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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校人蔡炳坤「窮理研幾」為校訓，同時以「時間是我們的

生命、健康、是我們的資本、風格是我們的財富」為座右銘，

及要同學除了專業外，在做人處事分面也要重視，學校不是僅

培育各種匠，而是培育完善之人。不僅訓練、精進同學的專業

技能，尚且注重術德兼修，敬業樂群，涵養良好的人格與服務

情操，以期畢業之後能善盡社會責任，為全民健康奉獻心力，

這些教育理念正是創校人所樹立的「元培青年」之精神，也是

本校的傳統與特色。

 元培以生醫健康產業明確 的特色定位，以及「學用合一」的

教學特色，讓學生贏在就業起跑點。隨著人口高齡化趨勢，生

醫健康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以培養專業技術起家的元培

醫大，歷經半世紀的發展已成為全國生醫系所最完整的科技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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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校歌

認識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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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校徽

校徽沿用創校人之原意，以綠色健康的稻穗圖騰
，兼具有科技的電子圖。獲准改大後將中文全名
元培科技大學，2014年更名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英文為Yuanpei University放入，故此設計
以創校人原有的創意為基本視覺元素，而外圈的
金黃色及中文名、英文名為象徵元培完成了當初
蔡創校人的心願，改大成功。

窮理研幾之意義

為達醫療現代化，提昇全民保健之目標，創校人
親書「窮理研幾」為本校校訓，目的在勵本校同
學能格物致知、窮盡天地萬物之道理，研究科學
知識細微曶妙之，不斷充實自己的學養與技能，
術德修，才能為全民健康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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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天際」座落於本校晨曦大道左側，即是以開天闢地的
初始元素為創作概念，藉由雕塑形式展現生命曙光與宇宙運
行的生生不息，與蔡炳坤創校人配合整體科技發展，迎頭趕
上歐美科技水準，培養國家醫事科技專才的創校理念相互呼
應，藉綴數語說明與同學共勉之，並供來賓觀賞了解元培科
技大學的創校理念。

生命天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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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全面導入智慧科技成為智慧大學。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在此時朝向跳躍式改革，今年將在大學導入智慧科技

，包括智慧排課、智能節電、智慧教室、智慧醫院場域、智慧宅以及智慧

精準運動中心。

  學校推動iBEST的小寫i原本指的是創新，現在加上智慧，今年將在大學

全面導入智慧科技，包括智慧排課、智能節電、智慧教室、智慧醫院場域

、智慧宅以及智慧精準運動中心等。B是與業界間的策略聯盟，在第五波財

富聲浪中，蔡元培的實利主義，產業的標竿。E是教學，培育產業人才需翻

轉教學與遠距教學等。S是永續發展，元培朝創新轉型邁進，除申請大學附

設醫院，元培未來將成立影像醫學中心及驗光所。T是專業，未來元培將以

醫事健康的特色專業發展。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今年展現大格局，繼學校聘任臺灣製藥權威林山陽教

授、前衛福部邱文達部長後，今年八月在教師陣容再成功聘請四位專業名

師，包括福祉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忠、御醫周宜宏及黃雅文教授、視光界權

威賴裕源教師，他們都將在學校教學資源助一臂之力。

  福祉產業學院院長陳俊忠在美國運動醫學博士，曾在國立體育學院及國

立陽明大學擔任運動科學研究所教授及所長、運動健康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及物理治療暨輔助科學系教授等職。專長運動醫學、運動生理學及健康促

進。學校將成立精準運動中心，以智慧精準運動協助經醫院治療的人能夠

藉此中心走至正常生活。此中心還可擴及產業成立公司等。

  周宜宏教授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有御醫之稱，專精於醫用超音波學、介入

性超音波、急診影像學、乳房影像學、腫瘤。消融技術、電腦輔助診斷及

偵測系統、及其他影像導引技術，為國內及國際先驅。將會對學校創校醫

學影像暨放射系注入一股創新的做法。

  為了元培未來大格局的發展，以AI智慧方式導入，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才

能接合在智慧科技，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智慧大學，並能與科技起頭並進

發展。

校長的話
校長林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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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的話
副校長蔡世傑

