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別 護理科 化妝品應用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招生總名額355 250 55 50

南區五專管道名額 205 15 10

各高中職區

管道名額

臺南區 30 30 30

高雄區 10 10 10

屏東區 5 0 0

【南區五專免試入學】

比序加權方式

1.多元學習表現 *1.5（競賽、服務學習、日常生活表現評量、體適能）
2.國中教育會考（每科）*1.4　　3.英語能力檢定*1.3
4.技藝優良　　5.弱勢身分　　6.均衡學習　　7.適性輔導 

【高中職免試入學】 本校於各高中職招生區之分數採計等相關事宜，依各區簡章規定。

升學

可報考國內外護理、助產、

保健營養、幼兒保育、醫務

管理、呼吸治療、化妝品應

用及生物科技等相關科系

之二技和大學。

可報考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系、整體造型設計系、生

活應用科學系、食品營養

系、化學、醫學及生物技

術等相關學系。

可報考老人福利、社會工

作、老人教育、老人照顧

及衛生、商業或管理類之

相關科系。

就業

可報考護理師執照，以利

在國內外醫療院所擔任護

理人員或從事醫療保健及

健康推廣等相關行業。

可參加美容或美髮等技術

士技能之證照檢定考試，

從事化妝品之研發、品管

與應用之工作。

參加照顧服務員職類丙

級技術士考後，取得照

顧服務員丙級技術士資

格。就業範圍包括護理

之家、療養中心、安養

中心、日間照顧中心及

居家服務等機構。

本校榮獲教育部「104年度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優等，
獎助款新台幣五十萬元整，將代表教育部參加「第14屆機關檔案
管理金檔獎」評選。

焦點新聞

賀！ 南護之光

賀！ 翰苑文書喜登峰

護理科應屆畢業

生104年度專技高考護
理師及格率98.92%（
全國五專第一名）；

成績優異。楊錦楓同

學榮獲全國第二名；

黃婉婷同學榮獲全國

第五名；張雅婷同學

榮獲全國第八名。

化妝品應用科學生參加「2015台高考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
藝競賽」成績優異，榮獲團體總冠軍殊榮！

▲ 校長頒發獎金給護理師專技高考成績優秀校友，並與全班護理
師執照考通過率100%導師合影

▲ 學校餐廳提 供多元飲食的選擇

▲ 寬敞明亮的學校餐廳用餐區

本校餐廳廠商—荷提屋已進駐了！

地點位於 B1（從晨晞樓 B1進入）

提供早餐、午晚餐、班級訂餐及各色飲品

歡迎本校師生前往品嚐並給予意見

▲校▲校長頒發長頒發獎金給獎金給護理師護理師專技高專技高考成績考成績優秀校優秀校友 並友，並與全班與全班護理護理護理

藝競藝競賽」賽」成績成績優異優異 榮榮獲團獲團體總體總冠軍冠軍殊榮殊榮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105學年度招生資訊如下，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報名。

◎五專一般生名額：

教務處訊

◎二專一般生名額：

學  制
二專部 （日） 二專部 （夜）

化妝品應用科 化妝品應用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招生管道 技優甄審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單獨招生 單獨招生

名額 6名 31名 21名 15名 21名

計分方式

面試60%+
備審資料審查

40%

統測30%+面
試70%

統測分數 請詳閱簡章 請詳閱簡章

報名方式 向二專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夜二專單獨招生專線06-2203833

（服務時間周一至週五 14:30-21:00）

升學
可報考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整體造型設計系、生活應用科

學系、食品營養系、化學、醫學及生物技術等相關學系。

可報考老人福利、社會工作、老

人教育、老人照顧及衛生、商業

或管理類之相關科系。

就業
可參加美容或美髮等技術士技能之證照檢定考試，從事化妝

品之研發、品管與應用之工作。

參加照顧服務員職類丙級技術

士考後，取得照顧服務員丙級

技術士資格。就業範圍包括護

理之家、療養中心、安養中

心、日間照顧中心及居家服務

等機構。

【選擇南護　就有出路　升學就業　南護就YES！】

▲妝品科菁英盃競賽拔得頭籌獲獎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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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職教育宣導與體驗活動

104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立策略聯盟計畫推動工作，本校配合推動「國

中7年級宣導活動」及「國中8年級體驗學習課程」，以提升學生選擇技職體系之意

願。預計辦理家長與師生宣導13場次、國中生到校參加技職體驗學習活動15場次、

體驗營兩梯，教師體驗營一梯。體驗課程活潑實用，國中生在動手體驗的同時，用

心學習，師生反應佳極受好評。

一、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兼任教師座談會於104年9月2日舉辦，陳文貴校長親臨現場

