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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保健的先鋒是鍾信心校長的手稿，鑲嵌在本校「信心樓」
的牆面

▲ 整修信心樓的幕後推手陳校長文貴▲ 鍾信心校長與張瑪龍建築師於信心樓前合影留念，攝於
103年12月30日

▲ 陳校長與畢業班同學於信心樓前合影▲ 整修後的信心樓歷久彌新融入現代化校園景觀

焦點新聞

!  The Nurse, Pioneer of Health! The Nurse, Pioneer of Health
鍾信心校長擔任本校首任校長適值三十而立

之年，是當時全國最年輕，也是極少數的女校長

之一。因為年輕，秉持著做事不怕難的心態，對

未來充滿熱忱及理想。她認為：護理不僅是一分

慈悲和溫柔，也是「科學」，更是一門「照顧生

命的藝術」。除了培養紮實的專業知識外，更強

調護理人員要熱心、誠懇，用愛關懷每一個人，

才能做好護理工作。

正因為護理專業面對的是「生命」，所以她

信心樓　有一天　就算我不在了，它還會一直都在！

堅持護理教育一定要嚴格，一點都不能馬虎，護

理人員除了紮實的專業知識外，更要用「心」去

對待病人，讓他們可以感受到「溫暖」的醫病世

界，並以「護士！保健的先鋒」來嘉勉與期許同

學。

本校第一棟校舍信心樓於43年12月14日落成

啟用時，鍾校長更將「護士！保健的先鋒」鑲嵌

於牆面，希望這句話能銘刻在同學心上，永遠把

護理工作視為生命的榮耀。

本校創始於民國41年6月1日，原名「臺灣省

南部醫事人員訓練預備班」，設立之初使用省立

臺南醫院門診部舊址為建校基地，並借用省立臺

南醫院一隅的講堂充當臨時教室。民國42年8月1

日正式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南高級護理職業學校，

委派鍾信心女士為首任校長，面對經過二次世界

大戰空襲洗禮，彷如廢墟般地被世人遺忘的校

地，鍾校長義無反顧擔起創校的艱辛歷程。

儘管萬事起頭難，接下首任校長任務的她，

奮力不懈的四處遊說籌募經費，尋求各方協助與

支持，第一棟班舍終於在43年12月順利落成。這

幢南護的第一棟建築物，隨後庇蔭了莘莘學子逾

一甲子的日曬風霜，綴滿歲月痕跡。時序迭變為

了讓它歷久彌新繼續陪伴南護人，特別邀請張瑪

龍建築師協助整修活化。於是，兢兢業業施工保

存了其原始的優雅風姿，輔以契合現代化需求的

設施，讓它成為南護的永恆見證，再度引領南護

人前進未來。六十週年校慶前，經過全體師生的

命名與投票，從此，它被賦予了全新雙重意義的

名字-「信心樓」；彷彿牢牢記住了鍾校長信心對

這座校園篳路藍縷的奉獻，與南護人風雨無畏、

勇往向前的信心。

103年12月30日本校「綜合教學暨實習大

樓」及「學生宿舍大樓」落成啟用，陳校長文貴

特別邀請鍾校長返校，親自見證南護的成長與發

展。當時鍾校長已經92歲高齡，回學校四處走

走、看看，所到之處，總是引來南護小女生們的

歡呼與尖叫，就像是個Super Star，師生們爭先想

要與鍾校長合影留念。

但是，當鍾校長一看到「信心樓」時，竟

也像個孩童般的雀躍，直嚷著「幫我拍照，我要

跟它一起拍照」。一旁的張瑪龍建築師見狀，也

緊抓機會，上前和鍾校長合影留念，並相互分享

「信心樓」的點點滴滴。

巡禮後，鍾校長很滿足的指著信心樓說：

「有一天就算我不在了，它也會一直都在」，感

謝南護全體師生的努力與付出。是的，「有一天

就算我不在了，它也會一直都在」，信心，會一

直充滿在所有南護人心中，頂天立地瞻望美好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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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全景 ▲ 整修前的紅樓 ▲ 工事進行中的紅樓

