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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校長文貴

107107
文書組，在各個機關、學校裡，通常都是屬於最

安靜、最沒有聲音、甚至是最弱勢的單位之一。各個

機關、學校的直屬長官、正副首長，甚至都沒到訪過

文書組或者是檔案室。換句話說，文書組究竟在做什

麼？通常鮮少人瞭解，也不會有人重視。

靜柏自99年2月1日起，開始接任本校文書組組
長，本校文書組僅有2名人力，是全國文書組人力最
單薄的學校，之前或因人力不足、或因空間有限，長

久以來，檔案管理之立案、編目、清查、解降密、清

理、銷毀等相關工作，遲遲未起步。

靜柏秉持著「對歷史負責」的心態，一步一腳

印，著手將未盡完善的檔案管理工作，從100年度
起，開始訂定檔案管理中長程計畫、年度計畫及SOP
標準，讓各項業務有所遵循，並落實管考，檔案管理

業務方逐步導入正軌，而校長、副校長及總務主任等

長官，開始對文書組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在文書組七、八年期間，備極艱辛，但是靜柏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做對的事，努力把事情

做對，終於讓本校檔案管理績效，開花結果，不但

榮獲105年度「第14屆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之最高
殊榮，個人更因此榮獲106年度「第15屆機關績優檔
案管理人員金質獎」，使本校檔案管理榮獲「金檔

獎」、「金質獎」雙金的肯定，創造南護檔案的金檔

傳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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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文書檔管工作已經8年多了，也連續舉辦8
年的檔案展，在這8年期間，經常有人問我，南護沒
人、沒錢、沒資源、沒空間，辦展又非常的辛苦丶相

當的累人，為什麼要每年辦展？民國100年時，為了
配合教育部檔案管理訪視，靜柏特別舉辦「建國百年

南護檔案展」，這是本校第一次的檔案展，展覽規模

雖小，但是我仍用心舉辦，結果不但讓陳文貴校長大

為驚艷外，更吸引全體師生及校友的目光，還有多位

校友倍受感動，當場捐款。

當天，臺南大學李專門委員在本校的檔案展中，

看到他小學同學的相片，非常感動，原來他的小學同

學是本校第24屆的畢業校友，可是，因為難產、因
為血崩，她已經在天堂，李專委找我要相片，因為他

只想填補他一輩子的思念與想念。也正因為這個小小

小的檔案展，讓公共電視客家電視臺蔡靜茹導演找到

本校，跟我要智慧財產權的使用權，因為她正在拍攝

本校首任校長的紀錄片「世紀的寶貝　護理之心鍾信

心」，連鍾校長都沒有的資料，竟然在本次的檔案展

中完整呈現。

第20屆已經畢業40年校友的女兒鄭小姐，特地
請假回學校來找我，因為她的母親生病了，什麼都不

記得了，可是竟然還記得她曾經讀過南護！鄭小姐一

心一意只想幫她的母親，找回以往的記憶與回憶。

原來，我們的所作所為，如果認真的做、好好的

做，不但能夠成就自己，也可以造就別人。

檔案不該只是一份冷冰冰的文件，靜靜地躺在檔

案室中，而終了一生。檔案是時光的鏡子，照亮了歷

史的痕跡，它保留了時代的見證以及珍貴的記憶，如

果能夠妥善的運用，就可以找回大家心裡最深層的記

憶、以及一幕幕令人感動的故事。每年辦展，都有人

回來跟我訴說他的心情故事，也讓我愈加的感受到，

原來，我們的工作，是這麼的令人感動。

今年靜柏接受學校的推薦，參加107年度教育部
模範公務人員的選拔，有幸在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

而出，除了感謝陳文貴校長的支持外，更願將這項榮

譽獻給工作團隊的每一個人！ 

 親愛的全校師生：大家好
在107學年度甫開學之際，新生帶著興奮及些許

混亂的心情展開在南護的新生活。在校的舊生也振奮

心情面對新學期的新挑戰，這是一個生生不息、朝氣

蓬勃的大家庭，正如我一直秉持的治校理念—創造一

個小而美的溫馨校園。

時間荏苒，在南護經歷十二個寒暑輪轉，猶記

十二年前首次踏進南護校門的樣子，環顧校園每個

角落，心中構想著我可以為學校做些什麼？在擘畫過

程中，美麗南護新藍圖也逐漸成型，學校座落臺南市

的繁華市中心，我常自詡「鑽石校園、培養鑽石人

才」，如何在有限的校地做最有效的空間運用，源泉

不斷的想法卻也常讓我久思無法成眠。

在改建校園的過程中參雜歡笑、汗水及淚水，各

種的挫折與困難也伴隨而來，面對往昔的挑戰過程雖

然辛苦，而這些磨練過程雖都已成為往事，但這也滋

養了南護未來茁壯的養分，現在學校的教學環境比起

從前新穎舒適，這都是大家一同汗水淋漓的努力所換

得的甜美果實。

回首在南護的十二年間師生表現屢創佳績，細

數同學們傑出的成就，例如護理科學生歷年考取護

理師證照平均比例達95%以上，遠遠高於全國平均
值45%，且連續8年榮獲個人榜首的佳績，107年也
榮獲前二、五、六名的優秀成績、106年「第46屆全
國技能競賽暨第44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獲
金牌獎、105年「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健康照顧類」獲第一名；此外老人服務事業科照顧

服務員單一級、喪禮服務員丙級、高齡者

運動B級指導員等證照，103至105年及格
率達100%；化妝品應用科成效也不惶多
讓，美容乙級證照及格率 90%、美容丙級
證照及格率100%、化學丙級證照及格率 
70%、102年、104年「台灣區菁英盃美
容美髮技藝競賽」總冠軍、105年「鳳凰
盃全國時尚造型競賽」不但獲得總冠軍，