指導，並感謝各行政單位主管及兼任教師熱情參與。

二、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教學反應評量，學生已完成線上填寫，待統計彙整後簽

送各科（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校長。

三、104學年度第二學期之相關業務日期如下：

（一）兼任教師座談會 ─ 105年2月17日

（二）教具使用暨學生線上加退選說明會 ─105年2月23日 （12:10-12:40）

（三）加退選業務 ─ 105年2月22日∼105年3月4日。

四、學科能力競試於105年2月26日舉行，科目範圍及考試時間表已公告於本校網站

首頁，書面資料亦發予各班級知悉。

五、105年寒期班，有五專部「英文（四）」、「解剖學（含實驗）」共計2班，修

課學生計47人。

▲林家廣老師—指導國中生體驗調配自製乳液（化
妝品應用科）

▲黃美荏老師—指導國中生體驗幫嬰兒更換尿布
　（護理科）

▲兼任教師座談會校長致詞

▲「Google 教育雲端服務及其在教學與校務行政
上之應用研習」。Google Apps 授權專業認證講
師韋大裕上課

▲ 張素嫺主任—樂活銀髮心生活模擬體驗（老人服
務事業科）

▲兼任教師座談會同仁交流

▲本校榮獲104年度南資計畫「專科學校行動列車
成效簡報審查執行成效」優等表揚。教務主任蘇

廣華代表領獎

▲張祐瑄老師—指導國中生傾聽身體的聲音–音叉
及聽診器的使用（護理科）

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承辦教育部委託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3期計畫工作。

104年度主軸B-2「強健專科學校教學品質」—『深耕特色，提升教研知能暨跨域分

享典範計畫』已執行完成。執行率100%。並於104年度南資計畫「行動列車成效簡

報審查評比」，榮獲優等。各子計畫成果如下： 

一、建立基本救命術（BLS）訓練典範（護理面）

（一）辦理2場「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共識工作坊」共計37人參與。

（二）104年5月16日至30日辦理「基本救命術（BLS）訓練活動」，共5場次，參

與人數239人，跨校參與率11.2%，學生滿意度總平均4.72分（5分制）。參

與學生通過測試並取得證照率達100％。
二、建立美容專業精進典範（課程面）

104年7月20日至8月20日辦理「美容乙級證照輔導精進班」，共24名學生參

與。其中18位取得美容乙級證照，通過率達75%。

三、建置數位特色英語課程平台（教師面）（課程面） 

（一）與輔航學校-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聯合辦理3場數位教材研習，共計94位教師參

與，活動平均滿意度4.62。與特色輔導學校-樹德科技大學聯合辦理1場「數

位學園建置傳承交流會議」，共17位教職員參與。

（二）開設英文線上課程6門，放置36個單元數位教材，修課人數434位學生；採

購英文線上互動電子書50冊，104年度全校學生使用率63%。

（三）104年7月13日至24日辦理校園多益證照輔導班，共計30位同學參與。前後

測成績進步83%。其中23位達A2等級（初級）、1位達B1等級（中級）。通

過英文畢業門檻比率達85.7%。

（四）104年12月25日與「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辦理「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

驗」（CSEPT）校園檢定考試。共計51位校內學生應考。聽力測驗平均70

分、綜合測驗平均77分。12位考生（24%）達相當於CEFR B1（中級英

檢）程度，24位考生達相當於CEFR A2（初級英檢）程度。通過本校英語

能力檢定畢業門檻比率為70.1%（36／51）。

四、精進教研成長暨跨校專業典範分享（教師面）（護理面）

（一）完成2場教學精進策略研習，共計84人次參與，平均滿意度4.56分。

（二）與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聯合辦理「跨領域典範分享—偏鄉社區部落跨校聯合關

懷服務」，共計40位師生參與。

（三）與國立臺灣大學、嘉南藥理大學聯合辦理「椰林春風教師成長營」。共計五

場講座、1場參訪活動。參與教師共計159人次，平均活動滿意度4.82。

二、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

◎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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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師勤 李易珈

五專一年二班 潘昱姍 黃郁庭 高念榆

五專一年三班 陳冠青 楊怡萱 張智煌

五專一年四班 邱宜玲 陳品諼 郭于婕

五專一年五班 許雅雯 黃嬂云 吳婷柔

五專二年一班 謝佳恬 陳冠勻 楊湘琪

五專二年二班 謝其蓁 林佳靚 劉惠君

五專二年三班 林家琦 鄭玉蘭 黃郁雯

五專二年四班 王雅諄 陳姿妤 陳千惠

五專二年五班 王怡萱 劉昱 何怡真

五專三年一班 王　婕 黃思瑜 王聖雅

五專三年二班 黃芊華 胡秋鳳 陳怡愉

五專三年三班 簡吟竹 顏榆珊 洪瑀婕

五專三年四班 施佳萱 董育瑄 羅佩婷

五專三年五班 孫芳槿 翁郁淳 柯伃軒

五專三年六班 吳世婷 陳俐伶 陳姿婷

五專四年一班 吳品萱 沙語萱 賴玟君

五專四年二班 黃柔靜 陳靖函 李姿萱

五專四年三班 彭怡華 葉儒晏 賴昱蓉

五專四年四班 鄭士雅 蔡佩晴 朱庭萱

五專四年五班 陳冠瑾 于欣玉 高群茜

五專四年六班 傅芊卉 張筠佳 胡書筠

五專五年一班 郭姿寧 邱秀萍 王玟雅

五專五年二班 柳盈君 張雯媞 王宜亭

五專五年三班 林佳儀 王主勻 虞鈞卉

五專五年四班 林鈺瑄 尤宇豪 李郁軒

五專五年五班 徐名儀 林淑翎 徐詩雯

五專五年六班 王心妤 張茵茵 劉明笉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黃詩雲 姜集婕 曾宥稘

