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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給新生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新生家長您們好！ 

首先恭喜您們的孩子成為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本人代表全體

師生向您們致上最熱情的歡迎與恭喜，每個孩子未來在南護的求學過程中能快樂學習與

成長。本校堅持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及校園氛圍，確保學生未來五年的學習生涯必能獲

得專業知識及技能，成為務實致用的優秀人才，畢業後在升學或就業皆能夠順利接軌與

發揮長才。 

本校校訓「誠正、博愛、勤慎、負責」是創校六十六年長期以來秉持的精神，「誠

正、博愛」是做人的道理，「勤慎、負責」是做事的原則。本校以健康「全人」的教育

理念出發，篤力推動教學卓越，落實技職教育學以致用之標的，培育學生具備「實作力」、

「就業力」、「創新力」三力共構的職場優勢。營造最優質的教育環境是我們的責任，

近來本校獲得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兩者均

為5年期之計畫案，充分將資源運用於教學、研究，提昇學生的專業知能與素養，培育

學生關懷與服務他人的熱誠，強化教師專業研究能量並反饋於教學，積極追求專業之卓

越、重視生命、人文與關懷等多元領域。 

臺南護專在同學們的努力下證照通過率及升學率表現十分卓越亮眼，技職證照護理

師考照率及二技升學率均高達 9 成以上，各項成績均執全國專科學校之牛耳。另化妝品

應用科自 97 年成立以來，在校同學美容丙級技能檢定為百分百通過率，化學丙級技術

士考照率超過九成，美容乙級年通過率也近七成，考取人數也逐年倍增，學生畢業的潛

力是無窮與多元；老人服務事業科於 98 年設立後，學生在取得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

員及喪禮服務員、社工等證照的表現優異亮眼。 

優異校外競賽部份更是常勝軍，護理科學生榮獲 2017 年第三屆全國「想呼吸，享

呼吸」創新設計競賽金牌獎及 2018 年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榮獲銅牌獎及二

組佳作獎。化妝品應用科同學參加「2019 鳳凰盃全國時尚造型競賽暨鳳凰小姐選拔」，

榮獲「動態時尚少女彩妝組」及「動態創意設計圖」第一名，老人服務事業科同學

參加「2019 觀光盃全國高中職創意解說導覽競賽」 (英文組 )第一名。  

親愛的家長，謝謝您放心將孩子交給臺南護專，也感謝您認同臺南護專是培育護

理、化妝品應用、長照等優秀專業技術人才的搖籃。今天有孩子們的參與及努力、家長

們的支持與配合，師生用心的關懷與培育的薰陶，我們必有更豐碩的成果與無可限量的

前程。 

  敬祝您健康順心！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長    黃 美 智 

2019 年 09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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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8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程序表 

一、 日期：10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8：00 時至 12：00 時。 

二、 地點：本校旭光樓五樓演講廳 F503。 

三、 活動流程表：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參與人員 

8:00~8:30 報到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蕭華岑中心主任 

家長 

相關工作人員 

8:30~10:00 
親職教育 

專題演講 

學生事務處 

王宏仁主任 

 

學生輔導中心 

蕭華岑中心主任 

家長 

相關工作人員 

10:00~10:30 介紹新生班導師 
學生事務處 

王宏仁主任 
全體新生班導師 

10:30~11:00 
校長致詞 

介紹本校相關主管 
黃美智 校長 

1. 校長及各級主管 

2. 全體新生家長 

3.相關工作人員 

*請學務處各組長列

席 
11:00~12:00 家長意見交流 

學生事務處 

王宏仁主任 

 

學生輔導中心 

蕭華岑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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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8學年度新生各班導師名單 
 
 
 
 

護理科 

五護一 1 許建文老師 

五護一 2 李月萍老師 

五護一 3 楊雅萍老師 

五護一 4 蔡秀美老師 

五護一 5 陳玫君老師 

化妝品應用科 

五妝一 1 仇 敏老師 

二妝一 1 賴雅韻老師 

二妝一 2 徐照程老師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服一 1 張品喻老師 

夜二服 1 陳德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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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事務處宣導事項 

