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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文貴校長於互動拍照區與本校校園拍照

▲ 鍾信心校長與翁靜柏組長於互動拍照區與本校校園拍照▲ 「紀鹿筆」授筆儀式：由校長陳文貴一路傳遞給吉祥物-「紀鹿」

▲ 賴主任雅韻、陳校長文貴、鍾校長信心及翁組長靜柏代
表參與聯展開幕典禮（由左至右）

為保存高等教育重要檔案，促進大學

校史文物徵集應用及交流，國立臺灣大學

於104年發起「創校與前瞻~2016全國大

學檔案聯展」活動，透過檔案聯合展出形

式，建置可供各校長期分享、運用之全國

大學教育檔案史料及使用機制，以呼籲大

眾關切整體教育檔案文獻保存議題，並藉

此交流觀摩各校之特殊人文歷史。

本次聯展共有56所公私立大專院校積

極參與，南護自100年度起，已連續5年舉

辦「南護檔案展」，亦積極參與今年的檔

案聯展，並為全國唯一參展的專科學校。

籌辦近一年，聯展於105年8月5日舉行開幕

典禮。分別以大學歷程、文物地景、立校

精神、春風化雨、檔案尖兵、卓越前瞻等

六大主題展出，另結合各校珍貴手稿檔案

與文物，以實體及數位方式多元呈現，希

望可促進各校人文交流，並向師生及民眾

宣導檔案基本觀念及保存應用價值。

聯展主題「創校與前瞻」，因南護創

校之鍾校長信心，目前仍活躍於護理界，

因此她擔任「創校」的致詞代表。鍾校長

娓娓道來南護創立過程，輔以珍貴的創校

歷史檔案、老照片等歷史印跡，讓參與聯

展者彷彿穿越時空，跟隨鍾校長的足跡，

一同感受當初從廢墟中拔地而起的立校精

神。鍾校長致詞後現任陳校長文貴上臺獻

花，象徵著承先啟後之意義，沉湎於過去

的情懷感動不已。

此次是國內高教首次跨校聯手之校

史檔案交流合作，活動吉祥物「紀鹿」於

開展時首次亮相，紀錄最需要的工具就是

「筆」，故特以紀鹿的衣服和外觀造型，

延伸出紀鹿專屬的「紀鹿筆」。透過「紀

鹿筆」授筆儀式，由臺南護專陳校長文貴

依序傳遞給他校校長及來賓，濃厚的「傳

承」意味，再次掀起活動的高潮。

檔案，是紀錄人類活動的最原始資

創校與前瞻 ~ 2016全國大學檔案聯展

▲ 鍾校長信心受邀致詞

▲ 陳校長文貴上臺獻花

▲鍾校長信心（右）、翁組長靜柏（左）
與紀鹿合照

訊，透過檔案的分析與詮釋，讓我們可以

跨越時空的藩籬，進而認識不同時期的校

園風貌，讓國人了解歷史檔案紀錄之重要

性，也從教育進行延伸至各領域之檔案史

料文物，共同保存及拼湊臺灣歷史地圖。

焦點新聞

✧百野童軍社五連霸蟬聯南護社團評鑑冠軍

✧化妝品應用科科學會勇奪南護社團評鑑亞軍

✧護理科

榮獲 105年度生命教育融入健康照

護創意影片競賽第一名；第二十八

屆全國大護盃─羽球團體賽第一

名；吳品萱及張雅情勇奪 105年

臺灣技優護理師實作競賽甲等獎

✧化妝品應用科

勇奪 2016年第 2屆國際文創盃設

計競賽及 2016第二十屆台灣高雄

市長盃全國美容美髮競賽大會多項

優秀成績

學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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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專校訊第三十五期｜2016年8月∼2017年1月｜

壹、註冊組

校史館 ，設於本校圖書資訊大樓三樓，原址

作為教師研究室使用，後因晨晞樓落成啟用，校

園空間重新配置，乃將該空間規劃作為校史館之

用。

籌設始於2016年3月間，陳校長文貴指示總

務處與秘書室共同完成，總務處負責軟硬體設

備，秘書室負責校史展示規劃與設計。基於過去

的刻版印象，校史館多是陳列校史文物靜態的展

示空間，籌設之初也是朝這方向進行規劃。經拜

訪及參考鄰近大專校院校史館，加上陸續接觸數

位的建築師及室內設計師，每位設計者對於校史

館都有不同的見解，歷經數次密集性的討論，並

將各方設計底稿及設計理念逐一比較後，最後擇

定由翁廷楷建築師帶領的團隊為本館進行整體規

劃設計。

在首次的規劃對談中，翁廷楷建築師提及住

院時曾受到護理師專業及細心照護；對護理不僅

是讓病患身體康復還需重建心理健康留下深刻印

象，更體會出唯有身與心的全方位照護方能讓病

人有向前走的勇氣，故希望校史館設計理念不單

只有歷史文物的陳列，更應該要融入護理人員專

業以及對照護者犧牲奉獻的精神，同時讓參觀者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被照顧者）體察護理師的