▲ 紅樓前談笑風生的陳校長與學生

臺東縣達仁鄉交通不便，只有

保健站負責鄰近部落居民的基本醫療

保健工作，缺乏完善的衛生服務及教

育，居民若病情嚴重更需長途跋涉到

外縣市才能就醫。因部落內年輕人外

移，老人缺乏關照，隔代教養及學童

課後輔導資源不足，民眾日常生活各

方面問題繁多罄竹難書。當地排灣族

醫師徐超彬醫師長期關注族人困難，

希望號召有心人士幫忙；本校師生深

受其精神感召，願盡一己之力協助他

持續關照偏鄉族群的健康問題，並伸

出關懷的手服務部落內老人小孩，特

於105年完成辦理第一年的偏鄉社區
服務學習活動，參與過程中獲得滿

滿成就感；因此，特別規劃第二年

活動，希望透過每年辦理偏鄉服務學

習，讓護理科學生發揮自己的專業知

識技能，教導兒童與老人健康促進的

概念和日常預防保健的知識與技能，

傳遞愛與希望到部落裡；也期待更多

不同科別的同學熱心的參與以擴大服

務層面。

◆計畫內容及施行方式：
活動前一年先甄選志工團員進行

培訓與準備，利用暑期前密集開會籌

備出團事項及準備教具。並與社團法

人台東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連

繫配合時間，利用暑期在台東達仁鄉

山地部落三個老人關懷據點、大武鄉

一個老人關懷據點及達仁鄉土坂村的
兒童方舟教室，進行為期8天的老人
健康關懷（含健康檢測、衛生保健指

導、健康操帶動等）及兒童衛生教育

活動（含衛生保健教育、課後輔導、

帶活動等）。活動進行中觀察紀錄彙

整部落的主要健康問題，適當調整衛

生教育內容，並作為下屆團員進行衛

生保健教育及健康服務之參考。南迴

健康促進關懷協會事前會將志工團的

服務做成海報公告在關懷據點，鼓勵

居民參與以提升健康服務的成效。

◆期許與未來目標：
團隊成員可藉由該志工活動深

入瞭解排灣原民文化，日後在提供原

民族群健康服務時，能更懂得尊重與

理解，還可從學習中瞭解文化差異對

健康信念的影響及民眾的健康問題與

服務需求，充分印證學理並發揮健康

服務專長。同時深刻體認到偏鄉部落

民眾的醫療資源缺乏，健康知識的不

足，激發未來投入偏鄉社區健康服務

的熱忱。衷心期望本服務活動不是只

有帶給部落短暫的火花，而是年年都

能延續關懷一屆屆傳承下去，讓愛延

續，用南護人的真心守護南迴。

◆活動剪影：
1. 

2. 

3. 

4. 

5. 

6. 

7. 

8. 

學生園地

社團介紹

紅樓是日治時代的仿巴洛克建

物，於103年進行整修，恢復其紅磚
灰瓦古樸的外貌，是4、5年級校友返
校的唯二記憶（另一棟是信心樓）。

立面是由基座、屋身、屋頂三段組合

而成，基座上留有半圓拱的氣窗，屋

身每一柱間開二窗為一單元，抿石子

裝飾著的半圓拱直立窗，搭配著灰色

的屋頂，入口門樓開間突出，搭配著

階梯，形塑入口意象，是學校最悠美

的歷史建物。

整修前紅樓屋身管線林立，紅磚

面及抿石子裝飾物部分剝落，窗戶老

舊開啟困難，內部牆面有多處裂痕，

有耐震疑慮。故於校

園重新整體規劃時，

一直在評估是否要予

以拆除，最後考量是

校友們珍貴的記憶，

於是穿鐵衣進行結構

補強，將老舊的屋瓦

拆除，牆面重新清潔

處理，抿石子重新粉

刷，置換越檜的木門

窗，內部木構架受蟲

蛀蝕的部分予以更新，牆面以麻絨白

灰粉刷，鋪設高架地板，「老屋新

立」不但整體煥然一新，更保存了紅

樓的古典風情。

紅樓是南護人一幕幕的歷史場

景，裡面有南護人珍貴的記憶，也有

南護人辛苦與歡笑的歷程。願紅樓於

南護校園長存，也希望校園中的點點

滴滴在每個南護人心中常存。

 

狂賀！陳姿婷狂賀！陳姿婷

榮獲106年大專護理系（科）榮獲106年大專護理系（科）

學生護理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學生護理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

（OSCE）競賽第二名（OSCE）競賽第二名

賀！南護社團評鑑賀！南護社團評鑑

◎ 百野童軍社六連霸蟬聯冠軍◎ 百野童軍社六連霸蟬聯冠軍

◎ 保健服務社勇奪亞軍◎ 保健服務社勇奪亞軍

◎ 手語社及老人服務事業科並列季軍◎ 手語社及老人服務事業科並列季軍

恭喜！106年臺東鼓舞志工團 -「送愛到部落」臺東南迴偏鄉社區服務活動恭喜！106年臺東鼓舞志工團 -「送愛到部落」臺東南迴偏鄉社區服務活動　　入圍青年志工服務績優團隊決賽

1. 2. 3. 4.

