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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護攜手成大醫，結合地方特色，

　　　　創造優質快樂健康的生活環境

臺港國際交流提升專業學術能力

長期照顧實務技術中心成立

提升研究量能

跨域創新、長期照護國際研討會  激盪長期照護新思維

在黃校長美智大力推動

下，促成本校與成大醫院牽手

合作策略，並於108年11月27

日進行簽約，位於臺南地區的

兩個國立學術機構，未來將結

合臺南在地濃厚文化的慢活特

色攜手規劃產學合作案，創造

優質快樂健康的生活環境，提

「2020 Cross Disciplinary 

Innovat ion  in  Long-Term 

Care」跨域創新、長期照護

國際研討會於2月7日圓滿落

幕。此為本校舉辦之第一場大

型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長

期照護學者與業界專家，分享

跨域合作之服務模式與照護經

驗，透過產、官、學界之熱烈

分享與討論，使本研討會激盪

出創新長期照護新思維，帶給

與會者不同視野及觀點上的新

知與成長。

在教育部的校務發展特

色躍升計畫支持下，本校以

「閃耀南護 深耕躍升 長照領

航」為目標，成立長期照顧實

務技術中心，並於108年11月

05日由黃美智校長進行揭牌

儀式。該中心設置長期照顧證

照發展及推廣、樂活銀髮產品

與教材開發、新創服務模式、

育成與應用等四個研究發展小

組，共同推展長期照顧實務技

109年1月7日香港公開

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師生一

行4 2人蒞校參訪，與

本校護理科師生進行交

流座談，當日除進行雙

方學校介紹簡報外，並

有與會學生分組討論，

分享各自學校護理教學

方式、制度及工作環境

等。最後參觀本校護理

科專業技術教室，對技

供銀髮族舒適健康便捷的醫療

照護。成大醫院是南部唯一的

國立大學醫學中心，除提供完

善的診療服務，並賦有臨床教

學實習與促進醫學研究發展的

重責。

去年成大醫院獲得行政

院核准設立老人醫院，未來老

首場由國立成功大學老

年所劉立凡教授，從供需兩面

談長期照護服務產業衝擊、挑

戰與整合之演講。Sr. 

Marilena Narvas 分享

以菲律賓社區為基礎

的模式，藉由賦權過

程增進老年人維持健

康和獨立功能。下午

場分別由國內外專家

分享從住宿型與社區

型、居家型機構服務

之面相分享跨領域的

術創新研究並兼及全國性的整

體長照人力專業提升及相關技

術產品的推廣。同時，透過中

心建置之技術及研究分享平台

的運作提升本校研究量能，引

導全校朝向長期照顧及護理健

康領域實務應用研究發展，期

望藉由本中心產出之研究論

文、技轉專利與產學合作，塑

造校園研究風氣，達成學校研

究效能提升。

術教室之空間規劃與新穎教學

設備給予高度的肯定與讚賞。

▲成大南護合作聯盟簽約儀式，由黃美智校長（右三）與成大醫院李經維副院長（右
五）共同主持。

▲ 長期照顧實務技術中心揭牌儀式後，黃美智校長與所有同仁合照

▲ 2020跨域創新、長期照護國際討會全體參與人員合照 ▲黃美智校長與護理科張麗娟副主任率護理科百餘名學生與港方進行交流並合影留念

▲ 臺港雙方學生分小組進行交流，過程開心熱絡

 ▲國際研討會海報展示區

人醫院將作為高齡健康照護

的示範與教育中心，成為探討

高齡者最適合之醫療及照護模

式的最佳場域。本校以「閃耀

南護．深耕躍升．長照領航」

獲教育部每年2000萬元，連

續補助5年經費，有此經費挹

注，南護將以護理專業照護為

基礎，發展長期照護為特色，

提升專業教育、學術交流、基

礎研究、臨床照護與長期照護

的質量；藉由與學術研究能力

強大的成大醫院連盟，共同推

展對地方的醫療及照護願景。

高齡與長期照護將會是

成大醫院與臺南護專合作上的

一大亮點。隨著策略聯盟的

推展，本校學生於成大醫院的

實習將獲得更多的保障，更啟

動本校與成大醫院研究合作關

係，109年度已有7件與長期

照護、臨床護理與基礎醫學相

關的研究主題進行，期盼雙方

有更多實質的合作關係。

照護模式。透過此次研討會，

不僅翻轉與會者的照顧哲學，

更激發創新照護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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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執行環境清潔與消毒，確保健康避免接觸
感染

▲黃美智校長配合防疫政策，入班進行防疫教育

▲開學日增強防疫概念各班導師入班宣導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學期開學之際，遭逢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挑戰，為落實維

護全校師生的健康，本校已於2月4日即召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緊急變小組會議，並於開學前完成全校師生疫情資訊調查、全校師生防疫

宣導、擬定緊急處理配套辦法、及校園環境清潔消毒等防疫準備工作，請

各位家長放心。

然而開學後防疫措施的持續落實，是確保學生平安健康就學的重要關

鍵，因此懇請各位家長協助配合，請在上學前確認您子女的健康狀況，如

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請您落實生病不上課，並

戴口罩儘速就醫，就醫後在家休養至恢復健康再返校。此外，本校會於學

生進入校園後監測體溫，若學生於上學期間出現症狀，學校會立即協助安

置照顧助安置照顧，並連繫家長。

倘若發生受疫情影響無法返校或因隔離上課時，本校將以學生受教權

益為優先，目前已擬定安心就學相關措施：包含彈性授課方式（如錄影、

線上教學及遠距教學）及校內關懷輔導等，請家長放心。

防疫期間可能造成諸多不便，望請各位家長理解體諒，本校全心投

入準備的各項因應措施，是為了給學生們一個安心的就學環境，在開學首

日，祝福各位平安喜樂，同時也邀請各位家長共同協助防疫，守護安全健

康的校園環境，讓學生健康的學習成長。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校長  黃美智

2020年2月25日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原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經由

