模擬操作與確認。 

 需安排人留守貴賓室，以防物品遭竊。 

  招待人員工作時數要加長，避免沒有人接待的狀況。 

 問卷回收需更確實，除主持人說明提醒外，另派人於出口處回收問卷。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北醫大指導老師陳冠洲動人演出 

 

活動內容 北醫大國際標準舞社同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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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臺北大學精彩表演 

 

活動內容 臺北科技大學精彩表演 

 

活動內容 活潑開場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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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優秀校友精湛表演 

 

活動內容 三校全體演出舞者合影 

 

活動內容 帥哥美女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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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校聯合藥學推廣服務隊暑期出隊 

 

 

 

 

臺北醫學大學藥推服務隊招募聯合大學師生，共組跨校服務隊，攜手走進偏鄉社區，

服務地方，傳達正確用藥知識。 

    藥推服務隊乃由藥學系於民國八十六年成立，期盼發揮己身所學專長，將關懷行動

延伸至社會各角落，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精神。    過去十餘年，服務

隊已走遍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宜蘭，甚至遠至南投、臺南、花蓮，不論是城市或

鄉鎮，都留有服務隊的足跡與基層服務的見證。此次，特邀請台北科技大學與台北大學

師生共同組隊，以服務學習經驗教育的歷程，一同在服務中學習、在學習中服務。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2012 年 8 月 3 日~8 月 8日（共計六天） 

 活動會場：嘉義縣鹿草鄉、台南市玉井區 

 活動流程：  

日期 項目 地點 內容 

3 月 8 日 校內籌會 北醫教研 7F 決定出隊時間、地點、大致內容 

3 月 21 日 校內籌會 北醫教研 8F 本學期社課時間及內容 

4 月 9 日 藥學之夜 北醫杏春樓 藥夜關懷學弟妹飲料+點心 

5 月 4 日 菸害防制講座 北醫 3201 教室 邀請徐祥玉藥師講解菸害防制相關知識 

5 月 11 日 場勘(一) 嘉義縣鹿草鄉 

第一次場勘 

拜訪校長、學務主任 

與學校討論教室借用事宜 

規劃定點位置 

5 月 16 日 
衛教社課暨出

隊說明會 
北醫教研 9F 

衛教實驗社課 

劑量估算 

出隊說明會 

5 月 18 日 隊服稿截止  藥服 28th 出隊隊服稿截止 

5 月 25 日 場勘(二) 嘉義縣鹿草鄉 

第二次場勘 

確認教室、器材借用事宜 

勘查家訪房屋密集度及範圍 

5 月 25 日 校內籌會 北醫教研 7F 
討論出隊流程 

各組回報進度 

5 月 28 日 出隊面試 北醫教研 7F&8F 招募新隊員參與28期寒出 

5 月 29 日 出隊面試 北醫教研 7F&8F 招募新隊員參與 28 期寒出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服務學習中心 

協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課外活動組、臺北醫學大學藥學推廣服務隊 

合（承）辦單位：臺北科技大學、台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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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 送舊 北醫 2101 教室 歡送學長姊&小交接 

6 月 8 日 公告錄取名單 公布欄 
公告藥服 28th 出隊名單 

共計 38 位 

6 月 11 日 套量隊服 北醫教研 7F 
全隊套量隊服 

填寫保險資料 

6 月 23 日 授服典禮 北醫杏春樓 給予學長姐祝福 

6 月 27 日 三校籌會(一) 
北醫 

學務處會議室 

介紹藥服服務內容 

三校互相認識 

6 月 28 日 場勘(三) 台南市玉井區 

第一次場勘 

拜訪學務主任 

討論教室及器材借用 

拜訪衛生所護理長 

7 月 3 日 
寄送定點宣傳

單 
台南、嘉義 給里長 1150 張 

7 月 16 日 三校籌會(二) 北醫教研 8F 
介紹藥服服務內容 

與北科北大同學討論出隊合作細節 

7 月 29 日~ 

7 月 30 日 
幹訓 北醫 2304 教室 

確定行前訓課程內容及流程 

課程講義編印完成  

感謝狀、隊員証印製完成  

辦理全隊保險 
 

7 月 31 日~ 

8 月 2 日 
行前訓 

北醫 2203 教室 

北醫 2205 教室 

家訪、定點課程訓練 

各組暑期出隊隊務內容驗收 

出隊手冊印製完成 

育樂營課程講義編印完成 
 

8 月 3 日~ 

8 月 8 日 
藥服28th出隊 

嘉義縣鹿草鄉 

台南市玉井區 

北醫藥服鹿草、玉井行~ 

健康用藥關心您~~ 

10 月 三校反思檢討 
北醫 

學務處會議室 
反思檢討服務隊成果 

 活動執行情形 

 出隊名單 

項目 學校 姓名 職稱 

01 台北科技大學 張柏宥 隊員 

02 台北大學 邱蓮 隊員 

03 台北大學 汪元壹 隊員 

04 台北大學 呂昆穎 隊員 

05 台北大學 戴語萱 隊員 

06 台北醫學大學 陳巧盈 隊長 

07 台北醫學大學 蔡博全、莊明正、陳翊齊、江振聿洪

銘昇、張瑞麟、蔡芳宜、徐安立、 

陳羿彣、蔡旻芳、陳家敏、張晃毓、

林安安、方奕婷、林佳瑩、洪雅庭、

賴彥霓、林聖凰、楊慶楠、林勁全 

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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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台北醫學大學 張文儀、蔡如雅 副隊長 

09 台北醫學大學 賴怡妏、吳魏成、劉韋誠 活動組幹部 

10 台北醫學大學 盧秉陽、王 彬、林威抑、林暐博 衛教組幹部 

11 台北醫學大學 楊依潔、施立于、羅宏毅、薛竹彣、

周星宇 

定點組幹部 

12 台北醫學大學 陳怡帆、彭宜靖、邱子容、廖偉成、

陳尹齋 

家訪組幹部 

13 台北醫學大學 江忠軒、洪富峻、余志磊、石諾 生活器材組幹部 

14 台北醫學大學 林冠宇、范志杰、陳佑穎、陳品安、

胡哲銘、林潔、謝睿真、彭雯琳、劉

人瑞、羅捷、曾薇螢、蔡侑縈、陳彥

廷、黃沛誠、徐海綺、侯睿睿、傅柏

憲、陳柔錚、吳敏華、于富蕙、呂昆

穎郭益宏、余巧玉、詹貫煒、林岱嫻、

吳旻諺、魏溥陞、黃富成、鄭元媛、

許紘爾、張玉穎、黃煜仁、趙雨柔、

王詣翔 

隊員 

小計 台北醫學大學出隊人數為 77 名；北科大出隊人數為 1 名；台北大學出隊人數為

4 名。總計 82 名。 

 活動成效 

 嘉義縣鹿草鄉 台南市玉井區 

家庭訪問 127人 114人 

定點健康檢查 59人 109人 

育樂營 20人 26人 

小計 455人次接受服務 

 日程表內容 

 嘉義縣鹿草鄉 

 

