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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架構圖

◆ 護理科教師藺寶珍副教授獲臺灣護理教育

　 學會評選為專科組優良護理教師

◆ 護理科108年度應屆畢業生

　＊郭彧彤同學專技高考護理師全國第四名
　＊謝宛蓁同學專技高考護理師全國第九名

為建構本校以「服務」為導

向的校園核心文化。自108年3月

1日起，以軍訓室轉換為「學生

聯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做組織示範，服務項目區分為

學生「生活諮詢」、「學習諮詢」

及「行政諮詢」等三大項。本中

心整合校內行政資源，簡化申辦

作業流程，提供快速便捷服務，

將學生各項需求融入服務介面，

藉由正向互動式溝通，使管教關

係從權力管控走向專業服務，聚

焦行政服務指向，重塑師生友善

關係，翻轉行政服務的觀念。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隸屬學務

處，由學務主任兼任中心主任、

下設執行祕書1人、幹事1人，由

校聘校安人員遴派擔任。本中心

採任務編組方式，結合原校安中

心功能，由「軍訓室」直接轉換

為對口單位，設置服務宣導專區

及辦公室，建立「單一窗口」、

「權責分流」、「考管稽核」之

服務架構。為簡化冗長行政流

程，提供快速便捷服務，展現服

務導向價值之目的。由各處室授

權提供學生常態性應援業務表單

2-5項及書寫範本，藉由「學生

聯合服務中心」宣導專區陳列，

提供學生表格資料索取、政令宣

導及臨櫃諮詢服務，並將意見轉

陳各處室辦理，提升行政處置效

率與文化，每月彙整學生反映問

題，提報行政會議檢討策進。

▲ 全國第四名－郭彧彤同學▲ 專科組優良護理教師－藺寶珍副教
授(右一)與黃校長合影

▲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剪綵

▲ 黃校長美智開幕致詞

▲ 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揭牌

▲ 黃校長美智參觀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 校長與同學於學生聯合服務中心旁合影

▲ 全國第九名－謝宛蓁同學

狂 賀！狂 賀！

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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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護理類 家政群類

日間部

五專前3年
學費 免學費 免學費

雜費 6,866元 6,866元
合計 6,866元 6,866元

五專後2年
二專

學費 10,090元 10,090元
雜費 8,434元 8,434元
合計 18,524元 18,524元

夜間部
學分（小時）學雜費 977元 977元

合計 依選課學時數而定 依選課學時數而定

其他項目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費
（招標金額）

224元 224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專款專用）（五專）

520元 520元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專款專用）（二專）

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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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翊珊 張予薰 李季璇

五專一年二班 邱若婷 許逸華 郭羽筑

五專一年三班 李懿倉 呂宜蓁 林昕柔

五專一年四班 曾依萱 蔡宛伶 高華秀

五專一年五班 陳妙韻 張彩琳 陳舒葦

科別 班級 姓名（第一名3000元）

護理科
五專五年一班 謝佳恬

五專五年二班 林佳靚

護理科
五專五年三班 林家琦

五專五年四班 陳千惠

五專五年五班 劉昱

妝品科
五專五年一班 莊詩晴

日二專二年一班 黃筱燕

夜二專二年一班 王郁淇

老服科
五專五年一班 石珮渝

夜二專二年一班 鍾美香

認識南護新鮮人

三、 學業成績優良暨進步學生獎勵

（一） 畢業成績優良獎：依據本校學業成績優良暨進步學生獎勵要點，畢

業成績各班第一名，且各學期操行成績均達 80分以上（不含畢業當

學期成績）

107學年度畢業成績優良獎名單如下

註冊組

一、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本校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專第一屆畢業，也是首次本

校五專三科一同參加畢業典禮，共有390名畢業生，五專護理科畢業

240名，化妝品應用科38名，老人服務事業科43名、二專化妝品應用科

畢業45名、夜二專化妝品應用科及老人服務事業科畢業共24名（計算至

108年10月15日止）。學生畢業前不論升學或就業都有完善的規劃和漂

亮的出擊，超過95℅考上二技、大學及找到理想的工作，各展所長。升

學就業，南護yes！

二、 108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108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