身心照護層面。所以如何將護理精神融入設計中

則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第一道難題。

秘書室在籌備校史館的過程，猶如是重新

拼回南護六十四年歷史的回憶拼圖，每每一個歷

史文物或是一個校園的場景都訴說者一段有關南

護人的故事，尤其看著校友拿著一張張泛黃的照

片，娓娓道來屬於他們的青春故事，裡面的場景

彷佛又重現一般，常常讓人感動不已，因此如何

找回大家共同的記憶，建構能引起共鳴與回響的

場景，成為要克服的第二道難題。

校史館的陳設空間約32坪，並不是太大的空

間，如何在有限空間裡將歷史文物適切的展示，

挑戰設計者的創意與巧思，因此翁建築師提議讓

影像數位化的展覽表現作為呈現的手法，將有關

學校各項資料以檔案或影音的方式呈現，讓校史

館不將只是文物陳列的空間，同時藉由視聽設計

重返過去連接未來；呈現超越一甲子歲月淬鍊的

人文精華。希望設計出能承載著南護人回憶的空

間，又具有創新及與眾不同的校史館，讓參訪者

包括全校師生、校友及來賓等，能被這個空間想

表達的理念感動。

校史館緣起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106學年度預定新生人數為443名，歡迎有興趣同學踴

躍報名。

106學年度招生一覽表

◎五專部（新生355名）（一般生名額）

科別
護理科

（衛生與護理類）

化妝品應用科

（家政群）

老人服務事業科

（家政群）

名額355+特種外加2% 250（原5身5） 55（原2身2） 50（原1身1）

南區五專230 200（原5身5） 34（原2身2） 50（原1身1）

各高中職

招生區

臺南區46 30 16 0

高雄區15 10 5 0

屏東區5 5 0 0

中投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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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 全民英檢 *1.5
　4. 技藝優良 
　5. 弱勢身分 
　6. 均衡學習 
　7. 適性輔導 

參加【高中職免試入學】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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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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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嫣然 黃俞瑄 陳怡安

五專一年二班 戴郁珊 羅郁怡 陳品璇

五專一年三班 郭佳妮 洪瑀婕 林婉筑

五專一年四班 郭容均 王姝鈞 吳姵婕

五專一年五班 林云茜 何姍珊 柯佳欣

五專二年一班 李易珈 李昱瑩 吳芯華

五專二年二班 吳玟妤 潘昱姍 李慧瑜

五專二年三班 楊怡萱 許育婷 張智煌

五專二年四班 郭于婕 陳品諼 邱宜玲

五專二年五班 許雅雯 鄭文馨 賴姿伶

五專三年一班 謝佳恬 洪巧萱 陳詠法

五專三年二班 林佳靚 謝宛蓁 王藝臻

五專三年三班 林家琦 王憶伶 鄭玉蘭

五專三年四班 郭彧彤 陳千惠 楊翎琪

五專三年五班 劉昱彣 趙思婷 呂函芠

五專四年一班 徐金秀 王　婕 黃思瑜

五專四年二班 胡秋鳳 顏子晴 黃芊華

五專四年三班 簡吟竹 楊欣怡 謝雅婷

五專四年四班 施佳萱 蘇郁淇 董育瑄

五專四年五班 孫芳槿 柯伃軒 李芳誼

▲ 校史館設計模型（一）

▲ 校史館硬體架構雛型

校史館設計模型（二）

教務處訊

◎二專部（新生52名）

學  制
二專部 （日）

化妝品應用科

招生管道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招生（群）類別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設計群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名額（人） 26 2 24

計分方式
統測30%
面試70%

統測分數

報名方式 請向二專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二專夜部（新生36名）

學  制
二專部 （夜）

化妝品應用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 單獨招生

招生（群）類別

名額（人） 15 21

計分方式 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

報名方式
招生專線06-2110652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4：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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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進步獎得獎名單

