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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医事科技大学简介

大陆地区

研修生申请相关信息



1964

2006

1999

2014

 创校人：全台第一位放射技术专家 蔡炳坤先生

 创校理念：建立预防保健观念、提倡生命科学教育

 校名意义：元 －万物之源，培 － 培育人才

【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医事技术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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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 台湾第一所医事技术专科学校

• 争取医事人员法定资格之确定，获得考试院
增列全国医事人员检核办法之核定

• 1971年(民国60年)医事检验师证

• 1977年(民国66年5月)医用放射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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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在台湾医事教育上的贡献



B
Benchmark

E
Excellence

S
Sustainability

T
Technology

优特YUMT
(优质特色大学)

i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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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innovative)

整合(integrative)

智慧(intelligent)

产学合作标竿 教学精进卓越 学校永续发展 型塑特色专业

学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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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1. 人培优质：最具备「大健康产业人才培训基地」潜力大学。

2. 系所最齐：全国生医健康产业相关系所最齐全的大学。

3. 跨境最专：与德国西门子、日本癌症中心、新加坡医院、日本种曲研究所

等海外科研机构签约，获得跨境研习成效最佳大学。

4. 职能最强：建置最新等级医学临床技能OSCE全套设备的大学。

5. 健康自主：全校师生均通过CPR且具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大学。

6. 安全友善：第一所高龄友善且通过WHO国际安全最高等级认证的大学。

7. 高薪就业：毕业生高薪就业3个月内80%、一年内超过90%超强就业力大学。

8. 健康城市：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健康城市。

9. 企业最爱：生命科学、生物资源、医药卫生等领域获得企业最爱大学。

学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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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生物资源群第5名医药卫生学群第 4 名

生命科学学群第 1 名 医疗照护等学群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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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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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巡礼



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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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星空下,
感受元培校园的美…

雨后的彩虹就像一道拱桥
把天空与元培联系一起，
如同我们真挚的友谊~



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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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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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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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瀚楼  光寰楼
培育生技人才  双星闪耀



14光曜大楼（青年新创圆梦基地）

校园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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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医达人摇篮

影医馆

校园巡礼

台湾唯一影像医学博物馆，学校医事发展的一大特色



医护学院 健康学院 福祉产业学院

信息管理系(硕士点)

企业管理系(硕士点)

应用财务管理系

行动科技应用系

应用英语系

健康休闲管理系

网路与數位媒体应用学士学位学程

会展暨文创事业管理学士学位学程

国际健康行销管理学士学位学程

医学影像暨放射技术系(硕士点)

医务管理系(硕士点)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硕士点)

护理系(硕士点)

生物医学工程系(硕士点)

视光系

高龄福祉事业管理学士学位学程

环境工程卫生系(硕士点）

食品科学系(硕士点)

餐饮管理系

生物科技暨制药技术系(硕士点)

观光与休闲管理系

元培医事科技大学

3学院共有10个硕士班、16个系、4个学位学程
16

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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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级 2015 2016 2017

教授 22 21 24

副教授 59 56 62

助理教授 93 95 86

讲师

(含1名旧制助教)
56 50 43

博士学位

（含助理教授）以上

师资比例

75.7% 77.5% 80%

专业团队



 大陆同学莅校研修：

自2009年起受理姊妹校学生至本校进行为期1学期之课
程研修，平均每年近300名

2014年境外生办理欢迎会暨学伴活动 生技制药系欢迎陆生同乐会

兄弟院校交流合作现况



合作办学
一、福建中医药大学：

(一)合作办理影像医学3+1合作模式(平潭专班)。

自2014年秋季起，于本校持续进行1学年之课程研修。

(二)合作办理公共事业管理-卫生管理方向，。

(三)2015年起合作办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四)2018年起 合作办理健康管理专业。

二、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理医学影像专业。(3+1)

三、上海健康医学院：合作办理医学影像暨放射技术专业。

四、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合作办理影像医学专业(4+0)