（三） 學期成績優良獎：依據本校學業成績優良暨進步學生獎勵要點，前

一學期之學業總平均成績為全班最優之前 5%（不足一名，以一名

計）為原則（各科成績均須及格，且修習不低於 12 學分），操行

成績80分以上。受獎名額有2人以上分數相同之同分參酌順序為：

1.英文 2.國文 3.操行。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成績優良獎得獎名單

教務處訊

自教書以來，認識記住

每位學生名字並能於任何時刻

說出他們的名字是每屆上課最

重要的功課。我要求自己必須

於期中前認識每位學生，因為

每位孩子都是獨特的，也希望

被看見。因為認識每位學生的

關係也拉進我跟她（他）們之

間善的距離。每屆接觸2個班
級，跟他們至少有一年授課（一下解剖學及二上生理

學）接觸的機會，這是我跟這2個班級的緣份，所以很
珍惜跟這些學生相處的機會。以下分享個人為這些孩子

們設計的課程方向及生活規範的要求：

1.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上課內容搭配臨床案例故事、生
活事件、醫學相關影片等，以及二技證照相關考題。

2. 『繪圖、大量圖片、流程圖方式』的授課並搭配回覆
示教的方式：課程 容的講解，常以『繪圖、大量圖

片、流程圖方式』說明觀念及學理機轉，因為這樣的

教學方式，遠比文字的敘述 能解釋相對應的觀念及

關連性，更容易記憶。解說之後，再搭配回覆示教及

相關考題練習，讓學生練習並測試是否了解課程內

容，接著隨機進行課堂小考，如此可加深學習記憶，

同時可避免學生精神不佳。 

每一個故事都是從

“很久很久前＂開始 

很多年前，要開始選

填科系時，很乖的聽從父

親的指示：“讀護理＂，

因為畢業後不怕沒工作；

但護理是甚麼？我有興趣

嗎？我不知道。多年後，

開始找護理相關工作，不

知道為什麼的走進了“學

校＂，成為一為“護理老

師＂。現在反思，我確定自己喜歡照顧別人，喜歡當

一名“護理師＂，但是否“喜歡＂當一名教師，我不

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幾年教學生涯中，我喜

歡跟孩子們一起討論他們的未來，一起規劃未來的夢

向。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位老師很嚴格”，但是他們

在職涯或生活迷惘時，會來尋求老師的協助，因為他

們知道這位老師把他們當作是朋友。把學生當作是朋

友、夥伴、自己的孩子，這就是我給自己訂成為一位

好老師的遊戲規則；當我跟學生們站一陣線上，協助

學生準備好自己的技能與知識，讓他們畢業後願意投

入老人服務與照護，這樣我們老年的未來生活 才會有
品質。

3. 分組加分競賽活動：學期開始依照每個學生的學習程
度分組，每次競賽結果，同組同學共享努力成果（加

分），目的：⑴讓同組的同學互相協助，凝聚團隊精

神，讓學生了解當大家都好的時候，你才能更好。⑵

建立在臨床上你需要與你的同事合作，在照顧病患上

你無法選擇病患的概念。⑶教學相長，提升學習成

效。⑷事先確定組別，可避免學生落單導致失落受傷

的心情。⑸在過程中學習，除了成績之外，護理最重

要的信念是關懷每個人。 
4. 課後加強課業輔導：每個孩子學習成效不同，領悟力
也有時間的差距，對於領悟力較慢的學生或是捉不到

重點的學生，了解其學習狀況予以輔導。另外，設立

『小天使計劃』，因為有些學生透過同儕學習會比較

自在，故安排學習成效佳的同學給予協助。

5. 自我尊重：護理職場很重視個人的言行舉止，孩子除
了學會尊重他人，最重要是從自我尊重學起，所以言

行上禁止不雅口頭禪及上課趴睡。另外，手機已經變

成我們生活很重要的工具，但是在專業護理課程及護