科別 班級 姓名

護理科

五專二年一班 陳昱文 謝淳伃

五專二年二班 朱映庭 王　婕

五專二年三班 吳長祐 許凱棻

五專二年四班 甘玟妤 陳品諼 / 陳玟伶

五專二年五班 賴姿伶 王聿卉

五專三年一班 陳詠法 林姿吟

五專三年二班 施佩杏 唐羽萱

五專三年三班 許茵筑 李欣欣

五專三年四班 薛郁璇 周佩綺

五專三年五班 孫佳綾 林子玉

五專四年一班 高　婕 黃千芳

五專四年二班 蘇于婷 李家盈

五專四年三班 蘇靚珊 楊培鈺

五專四年四班 李奕叡 蔡幸真

五專四年五班 李詠琳 張憶婕

五專四年六班 戴均竹 黃于倢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二年一班 陳宜靖 顏妤庭

五專三年一班 陳姿卉 李盈妤

五專四年一班 王苡如 王筑靜

二專二年一班 林可晴 林品瑄

夜二專二年一班 張瑜真 李翊綺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二年一班 江佳昕 林思潔

五專三年一班 薛雲碧 鄭佳貞

夜二專二年一班 李詠芸 邱思蓉

105學年度第2學期課務組黃品

璇組長卸任，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郭憲偉助理教授承接課務組重任。

郭師畢業於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

所博士，曾任教於台北海洋技術學

院海洋運動休閒系，其學術專長為

體育運動史、運動人類學，術科專

長為武術、太極拳、體操、民俗體

育、水上活動，目前任教科目為體

育、運動休閒，新人新氣象將為 師

生提供更完善服務。

▲ 本校榮獲105年南資計畫實地訪視執行成效優
等，曾文峰主任代表領獎

▲ 105-1學期第三次「提升全校英語能力」會議

▲暑期多益（TOEIC）增能培訓班：講師Allen授
課

▲「數位校園暨校務研究跨校輔航會議」，樹德
科技大學蘇怡仁主任蒞校分享

▲ EverCam操作教育訓練研習

▲ Google classroom師生互動研習營，講師韋大
裕講解操作

▲「教學績優經驗分享講座」，嘉南藥理大學江
建民老師蒞校分享▲ 郭憲偉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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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主軸B-2「躍升專科學校教學品質計