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常見症狀為上呼吸道感染症狀（

包括鼻塞、流鼻水、咳嗽、發燒等）。少部分會出現較嚴重的呼吸道疾病

（如肺炎等）。目前沒有疫苗可以預防，所以建議大家落實肥皂勤洗手、

不揉眼鼻口，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避免出入傳統市場、醫院、廟會等

人多的公共場所；不要接觸野生及圈養禽畜類動物。生病、探病務必配戴

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非必要請勿搭機前往中國大陸或至其他發病個案數

眾多國家旅遊。

開學時間逢季節交替，氣溫變化較大，易罹患流行性感冒。一般

而言，流感的症狀較一般感冒嚴重，容易出現明顯的全身無力（或酸

痛）、頭痛及發燒，通常症狀發作較突然，痊癒的時間也比一般感冒長，

需一至數星期方能完全恢復，而且容易引起併發症（如肺炎、腦炎、心

肌炎等）。所以若出現「一燒（發燒）」、「二痛（頭痛、明顯肌肉酸

痛）」、「三疲倦」就須警覺是流感。而目前接種流感疫苗是預防流感最

有效的方式。透過疫苗接種、均衡的營養及適當的運動，來增加自己本身

的抵抗力才是最經濟有效的方式。

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提升免疫力 永保安康

妝品科第六屆畢業成果展，首次跨校演出　攜手台南應用科大美容造型設計系展演
第六屆學生畢業成果以

動靜態方式展出，於109年1

月3、4日假臺南美術二館跨

域展演廳辦理六場展演。靜

態展示作品呈現學生在校期

間的教學成果與作品。動態

展則與台南應用科大美容造

型設計系共同合作，主題為

「#HASHTAG」。展演內容

分為商業類與創意類兩大項，

總共八組，商業類涵括商業彩

妝、商業髮型兩組；創意類則

涵括人體彩繪、科技藝術、實

驗創作、創意彩妝、創意髮

型、時尚新娘等六組，藉由各

組主題凸顯個人造型特色，兼

具時尚與藝術。「#Derivative 

衍生」是以真人剪染與夢幻編

梳兩大方向為設計主軸，不使

用假髮展現精巧美髮手藝。

「#Golden Ratio」則將婚紗

以不同剪裁方式搭配當代流行

妝髮作為整體造型設計，全為

學生巧思而非使用現成禮服加

工設計。「#迴」別具風格特

色，使用3D立體（打印）等

硬體科技作為展演輔助，或是

結合造型應用打造時尚科技。

同學們盡情發揮學習所長，讓

「#HASHTAG」演出不只追

求創新創意，更增添一份現代

的藝術風華。

感謝國立北斗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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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妝品應用科畢與台南應用科大美容造型設計系攜手合作。本次展演動態展主題為「#HASHTAG」，以當下社群常用的主題
標籤為概念，以系列創意主題凸顯個人造型特色，兼具時尚與藝術。

學校及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

級中學等4所高中職共201名

師生受邀蒞校觀摩畢業成果發

表，藉此相互切磋學習。畢業

成果展呈現本科教學特色與全

新世代化妝品應用概念，相信

在優秀師資團隊的帶領，配合

完善學習環境設備以及畢業生

美容技能檢定證照高通過率

的表現，妝品科將持續朝向

積極、樂觀、希望的前景邁

進。

日期 時間 項目 指導者

109.2.19 12:10~13:00 導師會議防疫教育訓練 衛生保健組

109.2.24

8:10~10:00

班會：班級防疫宣導教育

（PPT簡報、影片觀賞、
Q&A），班級進行討論並
記錄至班會記錄本

各班導師

10:10~10:50
衛生股長盤點及領取班級

掃地工具
衛生保健組／導師

11:00~11:50 班級大掃除 衛生保健組／導師

11:50~13:30 用餐／午休

13:30~15:30 學科能力競試 教務處／導師

15:30~ 放學

充分準備  校園防疫不打折
開學日校園防疫宣導教育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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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109年2月4日召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應變小組會

議，敬請教職員工生配合相關防治措施：

一、 如教職員工生寒假期間前往中港澳等疫情流行地區學術交流、旅遊等，

請主動告知衛保組，以利追蹤及其健康狀況，並於返國14日內自我居家

防護及記錄體溫。

二、 如發現有急性呼吸道症狀者，應戴上口罩，並儘速就醫，就醫前應留置

於單獨空間（應設於非人潮必經之處），儘量不上班、不上課。

三、運用多元管道加強教職員工生正確防疫觀念

1. 停留於大陸等疫情流行地區期間

⑴ 落實肥皂勤洗手、咳嗽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

⑵ 避免出入販售活體動物之市場或當地醫療院所等高風險公共場所。

⑶ 避免接觸活體動物及動物屍體。

⑷ 避免食用生肉及生蛋。

⑸ 如出現類流感（如發燒〔≧38℃〕、咳嗽等）症狀，應戴上口罩儘
快就醫。

2. 返國後

⑴ 返國入境時如出現發燒或類流感症狀，主動告知航空公司人員及機

場港口檢疫人員。

⑵ 進行14天自主健康管理，如出現上述症狀，應撥打防疫專線

1922，並戴上口罩儘快就醫，就醫時應告知醫師旅遊史、接觸史

及不適症狀等。

⑶ 生病在家休息，不出門，減少或避免與他人接觸。

⑷ 咳嗽或打噴嚏時，使用紙巾或衣袖遮住口鼻。

⑸ 有呼吸道症狀應持續戴口罩。

四、 如有疫情發生，本校配合當地衛生機關，且隨時與醫院及衛生機關保持

聯繫，加強校園相關衛生教育，請導師協助關心及瞭解學生健康狀況，

並依規定通報本部校園安全通報中心。

五、 請各單位隨時注意疫情相關訊息，可參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首頁

（https://www.cdc.gov.tw/）查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網站相