2019年秋季研修学生招募计划
• 学费部分：每人每学期收费新台币35000元之标准进行收费。

• 各校选派来我校交流研修生满5位，则第6位学生，只收住宿费，不
收取学费。

• 学生住宿: 研修学生皆安排入住于本校双人套房之学生宿舍：收费
标准将依入住宿舍收费标准进行费用收取。每人每学期收费新台币
10500元(不含电费，电费粗估每人每学期平均为新台币2,000元<实
际费用可能因个人使用习惯而有所出入>)。

• 台湾生活费：每月约2000至2500人民币。

• 合计：一学期在台湾学习所经费约人民币：18000至20000人民币



• 贴心的接机服务

本校提供免费的团体接机服务，安排老师及志工同学至机场迎接来到
台湾的你，并协助换汇与手机门号办理，以专车将交换生平安送达元
培医事科技大学。

• 境外新生说明会

除了为初至元培的你举办说明会，使学生认识校园周边环境及在台湾
须注意的事项外，也安排交换生参加全校性之境外新生欢迎会，认识
不同国家之交流生外，让你感受元培的热情。

• 城市导览及观光

本校与旅行社合作，提供台湾北中南东一系列旅游行程，让想品尝美
食、去好玩又有趣地方的你，有机会走遍台湾。

• 贴心的照顾

本校的「专业师资」、「学习伙伴」，让你得到全方位的照顾。台湾
师生的热情，让你身在异乡也不觉得寂寞，很快就能融入元培这个大
家庭。

21

热烈欢迎大陆交换生莅校研修



医护学院

医护与福祉学院下设6个系，教育学生具备基本现代信息知识与语言能力，并兼具人文艺术及医学
伦理素养，熟练基本技能及创 新应变之能力，以成为能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此外，为
培育优秀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医事科技人才，本院除强化教师专业 能力职业伦理，并安排医学影像暨
放射技术、医学检验生物技术于大四时至各医院及业界实习，以逹到理论与实务教学并重之目的。

• 医学影像暨放射技术系
放射系是本校的代表系，本系培育目标在培养放射诊断、核子医学、放射治疗、辐射防护与图像处理等诊疗

操作技术与理论兼备的医事放 射师。为加强学生的专业能力，课程规划采循序渐进以放射技术为主，学术理论
为辅，内容涵盖基础医学与临床实验，强调放射技术与理论的相 互配合，达到培养医事专业人才的目的。

• 医务管理系
本系配合学校科技与人文兼顾、理论与实务并重、学术与产业合一、学校与小区融合的办学理念，培养术德

兼优的生医科技、健康管理、 医疗福祉产业人才之科技大学的办学目标。

•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
本系课程上为着重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检验与医学生物技术各领域之均衡发展并特别注重外文和信息的教学

，兼顾理论与实务之课程规划， 研究所培育具思考与创新能力之医学研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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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光系
本系为北台湾唯一大学层级的视光系，以培养视力保健与检测的专业视光人才为目标，参

考海内外各大名校视光系课程，融合本校医事技 术长才，并结合管理课程，课程设计丰富
而多元。重视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安排业界校外实习专业课程，落实学用合一教育。

• 护理系
本系教育目标旨在培养毕业生具有护理十大核心素养，含基础医学科学知识、批判性思考

能力、一般护理技能、沟通与合作能力、关怀、 伦理、克尽职责与终身学习能力。另考虑
校之核心能力(言语表达、信息能力)，以及职场的变化大、需求多，本系毕业学生需另具备
医护信息能 力、医护术语及专业英文能力，以适应未来职场的工作环境。

• 生物医学工程系
本系研究团队分为医学电子暨信息学群与生医材料暨力学学群，培养学生兼具生物医学与

工程科学之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素养与科技创造之 能力。并培养学生于健康福祉产业之生物
医学工程实务技术，具备从事相关医疗器材之开发、安装与维修工作。