鳳凰小姐更是拔得頭籌；國際賽事方面湯

晏寧同學於2014第六十四回日本藝術祭國
際競賽新娘宴會彩妝榮獲造型組第一名-
「厚生勞動大臣賞」優勝金盃⋯等等。

在硬體建設我們也創造了許多值得驕

傲之處，極力向教育部爭取8億5仟萬的
經費，興建「綜合教學暨實習大樓」及「學生宿舍大

樓」，逐年改建學校老舊校舍，積極美化校園環境；

同時強化專業空間及設備，各科設置許多專業教室，

營造一個適合師生讀書與學習的優質環境。行政績效

同樣突出令人激賞，103年度獲得銀牌獎TTQS評核，
104年先取得教育部「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優
等，再接再勵榮獲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第14屆金
檔獎，第15-16屆金質獎，亮眼的成績成為檔案管理
界的標竿；這些榮耀是屬於南護，也是南護的特色及

價值所在，是你我共同努力維護及傳承的優良傳統。

已故空拍導演齊柏林曾說「我跟台灣的土地，

談了一場戀愛；希望你我都是台灣土地一生一世的

戀人。」，他用自己的方式愛臺灣，讓世人得以「看

見臺灣」，這是熱愛生命的典範，因此也以此勉勵大

家，人生中最精彩的，往往都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

那些令人義無反顧的日子最容易讓我們永生難忘；人

生當中擁有最多可能性的也都發生在追求夢想的時

候，因此請您牢記當初進入南護想成為護理師、化妝

品領域專業人才、長照人才時，所懷抱的熱情與夢

想，並永遠以身為南護人驕傲，也珍惜在南護大家庭

所發生過的點點滴滴。

在即將卸任的前夕，望著美麗的校園景緻，過往

回憶一幕幕的湧上心頭，最後以這一席話期祝南護全

體師生們繼續築夢踏實。

校長 陳文貴  啟
2018年9月21日

甲等崢嶸 簪纓迭起  狂賀！甲等崢嶸 簪纓迭起  狂賀！
◆ 文書組翁靜柏組長榮獲107年度教育部模範公
務人員

◆ 文書組呂慧萍辦事員榮獲「第16屆機關績優檔
案管理人員金質獎」

◆ 臺東南迴偏鄉志工團榮獲教育部106年度青年
志工服務績優團隊佳行獎

◆ 護理科應屆畢業生107年度專技高考護理師及
格率92.14%；成績優異

◆ 陳俐伶同學專技高考護理師全國第二名

◆ 王釋璞同學專技高考護理師全國第五名

◆ 曾霈允同學專技高考護理師全國第六名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榜首—護理科應
屆畢業生孫芳瑾同學

▲ 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
獎牌

▲ 翁靜柏組長（左三）頒獎後與教育部
姚代理部長立德合影人員獎牌

➊翁靜柏組長頒獎後與教育部姚代理部長立德合影

➋呂慧萍小姐與行政院賴院長清德頒獎後合影

➌臺東南迴偏鄉志工團獲得佳行獎肯定

➍全國第二名—陳俐伶同學　　➎全國第五名—王釋璞同學

➏全國第六名—曾霈允同學

➐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榜首—孫芳瑾同學

➋ ➌

➍ ➎ ➏ ➐

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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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副校長 易駿

有幸可以

來到臺南護理

專科學校和大

家共事，真是

美事一件。在

讀雄中的高中

時期，就知道

臺南護專這個好學校，看到護專學生既

專業又善良的身影，都是很敬佩的。如

今可以在學校工作，幫助學生進入專業

領域，發展自我，確是一件美事。

．學生輔導中心 蕭華岑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博士（護理組）畢業，國立臺南護理專

科學校護理科助理教授。具護理助產與

營養專業證照，教學與研究領域在成人

護理、營養照護、安寧療護等。從事教

學服務工作已達20多年，對於護理教育
及學生輔導工作不遺餘力，結合專長所

學，融滲於教學及輔導工作中，提供學

生在校學習過程得以獲得完善照顧，快

樂地學習與成長，畢業後的職涯發展能

結合興趣專長所向，展翅高飛、邁向職

場新挑戰。

「學生輔導中心」是一個服務單

位，我們的服務宗旨是維護及增進學

生的心理健康，期望透過各種服務，協

助您走過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增進

生活的適應能力，建立健康、良好的生

活態度與習慣，發揮內在潛力，過著充

實、愉快、有意義的生活。學生輔導

中心有一群專業

的人員為全校師

生服務，若您在

學校學習的過程

中，需要我們的

協助與服務，歡

迎與我們聯絡，

讓我們陪伴您一

同走過學生時代

最美麗的時光。

~學生輔導
中心 關心您~

．課務組 尹組長順君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務組郭憲偉
組長轉任學務處體育運動組組長，課務

組改由護理科尹順君副教授接任。尹

師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班，原任教於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為

