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技入學測驗及護理師高考全
國雙料榜首護理科蔡佳霖同學

▲ 鳳凰盃時尚造型競賽獲獎師生共同合影

▲蔡總統英文頒獎後與勇奪金牌獎蔡佩晴同學合照

▲ 鳳凰小姐第一名林君瑜

▲ 陳校長文貴代表全體得獎機關致得獎感言▲ 陳校長文貴代表領取本校金檔獎獎座

▲ 檔案管理局林局長秋燕恭賀本校榮獲金檔獎

▲  本校金檔獎領獎團隊：
　 陳校長文貴（中）、
　 傅主任珍梅（左一）、
　 仇敏主任（左二）、
　 賴主任秘書雅韻（右一）
　 及翁組長靜柏（右二）

焦點新聞

民國100年，總務處文書組為因應

教育部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及導入電

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系統所需，仔細檢

視各項作業及缺失後，著手將本校歷年

來未盡完善之檔案管理業務，逐步導入

正軌，並發揮創意，在學校經費不足之

情況下，運用最少之經費，創造最大的

效益。當年校慶期間，遴選學校歷年來

珍貴之公文、檔案、照片等，辦理「建

國百年南護檔案展」，並自行編製三部

影音檔，以動態方式一併展出。檔案展

首次展出，即引起全校師生及廣大校友

迴響。並於100年度接受教育部檔案管

理作業成效訪視時，深獲委員好評，榮

獲甲等佳績及教育部15萬元獎助款。

民國104年，教育部再次蒞校進行

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委員均認為本

校在檔案管理業務上，不但持續努力，

且各方面之績效，遠比100年度檔案管

理作業成效訪視時，更為精進，深獲委

員一致讚賞與好評，故104年度檔案管

理作業成效訪視，榮獲優等第一名，並

獲教育部50萬元獎助款。

教育部105年3月推薦本校參加

「第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評選，

代表教育部與全國345個機關共同角逐

金檔獎，在競爭激烈下，不負眾望入圍

中央組參加實地評獎（入圍中央組僅11

所機關、入圍地方組僅14所機關），令

教育部與本校士氣大增。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實地評

獎小組於105年7月13日蒞校進行實地

評獎，本校檔案管理各項業務，不但獲

得評獎委員之高度讚賞外，「檔案管理

規劃與培訓」、「檔案鑑定與清理」、

「檔案應用」等3項成績，榮獲「特

優」；其中：「檔案管理規劃與培訓」

榮獲「特優」第1名殊榮，本校順利獲

得「第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之最

高榮譽，教育部將頒發20萬元獎助款。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於

105年10月13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行

「第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暨金質

獎」頒獎典禮，由陳校長文貴率本校賴

主任雅韻、仇主任敏、傅主任珍梅及文

書組翁組長靜柏前往領獎。由於本校在

金檔獎實地評獎過程之表現耀眼，令委

員印象深刻，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

局特邀請本校陳校長文貴，代表今年所

有金檔獎獲 獎機關，發表得獎感言，這

也是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第一次代表致

得獎感言，實為本校無上之榮耀。

總務處文書組置組長1名、辦事員

1名，僅有2名人力，是全國各機關學

校文書檔管人力最單薄之學校。文書檔

案管理在人力、經費及各項資源之投注

等，雖嚴重短缺，但文書組一路走來始

終如一，堅持做對的事、把事情做對，

終於讓本校檔案管理之績效開花結果，

並獲得「金檔獎」之至高榮耀。讓「南

護」品牌就像是一顆精雕細琢  的鑽石閃

亮發光，令人驚豔。此次榮獲金檔獎，

是對臺南護專精緻化、優質化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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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賀！

檔案管理　再創佳績　榮登「第 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最高榮耀

▲ 檔案保管與庫房設施 ▲ 檔案應用

▲ 檔案立案編目、鑑定與清理▲ 檔案管理規劃與培訓

▲ 文書與檔案作業資訊化

翁組長 靜柏 主筆

肯定。檔案是時光的鏡子，照亮了歷史

的痕跡，它保留時代的見證及珍貴的記

憶，臺南護專會秉持金檔獎的精神繼續

努力。

金 檔 獎
—實地評獎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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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校長、江學務主任、吳主任教官與餐廳
經營人共同視察餐廳設備