理職場上卻有所規範，所以上課禁用手機，學習尊重

自己也尊重別人。

回首教育的路上，當在校園中學生遠遠的呼喊

妳，熱情的擁抱妳，看到她們對妳會笑的眼睛，原來這

就是我教學的動力及熱情的來源，感恩學生對我的肯定

及真誠的回應，在教學上我也會更努力的自我成長。

教學績優教師

李月萍老師　為國立成功大學健康

照護所護理組博士，學術專長在機構

老人運動行為、老人活動參與及老人

護理等，負責基本護理學及專業倫理

與法律等課程之教授。

楊雅萍老師　為國立成功大學健康

照護所護理組博士，學術專長在失智

症照護、社區護理、急重症護理、長

期照護、生物統計與研究方法等，負

責基本護理學及身體評估等課程之教

授，並兼任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

許君漢老師　為108學年度新
到任化學科教師，同時擔任總

務處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研究

興趣為孔洞材料製備、鑑定與應

用，專長為無機材料的鑑定與分

析方法，如電子顯微法、X-Ray
繞射法、熱重分析法及表面積分

析等。許老師學、碩士皆就讀成

大化學系，而於成大化工系取得博士

學位，具有多樣化學、化工專業基礎

知識與問題解決能力，未來在教學上

不僅協助學生奠定良好科學基礎，更

期許達到引發學生對科學產生興趣之

目標，培育更多優秀人材；此外，在

研究方面將著重於開發能源應用相關

材料，以研發的材料達到實際應用為

目的，將所學致力於改善能源危機相

關問題，回饋社會。

獎項 科別班級 姓名

市長獎 五專護理科五年二班 林佳靚

議長獎
五專化妝品應用科五年一班 曾淑芳

五專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年一班 龔育論

教育會會長獎 日二專化妝品應用科二年一班 吳怡岑

台南市北區
區長獎

五專護理科五年一班 楊湘琪

五專護理科五年二班 林玉珠

五專護理科五年三班 鄭玉蘭

五專護理科五年四班 楊翎琪

五專護理科五年五班 趙思婷

五專化妝品應用科五年一班 黃品瑄

五專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年一班 徐玉琴

日二專化妝品應用科二年一班 林品蓁

夜二專化妝品應用科二年一班 陳帟琳

夜二專老人服務事業科二年一班 劉碧君

（二）校外提供之畢業生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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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班級 姓名

護理科

五專一年一班 張庭　 陳睿妤

五專一年二班 林娉妤 陳揚芸

五專一年三班 林亮何 許萱兒

五專一年四班 蘇育瑾 董妤歆

五專一年五班 黃安琪 尤璿禎

五專二年一班 唐德望 陳姵蓁

五專二年二班 袁郁馨 黃涵妤

五專二年三班 陳韋伶 鄧恩祺

五專二年四班 何語柔 林亭儀

五專二年五班 吳權育 陳婕瑜

五專三年一班 蕭珮岑 張宥柔

五專三年二班 歐盈萱 蔡嘉欣

五專三年三班 劉家宜 林栴如

五專三年四班 張芷寧 楊萬春

五專三年五班 張育瑄 梁詠晴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楊筑云 王唐淇

五專二年一班 林妤樺 王品頤

五專三年一班 林芳如 陳怡廷

二專一年一班 陳怡筑 游智伃
二專一年二班 陳廷媗 洪佑慧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胡庭嘉 李育心