本學年度護理科新聘基礎醫學組教師。

尹師擁有藥師及護理師兩張專業證照，

在藥理學及護理學相關課程皆具有豐富

教學經驗。期

待尹師加入南

護大家庭後，

除在教學上貢

獻所學，亦能

在課務組相關

業務上提供全

校師生更優質

的服務。

．護理科 張麗娟科副主任

麗娟老師為國立成功大學健康照

護科學研究所護理組博士，具豐富之

護理臨床經驗，專長在兒科護理、婦女

健康、護理倫理、人類發展及老人護理

等，107年2月1日至本校任職，負責兒
科護理學、產兒護理學實驗及個案護理

研討等課程之教授，107年8月1日起被
委予重任接任科副主任一職，歡迎本校

師生多與她接觸及交流。

．化妝品應用科 蔡佳芳主任

蔡佳芳老師於107學年度新到任教
師，同時擔任化 妝品應用科主任，專長
為天然物之活性測試與功效分析，未

來將建立細胞毒性檢測光毒性方法與人

造皮膚體外測試的方式來評估化妝品原

料和產品的功效性與安全性，從分子生

物學的層面了解皮膚的生理功能，解決

皮膚的老化、色素沉積、致敏反應等問

題，應用創新替代方法並融入化妝品科

技的教學。不但讓科內師資於化妝品科

技專長領域更

加齊全，未來

更將與化妝品

應用科教師合

作研發天然原

料的機能性保

養品，共創美

力人生。」

認識南護新鮮人

在護理科任

教二十多年，近

年來，所任教的

課程為內外科護

理學及實驗，多

年的教學歷程，

感覺無異是一種

身為老師的自我

學習與成長過

程，教學相長，

盡量要求自己改

善教學缺失。在

教學評量中會有

 在教學過程中，我一直期望同學
們能夠培養出自我學習的能力，在課

程中，除了學習課堂上教師傳授的知識

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學習過程中逐漸

建立出一套有效率的自我學習模式。在

這個知識快速發展的時代，在職場上所

需的知識以及技術，肯定會有很高的比

例和目前在學校所學的有很不一樣的光

景，尤其是資訊科技更為顯著。如何順

利地跟上日新月異的知識潮流，甚至走

在潮流的尖端，以持續保有職場競爭

力，這需要紮實的基礎知識以及有效率

的自我學習模式，因此，在課程中，我

偶而會提出一些開放式的議題，讓同學

教育是一種事業嗎？算一算進入臺

南護專已經整整十年，教過的學生也近

千人，在這期間未曾把教育當成事業在

經營，只是秉持著熱忱去做一件我喜歡

做的事，每當看著講臺下的小朋友點頭

的動作，或是聽到她們說以前不懂的現

在懂了，就覺得無比開心。

學生的意見及回饋，都是我改善的依

據。對學生要多讚賞少批評，若能多給

予正向的鼓勵，當能開發其多元的內在

潛能，並建立其自信心。教學中自我學

習與成長是必然的，如此才是專業及敬

業表現，也是教學的趨勢，非常感謝學

校所安排的臨床實務成長，對教學有莫

大的幫助，希望能培育出能與護理臨床

實務接軌的學生。個人的教學成果及淺

見分享如下：

1. 落實課前預習、課後複習：每學期開
學前增修e化教材，並上傳至e學院，
開學時請同學依照教學進度表，課前

預習先備知識，請小老師課前預習考

該單元解剖生理及身體評估，老師上

能試著針對這個議題進行自我學習。

「人因夢想而偉大，因吃飯而長

大」，在同學當中，可以看到有些是

懷抱著理想，為了追夢、築夢而積極學

習，而有些是為了獲得學分而乖乖學

習，甚至也有些具有知識厭食症的傾

向。這些學習動機上的差異，在這幾年

有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因此，如何因應

這些迥異的學習型態，著實也是一個挑

戰。有些學習理論將學習動機概分為由

外部誘因或壓力所引起的外在動機以及

對學習本身的興趣所引起的內在動機等

兩種。相對於外在學習動機，內在學習

動機可以產生較強烈、較能持續的動

力。因此，除了藉由威逼利誘強化學生

的外部動機之外，更需要透過教學方式

的改變，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提

昇內在的學習動機，王宏仁老師的學思

達教學模式是個人努力學習的典範。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

同」，轉眼間，個人從事教職工作也已

經數十年了（decade已經要加s了），
期許自己莫忘初衷，一直保有教學熱

忱，使用最適合的方法，將最適合的內

容傳授給同學們。

在教學上針對於不同屬性的課程設

計不同的教學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例如

「化學」這門課是化妝品應用科的基礎

課程，基底若不穩固，房子蓋上去會很

容易倒塌，於是我對這門課的要求就很

嚴格，希望未來她們的步伐可以踏得穩

健。「香料學」是門可以激發學生創造

力的課程，期末要求每組需各自設計並

製作出獨一無二的產品（香水），並參

與全國性技能競賽，藉此來培養合作、

整合技能、提升視野，最重要的是能經

由一次又一次的競賽，自我反省檢討，

提升其抗壓性及未來進入職場的戰鬥

力。「化妝品安全性及有效性評估」這

門課以實作為主，除了強化化妝品「安

全」的重要性外，更與最後一哩接軌，

以自身及銀髮族為實作對象，進行膚質

檢測及產品有效性評估，以接續未來的

實習及成為進 入職場前的準備。
此次得獎，感謝妝品科同學對我教

學認真的肯定，也感恩同仁們的支持與

鼓勵，未來，仍將不改初心，繼續以培

育「有品專才」為已任，快樂教學直至

永遠。

課時再抽問，以了解學生的程度。

2. 教材設計與製作：除自編技術教材
外，並利用實務成長拍攝臨床圖片

融入e化教材，製作教學影片輔助教
學：拍攝穿脫隔離衣、心肺復甦術、

更換胸腔水下引流瓶影片、經個案同

意拍攝表達性失語溝通影片。

3. 課程設計活潑多元：採案例教學，
課前先案例分享或觀賞影片再進行

教學，單元結束前動動腦測試。學

生的評值為：「經常用實例加深同學

印象，有耐心」、「教學十分生動」、

「教學認真」、「會前後呼應教學」。

4. 試著運用翻轉的概念，讓學生有機會
思考：擇一小單元進行翻轉教學，課

前先請同學完成癌症化學治療作業，

課堂上再進行化學治療討論教學。

5. 針對期中預警同學，協助輔導並安排
一對一學習夥伴。

6. 採多元評量：除筆試外，為強化學生
加深或加廣學習，安排護理新知或護

理英文文獻作業。作業除了老師評分

外，開放組內互評及組間互評。

