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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記者-戴華⼭
2021-05-11 14:51:09

【101新聞網記者戴華⼭/台南報導】台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
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
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
台南市議會議⻑郭信良與市議員陳怡珍、於今(11)⽇協同合辦單
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
⺠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指出，5⽉15⽇台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點半起，在議會
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
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
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
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
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
即⽌。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
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
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
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蔬食減
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22
⽇，歡迎⼤家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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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不散

記者-臺南記者
2021-05-11 17:36:09

【101新聞網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
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
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
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
⺠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
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
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
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
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能
⼒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
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
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
⺠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
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
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
⼒；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
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
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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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議會力推溫馨5月 攜手嘉藥大學給您好看！

▲台南市議長郭信良與陳怡珍議員，協同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邀請市民朋友與家人到場聆聽音樂、參與活動，美麗一夏。
（圖／記者林悅翻攝）

記者林悅／台南報導
台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
動，郭信良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邀請市民朋友與家人到場聆聽音
樂、參與活動，美麗一夏。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台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時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音社成
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午2時起，在議會一樓大廳的「健康美麗
饗宴─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
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
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
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
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的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
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
童話獨角獸、童話美人魚兩款任選

[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

※本文版權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轉載。[ ETtoday著作權聲明 ]※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511/19792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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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見不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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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內容 敬請披露】嘉南
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
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
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
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
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
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
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
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校園最推薦
出發！遠東科⼤4⽣展開跑步環... TNN
台南縣東⼭國中老舊校舍拆除重... TNN
遠東科⼤舉辦 讓愛遠⼤慈善義... TNN

此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

嘉南⼤學李蒲老師講演「從EC... TNN

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

遠東科⼤、曾文農⼯ 攜⼿讓養... TNN

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
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
⼀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
教育，畢業⽣能⼒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
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
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
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
tn.news.tnn.tw/news.html?c=6&id=15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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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

嘉義清潔⽤品-⽤過都說讚!

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

⾃家⼯廠製造銷售，真材實料，平實價位，信⽤可
靠，尺⼨眾多！歡迎各家廠商特殊尺⼨訂...

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最專業的嘉義通信⾏
通信器材⾏專營、通訊器材、監視系統，經驗豐富值
得您信賴！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
⽣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
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
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
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回上⼀⾴】

台南縣保險業務職業⼯會
為會員們提供勞健保等服務，也對社會⼤眾提供勞健
保的諮詢服務,歡迎從事壽險、產險及...

奇怪屋服飾店
我們秉持著誠信與永續經營為理念，並注重於價值與
簡約舒適為主旨， 專售當季最新韓版...

坤暐科技
公司以直升機/多旋槳等不同類型、油動/電動/混合動
⼒等不同動⼒的無⼈駕駛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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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0515南市議會 不⾒不散
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
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
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
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
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
⼿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
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能⼒
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實屬
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
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

https://www.uutw.com.tw/article.php?n=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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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副校⻑楊朝成(左)與議⻑郭信良當場DIY消毒殺菌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
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
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
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
粧品系何⽂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
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

返回⾸⾴

https://www.uutw.com.tw/article.php?n=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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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5⽉再加碼 南市議會攜⼿嘉藥⼤學 給您好看
上報
更新於 05⽉11⽇16:23 • 發布於 05⽉11⽇16:20 • ⽅⼠華

訂閱

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11⽇偕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15⽇星期六下午起在議會廣場舉辦⾳樂會及
美麗饗宴，邀請市⺠朋友⼀起參加，（台南市議會提供）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15⽇星期六下午起
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
理⼤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
樂、美麗⼀夏。
郭信良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點半
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
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
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DKzPoo?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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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
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
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
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
展」，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DKzPoo?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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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5月再加碼 南市議會攜手嘉藥大學 給
您好看
方士華
2021年5月11日 · 2 分鐘 (閱讀時間)

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
厲，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議長郭信良
與議員陳怡珍11日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副校長楊朝成
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
樂、美麗一夏。 郭信良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
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點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音社
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生樂團的創作、演唱
能量；另一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一樓大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
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
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
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
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
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
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
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
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
到一個不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
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
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
過。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的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
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
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
日，歡迎大家來欣賞。
https://tw.news.yahoo.com/溫馨5月再加碼-南市議會攜手嘉藥大學-給您好看-081500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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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力推溫馨5月 攜手嘉藥大學給您好看

2021/05/11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
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長
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
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點半起，
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生樂團的創作、演
唱能量；另一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一樓大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
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
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
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
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下午，請市民
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
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的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的「府城蔬
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
到5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

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10&n_id=23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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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見不散

2021/05/11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大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月情
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及熱音社攜手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大型展廳及戶
外水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長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日協
同嘉藥副校長楊朝成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
麗一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戶外廣場由嘉藥熱音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音樂作
為成果發表，而館內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生合力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
手製作、手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目，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
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民親身體驗，一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一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生
能力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用服務學習機會，運用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
區，實屬難得，熱音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血的搖滾精
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一起享受音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
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
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藥副校長楊朝成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青春活
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
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
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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錠，能迅速溶解
且易於吸收，快
速補充營養的新
選擇。

立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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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推溫馨5月 5/15攜手嘉藥給您好看

2021/05/11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
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長
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
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3時30分
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生樂團的創作、
演唱能量；另一是下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大廳「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
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
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
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
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下午，請市民朋友踴
躍參加。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
元實作課程，15日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府城蔬食減
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
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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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忠聰

南市議會力推溫馨5月 攜手嘉藥大學給您
好看

今日天氣 空氣品質 今日運勢 樂透開獎
今⽇⽩天為多雲到晴的天氣天氣穩定

臺南市

週⼆

'
32° / 27° '
31° / 27°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 33°
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 34° / 31°
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 升級 羨慕別人英文好？
超能 有這些工具你就有超能力！
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
點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
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一樓大廳的「健康美麗饗宴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
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
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
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
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https://news.pchome.com.tw/public/greatnews/20210511/index-62071784277410209016.html

週三

⼒度伸 快速補充營養的新
選擇
立刻了解

專題

越
宅 越 美麗 閱讀專題
新冠肺炎疫情再起，迫使我們在家工作、上課和
購物，不論男女老幼，都被迫圈在家裡，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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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 政府消息新聞 - PChome 新聞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
音社學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
首頁 專題 政治 社會 財經 科技 國際 大陸 健康 娛樂 體育 生活 超能力 消費
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
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
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台股 15353.89
熱門股

●
●
●
●
●
●

更多政府消息新聞 »

●
●
●

⼒度伸 快速補充營養的新選擇

●

“喝”的發泡錠，能迅速溶解且易於吸收，快速補充營養的新選
擇。

●

http://24h.pchome.com.tw

●

延伸閱讀
● 葳格斥資百萬貼補教職員工施打疫苗 今日新聞
● 小點數大功用 台糖加油點數助華山救孤老 大成報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因應新冠肺炎升級之後續作業 大成報
● 北部山區午後對流機會增加，水利署把握機會進行人工增雨 經濟部
● 高雄市議會全力防疫 5/18日至月底停會 台灣好報
(