 

八月三日(五) 

啟程 

八月四日

(六) 

家訪日 

 八月五日

(日) 

定點日 

 八月六日(一) 

育樂營第一天 

 八月七日(二) 

育樂營第二天 

八月八日(三) 

賦歸 

上午 

全員集合 起床盥洗 

授服典禮 

授旗典禮 

早餐 

家庭訪問 定點健檢 

報到 

環境復原 

始業式 
小隊時間 

車程 

小隊時間 

營歌教唱 
團康四 

課程前試 

整理環境 衛教一 RPG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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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康一 

衛教二 

團康二 

下午 

午餐 

宣傳定點 家庭訪問 定點健檢 

團康三 衛教四 

出隊檢討會 

衛教三 課程後試 

大地遊戲 
衛教實驗 

結業式 

放學 放學 

討論、開會 場復  

晚間 

晚餐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定點驗收 

家訪驗收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定點驗收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隊長時間 

暨 

感性晚會 

驗收、開會 

洗澡 

消夜 

 台南市玉井區 

 

 

八月三日(五) 

啟程 

八月四日

(六) 

定點日 

 八月五日

(日) 

家訪日 

 八月六日(一) 

育樂營第一天 

 八月七日(二) 

育樂營第二天 

八月八日(三) 

賦歸 

上午 

全員集合 起床盥洗 

授服典禮 

授旗典禮 

早餐 

定點健檢 家庭訪問 

報到 

環境復原 

始業式 
小隊時間 

車程 

小隊時間 

營歌教唱 
團康四 

課程前試 

整理環境 

衛教一 

RPG 回程 
團康一 

衛教二 

團康二 

下午 

午餐 

宣傳定點 定點健檢 家庭訪問 

團康三 衛教四 

出隊檢討會 

衛教三 課程後試 

大地遊戲 
衛教實驗 

結業式 

放學 放學 

討論、開會 環境復原  

晚間 晚餐 返回鹿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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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定點驗收 

家訪驗收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家訪驗收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活動驗收 

衛教驗收 

隊長時間 

暨 

感性晚會 

驗收、開會 

洗澡 

消夜 

 活動文宣與牌示設計成果 

 定點健康檢查宣傳單： 

 

 

 

 

 

 

 

 

 

 

 

 

 

 

 隊服： 

 

 



 28 

 隊員證 

 

 

 

 

 

 

 

 

 

 

 育樂營結業證書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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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1. 學習面向 

收獲：本次聯合大學學生的參與，增添本校學生在準備與出隊歷程中的諸多學習刺

激，且參與者也十分熱情。更甚者，此次參與成員也是他校經驗豐富的隊輔員，故有彼

此教學相長的成效。另外，本次出隊除原先課指組的督導外，新增服務學習中心的協助，

故獲得許多過程面的助益，並且在出隊的活動企劃與執行上要求服務學習歷程的模組，

對全隊隊員而言，均是很不錯的學習。 

困難：由於此次為首次三校聯合共組服務隊，須要更多溝通與協調。原先預計參與

人數為 10 人，最終只有 5 位成行(北科-張柏宥；北大-邱蓮、汪元壹、呂昆穎、戴語萱)，

頗為可惜。出隊返校後，原安排的反思檢討會，也因為部分他校隊員已經畢業或其他因

素，而未能參與，致使檢討會猶有不足。建議下次可提前辦理反思檢討。 

2. 服務滿意品質 

     根據服務對象所填寫回覆的質性滿意度內容分析，各項目平均分數，民眾對於我們

的滿意度多落在(滿意)與(非常滿意)之間，算是很不錯的結果。此次的健檢民眾對於健檢

規劃路線安排甚為滿意。民眾對於服務隊專業素質與服務品質，也是正面評價居多。但

第二項專業素質分數相對落後。此外但仍有極少數的民眾認為不滿意。對於這點未來應

須更加鞏固衛教知識以作應對。此外，加強人員的態度，提供最好的服務給民眾。應該

還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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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行前訓討論 

 

活動內容 活動前驗收 

 

活動內容 為民眾作家庭訪問(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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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為民眾作家庭訪問(玉井) 

 

活動內容 菸害防制 (玉井) 

 

活動內容 健檢:基本資料 (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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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健檢:血糖 (鹿草) 

 

活動內容 育樂營:破冰遊戲 (鹿草) 

 

活動內容 育樂營:衛教課 (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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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組 

(一) 節能節水措施觀摩 

 

 

「綠色大學」(Green University)即是以「永續發展」理念為大學經營主軸之大學，將

大學的主要任務與管理導向永續發展等等，也代表了高等教育對於人類社會發展應負的

重要責任。身為綠色大學示範學校之一，如何節能減碳、打造綠色校園一直是北醫大積

極努力的目標，本校近年來隨著校務規模日益擴充與設備負載的成長，用電量略有攀升

趨勢，加上電費成本大幅上揚，學校用電時間均屬用電尖峰時間，因此應如何於滿足全

校教職員生基本用電需求下，力行節約用電及提高用電效率乃必要措施。 

本校承辦單位(總務處營繕組)走訪「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兩友校學習，承蒙友校營繕

組不吝指教，與我們分享在執行節能節水措施上的經驗與心得，在此一併感謝。 

 參訪日期、地點及晤談成員 

 101 年 10 月 2 日（參訪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 參訪人員 

臺北醫學大學 營繕組林育沂組長、蕭世良事務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營繕組連豐盛技士 

 101 年 11 月 30 日（參訪臺北大學） 

學校 參訪人員 

臺北醫學大學 營繕組林育沂組長、蔡等進組員 

國立臺北大學  營繕組林瑞瓊組長及組內同仁 

工業技術研究院 賴智君工程師 

 參訪地點：臺北科技大學及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參訪心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為加強辦理節約能源工作，於行政會議通過節能辦法、成立節

約能源推動小組、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據以執行。小組召集人由副校長兼任，能

源管理人員由召集人指派，小組委員由學院推派一名代表及一名具節能專長老師兼

任。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職掌：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督導考核本校各單位之

節約能源目標、節能計畫之擬定、執行與成效檢討。訂定節約能源宣導資料。節約能

源推動小組下設節約能源管理小組，落實節約能源政策及實行。小組由管理人員(各教

指導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總務處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總務處營繕組 