医护学院



健康学院

健康学院下设5个系，在专业知识上以充实全学院学生专业知能为重点;在人格培育上，着重提升
学生身心灵之全人教育及专业服 务素养;在能力上，重强化学生信息与外文核心能力及创造力，以
适应时代之需求。本院主要在培育「体适能指导」、「健康促进」 与「休闲养生保健」之专业指
导人才，更可与本院食品科学系、生物科技暨制药技术系、餐饮管理系互相整合后，创造北台湾以
健康 保健、银发照护之独特发展方向。

• 生物科技暨制药技术系
本系的发展重点乃结合政府机关、职训单位、学校与策略联盟厂商的优势与各项资源，并以「无

缝接轨」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具备「生物 科技」与「生技制药」的基本学能与技术，并辅以「
制剂制造」与「质量管理」之实务操作能力，使学生达到「毕业即就业、上班即上手」的目标。

• 环境工程卫生系
本系有明确的课程规划，并设有15间专业实验室，提供学生进行实际操作。培育为改善环境生

活质量，所需之高级技术人才，同时并不定 期开设环保专责人员训练班，以方便有志青年取得相
关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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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学系
本系致力于食品检测、食品卫生管理及生化保健之教学与研究，而此食品检测与食品卫生

管理之目标，是本系之发展特色，并增加分子检测， 生物感测及机能性评估与抗氧化能力
检测之研究与教学内容，以因应社会层出不穷的食品添加物与食品安全问题，而生化保健之
目标也与现今保 健食品，高龄社会产业蓬勃发展趋势相呼应。

• 餐饮管理系
本系整合理论与实务应用，期能培育具自主创业、餐饮经营管理及餐饮制备策划和执行能
力的优秀人才。培训学生餐饮制备专业技能、辅导考取餐饮专业证照，且因应国际化的潮流，
本系特别重视学生语言能力之培养，开设提升外语信息专业能力之课程。

• 观光与休闲管理系
本系将提供学生一个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学习环境，培育学生兼具「核心能力」、「专业能

力」、「管理能力」及「国际语言能力」。使学生 有能力做最有效的观光资源整合及规划
高附加价值之养生旅游，并辅导学生取得相关证照，强化学生就业竞争力。

健康学院



福祉产业学院

产业与管理学院下设5个系，以「成为我国健康产业永续发展之管理人才培育中心」为愿景，「
培育学生成为具专业知能、创新 求变、沟通与人际关系以及决策能力之管理人才，并建立卓越领
导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与能力」为培育目标，与本校之医护技专 校院的背景及办学核心价值
相符，并积极从事营运管理、健康产业及国际商务等領域之教学、研究及产学合作。

• 资讯管理系
本系培育目标为：「为健康产业、科技服务产业及数字内容产业培育优质的基层信息管理专业人
才」，发展方向主要分为「健康ｅ人生」、

「永续ｅ企业」及「创新ｅ服务」等三大主轴，依据上列规划，本系将学生、师资、及实验室做适
配归类，让学生在最有效的情况下学习，成为
真正的管理人才。

• 企业管理系
企管系学生之训练采实务导向，将着重营销管理与经营分析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强化学生企划

与协调及统合能力，为企业培养中阶经营管 理人才。此外举办各项管理学术研讨会，每学期持续
开设实务讲座课程，邀请业界专业经理人演讲并建立数据库，并强化四技学生毕业专题制作， 将
鼓励学生参加校外专题制作之竞赛，藉以提升本系之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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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动科技应用系

本系设立之宗旨乃为培育具备资讯工程专业技术之人才，能够从事软件开发、硬件设计、
理论研究等工作，以供国内信息产业之人力资源需 求。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发掘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学生拥有开发或应用信息系统，解决工程与特定专业领域有关的能力，并重视学
生团队合作 的精神，训练信息论与实务的整合能力。

• 应用英语系

本系课程设计秉持宏观教学理念，整合专业知识与英语能力，不仅提供全英语授课环境、
网络及多媒体辅助教学，为学生奠定扎实的英语能 力，同时也致力扩展其国际视野，培养他
们独立思考的能力。配合学校中长程发展计划及国内外产业结构需求，加强学生管理、商务、
文创、观 光、餐旅、医护、科技及计算机信息专业课程，兼顾理论与实务，确保学生升学或
就业之需求。