關疫情。

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在校園擴散，以維護

學生及教職員校園安全健康，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停課期程為14天，大專校院

停課標準如下：

一、 學校停課標準除報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外，依以下原則辦理，並訂定學校

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併同應變計畫報教育部審查：

1. 有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診病例，該師生所授/修課

課程均停課。

2. 有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診病例，該校（區）

停課。

3. 前述1至2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

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4. 醫事類專業科系依「醫、牙、護理、藥學及醫事檢驗復健相關科系學

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教育部109

年2月10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016538號函）辦理。其他校外實習課

依教育部109年2月11日臺教技通字第1090019309號函辦理。

5. 學校遇停課情形，得縮減上課週數，採1學分18小時彈性修課，於週

間或線上課程等補課方式辦理，惟仍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

當校園出現確診病例而實施停課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得視疫情

調查評估決定實際停課措施（如停課天數、對象）。

學校應依上述原則，訂定學校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併同應變計畫

報教育部。

二、 當學校有教職員工生或工作人員為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有各項大型

活動，如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三、 學校停課決定，應立即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

四、 本停課標準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定，隨時調整及發布。

環保股長每日協助班上泡製漂白水擦拭教室，並督促同學，每日擦拭以

下區域並記錄在班級消毒紀錄表，每月交回健康中心後領取新表，衛保組會

不定期到班上檢查消毒紀錄。

請每日早晚加強擦拭桌椅、電腦鍵盤、滑鼠、門把、扶手等常接觸之表

面，強烈建議自備抹布擦拭自己的桌椅比較不會交叉傳染喔。

◎500ppm漂白水泡製方法：

1. 10公升清水請加入100cc漂白水

2. 學校水桶為6公升，半桶水約3公升，請倒30cc漂白水

3. 班級可自備噴霧罐，500cc清水加入5cc漂白水

◎消毒方式與接觸時間：
． 在消毒擦拭之前應將表面的有機物清除乾淨，例如：分泌液、黏液、嘔

吐物、排泄物、血液和其他體液，使漂白水可以充分作用

． 擦拭消毒適用於不具孔隙的表面，接觸時間建議應超過10分鐘。

． 浸泡消毒方式接觸時間建議應超過30分鐘。

◎使用漂白水注意事項：
． 漂白水會腐蝕金屬及破壞油漆表面。

． 避免接觸眼睛。如果漂白水濺入眼睛，須以清水沖洗至少15分鐘及看醫

生。

． 不要與其他家用清潔劑一併或混和使用，以防降低消毒功能及產生化學

作用。

． 當漂白水和其他酸性清潔劑（如一些潔廁劑）混合時，會產生有毒氣

體，可能造成傷害或死亡。如有需要，應先使用清潔劑並用水充分清洗

後，才用漂白水消毒。

． 未稀釋的漂白水在陽光下會釋出有毒氣體，所以應放置於陰涼及兒童碰

不到的地方。

． 由於次氯酸鈉會隨時間漸漸分解，因此宜選購生產日期較近的漂白水，

並且不要過量儲存，以免影響殺菌功能。

． 若要使用稀釋的漂白水，應當天配製並標示日期名稱，而未使用的部分

在24小時之後應丟棄。

． 有機物質會降低漂白水效果，在消毒前該先將待消物品表面有機物清除

乾淨。

． 稀釋的漂白水須加蓋以避免陽光照射，最好存放在避光容器並避免兒童

碰觸。

． 防疫期間敬請大家務必配合，避免造成防疫上的漏洞。

衛生保健組 提醒您

為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全教職員工生請配

合相關防治措施

安心學習—停課、補課及復課措施

大家一起來—維護環境衛生全面防疫

一、個人防護重點叮嚀：

1. 養成用肥皂勤洗手、咳嗽戴口罩等生活好習慣

2.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防範病毒傳播

3. 警覺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及早就近就醫治療

4. 生病要按醫囑服藥多休息，不上班不上課，不進行劇烈運動

5. 出現危險徵兆要儘快就醫，掌握治療黃金時間

二、環境消毒重點叮嚀：

1. 平時定期以清水清潔經常接觸的物品，如鍵盤、課桌椅、門把以及公

用電話，如有群聚或傳染性高的疾病，再搭配使用漂白水等特殊清潔

劑。

2. 新型流感或冠狀病毒患者居住的場所，病毒污染程度較高，可將1份

的市售漂白水加上99份水（比例1：99）稀釋後再進行消毒。

3. 空氣不流通的室內更容易造成病毒散播，故室內應該保持空氣流通。

若有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不適症狀，應立即就醫，主動告知

醫師個人接觸史、旅遊史及居住史，不可隱匿。若有同學不適，亦請通報

師長，本校配合政府政策及維護校內公共衛生安全，將隨時調整相關防疫措

施，請大家一起守護校園健康。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s://

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或0800-00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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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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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靖涵 周楷茵 李月媚