協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總務處營繕組 

          國立臺北大學     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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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單位及行政單位)及責任區域負責人組成。各單位之空間管理人員為責任區域負責

人，執行節約能源工作。 

    該校為確實掌控各系所用電狀況，全面重新清查用電迴路並設置數位電表。用電

監控系統針對中央空調部份作監控，箱型機及分離式冷氣由單位管理。逐步汰換全校

照明設施為 LED 燈或 T5 燈具(目前已完成 70%)，設定飲水機使用時間。節約能源推動

小組對於管理小組提出之紀錄等執行情形進行督導查核分析；每月系所用電度數、累

積用電度數及剩餘用電額度由總務處影送各系所。該校亦規定；系所 99 年全年實際

用電量低於參考用電額度百分之三以上，低於之度數電費三分之一增加下年度之經常

門經費，用電量超過參考用電額度百分之三以上者，請系所於行政會議提出檢討報

告；自 100年起全年實際用電量低於前一年用電量，低於之度數電費三分之一增加下

年度之經常門經費；超過前一年者，超過之度數電費三分之一減少其下年度之經常門

費用。 

    國立臺北大學自 89 年改制成立後校舍逐年增加，相對電費也呈倍數成長，有鑑

於此，該校成立節約能源小組、通過校園節約能源計畫、訂定節約能源政策，以總量

管制之精神，定期彙整各項耗能設施使用方式檢討改進。其具體執行策略如後： 

1. 教職員夏季上班時除應以國際禮儀接待外賓外，儘量避免穿西裝、打領帶，改

穿輕便衣服。 

2. 寒暑假期間學生宿舍應採集中管理，不接受調配宿舍之學生，將自行支付該樓

層公共用電及電梯維護所需之費用，達成使用者付費原則。 

3. 公共區域建議採區段式開放照明或利用清潔人員及工讀生建立巡查制度，即時

關閉無人使用之空間耗能設施，並得考量建立非必要時間運用時使用者付費機

制，避免無謂浪費能源。 

4. 加強辦理中央空調系統、電梯、鍋爐等耗能設施維修保養工作，確保設施正常

運轉，以維護公共安全，進而達成節能效果。 

5. 請使用單位加強定期清潔冷氣機濾網，確保冷氣機效能。 

6. 規範集中閱讀區，供勤學之學生使用，利用工讀生建立查詢制度，限制下課後

立即關燈，不可於教室內逗留，以節約能源。 

7. 育樂館及研究生辦公室之冷氣系統，應規範使用手則，以節約能源，必要時應

建立利使用者付費機制。 

8. 檢討民生校區、建國校區、合江校區及三峽校區高壓共電契約容量，減少基本

電費及超約價金。 

9. 電梯節能執行策略： 

(1) 設置無障礙電梯，確保弱勢族群權益，ㄧ般電梯減少樓層停靠，增加教職員、

學生運動量，有效節約能源。 

(2) 寒暑假等非尖峰時間，教學及行政單位減少運轉台數，降低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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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宿舍採集中管理，不接受調配宿舍之學生，將自行支付該樓層公共用電

及電梯維護所需之費用，達成使用者付費原則。 

(4) 加強監督業者電梯維修保養工作，以減少故障機率，並確保電梯順利運轉，

有效節約能源。 

(5) 調整電梯每年 7 月及 8月定期維護工作，降低學校支出，並將每年 6 月 2 次

維護更改為 1 次大保養，確保機具不受停止運作影響，每年 9 月 2 次維護

更改為 1 次安全檢查，確保開學後順利運轉。 

10. 空調設施運轉原則： 

(1) 應儘量配合台電公司夏季節約用電措施，依空調系統類別參加「中央空氣調

節系統遙控降載實施計畫」，或「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及箱型空氣調節機週期

性暫停用電辦法」。 

(2) 使用冷氣時，調控空調設備使室內溫度不低於攝氏 26℃；另應配合電風扇

使用，可達到相同舒適感並可降低電力消耗。 

(3) 在不影響冷氣空調效果下，適度提高中央空調主機冰水出水溫度，下班前半

小時提前關閉冰水主機。 

(4) 冷氣停用前先關掉壓縮機(由冷氣改為送風或調高溫度設定)，以節省空調用

電。 

(5) 冷氣區域應與外氣隔離且門窗應緊閉，以免冷氣外洩或熱氣侵入增加空調負

擔。 

(6) 空調系統的檢驗與維修方面，應定期清洗空氣過濾網；每月檢視冷媒顯示

計，若冷媒不足應即填充，以保持主機效率；每年執行系統檢測，如發現

幫浦或風扇等設備效率低落，應立即設法改善。 

(7) 連續假日或少數人加班儘量不開中央空調冷氣，以免主機低負載、低效率、

高成本運轉。 

(8) 開機溫度及運轉原則：開機溫度原則以室內室外 28℃為依據，惟必須參考

特殊辦公或教學空間之室內溫度(26℃)酌予調整開關機時間，特殊狀況或重

要會議應填寫申請單於事前送交總務處營繕組妥善處理。 

(9) 空調設施開機時間（開學期間）： 

 教學大樓：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 00 分。 

 行政大樓：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商學大樓及人文大樓：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20 分。 

 暑假期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 

前 2 項開關機時間應考量氣候變化，造成溫度上升或下降酌予調整開關機

時間。國定假日、週六及週日中央空調系統不開機，但學校慶、畢業典禮或全

校性大型活動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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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式冷氣機(含圖書館)及資訊中心中央空調系統應參照行政院規範，在

不影響冷氣空調效果下，下班前半小時提前關閉冰水主機或先關掉壓縮機，以

節省空調用電。配合台灣電力公司可停電價措施實施計畫，調整空調設施運轉

時間及冷氣溫度。 

兩友校之節能節水措施皆有本校可參考之處，北科大將電費成本部份轉移至各系

所的觀念可作為未來本校推行成本中心的參考依據(營繕組已規劃進行數位電表重整

作業)，臺北大學對於用電管控措施也可作為本校相關作為的參考。 

目前本校正規劃學生宿舍(拇山學苑)空調使用者付費機制，兩友校作法皆可提供

我們借鏡。北科大作法係直接販售卡片(不回收)，以插卡方式使用宿舍冷氣。北大作

法為抄表收費，針對宿舍用電(不止空調)依使用度數在超過基本額度的部份收費。兩

校皆是在宿舍啟用(或是新設冷氣)時即推動收費機制，故學生反彈較小。 

為能順利推動節約能源政策，本校落實「節約能源措施」工作應是刻不容緩。而

各單位在執行節約能源措施時，除了一些節能生活習慣的養成外，比較有效且科學化

的工作就是資訊化的管理，把所有與能源使用相關的資料都即時的獲得，掌握最新的

用電狀況，以便做出最好的電力調配運用，而歷史資料的儲存，更可以方便日後統計

記錄，然後作比較，從中分析原因再作最佳化與合理化的改進。未來我們將持續秉持

積極、創新、品質、效率之理念，發揮團隊精神，強化環保、節能與永續經營，希望

能讓北醫大全體師生，享有健康、友善與安全的校園環境，邁向與國際接軌的綠色永

續校園。 

 活動寫真 

 