8.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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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五專 夜二專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科別 化妝品應用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老人服務事業科

正取人數
1

李珞瑄

1
展寧

2
陳怡寧、蘇詩婷

1
李韻華

五專部 （一般生34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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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特種外加2% 250（原5身5） 49（原1身1） 50（原5身1）

五專優先免試104 88（原3身3） 8（原1身1） 8（原3身1）

南區五專245 162（原2身2） 41 42（原2）

參加【五專優先免試

入學】管道

107年5月21至25日
報名

A.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全國一區辦理招生，採電腦選填
志願分發，不限地區、學校、科組，至多可選擇30
個志願。

B.全國各校科組統一積分採計項目，包含競賽、服務
學習、技藝優良、弱勢身分、均衡學習、志願序、

國中教育會考等7項。

【南區五專免試入

學】比序加權方式

107年6月20日至28日
通訊報名

107年7月1日至2日
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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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部（一般生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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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生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設計群 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名額（人） 2 33 2 37

計分方式
統測分數（30%）
面試分數（70%）

統測分數

報名方式 請向二專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二專夜間部（一般生22名）（夜間部二專化妝品應用科自107學年度起停招）

學  制
二專部 （夜）

老人服務事業科

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

名額（人） 22

計分方式 書面審查

報名方式 招生專線06-2110648

【選擇南護　就有出路　升學就業　南護就YES！】

護理科

五專三年一班 李易珈 李昱瑩 吳芯華

五專三年二班 潘昱姍 徐砡喬 郭蕓慧

五專三年三班 蔡欣霈 楊怡萱 張智煌

五專三年四班 陳品諼 邱宜玲 郭于婕

五專三年五班 許雅雯 鄭文馨 賴姿伶

五專四年一班 顏妤珊 陳雅筠 謝佳恬

五專四年二班 莊富翔 林玉珠 何怡庭

五專四年三班 鄭玉蘭 黃郁雯 林家琦

五專四年四班 陳千惠 楊翎琪 吳亭沂

五專四年五班 王怡萱 劉昱 李姿儀

五專五年一班 王聖雅 林庭萱 江幼君

五專五年二班 胡秋鳳 陳怡愉 方郁淇

五專五年三班 顏榆珊 許宇妏 簡瑜萱

五專五年四班 黃婷吟 葉紘瑜 蘇郁淇

五專五年五班 李蕙如 孫芳槿 蔡仲威

五專五年六班 施秀蓮 吳世婷 陳雅慈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林婉逸 黃妍甯 周庭誼

五專二年一班 林鈺惠 黃子昀 陳儀綸

五專三年一班 黃詩雲 王昱婷 曾宥稘

五專四年一班 蔡依潔 徐瑄 曾淑芳

五專五年一班 李海若 張婉婷 高敏芳

二專一年一班 黃筱燕 吳怡岑 林品蓁

二專二年一班 江維妙 劉芝攸 陳怡瑄

夜二專二年一班 林儀庭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李芳如 施博筎 鍾宜秀

五專二年一班 黃詩婷 洪淑儀 黃綵羚

五專三年一班 林玟昕 張瑀軒 劉宇容

五專四年一班 石珮渝 徐玉琴 龔育論

夜二專一年一班 林博揚

夜二專二年一班 陳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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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雅芳 廖采榆 柯慧淳