▲校長(中)針對餐廳動線提供建議 ▲ 陳校長(左一)、江主任(左二)、吳主任教官(左三)與餐廳
經營人(右一)試吃，並對餐廳軟硬體設施提出改善要項

教學績優教師

二、學期成績優良獎（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得獎名單如下）

一、畢業成績優良獎（104學年度畢業成績優良獎名單如下）

　　　　　　名次

　班級

第一名

3000元
第二名

2000元
第三名

1000元

護理科
五專一年一班 李昱瑩 李易珈 林師勤

五專一年二班 吳玟妤 潘昱姍 郭蕓慧

教務處訊

「興養立教」、「敬學為先」為教育的根本。陳校

長文貴以「建構優質、安全、友善的校園」為治校理

念。因不忍校舍破舊而多方奔走爭取經費，無畏艱鉅壓

力勇於承擔，秉「時工化雨」之精神，戮力投入「教

學」及「宿舍」大樓興建啟用，使校園地貌與環境「黌

序一新」。「以學生為本」，抱持主動服務與感恩的態

度，不斷的突破瓶頸，翻轉教育困境，無疑是「杏壇春

暖」的表徵，更是全校師生學習的教育典範與標竿。

「開創是艱難」，「勇敢更是孤獨的」。在陳校長

文貴「口講指畫」、「薪盡火傳」的指導下，終於獲得

市府「消防安檢」及「衛生稽核」檢測通過，餐廳於

105年2月開始營運，以提供學生「多元優質」、「衛
生實惠」的用餐環境為目標。在2年6個月有效經營期
限內，依契約規範內容，餐廳經營運作區分為「試營運

整備」、「正式營運」等2個階段。
「堅持需要毅力」、「管理需要科學」。「試營運

整備」階段自103年9月廠商得標至104年元月餐廳取得
使用執照止。主要經營管理目標在「設備檢測及運轉妥

善」及「營運動線規畫及調整」等兩項，餐廳設備雖符

合國家規範，然未實際運作，無法得知設備妥善率及操

作安全性，經廠商多次測試及試載運轉，改善保固期限

內良率欠佳設備，適時維護機具妥善；其次餐廳設計受

限為地下避難空間，用餐動線規畫須掌握教職員生用餐

作息及慣性，避免人潮擁擠造成不便及危險。經討論

後已調整「人潮分流」、「增設便利取餐區」等5項改
善措施。此期間並實施「學生膳食意見蒐集暨供餐規

畫」，除參考友校及鄰近自助餐價位與菜色外，並實施

本校「膳食意見調查」、「試吃及意見回饋活動」，以

相對經濟實惠價格，做到早餐訂餐（10-45元）、午餐
訂餐（55元提供飲料），提供多元選擇。在「營運管
理階段」區分：「住宿生早餐服務」、「便利取餐」、

「全校午餐供餐」及「膳食會議暨問卷調查與改善」等

四項。說明如下：「住宿生訂餐服務」採每週（平日）

常態性訂餐方式，由各樓長或工讀生協助調查各樓層寢

室訂餐情形，當日現場備料、烹煮及分裝，於每日上午

0650時前送抵宿舍，方便學生0730時前離宿拿取，使
學生免於外出購買之困擾。另「便利取餐」為提供通勤

教職員生便利、快速取餐方式，規畫於晨晞樓階梯前設

置便利取餐區，提供現場烹煮各類餐食選購，能有效擴

大服務對象。「全校午餐供餐」，開放為全校教職員生

訂（供）餐服務，學生可透過班級膳食幹部協助訂餐。

各行政單位可依活動需求不同，提供高單價客製餐盒。

其次在「膳食會議暨問卷調查與改善」上，定期召開膳

食委員會議，針對「人潮分流」、「價格區隔」、「節

能環保」等意見，研擬對應措施。      
學生餐廳為學校服務工作之一環，如何在現有硬體

設施條件，結合有效管理營運措施，發揮最大服務效

能，為全校教職員生最大期許與挑戰。有關未來營運規

畫區分：「增加晚餐菜色選項」、「投資設備與加強

管理」及「定期辦理校務回饋活動」等3項說明如下：
為提高教職員生晚餐購買意願，於105學年度第1學期

起，研擬增加晚餐不同菜色，避免與午餐重疊。經檢討

學生晚餐用餐習慣如關東煮、麻辣鍋、豆腐煲、麵食、

飲品等大宗，在食品營養衛生（少糖、少油）前提下，

檢討增加相關品項。另請廠商積極購入相關電加熱、冷

藏儲櫃設備1部，方便晚餐烹煮取用、飲品冷藏處理，
並要求廠商依契約規範內容，除104學年第2學期辦理
2梯次宿舍聯誼慶生活動，由餐廳提供自助式餐飲及蛋
糕，聯繫住宿生情感，未來將持續辦理宿舍聯誼及校務

回饋活動。

「天道酬勤」。陳校長文貴「鉥肝劌腎」般積極投

入餐廳營運事務，以服務教職員生為職志，在有限校地

擘建學生宿舍及餐廳，終讓 全校教職員生能使用優質、
便利、安全、衛生的用餐處所，建立「學生安心」、

「家長放心」、「教職員工同心」的友善校園環境，也

讓我們再次見證本校「誠正」、「博愛」、「勤慎」、

「負責」校訓精神的體現。

科　別 班　級 姓　名 班　級 姓　名

護理科

五專五年一班 王主音 五專五年二班 林姿

五專五年三班 王主勻 五專五年四班 張珮雯

五專五年五班 蔡佳霖 五專五年六班 張茵茵

妝品科
五專五年一班 劉羽真 日二專二年一班 張衍智

夜二專二年一班 陳翠萍

老服科 夜二專二年一班 林玉如

任教台南護專以來，一直希望教育出來的護理科學

生能與臨床實務接軌，所以提供多元化的臨床教學活

動，一直是我落實教學理念的實踐，如：指導改造與創

新護理相關醫療物品，啟發三年級學生學習內外科護理

學，問題解決能力及團體互助合作精神；設計高齡模擬

體驗闖關遊戲、台語帶動活動及實證報告撰寫，藉由小

組討論、自互評及回饋制度，提升四年級護理科學生學

習老年護理學成效；安排護理臨床問題模擬情境活動演

練及護理科實驗教室改善專案計畫撰寫，設計小組回饋討論及自互評制度，提升五

年級護理科學生學習護理專業問題研討成效。

指導學生於103-104學年取得中華民國新型專利證書10件；103-104學年度帶領
及指導學生分別參加成功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及長庚科技大學所舉辦的護理創新作

品競賽，獲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及佳作等佳績。輔導學生的課後課業不遺餘

力，每學期平均花費約200小時於所任教科目之學生課後課業輔導及關懷。
此次績優教師二度獲獎，感恩校內同仁們的肯定與鼓勵，感謝學生們對於教學認

真的正向回饋，我會以致力於護理教育服務為指標，並期許能培育更多優質的護理

人員為目標。

陳玫君  老師

本校改制專科，來校任教轉眼間又已是第15個年
頭。隨著校園環境軟硬體不斷擴充，教學設備從傳統的

粉筆、黑板，到如今班班教室的E化環境，真是不可同
日而語。有幸能本校與一群春風化兩無數、樂在教育工

作的同仁共事，實是三生有幸。8年前因為同仁及長官
的厚愛，推荐我成為本校第一屆教學績優教師，是教學

生涯中難以忘懷的意外插曲。

2014年6月初，因緣際會前往中山女高張輝誠老師
的教學現場觀課，帶著滿滿的感動歸來，隨即於2014年9月開始實施學思達教學法，
嘗試翻轉語文教育的刻板樣貌。學思達教學迄今兩年，有歡笑，有汗水，有挫敗，

更有滿滿的感動。同學們自繪的海螺計分表，每次都有亮點，讓我深深嘆服學生的

活力與創造力。師生間在講臺上充滿生命力的對談，搶答的熱烈參與感，同步作答

的團隊精神，在在都凝聚了學習的專注力。大多數願意敝開心胸的同學們，一定可

以感受到老師苦心編寫學思達講義，想要引領你們進入遼闊的人文世界的企圖。

教育是一場文化戰爭，是改變觀念、不流血的寧靜革命。這兩年來，隨著有識

之士在臺灣推動翻轉教育的浪潮，不斷促使我個人思考教育的本質。當哈佛、麻省

理工與史丹佛等一流大學都開始不再單向講課，老師應怎樣增加教室中的互動，以

產生永續的學習效果？當所有知識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學習絕不可能只為考試，

「告訴我Google上找不到的東西，並且成為獨立的學習者」，就成為我最近兩年實
施學思達的教學座右銘。

師生關係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無論是教學現場的知識激盪，還是課後的生

活關懷，常常感覺所獲良多，這幾年更加深刻地體會教學相長的真實。今年再度獲

獎，感謝評審委員對於我這兩年來嘗試翻轉教學的肯定，未來我更將持續在教學上

不斷精進，不忘投入教育工作的初衷。

王宏仁  老師

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讓賢，使我榮獲104學年績優
教師獎。

在走護理教師這條路，影響我深遠的3個因素：一
為舅媽曾經住院，發生泌尿道感染。深刻覺得護理師品

質素養的重要性，故立志要成為好的護理教師，帶領學

生滿足病患舒適。所以曾獲得四位病人寫感謝函至院

長信箱激勵我與學生。第二是台北榮總大德病房的林瓊

玲護理長。從她身上，我看到身教重於言教，護理軟

體的重要性。感謝曾經照顧的個案，讓我可以更貼近臨床的教學。第三是 研究所的
同學，她已發表很多文章，很羨慕她有一位可以教導她寫作的老師。故我期許要成

為一位可以培訓學生的老師，在4年期間，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共獲23個校外
獎與8個校內獎，包括護理專業技能競賽、海報設計競賽、創意衛教競賽、金頭腦競
賽、Dream power學生創業競賽、寫作類個案報告、專案、創意類臨床護理創新實
務競賽、讀書報告等獎。也指導學生投稿5篇文章成功、申請專利等。
感謝同仁能給我這得獎機會，讓我再重新檢視自己。身為護理教師不僅可以影響