五專二年一班 曾淑芳 莊詩晴 黃品瑄

五專三年一班 李海若 鄭如芯 張婉婷

五專四年一班 李宛儒 陳彥伶 王思方

五專五年一班 劉羽真 蔡宜秀 林靜萱

二專一年一班 林汶霈 林佳靜 王姿予

二專二年一班 張衍智 林雅文 呂思旻

夜二專一年一班 鍾爾穗

夜二專二年一班 陳翠萍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林玟昕 劉宇容 黃詩樺

五專二年一班 石珮渝 龔育論 徐玉琴

夜二專一年一班 董廣平 馮麒容

夜二專二年一班 黃麗娜 林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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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4年9月至105年1月：

（一）賃居生訪視：各班導師對賃居生實施親訪，了解租屋環境及安全設施，共訪

視323位賃居生，協助導師處理學生租賃事件。

（二）因應學生宿舍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進駐作業，擬訂學生宿舍管理相關規

定，申請住宿學生共計504人。

（三）辦理「失物招領」：本學期學生拾物、拾金不昧繳至生輔組，共計16 件。

（四）本學期辦理學生「銷過自新」共  9 件。

（五）本學期協助學生辦理興南客運及高雄客運月票，共計服務學生 101人次。

（六）辦理學生獎懲作業：

1.嘉獎人數583人，嘉獎次數：966。 2.小功人數247人，小功次數：285。

3.大功人數5人，大功次數：5。 4.警告人數20人，警告次數21。

5.小過人數1人，小過次數：1。 6.大過人數1人，大過次數：1。

二、104年10月7日、11月18日及12月16日：舉行3次全校性師生集會。

三、本學期協助學生辦理學雜費減免，共人317次，總金額2,939,134元。

四、本學期協助學生辦理就學貸款，人151次，總金額3,059,196元。

五、辦理五專前三年免學費之學費減免，共866人次，總金額6307041元。    

六、104年11月25日召開膳食管理委員會

七、104年12月11日辦理就學貸款講習會。

八、104年10月14日及28日召開住宿生座談會。

九、104年12月25日召開師生座談會

▲「聖妝打誕」聖誕晚會藉由舉辦聖誕晚會帶動校
園溫馨氛圍

▲教學績優暨數位教材經驗分享講座：教學績優教
師—通識教育中心謝水木老師分享

▲校園多益考前輔導班：專業講師James上課

▲教學績優暨數位教材經驗分享講座：教學績優教
師—老人服務事業科張素嫻主任分享

▲校園CSEPT證照考試實況 

學生事務處訊

一、獎助學金獎勵及協助需要幫助的同學，把愛傳下去

本校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協助申請及發放之校內外各項獎助學金約30項共

445人獲補助，金額約1,999,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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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辦理約120場活動，各項活動包含：

（一）學生會：有品社團領袖成長營第十五屆社團幹部訓練、「Night To Invite 

New」迎新晚會、第九屆南護之星歌唱比賽、「聖妝打誕」聖誕晚會、學生

社團評鑑。

（二）各社團之活動：吉他社「未完結」成發，護科會洗手比賽、解剖跑臺比賽，

羽球社第十三屆南護盃羽球邀請賽，原青社原聲草原音樂會等。

（三）服務學習相關活動：

1. 帶動中小：

　　　童軍社：大同、崇學國小

　　　熱舞社：公園國小

　　　魔術社：立人、忠義國小

　　　吉他社：永福國小

　　　妝科會：博愛、成功國小

　　　羽球社、桌球社：博愛國小

　　　英會社、韓流社：公園國

2. 服務機構：慈青社—關心榮

民之家住民

　　　信望愛社—護理之家關懷老人

▲原青社－原聲草原音樂會

▲「Night To Invite New」迎新晚會藉由社團表演
帶動新生的熱情和向心力

▲有品社團領袖成長營第十五屆社團幹部訓練—陳
文貴校長、學務處陳宇嘉主任、課指組陳岷莘組

長與社長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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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寧
靜寢室作業

▲第九屆南護之星歌唱比賽參賽者展現精湛的歌唱
實力，表現本校學生能動能靜的多元才藝

▲▲原青原青原青社 原社－原聲草原聲草原音樂會音樂會

一、學輔中心本學期獲教育部輔導特色計畫「網路沉迷、生命教育三級預防、導師

加入學生輔導」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等經費補助，辦理相關活動如

下：

日期 主題活動 內容

104.9.9
新生家長座談暨親職教育專題演

講　特教-新生家長座談會
1.E世代的親子溝通~談網路成癮。
2.促進家長對資源教室認識。

104.9.10, 10.6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暨督導計畫
1.網路成癮的輔導技巧（實務篇） 。
2.校園關係面面觀。

104.10.2, 10.30, 
12.11

學生週會專題講座

1 .網路交友的虛實解密。
2.網路交友的虛幻與真實。
3.93奇蹟，Dora給我們的生命禮物紀錄

104.10.31, 11.21, 
11.28 

成長團體工作坊

1.抒活生命~心靈與夢想的接觸。
2.生命的轉瞬~影像育療工作坊。
3.愛，從愛自己開始。

104.9.10 導師個案處理經驗分享與討論
採提案討論方式進行輔導經驗分享，提昇教師於

網路沉迷、校園憂鬱與自傷防治之輔導效能。

104.10.20 特教—期初座談會 強化資源教室服務，提供相關資源與協助。

104.10.5~12.28 特教—健康動起來
透過運動與他人互動並幫助鬆弛神經，減少壓

力。

104.10.8~11.18 班級輔導

1.施測網路成癮評量表。
2.施測柯氏憂鬱量表。
3.心理衛生教育宣導。

104.11.18 特教—桌遊玩出好心情
使用桌遊媒材，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與創