五專一年二班 方麗媚 周香均 陳姮羽

五專一年三班 鄭安伶 吳佳薇 馮梓慧

五專一年四班 文燕君 林庭先 陳弈璇

五專一年五班 蘇品兒 李淑慧 張育瑄

五專二年一班 易嫣然 黃俞瑄 陳怡安

五專二年二班 戴郁珊 洪祺 陳品璇

五專二年三班 徐資茵 高子菱 林婉筑

五專二年四班 徐鈺琇 吳姵婕 郭容均

五專二年五班 林云茜 何姍珊 顏珮亘

科別 班級 姓名

護理科

五專二年一班 鄭晨妤 簡妤軒

五專二年二班 王彩彤 莊濡亘
五專二年三班 劉歆宜

五專二年四班 徐羽宣 梁詩綺

五專二年五班 江辰卉 廖翊安

五專三年一班 邱桂眉 蔡如屏

五專三年二班 莊庭兒 陳志妍

五專三年三班 鄭翠卿 董貽雯

五專三年四班 曾真鳳 鄭路德

五專三年五班 連庭誼 林宏諺

五專四年一班 張雅淑 洪麒麟

五專四年二班 俞盈如 施佩杏

五專四年三班 梁渟仙 盧意

五專四年四班 廖家翃 林玗璇

五專四年五班 吳育滋 趙乙嬨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二年一班 楊庭瑄 鄭家薇

五專三年一班 林鈺真 陳靖淳

五專四年一班 施佩吟 郭寧

二專二年一班 徐樂琳 林靜瑩

夜二專二年一班 陳佩貞 邱琳容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二年一班 藍溱溱 陳宣均

五專三年一班 高翎笙 陳幸禪

五專四年一班 雷子嫺 梁紫靖

夜二專二年一班 高世容 王慧敏

三、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進步獎得獎名單

四、106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試錄取名單

註冊組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107學年度預定新生人數為445名，歡迎有興趣同學踴

躍報名。

◎107學年度招生一覽表

二、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得獎名單

教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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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裁判同學的辛勞，比賽結果

如下：

從105學年度開始含高中職以

下學生全面納入施打流感疫苗接種

對象，本年度教職員工生符合公費

施打對象造冊892名，完成施打861

名，施打率高達96.5%。106年度的

流行性感冒，來勢洶洶，校園隨之

感染這一波「流行」的風潮，期末

考試週有班級高達近20名同學出現

感冒症狀，所幸因班級施打疫苗率

高，加上各單位通力合作，嚴格實

施檢疫及執行正確防疫措施，讓同

學終於平安順利完成結業。

健康的生活型態及足夠的自我

保護力是提升免疫力一大關鍵，有

鑒於此，本學期持續推動健康促進

活動，包含與保健服務社推動入班

▲ 本校教職員工生校園集體施打流行性感冒疫
苗，提升防疫率

▲ 結合專業健身團隊，開辦 熊燃脂塑身班 ，提升
校園運動風氣

▲ 精彩的比賽過程（一）（二）（三）

106學年度南護盃班際羽球比

賽，歷經5週的廝殺，已於12月27日

完成全部賽程，感謝選手們熱情的

學務處訊

宣導、與體育運動組進行體適能檢

測及體脂肪測量、結合校外健身中

心辦理開辦學生「熊燃脂塑身班」，

共29名學生參加，並於12月14日

辦理成果展，課程圓滿結束。教職

員工的「我愛白開水預防代謝症候

群」活動，鼓勵大家每週至健康中

心測量體重、體脂肪、體內年齡、

BMI、新陳代謝率、內臟脂肪，共

32名同仁參與此次健康自主管理，

大大提升全校運動及喝白開水的風

氣。107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

學校實施計畫「健康續航熊介讚」，

希望大家持續共襄盛舉，培養健康

習慣，定期健康自主管理，提升自

我免疫力。

體育運動組

衛生保健組

▲ 暑期多益培訓班上課情形

▲ 國際護理職場證書（VEC）考試

▲ Zuvio&Evercam教育訓練講座

▲ 創新教學實務工作坊-磨豆與促味在教學上的應用

▲ 國際護理職場證書（VEC）考試

▲ 106-1學期第一次「提升全校英語能力」會議

　　　組別

名次　　　
團體組 個人組

第一名 五護三年四班 五服301陳政賢  五護304曾真鳳

第二名 五護四年四班 五護403林晉宇  五護403李佳恩

第三名 五護四年二班 五護405楊翔笙  五護401劉志寧

第四名 五護四年一班 五護201許周楊  五護201李蕙妤

第五名 五護四年五班 五護405許嘉禾  五護405許雅芳

第六名 五護二年一班 五護404楊正福  五護302陳盈君

106學年度第1學期教師教學反

應評量，學生已於當學期末完成線

上填寫，待統計彙整後送簽各科（中

心）主任及校長，並核發前15%評量

成績優異之任課教師感謝函。

本學期我們持續使用英語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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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各班英語自

學課程學習成效。同時為鼓勵全校

學生積極達成英語能力畢業指標，

凡參與本中心辦理之證照輔導活動

並通過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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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