五專一年二班 黃瓘琳 詹佳宜 吳沛溱

五專一年三班 鄭筱芊 甘怡霞

五專一年四班 林育安 陳育慈 黃毓筌

五專一年五班 楊欣蓉 吳雅茹

五專二年一班 倪翊珊 李季璇 徐苑倫

五專二年二班 邱若婷 許逸華 郭羽筑

五專二年三班 周玉奇 黃閔咨 林昕柔

五專二年四班 吳梓華 蔡宛伶 唐綵婕

五專二年五班 張彩琳 陳妙韻 陳舒葦

五專三年一班 劉雅芳 張簡郁軒 廖采榆

五專三年二班 吳函怡 方麗媚 李郁慧

五專三年三班 朱芷儀 莊凱琁 蔡孟潔

五專三年四班 陳弈璇 何仲薇 吳莉綺

五專三年五班 洪子芩 張育瑄 李淑慧

五專四年一班 黃俞瑄 易嫣然 陳昱璇

五專四年二班 戴郁珊 羅郁怡 蔡嘉欣

五專四年三班 高子菱 陳柔安 劉家宜

五專四年四班 徐鈺琇 吳姵婕 郭容均

五專四年五班 陳思柔 林云茜 林莉娟

五專五年一班 陳靜芳 楊雅筑 呂宏品

五專五年二班 陳佳吟 黃郁庭 李慧瑜

五專五年三班 楊雅筑 楊怡萱 許育婷

五專五年四班 邱宜玲 陳涵 黃玟蓁

五專五年五班 鄭文馨 許雅雯 賴姿伶

化妝品應

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郭岱茹 吳亭誼

五專二年一班 李心瑜 邱慧如

五專三年一班 侯巧宜 黃妍甯 蔡佩蓉

五專四年一班 鍾心嫺 黃莘卉 蘇靖淳

五專五年一班 江子涵 呂其 胡琇媚

二專一年一班 黃淑媖 梁苡萱

二專一年二班 許雅淨 王宜靜

二專二年一班 陳湘泠 康慧如

二專二年二班 劉嘉惠 薛如恩

老人服務

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葛雅芯 施家榆 林昱蓁

五專二年一班 張家慈 張蓁菱 吳翠玶

五專三年一班 李昀珊 林佑蓁 林品昱

五專四年一班 洪淑儀 黃詩婷

五專五年一班 張瑀軒 劉宇容 林玟昕

夜二專二年一班 匡慧敏 薛惠方

三、108學年度獎勵優秀新生入學實施計畫及得獎名單如下，為鼓勵優秀國

中及高中職學子升學錄取本校，109學年度擴 大獎勵「5A獎5萬」名額，

歡迎有志報考本校學生，積極爭取各項高額獎金！

（一）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得獎名單

◎二專部（一般生70名）

二、108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試錄取報到名單

學業成績優良暨進步學生獎勵

學制 得獎人資格 獎學金金額 得獎人

五專

(一)國中教育會考5A且國
      中教育會考總積分前
      2名新生。

第1名伍萬
元，第2名
參萬元

第一名 黃靖涵

(二)依國中教育會考總積
      分，護理科取前4名
      新生、化妝品應用科
      第1名新生、老人服
      務事業科第1名新生。

每名壹萬元

護理科：黃瓘琳、黃璵倢、

　　　　孫郁佳、鄭筱芊

化妝品應用科：鍾喬安

老人服務事業科：林昱蓁

學  制
二專部 （日）

化妝品應用科

招生管道 特殊選才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單獨招生

招生(群)
類別

青年儲蓄

帳戶組

低收或

中低收

入戶生

家政群

生活應

用類

青年儲蓄

帳戶組

設

計

群

家政群

生活應

用類

不限

名額(人) 1 1 36 1 2 19 10

計分方式

體驗學習

報告書

(60%)
面試

(25%)
備審資

料審查

(15%)

統測分數(25%)
備審資料審查

(15%)
面試分數(25%)
創意紙圖實作

(25%)
在校學業成績

(10%)

統測分數

(10%)
體驗學習

報告書

(60%)
備審料審

查(10%)
面試分數

(20%)

統測分數

只採書審：

歷年成績

(30%)
個人備審資

料(70%)

報名方式 請向二專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報名 本校報名

學制 五專 二專

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科別 護理科 化妝品應用科 化妝品應用科

正取人數 3 4 2

報到名單

張凱棠

許瑄云

王昱勻

陳宜蔓

呂嘉純

黃子霓

王鏡瑜

陳俞燁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109學年度預定新生人數為425名，歡迎有興趣同學踴

躍報名。109學年度各學制招生一覽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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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1） 50（原5身1）

五專優先免試260 200（原5身5） 40（原1身1） 20（原5身1）

南區五專95 50 15 30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109年5月18至22日報
名（請向109 學年度五
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

員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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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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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6月18日至29日
報名（請向109 學年度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招生委員會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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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訊

註冊組—招生資訊
【選擇南護  就有出路　升學就業  南護就YES！】

◎五專部（一般生名額355名）

「5A獎5萬」歡迎優秀學子就讀本校

二專

化妝

品應

用科

(一)技優甄審成績前5名新
      生。

每名壹萬元
賴昱伶、林庭韵、徐翊瑄、

陳秀蓮、黃思瑜

(二)甄選入學成績前3名新
      生。

每名壹萬元 洪淑娟、蔡沂庭、饒文芊

(三)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成
      績前2名新生。

每名壹萬元 黃靖閔、黃淑媖

(四)單獨招生入學成績前8
      名新生。

每名壹萬元

江雨凝、王宜靜、林羽亭、

陳珮瑜、陶郁筑、歐珈妏、

鄒易辰、鍾沛渝

▲ 校長頒發國中教育會考5A新生入學獎勵 ▲ 校長頒發五專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科別 班級 姓名