參訪內容 聽取北科大節電節水措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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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節電節水作為經驗交流(北科大) 

 

參訪內容 北科大學生宿舍窗型冷氣(宿舍空調收費機制) 

 

參訪內容 聽取臺北大學節電節水措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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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臺北大學校園電力監控與節能管理系統 

 

參訪內容 臺北大學(三峽校區)電力使用明細分析 

(二) 校園總體規劃意見交流 

 

 

 

本校(臺北醫學大學)座落於台北市信義都會區內，既有校地面積狹小、原老舊建物增

修及校域擴展較不易等限制因素，現有學院空間使用已達飽和，因應研究型大學發展，

極需增加研究、教學、學生活動及產學育成發展空間。因此本校積極整合盤點校園可建

築容積，訂定 10 年期程之校園總體規劃，希望能為北醫大未來 50 年奠定長遠發展之基

礎。 

 

指導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總務處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總務處營繕組 

協辦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總務處營繕組 

          國立臺北大學     總務處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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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日期、地點及晤談成員 

 101 年 10 月 2 日（參訪臺北科技大學） 

學校 參訪人員 

臺北醫學大學 營繕組林育沂組長、蕭世良事務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營繕組連豐盛技士 

 101 年 11 月 30 日（參訪臺北大學） 

學校 參訪人員 

臺北醫學大學 營繕組林育沂組長、蔡等進組員 

國立臺北大學 營繕組林瑞瓊組長及組內同仁 

 參訪地點：臺北科技大學及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參訪心得 

臺北科技大學校園特色與本校相近，皆為成立歷史悠久、校舍新舊夾陳、校地

面積有限且周邊高度發展之都會型大學。該校生態校園規劃早於 80 年代即已萌芽，

近年來在師生努力下，朝向人文生態校園邁進，規劃的校園空間以生態介面與周邊

都市區域連結，對內可以將都市生態與景觀滲透進入校內，具體破除一般學校固有

圍牆藩籬，對外則可以將學校之生態校園理念拓展於都市。 

北科大校園歷年雖有各項相關校園環境之計畫進行，但多屬獨立性思考模式而

未能顧及整體校園規劃整合理念。因此該校透過統覽方式重新審視校園內已建立之

各節點規劃的雛型，並導入生態規劃理念，試圖為校園內之植栽、物種、使用等各

類型的生態進行通盤性整合，目前舊大樓牆面上種植多樣的爬藤綠籬，頗具綠色生

態校園之意象。近年來陸續推動：「基地綠化及壁面綠化暨雨水儲流生態池工程」、「基

地保水改善工程」、「整合型光電外遮陽節能改善工程」、「空調節能改善工程」。「生

態露台及壁面綠化工程」、「校園聯外水景工程」、「科技溫室(生態綠建築)」，亦可說

是對自然的關懷，生態環境對校園人文之提昇有相當大之功效。因此，一個社區人

文生態校園應是北科大未來校園發展的願景。 

國立臺北大學自行政院核准發展計劃後，該校(三峽校區)校園整體建設賡續進

行，94 年 3 月行政大樓完工、96 年 9 月社會科學學院大樓落成、98 年 8 月法律學

院大樓、公共事務學院大樓落成，不但整個校園充滿生氣，更帶動了三鶯地區的發

展。該校三峽校區新建工程正持續積極推動，圖書資訊大樓於 100 年 5 月開始動工

興建，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亦完成建築評選與設計。規劃中工程尚有「電

機資訊大樓新建工程」及「第二期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另外上萬株各式花木遍植三

峽校區，使校園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臺北大學儼然已成三鶯地區居民休閒、運

動的最佳選擇，不僅承續了法商學院的優良學風與傳統，更開創了歷史新頁。 

本校現今發展定位為「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以學院

為單位整合其系所既有空間與教學資源，增設中小型教室，並預留未來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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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院規劃產學育成、跨領域研究及院級共儀等中心，考量機能整併遍及全校，校

園國際化、強化建物及開放空間特色與聯結，並導入智慧綠建築、綠能建築等永續

發展概念，以建構北醫國際新校園建築。綜此，兩友校之校園規劃經驗皆有本校可

參考之處，北科大的經驗可作為本校老舊校舍更新及校園與社區人文生態整合之借

鏡，臺北大學的經驗則可作為本校未來興建各期新校舍之參考依據。相信在以校園

總體規劃為主軸，秉持積極發展及穩健財務規劃兩大方針進行下，以前瞻遠見、宏

觀規劃、國際視野，立足北台灣並邁向國際級一流醫學研究大學的願景而努力。 

 活動寫真 

 

參訪內容 校園規劃經驗交流(北科大) 

 

參訪內容 北科大生態校園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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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北科大生態校園一景 -「忠孝東路校園聯外水景」 

 

參訪內容 聽取臺北大學簡報 

 

參訪內容 臺北大學(三峽校區)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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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內容 臺北大學(三峽校區)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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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發組 

(一)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暨結盟學校學術研究成果聯合發表會 

 

 

由北醫大首度主辦之「100 年度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暨結盟學校學術研究成果聯合發

表會」，於 6 月 11 日假誠樸廳舉行，並邀請國立臺北大學薛富井校長、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姚立德校長蒞致詞，為此活動揭開序幕。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201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 

 活動會場：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前棟四樓 

 活動流程： 

場次 時間 內容 報告者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致詞及合影 

閻 雲校長（臺北醫學大學） 

薛富井校長（國立臺北大學） 

姚立德校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希舜校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一 

