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進一步促進優良校風學風、文風班風的形成，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提高

凝聚力、自信力,形成愛學校、愛學習的文化氛圍，四川大學於 2016 年 3 月 31
日 12:00-16:00 在四川大學江安校區青春廣場進行展示。我院 2012 級作業治

療班成為唯一同時攬獲四川大學校級最高團體綜合性榮譽“百佳＂班級稱號和

四川大學團支部最高團體榮譽“五四紅旗團支部＂的班級。 “百佳＂班級稱號

是在四川大學 32 個學院的數百個班集體中，前五十個優秀班集體才能享此殊

榮。 
1997 年我校開設康復治療學以來，一直以小班教學的方式進行，2008 年在

何成奇教授的帶領下劃分為作業治療、物理治療、假肢矯形三個專業獨立培

養，三個專業的課程先後都通過國際認證，是四川大學本科課程唯一通過國際

認證的專業課程。作為國內新興專業的作業治療學，2012 級作業治療班的同

學們迎難而上，奮勇拼搏。雖然班級僅由八名同學組成，但已經在學術、文體

我校 2012 級作業治療班——團體簡介 



和社會活動中均有不俗

的 表 現 。 班 級 主 張 多

元，開放化管理，除設

立班長職務外，其餘班

級事務均由班級同學輪

流分管，力求人人為集

體 ， 集 體 為 人 人 。 同

時，開闢和發展獨特的

“課代表＂制度，力求

每個成員至少承擔一門

課程的負責課代表，積

極與授課老師聯繫，組

織同學完成課程要求的

學習和實踐任務，通過

這種形式調動了成員們

的主人翁精神和自主學

習、服務和責任意識。 
班級在短短的兩年間

成果磊磊，累計獲得榮

譽（集體/個人）國家級

1 項，省級 1 項，校級

22 項，2013-2014 年餘

佳丹獲聯邦製藥獎學金

及 華 西 英 才 獎 ； 餘 佳

丹、張嘉祺獲四川大學

優秀共青團員稱號；張

嘉祺、谷尚、餘佳丹獲

四川大學綜合獎學金；

張夢傑、馬迪獲四川大

學 單 項 獎 學 金 。 2014-
2015 年張嘉祺獲國家級

獎學金；餘佳丹獲四川

大學百佳學術社團會長

稱號、四川大學綜合獎

學金、聯邦製藥獎學金

及 優 秀 畢 業 生 榮 譽 稱

號；馬迪張夢傑、谷尚

獲四川大學單項獎學金；張嘉祺、谷尚獲優秀畢業生幹

部榮譽稱號等等。 
科研課題方面，班級同學連年攬獲各項科研課題。

馬迪、張嘉祺、康有存、張夢傑獲大學生省級創新訓練

計畫《基於 ICF 顱腦外傷後前瞻性記憶功能康復的因

素分析》一項（指導老師何竟副教授）；餘佳丹、張嘉

祺、谷尚獲大學生校級創新計畫《基於 ICF 的青少年

特發性脊柱側凸的綜合康復評估系統的建立與應用》一

項（指導老師王朴副教授）；餘佳丹、張嘉祺參與國家

級大學生創新訓練計畫智慧步態分析系統的開發與在腦

卒中患者步行功能評估與訓練中的應用（指導老師王朴

副教授、張仁剛作業治療師）；張嘉祺參與大學生科研

訓練計畫《工作表現評估量表內地中文版的建立及其信

效度的評估》（指導老師楊永紅副主任作業治療師、劉

沙鑫作業治療師）。 
2015 年 10 月張嘉祺受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人類作

業模型（MOHO）峰會並作口頭彙報；2016 年 2 月張

嘉祺、餘佳丹受邀參加第五屆亞太地區物理及康復醫學

會議暨第 26 屆菲律賓康復醫學年會並大會發言。 
張嘉祺、餘佳丹、馬迪、張夢傑、谷尚等 5 位同學

至今，累計發表學術論文 2 篇，數篇論文摘要被美國

人類作業治療模型峰會，第五屆亞太地區物理及康復醫

學會議暨第 26 屆菲律賓康復醫學年會，2015 年華西

康復國際論壇收錄。 
谷尚、康有存、張夢傑等四名同學自主聯繫校外志



願者服務專案，在成都第二人民醫

院義務為多名患者服務，累積服務

13.5 小時，獨立開展作業小組活動

數次，學習從事醫療領域社會工作

者的技能，同時也提高了作業治療

專業知識； 
谷尚作為四川大學笑笑相聲社，

四川大學華西臨床醫學院藝術團語

言組成員，已多次在四川大學本科

生，研究生迎新晚會，四川大學軍

訓結業匯演等上進行演出。 
 
班級的 8 名成員即將在這個美

麗的 6 月畢業，將在澳大利亞、中

國香港、北京、上海、成都等地攻

讀研究生或正式就業。雖然班上只

有 8 名同學，但是他們勇敢從容地學習

和成長，他們也將在未來學習、生活、

工作的道路上披荊斬棘，奮鬥不止！向

社會展示出華西學子風采！華西風貌！

華西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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