護理科

五專二年一班 林 秀

五專二年二班 杜品萱

五專二年三班 蘇筱晴 周玉奇

五專二年四班 朱品璇 吳梓華

五專二年五班 張家菱 傅楷晴

五專三年一班 林臻醴 許品柔

（二）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進步獎得獎名單



第　版5

▲林奇秀教授（中）與本校同仁會後合影紀念

本校學生輔導中心於109年01月

09日舉辦「108學年度高風險個案演

練」，演練依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之「憂鬱及自我傷害個案事件處理流

程」及「校安中心通報流程」辦理，

並與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組、總務

處事務組、學生聯合服務中心等單位

共同策劃及執行。

學生面對課業、實習、人際困

擾、在職就學等壓力事件時，若缺乏

適當的情緒紓解管道與豐厚的支持系

統，可能產生憂鬱、躁鬱、無力感、

失眠、食慾不振等反應，更甚者可

能會有自傷/自殺等意念、計畫或行

為。當此類自傷危機事件發生時，若

學校能即時啟動危機處理流程，協助

學生得到適當的安置，且持續追蹤輔

導，能避免憾事發生。故學生輔導中

心期待透過本次演練，讓本校危機處

理流程臻於完善。

本次演練圓滿落幕，感謝各單

位配合。在演練籌備及行前會議中，

各單位集思廣益、考量實務操作上可

能遇到的困難，例如：救護車停放位

置、擔架通行管制電梯路線、圍觀學

生可能會有的反應等。相信經過此次

演練，相關單位能夠更加清楚自己的

職責範圍，在分工上也能更加細膩與

流暢。

學生輔導中心 —
108學年度高風險個案演練 有備無患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本校開學日原訂於109年2月17

日。為避免群聚感染及維護師生健

康，經本校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

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緊急

應變小組會議決議，修正109年2月

25日為本校“正式上課日＂。

同上，原訂於109年2月12日（

三）舉辦「新進教師暨兼任教師座談

會」及109年2月4日「化妝品化學」

之寒修班皆停辦。

課務組於每年六月或十二月中旬

以前公告寒假或暑假重補修課程申請

訊息，接受學生登記，每班修課人數

達十八人，該科目始得開班，人數不

足則視同學意願專案辦理，但需繳足

十八人之費用，如因人數不足或無法

聘得教師授課時，得不開班，並於期

末以前公佈開班課程。

本校暑寒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

請參照：https://www.ntin.edu.tw/

administration_president1.aspx？

id=47

考試期間未能參加考試者或有

特殊情況者，請於事前親自電話聯繫

課務組（06-2110614），本組依據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考試規則」

第九條：考試假，須於考試前請准

假；考試當天發生緊急事故者，須於

當天或隔天檢具有效證明文件辦理請

假手續；重病者須三天內檢具醫院重

病診斷書辦理。經教務主任核准並將

假條交課務組，方得參與補考，否則

以規避考試論，未參加考試科目以零

分計算。）辦理。

本校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考試

規則請參照：https://www.ntin.edu.

tw/administration_president1.aspx？

id=47

課務組—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108年9月17

日邀請長庚科技大學呂雀芬教授，

介紹桌遊創意教具發展及檢討其教學

運用，分享創新教材研發過程、探

討同理心與遊戲式學習概念。藉遊

戲化身機制演練而形成多重循環學

習，連結並演練同理能力的情感、認

知與表達三要素。透過競爭性、互動

性、故事性、即時具象

化（concretization）回

饋之機制設計，融入平

權、同儕學習等元素，

體驗不同層次之被同理

感受並深化同理心意義

思辨，以達同理心創意

教學之目的並實踐寓教

於樂之教學理想。活動

108年9月27邀請台灣大學圖資

系林奇秀教授探討有關「學術研究倫

理的新議題─掠奪性期刊」，以他多

年對掠奪性期刊的觀察，分享與會老

師們如何判別此類期刊的特質。也澄

清期刊發表原始用意-取之國家社會

應該免費分享與發展學術研究；然而

中講師並邀請老師們分享個別需要被

同理的情境，再來同理別人之困境，

最後大家討論出一個最恰當的情境脈

絡，讓老師們經由遊戲體會到同理心

無法制式化，但可以學習如何與個案

的情緒做連結。活動過程不但將認

知、情感與表達三要素加以統整，同

時達到最大化學習之樂。

為維護出版刊物與網路傳遞的便利

性，需要有適當的經費匯助；但惡意

論文濫用與金錢交易卻會傷害期刊的

價值與效用。與會老師藉由本次的演

講，提升釐清坊間國內外正規學術期

刊與商業化掠奪期刊的能力，避免日

後因投錯期刊，人財兩失。

教師發展中心—
創新教材研發分享—桌遊桌遊創意教學

▲ 呂雀芬教授（右二）與本校同仁會後合影紀念

逃離學術界惡夢—掠奪性期刊

學務處訊

▲ 高風險個案演練流程

▲ 值班教官校安通報流程

護理科

五專三年二班 彭可葳 張嘉恩

五專三年三班 賴俞婷 鄧允妍

五專三年四班 何語柔 莊筑涵

五專三年五班 鄭冠廷 黃詩庭

五專四年一班 王芃樺 韓欣宇

五專四年二班 張珈維 陳怡君

五專四年三班 林宸薇 陳文傑

五專四年四班 潘臆安 羅熙淮

五專四年五班 李東璋 吳芯妤

化妝品應

用科

五專二年一班 江依真 游咨筠

五專三年一班 傅渝芯 李懿蓁

五專四年一班 黃薏安 杜婞瑜 曾筱芸

二專二年一班 李秋萍 陳韻婷

二專二年二班 許芸涓 黃庭怡

老人服務

事業科

五專二年一班 劉芸妃 曾妍築

五專三年一班 蔡昀臻 李妍筠

夜二專二年一班 林郁宏 林秀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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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開始後，同學紛紛至櫃檯報名參加