  元培青年將青出於藍在醫療院所或企業界佔一席之位。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創校至今，一直以培育同學在醫事教育中成為國家可

造之材，元培校友已遍佈各大醫療院所，因此期望同學在學校四年所學後

，也能跟著校友腳步或者青出於藍在醫療院所或企業界佔一席之位。

  創校人蔡炳坤以「窮理研幾」為校訓，同時以「時間是我們的生命、健

康是我們的資本、風格是我們的財富」為座佑銘，即是要同

學除了專業之外，在做人處事方面更應加強，培育完善之人。

  不僅訓練、精進同學的專業技能，尚且注重術德兼修，敬業樂群，涵養

良好的人格與服務情操，以期畢業之後能善盡社會責任，為全民健康奉獻

心力，這些教育理念正是創校人所樹立的「元培青年」之精神，也是本校

的傳統與特色。

  身為元培人應秉持認真負責、堅持理想之信念，對學校、對同學、對家

人、對社會都要關心、有熱忱及責任感，不問利益，只問自己有無用心耕

耘。

  在待人處世上，要求別人怎樣待己前，要先懂得自重，養成高度公共道

德心及自尊自愛的精神，社會背景不是倚靠他人，倚靠的是自己的修養和

平日為人處世的態度，只要立定志向，專心一致，虛心努力，終會有所成

就。

  同學在元培學習的歲月裡，鍥而不捨地精進專業知識與品格陶冶，國際

觀的視野，以充分的實力為後盾，為迎接未來的挑戰做好準備。踏入社會

後，以專業的智能，仁德的胸襟，發揮敬業精神，具體落實服務社會，關

懷生命的理念，在業界樹立好楷模。

  期許同學們，身為元培人都能珍視學校的傳統，身體力行，效法創校人

創校的毅力與理想，薪傳「健康福祉，服務人群」的元培精神，善用光陰

，珍惜健康，用嚴謹的態度、健康的身體，建立屬於自己的風格，為學校

及個人開創更美好、更有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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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新聞

106年全國社團評鑑

  03月25、26日教育部於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舉辦106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

活動，來自全國各地約148所大學及技專院校

，報名參加評選社團共有258個，評選分為大

學組及技專組，社團性質分為：康樂性、服

務性、學術性、體能性及自治性…等5大類別

，分別進行評選。

  25日早上10點在中正大學大禮堂舉行開幕

典禮，中正大學馮展華校長致詞，大學生加

入社團學習團隊生活，從以往的自我主義→

轉化為團隊精神，就如同將Me轉180∘成We，

讓你的人生充滿活力。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代表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青年領袖社代表元培醫

事科技大學參加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

觀摩活動。

第12屆學生會代表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參加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暨觀摩活動。

  早上各校在體育館進行場地佈置，下午13:00開始進行評選，各評審

委員歷經5個小時的資料審閱及現場提問，進行評選。26日早上11點在

中正大學大禮堂進行頒獎典禮，分別頒發各組特優獎、優等獎及甲等獎。

取自元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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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季特邀知名人沈玉琳談沈視人生