五專二年一班 王俐文 洪鈺翰

五專三年一班 林靜汶 林孟萱

夜二專一年一班 張甄郁 蘇秀璇

（四） 學期成績進步獎：依據本校學業成績優良暨進步學生獎勵要點，當

學期總成績較前一學期總成績進步幅度最多之全班前2名，且當學期

總成績平均不得低於60分。

四、108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招收新生人數：

五　專：護理科250名、化妝品應用科49名、老人服務事業科50名。

日二專：化妝品應用科85名。

五、為主動協助準新生、家長及教師了解本校各科專業學習與生活環境，特

別安排四場入學計分說明會，分別於108年3月16日（早鳥場）、4月13

日（臺中場）、6月1日（校慶場），辦理五專各管道計分方式、五專續

招、二專面試技巧說明會，及全校各科專業教室與校園參觀等，報名參

加人數達七百多人。各場次反應熱烈，許多學生家長表達此說明會協助

其了解多元入學下，複雜的成績採計方式；同時也對說明會清晰扼要、

報名小提醒助益良多、現場志工熱誠溫暖、專業教室安排妥善等表示極

高的滿意度。

教師發展中心為了提供學生進行

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強化學習等成

效，於108年3月13日召開數位教學

品保副股長教育訓練，協助教師使用

課室教學錄影軟體Evercam製作影音

數位教材，本學期共有34位老師上傳

數位教材至Moodle數位教學平台，

並有3位老師申請影音數位教材輔

助，相信這些成果可以更方便同學們

的學習。

本學期重點落實在「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中，已協助多位老師們申

請108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本年度通過了7件申請案。為了鼓勵

教師創新教學，制定創新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補助辦法，推動老師在教學

上有更多的創新，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為了讓教師有更得心應手的教學

工具，於108年3月12日（二）舉辦

「Zuvio 教學研究工作坊」，邀請學

悅科技-張志閔專員講解；並於3月19

日（二）舉辦「Go To Training 系統

教育訓練研習會」，邀請謝翔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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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單一科

目之缺課時數，達該科目全學期上課

蒞臨講座；此外，為使教學更加生動

活潑，舉辦「從 iPad 開始你的行動

教學」，邀請 APPLE Taiwan 高教與

中小學教育專業講師-陳建宏，將智

慧平板加入課程中，使用各式各樣的

APP來加強課程與學生的連結，使學

習更加有趣，也讓學生對課程內容記

憶更加深刻。

時數三分之一扣考標準，計有19名同

學（共21科），依本校扣考實施規

則，應予扣考。

本校扣考實施規則請參照：

https://www.ntin.edu.tw/administration_

president1.aspx? id=47：請同學學期中

務必確實注意自身之缺曠情形，避免

造成權益受損。

107學年度第2學期課務組已

辦理業務如下：⑴兼任教師座談會

─ 108.02.20；⑵受理加退選期間─ 

108.02.25-108.03.8；⑶學科能力競

試於108.03.08舉行；⑷學習預警輔導

已於108.04.29-108.06.28辦理。

教師發展中心

課務組

▲ Zuvio教學研究工作坊

▲數位教學品保副股長教育訓練

▲ 校長致詞本校五專說明會開幕式

▲ 本校首次前往臺中辦理說明會

▲ 五專說明會-化妝品應用科進路

▲ 二專說明會-化妝品應用科進路

▲ 五專免試入學積分採計之計算說明

▲ 五專說明會-護理科進路

▲ 五專說明會-老人服務事業科進路

▲ 二專說明會-化妝品應用科實驗室

▲ Go To Training系統教育訓練研習會 ▲從iPad開始你的行動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研習活動

護理科

五專二年一班 劉雅芳 張簡郁軒 郭瑞玲

五專二年二班 周君葦 李郁慧 方麗媚

五專二年三班 朱芷儀 莊凱琁 江明晏

五專二年四班 何仲薇 鄭伊妏 文燕君

五專二年五班 洪子芩 張育瑄 許佳蓉

五專三年一班 易嫣然 黃俞瑄 張宥柔

五專三年二班 戴郁珊 陳品璇 黃梵培

五專三年三班 劉家宜 洪瑀婕 陳柔安

五專三年四班 徐鈺琇 吳姵婕 郭容均

五專三年五班 林云茜 何姍珊 陳昀萱

五專四年一班 丁忠寬 陳靜芳 李盈怡

五專四年二班 吳玟妤 黃郁庭 徐砡喬

五專四年三班 陳冠青 陳姿晴 黃詠昕

五專四年四班 陳　涵 陳品諼 黃芸雅

五專四年五班 許雅雯 蘇心妤 林純汝

化妝品應用科

五專一年一班 曾彣蓓 李心瑜 邱慧如

五專二年一班 黃妍甯 陳奕璇

五專三年一班 林鈺惠 伍語瑄 鍾心嫺

五專四年一班 顏袖家 胡琇媚

二專一年一班 詹子喬 康慧如

二專二年一班 劉嘉惠 劉奕汝

老人服務事業科

五專一年一班 張家慈 張蓁菱 吳翠玶

五專二年一班 李芳如 施博筎 林品昱

五專三年一班 洪淑儀 黃詩婷 王鈴予

五專四年一班 林玟昕 吳梓玄 張瑀軒

夜二專一年一班 匡慧敏 郭虹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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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組108年度為強化學