▲ 新書展示區展示推理小說文學作品共167冊；激
發同學閱讀興趣，流連忘返。

▲ 同學充分利用館內電腦查詢電子期刊及電子圖
書

▲ 同學親手繫上祝福卡，象徵為自己祈福，也感
謝周邊的每一個人；聖誕佳節校園充滿溫馨與

祝福

◆我們與書的距離∼閱讀大躍進
一年一度圖書館週活動在歲末之

際的【我們與書的距離】展開序幕，

只要依照指示完成三個任務，即可領

取精美獎品一份。活動一開始，同學

們呼朋引伴一起來闖關，互相腦力激

盪，在遊戲中完成任務，不僅認識圖

書館館藏，亦添加閱讀樂趣。

◆ 推理小說主題書展∼你也可以成為

名偵探

藉由展出館內一系列推理小說

文學作品，帶領同學跟著作者走入驚

悚懸疑的故事內容，尋找線索破解謎

題，一步步體驗文字的美妙，同時激

發同學對文本的興趣，培養觀察力、

邏輯思考、以及資料整合能力，進而

思索人性、關心社會。

◆我有話要說∼許自己一個美好未來
在溫馨的12月邀請全校師生透

過祝福卡寫下自己的願望和對老師、

同學及同仁的感謝與祝福，期許自己

能放下過去種種，勇敢面對新的未

來，培養人文關懷，營造溫馨校園。

共讀好書，縮短與書的距離

▲ 辦理108學年度一年級學生UCAN團體施測

▲ 「UCAN測評怎麼看」講座─同學專心聽講師解
說並踴躍提問

▲ 「UCAN測評怎麼看」講座─講師解說UCAN如
何幫助自身職涯發展

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訊

總務處訊

圖資中心訊

為協助學生了解職業興趣及進入

職場需具備之八大共通職能，自我欠

缺之面向，進而設定自我學習目標與

實踐能力養成。一年級學生以班級為

單位，統一線上團體施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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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項測驗；並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UCAN測評怎麼看，於「職業興

趣探索」及「職能診斷─職場共通職

能」兩項測驗結束後，讓學生自由報

名參與此計畫，並邀請講師協助學生

講解測驗方式內容，與學生進行雙向

交流，解答學生常見於職涯發展之相

關疑惑。透過專業講師的講解，結合

職涯探索及職能診斷，以貼近產業需

求的職能為依據，增加學生對目前職

場趨勢狀態的了解，藉此讓學生明白

將來的職涯發展方向、學習如何透過

自我診斷及評估了解自身各方面技能

的能力強度，增進學生動機探索自己

的興趣並規劃自身的人生方向，藉此

提升自我學習目標及實踐養成能力並

且增進職場競爭力。

大專院校就業職能平台(UCAN) 施測
增進學生自我評估能力、提升未來職場競爭力

保營組—

◆美化校門口，提升景觀藝術
學校校門口因英文名稱字過小，

既有水池無法運作以及公共藝術木構

件腐化、鑄鐵生鏽，黃校長與總務處

重新整治整體校門口之景觀。配合現

有的水池造型，進行綠化，將其改成

4~50cm高的花崗石平台及植栽槽，

種植扁柏、金露花等灌木植栽，並輔

以季節性草花。同時美化建築體，重

新塑造成或坐或站的停等空間，提供

師生額外的暫停空間；另外生鏽的鑄

鐵再度噴漆，腐化的木構件予以拆

除，木坪台重新鋪設塑木，搭配夜間

燈光，展現了一個充滿活力及亮麗的

校門口。

◆ｉ郵箱 方便你我

學校考量同學網路購物的需求，

並減少文書組郵件的負擔，提供提款

機旁空間讓郵局設立i郵箱，並要求

其採用輕量化透空的造型，以配合整

體校園景觀。

ｉ郵箱是郵局新成立的一種取
寄郵件的新方式，提供全年無休、自

助領取、交寄包裹及退貨之服務。在

交寄郵件時書寫ｉ郵箱名稱為收件地
址，讓收件人直接於ｉ郵箱取件；或
於網路購物後，指定你的商品直接寄

送至ｉ郵箱，可以於指定時間內至
ｉ郵箱取件，同學以後進行網路購物
時，可以多加利用。

▲ 設立ｉ郵箱方便同學網路購物需求▲ 美化綠化後的亮麗校門口

▲ 趣味啦啦舞競賽(1)

▲「行腳書寫朝聖之路-一趟自我民族誌的實踐」
國立體育大學徐元民教授

▲ 趣味啦啦舞競賽(2)

體育運動競賽—

本學期校內體育競賽中最受矚目

之項目，非趣味啦啦舞競賽莫屬，參

賽班級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爭取團隊

榮譽；期望未來這項競賽延續南護優

良傳統，進而提升班級與校園之凝聚

力。

趣味啦啦舞競賽 舞動青春與熱血

為提昇本校校園運動風氣，強

化學生體育知能，108年起定期舉辦

「體育運動知能系列講座」，計已辦

理三場次講座。分別於108年11月1

日  邀請登山家江秀真演講「雲端上

的行腳」；108年11月29日邀請中臺

科技大學蔡英美教授演講「健康促進

體能活動設計」及108年12月13日邀

請國立體育大學徐元民教授演講「行

腳書寫朝聖之路-一趟自我民族誌的

實踐」。講座內容豐富精彩，頗受校

內師生好評，期待未來持續辦理，激

發學生參與運動的動機與興趣，並藉

此汲取新知。

體育運動講座 登高望遠

▲ 演練結束後全體參與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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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話劇比賽說與演花絮(二) ▲ 淨灘活動實踐環境教育，體驗環保的精髓