學生，教導出來的學生還可服務更多病人。護理老師這條路還很長，自己所要努力

還有很多。護理教育目前正在推行模擬教學與OSCE，希望藉由自己在這方面的學習
與推動，能將護理教育做得更好。

陳美芳  老師

學生餐廳營運現況暨未來展望學生餐廳營運現況暨未來展望學生餐廳營運現況暨未來展望

吳信宏 主任教官 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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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中生技職教育宣導與體驗學習活動

104學年度共舉辦12場國中師生與家長技職教育宣導、18場次護理類與家政群之
體驗學習活動，合計4,503名之師生與家長參加，反應熱烈。

一、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教學反應評量，待統計彙整後簽送各科（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及校長。

二、104學年度第2學期兼任教師座談會，
陳校長文貴親臨現場指導，並感謝各

行政單位主管及兼任教師熱情參與。

三、105年暑期班，有五專部「藥理學」、
「內外科護理學（一）」、「生物（含實

驗）」、「化學」、「有機化學」、「生

物化學」、「基本護理學實驗（二）」共

計7班，修課學生計191人次。

▲指導國中生親身體驗高齡者在
生活上的不便與困境（老人服

務事業科）

▲組長參加南區五專博覽會開幕式

▲校園CSEPT測驗考前說明會 ▲多益 （TOEIC）測驗說明會

▲聯合樹德科技大學辦理「數位
校園暨校務研究跨校輔航會

議」

▲ 指導國中生體驗舒壓按摩（化
妝品應用科）

▲ 兼任教師座談會參與教師專注聆聽相關資訊

▲第四次「提升全校學生英語能
力」會議

▲「多元升等-教學實務升等經驗
分享講座」，賴主祕雅韻頒發

感謝狀予中華大學呂志宗教授

▲整體造型課程，錢宥儒業師協
同教學

▲指導如何替新生兒包尿布及更
換衣服（護理科）

▲五專博覽會表演充滿活力與原住民文化特色

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執行「第3期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設立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計畫」-105年度主軸B-2「強健專科學校教學品質-『發揚特色、教師均優、
學子均英、登峰學用- E計畫』執行成果如下： 
＊子計畫一：建立基本救命術（BLS）訓練典範與數位化教學歷程
一、5月2日辦理完成「基本救命術訓練共識會議」，10位教師參與，跨校參與率

10%。
二、5月14-22日辦理6班基本救命術（BLS）訓練，285位學生參與，跨校參與率

12%；證照通過率100%。
＊子計畫二：建立美容專業精進典範與數位化教學歷程
一、4月15日辦理整體造型（二）業師協同教學，嘉南藥理大學李文娟教師，分享
新娘秘書經歷與新娘妝髮示範教學，39位同學參與，平均滿意度達94.5%。

二、4月19日辦理整體造型（二）業師協同教學，業界錢宥儒教師分享與示範京劇
化妝技巧，43位同學參與，平均滿意度達97.6%。

＊子計畫三：建置英語特色課程、學子均英

學生事務處訊

壹、社團業務：

一、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辦理約150場活動，各項活動包含：
（一）學生會：

1. 第16屆學生會會長改選。
2. 為慶祝本校六十三週年校慶，舉辦「花漾年華之揪是愛復古」園遊會及「神
采奕奕 飛揚六三」校慶慶祝會。

（二）各社團之大型活動：

1. 烏克麗麗社：三校聯合成果發表會—萬有引麗。
2. 童軍社：第26屆團慶—血拚fun周年。
3. 熱音社：三校聯合成果發表會-琴鳴節。
4. 畢聯會：105級畢業晚會—【f（1827）=畢業#】、105級畢業感恩謝師宴。
5. 活氧社：成果發表會—「你，今天氧了嗎？」。
6. 街舞社：第一屆南護街舞社成果發表會—The Night of Royal。
7. 演辯社：第一屆提燈盃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
8. 魔術社：三校聯合成果發表會—「相信魔術大會第三屆-魔幻之旅」。

（三）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1. 105年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活動申請之社團，經教育部審核
通過，共獲補助6萬5仟元。

2. 服務機構：
      （1）服科會：至中華老人養護中心、澄輝日照中心關懷老人。
      （2）信望愛社：至臺南醫院護理之家關懷老人。
      （3）耕心社：至臺南醫院護理之家關懷老人。

3. 105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假營隊活動申請之社團，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共
獲補助4萬5仟元。

二、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活動比賽獲獎事蹟如下：
（一）團體獲獎：

（二）個人獲獎：

三、105學年技職校院聯合招生博覽會分別於台北及高雄盛大舉行，透過各科的體驗
活動使準新生及社會大眾更了解本校的文化及特色。

編　號 社團名稱 比賽項目 成　績

1 童軍社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 甲　等

2 護科會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 甲　等

3 熱舞社 2016阿勃勒節高中生熱舞邀請賽 入圍獎

科　別 姓　名 績優表現

護理科 鄭韵珈 105年青年海外志工代表，榮獲蔡英文總統接見

護理科 黃郁珊 2016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古箏/高中組一般組，榮獲優等

護理科 郭昕湄 2016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鋼琴獨奏/高中組一般組，榮獲甲等

護理科 曾柏瑄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大專非美術系，榮獲佳作

護理科 彭沛綺
國民體育日舞藝大享宴比賽—拉丁舞，榮獲最佳團體獎

安平開臺天后宮第五屆標語比賽—大專社會組，榮獲佳作

一、5月6日辦理「校園CSEPT測驗輔導說明會」，共計18人次參與。
二、5月13日辦理「校園CSEPT測驗」，共計17位同學應考，9位達CEFR B1等
級、6位達CEFR A2等級，通過率達88%。