09:20-09:25 

主持人引言 

吳泰熙研發長（國立臺北大學） 

蘇慶華副校長（臺北醫學大學） 

09:25-09:35 
系統與感知無線電平台之媒介擷取控制層設計 

林伯星助理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林伯星助理教授 

09:35-09:45 

目標導向行為探討－以成年人減重行為為研究情

境 

蔡顯童副教授（國立臺北大學） 

蔡顯童副教授 

09:45-09:50 Q&A 

二 

09:50-09:55 

主持人引言 

周宜雄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建煌主任秘書（臺北醫學大學） 

09:55-10:05 

維他命 E的衍生物 PMC抑制 PDGF-BB刺激血管

平滑肌細胞增生之機轉探討 

王孟菊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許準

榕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陳右穎博士生 

（臺北醫學大學） 

10:05-10:15 

靶向量子點應用於質譜及光學雙影像技術開發 

張家耀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歐耿

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張家耀助理教授 

二 10:15-10:25 
生物材料幾聚醣奈米纖維支架運用於骨頭缺陷

修復之研究 
陳瑞明教授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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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內容 報告者 

何明樺副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陳瑞明

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10:25-10:35 

有限元素分析探討顳顎關節微觀及巨觀之生物

力學行為:物理治療介入之療效分析應用 

許維君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彭珮

雯助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彭珮雯助理教授 

10:35-10:45 

硫化氫是導致大白鼠肺 C 纖維感覺神經過度敏

感的一種新介質 

林怡均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佑

穗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林佑穗副教授 

10:45-10:55 

復健科病患的最佳復健排程與人機互動之研究 

梁曉帆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饒紀倫

醫師（臺北醫學大學） 

梁曉帆副教授 

10:55-11:00 Q&A 

11:00-11:15 茶敘、點心 

三 

11:15-11:20 

主持人引言  

周宜雄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陳瑞明副研發長（臺北醫學大學） 

11:20-11:30 

拉曼光譜儀對胃癌、大腸癌診斷之應用 

黃炳照講座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張君

照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陳冠榮博士生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1:30-11:40 

阻塞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病患使用連續氣道正壓

治療鼻罩之客製化軟墊的臨床驗證 

鄭逸琳副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邊苗瑛

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鄭逸琳副教授 

11:40-11:50 

矽線波導生物晶片與其靈敏相位量測在生醫感

測的應用 

徐世祥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林景

堉助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徐世祥助理教授 

11:50-12:00 

鎖定式骨板之螺絲最佳植入位置與數量於股骨

骨折固定穩定度之研究：基於有限元素分析之

粒子群演算法、生物力學驗證測試 

徐慶琪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李建和

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徐慶琪助理教授 

三 

12:00-12:10 

肝臟超音波影像纖維化程度分類之電腦輔助設

計 

徐勝均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蘇千田

助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徐勝均助理教授 

12:10-12:20 

脂溶性聚離胺酸/基因(VEGF)奈米藥物載體之

建立及其於脂肪移植上之應用 

蔡協致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林正宜

蔡協致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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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內容 報告者 

醫師（臺北醫學大學） 

12:20-12:25 Q&A 

12:25-13:10 午餐 

四 

13:10-13:15 

主持人引言  

方旭偉主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許準榕副院長（臺北醫學大學） 

13:15-13:25 

Hinokitiol 抑制大鼠血管平滑肌細胞増生之機

轉探討 

葉樹開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許準榕

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呂婉榕博士後研究

員 

（臺北醫學大學） 

13:25-13:35 

The Detection and Pathophysiological Analysis 

of Novel Biomarkers of Gastric Cancer using 

Application of Proteomics Technologies 

呂良賜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張榮善助

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張榮善助理教授 

13:35-13:45 

膠原蛋白/矽酸鈣鹽複合骨材研發 

鍾仁傑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歐耿良

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鍾仁傑助理教授 

13:45-13:55 

以立體印製方式（3D Plotting）製造固定孔徑大

小與孔洞聯繫度之水凝膠骨材 

林忻怡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彭志維助

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林忻怡副教授 

13:55-14:05 

奈米金去除咖啡中咖啡因機制之研究 

蔡德華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劉豫川教

授（臺北醫學大學） 

劉豫川教授 

14:05-14:15 

生醫PPC/PLA/TCP彈性複合材料(PPC/PLA/TCP/ 

elastic composite)對骨母細胞分化與毒性之影

響研究 

方旭偉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陳瑞明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陳瑞明教授 

四 

14:15-14:25 

汞物種於母親及胎兒體內之動力學分析與組織

甲基汞檢測方法建立 

席行正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簡伶朱

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簡伶朱副教授 

14:25-14:35 

長期無限顱內壓監測器之研發與應用 

黃榮堂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蔣永孝副教

授（臺北醫學大學） 

楊宜珊醫師 

（臺北醫學大學） 

14:35-14:40 Q&A 

五 14:40-14:45 

主持人引言 

蘇程裕副院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施純明學務長（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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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內容 報告者 

14:45-14:55 

利用分子動態模擬及細胞內鈣離子螢光顯微技

術探討由類澱粉纖維堆積引起的神經病變及篩

選天然物成分對神經元細胞的保護作用 

劉宣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何意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周政利博士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4:55-15:05 

放電加工法應用於鈦基生醫材料表面改質之研

究 

蘇程裕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彭珮雯助理

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彭珮雯助理教授 

15:05-15:15 

單自由度約束誘導運動治療法之膝關節復健系

統 

陳金聖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謝銘勳教

授（臺北醫學大學） 

陳金聖副教授 

15:15-15:25 

合成及鑑定奈米碳管改值聚胺脂與其生物相容

性研究 

王賢達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黃豪銘教

授（臺北醫學大學） 

王賢達副教授 

15:25-15:35 

奈米抗菌牙瓷材料於口腔環境中性質之研究

（第二年計畫） 

楊永欽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柯恩生助

理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楊永欽副教授 

15:35-15:45 

聚己內酯混合不同尺寸羥基磷灰石以粒子析出

法製備生物支架及細胞培養 

陳明志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沈永康副教

授（臺北醫學大學） 

沈永康副教授 

15:45-15:55 

陽極氧化鋁/奈米成形製作生物支架之動物實

驗及製作最佳化之研究 

邱垂昱副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沈永康副

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沈永康副教授 

五 
15:55-16:05 

探討 PC12 細胞在 2D 靜態與 3D 動態懸浮培養

的分化表現 

蘇文達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周志銘

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 

蘇文達助理教授 

16:05-16:10 Q&A 

16:10-16:15 
總結致詞 

蘇慶華副校長（臺北醫學大學） 

16:15-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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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執行情形 

 報到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前棟四樓 

 參加人數：120 人 

 工作人員：研發處同仁：陳玉華主任等 20 人 

 執行概況：依計畫執行完畢，活動圓滿結束。 

 

 活動手冊 

 

 

 

 

 

 

 

 

 

 

 

 

 

 

 

 

 

 