●
●
●

2021-05-17 13:39:59)

(

2021-05-17 11:00:23)
(

(

(

●

2021-05-17 10:48:02)

●

2021-05-17 12:11:00)

2021-05-17 14: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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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代碼

陽 明
長 榮
中 鋼
友 達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的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 開發金
電
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 聯
彩 晶
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
華 航
新光金

新聞關鍵字： 保養、 在地、 基金、 蔬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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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6.09%)
▼1.65(- 9.19%)
▼1.40(- 9.27%)
▼0.47(- 5.06%)

人氣新聞 人氣政府消息新聞
肝氣鬱結害「肝斑」產生怎麼辦
水腫、情緒敏感樣樣來！「經前
發現最早4月6日發病病例！萬華
雙北醫療量能吃緊！台北區負壓
台灣口腔癌多因「1習慣」所致！
阿茲海默症與遺傳有關！ ApoE4
【油價公告】中油、台塑宣布明(
防疫超前部署 金門健康益友APP
疫情快速變化 桃市府調整各項防
與您一同防疫 yoxi提供更安全的
澳門綜藝館將設社區大型新冠疫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戴口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配合
金門大學全大運屢傳捷報 跆拳道
工研院以科技護衛臺灣防疫第一
助理家人確診！張志豪宣布自主
疫情洪峰恐還沒到！柯文哲曝真
台塑企業麥寮廠贊助 台大醫生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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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政府消息
2021-05-11 15:42:03

杜忠聰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
見不散

今日天氣 空氣品質 今日運勢 樂透開獎
今⽇⽩天為多雲到晴的天氣天氣穩定

臺南市

週⼆

'
32° / 27° '
31° / 27°

【大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大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月情系 33°
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及熱音社攜手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大型展 34° / 31°
廳及戶外水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長郭信良與議員 升級 羨慕別人英文好？
陳怡珍特於11日協同嘉藥副校長楊朝成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 超能 有這些工具你就有超能力！
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戶外廣場由嘉藥熱音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
樂音樂作為成果發表，而館內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生合力展現「健康美麗饗
宴」，透過香膏與乾洗手製作、手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
項目，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民親身體驗，一起享受全套
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一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
育，畢業生能力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用服務學習機會，運用學校所學技術，展現
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音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
表，就是希望傳承熱血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一起享受音樂的喜
https://news.pchome.com.tw/public/greatnews/20210511/index-62071892305634209016.html

週三

專題

閱讀專題
語言認證攻略
要讓自己的職業生涯再升級，快快找到捷徑，有
效加強語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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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89 ▼
473.20
(-2.99%)
首頁 專題 政治 社會 財經 科技 國際 大陸 健康 娛樂 體育 生活 超能力 消費 旅遊台股
房產15353.
雜誌 星座
汽車
政府▼閱讀
熱門股

群 創
陽 明
長 榮
中 鋼
友 達
開發金
聯 電
嘉藥副校長楊朝成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
彩 晶
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下 華 航
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粧品 新光金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
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
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
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
精采，不容錯過。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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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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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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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政府消息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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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椎間盤也可以練？
原來有些運動能增進椎間盤的健康？
http://travel.pchome.com.tw

●
●
●

延伸閱讀
● 葳格斥資百萬貼補教職員工施打疫苗 今日新聞
(

●
●
2021-05-17 13: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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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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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9.81%)
▼7.40(- 10.00%)
▼7.00(- 9.99%)
▼3.20(-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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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7.44%)
▼2.85(- 6.09%)
▼1.65(- 9.19%)
▼1.40(- 9.27%)
▼0.47(- 5.06%)

人氣新聞 人氣政府消息新聞
肝氣鬱結害「肝斑」產生怎麼辦
水腫、情緒敏感樣樣來！「經前
發現最早4月6日發病病例！萬華
雙北醫療量能吃緊！台北區負壓
台灣口腔癌多因「1習慣」所致！
本土再暴增206例 允許地方公布
血管、細胞一應俱全！以色列醫
阿茲海默症與遺傳有關！ ApoE4
【油價公告】中油、台塑宣布明(
高雄市湖內區番茄會社 夏日鳳凰
防疫超前部署 金門健康益友APP
疫情快速變化 桃市府調整各項防
澳門綜藝館將設社區大型新冠疫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戴口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配合
工研院以科技護衛臺灣防疫第一
助理家人確診！張志豪宣布自主
金門大學全大運屢傳捷報 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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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體育
2021-05-11 12:24:02

于郁金

議會推溫馨5月 5/15攜手嘉藥給您好看

【大成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
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
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
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今日天氣 空氣品質 今日運勢 樂透開獎
今⽇⽩天為多雲到晴的天氣天氣穩定

臺南市

33°

週⼆

'

34° / 31°

'
32° / 27° '
31° / 27°
週三

羨慕別人英文好？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 升級
超能 有這些工具你就有超能力！
13時30分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
學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大廳「健康美麗饗宴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
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
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
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
音社學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
https://news.pchome.com.tw/sport/greatnews/20210511/index-62070704230451209007.html

專題

不想努力了
!星… 閱讀專題
你有沒有機會脫單？工作上的貴人在哪？什
2021

麼時候水逆來襲？國師說的、書上寫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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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

台股 15353.89

首頁 專題 政治 社會 財經 科技 國際 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
大陸 健康 娛樂 體育 生活 超能力 消費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
品，還有多元實作課程，15日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熱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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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明
長 榮
中 鋼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
友 達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 開發金
聯 電
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于郁金攝)
彩 晶
華 航
新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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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體育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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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氧會掉肌⾁嗎？

●

⽤正確的⽅法做有氧，就未必會掉肌⾁！

●

http://travel.pchome.com.tw

●

延伸閱讀
● 黃偉哲宣布：5/17起高國三生得以請假方式不到校上課 大成報
● 金門大學全大運屢傳捷報 跆拳道榮獲4面獎牌 勁報
● 體育署分流辦公3套方案 週一開會決議 中央社
● 金大全大運屢傳捷報 跆拳道榮獲4面獎牌 大成報
● PSG進步神速 史詩26殺輕鬆奪勝 今日新聞
● 屠獅！PSG復仇MAD MSI賽豪取3連勝 今日新聞
● 謝淑薇關鍵破發點沒能把握 帕馬女網賽首輪出局 中央社
● 防疫作戰再出擊！民間運動健身業者齊心抗疫 勁報
● 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遊客中心×園區景觀工程 獲銀級綠建築標章 勁報
● 陳俊秀開轟桃猿搶勝 獅隊中斷跨季連90場得分 中央社
● 市定古蹟原水交社宿舍群遊客中心/園區景觀 獲銀級綠建築標章 大成報
(

(

(

●

2021-05-17 03:18:01)

2021-05-16 23:16:50)

2021-05-16 23:24:01)

●

2021-05-16 23:07:12)

(

●

2021-05-17 02:42:13)
(

(

●

2021-05-16 19:59:59)

●

2021-05-16 22:20:56)

(

(

2021-05-16 22:02:26)