畫」-『發揚特色、教師均優、學子

均英、登峰學用-E計畫』，全部執

行完成，並於105年南資計畫實地訪

視，榮獲執行成效優等。

透過該計畫經費挹注，採購

英語線上互動電子資源並組織「英

語自學課程教學助理」，定期召開

「提升全校學生英語能力」會議，

有效促進各班英語自學課程學習

成效。此外，為鼓勵全校學生積

極達成英語能力畢業指標，凡參與

本中心辦理英語證照輔導活動後取

得英語證照，可以依據「國立臺南

護理專科學校英語能力檢定補助要

點」，申請證照獎勵金。105年同

學們於校辦的英語檢定考試中成績

優異。校園「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

驗」（CSEPT），學員通過率88%；

多益（TOEIC）校園考試，學員通過

畢業門檻率90%。

為了鏈結護理科學生基礎英

語力與專業英語力，提升同學們護

理職場國際競爭力，我們以計畫經

費與英國格林威治大學合作，針對

護理職場（口語）溝通能力，設

計了ESP-N（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on Nursing）導讀課程，輔

導52位護理科四年級學生參與課程

認證，並且全額補助52位同學參加

英國格林威治大學舉行的「護理職

場英語溝通能力國際認證考試」。

課程認證通過率100%；證照通過率

60%。

在強化教師教學知能與推廣數

位教學部分，105年度更與樹德科技

大學聯合舉行2場輔航數位教學平台

會議。樹德科大協助本校規劃完備

的教學平台Moodle，在學校首頁右

側可以看到新版的連結畫面。同時

為了建構更完善的數位教學環境，

現已在全校教室及教師研究室安裝

EverCam錄製軟體，各班增列「教

學品保副股長」，協助教師推動課

程錄製。寄望這一系列的推動過

程能提供全體師生優質的數位教學

與學習空間，強化同學們的學習興

趣。

另外，辦理多場跨校教師研

習，例如：嘉南藥理大學校級績優

教師蒞校分享，以及本校專兼任教

師前往台北醫學大學進行三天兩夜

學思行旅活動，為老師們開啟教學

新知視野，更觸發老師們的教學理

念與熱誠。

護理科

五專四年六班 陳俐伶 吳世婷 蘇意惠

五專五年一班 吳品萱 張琇萍 陳軍瑾

五專五年二班 吳昭儀 謝宛妤 張立民

五專五年三班 劉香君 張雅情 王詩涵

五專五年四班 蔡佩晴 薛佳雨 陳孟庭

五專五年五班 陳冠瑾 吳孟雯 于欣玉

五專五年六班 凃嘉芳 陳廷瑜 許庭瑜

五專一年一班 黃子昀 林鈺惠 陳儀綸

五專二年一班 黃詩雲 王昱婷 姜集婕

五專三年一班 曾淑芳 莊詩晴 楊湘茹

五專四年一班 張婉婷 李海若 高敏芳

五專五年一班 沈月葉 李宛儒 林君瑜

化妝品應

用科

二專一年一班 江維妙 陳怡瑄 陳楷茵

二專二年一班 王姿予 謝婉瑜 徐珮瑜

夜二專一年一班 陳采藻

夜二專二年一班 鍾爾穗

老人服務

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黃詩婷 陳柔竹 洪淑儀

五專二年一班 林玟昕 謝旻珊 劉宇容

五專三年一班 石珮渝 龔育論 羅苡勻

夜二專一年一班 蔡偉美 陳美蘭

夜二專二年一班 陳雅婷 劉沛涵

參、教師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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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停留產卵的水溝，依其裸露情

況，因地制宜的設計數款不鏽鋼防

蚊網，從畫圖、廠商打樣、不斷的

修改到施工完成，打造了本校最強

的「防蚊網」，也為學校增添了現

代工業風的景緻。

要讓新成員更快適應校園生活，且

熟悉資源教室功能及其他學長姐、

師長們，並能得到相關協助。

在期末座談會時搭配冬至節令

溫馨氣息，邀請家族成員及學校老

師一起同樂，及請學長姐分享這學

期實習、課業上準備的經驗，讓相

關科系的學弟妹可更瞭解未來的準

備，並藉由活動能更凝聚小海芋家

族的情感。

時序交替大雨過後，「登革

熱」是挑動總務處同仁神經的三個

字。每日例行的巡視、清掃、不厭

其煩的宣導，還是會擔心神出鬼沒

的蚊子不知會從何處竄出。本處陳

錕城先生發揮巧思，針對病媒蚊最

▲ 保健服務志工經專業考照後，示範及指導新生
CPR技巧

▲ 結合社區醫療資源，安排到校施打流感疫苗，
增加教職員工生健康防護力

衛生保健組近年來除維持健康

及衛生服務外，更積極營造健康促

進校園、校本健康管理環境，實施

結果深具成效。自102-103年度推

動「健康促進 樂活校園」之健康自

主管理；104年度再推「健康南護宅

急便」之健康行動服務；105年度

延續前兩年理念，打造「南護新生

活 健康美又久」之活力健康校園。

在校長鼎力支持及全校教職員工生

熱絡參與下，榮幸能於104及105年

度連續兩年，全國唯一專科學校，

榮獲教育部補助推動大專校院健康

促進整體績優學校殊榮。根據本校

健康關心議題及需求，善用現有空

▲ 狂賀本校榮獲教育部健康促進整體績優學校 ▲愛滋病防治—全體一年級共同參與 愛之秘密花
園-認識HIV及HPV 講座

▲ 學生週會—謝謝自己，有我真好▲ 導師知能—談性別教育推動

▲ 資源教室輔導活動—小海芋家族期末座談會暨冬至祝福餐會

▲ 校園好風景（一）（二）（三）

▲ 水溝現代工業風防蚊網

105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輔導中

心資源教室輔導活動計畫於105年

9月7日~106年1月6日完成7場次活

動，其中包含「家長座談會」1場、

「期初座談會」1場、「手做活動

工作坊」2場、「轉銜會議」1場、

「期末座談會及經驗分享會」2場，

總共有131人次參加，活動滿意度達

90%~95%。

期初、期末座談會的辦理，主

總務處訊

學務處訊

間及人力，結合校內、校外資源，

採全面性、多元層面、多元策略、

多元評價，觸動全校教職員工生的

健康概念及行動力。推動層面包含

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菸害

防制、性教育（含愛滋防治）、急

救、運動傷害及傳染病防治等議

題，執行過程除跨處組、結合社區

資源，並透過保健服務社、健康促

進領航員及各種運動社團，由學生

擔任健康促進推手，衛生保健組提

供支援及資源，發揮新生代不同的

創意及思維，展現青春活力，建構

健康久久，期望106年度能有「活力

南護  躍健康」的校園風貌。

壹、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輔導活動

貳、衛生保健組

涼一點的天氣，稍早些走在校

園裡，入眼盡是艷紅倚綠，踏著剛

離枝浮蕩的落花；冷空氣中艷紫荊

和桂花的香氣緩緩沁入心脾，整個

人就這樣完全的甦醒。校園美麗的

景緻卻緣自於破壞之後的建設；去

年的一場風災，幾乎吹倒了所有的

植栽，總務處藉此機會，重新規劃

排列校園植栽，將同種類的植栽錯

落有致歸於一處。未來，薪傳銅像

的圓環四周，是鮮黃的阿勃勒；通

往旭光樓及圖資大樓的路旁，則是

粉桃的艷紫荊；迎面盡是緬梔或是

桂花的清香；倘佯在南護校園，四

季都有花朵爭妍綻放，伴隨怡人幽

香。

▲ 南護北醫學思行旅—教學成長暨新進融合研習：臺北醫學大學沈芯伃老師和與會教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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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位處台南市精華地段，

