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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生物醫學工程教育聯展」活動簡章 

一、 目的：為使高中學生及家長對於生物醫學工程進一步認識與了解，規劃聯合台

灣醫學工程相關系所，共同辦理「生物醫學工程教育聯展」，期盼能增進高中

學生就讀醫工系所興趣與意願。 

二、 主辦單位： 

1. 北部：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中原大學科學與人文教育發展中心。 

2. 南部：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成大精準健康創新高值醫材教學推

動中心。 

三、 參與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長庚大學、銘傳大學、中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大葉大學、義守大學、

慈濟大學共計 11所學校。 

四、 對象：歡迎高一~高三學生及家長參加。 

五、 報名：採學生自由報名，亦可由學校老師帶隊參加。即日起至 112 年 2 月 24

日(五)中午 12:00 止，視情況延長報名。 

1. 北部場次：https://reurl.cc/OEgQvr 

2. 南部場次：https://reurl.cc/Wqmp9O 

       

  北部場次            南部場次 

六、 辦理時間： 

1. 北部：112 年 3 月 04 日(六)上午場次 10:00-12:30；下午場次 2:00-4:30 

2. 南部：112 年 3 月 11 日(六)上午場次 10:00-12:30；下午場次 2:00-4:30 

七、 地點： 

1. 北部：中原大學工學院 1 樓聯榮工學講堂 

2. 南部：成功大學成杏校區醫工醫技系館 1 樓 

八、 交通資訊： 

1. 北部：https://www.cycu.edu.tw/map.html 

2. 南部：https://www.ncku.edu.tw/p/412-1000-29366.php?Lang=zh-tw 

九、 更多即時資訊請搜尋「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成大精準健康創新智

慧醫材推動中心」之 Facebook 粉絲專頁。

https://reurl.cc/OEgQvr
https://reurl.cc/Wqmp9O
https://www.cycu.edu.tw/map.html
https://www.ncku.edu.tw/p/412-1000-2936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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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內容 

(一)北部場次(中原大學)： 

1. 上午場次： 

項次 時間 內容 人員 地點 

1 9:40-10:00 上午場次-報到 中原醫工 工學院聯

榮工學講

堂 

2 10:00-10:05 開場與介紹 中原醫工系系主任 

3 10:05-10:25 醫工好好玩-認識醫工 

4 10:25-10:45 申請入學必勝攻略講座 中原醫工系老師 

以下活動同時進行，高中生與家長可自由參加 

 活動一 活動二 

5 10:45-12:00 各所大學

特色介紹 

工學院聯榮

工學講堂 

高中生自由至各校

攤位交流諮詢 

1 樓走廊 

6 12:00-12:30 特色場域及實驗室參觀 

7 12:30~ 賦歸 

2. 下午場次： 

項次 時間 內容 人員 地點 

1 13:40-14:00 下午場次-報到 中原醫工 工學院聯

榮工學講

堂 

2 14:00-14:05 開場與介紹 中原醫工系系主任 

3 14:05-14:25 醫工好好玩-認識醫工 

4 14:25-14:45 申請入學必勝攻略講座 中原醫工系老師 

以下活動同時進行，高中生與家長可自由參加 

 活動一 活動二 

5 14:45-16:00 各所大學特

色介紹 

工學院聯榮

工學講堂 

高中生自由至各校

攤位交流諮詢 

1 樓走廊 

6 16:00-16:30 特色場域及實驗室參觀 高中生自由至各校

攤位交流諮詢 

7 16:30~ 賦歸 

 高中生至交流諮詢攤位集滿 6個印章，可至服務區兌換精美小禮品。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張小姐；連絡電話：03-2654501；服務信箱：  

lovegjr@cycu.eud.tw 

 

mailto:lovegjr@cycu.eu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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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部場次(成功大學)： 

1. 上午場次： 

項次 時間 內容 人員 地點 

1 9:40-10:00 上午場次-報到 成大醫工 

成杏校區

醫工醫技

系館 1F 

2 10:00-10:05 開場與介紹 
成大醫工系系主任 

成杏校區

醫工醫技

系館 5734

教室 

3 10:05-10:25 醫工好好玩-認識醫工 

4 10:25-10:45 申請入學必勝攻略講座 成大醫工系老師 

以下活動同時進行，高中生與家長可自由參加 

 活動一 活動二 

5 10:45-12:00 各所大學

特色介紹 

工學院聯榮

工學講堂 

高中生自由至各校

攤位交流諮詢 

成杏校區

醫工醫技

系館 1F 6 12:00-12:30 特色場域及實驗室參觀 

7 12:30~ 賦歸 

2. 下午場次： 

項次 時間 內容 人員 地點 

1 13:40-14:00 下午場次-報到 成大醫工 

成杏校區

醫工醫技

系館 1F 

2 14:00-14:05 開場與介紹 成大醫工系系主任 成杏校區

醫工醫技

系館 5734

教室 

3 14:05-14:25 醫工好好玩-認識醫工 

4 14:25-14:45 申請入學必勝攻略講座 成大醫工系老師 

以下活動同時進行，高中生與家長可自由參加 

 活動一 活動二 

5 14:45-16:00 各所大學特

色介紹 

工學院聯榮

工學講堂 

高中生自由至各校

攤位交流諮詢 

成杏校區

醫工醫技

系館 1F 6 16:00-16:30 特色場域及實驗室參觀 

7 16:30~ 賦歸 

 高中生至交流諮詢攤位集滿 6個印章，可至服務區兌換精美小禮品。 

 活動聯絡人資訊：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周小姐/曾先生。 

連絡電話：06-2002426 ；服務信箱： nckubmemoe@gmail.com。 

mailto:nckubmemo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