暑期辦理「多益增能教學社群」，以

及「校園多益考」（TOEIC）活動，

學員們於該項輔導檢定考試中成績

優良，通過率達70%。另外，我們

也在107年1月12日（五）與財團法

人語言訓練中心聯合舉辦「大學校院

英語能力測驗」（CSEPT），總計有

31名應屆畢業學生參加考試。達到

對應CEF-A2等級（130∼169分）人

數18人，通過比率58%。

為了推展全校Moodle數位教學

平台使用率，有效提升教學品質與

學習成效，我們每學期以人工方式

匯入全校課程，並辦理相關研習。

自104學年度推廣以來，使用率逐年

增加，越來越多教師使用此數位教

學平台與同學互動。運用Moodle數

位平台，教師們可以有系統地建置

數位教材與循序課程，同學們可以

課後複習、課前預習課程內容，不

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有效提升學

習效率。

106-1學期也嘗試使用課堂教學

互動工具（Zuvio），藉此增加教師

與同學們的互動，師生們有不錯的

反應和回饋。相較於Moodle數位教

學平台非同步性質，即時教學互動

工具更能有效反應出課堂上同學們

的學習狀況，並提升專注力。106-1

學期全校使用次數：學生作答﹢互

評﹢點名﹢回饋次數累計達：9271 

次。

為了增加同學在醫護職場的英

語溝通能力，我們在護理科四年級

開設「護理專業英語溝通能力創新

課程」，並與國際護理職場證書考

試（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English 

Certificate for Nursing：I-VEC-N）

鏈結。課程結束後，部分修課同學

於107年1月21日參加國際證書考

試。本次考試由英國格林威治大學

研究出版部偕同本校英語創新課

程計畫辦理。以真實與線上課程混

成、護理職場專業與菁英諮詢、同

儕與個別強化輔導等策略，協助本

校護理科同學在既有英語能力基礎

上，橋接職場專業英語溝通能力。

本次考試成績相當優異：總計51位

同學應考，44位同學通過。整體通

過率：86%。其中一位同學獲成績

傑出獎（distinguished），12位同學

獲成績優秀獎（merit）。

教師發展中心

另外106學年度寒期班，分別有

護理科五專部「藥物學」、「基本護

理學實驗（二）」以及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部「化學」等3班，修課學生計

有6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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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至12月開設社工師

學分班第13期（6班）、社工師學分

班第14期（6班）、ETTC創傷急診訓

練研習班1班、ACLS高級心臟救命

術3班、美容乙級輔考班2班、BLS-

BTLS基本救命術及基本創傷救命術

訓練班3班、EMT初級救護技術員訓

練班2班、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合作法

律碩士學分班1班、社工師輔考班1

班及領隊導遊輔考班1班等各項課程

共26班，各項課程廣受好評報名踴

躍。護理類型研習課程成效最佳，

通過率高達99%，可喜可賀。

107年1月，首次開設就業服務

員乙級輔考班，課程內容主要為輔

▲ ACLS學科教學

▲ ACLS術科教學

▲ 就業服務員乙級輔考班上課實況

▲ ETTC上課實況

導學生考取就業服務員證照，未來

可至企業人資部門求職或政府部門

輔導民眾就業，課程內容多元且紮

實，課程中學員們與老師互動熱烈

受益良多，期待學員均能順利通過

證照檢試。

研發處訊

推廣教育組

一、就業輔導及職涯發展相關講

座：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

3場職涯講座，分別為「國家

考試面面觀講座」，提供學生

未來多元職涯規劃的方向、認

識國家考試及瞭解公務人員考

▲ 董鴻宗參事主講如何準備公職與證照考試

▲ 吳家慧老師主講老人服務的社會現況及趨勢

▲謝惠娟老師主講如何在職場防騙自我保護

▲學生參與職涯講座時積極踴躍發言

試類科及如何準備國家考試等

技巧。在學生未來進入職場前

的準備，如何自我保護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針對此議題辦理

「就業歧視禁止、性平法暨求

職防騙自我保護講座」，以教

實習就業輔導處

導學生如何避免就業歧視及認

識性別平等教育法，進而預防

求職詐騙，同時介紹目前就業

輔導資源及提供實用求職必勝

之秘笈；學生能踴躍發言受益

匪淺。在老人時代的來臨，老

人服務事業科日益備受重視，

特辦理「老人服務事業新趨勢

講座」，介紹老人服務的社會

最新現況及趨勢，並由講師分

享在此專業領域的求學、工作

及創業歷程，鼓勵學生老人服

務事業職涯發展。

二、辦理106學年度一年級學生進

行大專院校就業職能平台（

UCAN）「職業興趣探索」及

「職能診斷─職場共通職能」

團體施測，協助學生了解職業

興趣，自我規劃職涯發展，並

強化對學生個別職涯輔導之效

能。

三、職涯諮詢服務：本校學生如有

求職面試、履歷準備、職涯規

劃及醫院就業獎助學金申請等

相關事項需協助，歡迎至就業

輔導組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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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話劇比賽活動花絮

▲ 黃金海岸淨灘活動花絮

護理科訊

英語歌唱比賽

12月08日（星期五）  13 :00-

18:00辦理大型志願服務-黃金海岸淨

灘活動，本次活動由黃美 玲主任、

張素嫺老師、張愛萍老師、邵長平

老師、劉怡秀老師及鄭敬俐老師帶

隊，參加班級為護理科一年1班-5班

及老人服務事業科一年1班，參加人

數為2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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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了解愛護環境有