三、6月3日辦理「多益（TOEIC）測驗說明會」，共計50人次參與。
四、7月11 -22日辦理「暑期多益TOEIC增能培訓班」，共計86名學員參與。
五、7月25日辦理「暑期多益TOEIC校園考」，共計108名學員報考。
六、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英語自學課程，招募21位課程助教，學期間共辦理 4場
「提升全校學生英語能力」會議。英語自學課程助教督促學生每週需至自學教

室並於線上互動圖書Footprint平臺閱讀線上讀本，達成有效學習時數與成長率
10%以上。

＊子計畫四： 建置NTIN-T-NET數位教學網、精進教研、教學均優
一、3月18日辦理「多元升等：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講座」。中華大學呂志宗教
授分享多元升等經驗，共計22位教師學員參加，活動滿意度達4.68。

二、4月8日與樹德科技大學聯合辦理「數位校園暨校務研究跨校輔航會議」，共
計15人參與。

三、輔航學校嘉南藥理大學分享3門教學績優教師數位教材，已建置完成於臺南護
專數位教學平台。

護理科

五專一年三班 陳冠青 楊怡萱 蔡穎慈

五專一年四班 郭于婕 邱宜玲 陳品諼

五專一年五班 許雅雯 鄭文馨 徐靖甯

五專二年一班 謝佳恬 楊湘琪 戴彣晴
五專二年二班 林佳靚 謝其蓁 劉惠君

五專二年三班 林家琦 王憶伶 鄭玉蘭

五專二年四班 王雅諄 陳千惠 楊翎琪

五專二年五班 趙思婷 何怡真 王怡萱

五專三年一班 徐金秀 王　婕 黃思瑜

五專三年二班 胡秋鳳 黃芊華 顏子晴

五專三年三班 顏榆珊 許宇妏 楊欣怡

五專三年四班 施佳萱 董育瑄 侯美萍

五專三年五班 孫芳槿 翁郁淳 李芳誼

五專三年六班 陳俐伶 吳世婷 溫婷意

五專四年一班 賴玟君 張琇萍 林怡汶

五專四年二班 曾欣怡 林佩怡 陳姿妤

五專四年三班 蕭怡君 賴昱蓉 黃紫瑗

五專四年四班 王曉萍 陳佳蓉 / 薛佳雨
五專四年五班 于欣玉 林姿妤 陳冠瑾

五專四年六班 邱冠禎 傅芊卉 凃嘉芳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黃詩雲 姜集婕 王昱婷

五專二年一班 曾淑芳 莊詩晴 蔡佳真

五專三年一班 李海若 呂宛臻 許庭溱

五專四年一班 李宛儒 陳彥伶 沈怡真

二專一年一班 王姿予 林汶霈 林佳靜

夜二專一年一班 陳璦屏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林玟昕 劉宇容 謝旻珊

五專二年一班 龔育論 石珮渝 徐玉琴

夜二專一年一班 董廣平 馮麒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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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本學期結合特色主題計畫，於105年2月18日完成四場次
「性別平等」「網路沉迷」及「生命教育」相關議題之導師知能研習，獲得導師

熱烈參與，計136人次參加，活動滿意程度達75%~96%。
四、資源教室活動：

▲ 保健服務社社員及北區衛生所支援運動會醫護站 ▲ 衛生保健服務社團本學期支援中西區、安平區、
北區行動醫院

一、105年3月26日於臺南大學辦理全校運動會，共計14個競賽項目。活動成果如下： 

一、105年2月1日及3月11日辦理教職員工及學生多元典範學校參訪。
二、105年3月16日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整潔競賽班級獎狀及獎金，於全校集會時頒發。
三、105年3月26日保健服務社社員及北區衛生所支援運動會醫護站。
四、衛生保健社團本學期支援中西區、安平區、北區行動醫院。

五、本學期舉辦專題演講：機車騎乘安全講習、菸害防制專題演講、健康午餐有約

及健康體位專題演講、愛滋防治及性教育專題演講。

六、本學期本組健康服務活動：HPV疫苗施打、校慶健康體位、愛滋防治及菸害防制
闖關活動等，師生熱烈響應。

▲校長參與大隊接力競賽 ▲運動會賽後頒獎▲運動員宣誓

▲教職員工及學生多元典範學校參訪 ▲頒發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整潔競賽班級獎狀及獎金

▲資源教室輔導活動-期初座談會 ▲資源教室特教宣導活動-有愛無礙特教探索體驗▲資源▲資源▲資源教室輔教室輔教室輔導活動導活動導活動 期初期初-期初座談會座談會座談會 ▲資源▲資源▲資源▲ 教室特教室特教室特教宣導教宣導教宣導活動活動活動-有愛無有愛無有愛無礙特教礙特教礙特教探索體探索體探索體驗驗驗

競賽項目 比賽結果

師生大隊接力友誼賽 第一名校友聯隊、第二名妝科會、第三名學生會

團體賽－大隊接力 第一名五護三6、第二名五護三5、第三名五護三2

團體賽－趣味競賽 黃金三寶 第一名五護五1、第二名五護三1、第三名五妝一1

團體賽－趣味競賽 一顆球的距離 第一名五護五6、第二名二妝一1、第三名五護五2

團體賽－趣味競賽 牽手同心 第一名二妝一1、第二名二妝二1、第三名五護五1

團體賽－趣味競賽 手忙腳亂 第一名五護五1、第二名五護五2、第三名五妝一1

個人賽－女子400M接力
第一名五護三6（何琍瑄、施秀蓮、溫婷意、蔡佩珊、鄭芝芸）
第二名五妝二1（王姿婷、朱怡蓁、林育嫺、黃慧芳、鄭芷曦）
第三名五護二2（林玉珠、俞盈如、唐羽萱、張馨云、陳乙霆、陳渝真）

個人賽－男子400M接力
第一名五護三年級聯隊（林皓龍、馮柏叡、蔡仲威、孫家揚）

第二名五妝護三年級聯隊（高淙裕、楊欽順、洪淯筌、張良吉、黃桂煌）

第三名老服聯隊（林柏宏、留暐哲、盛浩翔、陳弘倫、陳政賢）

個人賽－女子100M 第一名五護三2林孟欣、第二名五妝三1陳喜真、第三名五護五6姚沛珊

個人賽－男子100M 第一名五護三5蔡仲威、第二名五護三4林皓龍、第三名五護二2洪子鈞

個人賽－女子800M 第一名五護二5鄭以琳、第二名五護三2陳意晴、第三名五護一1陳昱文

個人賽－男子800M 第一名五妝二1鄒易辰、第二名五護二5王有立、第三名二妝一1林俊輝

個人賽－女子跳遠 第一名二妝二1高莉晏、第二名五護二5鄭以琳、第三名五護三4洪宜訢

個人賽－男子跳遠 第一名五護二2莊富翔、第二名五護三6李依和、第三名五護五3陳庭維

一、個別諮商：本學期共計完成101人次個別諮商，主要晤談類型依序為：情緒、人
際及家庭問題等。

二、學生輔導活動：本學期特色主題計畫以「網路沉迷」及「生命教育」為主軸，

共進行四場學生週會專題演講；另辦理三場週末工作坊，獲得學生熱烈參與，活

動滿意程度達83%~100%。

▲當我們同在一起∼同理心訓練活動▲當我▲當我們同在們同在一起∼一起∼同理心同理心訓練活訓練活動動 ▲青少年網路沉迷行為的成因與對策研討會▲青少▲青少▲ 年網路年網路沉迷行沉迷行為的成為的成因與對因與對策研討策研討會會