生健康體位及養成運動習慣，打造

活力南護的健康校園生活，用心規

畫108年度健康促進計畫，以「活

力南護 與愛同行」為主軸，推動多

元系列活動如下：辦理「健康同行

自主管理」班級競賽，揪團一起愛

健康競賽-含「護眼同行」、「喝水

同行」、「健康同行」，開創「有

氧活力課程」以加強體位訓練；配

合學校大型慶典，舉辦「健康同行

日-運動會健走」、「校慶日-健康

促進闖關」，在教職員工生踴躍參

與下，展現校園「健康、活力、運

動」最美的實景。另外，為拓展本

組培訓的保健服務志工能走入社區

進行健康實務體驗及健康服務：舉

辦「社區健康服務暨健康飲食參訪

體驗活動」，積極參與本市衛生所

（局）舉辦的行動醫院服務，辦理

▲ 揪團「喝水同行」活動-多喝水、多健康

▲ 健康飲食參訪體驗活動-認識在地地瓜如何從產
地到餐桌

▲ 優化南護健康促進講座-核心運動體驗課程

▲ 社區里鄰及商家無菸宣導表演活動

▲ 優化南護健康促進講座-健康餐體驗課程

▲ 行動醫院社區健康服務活動

社區暨商家無菸宣導表演活動，增

加學生社區服務參與、提升自我學

生健康維護能力及行銷本校推動健

康促進成果。

為深化健康促進推動與厚植弱勢

學生專業能力，本組在教育部高教深

耕計畫經費挹注下，秉持多元學習、

適性揚才理念，試辦「優化南護健康

促進」典範班級，選取兩班，每班進

行18堂一系列健康知識與運動實作課

程，學生在班級風氣的潛移默化下，

體認運動帶來身體上的改變；另外，

舉辦30位弱勢學生「初級救護技術員

輔導課程」，每位學生經40小時課程

訓練，取得證照並實際融入社區參與

國民健康署、衛生局及成大醫院等舉

辦的聯合行動醫院健康服務，學生運

用所學專業，服務社區民眾，成長自

己，漸次落實學校社會責任實踐暨強

化學生實務能力的意涵。

衛生保健組

▲ 108年全校運動會教職同仁異程接力賽

▲ 三對三籃球賽男子組四強戰

▲ 108年全校運動會開幕學生社團表演 

▲ 「運動員的斜槓人生」林子翔 國家隊跳水教練▲ 「運動讓你更聰明」張育愷 研究講座教授

▲ 三對三籃球賽女子組四強戰

體育運動競賽

108年校運動會首度移師至國立

成功大學舉行，為兩校開啟交流新

頁。校內運動競賽部份包含班際桌球

競賽及室外三對三籃球競賽，同學們

積極參與，反應熱烈。 

體育運動組

▲ 工讀生教育宣導活動

▲ 工讀服務活動短片頒獎後合影 ▲ 百合天使工讀隊師生於瑞復益智中心前合影

體育運動講座

為提昇本校校園運動風氣，強化

學生體育運動知能，108年起定期舉

辦「體育運動知能系列講座」， 4月

12日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

系張育愷 研究講座教授（榮獲107年

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演講「運動讓

你更聰明」； 5月31日 邀請國家隊

跳水教練林子翔演講「運動員的斜槓

人生」，藉此吸取新知，並激發學生

參與運動的動機與興趣。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辦理工讀服務-百合天使工讀隊

教育部學產基金為協助弱勢家

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培養學生感恩

心、回饋心及正確價值觀，鼓勵學生

結合社區需求及資源，擴大服務能

量，運用所學提升自我職能，特補助

辦理工讀服務，本校連續6年獲得此

補助至財團法人台南市私立天主教瑞

復益智中心服務，並榮獲107年辦理

工讀服務活動短片甄選計畫佳作。

瑞復益智中心服務發展遲緩嬰幼

兒及心智障礙或多重障礙人士的日間

照顧機構，中心目前共為二百五十多

位身心障礙者服務，提供個別化教學

計劃的教育、訓練、復健等服務，期

使其增進獨立照顧自己的能力，並能

融入社會。工讀內容主要配合瑞復益

智中心分組進行，區分為學前齡組、

啟能組及行政組總務組，其主要工作

內容為協助院生進行課程活動、協助

生活技能訓練、維持環境及各項活動

支援等。

同學於參與活動後，除於經濟上

獲得實質協助外，更重要的是同學於

技能及精神層面的提升。學習到身障

者如何相處，如何協助使用輔具、餵

食技巧等，引導其生活自理，訓練其

獨立性，並讓同學透過自身經驗來打

破對身障者的迷思，改變自我看法，

重新認識身障者，看見弱勢者的需

求，讓同學往後能用正面積極的態度

來關懷身心障礙者。

活動中，同學們協助瑞復益智

中心於日常生活、課程及活動辦理等

各方面的之發展與規劃，不但增加中

心人力資源，進而提升多元性學習活

動層面。中心師長對參與活動同學們

皆給予高度的肯定，不管是對能力的

展現，或是對工作態度表現皆非常讚

賞，讓服務同學從中獲得相當大的成

就感。

此次活動期許同學們能透過與

弱勢族群之接觸，喚起同學積極助人

的精神及對社會弱勢族群之關懷及尊

重，讓同學培養良好的社會道德責

任，在未來能以實際行動協助社會弱

勢團體。

學務處訊

課外活動指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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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4月本校以「閃耀南護  深

耕躍升  長照領航」為主題獲教育部

國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

每年貳仟萬連續五年之高額補助。本

計畫之發展與策略優先定位於強化自

身專業能力，再與專業預科知識、職

業倫理、團隊精神均衡發展相結合，

藉由對標竿學校（國立臺北健康護理

大學）的學習，期待達到具科技大學

的產研及教學能量，並在護理、長期

照護（長照）及化妝品應用領域成為

具影響力的關鍵角色。

此次計畫延續本校過去不同階

段執行各類計畫的成果，配合國家發

展大專校院多元特色及社會對長照的

需求，以專業升級、提升學校產研能

本校文書組自100年度起，已連

續九年舉辦11次檔案展，因為，我

們深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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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找回大家內心最深層的記憶，以