意。

104.11.27 特教—生涯探索暨期中聚餐
協助同學認識自我，提升學習潛能，並培養勇於

探索自我。

104.12.21 特教—期末聖誕祝福巧克力傳情
心理師藉由製作巧克力探討兩性關係，於歲末感

恩的日子，傳遞兩性尊重與關懷別人的態度。

104.12.22 溫馨關懷日
校長、一級主管及各班導師表達對高關懷預警學

生關懷、輔導及鼓勵。

生輔組本學期除了例行的學生生活教育、維護校園安全及處理學生突發事件等例

行業務外，亦辦理相關活動：

二、導師性別平等教育知能研習

1. 104年10月6日導師輔導知能 

 主題：「復原與陪伴『看見心的可能』∼修復式司法／正義宣導活動      

2.10月14日 

 主題：建立性別友善工作環境  

三、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相關活動

1. 104年11月28日工作坊 主題：愛，從愛自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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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戮力執行綠色環能政策，本校執行教育部綠色採購政策成績優良，達到90%

之採購率。

二、104年11月23日於總務會議中再進行綠色

採購宣導。

三、本校飲水機濾心每月保養並定期每三個月

更換濾心，飲水機用水均通過第三公正單

位檢驗合格。

四、為用水安全清潔，暑假期間辦理清洗水塔1

次。

五、修正本校停車場收費暨管理要點，有關

教職員生騎機車需作刷卡設定始能進入停

車，以維人車行駛安全。

六、維護教職員生機車停放秩序，規劃旭光樓

1樓A、B區教職員停放機車區，C、D區

學生停放機車區，晨晞樓B1區靠牆面學生

停放機車區、另面對汽車區教職員停放機

車區，晨晞樓B2區教職員生機車共同停放

區，自105年1月1日開始執行，請教職員

生共同遵守。

七、本校為預防登革熱疫情漫延，分別於104

年6月19日、9月6日、9月20日辦理3次校

本學期辦理班際羽球比賽團體組（

女子團體賽）及個人組（男女混合

雙打），成績如下：

▲ 飲水機濾心定期更換保養

▲水溝投放蘇力菌撲滅孑孓蟲卵

▲環境消毒

一、為慶祝本校綜合教學暨實習大樓及學生宿舍大樓落

成啟用1週年，本組特舉辦「南護建築檔案展」，展

期：104年12月30日至105年1月30日；地點：本校

晨晞樓1樓，歡迎全體教職員踴躍蒞臨參觀。

二、本校104年10月23日接受教育部「104年度檔案管理

作業成效訪視」，成績優異，榮獲優等，將代表教

育部參加「第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參賽。

三、有關本校掛號郵件之領取，請同學攜帶學生證或其

他可資證明之文件（如：身分證、駕照、護照或附

有相片之健保卡等）至文書組領取，並請同學切勿

使用假名、小名、偏名等，以免造成無法領取郵件

之情事。

總務處訊

▲ 教育部大專校院登革熱防治實地訪查 ▲ 衛生保健服務社團推動健康宣導及服務活動

一、賀本組推動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獲得整體績優

學校。

二、104年9月8日舉辦教職員工生健康檢查暨急救教育訓練，全校新生100%完成，

教職員工72.2%參與。

三、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整潔競賽成果已於大型會議頒發獎金及獎狀給得獎班級。

四、104年9月23日教育部大專校院登革熱實地訪查，訪查結果肯定校長帶領全校總

動員進行防治成效良好。

五、104年12月8日已順利完成學校衛生評鑑，感謝校長、全校教職員工生的支持及

協助。

六、本學期針對本校師生健康問題及推動議題完成衛教宣導：登革熱防治、視力保

健、口腔衛生、健康體位、菸害防制、愛滋防治等。

七、衛生保健社團本學期協助完成社團成長光碟、協助推動健康宣導及服務活動。

八、本學期本組健康服務活動：B肝及HPV疫苗施打、X-Ray追蹤、捐血活動等，師

生響應熱絡。

▲教職員工生健康檢查，教職員工72.2%參與，新
生100%完成檢查

▲頒發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整潔競賽班級獎狀及獎
金，校長與得獎班級合影

▲ 檔案展導覽解說

▲ 南護建築檔案展－海報

▲ 檔案展導覽時同學用心聆聽觀看

▲ 檔案展導覽時同學用心聆聽觀看

▲ 檔案展導覽時回應同仁提問

　　　　組別

名次
團體組 個人組

第一名 5N4-1 林晉宇、曾真鳳

第二名 5N4-2 朱文輝、溫婷意

第三名 5N2-4 陳庭維、楊貴雅

第四名 5N3-5 洪淯筌、吳宛蓁

第五名 5N4-3 楊正福、楊文庭

第六名 5N3-4 張良吉、杜育茹

2. 104年9月14日開始性別平等相關

影片借閱服務

3. 各班於班會時每學期至少1次觀賞

與討論性平教育影片。

4. 公告欄隨時張貼及更新兩性交友

及性平教育資訊。

▲生命的轉瞬~學生認真挑選代表自己的卡片

▲溫馨關懷日 ▲期末聖誕祝福巧克力傳情

▲生命▲生命▲生命的轉瞬的轉瞬的轉瞬 學生學生~學生認真挑認真挑認真挑選代表選代表選代表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卡片卡片卡片