▲ 英語歌唱比賽除了英文與歌聲，還搭配變化多
端的造型設計

▲ 英語話劇比賽說與演，精彩表達『護理職場專
業英文應用』活動主題

1. 108學年度一、二年級班級英語歌

唱比賽已於108年12月6日圓滿結

束，恭喜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專部二

年1班奪冠；競賽榮譽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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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國立成

功大學外語中心曾惠鈴講師、崑山科

技大學外語中心吳秀娟講師及臺南應

用科技大學流行音樂學程郭怡淳老師

來作講評，以增進活動整體品質。

名　次 班　級

第一名 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專部二年1班

第二名 護理科五專部一年5班

第三名 化妝品應用科五專部二年1班

第四名 護理科五專部一年2班

優勝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4班

優勝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2班

　　　　　　名次
班級與題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五護四1 題目 The body
The circulatory
system

Hospital staff

五護四2 題目
Behind enemy 
lines

Princess Adventures Circus Promise

五護四3 題目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Near the Drug 
Step,Far from 
Happiness

Food Poisoning

五護四4 題目
Traffi c safety,go 
home happily

Burning midnight oil 
with nightmares

Keep Dry!
Mosquito bye!

五護四5 題目

The Blossom of 
Rainbow love

Slave of Money
How I fi nd my 
Mr.Right

通識教育中心訊

擴大英文日常應用能力，提升英文實力
英語歌唱比賽及英語話劇競賽精彩上演

3. 108年11月22日辦理大型志願服

務-黃金海岸淨灘活動，本次活動

由歐宗明主任、許君漢老師、賴雅

韻老師、陳玫君老師及蔡秀美帶

隊，參加班級為護理科一年級1、

4、5班及化妝品應用科日二專一年

級1、2班，共計為211人。

2. 108年11月18-22日，本中心辦理

四年級班級英語話劇比賽，參加人

數為248人。

恭喜護理科五專部四年級脫穎

而出贏得勝利的隊伍；各班級名次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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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努力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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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融入『護理職場專業英文應用』主

題，促進學生運用基礎英語能力以銜

接護理職場英語溝通能力。

▲ 台灣技優護生實作競賽每校參賽學生2名，
本科2名代表選手李易珈、呂宏品皆獲甲等
獎的好成績

▲ 護理科學生柳夙芯經勞動部林三貴常務次長
手中獲頒第49屆全國技能競賽健康照顧類銅
牌獎殊榮

▲ 護理科3組作品獲「2019年臺灣能─潔能科技創意
實作競賽」微電影組金牌獎與2組佳作獎，學生與指
導教師陳玫君、許劍橋開心合影

▲ 護理科學生獲頒「2019全國大專校院生命教育關懷
與推廣微電影競賽」最高榮譽銀牌獎（金牌從缺）

日期 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項目 名次 獲獎同學 指導教師

108.
9.16~20

勞動部
第49屆全國技能
競賽

健康照

顧類

銅牌

(第三名)
柳夙芯

藺寶珍

洪淑玲

108.
10.06

國立科

學工藝

博物館

2019年臺灣能─
潔能科技創意實

作競賽

高中職

微電影

組

金牌獎

吳昱臻

黃俞文

詹喻婷

歐盈萱

戴郁珊

陳玫君

高中職

微電影

組

佳作

高語謙

葉依宸

趙紘翊

蘇歆妤

許劍橋

大專微

電影組
佳作

李易珈

方憶婷

王琳珊

陳孟晨

蘇心妤

陳玫君

108.
10.26

弘光科技

大學

108年臺灣技優護
生實作競賽

甲等獎 李易珈 陳美芳

甲等獎 呂宏品 陳美芳

108.
11.07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2019全國性華醫
創客松大賽「健

康照護」與「智

慧生活」創意實

務專題競賽

健康照

護組
優等獎

林亮瑩

胡翔雲

曹綺軒

許凱棻

鄭翠卿

陳玫君

108.
12.06

南華大學

2019全國大專校
院生命教育關懷

與推廣微電影競

賽

銀牌獎

林莉娟

張育瑄

陳佳娸

廖翊安

最佳

人氣獎

李宛

李泯蓁

林荷勻

許庭禎

護理科訊

本科教師教學卓越，尤其在研

究與創新方面表現出色，參加中華民

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之

「108年度護理研究成果及護理創新

競賽」，成績亮眼，分別是陳美芳老

師於護理研究成果競賽參賽的65件

作品中，榮獲佳作獎殊榮；陳玫君老

師於護理創新競賽參賽的311件作品

中，榮獲佳作獎的優異成績。另陳玫

君老師參加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舉

辦「108年度護理創新競賽」，有2

件創新作品獲得獎項榮耀。

護理科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校際護

理實務或創新競賽，成績優異，成果

如下：

研究與創新連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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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長照據點 增強在地社區的能量