交通便利、師資優良、設備新穎，

為服務南台灣地區民眾，推廣教育

組結合校內菁英師資等各項資源，

多年來持續辦理多元的課程，廣受

學員好評。托育人員訓練班為本校

歷年來報名踴躍的推廣教育訓練

班別，集合護理科專業的產兒科師

▲ 保母班學科上課情景

▲ 保母班術科—示範如何替嬰幼兒餵食 

護理科應屆畢業生參加105年

全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護理師考

試成績優異，及格率為90.71%，遙

遙領先全國平均通過率48.25%。

此外，名列前茅的前十名中南護畢

業生即佔四人，分別為第一名蔡佳

霖、第六名王主音、第七名王心妤

與第八名陳誼庭。其中蔡佳霖更拿

下全國榜首，實屬難得，校長特頒

發十二萬元獎勵金鼓勵，實輔處邀

請這些表現優異的護理師，

與在校生分享應考及學習

心得。今年獲得榜首榮銜的

蔡佳霖，是南護取得的第8

位全國榜首，同時也是二技

升學考試的榜首，是難得的

「雙料冠軍」，再次證實南

護學生的實力堅強。蔡同

學家中3位姊姊亦皆為本校

校友，長姊從小憧憬護理

工作，而南護是培養優秀
▲ 蔡佳霖（後排中間）與二姊蔡依庭、大姊蔡佩珊、三姊蔡佩
純、小弟蔡承宏及父母合影

▲105年12月「我想對你說」真情傳遞活動

▲（由左起）護理科藺寶珍主任、全國第六名王主音、班導師林麗華老師、全國第一名蔡佳霖、
校長陳文貴、全國第七名王心妤、班導師林靜憶及全國第八名陳誼庭合影留念

圖資中心訊

護理人員的搖籃，故在家人支持與

鼓勵下就讀本校，之後 其他姊姊及

佳霖亦跟隨長姊的腳步就讀臺南護

專。蔡家姊妹在本校就讀期間均有

非常亮眼表現，畢業後分別投身於

台大、成大、長庚等醫院從事護理

工作。有鑒於蔡家姊妹優異表現，

相信本校應為有志從事護理行業學

子之首選，也是值得家長信賴的最

佳學府。

資，配合新大樓設立的專業級保母

訓練場地，提供學員完善的受訓學

習品質！本課程有學科及術科的時

數，主要教授嬰幼兒健康照護、嬰

幼兒發展、餵食技巧、洗澡技巧、

急救訓練等課程，結訓後即可參與

保母證照考試及從事托育相關工

作。

研發處訊

實習就業輔導處

本校106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自費班第1期熱烈招生中！

▲105年10月新生圖書館利用指導（入班宣導） 

圖書館為鼓勵師生養成正確的運動

觀念，並透過分享書中心靈佳句，引發

共鳴感，帶動校園閱讀風氣，同時宣導

電子資源利用，強化師生資訊素養，舉

辦新生圖書館利用指導、電子資源利用

課程、主題書展、好書推薦及真情傳遞

等活動，營造溫馨校園。

一、推廣活動

二、好書推介

書名：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

作者：Peter Su

出版社：布克文化

本館索書號：855/4439：3

內容簡介：

做到大家想要看到的那個樣子有時候很簡

單，做到自己最喜歡的樣子有時候卻很難，但

今天從這裡開始，讓我們試著放手去做自己最

喜歡的樣子，其實你不是不行，有時候我們只

是少了一點被別人討厭的勇氣，希望你也可以

在這裡找到一些遺失已久的東西。

▲105年10月「食在真享瘦」主題書展

▲

105年11月「良言美句」好書推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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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潤2016創新創意競賽佳作

▲

 英語話劇比賽活動花絮

▲ 黃金海岸淨灘活動花絮

▲ 部落兒童衛生指導

▲ 師生與超人醫生徐超斌合影

▲ 社區關懷據點老人健康指導

▲ 南迴12天活動圓滿完成超開心

　　　　　　名次

班級與題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五護四1

題目

Fantastic baby Don't trust anyone Be strong for yourself

五護四2 Town of moon world Pokemon Go! The Cursed Internet

五護四3 Angel's birthmark John and Mary Baby is coming back

五護四4 Zombies' orld Crazy Morphine Receiving or losing

五護四5 Alice in unknown land Be careful Let love spread.