• 健康休闲管理系

本系着重理论与实务相辅相成的养成教育，聘请业界主管、专业经理人协同教育，应用在
职场实习课程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及增进职 场服务适应力，并且落实相关专业证照的
取得，突显本校为培育全人健康与福祉科技产业人才之科技大学。

福祉产业学院



元
培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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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具备多元化的系所，提供学生优良的学
习环境及设备。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精良的实验室，良
好的师资、齐全的设备、优良的学习及生活环境都值得前来亲
身体会。在学校除研修课程外，丰富的校园生活及社团活动，
充分发掘学生的各项潜能。 元

培
生
活



优良的住宿环境

项目 金额

学费 NTD$35,000

住宿费 NTD$10,500

电费 NTD$2,000

入台证申请费用 NTD$600

寝具 NTD$1,700

生活费(月) NTD$5,000

保险费(一学期) NTD$3,000

注：以上费用皆为初步估计费用，费用会因

学生的需求不同而增加或减少，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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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学生皆安排入住于本校双人套房之学生宿舍： 收费
标准将依入住宿舍收费标准进行费用收取。每人每学期收
费新台币10,500元(不含电费，电费粗估每人每学期平均
为新台币2,000元<实际 费用可能因个人使用习惯而有所
出入>)。

学费与生活费

为与各兄弟校教师加强交流并鼓励各兄弟校选派优
秀学生来我校研习，各校选派来我校 交流研修生满
5位，则第6位学生，只收住宿费，不收取学费。



(1)大陆地区人民出入台湾地区申请书。

(2)在学证明(正本)。

(3 )成绩单(正本)。

(4)学习计划书(1-2页)。

(5)其他足堪证明优秀表现之文件或其他 相关文件。

(6)二吋照片。

(7)大陆地区居民身分证正反面。

(8)6个月内之健康检查报告(健康检查报告正本于入台后缴

交即可)。同学请于大陸地区公证处公证之国际旅行卫生保健

中心或三级甲等医院进行胸部X光检查肺结核（Chest Ｘ-Ray

for Tuberculosis），出具检查合格证明及提供检查报告复印

件或电子档案，另须再加做麻疹、德国麻疹疫苗接种证明或

抗体阳性报告。

研修学生应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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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业规定

学生学习期间为一个学期，每位研
修学生修课学分以16至25学分为
原则。



元
培
岁
月
点
滴

初到元培，老师们和同学们的热情让我很 快
地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截然不同的校 园生
活，风格迥异的课堂氛围，丰富有趣 的课外
活动，都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元培的学
习环境与氛围和我在大陆的学校 有很多不一
样的地方。无论是多元化的选课，还是正式开
课后课堂上轻松自由的环境，老师更多的鼓励
同学发表观点，这些都让我眼前一亮。基于海
峡两岸不同的教育背景，我更是在如此的文化
碰撞下在学业上擦出新的火花。除了优秀的师
资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元培丰富的学习资
源，给我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鞍山师范学院,毕铭轩