 檢討與建議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 3

校教師與本校教師聯合進行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藉由此活動，每位教師分享其學

術研究上成果，促進 4 校教師學術研究成果交流，透過開放的討論與互動，激盪

出有別以往的思維。 

2011 年 2 月 14 日經教育部核定成立之「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由國立臺北大

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臺北醫學大學共同組成，3 校各具特色、各有專精學門，

今年由本校閻雲校長正式接下 2012 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校長職務，透過本次學術

研究交流會，促進研究合作實質交流，使臺北聯大系統不斷精進邁向國內一流聯

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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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左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國立

臺北大學薛富井校長 

 

活動內容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暨結盟學校學術研究成果聯合發表會與會貴賓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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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訊組 

由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臺北醫學大學共組的「臺北聯合大學系

統」，資訊組的目標為： 

 建立系統網站，刊載聯大訊息，並於各校首頁中放置聯大網頁連結與 LOGO。 

 建立各校輔系、雙主修課程資訊以及相關規定之網頁連結。 

 建立整合式跨校選修資訊系統，由三校資訊處研擬可行之方案。 

(一) 聯大網站維運進行資訊共享： 

由北醫資訊處重建及維運「臺北聯大網站」，網址為 http://ustp.tmu.edu.tw/，

2012 年瀏覽人次：21,085 人次。主要刊載內容有： 

 聯大章程與組織 

 聯大大事紀 

 聯大各項交流活動報導 

 各校之輔系、雙主修課程與規定 

 各校交通資訊 

 可連結至聯大課程查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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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內容之閱覽排名前十名如下圖，可以發現學生對於輔系雙主修的興趣較

高，其次為可選修課程。 

 

 

 

 

 

 

 

 

 

 

 

 

(二) 與校網連結：三校首頁中放置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的網頁連結與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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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跨校性選課查詢系統： 

101年 5月 30日邀集了三校資訊處及教務處代表至臺北醫學大學資訊處進行「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選課系統討論會議」，主席為臺北醫學大學邱泓文資訊長，會中

針對跨校選課查詢系統做了整合性的討論與決議，建立整合性系統的運作範例與可行

性評估。會後結論為本年度選課系統以開放查詢為主要功能，由臺北醫學大學資訊處

負責系統開發。開課資料則由各校教務處整理出該校可跨校選修的課程清冊，交由臺

北醫學大學教務處統一彙整後，再由北醫資訊處負責匯入聯大選課查詢系統供各校學

生查詢。 

 

 

 

 

 

 

 

 

 

 

 

 

 

 

跨校性選課查詢系統於 101 年 8 月 20 日完成網頁版及 Android 手機版 APP

的開發。網頁版與手機版於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同時上線服務，三校學生可於線

上依校名、依開課時間、依開課老師或是關鍵字檢索來查詢各校課程與課程大綱

說明。學生也可以勾選有興趣的課程，輸出一份自己的最愛課程試選單，再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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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的選課系統進行正式的選課作業。於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選課期間，共有

441 位不重複的訪客曾點選查閱該系統過。 

 

 

 

為讓學生可利用不同載具查閱內容，此系統同時製作了 Android 手機版 APP，

APP 可於聯大網站中下載及安裝，聯大網站中並刊載有詳細的安裝與使用說明。

未來亦可針對使用者使用習慣分析，藉以了解未來相關資訊系統可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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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事務組 

(一) 外國學生活動交流 

 

 

 

101 學年度國際事務組舉辦了「論文寫作技巧」、「防火、防震訓練」、「2012 國際美

食節」等交流活動。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國際事務處郭乃文國際長等師長，共同歡

迎臺北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與會師生，期待透過校際合作讓三校學生能互相交流，充實

與豐富在臺學習與生活。 

 活動日期 

 101 年 11 月 2 日（論文寫作技巧） 

 101 年 12 月 4 日（防火、防震訓練） 

 101 年 12 月 6 日（2012 國際美食節）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 

 活動執行情形 

11 月 2 日辦理三校聯合「論文寫作及發表技巧」講座，臺北醫學大學邀請 Dr. 

Steve Wallace 來校講課。Dr. Steve 在臺灣有十年的英文論文編修經驗，目前在台灣

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大學等校授課，傳授有關科技、醫學及各領域之學術性英文

論文寫作課程，順利幫助許多臺灣研究學者於國際期刊發表文章。2001 年 Steve 編

修交通大學博士班學生期刊論文，並曾花費數百小時研究整理論文資訊，啄研如何

使臺灣研究者更有效率，將論文於國際期刊登刊及發表。 

12 月 4 日辦理「101 學年度師生防火、防震訓練」，除本校外國師生參加外，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友校學生亦共襄盛舉。首先由郭乃文國際長介紹講者高士峯博

士、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隊員，全場給予熱烈掌聲鼓勵，國際長同時致贈本校紀念品，

感謝其。本次訓練先於教研大樓二樓 3201 教室實施防火、防震講解；課程商請中華

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榮譽理事長高士峯博士主講「火災、地震災害之預

防與應變」，另生工所碩班楊庫巴同學(Yankuba B Manga) 負責即時英文翻譯；本次

講授內容簡單實用、講者講授方法生動。講授課程結束後，由消防局第二大隊莊敬

分隊施作「煙霧體驗」活動，藉以教導學者於。戶外部分則於本校醫學綜合大樓前

廣場實施地震體驗及防火實地體驗等活動，師生員工等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所提供

專業人員暨煙霧、地震體驗及防火宣導等機具至表感謝；部份外國學生對校方辦理

此項活動，感覺甚有意義，連來自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友校―國立臺北大學學生亦對

此讚譽有加。 

12 月 6 日辦理「國際美食節」，目前本校的外國學生人數每年都穩定的增加，

為了增進本校台灣學生及外國學生的了解與互動，國際事務處每年都與國際學生會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台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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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舉辦國際美食節活動。今年的活動北醫廣場舉辦，共有 26 個國家參加；除了

往年固定參加的國家外，本次首次參加的國家包含：巴勒斯坦、匈牙利、厄瓜多、

衣索比亞、杜拜/沙烏地阿拉伯、哥倫比亞及聯合台北大學系統的台北大學法國研究

生。活動除了提供各式異國美食外，也穿插來自台灣、印度、印尼、泰國及史瓦濟

蘭的歌舞表演。 

 活動文宣與牌示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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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建議可多舉辦「論文寫作及發表技巧」講座，邀請許多英文論文編修經驗豐富