2021-05-16 20:57:53)
(

●
●

2021-05-16 22:46:00)

(

(

●

2021-05-16 22:12:02)

https://news.pchome.com.tw/sport/greatnews/20210511/index-62070704230451209007.html

●
●

人氣新聞
人氣體育新聞
肝氣鬱結害「肝斑」產生怎麼辦
水腫、情緒敏感樣樣來！「經前
發現最早4月6日發病病例！萬華
雙北醫療量能吃緊！台北區負壓
台灣口腔癌多因「1習慣」所致！
阿茲海默症與遺傳有關！ ApoE4
【油價公告】中油、台塑宣布明(
防疫超前部署 金門健康益友APP
疫情快速變化 桃市府調整各項防
與您一同防疫 yoxi提供更安全的
澳門綜藝館將設社區大型新冠疫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戴口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配合
金門大學全大運屢傳捷報 跆拳道
工研院以科技護衛臺灣防疫第一
助理家人確診！張志豪宣布自主
疫情洪峰恐還沒到！柯文哲曝真
台塑企業麥寮廠贊助 台大醫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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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不散
⼤成報／杜忠聰 2021.05.11 15:41

讚0

疫情升溫中，請問你對媽

前往投票
醉蝦新聞榜

【⼤成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
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
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
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
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
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
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
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
業⽣能⼒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
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
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
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n.yam.com/Article/202105112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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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
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
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
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
⺠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
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00:00/00:59

n-yam

n.yam.com/Article/202105112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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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實踐USR！師⼤偏鄉辦籃球營

嘉藥偕南市府⼾外展演 - ⽣活 - 中時新聞網

⾸⾴ / ⽣活

職場》實踐USR！師大偏鄉辦籃球營 嘉藥偕
南市府戶外展演
16:49 2021/05/12

中時新聞網

綜合報導

雙⽅合作儀式由精誠資訊董事⻑林隆奮、國立臺灣師範⼤學校⻑吳正⼰代表出席，精誠資訊永續⻑黃裕仁、臺師⼤副校⻑印永翔、臺師
⼤籃球隊總教練王志群以及臺師⼤甲組男籃全體球員也出席⾒證。（圖/臺灣師⼤提供）

⼤學社會責任(USR)與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等議題，近年深受各界重視，許多知名⼤學除了產學合作與企業接軌，也同樣
與合作夥伴共盡社會責任，近期臺積電就與陽明交⼤、崑⼭⼤學，推廣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1111⼈⼒銀⾏發⾔⼈黃若
薇表⽰，透過在校時期參與USR落實⼤學社會責任、或SDGs永續發展相關計劃活動，皆能夠厚植⾃⾝軟實⼒，在踏入職場
前，先替⾃⼰加分。
⾝為臺灣教育搖籃的師範⼤學，除了培育師資，也孕育出許多⼀流體育選⼿，臺灣資訊產業龍頭的精誠資訊，今年贊助師範
⼤學男⼦籃球隊新臺幣200萬元，除了勉勵選⼿創下佳績外。雙⽅也將於今年夏天，攜⼿共盡社會責任，於桃園新屋偏鄉學
校舉辦籃球夏令營，由師⼤男籃隊的⼀流好⼿，推廣籃球運動向下扎根，也讓學童們今年的暑假更充實有活⼒。
雙⽅⽇前進⾏簽約儀式，由精誠資訊董事⻑林隆奮、國立臺灣師範⼤學校⻑吳正⼰代表出席，精誠資訊永續⻑黃裕仁、臺師
⼤副校⻑印永翔、臺師⼤籃球隊總教練王志群以及臺師⼤甲組男籃全體球員也出席⾒證。
精誠資訊近年來在企業內部⼤⼒推廣運動風氣，包括舉辦年度「精誠盃3對3鬥⽜賽」、改裝升級多功能球場與健⾝房、舉辦
多項體適能課程並補助運動類社團活動等，今年更冠名贊助「2021精誠資訊企業籃球聯賽」，號召產業界夥伴⼀起⿎勵員⼯
加入運動⾏列。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12004886-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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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偕南市府⼾外展演 - ⽣活 - 中時新聞網

嘉南藥理⼤學受臺南市政府「溫馨5⽉情」系列活動邀請，將於5⽉15⽇，由校內藥妝管理系、熱⾳社，在臺南市議會室內展廳以及⼾
外⽔舞廣展，進⾏展演活動。（圖/嘉南藥⼤提供）

⽽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
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
⻑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外廣場將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
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
費體驗，邀請臺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臺南市議會議⻑郭信良表⽰，⾳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
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
⼀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1111 TUN大學網
臺灣師大
嘉南藥大
知名大學聯合校徵
找工作快上1111人力銀行
更多內容請上1111人力銀行專區
(中時新聞網)
#臺灣師⼤ #精誠資訊 #UBA #嘉南藥理⼤學 #溫馨5⽉情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勿任意轉載違者依法必究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12004886-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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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寶島

南市議會攜手嘉藥大學 5月情系列活動讓媽媽
從裡到外都美麗
12:07 2021/05/11

中時

洪榮志

台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15⽇將攜⼿嘉南藥理⼤學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市議會提供／洪榮志台南傳真）

台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議會再接再厲將於15⽇下午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議⻑郭信良與議
員陳怡珍11⽇協同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
夏。
郭信良指出，議會15⽇將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場是下午1點半起，在議會廣場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
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場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15⽇的活動就是要讓前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他
還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
楊朝成也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
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主任何文岳也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妝品為名的
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表⽰，除了15⽇的活動，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
⼾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也將展出到5⽉22⽇，歡迎⼤家前來欣賞。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11003059-260421?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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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溫馨五⽉情 週六⾳樂美麗饗宴
中華⽇報
更新於 05⽉12⽇06:58 • 發布於 05⽉12⽇06:58

訂閱

議會溫馨五⽉情，⼗五⽇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記者林雪娟攝）

記者林雪娟、黃文記⁄南市報導
台南市議會推出「溫馨五⽉情」活動，廣受好評，議會再接再厲，⼗五⽇下午將舉辦
⾳樂會及美麗饗宴，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推出「嘉藥好Young 給
您好看」活動，議⻑郭信良⼗⼀⽇邀請⺠眾⼀起到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這項活動昨⽇由郭信良、陳怡珍、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起宣布，⼗五⽇下午
共有兩場活動，⼀場從下午⼀時三⼗分起，於議會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
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展現在地學⽣樂團的創作和演唱能量；下午⼆時
起，在議會⼀樓⼤廳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
⼿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
等ＤＩＹ免費體驗，邀請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3Kpmjy?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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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活動兩者兼具，讓⺠眾從裡到
外都美麗，這場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須事先報名，請電三九０三五五七。
楊朝成表⽰，嘉藥有近百個社團，熱⾳社展現學⽣青春活⼒，美麗饗宴讓辛勞⺟親恢
復活⼒和光彩；化粧品系主任何文岳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
除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實作課程。⼆⼗⼆⽇於議會廣場另有崇正基⾦會帶來「府城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外園區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則展⾄⼆⼗⼆⽇，歡迎⺠眾
同歡。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3Kpmjy?utm_source=lineshare