沈玉琳蒞臨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演講

當天演講高朋滿座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會為全校師生帶來心靈

洗滌的藝文活動－名人演講，邀請知名藝人沈玉

琳暢談多年來對社會的觀察和閱歷豐富的人生。

他由國小一年級敘說至工作，接觸更多不同的思

考面相和人生視野，並提出失敗的經驗才是培育

成長最佳養分。人生總是有缺憾才會激發意志力

與奮鬥力，也因此才會有所改變，幸福才會隨之

而來。
                            沈玉琳詼諧有趣的演講風格以及說學逗唱的深

                          厚功力，他由國小說起至在影劇圈工作，一路走

                   來都是很多失敗與挫折，沈玉琳說，人生總是有缺憾才

會激發意志力與奮鬥力，也因此才會有所改變，幸福才會隨之而來。求學過

程中也不是順遂，多次挫折，卻讓自己悟出許多道理，也是自己人生自己要

負責，遇到挫折，只要有所改變都能夠面對。沈玉琳並以自身豐富工作經驗

說明，從路邊擺攤、廣播主持人、一路走到當紅製作人，甚至從幕後轉至幕

前，靠得不是幸運，而是日積月累的實力。在歡笑中接觸更多不同的思考面

相和人生視野。天下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都是要去努力，才能改變。

  他並以綽號自娛自己，其實威廉，以他名字中都沒有，而是一首歌曲所言

，又如他是嘉義彭于晏，很多人以其神韻有些像。

  沈玉琳雖以詼諧方式談沈視人生，也可以了解他有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

的，而是一歩一歩走得最後踏實成果，個中都是辛酸苦辣滋味，但只要自己

有意志力去克服，豐碩成果即將呈現，同學們對沈玉琳的沈視人生演講，由

他進入會場至演講結束，同學們都很認真的聆聽，除了拿手機拍照外，都很

少才滑手機，看來沈玉琳演講很吸引同學。

  沈玉琳的《沈視人生》，5月17日晚間6點，

在光恩國際會議廳。

取自元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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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舞社舞十十舞成果展

  今年獲得全國大專院校熱舞社表演第三名的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熱舞社舞
十十舞成果展在巨城廣場熱烈展開，除了元培熱舞社粉墨登場外，元培街
舞社、明新科大、中國科大及育達科大熱舞社都前來共襄盛舉，吸引了許
多民眾前往觀賞，高潮迭起，是一場成功的學校社團成果展。

  元培熱舞社成立十年，今年參加全國大學熱舞社表演獲得第三名，因此
即在十年之際發表舞十十舞成果展，特邀請鄰近明新科大、中國科大及育
達科大熱舞社共襄盛舉。

  整個會場充滿著年輕人青春活力。熱舞社兩位同學主持十分有親和力以
及將會場氣氛操得很High，熱力四射。元培街舞社也一同共襄盛舉表演。

  最後壓軸則由熱舞社同學表演參加全國大學第三名的舞曲，將氣氛帶到
高潮。舞十十舞成果展表演到欲罷不能。

取自元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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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介紹

生物科技暨製藥技術系

系上迎新-帶領新生熟悉彼此

驚豔生技-高中生製作藥膏體驗

  以生技製藥為教學研發重點，培育生物技術
中高階層次人才為目標並培育具有基因、發酵
、細胞、製藥、特用化學品等各類技術，也具
備工廠、實驗室實務與管理能力培養出新世紀
產業人才，還有每個學期都會定期舉辦校外企
業參訪，讓同學早日了解企業走向替自己的未
來準備規劃！

              同時系學會也會不定時舉辦各式不同的活動提
              供系上同學參加，
           像是剛開始的新生茶
           會及迎新活動都是系
           學會包辦！還有我們
         最特別的就是我們有驚
         豔生技的活動讓高中生
         能到我們系上體驗課
         程同時可以從中尋找
         自我的肯定與成長，
         使我們在元培的大學
         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生物醫學工程系

醫工系-工管齡距離

醫工系-新生合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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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

企管系-系烤

企管系-元培52校慶創意啦啦競賽

健康休閒管理系

健管系-元培52校慶
健管系-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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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光系

視光系-第七屆大視盃

視光系

成立架構與理念:
  系之設立係自98學年度正式更名為
視光系並歸屬於本校生醫科技學院(後
改為醫事科技學院，現為醫護與福祉
學院)。99學年度設立視光系二技進修
部，以提供一個正式的教育管道，積
極培養專業視光從業人才。
  以培養醫事技術人才為創校的宗旨
，具有提升國家醫事科技發展的崇高
理想。為秉持理想與傳統，並結合多
年來訓練師級醫事技術嚴謹的態度，
與醫界豐沛的人脈，並經由多次會議
，整合醫界、學界和業界的意見，同
時配合政府與社會開始推行視力的保
健與維護，積極培育高等視光專業人
才。