▲溫馨▲溫馨▲溫馨關懷日關懷日關懷日 ▲期末▲期末▲期末聖誕祝聖誕祝聖誕祝福巧克福巧克福巧克力傳情力傳情力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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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104年度「教育部補助

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專案計畫」共獲補助1,140

萬元；總計畫已於104年11

月27日辦理計畫成果海報

展及相關研習會。

三、104年度執行校外產學研究

計畫案分別由化妝品應用科

11件與 老人服務事業科2件

等共13件研究計畫，合作經費總計新臺幣240萬6,100元。

104年7月至12月本組

開設社工師學分班第7期（

共5個班別）、社工師輔考班

1班、領隊導遊輔考班1班、

ETTC創傷急診訓練研習班1

班、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

2班、美容丙級輔考班2班、

美容乙級輔考班1班、照顧

服務員訓練班1班、托育人

員複習加強班1班等課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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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美容證照考試平均通

過率達86%。

一、本校「圖資4F裝修工程」於104年11月17日完工，工程內容主要為圖資4F秘書

室、主計室、人事室隔間調整。

二、本校「花坊設備新建工程」於104年12月7日完工，工程內容主要為配合化妝品

科之需求增設種植香草之溫室。

三、104學年度第1學期民防訓練已於11月20日下午辦理，邀請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謝

國豐分隊長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演說，並進行現場逃生及滅火設備演練。

一、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已於104年11月5日簽署「產學建教合約

書」，由本校陳文貴校長及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林欣榮院長共同主持，藉由

產學建教合作之方式，建立

高等技職回流教育體系策略

聯盟，相互提供教學研究、

畢業生就業、場地設施及行

政支援等事項，以創造互利

雙贏的契機。

▲照服員上課實況

▲本校與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產學建教合作案簽約後
雙方參與人員合影

▲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上課實況

一、恭喜實習指導教師曹宜穎老師獲得臺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104年度績優護理人

員。

二、本學期共參與五所實習機構（市醫、新樓、郭綜合、南醫、嘉療）之實習聯繫

會，與院方針對實習業務進行評值與交流。

三、本學年度「護理百合天使」選拔，共選出15位「護理百合天使」。

四、蔡秀美主任與吳佳珊組長分別至各實習機構拜訪及關懷老師與學生；特別感謝

護理科五年級導師們持續關懷及輔導學生實習情形。

五、護理科五專四年級287位學生之實習前體檢已完成，並舉辦實習學生「實習前說

明會」，會中除由實習組進行實習業務宣導及說明實習請假與獎懲規則（護理倫

理）、個案研討會注意事項外，並進行預防針扎、給藥安全、校外行車安全、性

騷擾預防及加強學生自我保護之安全教育，並邀請五年級學姐分享實習經驗，學

生反應熱烈。

六、持續執行今年度『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技優計畫』，與新光醫療財團法

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攜手合作培訓優質護理師，安排30名五年級學生分五梯

次進行「臨床選習實習」（104年8月24日∼105年1月8日）；且在寒假（105年

1月18日∼2月19日）安排29位同學進行『進階臨床選習』。

實習就業輔導處訊

▲ 頒發合作醫院獎勵實習優異學生獎狀

▲ 實習個案討論會▲ 蔡主任及吳組長至高榮關懷師生與拜訪教學督導

▲ 分享實習經驗學姐與吳佳珊組長合影

研發處訊

▲ 謝分隊長「自衛消防編組」

▲ 百合樓進行逃生演練

▲ 同學進行滅火器操作

▲ 消防隊員指導同學消防栓使用

一、本學期共辦理5場就業輔導講座。內容包括：工讀求職防騙、性別工作平權、職

場零歧視、求職履歷撰寫、面試技巧、就業服務資源、職涯多元發展校友座談、

認識國家考試。

二、104年11月18日全校集會時間辦理護理科專技高考成績優異之應屆畢業生獎勵及

全班考取執照帶班導師表揚。受表揚之校友及導師如下表：

◎104年第二次專技

高考護理師類科

全班考取執照帶

班導師如右表：

園室內外環境及教室消毒工作，並不定期

於水溝投放蘇力菌撲滅孑孓蟲卵。

八、104年11月26日辦理教職員研習課程，邀

請林炳坤老師講授「有關採購法道德規範

及違法處置相關個案解析」，頗獲同仁熱

烈迴響。
▲ 教職員採購法研習課程

▲104年度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成果海報展

全國排名 姓名
頒發金額

（新臺幣元）
頒發獎狀 目前動態 畢業班導師

全國第二名 楊錦楓 60,000 一紙
就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二技護理系

五年一班

藺寶珍老師

全國第五名 黃婉婷 5,000 一紙
就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二技護理系

五年一班

藺寶珍老師

全國第八名 張雅婷 3,000 一紙
就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二技護理系

五年六班

張露娜老師

畢業班 畢業班導師 頒發獎牌

護理科五年一班 藺寶珍老師 一座

護理科五年二班 歐宗明老師 一座

護理科五年六班 張露娜老師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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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廣活動