賴每個公民的努力。

通識教育中心訊

OSCE是一種用來評估教與學的

工具，經由精心設計過的多站考試

方式，測試學習者的臨床能力，並

藉以評估教學的成效，著重技能的

訓練與態度的培養，突破以往紙本

筆試無法評量學生真正臨床能力之

缺憾。

本科為提升學生臨床照護能

力，以培育更具實務能力之人才，

積極推動臨床模擬教學，在教育部

護理科學生高護實習前OSCE（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檢定

英語話劇比賽為本校提升外

語能力的重要活動，藉由同學使用

英語自編自導自演來加強應用語文

之能力，並融入『護理職場生命教

育』之主題，促進護理職場中對生

命之尊重，同時也關切憂鬱壓力等

相關議題，可謂一舉多得。

圖資中心訊

▲ 工作人員指導同學使用中文電子圖書 ▲ 同學以說書方式推介自己喜愛的圖書

106年度圖書館週活動於12月

4日正式開跑，首先登場的「語詞

接龍」活動，同學們利用圖書、期

刊及電子圖書等三種館內資源，腦

力激盪串接語詞，在遊戲中完成任

務，不僅認識圖書館館藏，亦添加

閱讀樂趣。

「閱讀分享舞臺」由同學推介

自己喜愛的一本圖書，透過分享書

中精采內容、讀後感想，甚或以說

書方式，讓聽者亦能從中得到驚喜

和感動，講者藉此紀錄自己美好的

閱讀經驗，讓分享成為彼此間流動

的美好回憶。

閱讀分享　創造美好回憶

　　　名次

　班級

　與題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五護四1
題

目

LOVE IS 
DEAR, LIFE IS 
DEARER

THE FRUSTRATION 
OF WORKPLACE

A PREGNANT WOMAN 
WHO WOULD COMMIT 
SUICIDE

五護四2
題

目

TEENAGE 
BULLYING

ACCOMPANY AND 
EXPERENCE

BE A SUPERMOTHER

五護四3
題

目
LOVE LIFE

ANGEL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HOPEFUL BABY

五護四4
題

目

THE 
CHRONICLES 
OF NIRE

DON'T BE A 
INTERNET ADDICT

RED SMARTPHONE

五護四5
題

目
OH LOVE YA! LIFE IS PRECIOUS HELEN'S DIARY

優勝班級鼓勵的同時，也選定由落

後班級擔任下學期環保志工，協助

資源回收室清點及記錄回收量。本

學期獲獎班級如下：第一名：護理

科二年一班、第二名：護理科三年

二班、第三名：護理科二年五班、

下學期環保志工：妝品科一年一

班。

配合臺南市加強垃圾分類、資

源回收工作的執行計畫，希望藉由

競賽過程增加資源回收數量，創造

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並落實校園

環境教育，提升學生動手做環保之

素養。

相關實施方式與計算方法為，

統計各班一學期回收之總量，給予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訊

在環保R e d u c e（減量）、

Recycle（循環再造）、Reuse（重

複利用）的3R原則下，以提升「資

源循環再利用」為宗旨，於107年1

月11日辦理校園跳蚤市場活動，提

供學生資源交換平台，藉此培養學

生愛物惜福、資源回收再利用、勤

儉節約、愛己助人的社會觀。

為鼓勵同學共襄盛舉同時舉辦

有獎徵答活動，活絡現場的氛圍，

促進學生積極參與，計有護理、妝

品、老服科16個班級參與，全校執

行成效：登記459項、販賣138項、

總金額12810元、資源回收再利用率

30%。

▲ 志工與同學攜手做環保

▲ 熱情參與的同學與販售的貨品

▲ 活動花絮

▲ 回收分類

▲ 主任秘書蒞臨並致詞

▲ 有獎徵答活動頒獎

一、106年11月06日-09日本中心與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辦理106學年度英語

話劇比賽，參加人數為241人，各班名次如下：

一、校園班級資源回收秤重競賽

二、校園跳蚤市場

二、106年12月01日（星期五）於弘景樓4樓活動中心辦理淨灘講座，主講

人為陳人平老師，參加班級為護理科一年1班-5班及老人服務事業科一

年1班，參加人數為3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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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讀題

▲ 106年大專護理系(科)學生OSCE競賽第二名▲ 第47屆全國技能競賽選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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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15-19 勞動部
第47屆全國技
能競賽─健康