▲全校性集會時校長親臨主持，並頒獎表揚績優
學生

▲軍訓室吳信宏主任悉心為同學說明宿舍期末撤
宿說明會

生輔組本學期辦理相關活動如下：

一、105年2月至105年6月：
（一）賃居生訪視：各班導師對賃居生實施親訪，共訪視653位賃居生。
（二）擬訂學生宿舍管理相關規定，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住宿學生共計504人。
（三）辦理「失物招領」：共計 22  件。
二、105年3月16日、4月27日、5月25日：舉行3次全校性師生集會。
三、本學期辦理學生學雜費減免，共人301次，總金額2,958,047 元。五專前三年免
學費之學費減免，共880人次，總金額6,416,495元。  

四、本學期協助學生辦理就學貸款138人次，總金額2,555,206元。
五、105年5月13日召開師生座談會。
六、105年5月19日辦理宿舍夜間逃生演練。
七、105年6月14日召開宿舍期末撤宿說明會。

▲ 第16屆學生會會長改選政見發表會—學務處江明
翰主任為政見發表會揭開序幕

▲ 第一屆提燈盃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許建文副校
長、學務處江明翰主任及社團指導老師吳明蒼老

師合影

▲ 童軍社第26屆團慶〔血拚fun周年〕—陳文貴校
長、賴雅韻主任秘書、課指組陳岷莘組長、社團

指導老師歐宗明老師及社員們合影

▲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護科會社長（左）、社員（右）與攤位合影

▲ 第▲ 第第第 屆提一屆提燈盃全燈盃全國高中國高中職辯論職辯論比賽比賽—許建文許建文副校副校校

貳、獎助學金業務：

獎助學金獎勵及協助需要幫助的同學，把愛傳下去：

本校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協助申請及發放之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約28項共420人
獲補助，金額約2,142,595元，感謝各單位對同學的鼓勵與協助，使他們更能感
受溫暖並努力地充實學習生涯，讓愛傳下去！

三、活動照片： 日　期 主題活動 內　容

2/24 期初座談會 強化資源教室服務，提供相關資源與協助。

3/19 成南球事 至成功大學與其它學校進行跨校運動交誼賽。

4/7 職涯探索 使用生涯卡、生命靈數，協助同學認識自我，提升學習潛能。

5/2~5/6 愛。感恩卡片傳情活動
提供明信片與幸福郵筒，透過手繪、拼貼激發學生創意，將感謝傳

遞出去。

5/25 畢業生轉銜會議 協助畢業生職涯規畫與增進求職自信，適性安置。

5/28 有愛無礙特教探索體驗 透過闖關遊戲引發學生對障礙者的認識，並學習關懷。

6/8 期末座談會 資源教室期末報告，團聚一起歡送畢業生。

6/13~6/24 ALL PASS期末歐趴 分享喜悅與祝福考試順心，領取歐趴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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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戮力執行綠色採購政策，達90%綠色之採購率，
成績優良。

二、為預防登革熱疫情蔓延，定期於水溝投放粗鹽撲滅孑

孓蟲卵。

三、每季定期進行老鼠防治投藥。

105年1月至6月本組開設社工師學分班第8期（5班）、社工師輔考班1班、ETTC
創傷急診訓練研習班2班、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2班、美容丙級輔考班1班、美容
乙級輔考班2班、照顧服務員訓練班2班等各項課程共15班，各項課程報名踴躍頗
受好評，護理類型研習課程通過率達99%，照顧服務職類學員取得結訓證書比例達
100%，美容證照考試平均通過率達90%。

本校教師積極投入政府計畫與協助產業提升的各項研究，彙整下列相關計畫：

一、105年度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計畫如下：「105-106年度—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提
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104-106年度—培訓優質護理師─OSCE建置與執
行」、「104-105年度南區資源中心提升教學品質計畫」、「護理科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第二階段）」、「104-105學年度化妝品應用科辦理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老
人服務事業科實務課程發展計畫（第一階段）」、「護理科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DREAM_Hi未來教育概念館」等，核定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2仟736萬3,421元整。
二、104年度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計畫如下：通識教育中心謝哲仁老師「以APOS理
論設計電腦活動，以促進大專生數學解題的學習」及程涂媛老師「語境促發效應

下的中文關係語句處理」，核定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138萬5,000元整。
三、105年度本校執行校外產學合作計畫如下：化妝品應用科徐照程老師9件與仇敏
老師1件、老人服務事業科陳宇嘉老師1件，共11件研究計畫，合作經費總計新
臺幣411萬元整。

