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醫學院109學年度【新生導航】行程表 

<預備日>  109 年 9 月 6 日 （週日） 

時間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地 點 備註 

14:00-15:30 
(1.5小時) 

新生家長座談會 

(敬邀請校長、各學系主任) 
學務處 家長：階梯教室 

小組破冰第一類接觸(16組)  

馬偕生活秘笈分享及 

三芝風情簡介 

學務處 新生：國議廳 

15:30-16:00 
(30mil) 

家長與新生惜別感恩時間 學務處 舊學餐 
將全體新生帶至 

舊學餐 

16:00-18:00 
 (2小時) 

三芝巡禮 學務處 三芝 
16:00於三芝 

名人館參觀 

18:00-19:30 
(1.5小時) 

三芝飲食與採買 學務處 三芝 提醒防曬 

19:30-19:50 

(20min) 
講解大觀園、校園儷景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PPT 

19:50-21:00 
(1小時) 

星空夜語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D402-405 

D201-204 

共16組 

 

第一天 109 年 9 月 7 日 （週一） 

時間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地 點 備註 

08:10-11:40 

(3小時) 

(8:10進場) 
8:20-9:50英文能力檢定(一) 

護理系 AB班 
E503 

 
 

(9:50進場) 
10:00-11:30英文能力檢定(二) 

醫學系、聽力組、語言組 
E501 

教務處 

301/302註冊 
08:20-08:50 

醫學系 

301/302註冊 
08:50-09:10 

聽語學系(聽力組) 

301/302註冊 
09:10-09:30 

聽語學系(語言組) 

301/302註冊 
09:50-10:20 
護理學系 A班 

301/302註冊 
10:20-10:50 
護理學系 B班 

301/302註冊 
10:50-11:20 
護理學系 

二年制在職專班 
護理系二年制在職專班註冊 

碩/碩在職/博士班註冊 301/302註冊 
11:20-11:50 

生醫所、長照所 
福科所、聽語系 



11:40-12:00 
(20min) 

始業式、校長致詞 

(含治校理念及校簡介)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李居仁校長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10-13:50 
(40min) 

馬偕書院教育 

-共學園理念與設計  
學務處 

國際 

會議廳 
申永順學務長 

13:50-14:30 
（40min） 

馬偕精神 

-校旗/校徽/校風/校T恤/校歌 
校牧室 國際會議廳 

(邀請旭府老師 

校歌教唱) 

14:30-14:40 伸    伸    懶    腰 

14:40-16:10 
（1.5小時） 

偏鄉弱勢服務行腳– 

建立利他的品德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張南驥老師 

16:10-17:40 
(1.5小時) 

系學會時間 各系學會  

醫學-遠距教室  

護理-國議廳 

聽語-階教 

17:40-19:00 晚    餐    時    間 

19:00-20:30 
(1.5小時) 

認識活動中心及體育趣味競賽 

(先在展演廳講解後，再至球場進行競賽) 
各隊輔協助 

  
第二天 109 年 9 月 8 日 （週二） 

時間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地 點 備註 

07:30-08:00 早餐  餐廳  

08:10-08:40 
（30min） 

教務學則、選課相關規定 教務處 
國際會議廳 吳子維教務長 

08:40-09:20 
(40min) 

通識課程博覽會 
全人教育 

中心 

國際會議廳 
蔡承志主任 

09:20-09:30 伸    伸    懶    腰 

09:30-10:30 
（1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講題：待確認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講者：待邀請 

10:30-12:00 
(1.5小時) 

一、處室大觀園(採訪式報導) 

1.教務處   2.學務處 

3.總務處   4.研發處 

5.校牧室   6.全人教育中心 

7.心理諮商中心 8.資訊中心 

9.圖書館      10.醫學系 

11.護理學系   12.聽語學系 

13.生物醫學研究所      

14.長期照護研究所 

15.大體解剖室  

16.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 

二、校園儷景製作 

1.教務處(菁敏姊)             2.學務處(維華姊) 

3.總務處(士晃組長)           4.研發處(姿吟姊) 

5.校牧室(禕倫姊)             6.全人教育中心(益昌哥) 