一、 生活輔導組 

(一)、 為加強掌握本校學生缺曠及德性成績違常警示，自 104年 4月起已調整缺

曠系統由每月第四週改為每週週一篩選統計上揭資料，經警示缺曠違常

（含德性未達 60分以下者），除請導師加強學務線上點名系統，確實掌握

缺曠學生動態，提醒學生辦理請假手續，降低缺曠課影響正常生活學習風

險外，將違常資訊即時雙向通知家長及導師瞭解，並加以比較分析成因，

做為後續學生偏差行為輔導與轉介之參考。 

(二)、 學生偏差行為輔導與轉介：為延伸正向管教措施，以學生輔導辦法三級作

法（發展、介入、處遇）為基礎，針對言行偏差、學習適應適不良、情緒

失衡、師生衝突等高關懷學生，每月實施行政輔導、諮商轉介與統計，並

列入生活輔導評核與銷改過管理。 

(三)、 學生生活管理： 

1. 辦理新生訓練：為使新生順利接軌，特於 9月 11日假本校弘景樓 4樓辦

理新生訓練，課程規畫以「生活常（校）規」、「環境介紹」、「科處室介

紹」、「職涯發展」、「身心輔導」等為主，使新生對未來生活與學習環境

能有所認知，並配合新生體檢及課業輔導等需求，檢討不同體驗住宿時

段，開放學生宿舍，供外縣市學生進駐使用。 

2. 重申五專專 1至 3年級應於上午 07：30前到校，下午 05時 05分下課。

班級服裝除週五為便服日外，餘由班級自行統一穿著制、科、班及體育

服。 

3. 學生宿舍餐廳：為增加學生宿舍服務範疇，宿舍餐廳供應學生早、午餐，

建立溫馨友善安全便利的住宿環境，採週計算並以桶餐方式訂購(早餐

25-50元，午餐 55-60元)。 

(四)、 校園安全維護與教育 

1. 辦理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規畫辦理「友善校園-防制霸凌、反毒、反黑」

宣導暨校園災害（含宿舍）逃生演練活動。 

2. 結合地區警政單位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及法治安全講座，提升校園安全警

覺。 

二、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一)、 交通安全維護：108 學年度配合總務處整體檢討教職員生汽、機車、腳踏

車停車位，妥慎規畫行車動線及安全場域，便利通勤學生到校停放。 

(二)、 學生宿舍 108學年新生住宿床位分配作業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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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月 31日及 8月 16日分別於本校網頁最新消息公告「五專及二專新生宿

舍名單」，8月 21日公告「新生宿舍床位分配表」，並適時向家長說明宿

舍作業原則，降低家長及學生疑慮。保障低收入、審核偏遠、特殊因素

後，床位採電腦抽籤作業，篩選基準設定同科系、同年級、同班級再參

考房型間數之比例做合理分配。 

2. 新生住宿時程：結合新生體檢、新生訓練及課業輔導等活動，於 7月 31

日公告新生住宿日程、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並提前開放 9 月 7 日至 9

月 11日可供新生進駐作業。 

三、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社團活動： 

    1.本校學生社團是由自治性、學藝性、服務性、康樂性、體育性等五大類共

39個社團組成，培養學生多元知能。 

    2.本學期學生會預定將舉辦的大型活動如下表：  

編號 活動名稱 

1 迎 新 晚 會 

2 社 團 招 生 

3 南 護 之 星 

4 聖 誕 晚 會 

5 社 團 評 鑑 

3.五專 1至 3年級學生每人至少要參加 1個社團，最多 2個。 

(二)、 獎助學金申請：  

1.二專同學可申請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請於開學後至校務系統線上申

請後列印申請表，連同相關資料繳交至課指組。 

2.學生如有遭遇急難狀況可至課指組申請校內緊急紓困金並視條件協助申

請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救助金。 

3.其他獎助學金申請詳見獎學金申請公告，請至學校首頁新聞中心獎學 

      金專區或圓夢助學網搜尋(請自行注意申請資格及校內申請期限)。 

四、 衛生保健組 

(一)、 登革熱防治：近日豪雨不斷，本校配合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進行登革熱防