四、105年度本校執行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計畫如下：由徐

▲ 照顧服務員上課實況

▲104校內研究計畫海報成果展校長蒞臨參觀

▲ 照顧服務員術科教學

▲校內師生共同蒞臨觀摩合照

一、105年4月15日、6月17日舉辦護理科四年級實習生「個案研討會」，分享個案
照護經驗及實習心得，會中除討論本學期學生校外實習相關問題，並再次宣導問

題處理要項。

二、完成實習學生「護理百合天使」選拔，獲獎名單如下：護理科五年一班涂雅

惠、郭姿寧，五年二班柳盈君、劉純妤、羅苡筑，五年三班李姵萱，五年四班李

郁涵，五年五班李謙芊、徐名儀、廖芸珮，五年六班王筱筑、張茵茵、劉芳君、

賴彥臻、謝宜瑾等十五名，並於國際護師節暨加冠典禮中表揚。

三、完成護理科五專二年級學生288位實習前體檢，105年6月3日舉辦護理科五專二
年級基護實習學生「實習前說明會」，內容包括：實習前叮嚀、預防針扎影片教

學、實習請假和獎懲規則（護理倫理）說明、交通安全及性騷擾防治宣導、個案

研討會注意事項，會議中並安排實習前輔導講座，提升基本護理實習學生對於實

習壓力之適應能力，題目為【超越另一個自我，你的南護時代】。

四、參與實習機構實習聯繫會與實習學生討論會，並拜訪各實習單位，關懷實習指

導教師與學生。

五、完成護理科、妝品科、老服科學生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投保相關事宜，並與各

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及繳交實習資料。

六、完成老服科學生和護理科學生實習排班，並完成二年級學生「實習前病人安全

教育」及評量。

七、完成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本校實習生表現及實習課程滿意度
問卷調查。

實習就業輔導處訊

一、本校請領工讀金、獎勵金、救助金時，必須提供本人正確存摺帳號、身分證字

號、戶籍地址等，以利正確匯款暨送年度所得扣繳憑單。建議同學尚未辦理郵局

存摺者，可至郵局辦理。

三、請同學繳各項費用時儘量自備零錢，以避免因同時多人繳費又無零錢可找耽誤

同學上課時間。

總務處訊

研發處訊

二、第十至十四週辦理

合作教育盃團體及

個人桌球賽，成績

如右表：

▲ 學生實習個案討論會中舉辦輔導講座

▲ 吳佳珊組長與四年級導師至聖功醫院關懷實習學生▲ 蔡主任及吳組長至高雄長庚醫院關懷師生

▲ 校長與護理百合天使合影

一、有關檔案室增設「自動滅火系統」1
案，廠商已於6月13日完成安裝，工
程內容主要為增設NOVEC1230自動
滅火系統。

二、104學年度第2學期民防訓練已於4月
29日下午辦理，邀請臺南市政府消防
局黃元定分隊長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說 ，並進行現場逃生及滅火設備演練。

▲ 消防演習講解 ▲ 消防演習操作實況

▲ 檔案室增設「自動滅火系統」

　　組別

名次　　
團體組 個人組

第一名 5N2-3 5N2-4羅郁芳

第二名 5N2-5 5N3-2洪淯筌

第三名 5N3-6 5N1-1陳昱文

▲

 水溝投藥預防
 登革熱

照程、張素嫺及張祐瑄老師共同執行「天然化妝品產學研發中心-植物萃取開發
與健康照護應用」、徐照程老師「保濕功能出水霜之產品開發」與「溫和高效

卸妝產品」技術商品化、陳美芳老師「專利分析診斷服務計畫」、張祐瑄老師

「105年醫護科技創新創業研討會」與「復健護理創業深化培育輔導之創意團
隊」等，核定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61萬元整。

五、配合本校今（105）年度63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已於5月23至28日辦理「104校
內研究計畫海報成果展」，並邀請104年校內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之教師共同
發表研究成果，以海報方式張貼於晨晞樓走廊展示。

壹、在校生服務：

▲ 校長與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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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年3月25日辦理「105年度南護校園徵才就業暨升學博覽會」
受邀企業機構共計22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均
蒞臨現場提供目前就業資訊。

活動設置履歷健診攤位，邀請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經理—許明

傑提供履歷撰寫相關問題之諮

詢服務，參與學生約400人。
二、本學期辦理「增進就業職能工

作坊」系列講座共計有5場如
右表：

圖資中心訊

▲105年3月「愛學習.學習愛」活動

▲105年5月二手書刊贈送活動 ▲105年5月「智財權有獎徵答」活動

▲105年7月「環保愛地球 送愛到肯亞」

二、新書通報

本年度圖書館除持續訂購國內期刊93種、國外期刊17種及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
務系統、EBSCOhost醫護及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供全校師生使用外，並接受全校教
職員工生推薦購置中西文圖書及教學影片多種，歡迎多加利用！

▲ 活動花絮二

▲ 活動花絮四

▲ 2016年科學創意競賽—討論參賽作品實用性

▲ 活動花絮三

▲ 英語歌唱比賽 活動花絮一

▲ 2016年科學創意競賽—討論參賽作品獨特與創意
的表現

三、為增進學生創作風氣與培養反思和觀察能力，辦理第15屆校刊文學獎，投稿篇
數共計33件。

四、活動照片：

▲ 校長到場關心並與主講者、在校生、校友們合影▲ 本屆傑出校友與校長合影

中文圖書 1263冊

　總類、哲學、宗教類 143冊

　自然科學類 50冊

　應用科學類 453冊

　社會科學類 168冊

　史地類 94冊

　語文類 303冊

　美術類 52冊

西文圖書   97冊

教學影片 147件

名　次 作品名稱 備　註

第一名 多功能手機架 護理科一年一班

第二名 DM袋著走 護理科三年一班

第三名 多功能提袋 護理科一年五班

第三名 可收納式嬰幼兒兩用安全澡盆 護理科一年四班

佳　作 多功能隔熱杯墊 護理科一年三班

佳　作 刀．叉匙 老人服務事業科一年一班

環保獎 可替換刷毛及伸縮握把牙刷 老人服務事業科一年一班

潛力獎 可換擦布之黑白板兩用板擦 護理科一年一班

潛力獎 擦的香蕉牛奶 化妝品應用科五年一班

本中心104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活動如下：
一、為推動生活化及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活動，通

識教育中心辦理英語歌唱比賽，以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強化學習動機，於105年4月8日舉
辦2016年英語歌唱比賽，本次比賽參加班級
共14個班，人數共計726人次，榮譽榜如右：

二、為培養學生熱愛科學，激發創造力，並以團隊合作、腦力激盪及解決問題能力，

辦理2016年科學創意競賽，參賽作品為17件，共計42人次參與，榮譽榜如下：

通識教育中心訊

名　次 班　級

第一名 化妝品應用科五專部一年一班

第二名 護理科五專部一年四班

第三名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四班

第四名 護理科五專部一年一班

優　勝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2班

優　勝 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專部一年一班

▲學生於施測後閱讀測驗結果藉以了解個人職涯方向▲ 施測前本處講解該平台操作方式

名　次 班　級 姓　名 獎金金額

1 五年5班 蔡佳霖 1000元禮卷

2 五年6班 王心妤 800元禮卷

3 五年6班 張茵茵 500元禮卷

4 五年3班 王主勻 300元禮卷

5 五年3班 黃瑀涵 200元禮卷

貳、校友服務：

一、1 05年4月27日召開105年度「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決
議由林貞秀女士、陳月英女士及陳幸眉女士獲得本屆傑出校友，並於本校63週
年校慶日當天頒獎。

二、105年5月28日適逢本校63週年校慶辦理校友回娘家活動，特聘插畫家校友蔡秀
娟小姐以「在夢想中游泳的魚」為題，辦理演講、畫展及簽書會活動，與參加活

動之在校學弟妹及校友們分享另類轉職經驗。

▲ 學生上考選部網站報名

四、105年6月2-8日輔導本校一年級生於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施測職業
興趣探索及共通職能診斷，以協助學生瞭解個人職涯發展方向。