視光系培育人才的目標，主要是
配合學校以及學院的發展特色，
並落實學校健康福祉，服務人群
的使命，以培育理論與實務並行
、科技與人文兼顧的視光專業人
才。

  系所教育目標:
1.培養學生視光專業知識，發掘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培養學生理論與實務並進、科
  技與人文兼顧的視光專業人才。
3.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訓
  練視光理論與實務的整合能力。
4.培養學生之人文素養，訓練全
  人教育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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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

餐管系-校內實習

餐管系-校內實習餐廳菊軒亭

發展特色:
1.完整且目標明確的餐飲管理實務訓練，培訓
  具餐飲製備專業能力，餐飲管理及外語，資
  訊能力之專業人才。
2.多元而實作的優質教學，與喜來登以及國賓
  等五星級飯店飯店合作，提供學生實習最佳
  環境。
3.餐飲實務實習之外，本校餐飲實習教室為技
  術士術科考場，輔導學生考取餐飲專業證照。
4.理論與實務並重，掌握業界營運形態及脈動
  ，期能培育具自主創業，餐飲經營管理以及
  餐飲製備策劃與執行能力的優秀人才。
課程規劃:
  為培養專業餐飲製備及管理人才，課程將理
論與實務並重，除在校所修習之課程外，與各
大飯店合作，安排一年之校外餐飲實習，並於
畢業前赴海外進行參訪活動，未來與世界接軌
，培育出具有國際觀之專業人才。餐飲管理培
養學生中高階主管必備之管理能力餐飲製備，
學生可以性向及專長選修專業進階技能課程。
�校� 內外實務實習循序漸進，加強前台與後台
的專業技術餐飲資訊外語強化餐飲專業英文、
日文、第三外語專業教材（設備）設有符合各
項技術課程所需場地，包括實習教室Ａ、實習
教室Ｂ、調酒教室、西餐教室、廚藝示範教室
、餐服教室、英語情境咖啡廳、學生實習餐廳
-菊軒亭等8間專業教室。
�滿� 足學生學習所需的各項設備功能，且為中
餐、烘焙、飲料調製技術士術科考場，以及國
際咖啡師、國際調酒師專業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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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

特色:
  建立診療多媒體教育網，達成網路與數位化教學，邁向區域性放射診療與
醫學影像研究中心。加強輻射防護安全管理能力，以確保醫事放射師與民眾
診療時的輻射安全。具體應用電腦科技，整合學術與實務領域，建構放射診
療多媒體教育網。強調放射技術與理論的互相配合，課程規劃採循序漸進方
式，內容涵蓋基礎課程與臨床實驗，以加強學生專業能力，並擁有20間專業
實驗室。

教學目標:    
  為加強學生的專業能力，課程規劃採循序漸進方式以放射技術為主，學術
理論為輔，內容涵蓋基礎醫學與臨床實驗，強調放射技術與理論的互相配合
，達到培養專業管理人才的目的。

醫務管理系

醫管系-模擬教室

醫管系-燒烤就是要高在醫起

  元培創校以來歷史悠久的系，校友眾多
所以在就業人脈方面比較廣在教學上具有
特色，學習上也具有一定的優勢，畢業就
可就業，出路的方面也很穩定，健康產業
就業機會也高。

醫管系具有4項優勢的特色
1.實務化教學：培養學生就業能力、聘請
  專家授課協助、本校1311專案。
2.務實化研究：積極申請與政府產學合作
  計畫。
3.在地化服務：努力於產業夥伴建立友好
  關係。
4.國際化交流：與姊妹學校在學術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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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系-迎新活動

環衛系-元培52校慶創意啦啦競賽

環境衛生工程系

護理系

護理系-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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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社團介紹

魔術社

魔術社-成果發表會
魔術社-成果發表會

生態社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生態社，以關懷
生態、維護環境為使命。
    經常出團至校外擔任社區志工，不僅
回饋社區，也能使社員豐富社團時數。本
社長期也與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合作辦
理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戶外活動。例如世
界地球日及世界海洋日等。另外，不僅長
期致力於記錄校園內的生態環境，並積極
蒐集校內各種動植物與昆蟲，了解其特徵
與習性，以建立相關資料庫。
    平日社課中也會放映相關影集培養社
員愛護自然環境的熱情及尋找生命的感動。

