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6/6輔英科大高齡全程照顧人才培育中心揭牌 

單位 姓名 職稱 捐贈項目 

淇譽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黃月華 董事長 
Auluxe New Breezex 藍芽木質音響-3台 

AI 醫療智慧音響-15 台 

康輝樓梯升降椅有限公司 沈大為 董事長 樓梯升降椅-1台 

友荃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章 董事長 氫氧機-2台 

日出澐水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任竣祥 執行長 
真空管音響-1台 

精油-1批 

詒丞有限公司 蘇國清 董事長 
電鋼琴-2台 

電子琴-1台 

社會人士 何青山 先生 直立式鋼琴(中古)-1台 

美思科技 林忠志 共同創辦人暨總經理 醫士博智慧減壓醫療用床墊-1床 

日康科技有限公司 潘宗賢 總經理 人臉辨識系統-1組 

校友總會 耀珽 理事長 布巾一批 

 

以實境概念設計教學 融入人性溫度 

母校耗資六千萬元打造的「高齡全程照顧人才
培育中心」舉行揭牌儀式，產官學界逾二百人
觀禮，場面盛大。該中心佔地一千六百坪，是
全國最大長照基地，設備新穎先進，採擬真教
學，訓練健康到終老的全方位照護人力，提供
長照專業人才庫。 

活動預告-2019/8/31 台東校友大會 台東校友會 LINE 群 

立即搶先加入校友活動~ 
詳情請關注 LINE 群組唷! 
其它各地區校友 LINE 群請連結: 
https://reurl.cc/QMKep 

2019/7/20北區校友大會 2019/7/21中區校友大會 

校會總會北區及中區年度校友大會活動成果 

時間：2019 年 8 月 31 日(六)下午 3:00 
地點：宜興園民宿(台東縣延平鄉昇平路 6 之１號) 
   可至鹿野車站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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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大紀事 

5-6 月動動手指抽好禮中獎名單 
送子鳥 5G 隨身碟 精美護理包 極潤水光保濕面膜 探索便攜手電筒 

謝○怡 101 年/護理科 
潘○伶 101 年/護理系 林○諺 98 年/護管系 沈○瑜 97 年/護理科 
黃○雲 104 年/環工系 陳○如 106 年/護理科 吳○惠 84 年/護理科 

紀念運動毛巾 吳○毓 106 年/健管系 何○靜 84 年/護理科 辛○芸 89 年/護理科 
邱○琇 95 年/化材系 蘇○文 105 年/護理科 吳○瑜 73 年/護理助產科 林○慧 107 年/醫技科 
徐○涵 106 年/應外科 蔡○蓉 95 年/護理系 翁○琦 107 年/護理科 陳○屏 102 年/生科系 

 

2019/7/20 社團法人高雄市助產師助產士 
公會第 13屆第 1次會員大會 

恭喜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徐麗月學姊、常務理事劉昭珍學姊、

理事張台鳳學姐當選理事、常務監事陳惠珠擔任主持人、副理

事長李雅靜學姊親臨致詞 

2019/6/15顧校長與出席畢業典禮本校
校友總會理監事們合影 

護專畢業學姐們返回母校辦理同學會憶當年 

2019/6/6高照中心校友揭牌 

2019/6/6由顧校長親自頒發感謝狀
予捐資興學校友及企業 

下期預告 

2019/7/20 校友企業-重建樂活護理之家參訪 
暨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校園大消息 

競技啦啦隊四連霸暨保營系全國競賽奪冠 
擦亮輔英招牌 

競技啦啦隊贏得大專啦啦隊錦標賽團體女生組和公開女生五
人組雙冠王，團體組蟬聯四連霸。保健營養系師生團隊榮獲
全國技專學生實務專題競賽暨成果展第一名；台北營養年會
壁報論文競賽公衛營養及臨床營養組優勝獎。 