7.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教學相關競賽：提
升學習境界。

8. 實驗課程教學部分，實驗內容規畫及
操作流程安排，對學生實務的經驗

學習來說，是相當重要。因此實驗課

時，我會查視各組別並針對問題個別

指導。

教學績優教師

我的專長是社區領域的，除了教

學以外，當然也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

在社區領域的政策與方案推動。在當前

的高齡社會時代中，和老人相處、協助

老人進入社區參與社會互動，以及透過

社區接近長者，是很多助人工作者、人

群服務工作者在專業活動中都會涉及的

工作，也是工作中需要具備的技術。另

一方面，因曾經在政府部門工作，對於

行政協調合作的工作，也有一定的熟悉

度。希望可以將自己的專業知識、過去

的經驗，運用在學校的服務中。 
在研究方面，一直都聚焦於把台灣

的社會政策鑲嵌在理論性的國際比較脈

絡中，幾篇論文曾在國際上獲得很好的

評價、收錄在理論專書中。期待這些理

論性的研究，可以有助於我們台灣學術

研究的進步發展，也協助同學有國際視

野。

在人生信念中，我是相信有神的。

信仰讓我總是全力忠心經營每一天。希

望在學校的教學及行政服務工作，可以

對學校有助益，也幫助學生們發揮潛

能、促進師長們發揮專長，讓大家一同

經營幸福的南護生活。　

李易駿　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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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姓名

護理科

五專五年一班 王婕

五專五年二班 胡秋鳳

五專五年四班 蘇郁淇

五專五年五班 孫芳槿

五專五年六班 吳世婷

妝品科

五專五年一班 李海若

日二專二年一班 江維妙

夜二專二年一班 張瀞云

老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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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簡郁軒

五專一年二班 方麗媚 周香均 周君葦

五專一年三班 鄭安伶 孫以萱 吳佳薇

五專一年四班 文燕君 何仲薇 吳莉綺

五專一年五班 李淑慧 張育瑄 洪子芩

五專二年一班 易嫣然 黃俞瑄 余敏瑄

五專二年二班 陳品璇 戴郁珊 黃梵培

五專二年三班 高子菱 劉家宜 陳柔安

五專二年四班 吳姵婕 徐鈺琇 戴眉煊

五專二年五班 何姍珊 林云茜 柯佳欣

五專三年一班 李易珈 李昱瑩 李妮

五專三年二班 潘昱姍 吳玟妤 徐砡喬

五專三年三班 陳冠青 蔡欣霈 楊怡萱

五專三年四班 邱宜玲 郭于婕 陳品諼

五專三年五班 許雅雯 賴姿伶 鄭文馨

五專四年一班 黃筱婷 陳雅筠
戴彣晴
顏妤珊

五專四年二班 劉惠君 葉郁雯 莊富翔

五專四年三班 陳沛慈 郭庭妤 楊雲婷

五專四年四班 曹靖崴 蘇靖雯 廖羿婕

五專四年五班 林宛蓁 林子玉 李姿儀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黃妍甯 林妤樺 林婉逸

五專二年一班 林鈺惠 黃子昀 郭沛菁

五專三年一班 曾宥稘 陳姿璇

五專四年一班 徐瑄 蔡佩庭

日二專一年一班 林品蓁 吳怡岑 林思瑜

夜二專一年一班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施博筎 李芳如 鍾宜秀

五專二年一班 洪淑儀 黃詩婷 王鈴予

五專三年一班 林玟昕 劉宇容 黃詩樺

五專四年一班 雷子嫺 徐玉琴 龔育論

夜二專一年一班 蔡偉美

三、本校辦理兩場五專入學說明會及健康美麗醫學營，透過參觀校園及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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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教育部107年3月27日臺教技（一）字第1060182630號函，本校二專

夜間部老人服務事業科自108學年度停招。

註冊組

一、畢業成績優良獎

◎106學年度畢業成績優良獎名單如下

二、學期成績優良獎：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得獎名單

教務處訊

▲ 校長參加本校五專說明會開幕式

▲ 五專說明會-護理科進路 

▲ 五專說明會-老人服務事業科進路

▲ 五專免試入學積分採計之計算說明

▲ 五專說明會-化妝品應用科進路

▲ 校長參加健康美麗醫學營開幕式

106-2學期有關提升學生學習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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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初、期中、期末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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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

全校學生積極達成英語能力畢業指

標。107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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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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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此外，