生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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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社

吉他社-成果發表會
吉他社-校慶表演

青年領袖社

青年領袖社-大庄帶動中小學

青年領袖社-聖誕聯合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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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志工社

食品衛生志工社

食品衛生志工社

拳擊社

拳擊社-社課教學

拳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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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青年志工社

崇青社-老人志工活動

崇青社-志工活動

  崇德青年志工社又稱「崇
青社」，是崇德文教基金會
創辦人---陳鴻珍女士為積極
帶動各界志工推動品格教育
、社區讀經、孝道推廣等各
項文教活動，在全省各大專
院校設有崇青社。我們會不
定期與其他學校的崇青社舉
辦志工聯誼、志工出隊…等
活動!
  「崇德青年志工社」顧名
思義，我們舉辦志工活動---
老人志工、親子讀經班志工
、環保志工，還有不定期的
志工訓練，讓社員們在服務
之餘，也能提升自己，以下
將為您介紹崇青社志工出隊
的服務內容。

《老人志工》
  台灣目前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我們秉持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舉辦老人志工出
隊，到社區長照中心與長輩們互動，把青春
活力帶給他們，讓他們感受人與人之間的親
情與愛，就像回到年輕時對生命的熱情。
《親子讀經班志工》
  科學研究指出兒童讀經能讓兒童的記憶力
變好、專注力提高、識字量提高，對服務的
志工來說，陪小朋友讀經也可以讓自己一點
一滴的提升國學能力，平時忙於課業沒時間
充實自己、吸收課外讀物，不妨利用志工出
隊時間，既可以服務人群也可以提升自己的
涵養，何樂而不為呢?
《環保志工》
  現在環保意識抬頭，相信很多學生都懷抱著熱血、想為環境盡一份心力，可
是卻苦無機會可以跟同學朋友共同實踐這個心願…
  透過崇青社我們和壢竹苗區大專院校聯合舉辦淨灘、淨山活動，讓學生在假
日能到外面走走、撿垃圾撿福氣，別人丟垃圾是把福氣丟掉，自己是把福氣撿
回來，轉變心境，讓假日變得充實，更多采多姿!
  除了志工活動外，平時社團也會舉辦講座和因應節日舉辦的精采社課，例如
講座-「大學，升了沒」，藉由互動式的講座，讓社員了解上大學的意義與建立
人生目標。講座-「時間管理」，透過講師的分享，讓社員學習做時間的主人，
用最少的時間做出最有效率的成果。
  端午節的「包粽慶端午」，社員親自體驗包粽子的樂趣，品嘗自己親手包的
粽子。母親節的「溫馨感恩情」，藉由影片及學長姐親身分享，讓社員正視孝
順父母的重要，更透過無彩排現場call out對家人說出埋藏在心中未說出口的
愛，拉近親子間的距離。…等等活動。
  歡迎有志一同的你一起加入崇德志工的行列，為自己的生命故事留下精彩輝
煌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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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社

排球社-元培女排

排球社

異國文化體驗社

異國文化社-和服體驗

異國文化社-和服體驗

  利用一周一次的課餘時間，體會各
國文化各國節日活動，通過社課的親自
體驗讓自己充分感受異國的文化瞭解日本的浴衣，
不用出國就可以體會浴衣還能拍美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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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社

跆拳道社-社課教學

跆拳道社-校外競賽

廚藝社

  廚藝社是個用心教導每位對做菜有興趣的朋友，每次上課都是
以最輕鬆的方式教學，讓少有做菜機會社員學習到市面上常見的
小吃或料理，讓社員有家的感覺，幹部和社員的感情已因為這樣
變得更融洽，每一堂課都會學習兩樣產品，讓喜愛烹飪的同學透
過每次課程，都帶著歡樂的心情來交流並分享自己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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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酒社YUMT Cocktail Club