照顧類

第五名 洪瑀婕

藺寶珍

周艷雪

吳佳珊

張祐瑄

106/9/23
樹人

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

106年度全國
五專學制學生

臨床護理照護

能力競賽

優勝

（第二名）
胡秋鳳 周艷雪

106/10/12
崑山

科技大學

萬潤2017創新
創意競賽

佳作獎
王雅諄　呂芸蓁

郭昱伶　傅冠菱
陳玫君

佳作獎
王臻霓　李佩姿

林亞臻　蘇育締
陳美芳

佳作獎
洪筱涵　張芳華

馮鈴鈞　蔡幸儀
陳美芳

106/11/10
長庚

科技大學

嘉義分部

「2017年第三
屆全國「想呼

吸，享呼吸」

創新設計競賽

金牌獎
王雅諄　呂芸蓁

郭昱伶　傅冠菱
陳玫君

106/11/11
弘光

科技大學

106年臺灣技
優護理師實作

競賽

甲等獎 胡秋鳳

藺寶珍

陳美芳

吳佳珊

106/12/06
輔英

科技大學

2017全國技專
院校護理情境

MV競賽

第五名

馬惠雯　林季賢

陳千惠　林玗璇

蘇靖雯　　　　

陳玫君

佳作

林純汝　許雅雯

黃嬂云　鄭文馨

賴奕涵　賴姿伶

江佳諭　　　　

陳玫君

106/12/23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106年大專護
理系（科）學

生護理客觀結

構式臨床技能

（OSCE）競
賽

第二名 陳姿婷 陳玉黛

近年來老年人口結構高齡化

議題成為我國高度重視的挑戰，所

以教育部門與福利部門挹注不少經

費，期望提升老人服務的質與量。

老人服務事業科在這樣的趨勢下，

不僅聚焦於國家政策發展的銜接，

也關注台灣各區域老人服務場域推

動實務的發展現況。鑒於長期照顧

服務法與長期照顧服務計畫2.0持續

推動，科在導入各項專業知能與相

關專業技術的同時，更強化教師在

專業、實務、技術等區塊的整合與

經營。這些除了體現在對學生的課

程設計與教學安排，以及每學期專

題演講與實務參訪的安排規劃上，

另一方面也聚焦在教師與各相關專

業的跨領域合作研習。

在老人服務事業的發展上，本

科主要以長期照顧的照護技術、資

源連結方法、福利資源整合的個人

照護領域等面向作為教育主軸，輔

以老人事業經營管理、休閒遊憩運

營、養生喪葬服務統籌等面向的專

業能力強化，使學生與教師們都能

掌握當今我國老人安養照顧與福利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發展的各種趨勢。是以近年透過各

種教育部計畫與產學合作機會，從

實務面、趨勢面、政策面導入學生

的教學、實習、實作、參訪、研習

及講演當中。

根據過往經驗，教師們儘管

經常透過各種管道了解各類知識與

資訊，但為整合科內老師們的共

識，數年來我們的足跡踏遍全國各

地知名有特色的老人服務實務機構

或組織，包括北部的雙連、長庚，

中部的永信、同仁，南部的悠然、

仁愛之家，東部的東基、門諾，內

容涉及長照ABC、照顧據點、居家

服務、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

團體家屋等各種院內式與外展式服

務。連帶的也將這些與老人服務現

場接觸互動的機會適度的開放給學

校師長們，共同來學習與成長，並

期待未來能經由各種互動觀摩的機

會來強化跨專業領域的發展整合。

今年開始臺灣將進入高齡社

會，產生的照顧議題更緊密地與日

常生活結合，不僅僅是長者、失能

者或障礙者有需求，預防性的活躍

結合老人服務現況趨勢的教學發展

▲ 106年臺灣技優護理師實作競賽甲等獎

▲ 「想呼吸，享呼吸」創新設計競賽金牌獎

計畫經費挹注下，於晨晞樓9樓規

劃建置臨床技能中心，含2間臨床

技能模擬教室及12間臨床技能檢測

教室，除作為「臨床實務整合」、

「進階臨床實務整合」與「綜合實

作」等課程教室外，並作為護理臨

床實務能力檢定之場所。

現規畫四年級學生到醫院實習

前均需接受OSCE檢定，本學年度於

106年11月25日辦理第二屆的高護實

習前OSCE檢定，考試項目為基本護

理學─靜脈給藥及內外科護理學─

抽吸，由 基護組與內外科組教師13

人擔任考官協助監考，共計248名學

生完成檢定，通過檢定者已發予檢

測證明。

▲ 考生操作靜脈加藥技術

▲ 考生操作抽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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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通識教育中心 謝水木 講師 退休 106.08.01