圖書館為強化師生資訊素養，養成學生廣泛閱讀習慣，培養人文關懷，舉辦電子

資源利用課程、資料查找、主題書展及真情傳遞等活動，營造溫馨校園。

圖資中心訊

▲104年10月 入班宣導電子資源利用

▲104年12月「兩性關係」主題書展

▲104年11月「大家E起來找查」活動

▲104年12月「我想對你說」真情傳遞活動

二、好書推介

544.37/1032

內容簡介：

愛情練習題有許多，本書對於下列各項，提供了踏踏

實實的學習，例如：如何經得起愛情的考驗？如何看待愛

情的第三者？網路可能產生真正的愛情嗎？未婚懷孕怎麼

辦？如何面對同性戀告白？為愛自殺值得嗎？如何避開恐

怖情人？如何能達成和平分手的目的？

愛情不只是感性，也包括理性的抉擇。

一、狂賀本科陳美芳老師榮升副教授。

二、狂賀本科陳淑娟老師參加台灣護理學會舉辦之104年度「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

賽（學校教師組）─專任教師組」，榮獲最高榮譽銀獎。

三、本學期本科參與校際競賽成績優異，成果如下：

護理科訊

本中心承辦104年教育部補助提升整體教學品質計畫，辦理活動如下：

一、為提升學生人文與藝術素養，辦理2場博雅講座活動，共計576人次參與。

二、為落實基礎志願服務及讓學生了解助人的意義，辦理3場服務學習講座、6場臺

北E大線上授課，由講師入班宣導並實際讓學生操作，並辦理1場淨灘活動，共

計3678人次參與。

三、為鼓勵學生閱讀以增進創作風氣與培養反思和觀察能力，辦理第14屆校刊文學

獎及1場讀書會，校刊文學獎投稿篇數共計40件、讀書會共計29人次參與。

通識教育中心訊

▲ 與讀書會謝錦老師會後合影

▲ 淨灘活動大合照

▲ 單車漫遊

▲ 淨灘照片

▲ 臺北E大線上授課

▲ 溪谷探索

三、於11月15日至11月30日期間辦理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

勵申請，感謝各科協助受理初審作業，此次申請件數共216件，通過件數為213

件，共頒發213紙獎狀及新台幣33,300元獎金。

四、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102學年度（畢業滿一年）畢業生流向追

蹤問卷全校回收比率平均為76.16%；100學年度（畢業滿三年）畢業生流向追

蹤回收比率平均為50.54%，感謝各科主任、導師及通識教育老師們的協助。

日　期 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名　次 獲獎同學

104.7.15 聖約翰科技大學 全國創新創意創業競賽 第一名
王奕心、柯喬喬、王臻霓、

李孟潔、李佩姿

104.9.14-17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

第45屆全國技能競賽─健
康照顧類

第五名 王筱筑

104.10.1 崑山科技大學 萬潤2015創新創意競賽

佳　作
莊淑伃、黃如韻、林君穎、
鄭韵珈、王惠文

佳　作
陳穎宣、高群茜、陳郁晴、

閻俞妤、蘇怡安

佳　作
林婉玲、蔡嘉容、陳映璇、

李鳳凰、郭趙萱

104.10.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呼召創意、健康滿溢」

創新實務競賽
第一名

林姵均、郭佩筑、蔡姵盈、

林怡君、劉育汝

104.11.14 弘光科技大學
104年臺灣技優護理師實
作競賽

第一名 林佳儀

第三名 王主音

104.12.6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4年衛生教育宣導達人
競賽海報設計組

第一名
陳欣翊、張芸萱、陳品妤、

陳婉瑜、郭羿昕

第二名

林子馨、王宜亭、林淑玲、

郭信志、侯宇蕎、蕭羽妏、

高培馨、蔡君宜、張簡威

宣、江黎美君

第三名
曾馨儀、郭姿妤、徐詩雯、

王昱云、彭依凡

104.12.12 臺中科技大學 中護盃CPR接力賽 第五名
于欣玉、吳孟雯、林君穎、

黃如韻、鄭韵珈

105.1.25 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

第27屆大護盃學術比賽─
新詩、散文組

第二名 黃思瑜

第三名 彭沛綺

第27屆大護盃學術比賽─
口頭發表-個案、專案組

第一名 王奕心、劉香君、柯喬喬

佳　作 劉明笉

▲ 國家考試面面觀演講實用解惑

▲ 職涯多元發展校友座談討論熱烈▲護理師專技高考成績優秀校友與全班通過率100%導師
歐宗明（右一）、張露娜（右二）、藺寶珍（左一）合影

▲ 工讀求職防騙演講精彩實用

四、為提升學生對科學與藝術的興趣及好奇心，辦理1場科學之旅活動、1埸科學創

意競賽及「提升護理專科學校物理教學計畫」成果發表會。科學之旅共計208人

次參與、科學創意競賽參賽作品為23件及物理成果發表會共計50人次參與。

五、為執行體育相關課程之多元化教學，辦理運動保健活動（溪谷探索含漆彈及溯

溪）7場；運動休閒 11場，學生反應熱烈。

六、暑期舉辦GEPT初級閱讀班、GEPT初級聽講班、GEPT初級寫作班、GEPT中級

聽講班、TOEIC班等英語檢定課程，共計140人參加課程。 

七、舉辦醫學專業術語英語能力競賽，共96名護理科5年級同學參加，依筆試成績頒

發個人組前十名獎狀與獎金，及團體組兩班。 

八、暑期舉辦ESL暑期課程暨文化交流活動，由本校教師帶領2位公費生及3位自費生

前往姐妹校美國聖馬丁大學進行3星期的交流與參訪活動。 

九、為推動生活化、多元化、適性化及統整化之英語教學，於104年11月2日至5日舉

辦英語話劇比賽，內容由學生規劃，讓同學發揮創意，成為嫻熟應用「英語」之

新世代人才，本次比賽參加人數為2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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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學期舉辦專題講座及研習共3場