▲學生參與議題並表示自我看法情形 ▲ 學生於活動結束後與講師討論並留下合影

三、105年5月27日舉辦應屆畢業生專技人員護理師高考模擬測驗。

日期 講座名稱

4/29
創造職場個人優勢─第1份工作就要養成的10個
習慣

5/6 快樂職場人生觀─職場必備工作倫理及敬業態度

5/13 職場自我管理─時間管理及情緒控制

5/20
職場團隊夥伴關係營造之如何贏得好人緣？─溝

通表達&衝突化解

5/26 蛻變成蝶個人形象─面試技巧暨企業徵才

一、推廣活動

圖書館為培養學生尊重生命，關懷弱勢，珍惜環境資源，及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

念，舉辦主題閱讀、智財權有獎徵答及二手書刊贈送等活動，營造書香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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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護理科學生展現專業技能與素養，參加8月9日至8月13日的『第46屆全國技能競
賽暨第44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在醫院、居家護理、長照機構、日間
照護中心等四種照護情境中，針對不同類型的個案之個別需求以中英文語言與技

能提供最合宜的護理處置，本校在眾多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五年四班蔡佩晴同

學勇奪金牌獎（全國第一名）；五年三班張雅晴勇奪全國第四名。

二、狂賀五年五班蔡佳霖同學榮獲二技統一入學測驗護理類全國榜首。

三、狂賀護理科學生105年專技高考護理師成績優異！
 五年五班蔡佳霖同學榮獲護理師全國榜首；五年一班王主音同學榮獲第六名；五

年六班王心妤同學榮獲第七名；五年六班陳誼庭同學榮獲第八名

四、本學期本科參與校際競賽成績優異，成果如下：

護理科訊

一、賀！日、夜間二專一年級同學共22位，於105年6月4日（星期六）至華德高級工業
家事職業學校，參加國家美容丙級技術士檢定考試，100％全部通過檢定考試。

二、104學年度第2學期校外競賽成績：
（一）105年5月21日參加「鳳凰盃時尚造型競賽」，共得31個獎項，榮獲全國

總冠軍。

（二）105年6月5日參加「2016第十二屆台灣盃美容美髮美甲美睫家事技術競賽
大會」，此場次競賽榮獲17個獎項。

三、本學期舉辦專題講座、研習及競賽活動共11場次：

化妝品應用科訊

▲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全數獲獎
的好成績

▲ 2016化妝品香氛應用研討會暨全國香水技術競賽
實況之一

▲ 基本救命術（BLS）訓練活動剪影Ⅰ

▲ 5+2專班學生於振興醫院參訪後合影

▲ 2016第七屆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師生
合影

▲ 誰是MAKER ？決戰東台灣競賽榮獲第三名佳績 ▲ 全國技能競賽獲獎選手蔡佩晴（左）．張雅情（右）

▲ 2016化妝品香氛應用研討會暨全國香水技術競賽
實況之二

▲ 2016「跨界創意‧健康滿溢」創新實務競賽師生
合影

▲ 2016「跨界創意‧健康滿溢」創新實務競賽榮獲
佳作成績

▲ 基本救命術（BLS）訓練活動剪影Ⅱ

▲ 五年級學生與新光醫院護理部主管合影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主持人/講師 地　點

105/03/4-5
五專部第100級畢業成果發表「你
看見了嗎？」及靜態作品成果展

陳文貴校長

徐照程主任
弘景樓4樓 活動中心

105/03/11
專題演講—醫學美容市場之發展與

趨勢

徐照程主任

時代整形外科診所

—姚碧春院長

弘景樓4樓 活動中心

105/03/22 日二專畢業成果發表會—動態展 徐照程主任 星晨廣場

105/03/22-25 日二專畢業成果發表—靜態展 徐照程主任 晨晞樓1樓

105/04/22 勞動權益講座

賴雅韻老師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葉秋山技正

視聽教室二

105/04/28
五專校友回娘家—與應屆畢業生分

享升學及就業心得

仇　敏老師

蘇怡慈校友

陳亭君校友

五妝5-1教室

105/05/05 科會長改選 徐照程主任 整體造型教室外

105/05/06
「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

計畫」辦理企業參訪校外教學
賴雅韻老師

1.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2.雲嘉南分署官田職業訓練場
3.天一中藥生活化園區
4.麗豐微酵館觀光工廠

105/05/13 2016夢想遊戲造型競賽 徐照程主任 星晨廣場

105/05/21
2016化妝品香氛應用研討會暨全國
香水技術競賽

徐照程主任 弘景樓4樓 活動中心

105/06/03 溫馨送舊—我們重返16歲 徐照程主任 弘景樓4樓 活動中心

七、為協助四年級技優生熟悉醫院環境以加速臨床實習之適應，並藉由介紹醫院環

境、升遷與福利制度，提升學生的就業意願；協助五年級技優生（5+2計畫）完
成員工體檢，填寫醫院到職與北護5+2專班所需之文件，於105年6月4日辦理技
優生赴臺北振興醫院與新光醫院參訪學習活動，由本科藺寶珍主任、黃美荏副主

任及實習就業輔導處蔡秀美主任、劉怡秀組長、吳佳珊組長，帶領四、五年級技

優生60名以及部分有興趣學生家長一同參與。

日　期 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項目 名　次 獲獎同學 指導老師

105.4.22
-23

勞動部勞力發展署雲嘉

南分署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
區技能競賽

第一名 蔡佩晴
藺寶珍

洪淑玲

吳佳珊

張祐瑄

張雅雯

第三名 薛雅方

第五名 鄭怡盈

佳　作 張雅情

佳　作 鄭士雅

佳　作 黃微淳

105.5.6 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

2016第七
屆全國技專

校院護理實

務能力競賽

病歷閱讀與護病

溝通（英文組）
第一名 彭沛綺

周利娜
病歷閱讀與護病

溝通（中文組）
第五名 陳孟庭

105.5.13 美和科技大學

南區實務能

力競賽暨情

境模擬教學

活動

醫護英文競賽 第二名

鄭怡盈、李旻綺

林孟璇、謝宛妤

吳品萱
蔡秀美

黃美荏

周艷雪情境模擬教學

活動
第四名

鄭怡盈、李旻綺

林孟璇、謝宛妤

吳品萱、陳姿燕

賴昱蓉、胡秋鳳

陳怡愉

105.5.18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2016「跨界創意‧健康滿
溢」創新實務競賽

佳　作

高宏宗、曹瑋珊

陳　昜、黃思瑜

盧巧庭

陳玫君

105.5.28 慈濟科技大學
誰是MAKER ？決戰東台灣
競賽

第三名

陳怡愉、陳意晴

黃芊華、楊憶萱

顏子晴

陳玫君

105.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2016年全國大學、技專校院
關懷、創意護理照護競賽─