及一幕幕令人感動的故事。每年辦

展，就是在嘗試找回大家以往的記憶

與回憶，共創南護人的幸福記憶。

南護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學校，

學校很小，學生數也不多。但是，從

早期的護校，到現在的護專，一直都

有為數不少的家境清寒學生。如果以

最近三年（105至107學年度）的統

計數據顯示，南護的學生，幾近四分

之一是弱勢學生。當然，學校也成立

了各式獎助學金，主要目的在幫助家

境清寒或家中突遭變故、 品學兼優

的學生，可以穩定、持續向學，並培

養學生自助人助、持續向上的精神與

態度。

所以，今年我們特地挑選「獎助

學金」為主題，深入探討南護學生求

學過程中的經濟來源與各項資助。也

挖掘出一幕幕令人感動的捐助者及受

捐助者的故事。

大家都有聽過一碗陽春麵的故

事，但是，大家有聽過一顆茶葉蛋的

故事嗎？

民國100年時，有個導師轉介一

個工讀生給文書組，她叫做小燕子，

很乖巧、很懂事，但是家境非常清

寒。她一天的花費，不能超過20元。

幸運的話，中午她可以在合作社幫

▲ 張芳榛同學榮獲一般女生組50公尺蛙式 第八名

量為核心思維，整合長照實務服務機

構、相關學術單位及專業團體共同推

展長照專業制度，提升服務水準，並

延伸觸角至團隊機構的設備輔具之開

發與應用；最終具體目標為建立長照

證照及南護長照金字品牌。

本校規劃分別就「建置長期照

顧實務技術研究中心」、「經營附

屬長照實習機構（天壇老人養護中

心）」、「教師增能」三大面向，打

造專業研究基地及實驗場域、提升教

師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養成學生

核心及實務能力、健全支援教師研究

及實務教學機制等策略，藉由各面向

間之相互呼應與連結，共同達成計畫

績效實現願景。

忙，這樣中午會有一個便當，就可以

省下一餐。否則，她的午餐也是有一

餐沒一頓的。她也經常在各處室打

工，所以，才會輾轉到文書組打工。

某天下午，有位老師請大家吃

茶葉蛋，說實在的，大家都是三兩下

就剝好殼、吃掉！但是，小燕子會慢

慢的剝殼，先吃掉半顆，再把另外半

顆茶葉蛋，小心翼翼的包好，因為，

那是她的晚餐：半顆茶葉蛋，再配上

一大杯白開水。也就是說，一顆茶葉

蛋，是她當天的午餐，也是她的晚

餐。

在求學過程中，有的人很幸福，

可以衣食無憂很順利的完成學業。有

的人因為家境清寒、或家中突遭變

故，而無法安心的讀書。可能須要去

打工，也可能要辦理休學，先暫時停

止學習。當然，幸運的，申請到獎助

學金，就可以幫他們度過難關，讓他

們可以安心學習，勇敢築夢。

本次檔案展共展出10項獎助學

金，分屬五Ｏ年代、七Ｏ年代及一Ｏ
Ｏ年代的獎助學
金，每一項獎助學

金的背後，其實都

有一段不為人知的

故事。

借用捐血的

廣告詞：我不認識

您，但是我謝謝

您。

誠心感謝各位

曾經幫助過本校同

學的善心人士；有

你們真好。

研發處訊

技術合作組

文書組—生命傳承　讓愛一直都在　南護獎助學金檔案展

▲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開幕典禮

總務處訊

▲ 黃校長（左二）與參觀來賓於檔案展前合影

▲ 檔案展現場（二）

▲ 檔案展海報

▲ 黃校長（中）與參觀來賓於檔案展前合影

▲ 檔案展現場（一）

▲ 長期照顧實務技術研究中心成員 ▲ 附屬長照實習機構-天壇老人養護中心

躍升計畫鼓勵教師進行研究補助計劃案（第一期計畫）

項次 教師補助類型 題目名稱 補助金額(元)

1 整合型 咖啡成分於健康照護產業之創新應用 800,000

2 團體型
醫護學生的「老」問題：老化知識、態度與工作意向

之調查與長者生命回顧代問學習課程成效結果