的教授，傳授有關科技、醫學及各領域之學術性英文論文寫作課程，讓更多有興趣

的人可得到相關資訊，也幫助許多臺灣研究學者於國際期刊發表文章。 

「防火、防震訓練」包含演講說明及實地演練，雙語的教學告訴學生台灣的消

防安全問題，並且如何在發生火災時採取最好的措施，此活動意義甚大也加強大家

對防災的觀念。 

「2012 年國際美食節」使國際學生能夠分享他們的文化，活動除了各國食物

還有來自各國的表演，也讓台灣學生體驗不同文化，更展開他們的視野，此活動為

國際間交流的橋樑。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論文寫作及發表技巧 

 

活動內容 防火、防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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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2012 年國際美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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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圖書組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組於 2012 年由臺北醫學大學擔任主辦學校，在這一年，圖

書館組進行了五大主軸的合作事宜：聯合典藏調撥書庫、館員聯合教育訓練、聯合推廣

活動、聯合虛擬參考服務、實體圖書互借，並分列負責學校館別，讓所有議案各有權責

單任，三方人員經營努力，以達到最大合作成果。 

 

 

 

 

 

 

 

(一) 聯合典藏調撥書庫： 

 目標地點：臺北大學台北校區圖書館舊館舍位置，空間各約 40-50 坪。 

 典藏內容：罕用圖書、裝訂期刊、教科書複本。 

 人力資源：配備一名全日工讀生，以合約快遞公司傳遞。館合文獻申請件可 

直接複印 Ariel 傳送。 

 目前進度： 

 臺北大學台北校區部份建物近期可能有拆除或整建的規劃。 

 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圖資大樓新館舍目前空間尚在規劃階段，尚無法明 

確。 

(二) 館員聯合教育訓練 

 館員研習坊：寒暑假期間舉辦三館館員研習坊；2012 年 7 月 25 日，由北醫

大圖書館主導安排三校聯合參訪國立台中圖書館，三館共 29 人參與；同日並

至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自主學習共同專區興悅坊參觀。 

 業務觀摩：至各館進行特定業務學習；2012年 6 月 1 日舉辦北醫圖書館行政

區工作區及櫃台動線規劃觀摩；2012 年 12 月 11 日亦由臺北科大圖書館主辦

蕭萬長副總統捐贈圖書之「老蕭書房」揭幕及代借代還業務觀摹作業，讓三

館同仁獲得充份觀摹與學習機會。 

 

 

專案名稱 負責單位 
各校負責人員 

臺北科大 臺北大學 北醫 

聯合典藏調撥書庫 臺北大學 高千智小姐 李貞宜組長 黃莉娟小姐 

館員聯合教育訓練 北醫 陳貞光組長 賴郁蕙組長 張愛鈴組長 

聯合推廣活動 臺北科大 許東亞組長 賴郁蕙組長 張愛鈴組長 

聯合虛擬參考服務 北醫 徐立傑助教 賴郁蕙組長 王君逸先生 

實體圖書互借 臺北科大 鄭孟淙組長 李貞宜組長 張愛鈴組長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台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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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101.07.25 三校聯合參訪國立臺中圖書館 29人參與 

 

活動內容 
101.07.25 三校聯合參訪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自主學習共同專區興

悅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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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101.06.01 舉辦北醫圖書館行政區工作區及櫃台動線規劃觀摩 

 
 
 
 
 

活動內容 
101.12.11 臺北科大圖書館主辦蕭萬長副總統捐贈圖書之「老蕭書

房」揭幕及代借代還業務觀摹作業 

(三) 聯合推廣活動 

 聯合推廣活動，三校師生共同參與 

 二手教科書代售買賣服務 



 60 

 

 

活動內容 

臺北科大舉辦： 

101.03.27「一八九五」電影欣賞活動 

101.04.27 讀書會活動 

101.11.05 溫馨電影院「美麗人生」 

 

活動內容 

臺北大學舉辦： 

101.05.09 電影欣賞『姊妹』 

101.05.23 電影欣賞『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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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北醫大舉辦： 

101.09.12 醫文沙龍書展暨電影播放-「桃姐」 

 
 

活動內容 

三館分別舉辦二手教科書代售買賣服務： 

臺北科大：101.09.20-09.22 

臺北大學：101.09.12-09.14 

北醫大：101.09.10-09.14 

(四) 聯合虛擬參考服務 

 線上聯合參考諮詢服務平台：透過虛擬網路，三館合作建置，提供線上聯合

參考諮詢服務。 

 跨學科領域之學科館員諮詢服務。 

 目前進度： 

 整合 MSN、Email、留言版參考服務，建置前 80%重複讀者問題 FAQ 資料  

庫，開放三館共用 FB 參考服務，整合成手機簡訊回覆的方式。知識庫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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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慮各館的服務差異性。三館皆有共識共同支持以網路方式節省人力方式 

建置共同服務平台。 

 北醫圖書館擬於新系統導入之後再開發，最快為 2013 年 4 月進行。 

(五) 實體圖書互借 

 三校借書：101.11 月完成簽訂三館之「臺北聯合大學圖書館組雙主修及輔系借閱 

合作備忘錄」（如下圖），已於 101.10 起建檔互相提供臺北聯大修課學生借閱。 

 一卡通借書：北醫圖書館擬於新系統導入之後進行開發，於 2013 年 4 月率先進行 

北醫體系內之整合，再將技術及經驗分享推行至臺北聯合大學圖書館組。 

(六) 檢討與建議：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組，在連續 4 年的合作下，三館已有良好合作模式，

未來將繼續原有之合作項目，考量經費許可下，盡力尋求最大之合作效益，以嘉惠

臺北聯合大學之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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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體育組 

(一) 教職員體育交流活動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於 2012 年 6 月 16 日假臺北醫學大學體育館舉行「101 年度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教職員工體育交流活動」。本活動是大學系統成立以來，第一

次舉辦的體育交流活動。今年本校為輪值學校，比賽當天閻雲校長、蘇慶華副校

長、林建煌主秘，北大副校長黃書禮、北科大副校長林啟瑞等三校一級主管皆出

席活動，典禮結束後隨即進行高爾夫球推桿比賽，藉由一級主管們的親身力為，

帶動提昇教職員工間運動風氣並相互切磋球技。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臺北醫學大學室內、外運動場館 

 活動執行情形： 

 3 月 13 日：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本活動辦理。 

 5 月 17 日：發文北大、北科大檢附競賽規程及報名表。 

 5 月 25 日：活動報名截止。 

 5 月 31 日：活動賽程抽籤。 

 6 月 16 日：活動正式舉辦。 

 報到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體育館二樓球場 

 參加人數：163 人 

 工作人員：計 16 名（體育事務處同仁：體育事務處處長張清泉、健康

與運動組組長祁崇溥、教學與設施組組長甘乃文、李政吉、楊祐輯、廖

鵑慧、李兼伯等 7 人） 

 網球裁判：王宇涵等 3 人 

 工讀生(協助拍照等活動相關事宜)：王雅雯等 6 人 

 