延續歷年培育同學英語能力並通過

英語檢定畢業門檻的措施，於106-2

學期結束，即刻辦理「暑期多益增

能培訓班」，總計48位同學參與課

程。7月16日舉行多益校園檢定考

試。培訓學員中共計36位通過對應

本校英語檢定畢業門檻，通過比率

75%。

教 學 資 源 部 分： 持 續 推 廣

「Moodle數位教學平台」與「磨課

思平台」。學期初以人工方式匯入全

校課程，並召集各班教學品保副股

長參加課室教學錄影軟體Evercam研

習。期望教師們能運用Moodle數位

平台與現有課室資源，有系統地建

置數位教材與雲端課程；同學們則

可以運用平台進行課前預習、課後

複習、強化學習等作為，有效提升

學習效率。

執行計畫部分：持續執行「創

新先導計畫」。3月8日（四）舉辦

「大數據、微創新社群－實驗設計
與統計：實體與線上工作坊」，邀

請專業講師進行「混和模型」的統

計教學。3月16日（五）舉辦「創

新先導計畫成果海報展示研討會暨

期末管考專家會議」，邀請輔仁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劉怡甫副執行長蒞

臨講座。海報展示中，各計畫主持

人積極展現教學創新能量，成果斐

然。統計工作坊與期末研討會，創

新採用線上工作坊形式，提供報名

但無法親自與會的教師們即時線上

觀看，這也是教發中心期望日後能

運用教育媒體與雲端科技拓展教師

們專業成長的企圖與表現。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則以創

新教學與多元學習為主軸，辦理多

項專題教學活動。包括：「偕同模組

創新教學」、「英語課程教材人物

與主題活動」等。邀請課程人物：

口足畫家陳世峰先生蒞校講座，

主題「勇敢人生—生命色彩」；此

外，辦理英語課程主題活動：韓流

風。藉由偕同模組、講座互動以及

語言素材進行實境學習，希望能讓

學習教材與學生之間的連結更加緊

密，以鼓勵學生從做中體驗，提升

學習成效。

教師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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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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07年2月至107年6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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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位賃居生，協助導

師處理學生租賃事件。

2. 辦理「失物招領」：本學期學生拾

物、拾金不昧繳至生輔組，共計 

11 件。

3. 辦理學生獎懲作業：

⑴嘉獎人數1087人，嘉獎次數：

1966。

⑵小功人數302人，小功次數：

368。

⑶大功人數4人，大功次數：4。

⑷警告人數45人，警告次數51。

⑸小過人數1人，小過次數：1。

⑹大過人數0人，大過次數：0。

4. 本學期辦理學生「銷過自新」共 

13 件。 

學務處訊

5. 本學期協助學生辦理學雜費減免，

共人343次，總金額2,862,070

元；就學貸款，共人136次，總金

額2,675,691元；及五專前三年免

學費之學費減免，共945人次，總

金額6,895,665元。    

二、 107年3月21日、5月2日、6月6

日：舉行3次全校性師生集會；5

月22日召開膳食管理委員會議、

5月25日辦理就學貸款說明會、

6月6日召開住宿生座談會。

三、 宿舍學期中辦理多項活動如慶

生餐會、歡樂KTV、包粽子等等

讓住宿生能在住宿之餘，建立

情感，提升師生互動關係。

生活輔導組訊

▲ 「提升全校英語能力」會議

▲ 信望愛社團營隊

▲ 英語創新課程-「勇敢人生-生命色彩」講座

▲ 熱音社團營隊

▲ 學務主任親自主持慶生餐會，
一同與壽星切蛋糕同樂

▲ 大數據 微創新-實體與線上工作坊

▲ 英語會話與吉他社團聯合營隊

▲ 全校性集會時校長親臨主持，並頒獎表揚整潔
優良班級導師

▲暑期多益培訓班

▲ 活力有氧與手語社團聯合營隊

▲ 英語創新課程-「韓流風」主題活動

▲ 韓流社團營隊

▲ 因應端午節住宿生親身體驗包粽子樂趣

▲ 創新先導計畫-成果展與期末管考專家會議

▲ 耕心與棒球社團聯合營隊

▲ 全校性集會時校長親臨主持，並頒獎表揚學業成績優良學生

課外活動指導組

正當大部分同學捱過期末考，

準備收拾行李回家迎接寒假的時候，

有另一群人正努力的準備107年度教

育優先區營隊活動，即使今年寒假氣

溫極低，也抵擋不住這些同學的熱情

與活力。透過營隊活動，各社團學生

結合科系所學之專長與社團特質，透

過遊戲關卡與有獎徵答等互動模式教

導國小學童基礎醫療與生活保健等知

識，同時讓學生在服務中發揮所學，

提升學生服務學習效益，並從中獲得

收穫與肯定。

今年共有12個社團獲得教育部

補助，組成8個營隊於寒假前往中小

學舉辦活動，服務國小人數達215人

次，營隊活動期程如下：

編號 社團名稱 服務國小 營隊名稱 營隊日期

1 韓流社 臺南市立博愛國小 Boom Boom韓流爆炸
107/01/29(一)至
107/01/31日(三)

2 熱音社
國立臺南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歡樂冬令營

107/01/29(一)至
107/01/31日(三)

3
美食研究社

園藝社
臺南市立成功國小 園來食這樣

1107/01/29(一)至
107/01/31日(三)

4 跆拳社 臺南市立大光國小 拳腳動一動
107/01/29(一)至
107/01/31日(三)

5
棒球研究社

耕心社
臺南市立忠義國小 王牌投手

107/01/30(二)至
107/02/01(四)

6 信望愛社 臺南市立文元國小 夢想Hand In Hand
107/01/31(三)至
107/02/02(五)

7
活力有氧社

手語社
臺南市立大港國小 心靈巧手_活力璀璨

107/02/06 (二)至
107/02/08(四)

8
英語會話社

吉他社
臺南市立大同國小 致命一吉，非英不可

107/02/07(三)至
107/02/0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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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老人服務事業科一起辦理社區健康檢測服務，服務他人成長自己