2/2

2021/5/18

議會溫馨五⽉情 週六⾳樂美麗饗宴 | 中華⽇報|中華新聞雲

台南

議會溫馨五⽉情 週六⾳樂美麗饗宴
2021-05-11

議會溫馨五⽉情，⼗五⽇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記者林雪娟攝）

記者林雪娟、黃文記⁄南市報導
台南市議會推出「溫馨五⽉情」活動，廣受好評，議會再接再厲，⼗五⽇下午將舉辦
⾳樂會及美麗饗宴，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推出「嘉藥好Young 給
您好看」活動，議⻑郭信良⼗⼀⽇邀請⺠眾⼀起到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這項活動昨⽇由郭信良、陳怡珍、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起宣布，⼗五⽇下午
共有兩場活動，⼀場從下午⼀時三⼗分起，於議會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
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展現在地學⽣樂團的創作和演唱能量；下午⼆時
起，在議會⼀樓⼤廳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
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39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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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
等ＤＩＹ免費體驗，邀請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活動兩者兼具，讓⺠眾從裡到
外都美麗，這場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須事先報名，請電三九０三五五七。
楊朝成表⽰，嘉藥有近百個社團，熱⾳社展現學⽣青春活⼒，美麗饗宴讓辛勞⺟親恢
復活⼒和光彩；化粧品系主任何文岳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
除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實作課程。⼆⼗⼆⽇於議會廣場另有崇正基⾦會帶來「府城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外園區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則展⾄⼆⼗⼆⽇，歡迎⺠眾
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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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于郁⾦/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
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
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
⼈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 2018 (3611)
► 2019 (5553)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議會 不⾒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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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議會 不⾒不散
https://youtu.be/aelHQ8bRTUw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3時30分
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
演唱能量；另⼀是下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廳「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
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
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
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
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親們得到⼀個不⼀樣下午，請市⺠朋友踴
躍參加。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
元實作課程，15⽇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www.ccsn0405.com/2021/05/5-5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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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議⻑表⽰，除了5⽉15⽇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府城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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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 台灣好新聞 TaiwanHot.net

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

攜⼿嘉藥⼤學「給您

好看」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1-05-11 14:41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15
⽇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
位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
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https://www.taiwanhot.net/?p=93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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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議⻑郭信良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是下
午1點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
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
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
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說，⾳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
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
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
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
⼀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
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
⽇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指出，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
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
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https://www.taiwanhot.net/?p=93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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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15⽇舉辦
⾳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
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
美麗⼀夏。

市議⻑郭信良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是下午1點
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
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活報⾺仔 +
Dcard
全明星運動會第⼆季Ep.12討論
Dcard

郭信良說，⾳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
⺠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
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
額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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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
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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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

台中再增⼀本⼟個案 重慶國⼩⼩

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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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指出，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

蘆洲－萬華「⼈與⼈接觸」 「獅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

北⼀女驚傳｢⾼三家⻑確診｣校⻑

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中市議員踢爆！確診⼩六⽣媽媽應
全⾯協助建構防疫「實聯制」 知
移⼯防疫關懷服務 輔導雇主移⼯

熱⾨專題
⾦融業啟動防疫 上下班分流
居家辦公
Kong Konnect現已發…
喬納再度碰頭 兩⼈⽣涯第
57次交鋒
老是偏頭痛、肩頸腰背…

選購⾼階等級機油*4+濾清器＋巡檢，幫您
預約好原廠授權汽⾞保養廠，專業把關堅持
品質不妥協！
美孚授權經銷商 尚壕企業

40歲後只擦保養品根本沒感覺，
吃膠原蛋⽩才真正有感

FB留⾔

上年紀後，照鏡⼦總不滿意，還好有蜜露珂
娜，它含有⾼濃度的光速決膠原蛋⽩，分⼦

輕輕放下! 松⼭警局之亂 涉嫌滅證所⻑

花蓮慈⼤舉辦浴佛典禮 祈願災疫早⽇

⼩好吸收，真的快速⼜有感，更搭配光透維
⽣素C，讓我由內⽽外補充透亮精華！

華碩周年慶，電競筆電指定機…

全屋訂製。幸福成家【⾼雄名…
三得利

延伸閱讀
南市議會⼒推溫馨5⽉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勁報

想買房卻不知從何看？台南買房找專家為您服務＞＞

Sponsored 台南永慶不動產

議會⼒推溫馨5⽉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勁報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不散

勁報

避免疫情社區傳播

南市議會宣布停辦議⻑盃比賽活動

台灣好新聞

華碩周年慶，電競筆電指定機種登錄抽澎湖機+酒雙⼈⾏

Sponsored ASUS

南市停辦議⻑盃比賽等活動

台灣新⽣報

避免社區傳播 南市議會宣布停辦議⻑盃比賽等活動

勁報

避免社區傳播 議會宣布停辦議⻑盃比賽等活動

勁報

⭐終於等到了！WASHLET入座享優惠，立即搭上TOTO專機
共度溫馨五⽉

瞭解詳情

台南府會舉辦「臺南有愛 議起共享」系列活動

共度溫馨五⽉ 南市府會盛⼤舉辦「臺南有愛 議起共享」系列活動
共度溫馨五⽉！黃偉哲與郭信良邀鄉親鬥陣來看表演感受溫馨幸福

Sponsored TOTO

台灣好新聞
勁報

雜誌

三⼤熱⾨族群
還能強多久？
根據《財訊》報導，
肺炎疫情改變了⽇本
⼈的消費⾏為，許多
化妝品因此滯銷，食
材則⼤賣。在這個業
界勢⼒重組的轉折

焦點時報

搜尋引擎為

客房資料
輸入城市、飯店、機場、地址或地標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32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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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台灣好新聞
發布於 05⽉11⽇14:41 •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訂閱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15⽇舉辦
⾳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
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
美麗⼀夏。
市議⻑郭信良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是下午1點
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
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
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說，⾳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
⺠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qqMQe2?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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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
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
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
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
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指出，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
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qqMQe2?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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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氧會掉肌⾁
嗎？
⽤正確的⽅法做有氧，就未必會
掉肌⾁！

來⾃⽇本超⼈氣益⽣菌，能提升
⾝體代謝⼒，幫助排便順暢，吃
過的都說好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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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南市議會力推溫馨5月情活動 攜手嘉藥大
學「給您好看」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今日天氣 空氣品質 今日運勢 樂透開獎
今⽇⽩天為多雲到晴的天氣天氣穩定

臺南市

33°

週⼆

'

34° / 31°

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
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
南藥理大學副校長楊朝成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
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市議長郭信良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一是下午1
點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
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一樓大廳的「健康美麗饗宴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
體驗。
郭信良說，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
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
https://news.pchome.com.tw/public/taiwanhot/20210511/index-62071714411795221016.html