比賽項目 參賽人數 優勝隊伍 

高爾夫球推桿賽 17 臺北大學 

男子羽球 36 臺北科技大學 

男子網球 45 未完賽(下雨) 

男子桌球 46 臺北大學 

女子桌球 19 臺北大學 

 共計 163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台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體育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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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行銷成果： 

 秩序冊： 

 

 

 

 

 

 

 

 

 

 

 檢討與建議： 

 因比賽項目安排較多，參與兩項以上賽事者需趕場應付。 

建議：未來可考量(限制)每人可參賽的項目數或將場次時間安排寬鬆些，使

賽事進行更為順利。 

 網球優勝隊伍一日需打三場賽程安排負荷過重。 

建議：有他校老師建議可否考量將賽程延長為兩日，以消化賽事。但若延長

為兩日，可能會降低參與度。正常而言，一日三場比賽對參賽者應不會造成

過度負擔，若限制參賽者僅能選擇網球項目，應就不致於造成選手體能負荷

過重的狀況。 

 場地燈光對於桌球項目選手來說稍微昏暗。 

建議：當初設想為將所有參與人員集中營造體育交流氣氛，但若因光線問題

導致表現失常，也失去切磋交流之意義，建議還是轉移正式桌球場地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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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活動前大合照 

 

活動內容 一級主管高爾夫球推桿賽 

 

活動內容 羽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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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女桌項目 

 

活動內容 網球雙打 

 

活動內容 臺北大學獲總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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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體育交流活動 

 

 

 

為增進臺北大學聯合系統學校師生情誼，倡導體育運動促進青年身心，藉以聯絡

臺北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三校師生互相切磋球技，由本校舉辦之三校

體育交流活動熱烈展開。體育交流活動，已於上學期(100 學年度)正式啟動，三校教

職員工比賽交流後，本學期(101 學年度)緊接著進行學生體育交流活動，持續維持三

校教職員及學生間往來熱度也讓三校彼此間更為緊密。 

 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運動場館 

 活動執行情形： 

 9 月 28 日：報名截止 

 10 月 2 日：處務會議-工作分配 

 10 月 3 日：賽程抽籤 

 10 月 15 日：獎盃製作完成 

 10 月 16 日：秩序冊完成 

 10 月 20 日：活動辦理 

 報到地點：各賽事競賽場地 

 參加人數：265 人 

 工作人員：總計 48 名 

 體育處同仁：體育長、教學與設施組組長(員)、健康與運動組組長(員)等 8 人 

 各賽事裁判：籃球、排球、足球等共計 32 名 

 自學班服務同學：3 人 

 體育處工讀生：3 人 

 醫療人員：衛生保健組楊組長、工讀生 2 人 

 宣傳行銷成果： 

主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台北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臺北醫學大學體育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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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體育處網站訊息露出：  

 

 

 

 

 

 

 

 

 

 

 

 

 

 

 

 秩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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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與建議： 

 此次交流賽有賴體育處各位老師同仁協助圓滿完成，因校方室內場地不 

足與松山高中商借室內籃球場，後續因場地租借費用等問題再移轉至臺 

北大學室內籃球場舉辦，往後再辦理時宜事先考慮場地問題，並盡早確認比

賽場地提早告知。 

 本次交流賽相關訊息採網路公告為主(如競賽規程、秩序冊)，雖事先有傳送

簡訊請各參賽同仁、教練上網查看相關訊息，但仍發現大部分參賽隊伍並無

隨時注意賽事最新訊息，再辦理時如有重大訊息需告知，宜事提醒各校承辦

人再發簡訊給各參賽隊伍，以做到雙重把關。 

 三校體育活動參與人數統計(含領隊、帶隊教練、管理)： 

 足球 男籃 女籃 男排 女排 

北大 23 17 14 14 17 

北科大 23 17 16 18 14 

北醫 22 17 17 18 18 

人數總計 68 51 47 50 49 

 各賽事場次： 

  

 

 

 活動成果： 

  

 

 

 未來規劃建議： 

 北大、北科大、北醫三校聯合系統學生體育交流活動乃由本校體育處全權規

劃與執行，為提升三校學生實際活動參與感，非僅單日參賽而失去學生交流

之主要意義，建議參照清華、交大梅竹賽之實施辦法，由學生主導該項活動

之執行，徹底提高學生活動參與率，並進而培養其規劃與執行能力，促進三

校學生之密切交流，使之成為三校體育活動重要歷史傳承。 

 今年為首次舉辦，後續辦理模式建議可以參考多方意見，如以課餘時間進行

交流賽(如本校新生盃、校慶盃之辦理)。 

 

 

 

 足球 男籃 女籃 男排 女排 總場次 

場次 3 3 3 3 3 15 

 足球 男籃 女籃 男排 女排 

優勝 北醫 北科 北大 北大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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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寫真： 

 

活動內容 三校選手(排球、足球)、三校體育主任(長)暨邱副合影 

 

活動內容 三校選手(排球、足球)集合(籃球賽事於台北大學舉辦) 

 

活動內容 邱弘毅副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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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前蘇慶華副校長頒獎(北醫優勝) 

 

活動內容 體育長頒獎女排優勝(北大) 

 

活動內容 甘組長頒獎男籃優勝(北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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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自 100 年 2 月成立以來，首屆系統校長由國立臺北大學侯文崇校長及接

任之薛富井校長擔任，臺北聯合大學系統編有教務組、學務組、總務組、研發處、資訊組、國

際事務組、圖書組七大組，進行三校全面合作，整合三校不同性質的優點，以提昇臺北聯合大

學系統的功能。101 年由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擔任第二屆系統校長，並增設體育組，期以提

昇教職員工生與學生的交流互動並強健體魄。 

    臺北聯合大學由國立臺北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組成，三校各具特色，

在各自的領域皆有卓越表現，但由於規模受限，有著學門不完整的缺憾，在面對未來激烈的國

際競爭，除需積極加強校內各學門領域之整合外，藉由聯合大學系統的成立，結合三校教學研

究的能量，整合資源擴增規模，發揮互補性，提昇三校教育品質與學術水準，達到成為世界一

流大學的目的。 

    102 年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校長將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接任，希望藉由三校各有

所長的專業領域，激發出不同的思維，以達成籌組聯合大學系統之「高等教育之多元提供，社

會倫理與國際觀之強化，教師教學品質與身廣度之提昇，國家社會未來棟樑之培育，國際學術

交流之推動者，人類福祉之提倡者」教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