治，請務必於雨後加強「巡、倒、清、刷」，以避免積水孳生病媒蚊。請

家長配合如貴子女出現發燒、頭痛、肌肉關節痠痛等疑似症狀，請儘速就

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史，讓衛生機關及時採取防治措施，避免疫情擴

大。針對查獲陽性孳生源者，一律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25、70 條規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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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新臺幣 3,000～15,000元，無改善期。相關資訊請參閱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全球資訊網或 1922防疫專線。 

(二)、 流感防治：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施打對象含五

專一至三年級學生，本校配合衛生單位流感疫苗施打排程，辦理校內疫苗

施打，請貴子女能參與流感疫苗施打，以增強抵抗力。流感病毒是經由飛

沫及接觸傳染，易於人潮擁擠處快速傳播，學校為人口密集地，請協助落

實｢生病不上學｣，在家多休息，避免出入人潮擁擠或空氣不流通場所，平

時應養成用肥皂勤洗手、咳嗽請載口罩等個人衛生措施，若出現呼吸急

促、呼吸困難、高燒等流感危險症狀，請戴口罩並儘速就醫，以掌握治療

的黃金時間。 

(三)、 肺結核防治：世界衛生組織公佈之簡易篩檢方法進行篩檢，方法如下： 

咳嗽兩週(2分)，有痰(2分)，胸痛(1分)，沒有食慾(1分)，體重減輕(1

分)，如果有上述症狀達 5 分以上，建議各位家長趕快陪同貴子女就醫檢

查。 

(四)、 落實健康生活：本校為健康促進學校，請與本校一起關心貴子女｢健康體

位｣、｢菸害防制｣及｢愛滋病防治｣，養成健康飲食習慣及自我體位管理、

拒吸菸(含二手煙)、保護自己避免愛滋，衛生保健組與您共同關心貴子女

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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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校各處室電話一覽表 

本校總機 教務處 護理科 

2110600、2110900 主任 201 科主任 701 

校長 112 課務組組長 211 副科主任 703 

副校長 102 課務組 212、213 科辦公室 702 

主任秘書 111 註冊組組長 221 化妝品應用科 

秘書室 112、113、114 註冊組 222、223 科主任 731 

人事室 綜合業務組組長 251 科辦公室 732 

主任 611 綜合業務組 224 老人服務事業科 

組員 
612、613 

614、615 
教師發展中心主任 738 科主任 328 

主計室 教師發展中心 225 科辦公室 326 

主任 621 學生事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組員 622、623、624 主任 301 通識中心主任 402 

圖書資訊中心 課外活動指導組長 311 通識教育中心 402 

主任兼資訊組長 290 課外活動指導組 312、315 學生宿舍 

資訊組 
231、232 

233、234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321、356 2210559、2219807 

圖書館組長 241 生活輔導組組長 322 合作社 

圖書館 242、243 生活輔導組 323 2110155 

研究發展處 體育運動組組長 331 警衛室 

主任 761 衛生保健組組長 342 2110805 

推廣教育組組長 765 衛生保健組 341 

推廣教育組 763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351 

技術合作組組長 764 學生輔導中心 352 

技術合作組 762 諮商輔導人員 353 

實習組組長 501 資源教室輔導員 354 

實習組 512、531 原住民資源中心 357 

  總務處 

  主任 401 

  事務組組長 411 

  事務組 412 

  文書組組長 421 

  文書組 422 

  出納組長 431 

  出納組 432 

  保管營繕組長 451 

  保管營繕組 441、443 

  環境安全組組長 801 

  環境安全組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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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親職教育講座 
 

 

 

 

 

 

 

主題 

─陪伴，讀懂你的心─ 

 

 

 

 

 

 

講師：黃慧婷 心理師 

日期：108 年 9 月 11 日 

地點：旭光樓五樓演講廳 F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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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記事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