'
32° / 27° '
31° / 27°
週三

升級 羨慕別人英文好？
超能 有這些工具你就有超能力！

專題

閱讀專題
金牛年選股特輯
年台股收在
點，整年大漲
2020
3,683

14,732.53

點，據統計平均每位股民大賺 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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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
06-3903557，額滿即止。

台股 15353.89

嘉南藥理大學副校長楊朝成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
音社學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
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
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
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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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指出，除了5月15日的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的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
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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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氣鬱結害「肝斑」產生怎麼辦
水腫、情緒敏感樣樣來！「經前
發現最早4月6日發病病例！萬華
雙北醫療量能吃緊！台北區負壓
台灣口腔癌多因「1習慣」所致！
阿茲海默症與遺傳有關！ ApoE4
【油價公告】中油、台塑宣布明(
防疫超前部署 金門健康益友APP
疫情快速變化 桃市府調整各項防
與您一同防疫 yoxi提供更安全的
澳門綜藝館將設社區大型新冠疫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戴口
提升準三級警戒 首例開罰未配合
金門大學全大運屢傳捷報 跆拳道
工研院以科技護衛臺灣防疫第一
助理家人確診！張志豪宣布自主
疫情洪峰恐還沒到！柯文哲曝真
台塑企業麥寮廠贊助 台大醫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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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 攜⼿嘉藥⼤
學「給您好看」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1年5⽉11⽇ 週⼆ 下午2:41 · 2 分鐘 (閱讀時間)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
厲，將於5⽉15⽇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
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等⼈⼀
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
⼀夏。
市議⻑郭信良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
活動，⼀是下午1點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
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
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
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
體驗。
https://tw.news.yahoo.com/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攜⼿嘉藥⼤學-給您好看-064131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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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說，⾳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
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
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
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
即⽌。
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
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
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
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
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
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指出，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
基⾦會帶來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
⼾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22⽇，歡迎⼤
家來欣賞。

https://tw.news.yahoo.com/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攜⼿嘉藥⼤學-給您好看-064131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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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情活動 攜⼿嘉藥⼤學「給
您好看」
台灣好新聞／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2021.05.11 14:41

讚0

東京奧運如期舉⾏！？你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前往投票
醉蝦新聞榜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15⽇舉辦
⾳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
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
麗⼀夏。

市議⻑郭信良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是下午1點半
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
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https://n.yam.com/Article/2021051143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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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說，⾳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
⺠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
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
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
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
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
容錯過。

郭信良指出，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
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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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5月系列活動精彩一籮筐 南市議會攜手嘉
藥大學給您好看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1/05/12

▲南市議長郭信良、議員陳怡珍與嘉南藥理大學副校長楊朝成宣布音樂會及美麗饗宴
活動內容，邀市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記者李嘉祥攝）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15⽇攜⼿嘉南
藥理⼤學化妝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議⻑郭信良、
議員陳怡珍11⽇與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共同宣布活動內容，並現場試做⾹膏
61.222.185.194/?FID=64&CID=56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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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乾洗⼿劑，邀請市⺠與家⼈當天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會5⽉慶祝活動第⼆波與嘉南藥理⼤學合辦，15⽇當天下午1點半起在
議會廣場有「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
演唱能量，2點起在議會⼤廳還有「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
表」，有彩妝、美甲，還有⾹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此次活動要讓來參與的⺠眾
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當天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
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市⺠可事先報名，額滿即⽌。
楊朝成說，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全台最早成⽴化妝品科系，活動當天除展現熱
⾳社學⽣的⻘春活⼒，化粧品系也帶來美麗饗宴，運⽤在校所學展現學習成果，同
時也貢獻社區。化粧品系主任何⽂岳表⽰，嘉藥化妝品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
元實作課程，15⽇成果發表⼗分精采，不容錯過。
另郭信良也預告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蔬⾷減碳⽂化饗
宴」，議會⼤廳及戶外園區也正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持續展出到5⽉22
⽇，歡迎⼤家來欣賞。

地⽅：
疫情地圖明顯影響鄰近店家的商機？經…
61.222.185.194/?FID=64&CID=56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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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5⽉系列活動精彩⼀籮筐南市議會攜
⼿嘉藥⼤學給您好看
【記者李嘉祥／台南報導】
2021年5⽉11⽇ 週⼆ 下午5:19 · 2 分鐘 (閱讀時間)

南市議⻑郭信良、議員陳怡珍與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宣布⾳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內
容，邀市⺠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記者李嘉祥攝）

▲南市議⻑郭信良、議員陳怡珍與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宣布
⾳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內容，邀市⺠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
麗⼀夏。（記者李嘉祥攝）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
厲，15⽇攜⼿嘉南藥理⼤學化妝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舉辦⾳
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議⻑郭信良、議員陳怡珍11⽇與嘉南藥理
⼤學副校⻑楊朝成共同宣布活動內容，並現場試做香膏及乾洗⼿
劑，邀請市⺠與家⼈當天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會5⽉慶祝活動第⼆波與嘉南藥理⼤學合辦，15⽇當
天下午1點半起在議會廣場有「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
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2點起在議會⼤廳還
有「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
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https://tw.news.yahoo.com/溫馨5⽉系列活動精彩-籮筐南市議會攜⼿嘉藥⼤學給您好看-091921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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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此次活動要
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當天健康美麗饗宴內
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
市⺠可事先報名，額滿即⽌。
楊朝成說，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全台最早成立化妝品科系，活
動當天除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也帶來美麗饗宴，
運⽤在校所學展現學習成果，同時也貢獻社區。化粧品系主任何文
岳表⽰，嘉藥化妝品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實作課程，15
⽇成果發表⼗分精采，不容錯過。
另郭信良也預告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府城蔬
食減碳文化饗宴」，議會⼤廳及⼾外園區也正展出的「昭旺‧玟瑾
雕塑展」，將持續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https://tw.news.yahoo.com/溫馨5⽉系列活動精彩-籮筐南市議會攜⼿嘉藥⼤學給您好看-091921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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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聞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週六南市議會不見不散
2021/05/12

(記者邱秋逢/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大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
由嘉藥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及熱音社攜手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大型展廳及戶
外水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長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
特於11日協同嘉藥副校長楊朝成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
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這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戶外廣場由嘉藥熱音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
歡樂音樂作為成果發表，而館內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生合力展現「健康美麗饗
宴」，透過香膏與乾洗手製作、手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
動項目，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民親身體驗，一起享受
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一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
育，畢業生能力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用服務學習機會，運用學校所學技術，展
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音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
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血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一起享受音樂
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
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
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
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藥副校長楊朝成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
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
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
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
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上圖:嘉藥副校長楊朝成(左)與議長郭信良當場DIY消毒殺菌。
下圖: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0515南市議會 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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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週六南市議會不見不散

台灣新聞報 (2021-05-12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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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邱秋逢/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
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
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
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
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這次活動
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
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
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
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
⾝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
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能⼒深獲業界肯定。
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
區，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
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
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
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
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
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
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
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
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
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10512/38537746.html

疫情蔓延台中 盧秀燕擴大防疫措施 【台灣醒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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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嘉藥副校⻑楊朝成(左)與議⻑郭信良當場DIY消毒殺菌。 下圖:嘉藥好
Young 給您好看 0515南市議會 不⾒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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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臺南市
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
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15⽇星
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
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特
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
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

附件

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
點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
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
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
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
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
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
⾳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
⼀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
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
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
的「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
雕塑展」，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返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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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
議會不⾒不散
By 快通新聞 記者蔡文雄報導

5 ⽉ 12, 2021

【快通新聞 記者蔡文雄/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
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
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
⽇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
⾳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
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
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
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https://fastnewz.net/2021/05/1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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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
業⽣能⼒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
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
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
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
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
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
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
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
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圖說:嘉藥副校⻑楊朝成(左)與議⻑郭信良當場DIY消毒殺菌

https://fastnewz.net/2021/05/1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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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Posted By: TainanTalk  五⽉ 11, 2021  Comments Off!