106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海報

發表照例於校慶日舉行，邀請陳文

貴校長與校內各計畫主持人共同參

與，在晨晞樓1樓展出，供校內師

生共同觀摩研習。另自100年起跨

越國際，在陳文貴校長與

許建文副校長的大力支持

下，與聖馬丁大學締結姐

妹校，每年暑假均薦送學

生至美國參與暑期 ESL課

程，今年共補助42萬讓7位

補助學生及2位自費的學生

參加，以增廣學習領域。

校慶當天召開ESL行前說明

本校為健康服務相關科系，

培養學生自我健康照護能力及服務

他人維護健康，因此健康促進的推

動，除有助於學生培養自身健康體

魄及學習健康照護能力，將來更能

應用於職場工作。本學期健康促進

計畫-「健康續航熊介讚」，包含熊

勇健~健康體位（含代謝症候群）、

熊堅持~菸害防制、熊愛知~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及熊要緊~安全教

育（含傷病預防與視力保健）四大議

題。保健服務志工是健康續航工作

的重要推手，藉由培訓健康促進種

子教師（導師、健康促進領航員、

保健服務志工），推動班級 85210-

睡滿8小時、天天五蔬果、四電少於

▲ 107年度「健康續航 熊介讚」健康促進種子教師培訓，體驗健走、喝水及視力保健技巧

▲ 推動 行動健康飲食 ，邀請本校兼任營養師入班宣導飲食知識

▲ 保健服務志工參與行動醫院 ，獲衛生單位（局、所）及社區民眾讚賞

會，許副校長特地前來致詞勉勵，

並邀請上一屆參與的學姊們分享國

外生活的點滴，減輕新學員的陌生

感。此外；感謝穆萱老師多年不辭

辛勞的帶領學生至國外學習。

研發處訊

2、天天運動30分鐘、無糖白開水 

等健康促進行為；配合生活輔導組

推動健康餐飲及無碳飲食，邀請本

校兼任營養師入班倡導「行動健康飲

食」，讓健康飲食概念深化日常生活

之中。社區行動醫院本學期共4場，

結合社區辦理健康服務，讓學生有

機會服務他人，成長自己，服務臺

南市社區民眾1,401人。與本校老人

服務事業科合作，協助社區長輩健

康基礎測量及體適能檢測服務1場；

共18名長輩完成檢測，過程中民眾

也相當肯定學生的專業及態度，學

生更在實務服務中更能體認健康維

護的重要性，並將所學回饋社會。

衛生保健組

技術合作組

▲ 107年聖馬丁大學暑期ESL行前說明會

「學生宿舍大樓」即為學校目

前的「百合樓」，外觀由烤漆玻璃

欄杆搭配白色塗料牆面，利用灰色

遮陽板進行水平帶狀分割，外觀簡

潔亮麗。室內空間地下室為餐廳、

地上1~10層為宿舍，包含3、4、6

人的住宿單元，共提供504位同學的

住宿空間。

新建校舍提供學生更寬廣的

活動領域，更多元的學習空間，滿

足教學的需求及安全溫馨的住宿環

境，讓師生的

教學及生活品

質獲得最佳的

保障。

學校原為「臺灣省

立臺南高級職業學校」

改制而成，早期校舍老

舊、低層擁擠、部分建

物有耐震疑慮、而且戶

外空間不足，為解決上

述問題，陳校長文貴於

99年初，向當時教育部

長說明學校困境及需求

後，教育部同意本校辦

理「綜合教學暨實習大

樓及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以

改善教學研究、臨床實習及學生住

宿等環境品質，並一併解決老舊校

舍及建築物與校園整體空間環境。

「綜合教學暨實習大樓」即為

學校目前的「晨晞樓」，外觀由複

合金屬板搭配鍍鋅鋼板欄杆，進行

水平及垂直的分割，戶外樓梯輔以

立體沖孔遮陽板進行遮陽，外觀簡

潔樸實。室內空間主要內容包含：

地下1、2層為停車場，1樓為老人照

護科辦公室及專業教室，2~4樓為健

康促進中心及一般教室，5樓為實輔

處、護理科辦公室及專業教室，6~8

樓為護理科專業教室，9樓為通識教

育中心及階

梯教室，10

樓為檔案室

及教室研究

室，11樓為

國際會議廳

及會議室。

總務處訊

保營組：晨晞樓＆百合樓

▲ 106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海報發表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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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班　級 歌曲名稱

第一名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3班 Cups + All Falls Down

第二名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1班 Waving Flag

第三名 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專部二年1班 Take me home

第四名 護理科五專部一年1班 Perfect

優　勝 護理科五專部一年2班 Just the way you are

優　勝 化妝品應用科五專部二年1班
The Gummy Bear Song +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 托育人員班實務授課