散文類

佳　作 黃思瑜 黃美荏

105.5 長庚科技大學
2016年第七屆全國技專校院
護理英文情境對話MV競賽

第二名

林佳君、洪宜靖

陳泓連、彭沛綺

黃筱娟、羅翊雯
周利娜

佳　作

蔡佩晴、蕭筱璉

朱庭萱、鄭郁晴

李芳郡、鄭士雅

105.6.8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

與策略研究中心

2016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
競賽

佳　作
高宏宗、曹瑋珊

黃思瑜、盧巧庭
陳玫君

佳　作
王辰瑄、姜宜伶

陳郁婷

105.8.9
-1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第46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44
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

金牌獎 蔡佩晴
藺寶珍

洪淑玲

吳佳珊

張祐瑄

張雅雯
第四名 張雅情

五、為提升本科學生八大核心素養與專業知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每年推動與課

程結合之服務學習活動，本學期為與「內外科護理學」課程結合之社區健康促進

及檢測服務學習活動，由藺寶珍、洪淑玲及張祐瑄三位教師分別帶領三年四、

五、六班同學，辦理三梯次之服務學習活動。

六、於5月14、15日（六、日）及22日（日）三天辦理六場次的基本救命術（BLS）
訓練，參加對象為本校護理科五年級學生及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護理

科學生，共計285人取得基本救命術（BLS）證照（通過率100%），跨校分享
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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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姓　名 職　稱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教務處 楊雁婷 約用職員 新進 105.01.18

主計室 林莉婷 約用職員 離職 105.01.26

通識教育中心 蘇廣華 助理教授 退休 105.02.01

通識教育中心 黃美珍 助理教授 退休 105.02.01

秘書室 陳俐君 組員 留職停薪 105.02.03

實習就業輔導處 張育慈 辦事員 新進 105.02.15

實習就業輔導處 許瑩萍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新進 105.02.15

主計室 陳美伶 約用職員 新進 105.02.19

秘書室 謝羽青 約用職員 新進 105.02.26

護理科 李惠娥 技士 退休 105.03.03

總務處 黃嘉強 技工 退休 105.03.03

總務處 蕭素香 組長 退休 105.03.08

總務處 劉美玲 組長 調陞 105.03.08

秘書室 張碧分 秘書 調陞 105.03.08

圖書資訊中心 莊易叡 技佐 新進 105.03.2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張莉雯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新進 105.03.28

實習就業輔導處 任紋靜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新進 105.03.28

人事室 楊青宜 專員 新進 105.04.15

教務處 廖崇辰 組員 新進 105.04.22

實習就業輔導處 吳麗貞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5.04.30

護理科 陳世萍 技士 新進 105.05.09

總務處 蕭兆弘 約用職員 新進 105.05.12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品喻 講師 復職 105.05.28

學務處 姚雅蓁 約用職員 離職 105.06.16

學務處 陳虹憓 約用職員 單位異動 105.06.17

教務處 黃俊傑 約用職員 新進 105.06.23

教務處 楊雁婷 約用職員 離職 105.07.16

教務處 路宜菁 約用職員 復職 105.07.16

一、為使學生了解五專畢業後不同領域之就業及應具備的心理建設，特辦理五專

「我的未來不是夢」專題演講。

二、為使學生了解橘色科技及其內涵並應用於長期照顧，辦理「橘色科技，無所不

在-青銀共創未來」專題演講，學習將資訊科技應用於銀髮健康照顧行動，提供
最佳的整合運作方式。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一、本校人事動態（105年02月至105年07月）

人事室訊

二、105年度身心靈健康系列訓練
105年3月24日及5月13日辦理105年度身心靈健康系列訓練「咖啡知多少？」及
「如何品咖啡？」研習活動，邀請本校總務處邵長平主任擔任講師，教職員工踴

躍參加，活動圓滿完成。

三、內部控制與審核溝通機制

105年6月22日辦理本校內部控制講習活動，邀請國立成功大學主計室楊明宗主
任主講「內部控制與審核溝通機制」，並為共享學習資源，邀請鄰近學校人員共

同參與，活動圓滿完成。

四、專書導讀會

105年6月24日辦理105年度公務人員專書導讀會活動，邀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王
宏仁助理教授導讀「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教職員工積極

參與，活動圓滿完成。

五、教職員工各項研習活動

104年9月至105年1月辦理教職員工教師健康促進社團群組、文學讀書會導讀、
「採購教育及廉政倫理」及「身心障礙者權利」訓練、「Google 教育雲端服務
及其在教學與校務行政上之應用」研習、南護建築檔案展及主管人員個資保護宣

導等多項活動，教職員工均踴躍參加。

四、6月7日為五專第一屆同學辦理授徽典禮，由許副校長主持並由本科專任教師授
予實習學生逐夢徽章，為自己築夢，為長者圓夢，正式加入照顧長者的行列。

▲ 同仁踴躍參加專書導讀活動 ▲ 同仁認真聆聽講師分享

▲ 同仁積極參與並認真聆聽內部控制講習活動▲ 教職員工踴躍參加「咖啡知多少？」研習活動

三、為培育符合台灣高齡化社會趨勢所需之長期照顧產業人才，特與國立台北健康

大學共同辦理「長期照顧產學（實習）媒合平臺推廣教育活動」，推動學校教育

與職場核心能力相互結合，並深化產學合作。

▲ 五專二年級第一屆校外實習之授徽典禮，全體參
與師長合影

▲ 五專二年級第一屆校外實習之授徽典禮，禮成師
生合影

▲「長期照顧產學（實習）媒合平臺推廣教育活動」 ▲「長期照顧產學（實習）媒合平臺推廣教育活動」

▲「我的未來不是夢」專題演講

▲ 崑山科技大學進行技職博覽會設展招生宣導

▲「橘色科技，無所不在—青銀共創未來」專題演講

▲五專二年級第一屆校外實習之授徽，由專任教師
授予同學逐夢徽章

五、為培育健康產業優秀人才、提升就業競爭力，本學期共與6間廠商簽訂策略聯盟
合作，相互提供教學、研究、研習及實習場地設施。

六、為提升社區工作者對長者身體機能、營養保健與用藥安全等健康新知，與「弘

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慈陽基金會」，辦理「志工培育方案—社區照顧服務人

才培育計畫」活動，以協助長者延緩老化達到初級預防功效。

四、105年03月至05月期間，為應屆畢業生班級安排一系列企業徵才及就業職場體驗
活動共7場次，升學講座共4場次。

五、本科配合105校外招生宣傳工作共3場由徐照程主任及曾文峯老師負責。105年5
月19日-31日辦理國中學生體驗營招生宣傳工作共5日；由徐照程主任、黃品嘉
老師、蔡育驊職員與學生志工協助辦理。

▲ 妝品二專畢展 ▲ 溫馨送舊—我們重返16歲活動後合影

▲ 2016夢想遊戲造型競賽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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