〔記者鄭德政南市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
再厲，將於5⽉15⽇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珍議員11
⽇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
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https://tainantalk.com/20210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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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臺南市議會邀請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市議會
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中）與議員陳怡珍今⽇協同
嘉藥副校⻑楊朝成（左四）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
聆聽⾳樂、美麗⼀夏。（記者鄭德政攝）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點
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
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
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圖說）嘉藥副校⻑楊朝成(左)與議⻑郭信良（中）當場DIY消毒殺菌液。（記者鄭德
政攝）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https://tainantalk.com/20210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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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
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
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
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
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
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
展」，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分享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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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好Young給您好看 15⽇市議會不⾒不散

【記者郭如汝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
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
動，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
⼈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活動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
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
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
美麗妝容。
議⻑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
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
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
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張貼⽇期: 5/11/2021 4: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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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聞】

勁報 Power News - 地⽅新聞

分享：

即時新聞：香格⾥拉台南遠東飯店推出外

南市議會力推溫馨5月 攜手嘉藥大學給您好看

2021-05-11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
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
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
聽音樂、美麗一夏。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點半起，在議會廣
場開始的「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
午2點起，在議會一樓大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
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民眾兩
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
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青春活
力；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
作課程，15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的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的「府城蔬食減碳文
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
大家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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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聞】

勁報 Power News - 地⽅新聞

分享：

即時新聞：甜蜜520 南紡購物中⼼推出精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見不散

2021-05-11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大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
由嘉藥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及熱音社攜手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大型展廳及戶外水舞廣場推出「嘉
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長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日協同嘉藥副校長楊朝成等人一起
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戶外廣場由嘉藥熱音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音樂作為成果發
表，而館內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生合力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手製作、手部養
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目，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民
親身體驗，一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一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生能力深獲
業界肯定。此次利用服務學習機會，運用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
音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血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
互動一起享受音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民眾兩
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長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
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藥副校長楊朝成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
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的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
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一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
日的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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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聞】

勁報 Power News - 社會新聞

分享：

即時新聞：百貨南部⾸店開幕1週年獨家

議會力推溫馨5月 5/15攜手嘉藥給您好看

2021-05-11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
接再厲，將於5月15日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
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家人到市議會聆
聽音樂、美麗一夏。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13時30分起，在議會
廣場開始「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學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
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大廳「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
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民眾兩
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
等，感興趣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音社學生的青春活
力；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實作課
程，15日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
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大家
來欣賞。(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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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
會再接再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
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
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點
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
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
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
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
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
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
采，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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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露珂娜」添加⾰命性「光速決膠原蛋
⽩」，把分⼦做得更⼩更好吸收，讓妳快速
有感，天天都膨膨⽔⽔，年紀變⼤也不怕

三得利

瞭解詳情

雜誌

汪喵星球 90% 鮮⾁狗狗主食餐包
想幫狗狗做鮮食卻沒時間？汪喵鮮食餐包開封
即食，營養⾁源搭配多元蔬果，再忙也要讓狗狗吃
的好。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325138

三⼤熱⾨族群
還能強多久？
根據《財訊》報導，
肺炎疫情改變了⽇本
⼈的消費⾏為，許多
化妝品因此滯銷，食
材則⼤賣。在這個業
界勢⼒重組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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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
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
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
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
聆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
⾳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
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
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活報⾺仔 +
Dcard

娛樂

全明星運動會第⼆季Ep.12討論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
畢業⽣能⼒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
果同時貢獻社區，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
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
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

Dcard

健康

關於居家健⾝請益
伊莉討論區

理財

[經濟時事][因應疫情衝擊股市！ 蘇揆急召財
經⾸⻑開會][TVBS新聞網][2021-05-16]
Dcard

流⾏

護理師的11套私下穿搭😜

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
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5天451本⼟病例!全台校園防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325206

1/5

2021/5/17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南市議會 不⾒不散-社會-HiNet⽣活誌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

台中再增⼀本⼟個案 重慶國⼩⼩

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

快訊》北北基桃共同⽣活圈 基隆

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

喜宴3確診!百⼈湧醫院快篩不耐

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

台中確診本⼟個案在⼤⾥ 住家周

過。

蘆洲－萬華「⼈與⼈接觸」 「獅
北⼀女驚傳｢⾼三家⻑確診｣校⻑
警⽅取締酒駕絕不⼿軟 ⺠眾切
網瘋傳新增確診病患⾜跡、家⼈個
防疫升級 ⽩沙屯拱天宮：改採廟

熱⾨專題
拜登與以⾊列總理通話 關切
暴⼒衝突加劇
拜登與以⾊列總理通話 …
太魯閣號事故 罹難者每⼈多
300萬
萬華茶藝館恐是社區疫…

39歲王宇婕天天吃膠原蛋⽩，讓
青春停在最佳狀態！
膠原蛋⽩流失，青春就會出⾛！⽇本新升級
「蜜露珂娜」添加⾰命性「光速決膠原蛋
⽩」，把分⼦做得更⼩更好吸收，讓妳快速
有感，天天都膨膨⽔⽔，年紀變⼤也不怕

三得利

瞭解詳情

雜誌

銅鐵概念股危機
總動員
通膨及升息隱憂，引
爆科技股無差別拋
售，然基本⾯⻑期趨
勢不變，台積電已具
投資吸引⼒，國內將
發⾏的⼆檔半導體Ｅ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32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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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
會再接再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
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
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3時
30分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
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廳「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
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活報⾺仔 +
Dcard

娛樂

全明星運動會第⼆季Ep.12討論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親們得到⼀個不⼀樣下午，
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Dcard
關於居家健⾝請益
伊莉討論區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

健康

理財

[個⼈研究]停損從嚴 停利從寬

有多元實作課程，15⽇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Dcard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府城

流⾏

護理師的11套私下穿搭😜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
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于郁⾦攝)
5天451本⼟病例!全台校園防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32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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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再增⼀本⼟個案 重慶國⼩⼩
喜宴3確診!百⼈湧醫院快篩不耐
快訊》北北基桃共同⽣活圈 基隆
台中確診本⼟個案在⼤⾥ 住家周
蘆洲－萬華「⼈與⼈接觸」 「獅
北⼀女驚傳｢⾼三家⻑確診｣校⻑
全⾯協助建構防疫「實聯制」 知
中市議員踢爆！確診⼩六⽣媽媽應
移⼯防疫關懷服務 輔導雇主移⼯