▲ 照顧服務員實務授課

106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活動如下：

通識教育中心訊

英語歌唱比賽是每年通識教

育中心為推動生活化及多元化的英

語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強化學習動機，由學生自行編

排表演增加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及創

造力，本活動另聘請專業的評審老

師，分別為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賴昱達副教授、逢甲大學外語教學

中心王鈺琪助理教授及音樂老師王

靜雯老師講評，以增進活動整體品

質。恭喜winner！ 未獲獎班級繼續加

油，明年等你。

圖資中心訊

▲ 同學自行掃描QR code下載電子圖書 ▲ 工作人員指導學生下載使用電子圖書

圖書館配合e化趨勢及師生閱讀

習慣改變，積極建置數位化閱讀環

境，購置多元化視聽媒體資料及電

子圖書，配合65週年校慶辦理「快

問快答　Book帶著走」活動，利用

手機下載閱讀的便利性，鼓勵師生

使用正版電子圖書，並藉由簡單的

智財權快問快答、二手書刊贈送、

智財權主題書展等，透過互動式遊

戲，幫助師生瞭解智財權基本概念

及重要性，建立正確智財權價值

觀。

Book帶著走　方便不隨便

▲ 工作人員自題庫中隨機抽問同學智財權問題 ▲ 同學憑學生證登記領取二手書刊

一、2018年英語歌唱比賽已於107年5月18日圓滿結束，競賽榮譽榜如下：

▲ 護理老師們為261名準白衣天使，配戴護師帽及背帶

▲ 護理百合天使表揚

本校於5月11日舉行加冠典禮，

師長們為261名準白衣天使，配戴護

士帽及背帶，象徵傳承與邁入護理

專業領域的祝福。陳文貴校長致詞

時提到，加冠典禮在南護有悠久的

歷史，其盛大和重要性不亞於畢業

典禮。接受加冠的同學，表示已具

備基本的護理學知能，接下來即將

到醫院進行第一線的臨床實習，所

以加冠如同護理界的成年禮；為了

讓學生了解護理人員的神聖使命，

每年都會在國際護師節當日舉行加

冠，勉勵同學學習南丁格爾女士的

熱忱服務精神。典禮中並表揚護理

百合天使，今年共有29位實習表現

優異的同學獲獎。

本次接受加冠的隊伍裡面，共

有16位「男」丁格爾，男同學們認

為能透過所學助人，承擔守護生命

的責任，是很帥氣的事。護理人才

的培育是一條艱辛、漫長的過程，

透過加冠儀式，讓學生了解護理的

神聖使命，藉由宣誓儀式堅定學生

的護理理念，希望大眾能多體恤護

理人員的辛勞，營造友善的職場環

境，讓醫護人員成為民眾的依靠，

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優質的年輕人加

入白衣天使的行列。

實習就業輔導處

▲ 照顧服務訓練學員至高雄榮總台南分院進行機構實習

▲ 照顧服務員回覆示教課程

今年獲得台南市政府的補助，

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在職班與職前

班各1班，以及托育人員職前訓練班

1班，感謝護理科及老人服務事業

科的老師們協助面試、授課；讓學

員不僅獲得充實的學理知識，亦學

習到實務操作的技巧。本年度的照

顧服務員訓練班的機構實習課程，

首次與高雄榮總台南分院合作，讓

學員至醫院實習照顧老人，在醫院

的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親自指導

下，學員認真學習，反應熱烈，收

穫滿滿！托育人員訓練的課程，除

教授照顧嬰幼兒的相關知識，亦讓

學員於實驗課中學習實驗操作小兒

CPR、嬰兒洗澡、餵食、遊戲等相

關技巧，以提升學員的實務經驗，

效果卓越。

推廣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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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團於關懷據點服務完合影

▲ 創作主題：鑲‧鏡（Mirror Image）

▲ 創作主題：囍（Festive）

▲ 創作主題：分裂（Psychopath）

▲ 創作主題：天黑請閉眼（Killer）

▲ 充滿熱忱與青春洋溢的臺東鼓舞志工團

二、臺東南迴偏鄉志工團榮獲教育部106年度青年志工服務
績優團隊佳行獎

化妝品應用科訊護理科訊

本校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以及台北合作醫院三方簽訂

「5+2護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產學

合作合約，針對本科四年級、基本

護理學實習成績達75分以上、一至

三上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以及

操行成績80分以上之學生，可提出

技優生申請，經本科技優計畫甄審

委員會甄選，選出正取40名及備取

數名之技優生。錄取的同學由本

科安排至合作醫院進行實習，合

作醫院將依據學生的臨床表現選

出該院要錄取5+2之名單。

今年度技優生錄取振興醫

院正職16人、半職4人，錄取新

光醫院7人，27名同學經醫院護

理部推薦報考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護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二