護理科 陳淑娟 講師 留職停薪 106.08.01

實習輔導處 洪盟惠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6.08.01

實習輔導處 王怡方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6.08.01

教務處 陳佑榕 校聘組員 離職 106.08.25

實習輔導處 林培歆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6.08.28

實習輔導處 吳佳珍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6.08.31

學生事務處 陳慧津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6.09.04

教務處 蘇郁傑 校聘組員 到職 106.09.14

主計室 傅珍梅 主計主任 離職(調任) 106.09.15

主計室 蔡雅文 主計主任 到職 106.09.15

學生事務處 洪靖婉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6.09.18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曾怡菁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6.09.25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劉靜圜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6.09.25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欣怡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留職停薪 106.10.18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曾怡菁 校聘組員 復職 106.11.25

總務處 許成智 技工 到職 106.11.30

總務處 蕭兆弘 校聘組員 離職 106.12.11

學生事務處 陳慧津 校聘組員 復職 106.12.16

學生事務處 洪靖婉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6.12.16

學生事務處 陳虹憓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6.12.24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素嫺 教授 升等 106.02.01

學生事務處 蘇鈺婷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6.12.25

學生事務處 張瓈文 校聘校安人員 到職 107.01.01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劉靜圜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7.01.01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陳柔安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7.01.01

總務處 徐保誠 校聘組員 到職 107.01.04

實習就業輔導處 黃雅綉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留職停薪 107.01.16

護理科 周艷雪 講師 退休 107.02.01

護理科 蕭華岑 助理教授 到職 107.02.01

護理科 張麗娟 助理教授 到職 107.02.01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陳柔安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7.02.22

▲ 本科學生至雲林同仁仁愛之家參訪

▲ 跨領域教師參訪門諾壽豐醫院護理之家

▲ 學生前往台中永 信松柏園參訪

人事室訊

歲末為慰勞同仁平日辛勞的工

作及促進彼此情感交流，人事室於

107年1月25日（星期四）中午假弘

景樓4 樓舉辦歲末春節聯歡活動，內

容包含圓滿團圓餐會、福樂滿點摸

彩及開懷歡唱，讓大家抽空團聚共

享年節喜樂的氛圍。

142位同仁在愉悅氛圍中閒話

家常互道新年快樂，成就凝聚共心

互相關懷的美好時刻。活動現場提

供近60個獎項摸彩，校長體恤大家

的辛勞額外再加碼數組禮卷，讓在

座眾人不約而同引頸期待幸運之神

的眷顧。抽獎過程中校長及各處室

主管風趣幽默的提點，使得獲獎的

欣喜歡呼聲此起彼落，多次為活動

帶來高潮。在喜悅及獲獎的尖叫聲

中本年度最大獎iPad得獎者為老人

服務事業科姚奮志主任，老服科已

經連續兩年獲得最大獎，恭喜獲獎

者；其他科室同仁繼續加油！期待

明年更精彩的抽獎活動。

▲ 恭喜幸運贏得頭獎同仁

▲ 退休同仁上台歡唱同樂▲ 退休同仁齊歡聚

▲ 幸運得獎同仁合影

校方關心退休同仁的權益，配

合活動時程貼心安排當日上午同時

舉辦退休制度新法說明會，邀約退

休同仁回校探討新制度的施行細則

並參加聯歡活動，本次共有33位退

休人員回校同樂歡聚，人數為歷年

最踴躍。

另外為感謝平時大力協助學校

各項習實業務之醫療院所，特邀相

關單位參與同樂，共享年節歡樂氣

氛；計有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臺南市立醫院、大安婦幼醫院、

晉生醫療社團法人附設晉生護理之

家、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等各單

位貴賓蒞會，使得活動倍增光彩。

與會貴賓有感於校方熱情招待及現

場歡樂氣氛，紛紛捐贈摸彩禮卷及

獎金，掀起更多的掌聲及歡呼聲。

聯歡會在美食、美聲和美好心情中

落幕，期盼大家新的一年職場與家

庭圓滿如意。

107年新春飛揚春節聯歡會

共度歡樂圓滿時光

本校人事動態（106年08月至107年02月）

▲ 帶領社區長輩至虎頭埤健走

老化政策及實務領域、照顧者的照

顧負荷與照顧技能也都是未來需要

逐步關心與強化的知能技術。老服

科自詡為南部地區長照實務技術與

福利知能的領頭羊，我們將展開更

多的專業合作，發展更具實務意義

的教育社群，期待給予學生超過實

務領域的滿滿知識與大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