五護四6 Room and equipments
Blood

Hospital staffs

貳、護理科學生本學期參與校際競賽成績優異，成果如下：

日期 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名次 獲獎同學 指導教師

105.09.24
慈濟科技

大學

2016 Maker Battle
創意實務競賽

第三名

陳怡愉、陳意晴、

黃芊華、楊憶萱、

顏子晴

陳玫君

105.10.06
崑山科技

大學

萬潤2016創新創意
競賽

佳作獎

候孟萱、黃琪芳、

劉嘉玉、鄭淳尹、

呂夙慧

陳玫君

佳作獎

王　婕、余楚鈞、

周聖涵、埕貝妤、

方宣雯

陳玫君

佳作獎

于絲涵、方郁淇、

王尹禎、王貞予、

徐琪萱

陳玫君

105.11.18
崇仁醫護

管理專科

學校

105年度生命教育
融入健康照護創意

影片競賽

第一名

吳瑩琪、呂夙慧、

孫于婷、黃琪芳、

鄭淳尹、江佳諭

趙安娜

105.11.26
弘光科技

大學

105年臺灣技優護
理師實作競賽

甲等獎 吳品萱 黃美荏

吳佳珊甲等獎 張雅情

105.12.11
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

105年中護盃第三
屆CPR接力賽

最佳團

隊獎

王奕心、劉香君、

顏詩芸、劉怡萱、

黃怡寧

何雪珍

趙安娜

護理科訊

一、105年10月31至11月4日 與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辦理英
　　語話劇比賽，各班名次如下：

二、105年11月25日本中心與老人服務事業科辦理大型志願
服務—黃金海岸淨灘活動

英語話劇比賽為本校提升外語

能力的重要活動，藉由同學用英語

自編自導自演來加強應用語文之能

力，並將網路安全與生命教育的概

念融入劇中，可謂一舉多得。

通識教育中心訊

本科鼓勵學生將所學的專業知

能結合服務學習活動，以培育關愛

與助人之素養與能力。此次的服務

學習活動擴展到醫療資源較缺乏的

偏鄉臺東縣達仁鄉。蔡秀美老師帶

領10名學生志工，在105年8月18日

至29日至臺東縣南興村、新化村及

安朔村的老人關懷據點、土坂村方

舟教室進行為期12天的偏鄉社區服

務學習活動。

活動內容包含至老人關懷據點

帶領長者活動，進行衛生教育與健

康服務（如體位測量、血壓及血糖

檢測、高血壓及糖尿病衛教），也

帶領動手做藝術公益活動（如平安

御守及小天使）等。另外，也安排

至南田部落的身心障礙者及森永部

落的活動不便之老人家中，進行居

家關懷訪視。兒童關懷活動則有土

坂方舟教室的兒童美術指導（如黏

土、畫畫及面具）、衛生教育指導

（含性騷擾、傷口護理、傳染病防

治、防止暴力及身體保健）、以及

遊戲帶動，參與的學員從幼稚園至

國中二年級均有。

活動結束後，師生會針對當天

活動的情形進行檢討與改善，並為

隔日的活動流程、道具進行準備、

討論與預演。這次的服務學習活

動，除了讓學生對偏鄉的醫療資源

與需求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有機

會將自己所學的知能發揮。「在別

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體會自己的專業價值，學會施比受

更為有福的意義外，也學習到部落

文化，體驗當地飲食、傳統服飾，

參與難得的豐年祭活動及訪問地方

耆老等等的文化學習活動。

壹．護理科學生「送愛到部落」─臺東南迴偏鄉社區服務學習

隊伍名稱：南護衝鋒隊

作品名稱：刀、叉匙

獲獎學生：歐品廷、黃詩樺（老人服務事業科二年1班）

三、105年10月6日黃美玲主任與陳秀娘老師帶隊前往參加
萬潤2016創新創意競賽榮獲高中職組佳作：

本次活動由黃美玲主任、林靜

憶老師及許劍橋老師帶隊，參加班

級分別為護理科一年1班、2班、3

班及老人服務事業科一年1班，共計

184人參加。淨灘活動是推展環境教

育重要的實踐活動，同學在親眼目

睹海灘的垃圾與雜亂，花費三、四

小時整理環境後，不但能深刻體認

隨手做環保的重要，並且了解愛護

環境有賴每個公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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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妝綻放- 華爾滋團體舞