輔英科大畢業學子青春正夯、勇敢築夢 
今年畢業典禮以「青春、夢想」為主題，二千七百多名畢業
生，其中有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境外生，校方安排董事長
杜烱烽、校長顧志遠、校友總會理事長凃耀珽及副理事長李
雅靜等人輪流上台勉勵與道賀，各界代表近百嘉賓到場觀
禮，場面盛大。 

交通局長鄭永祥與大專校長共同攜手 
降低學子交通事故 

暑假到來，交通局長鄭永祥在高雄市區監理所所長陳崑山陪
同下分別走訪輔英科大及樹德科大，加強學生族群的交通防
禦觀念；校方也非常重視學生的交通安全，輔英科大、樹德
科大校長顧志遠、陳清燿皆親自與會。 

崇智護理之家開幕 南台長照新亮點 
異業結盟、醫養整合 

南台灣最大的崇恩長期照顧集團，開設第十四個新據點─崇
智護理之家，集團同時設立崇智食品公司，透過與輔英科大
保健營養系合作，研發符合長照機構長輩個人需求適用的差
異化美味餐食，提升長輩的食慾與營養照護品質。 

輔英魔術氣球創意社到芬園鄉文德國小辦營隊 
為偏鄉兒童傳歡樂 

暑假期間，一群來自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輔英魔術氣球創
意社」的大專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偏鄉地區的彰化縣芬園鄉
文德國小辦理「2019 氣球的心跳之旅」暑假營隊，營隊設
計以「衛生保健知識」為主軸，參加學童為 1~6 年級，期
望以寓教於樂的方式，給予孩童一個正當休閒及衛生保健相
關知識，實現對社會的關懷。 

輔英科大三好學社到惠民護理之家帶給住民歡喜 
輔英科技大學三好學社隊長護理科 3 年級蘇詩婷、活動副隊
長護理科 4 年級黃怡瑄與護理科系、醫技科、保營系的同學
昨日下午 2 時到惠民醫院三樓護理之家，同學們熱心公益，
帶領惠民醫院住民參與精彩團體活動，帶給住民歡喜、提升
生活品質。輔英科大因應教育部的青年學子返鄉服務的教育
政策，提供離島偏鄉學子就讀醫護專業學系的獎助學金，培
育學子畢業後取得專業證照返鄉投入醫護專業職場。 



 捐款芳名錄／招生宣傳／推廣教育 

招生暨入學服務中心 
洽詢電話：07-7811151 轉 2140  

推廣教育中心 
洽詢電話：07-7811151 轉 6810、2410 

108 年 5、6 月捐款芳名錄 

姓名 金額 捐款類型 

愛心人士/企業 10,000 
保營系招生 

G2093實驗室 

李○霞 10,000 
贊助健管系校外

籃球競賽經費 

愛心人士/企業 6,000 健美系系務發展 

楊○修 10,000 物治系系務發展 

徐○雯 1,200 醫技系系務發展 

愛心人士/企業 750 護理系系務發展 

愛心人士/企業 720 護理系系務發展 

徐○月 60,000 高照中心使用 

瀧○○○郎 286,000 高照中心使用 

富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 

男子籃球隊發展

基金 

謝○芬 200,000 不指定用途 

愛心人士/企業 400 護理系系務發展 

愛心人士/企業 360 護理系系務發展 

愛心人士/企業 250 護理系系務發展 

愛心人士/企業 250 護理系系務發展 

愛心人士/企業 400 護理系系務發展 

唐○美 10,000 

原 Young 青年之

旅-返鄉服務學習

(台東卑南建和部落) 

崇仁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 
2,000 不指定用途 

張○欣 2,000 護理系系務發展 

蔡○純 510 護理系系務發展 

○珽 32,000 毛毯-80件 
 

哈嘍~您是在各行各
業努力的輔英校友與
校友企業嗎？歡迎與
母校聯繫免費刊登廣
告~讓大家認識唷！ 

馬上來電 07-
7811151 轉 2500 

您的資助，就是對學生最好的
幫助，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