本年度與台灣長期照顧教育學會

透過躍升計畫，在臺南市北區和順里

設置照顧據點，建立老人長期照顧的

服務及學生實習訓練場域。近半年的

服務過程，我們在社區中與里長、里

民合作，建立了志工隊，並透過課程

辦理建立了師資資料庫，同時與妝品

科成立了長照據點辦公室與化妝品美

容保養工作室，強化在和順里的合作

能量。

未來將再導入三個系統與四個

服務模組，包括研發處的研究創新系

統、老服科的照顧服務系統、妝品科

的專業應用系統，共同合作發展口腔

保健模組、預防失能模組、家庭共照

模組及美容保健模組，全面提升服務

品質，從和順里出發擴及臺南市北

區各里，以強化資源的聚焦及有效利

用，發展據點服務專精特色，拓展學

生實習教學參與，使本計畫深刻的產

生教學、研究與服務三重價值。

透過志工隊的培養，我們運用

在地人才，逐漸建構志工系統，包括

管理層級、服務部門、行政部門，未

來將嘗試將志工隊與四個服務模組結

合，使在地銀髮族能在社會參與、準

專業培力的策略下，逐步成長為可以

持續推動在地服務的志願組織，同時

能有效的帶領學生進行更深入的社區

發展工作，形成有效的工作模式。大

量資源挹注可以快速地培養在地社

區，長遠規畫則是將資源擴散，讓在

地社區的能量可以進一步影響或甚至

提供其他社區多樣化的服務。相信在

全體人員的努力，配合銀髮志工的成

長和參與，未來一定可以將目前建立

的服務模式拓展到其他社區當中。

▲ 據點課程講師特別安排手作活動，以紅包袋為素材製作手提燈籠，延續年節的喜氣，長輩們都樂開懷

▲ 學生於和順里關懷據點進行社會工作實習，透
過電訪及家訪關懷長者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化妝品應用科訊

1. 2019全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

術研討會：本科與南華大學科技

學院暨自然生物科技學系、國立虎

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暨生物科技系

及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四

校跨校合作，共同辦理「2019全

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

會」。研討會共有八場精彩的產官

學專題講座還有近百篇的海報論文

競賽，琳瑯滿目研究成果使得參與

人員應接不暇。

2. 2019化妝品技術創新研討會：由

本科與教育部合辦，配合教育部優

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南臺灣

美麗加值中心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補助，邀請全國高中高職及技專校

院化粧品相關系科產官學界人士參

與盛會，探討彩妝創新技術與趨

勢，精彩的演講內容讓與會人員收

穫塞滿行囊。

※妝品科師生於108年度參加8場

競賽共獲25次獎項，成果斐然
本科學生參加不同單位各項比

賽，藉由競賽過程來展現專業技能及

美學整體造型之創意，此外更幫助學

生於才藝推甄上新增豐富作品。學生

校外競賽優異表現如下：

▲ 本科與南華大學科技學院暨自然生物科技學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文理學院暨生物科技系及中山醫學
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四校跨校合作，辦理「2019全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

▲ 臺南市議會辦理「臺南市議長盃行動美
學設計公益聯誼賽」，本科學生分別獲

得白紗新娘造型組（真人）第一名、第

二名及佳作的好成績！

產官學攜手合作 創新領導新趨勢
2019全國生物科技暨健康產業學術研討會
2019化妝品技術創新研討會

競賽名稱

班級 姓名 競賽組別 獎項 指導老師

「2019年SMILE UP嘉誠微笑盃」獲獎名單

五妝四1

林芳如
林鈺惠
陳鈺霖
黃子昀

WOW水又水保濕精華液 第二名 仇敏

社團法人台灣檢驗及品保學會(TTQAS)

五妝四1

林芳如
林鈺惠
陳鈺霖
黃子昀

創新食品（保健食品）的
開發及衛生安全檢驗論壇

優良壁報論文獎 仇敏

「臺南市議長盃行動美學設計公益聯誼賽」獲獎名單

五妝四1 王靖淳 白紗新娘造型組（真人） 第二名
詹慧珊
謝清秀

五妝四1 張芳綺 白紗新娘造型組（真人） 第一名

五妝四1 謝佩臻 白紗新娘造型組（真人） 佳作

「2019第23屆臺灣高雄市長盃全國美容美髮美甲美睫技術競賽」獲獎名單

二妝一1 林培安 時尚新娘化妝組 第一名
黃品璇

二妝二2 方詩涵 舞台宴會化妝組 第一名

「2019年台灣世界盃髮型美容美睫美甲紋繡國際比賽」獲獎名單

五妝四1 郭子瑜 103世界扇型冷燙靜態組 冠軍

詹慧珊
謝清秀

五妝四1 陳怡廷 137世界藝術紋飾靜態組 殿軍

五妝四1 黃莘卉 107世界編梳靜態組 季軍

五妝四1 劉詠瑜 120世界新娘捧花組 特優

五妝四1 鄭家薇 123世界纏花靜態組 殿軍

五妝四1 鍾心嫺 25世界纏繞比賽 亞軍

五妝四1 謝佩臻 14世界整體造型組 亞軍

「2019第31屆國際盃美容美髮美甲全國技術競賽大會」獲獎名單

二妝二2 李紫瑄 藝術創意紙圖組 亞軍
詹慧珊
謝清秀

「2019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大會」獲獎名單

五妝四1 王欣韻 面具創意設計組 冠軍

詹慧珊
謝清秀

五妝四1 伍語瑄 紙雕藝術組 季軍

五妝四1 吳淑芬 少女化妝組 亞軍

五妝四1 蔡阜庭 鑲鑽手機殼組 季軍

五妝四1 闕語宣 少女化妝組 冠軍

五妝三1 何心薇 芭比娃娃組 佳作

五妝三1 李汶錡 芭比娃娃組 優等

五妝一1 陳彤玗 美儀公主 冠軍

「第13屆全國賽台灣菁英盃美容美髮技藝競賽」獲獎名單

五妝四1 張芳綺 新娘化妝設計圖組 冠軍 詹慧珊
謝清秀五妝四1 王靖淳 紙上創意化妝組 亞軍

▲ 2019化妝品技術創新研討會，邀請亞洲色彩國際企業有
限公司周育瑾董事長主講，並在現場示範噴槍噴霧筆針

彩繪技術，董事長神來之手在學生模特兒的臉上與手上

展現出美麗又兼具創意的彩繪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