▲ 萬潤2016創新創意競賽獲獎同學合影 ▲ 中護盃第三屆CPR接力賽獲最佳團隊獎

▲ 彌勒家園-植樹活動

▲ 2016 Maker Battle創意實務競賽參賽同學 ▲張雅情（左）、吳品萱（右） 各獲得臺灣技優
護理師實作競賽甲等獎

二、「2016第二十屆台灣高雄市長盃全國美容美髮競賽大會」
序號 班級 姓名 競賽目名稱 獎項

01 五妝3-1 江珮綺 少女化妝組 第一名

02 五妝2-1 盧映竹 少女化妝組 第三名

03 五妝2-1 陳宥蓁 少女化妝組 第四名

04 五妝2-1 張靖瑜 少女化妝組 第四名

05 五妝3-1 孫崎豪 創意宴會化妝組 第四名

06 五妝3-1 莊詩晴 新娘化妝組 第四名

07 二妝2-1 劉芝攸 背部芳療Spa組 第四名

08 二妝2-1 蘇美慈 背部芳療Spa組 第四名

09 五妝4-1 康琅壹 背部芳療Spa組 第四名

10 五妝4-1 李海若 紙上創意化妝組 第一名

11 五妝4-1 陳羿如 紙上創意化妝組 第四名

12 五妝4-1 黃筱琦 紙上設計圖作品組 第二名

13 五妝4-1 吳沁恩 紙上創意化妝組 第三名

14 五妝4-1 林君樺 新娘紙上化妝組 第四名

15 五妝4-1 洪妙芬 新娘紙上化妝組 第四名

化妝品應用科訊

▲ 迎新-團體照 （I）

▲ 迎新-闖關遊戲 （II）

化妝品應用科科學會成立於

民國98年，歷經7個寒暑，雖然一

路上跌跌撞撞，但在全科師生的

努力下，終於在105年校內社團評

鑑中榮獲第2名的佳績，全科上下

欣喜無比，感謝所有給我們支持鼓

勵與協助的校內外人士。秉持著

成立宗旨，在開學第二週周末（

105/10/01）7部遊覽車浩浩蕩蕩駛

往台糖高雄花卉農園中心舉辦科內

迎新活動，除了藉由烤肉活動讓每

個家族內的新進學弟妹與學長姊彼

此認識外，更安排闖關遊戲讓大家

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更拉近師

生間的距離；10月份及11月份的

兩場專題演講則涵蓋專業知識（創

新創意主題）及技能（時尚繪畫教

學）的提升；12月壓軸的化妝舞會-

舞妝綻放-提升國際觀活動，更進一

步的激發出同學們的創意及團結合

作的表現，大家願意利用中午午休

時間學習國際舞蹈（華爾滋）令人

好不感動；4場次的帶動中小學及

學期結束後（106/01/21）至六龜

彌勒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幫忙建

造「長壽窯」（以花生-長生果為造

型而取名）及種樹等服務性活動，

更顯現出小愛也可以化為大愛的精

神，整個妝品科在科學會的帶動下

更為和樂融融，成長茁壯，未來我

們會更加努力，創造具獨創性、光

彩耀眼的化妝品應用科。

壹．狂賀化妝品應用科於校內社團評鑑勇奪第二名佳績

一、詹慧珊老師、黃品璇老師、王

月娥老師、許淑妙老師及林宣

瑄老師指導26名選手，參與105

年11月23日「2016年第2屆國際

文創盃設計競賽」，榮獲獎項

如附表一。

二、詹慧珊老師、黃品璇老師、許

淑妙老師指導15名選手，參與

105年12月10日「2016第二十

屆台灣高雄市長盃全國美容美

髮競賽大會」，榮獲獎項如附

表二。

貳、105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競賽優秀成果如下：

一、「2016年第2屆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
序號 班級 姓名 競賽目名稱 獎項

01 五妝3-1 李玟昀
1.乙級華麗新娘紙圖
2.髮片編梳設計

第一名

第二名

02 五妝3-1 洪瑛霙
1.乙級華麗新娘紙圖
2.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第四名

03 五妝3-1 陳禹蓁
1.乙級華麗新娘紙圖
2.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第二名

04 五妝3-1 王亮云 時尚化粧臉部真人 第二名

05 五妝3-1 陳詩婷 創意設計圖（靜態） 第二名

06 五妝3-1 洪甄憶 創意設計圖 （靜態） 第四名

07 五妝3-1 王幸蓉 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08 五妝3-1 曾淑芳 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09 五妝3-1 江珮綺 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10 五妝3-1 黃慧芳 髮片編梳設計 第三名

11 五妝3-1 陳貝怡 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12 五妝3-1 蔡鳳玲 髮片編梳設計 第四名