总有一些人，一些生活是我丌曾了解的，但在过去的
4个月时间，在台湾这个美丽的地方，我遇到了一些
人，她们有趣又特别，热情又可爱，温暖又细致，是
她们让我在台湾的生活变 成了另一种可能。在上课
时，她们会教我们认 繁体字，会不我们一起做实验
、作报告、演情 景剧；在课下我们会一起出游，一
起吃饭，带我们一起感受在台湾生活的乐趣，让我们
在这里又收获了丌一般的友情。
每一段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哪怕相遇过后是告别。
遇见元培是幸运，我们的告别是为了往后的再聚。我
爱台湾，爱元培，更爱元培中的你们。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陈丽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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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的课文里就有关于台湾美丽风景的描写，但却没能亲眼看见，很多人可能也是
这样，一生只能在书中戒电视中探寻着一丝丝宝岛台湾的影子。作为吅肥幼儿师范高等与
科学校的交换生到台湾元培医事科技大学研修一个学期，台湾的接机老师却一直耐心地等
待并非常热情的欢迎了我们，初到台湾时，我们就迫丌及待地参观了台湾有名的元培医事
科技大学，也是我们即将要开始学习的地方。学校面积大，风景也很优美，到处是绿树，
还有一条环山布道。面对这样的美景，当然会忍丌住用拍照来记住美好的瞬间。护理系的
上课过程中它让我亲身经历了催眠、戏剧、艺术等其他另类的治疗方法，也认识了身体各
部位的穴道，以及按压穴位时可以缓解的症状。比如吅谷穴，它位于一手的拇指第一个关
节横纹正对另一手的虎口边，拇指屈曲按下，指尖所指处。有意识的多按按可治头痛，牙
痛，喉咙肿痛，腹痛，便秘等。而这样的学习经验在纯理论课程中是学丌到的，所以相当
难得。在台湾的研修生活已经快要接近尾声，这段宝贵的经历会成为我人生中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也带给了我数丌清的美好 回忆。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耿歌

如果要我用四个字来写我的交流心得，那就是——丌枉此行！虽然
只有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但我在台湾经历了很多事，遇到很多人，也
让我有了很多新的体悟。重要的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观念，也改变
了自己。来到元培，我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英文课。这一节课可 能是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吧。老师跟学生都有说有笑，学生还会大声说话。当时我
心里就想:台湾学生上课怎么这么没礼貌啊，素质差啊（摇头）。可是让
我适应了这一切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成绩都很棒，这种 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学生跟老师互相接触，互相接受，才能让学生跟老师拉近距离，更
好地交流。台湾最好的土特产就是“人情味”。快乐的时间总会过得快
，转眼间，真的要离开台湾，离开元培，离开我的朊友们。说实话，这
次我不只是有学习与业知识的机会，更是深刻地了解自己，寻找自己的
过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梁永捷 10



时光荏苒，回首相望。在台湾交流学习的半年时间已经过去了4/5。在这半年的
时间里，在台湾元培医事科技大学学习也是收获满载。领导的无微关怀，老师的关心
帮助，同学的热情款待，是我在台学习最动人的回忆！感谢我的人 生中有你们的出
现，因为有你们，我的人生也增添了一笔酝意浓厚的“ 色彩”，这“ 色彩”，值
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回味！在台学习生活的这半年，每一天都 过得很精彩，也很充
实。老师带我们去户外拓展学习——南台湾之旅。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参加台湾中
华青年交流协会举办的研习营活动……等等。通过参加这些一系列的活动，为自己在
台交流学习又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同时，通过和台湾的同学，老师，以及和我一
样同是来自大陆的同学，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共同探讨！在此过程中，拓展的自己
认知，也为自己在以后的学习生活 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己也收获很多，收益良
多。

贵州师范学院 王葵

从第一次忐忑的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的第一节课，到如今和老
师可以高谈阔论的讨论所有开心的事；从第一次和老师，团体
一起结伴 出 游 ，到如今可以自己背上行囊去台湾的任何一个地
方；从第一次抱着担忧的态度和台湾学生说第一句话，到如今
交了许多难以割舍的好朋友们…台湾给了我很多，无论是大自
然的震撼，还是温暖的师生情和友情，又或者是学习上，学业
上的满满收获。台湾这个热情的岛屿，给我们留下了满满的爱
和感动。

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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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欢迎各位来元培交流学习，体会海峡另一端的教育与人文风情，更鼓励各
位同学，趁年轻壮游世界，期待各位能从台湾开始，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元培医事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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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暨两岸事务处 两岸交流暨合作中心

元培医事科技大学
www.ypu.edu.tw

电话:886-3-5381183#2465
传真:886-3-6102389  
QQ:2145766839
E-mail: esther23@mail.y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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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医事科技大学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