7.心理諮商中心(守怡姊)       8.資訊中心(韓睿哥) 

9.圖書館(莉娟館長)           10.醫學系(佩諭姊) 

11.護理學系(怡佳姊)          12.聽語學系/研究所 

                              (淑玲媽咪/怡芳姊) 

13.生醫所(珞璿姊)            14.長照所(柔萱姊) 

15.大體解剖室(醫學系柯大哥)  16.福科所(心怡姊) 



12:00-13:10 午    餐    時    間 

13:10-16:00 
(3小時) 

與新鮮人握手 
13:10-14:30各系分開 

14:30-16:00回到國議廳 

醫學-遠距教室  

護理-國議廳 

聽語-階教 

16:00-17:30 
(1.5小時) 

真愛森林講解及導覽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申永順學務長 

17:30-18:30 晚    餐    時    間 

18:30-19:00 
就學貸款、工讀申請、各類獎助

學金申請相關、服務學習 
學務處 

國際 

會議廳 
 

19:00-19:30 
（30min） 

1. 共創優質生活環境(宿舍規

則講解、生活教育規則、環

境整潔、生活禮儀等)  

2. 選舉戶長、寢室公約制定、

認識宿舍(門後:緊急卡、公車

表、公約)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學生宿舍規則講解

宣導 

19:30-21:00 
(1.5小時) 

第二類接觸-猜猜我是誰 
各隊輔、 

工作人員 
國際會議廳 

新生每人須製作一頁

自我介紹PPT 

 

第三天 109 年 9 月 9 日（週三） 

時間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地 點 備註 

08:10-08:30 
（20min） 

校園安全宣導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葉瀚陽  

08:30-10:00 
（1.5小時）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演練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二期地下停車場 

講者：廖建棋 

講師 

10:00-11:10 休    息    片    刻 

10:10-12:00 
（2小時） 

人權與法治宣導 

講題：趣談校園智慧財產權 

學務處 

總務處 
國際會議廳 

講者：蘇銘翔 

講師 

12:00-13:10 午    餐    時    間 

13:10-15:00 
(1.5小時) 

學系時間 

(系主任、導師時間) 

醫學系 

護理學系 

聽語學系 

各系辦 

醫學-遠距教室  

護理-國議廳 

聽語-階教 

15:00-15:10 伸     伸    懶    腰 

15:10-16:30 
(1.5小時) 

複合型防災演練 

(含地震、火災等)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外草皮 
三芝消防局 

16:30-17:30 
(1小時) 

成果發表準備時間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D406教室、 

2F電腦教室開放 

17:30~ 晚餐、休息暨成果發表準備時間(社團評鑑彩排時間) 

 



第四天 109 年 9 月 10 日 （週四） 

時間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地 點 備註 

07:10-07:15 
(5min) 

集合出發 

(宿舍廣播起床、帶健檢卡) 
學務處 一哨 

06:30 廣播起床 

07:15 準時發車 
07:15-08:00 
（45min） 

往淡水馬偕醫院路程 學務處 
馬偕樓 

1樓集合 

08:00-11:30 
(3.5小時) 

體檢(結束後提供早餐) 學務處 馬偕樓4樓 

11:30-13:00 回學校、中餐時間 

13:00-17:00 
（4小時） 

社團博覽會暨 

社團評鑑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及外

面廣場 

1.每個社團7min呈現自

己社團特色 

2.新生投票 

3.師長評分 

17:00~18:30 晚     餐    時    間 

18:30~21:00 
（2.5小時） 

馬偕We show結營成果展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邀請四位師長 

擔任評審老師 

21:00~21:30 
（30min） 

【給未來的我】一封信 學務處 國際會議廳  

 

第五天 109 年 9 月 11 日 （週五） 

時間 活動名稱 負責單位 地 點 備註 

08:00-09:00 
（1小時） 

早餐、路程  餐廳 8:20出發 

09:00-11:30 
（2.5小時） 

馬偕巡禮 

(牛津學堂、偕醫館、小白宮、

馬偕墓園等) 

校牧室 
真理大學 

淡江中學 

王朝義老師 

王榮昌牧師 

11:30 賦歸~   
一台車回學校，其餘自行

步行到捷運站各奔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