13 五妝3-1 楊湘茹
1.芭比娃娃宴會禮服
2.髮片編梳設計

第一名

第三名

14 五妝3-1 葉子瑄

1.芭比娃娃宴會禮服
2.晶鑽彩繪靜態作品
3.髮片編梳設計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15 五妝3-1 莊詩晴
1.晶鑽彩繪靜態作品
2.髮片編梳設計

第二名

第一名

16 二妝一 施維恩 芳香療法 第二名

17 二妝一 陳怡如 芳香療法 第四名

18 二妝一 張雅琇 芳香療法 第四名

19 二妝一 蘇思云 芳香療法 第一名

20 二妝一 魏奐君 芳香療法 第三名

21 夜妝二1 方寅昌 芳香療法 第四名

 22 五妝4-1 王筑靜 新娘包頭現場組 第二名

23 五妝4-1 許庭溱 假人頭特殊造型靜態組 第一名

24 五妝4-1 黃羽婕 假人頭特殊造型靜態組 第二名

25 五妝4-1 蕭岑安 面具靜態作品 第一名

26 五妝5-1 張雅涵 美睫真人創意設計現場組 第四名

106.1.23-25 輔仁大學
第二十八屆全國大

護盃─羽球團體賽
第一名

朱文輝、杜育茹、

楊文庭、楊薰汝、

洪淯筌、溫婷意、

林晉宇、楊正福、

許嘉禾、曾真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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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配合政府的長期照顧政策，

以發展社區化照顧、實現在地老化

為目標，於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一系列的活動，訓練學生具有能力

來協助政府政策之落實與推廣。在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培訓

課程」中，共有182位師生參訓，總

共取的181張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

測員證照，證照取得率99.5%；「樂

齡運動指導員」培訓課程中，共118

位教職員及學生參與，共取得118張

高齡者運動B級指導員證書。除此之

為慰勞同仁整年工作之辛勞，

人事室安排在106年1月18日中午

假弘景樓4樓舉辦歲末春節聯歡活

動，活動內容含圓滿團圓餐會、福

樂滿點摸彩及開懷歡唱同樂，讓大

家提前感受年節氛圍。130多位同仁

在歡樂氛圍中閒話家常及互道新年

快樂，是為凝聚與交流情感的難得

機會。現場原備有60個獎項提供摸

彩，校長另外再加碼10多組禮券，

更讓獲獎的欣喜歡呼聲此起彼落，

多次為活動帶來高潮；當宣布最大

獎洗衣機得獎者為老人服務事業科

楊依璇小姐時，在喜悅及尖叫聲中

也為摸彩活動劃下句點，期待來年

更精彩的獎項。

校方每年尾牙均熱情邀約退休

人員一同團拜，本次有26位同仁回

校歡聚。除表達肯定及感謝退休人

員以往的奉獻，並讓大家得以和老

▲ 幸運得獎同仁合影

▲ 共度歡樂圓滿時光

▲ 恭喜幸運贏得頭獎同仁

▲ 餐會中充滿溫馨歡樂氣氛

▲ 退休人員踴躍出席春節聯歡活動

▲ 古都解說員訓練-實務解說活動孔廟文化園區巡禮師生合照

▲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培訓課程學員合影

同事相聚，互相關懷了解近況。退

休人員的人生閱歷豐富，也讓現職

同仁藉此機會與前輩們進行經驗交

流及傳承。

另外為感謝平日協助習實業

務之醫療院所，特邀請相關單位共

襄盛舉，計有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

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衛

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臺南市立醫

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大安婦幼

醫院、晉生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晉生

護理之家及晴安牙醫診所等貴賓代

表蒞會，讓活動倍增光彩。與會貴

賓在感受校方誠摯的謝意及現場歡

樂氣氛下，紛紛捐贈摸彩獎品並引

吭高歌，掌聲及驚叫聲不絕於耳。

活動在美食、美聲和美好心情中圓

滿完成，期盼大家新的一年工作、

家庭圓滿順遂。

人事室訊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外，為讓學生具有跨領域的專業合

作機會，也辦理「古都解說員訓練

（含實務解說課程）」、「領隊導

遊養成訓練班」，讓本科同學與本

校它科同學共同學習與交流。為讓

同學對業界老人服務有更進一步認

識，辦理多場專題演講、業師協同

教學、及業界參訪活動；更因是老

師們帶領學生走入社區與機構， 進

行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能「做中

學、學中做」，並落實學以致用。

106年新春飛揚春節聯歡會

同仁熱情參與春節聯歡活動

▲2016年第2屆文創盃設計競賽指導
教師與選手合影

▲

2016年第二十屆台灣高雄市長盃
全國美容美髮競賽大會指導教師

與選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