調酒社-社課教學

調酒社-成品

  想探索雞尾酒的世界嗎?元培調酒社帶你
一起探索雞尾酒的奧秘。
  每次課程都有不同的主題，課程內容會
教導社員基礎版酒精飲的調製、進階版酒
精飲料調製、創意版酒精飲料調製、水果
冰塊切雕、酒類鑑賞及搭配。
  多款酒譜、調酒技巧，不藏私大公開，
培養社員學習酒類鑑賞、知識及搭配。不
只讓你看老師教學示範，更讓你動手做看
看。發揮自己的創造力，調出屬於自己的
雞尾酒。不定時、不定期的舉辦社團郊遊
，讓大家看看外面的調酒世界，並歡慶課
程的結束。
  歡迎所以同學的加入，讓我們一起探索
雞尾酒的世界，享受視覺、嗅覺、味覺上
的饗宴，與酒精共舞的歡愉。
  在此歡迎各位加入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調酒社-YUMT Cocktail Club 
   FB粉絲專頁:元培醫事科大調酒社 YUMT Cocktail Club

調酒社-社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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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大使社

親善大使-走姿訓練

遷善大使社-元培52校慶司儀

親善大使社-美姿美儀訓練

ACG動漫社

ACG動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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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道社

劍道社-校外比賽

劍道社-社課教學

  劍道是日本傳統的競技性技
擊運動。正式比賽通常在室內
進行，因選手赤足，對場地木
地板的品質有較高要求。選手
一對一進行比賽，雙方均穿劍
道服，戴護具，持竹劍，按規
則相互擊打有效部位，由裁判
計點數判勝負。其中也可舉行
團體比賽，由選手數相等的團
體雙方分別一對一決出勝負後
計算總分。
  與一般使用兵器的技擊運動
不同，大部分技擊運動講求「
心」、「技」、「體」一致，
劍道除了求「心」、「技」、
「體」一致之外還必須講求「
仁」、「智」、「禮」、「義
」、「德」基本的劍道五端，
本社執導老師洪文仲老師以他
身為現任日本教士六段的經驗
分享道：「我不要求你們一定
要贏，但是只要在場上請將五
端表現出來，劍道不只是武術
，劍道更是一種學習待人處事
的方式。」，這段話意旨「就
算人生不順利，只要待人處事
正確所有事情都不是問題。」

  另外本社在105學年度正式與玄奘
大學劍道社合作，實踐互相學習對
方的技術及經驗，藉由不同對手以
提高兩校的實力外，因為兩校大部
分社員在進入大學前都是由本社現
任執導老是所教，因此兩校的社課
風格相近所以在去對方學校練習時
不會有尷尬的氣氛。

競技啦啦社

競技啦啦社-校外競賽

競技啦啦社-社課教學

  競技啦啦這項運動具有較強
烈的競爭性，練習時考驗著團
隊的默契與信任關係，利用每
一次的練習，提升團隊間的實
力與默契，與增強社員的技巧
穩定度以及信心，也希望把我
們元培競啦的精神傳承下去，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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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名人演講-沈視人生

迎新演唱會暨社團博覽會

暑期社團幹部訓練營-Home of YUMT

元培聖誕週

校外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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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相關活動

學生會-新生註冊

學生會-社團博覽會
學生會-迎新演唱會

學生會-第六屆元音盃

學生會-元培52週年校慶

學生會-元培52週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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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襪!元培聖誕週

學生會-襪!元培聖誕週

南臺科技大學社團校外交流活動

南臺科技大學社團校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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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相關活動

學生會-全國社團評鑑

學生會-全國社團評鑑

學生會-全國社團評鑑

名人演講-沈視人生

藝文季-逗陣來看戲藝起瘋復古

藝文季-逗陣來看戲藝起瘋復古

30               



學生會-新生合唱比賽

學生會-畢業典禮

學生會-畢業典禮

學生會-新生合唱比賽

HOME OF YUMT 暑期幹部訓練

HOME OF YUMT 暑期幹部訓練

HOME O
F YUMT

 暑期幹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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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卡資訊

元培卡正面

元培卡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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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會

發行單位

第十二屆學生會

校址:300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課指組TEL:03-6102237-2239

學生會TEL:03-5381183#8707

編輯者:彭鈺蕊、賴雅君、胡沛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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