熱⾨專題
疫情升溫 法⼈圈：恐慌升⾼
短線觀望
武⽥2020會計年度業績…
柔道童重摔案 ⺟親：原諒⼩
四學⻑
45歲王⼒宏改變造型 ⿊…

王宇婕好狀態都靠這包，隨時隨
地煥發少女般的光透感！
平時忙著拍戲，根本沒時間保養，幸好我有
「蜜露珂娜」！只需要⼀天吃⼀包，就能輕
鬆散發透亮好氣⾊，不只上鏡好看，和朋友
拍照時，總被說是最亮的那⼀個！

三得利

瞭解詳情

【帰国者向け】2週間宿泊プラン
株式会社FEEL JAPAN

雜誌

FB留⾔

查無關說施壓 前中崙所⻑許書桓滅證

⼩港醫院⼒挺農友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三⼤熱⾨族群
還能強多久？
根據《財訊》報導，
肺炎疫情改變了⽇本
⼈的消費⾏為，許多
化妝品因此滯銷，食
材則⼤賣。在這個業
界勢⼒重組的轉折

入學報名、領３萬３獎學⾦！
贊助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延伸閱讀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32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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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議會⼒推溫馨5⽉ 攜⼿嘉藥⼤學給您好看
勁報
更新於 05⽉11⽇15:22 • 發布於 05⽉11⽇15:22

訂閱

【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
會再接再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
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
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點半
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
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
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
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8KE5lk?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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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
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
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
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
展」，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8KE5lk?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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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

【勁報記者于郁⾦/臺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
會再接再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
怡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
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3時
30分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
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廳「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
⽤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
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1KG5Y3?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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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
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親們得到⼀個不⼀樣下午，
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
有多元實作課程，15⽇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府城
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
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于郁⾦攝)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1KG5Y3?utm_source=lin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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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杜忠聰/臺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
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
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
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
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
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能
⼒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
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
次更多了與現場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
⺠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
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

https://m.match.net.tw/pc/news/life/20210511/585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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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
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
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
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私密保養情… 【薔薔限定專…

【 薔薔限定…

【薔薔代⾔私…

-

8.5折

-

(資料來源：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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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升溫不⽤慌！農委會：糧食供貨充⾜無慮
脖⼦上⻑⾁芽怎麼辦？？別擔⼼！⼀天⽤它10秒，⾁芽在不知不覺中剝落！ PR
雙北升級⾸上班⽇ 持實聯制票卡搭⾞ 登記網站⼀次懂
蘆⽵某國中疑似學⽣確診急停課 校⽅臉書貼文證實
防疫警戒跳2級 衛⻑：帛琉泡泡不取消

https://m.match.net.tw/pc/news/life/20210511/5859619

台北防疫升級！開齋節、畢旅都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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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

議會力推溫馨5月 5/15攜手嘉藥給您好看

臺南市議會溫馨5月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5月15日
星期六下午起舉辦音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長與陳怡珍議員11日特地協
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等人一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民朋友們與
家人到市議會聆聽音樂、美麗一夏。

今日天氣 空氣品質 今日運勢 樂透開獎
今⽇⽩天為多雲到晴的天氣天氣穩定

臺南市

33°

週⼆

'

'
32° / 27° '
31° / 27°
週三

郭信良議長指出，5月15日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大學合辦2項活動，第一是下午 34° / 31°
13時30分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熱音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民眾得以聽到在地
升級 羨慕別人英文好？
學生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一是下午14時起，在議會1樓大廳「健康美麗饗宴 超能 有這些工具你就有超能力！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手等DIY免費
美國最新醫學期刊發現
體驗。
郭信良議長強調，音樂可以豐富心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月15日的活動就是要
讓來參與的民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手部保養等，感興趣市民朋友一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
線為06-3903557，額滿即止。
嘉南藥理大學楊朝成副校長表示，嘉藥大學有近百個社團，15日的表演將展現熱
音社學生的青春活力；化粧品系帶來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母親們得到一個不一樣
下午，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
https://news.pchome.com.tw/society/twpowernews/20210511/index-16207067472824347002.html

立刻了解

專題

閱讀專題
語言認證攻略
要讓自己的職業生涯再升級，快快找到捷徑，有
效加強語言力

1/5

2021/5/17

議會⼒推溫馨5⽉ 5/15攜⼿嘉藥給您好看 - 社會新聞 - PChome 新聞

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1個以化粧品為名科系，不僅研發化粧
品，還有多元實作課程，15日成果發表必定十分精采，不容錯過。

台股 15353.89

郭信良議長表示，除了5月15日活動，5月22日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金會帶來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大廳及戶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
雕塑展」，將展出到5月22日，歡迎大家來欣賞。(于郁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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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南市新聞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15⽇南市議會不⾒不散！
記者陳祺昌 ／ 台南市報導 2021-05-11 15:10

點閱 2897

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
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
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
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
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
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
⾝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secjie.com.tw/newsview_5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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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
業界肯定。此次利⽤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獻社區，實
⾳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
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
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
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
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
⽇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secjie.com.tw/newsview_5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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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新聞

南市議會⼒推溫馨5⽉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相約南

⾸⾴ 地⽅新聞 雲嘉南新聞

E-Mail
⼤

中

2021-05-11

列印

⼩
瀏覽⼈數 : 167

記者 : 黃雅娟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
麗饗宴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
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
「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
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
https://www.anxiou-vanguard-8.com/index.php/focuspage/609aa106a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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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
南市議會⼒推溫馨5⽉ 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 5/15 相約南
⼤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
E-Mail
列印
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
⼤
中
⼩
容。
2021-05-11

瀏覽⼈數 : 167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
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
全國第⼀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
錯過。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
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
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
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塑展」，將

記者 : 黃雅娟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於
麗饗宴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
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
「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
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
https://www.anxiou-vanguard-8.com/index.php/focuspage/609aa106a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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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溫馨5⽉ 嘉藥週六給您好看
－

＋

2021-05-11

圖說：南市議⻑郭信良（中）、嘉藥副校⻑楊朝成等⼈，為「嘉藥好
Young 給您好看」宣傳，邀請市⺠朋友來議會聆聽⾳樂、美麗⼀夏。記者
黃鐘毅攝
台南市議會溫馨五⽉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接再厲，將
於本週六下午起舉辦「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
議⻑郭信良昨天偕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召開記者會，公布活動內容，邀
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指出，台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嘉藥好Young 給您好
看」活動，下午⼀點半起，在議會廣場「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
眾得以聽到在地學⽣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下午⼆點起，在議會⼀樓⼤廳
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182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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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美麗饗宴─化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
香膏、乾洗⼿等ＤＩＹ免費體驗。
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活動就是要讓來參
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ＤＩＹ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有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
名，額滿即⽌。
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當天表演將展現熱⾳社學⽣
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
樣的下午，歡迎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該系是全國第
⼀個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當天成
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記者黃鐘毅／台南報導】

www.5550555.com/web/story.html?s=182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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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校園焦點校園動態「嘉藥好Young」給您好看