次；含專業研習活動、本位課程座

談會議及卓芷聿老師—美技專題演

講—芳療在美容大市場的角色與應

用；內容多元深獲師生好評。

化妝品應用科訊

五、配合執行國中8年級學生技職類科學期中體驗學習課程子計畫實施，由科辦公室

及業界兼任教師，於12月份協助辦理共4場次。

六、103學年度輔導技術士證照檢定通過率統計

七、外技藝技能競賽捷報：參與校外技藝技能競賽成績優異榮獲殊榮！ 

（一） 104年10月18日參加「幸福婚禮在臺中全國美容美髮技藝大賽」，榮獲學生

組動態紙圖 新娘設計圖組冠軍。

（二） 104年12月12日參加「2015第十九屆高雄市長盃美容美髮技術競賽大

會」，榮獲少女化妝組前三名。

（三） 104年12月20日參加「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榮獲全國

總冠軍等共46個獎項。

（四） 104年12月27日參加「2015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榮獲全國總

冠軍等共49個獎項。

104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技能技藝競賽成果（4場競賽榮獲100個獎項）

四、為提升本科學生八大核心素養與專業知能，同時關懷與回饋鄰近醫院與機構，

本科每年推動與課程結合之服務學習活動，本學期主要為與「精神科護理學」及

「長期照護」課程結合之關懷服務與衛教活動，也藉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證照類別／核發單位 報考人數 通過人數 通過率%

美容丙級技術士／勞動部 106 106 100%

美容乙級技術士／勞動部 66 47 71.20％
化學丙級技術士／勞動部 60 41 68.33%

凝膠指甲初級檢定／中華美甲整體造型職能認證協會 17 17 100%

場　次 競賽項目名稱 榮獲獎項

一
臺中市2015市長盃幸福婚禮在臺中全國美容美髮技藝大
賽—學生組動態紙圖新娘設計圖

冠軍

二 2015第十九屆高雄市長盃美容美髮技術競賽大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三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體競賽成績 團體總冠軍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新娘化妝組 亞軍、季軍、殿軍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宴會創意化妝組 季軍、殿軍、菁英獎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新娘藝術捧花組 殿軍、菁英獎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指甲彩繪藝術組 殿軍、優選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紙上創意化妝組
季軍、殿軍2名、菁英獎4名、
優選3名

2015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新娘化妝設計圖
冠軍2名、亞軍2名、季軍2名、
殿軍4名、菁英獎8名、優選7名

四

2015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少女化妝組 亞軍、季軍、殿軍、佳作2名

2015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新娘化粧設計圖組
冠軍1名、亞軍2名、季軍3、
殿軍5、佳作4名

2015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人形整體造型組
冠軍、亞軍2名、季軍3、殿軍5
名、佳作10名

2015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花式美睫組 
冠軍、亞軍2名、季軍3名、
殿軍2名

卓芷聿老師芳療演講生動實用

▲

▲ 全國創新創意創業競賽榮獲第一名佳績

▲ 四年一班同學長照服務學習活動後合影

▲ 時尚美容學分學程宣導說明會

▲ 萬潤2015創新創意競賽師生合影

▲ 四年三班同學長照服務學習活動後合影

▲ 四年五班同學精神科服務學習活動後合影

▲ 2015中華盃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老師選手合影

▲ 104年臺灣技優護理師實作競賽師生合影

▲ 四年二班同學長照服務學習活動後合影

▲ 時尚美容學分學程第2階段甄選面試

▲ 中護盃CPR接力賽榮獲第五名佳績

▲ 四年四班同學長照服務學習活動後合影

▲ 四年六班同學精神科服務學習活動後合影

▲ 第19屆高雄市長盃高雄市長盃美容美髮
技術競賽師生合影

▲ 台灣區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老師選手合影

二、本學期舉辦校內競賽及活動2場：

三、本學期辦理校外教學觀摩活動2場：

日　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地　點 參與對象

104.10.16 歡喜迎新活動 迎新活動 弘景樓與蔻思樓 本科師生

104.12.25 化妝包LOGO設計 分組競賽活動 蔻思樓2樓 本科師生

時　間 活動內容 地　點 參與對象

105.1.8
觀摩嘉南藥理大學第19屆化粧品應用
與管理系畢業成果展

嘉南藥理大學
徐照程主任、仇　敏老師、

黃品璇老師及175名學生

105.1.9 觀摩化妝品應用系畢業成果展 弘光科技大學
徐照程主任、仇　敏老師、

黃品璇老師及五專五年一班

四、本科執行教育部補助辦理產業學院計畫，與國內知名美容企業「台灣施舒雅美

容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完整20學分精進培訓課程，目前已完成第二

階段甄選面試，共錄取15名。

105.1.25 馬偕醫學院護理學系
第27屆大護盃學術比賽─
海報發表-個案、專案組

佳　作 鄭芝芸、王臻霓、林亞臻

佳　作 孫芳槿、鄭郁軒

佳　作 陳育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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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姓　名 職　稱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護理科 黃美荏 助理教授 新進 104.8.1