技在職專班」，繼去年優異表現

之後，再度全額錄取，全國50個名

額中，本校學生即高佔27人，是唯

一一所全額錄取、且上榜學生人數

最多的學校。

自103年起迄今，本科5+2技優

生考取「護理產學合作專班」累計

人數已達85人；這些同學雖一邊工

作一邊讀書，仍表現不俗，深獲合

作醫院護理主管讚揚。

一、護理科技優生表現優異，再度全額錄取北護「產學合作

專班」

▲ 獲得佳行獎肯定▲ 107.3.25於松山文創園區展攤分享

▲ 106學年度技優生放榜後開心合影

▲ 為讓學生了解合作醫院福利制度，特邀醫院護理主管前
來說明

 化妝品應用科第四屆學生畢業

成果以動靜態成果展出，靜態展示

作品是學生在校期間的教學成果，

動態展出時間已於107年3月16、17

日弘景樓四樓活動中心辦理完成，

本次展演動態展主題為「藝念」，

包含六主題的髮型化妝及服飾整體

造型。其中組別「鑲鏡」是結合萬

物色彩，以純潔白色光為底色、讓

萬物開始有了生命契機，撘配繽紛

亮麗的眼妝、髮飾，五顏六色的飾

品裝扮吸引全場目光，彷彿置身於

藝術風嘉年華。組別「囍」設計理

念源自在古時女性繡嫁衣，以龍鳳

褂圖騰成為一種珍藏設計，結合現

代剪裁服飾，整體融合古典與現代

風采。「彼岸」組別也別具風格特

色，彼岸花寓意幸福之意，將彼岸

花花開花落串連成劇情，編排出武

護理科師生有感臺東大武及達

仁兩鄉地處東海岸南迴最邊陲，交通

不便，青壯人口外流、隔代教養，醫

療及各項資源缺乏；故配合排灣族徐

超斌醫師籌建南迴醫院照顧偏鄉部落

居民， 成立「臺東鼓舞志工團」，自

105年起利用暑假時間前往臺東，辦

理「送愛到部落」南迴偏鄉社區服務

活動，為部落長者及孩童提供衛生教

育與健康服務，傳遞愛與希望。

士與公主的塵世因緣戲劇內涵。同

學們盡情發揮巧思所長，讓今日的

臺南護專化妝品應用科「藝念」演

出不只追求創新創意，更增添一份

現代的藝術風華。

本次活動更邀請國立北斗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國立嘉義高級

家事職業學校、高雄市立三民高級

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嘉義市私立東

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及臺南市

私立崑山高級中學等5所高中職，共

380名師生蒞校觀摩畢業成果發表、

校園導覽及科簡介。透過活動展現

本科教學特色與全新世代化妝品應

用概念，在全科優秀師資團隊的帶

領，配合完善學習環境設備及全國

的美容技能檢定證照的高通過率的

表現，持續朝向積極、樂觀、希望

的前景邁進。

學生連續兩年的臺東部落志工服

務活動備受當地長者及兒童們的歡迎

和肯定。志工團並於3月份參加教育

部青年發展署「106年度青年志工服

務績效團隊競賽」，獲得青年組─佳

行獎之榮耀，相較於獲獎的其他資深

社團，本志工團僅成軍兩年餘，能獲

得此獎項鼓勵實屬不易，也是很大的

鼓舞力量支持師生再接再勵延續送愛

到部落。

▲ 英語歌唱比賽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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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至社區替長輩做體適能檢測

▲ 福樂多 FUROTO 銀髮生活館-參訪活動

▲ EMT-2證照輔導

▲ 5月「高齡社會與銀髮創新」專題演講

▲ 和 欣護理之家-參訪由機構人員帶來精彩的簡
報，學生們亦專心聆聽並適時提問

人事室訊

人事室為配合教育部

倡導終身學習，善用本校圖

書館既有圖書資源，營造豐

富且多元的閱讀環境，鼓勵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養成閱讀

習慣，爰例辦理「107年度

『每月一書主題書展』活

動」、「107年度專書閱讀

心得寫作競賽頒獎活動」、

「107年度鼓勵教職員工借

閱書籍持續閱讀計畫」、

「提升行政人員數位學習時

數實施計畫」等相關活動，

引導同仁主動學習讓讀書自然融為生

活一部分，以激勵同仁品德修養與工

作潛能。

為擴增閱讀層面由圖書館購入

107年度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暨年

度推薦經典等書目共26本，於3月23

日至4月3日在圖書館二樓新書展示

區辦理公務人員每月一書主題書展活

動。

107年度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頒獎活動共計4人參加，心得作品依

本校107年度教職員工專書閱讀推廣

活動實施計畫交由評審委員評定成

績，分別評選出金作獎、銀作獎及銅

作獎各1名，獲獎名單為：金作獎：

劉美玲組長、銀作獎：孫大倫組員、

銅作獎：謝羽青小姐，將於公開場合

頒獎核給獎勵。

另外還有強化數位學習活動將

於8月31日結算學習成果進行評比，

終身學習時數成績優良且其中10小

時符合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

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者，取前5名

者發給禮券，獲獎人員於公開會議

中表揚；而借閱書籍活動持續進行到

107年底，活動期間在本校圖書資訊

中心借閱書籍（不含期刊、視聽資

料），於活動後由該中心統計提供借

閱冊數，借閱率最高前3名者，於公

開會議中表揚；期盼透過多項閱讀、

寫作、數學位習競賽等活動，激發本

校教職員學習潛能及強化數位學習，

營造出樂活學習的校園環境。

快樂閱讀∼樂活南護

本校人事動態（107年3月至107年7月）

▲ E MT-1證照輔導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備註

護理科 李姿翰 校聘組員 到職 107.03.01

實習就業輔導處 沈琬晶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7.03.26

總務處 闕美琍 校聘組員 離職 107.03.27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欣怡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復職 107.04.16

實習就業輔導處 許瑩萍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留職停薪 107.05.12

實習就業輔導處 洪盟惠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7.05.21

實習就業輔導處 洪韻雅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7.05.28 職代

總務處 田佳峻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7.06.01

實習就業輔導處 鐘聖淳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7.06.08

護理科 王潤清 講師 退休 107.06.30

實習就業輔導處 洪盟惠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7.07.01

我國6 5歲以上人口已於今年

四月達到14.05%，所以進入高齡

社會，早已不是新聞，但隨之而來

的挑戰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峻。首

先，300多萬老年人口當中有50多

萬人（佔老年人口6分之1）屬於身

心障礙人口，預估失能老年人包含

身心障礙人口可能達到70萬，甚至

100萬之多。雖然目前已有長照2.0

計畫協助，但大部分服務其實是投

入社區照顧資源當中，當中卻忽略

了重度失能長者與家庭照顧者的重

要需求。也就是機構服務與家庭照

顧者各方面的政策資源奧援。尤其

是當今社會瀰漫著一股不婚不生的

觀念，未來我們的長輩在各類服務

的需求將更高，惡性循環之下，沒

有子女或家人照顧的長者需由政府

負擔的照顧費用勢必大增。在這樣

的趨勢之下，本科在課程安排與實

習規畫相當強調家庭觀念與各類老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人服務的設計。今年結合社會工作

實習，納入健康老人、家庭照顧老

人、保護性老人、機構服務、居家

服務等各種類型，安排機構也遍布

全臺，東到花蓮北至基隆南至屏

東，讓學生進入各種首屈一指的服

務單位學習各種技術與專業。除了

解老年人服務的多元性與多樣化，

包括家庭服務、照顧者服務、社區

服務、機構服務，更強化學生在不

同專業間的合作學習，如透過職能

治療、照顧服務、社會工作等跨專

業合作機會，具體的了解老人服務

在臺灣發展的真實面貌。未來在課

堂中，我們更需要將孩子的觀念進

行引導，尤其在認識到老年服務需

要家庭、社區與社會共同協助的條

件下，能夠願意扶養照顧自己的父

母，也願意生養下一代，扶持一個

健康和諧老化、親代共同照顧的老

人福利國願景。

健康和諧老化、親代共同照顧

▲ 107年度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得獎同仁

▲ 採購107年度每月一書及舉辦主題書展，推廣專
書閱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