5/15台南市議會⾒

「嘉藥好Young」給您好看
⾒

5/15台南市議會

2021-05-12 下午 05:01 記者姜翔／綜合報導

↑ 「 嘉 藥 好 Young 」 活 動 ， 將 於 5 ⽉ 15 ⽇ 於 台 南 市 議 會 舉
辦。（圖／嘉南藥理⼤學提供）
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
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
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

https://www.1111.com.tw/news/jobns/13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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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特於11⽇協
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
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
「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
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
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
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
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嘉藥粧品系是全台灣最早成立的化粧品專業科系，多年來⼀
直深耕化粧品產業教育，畢業⽣能⼒深獲業界肯定。此次利
⽤服務學習機會，運⽤學校所學技術，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貢
獻社區，實屬難得，熱⾳社歷年以「紅包場」形式來辦理成
果發表，就是希望傳承熱⾎的搖滾精神，這次更多了與現場
聽眾互動⼀起享受⾳樂的喜悅，社團成員們都興奮不已。

↑嘉藥副校⻑楊朝成(左)與議⻑郭信良當場DIY消毒殺菌，
做好防疫。（圖／嘉南藥理⼤學提供）

https://www.1111.com.tw/news/jobns/13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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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
5⽉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
都 美 麗 。 郭 議 ⻑ 提 醒 ， 健 康 美 麗 饗 宴 內 容 豐 富 ， 有 DIY 活
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
⼀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
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
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
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
以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
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分精采，不容錯過。

https://www.1111.com.tw/news/jobns/13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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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訊息

■ 嘉藥好Young給您好看 15⽇市議會不⾒不散

【記者郭如汝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
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
⽔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於11⽇協
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
⾳樂、美麗⼀夏。
活動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
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
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
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議⻑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
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
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
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
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
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張貼⽇期: 5/11/2021
4:12: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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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藥好Young給您好看 15⽇市議會不⾒不散

【記者郭如汝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
⽉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
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
好看」活動，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
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
樂、美麗⼀夏。
活動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
帶來歡樂⾳樂作為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
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製作、⼿部養護、彩妝
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
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議⻑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15⽇的
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
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
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
現熱⾳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
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張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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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藥好Young給您好看 15⽇市議會不⾒不散

【記者郭如汝台南報導】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
藥化粧品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舞廣場推
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議⻑郭信良與議員陳怡珍於11⽇協同嘉藥副校⻑楊朝
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活動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以「紅包場」的概念帶來歡樂⾳樂作為成
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透過香膏與乾洗⼿
製作、⼿部養護、彩妝設計、髮型設計、光療美甲等活動項⽬，還有香膏、乾洗⼿等DIY
免費體驗，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
議⻑郭信良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15⽇的活動就是要讓來參與
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有DIY活動、
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藥副校⻑楊朝成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社學⽣的青春
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樣的下午，請市⺠朋
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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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議會溫馨5⽉情 和嘉藥合辦⾳樂會
2021-05-11 臺灣導報

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與嘉南藥理⼤學15⽇推出⾳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
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記者鄭永德 攝）

點閱⼈數: 855
【記者鄭永德台南報導】臺南市議會溫馨5⽉情系列活動推出後深受好評，市議會再
接再厲，將於5⽉15⽇星期六下午起舉辦⾳樂會及美麗饗宴活動。郭信良議⻑與陳怡
珍議員11⽇特地協同合辦單位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等⼈⼀起宣布活動內容，
邀請市⺠朋友們與家⼈到市議會聆聽⾳樂、美麗⼀夏。
郭信良議⻑指出，5⽉15⽇臺南市議會與嘉南藥理⼤學合辦2項活動，第⼀是下午1點
半起，在議會廣場開始的「熱⾳社成果發表─紅包場」，讓⺠眾得以聽到在地學⽣
https://taiwan-reports.com/archives/56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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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的創作、演唱能量；另⼀是下午2點起，在議會⼀樓⼤廳的「健康美麗饗宴─化
粧品應⽤與管理系成果發表」，有彩妝、美甲，還有香膏、乾洗⼿等DIY免費體驗。
郭信良議⻑強調，⾳樂可以豐富⼼靈，彩妝則是修飾外表，5⽉15⽇的活動就是要讓
來參與的⺠眾兩者兼具，從裡到外都美麗。郭議⻑提醒，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
有DIY活動、造型剪髮、美甲光療、⼿部保養等，感興趣的市⺠朋友⼀定要事先報
名，報名專線為06-3903557，額滿即⽌。
嘉南藥理⼤學楊朝成副校⻑表⽰，嘉藥⼤學有近百個社團，15⽇的表演將展現熱⾳
社學⽣的青春活⼒；化粧品系帶來的美麗饗宴則希望讓辛勞的⺟親們得到⼀個不⼀
樣的下午，請市⺠朋友踴躍參加。化粧品系何文岳主任說明，該系是全國第⼀個以
化粧品為名的科系，不僅研發化粧品，還有多元的實作課程，15⽇的成果發表必定
⼗分精采，不容錯過。
郭信良議⻑表⽰，除了5⽉15⽇的活動，5⽉22⽇在議會廣場還有崇正基⾦會帶來的
「府城蔬食減碳文化饗宴」；另外，正於議會⼤廳及⼾外園區展出的「昭旺‧玟瑾雕
塑展」，將展出到5⽉22⽇，歡迎⼤家來欣賞。

https://taiwan-reports.com/archives/56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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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週報】嘉藥學⽣和南市議會舉辦五⽉系列活動 邀⺠眾同歡

★★★★★

嘉藥學⽣和南市議會舉辦五⽉系列活動 邀⺠眾同歡
2021/05/11

陳遍綠

573

嘉南藥理⼤學獲臺南市議會邀請參加溫馨5⽉情系列活動，由嘉藥化粧品
應⽤與管理系及熱⾳社攜⼿將於5/15(六)在南市議會室內⼤型展廳及⼾外
⽔舞廣場推出「嘉藥好Young 給您好看」活動，南市議⻑郭信良與議員陳
怡珍特協同嘉藥副校⻑楊朝成等⼈⼀起宣布活動內容，邀請市⺠朋友們與
家⼈到市議會聆聽⾳樂。

https://freshweekly.tw/index.php?pn=vw&id=r87gedfbs8x3#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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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系列活動，健康美麗饗宴內容豐富，讓來參與的⺠眾從裡到外都美麗。

本次活動可謂場內場外都精彩，⼾外廣場由嘉藥熱⾳社帶來歡樂⾳樂作為
成果發表，⽽館內⼤廳則由嘉藥粧品系師⽣合⼒展現「健康美麗饗宴」，
邀請台南市⺠親⾝體驗，⼀起享受全套美麗妝容，嘉南藥理⼤學和台南市
議⻑邀請市⺠朋友踴躍參加。

https://freshweekly.tw/index.php?pn=vw&id=r87gedfbs8x3#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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