護理科 楊素卿 助理教授 新進 104.8.1

化妝品應用科 江明翰 助理教授 新進 104.8.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吳佳珍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4.8.7

人事室 陳昱秀 約用職員 到職 104.8.10

學務處 徐蕙君 短期約用護理師 轉任 104.8.17

圖書資訊中心 李仁豪 技士 回職復薪 104.8.29

秘書室 劉美玲 秘書 歸建 104.9.14

圖書資訊中心 郭鎰銘 約用職員 離職 104.9.25

學生事務處 郭詩伶 約用護理師 育嬰留職停薪 104.10.22~105.7.31

實習就業輔導處 蕭婉蓉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4.10.30

總務處 黃琬琇 組員 新進 104.10.28

人事室 朱家榮 約用職員 到職 104.11.2

實習就業輔導處 盧泰州 辦事員 離職 104.11.2

總務處 張家瑋 約用職員 離職 104.11.11

教務處 蕭兆弘 約用職員 新進 104.12.1

教務處 路宜菁 約用職員 育嬰留職停薪 104.12.16~105.7.15

主計室 吳姍樺 約用職員 離職 104.12.21

秘書室 陳俐君 組員 單位異動 104.12.23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美君 臨時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5.1.9

學生事務處 林義盛 組員 新進 105.1.11

人事室 曾淑芬 主任 離職 105.1.12

實習就業輔導處 劉金珍 約用實習指導教師 新進 105.1.13

人事室 林桂琴 主任 新進 105.1.15

一、為使學生能由認知與情境體驗高齡者身體與心理，同時藉由律動讓高齡者肢體

達到伸展與運動，特辦理「新銀髮服務產業：樂齡運動指導員」及「音律運動設

計與帶動」訓練養成課程，讓學生教導高齡者隨音律振動達到心靈放鬆。

二、辦理創意教學之「走動式教學法之銀髮生活體驗」活動，帶領學生體驗銀髮族

生活的食衣住行，讓學生認識與體驗雲端科技於銀髮族之運用。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一、本校人事動態（104年8月至105年1月）

人事室訊

二、教師升等

恭喜護理科陳美芳，獲教育部核定升等為副教授，並自104年2月起算年資。

三、教職員退休

通識教育中心蘇廣華助理教授、黃美珍助理教授於105年2月1日退休，護理科

李惠娥小姐及總務處黃嘉強先生於105年3月3日退休，總務處蕭素香組長於105

年3月8日退休，由校長代表學校致贈退休紀念牌，以感念在校期間之奉獻與辛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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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春節聯歡

105年1月15日中午假本校弘景樓4樓舉辦歲末春節聯歡活動，活動內容包含「圓

滿團圓餐會」、「福樂滿點摸彩」同仁歡聚同樂。

五、為了促進師生們的自我身體與心靈的健康，與學務處保健組及體育組，辦理

「創意互動教學：重返20歲—動動身體、動動心」活動。

六、帶領五專1、2年級學生至「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

家之失智症教研專區」；以及「璐德養護中心」進行銀髮服務產業參訪活動。

七、辦理「2015銀髮服務產業論壇」，談論目前臺灣於銀髮、高齡產業之未來發展

趨勢與商機。

八、五專部二年1班同學於104年11月7日組隊前往亞洲大學，參加由社團法人臺灣社

會發展研究學會主辦，亞洲大學、靜宜大學等校協辦之「臺灣社會工作方案設計

校際競賽」，獲得老人福利組第一名、老人福利組第三名及社區福利組佳作。

▲ 同仁積極參與採購教育及廉政倫理訓練課程 ▲ 同仁認真聆聽資安教育訓練課程

▲ 105年春節聯歡活動—摸彩 ▲ 105年春節聯歡活動—校長與同仁合影

▲ 校長致贈退休紀念牌 ▲ 退休人員與同仁合影

三、辦理七場次異業結合、老人服務的推廣專題演講；主題有「安全舒適的銀髮服

務」「促進銀髮族的自理能力運動」、「老人商品與創新服務」介紹目前創新的

銀髮商品、「銀髮陪伴服務與企業經營」、「後事規劃與殯葬服務」、「銀髮族

保險理財規劃」及「22世紀之機構式銀髮產業經營」讓銀髮族能享有高品質的

樂活生活。

四、邀請有台灣五星級之一的『雙連安養中心』執行長蔡芳文長老，向本科所有學

生進行專題演講，介紹「22世紀之機構式銀髮產業經營」。

▲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
譽國民之家之失智症教研專區」參訪

▲亞洲大學「臺灣社會工作方案設計校際競賽」

▲「促進銀髮族的自理能力運動」老師示範教學 ▲「22世紀之機構式銀髮產業經營」雙連安養中心
執行長上課情形

▲「走動式教學法之銀髮生活體驗」活動，學生穿
著高齡者模擬體驗裝體驗長者生活

▲「樂齡運動指導員」高爾賓果投擲體驗

▲「走動式教學法之銀髮生活體驗」活動，幫穿著
高齡者模擬體驗裝的學生量測血壓

▲「音律運動設計與帶動」訓練養成課程上課活動
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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