300,000

3 團體型 以擴增實境科技應用在高齡者藥物安全產品設計 298,930

4 團體型 天然化妝品防腐劑之開發 300,000

5 團體型
牛樟芝萃取成分小分子(KW-121)對異位性皮膚炎小鼠
的免疫效用

300,000

6 團體型 失智者預立醫療決定之決策輔助工具發展與測試 300,000

7 團體型 失智症創意教材需求回顧與研發 300,000

8 個人型 2,609,381

長期照顧實驗技術研究中心架構圖

榮譽榜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

校共報名羽球、跆拳道、空手道、游

泳等項目，老服科三年一班張芳榛同

學，榮獲一般女生組50公尺蛙式 第

八名。

長期照顧實務

技術研發中心

黃美智教授

．長期照顧證

　照發展與推

　廣組

李易駿教授

．樂活銀髮產

　品與教材開

　發組

陳美芳副教授

．新創服務

　模式組

張素嫺教授

．育成應用組

．基礎醫學研

　究與應用組

徐照程副教授

賴雅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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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副主任黃美娟助理教授

護理科訊

通識教育中心訊

※ 狂賀護理科教師黃慧莉及周利娜二位副教授

榮升教授。

※ 狂賀護理科教師藺寶珍副教授獲臺灣護理教

育學會評選為專科組優良護理教師。

※ 為提升行政效率，精簡行政單位，109學年

度進行處室整併，實習業務將回歸各科辦

理，本科由黃美娟教師接任副主任，統籌管

理實習業務。

※ 108學年度起新聘2位護理專任教師楊雅萍與

李月萍。

圖資中心訊

▲  同學參考智財權小題庫進行九宮格答題遊戲

▲  同學自行掃描QR code下載電子圖書閱讀

▲ 工作人員核對同學答題單是否正確

▲ 同學憑學生證登記領取二手書刊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知識看似

隨手可得，但應如何才能合理使用，

才不會誤踩智財地雷，造成侵權行為

呢？

圖書館配合6 6週年校慶辦理

「智財全攻略」活動，藉由簡單的九

宮格遊戲進行智財權有獎徵答，同時

利用手機下載閱讀的便利性，鼓勵師

生使用正版電子圖書，並辦理二手書

刊贈送、智財權主題書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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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智財權　你我都受益

本中心107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

活動如下：

◎2019年英語歌唱比賽已於108/5/17

　日圓滿結束，競賽榮譽榜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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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大學外語中心辛佳玲講師、南臺科

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莊承翃助理教

授兼副主任及國立臺南大學英語學系

柯昭蓉助理教授來作講評，以增進活

動整體品質。

▲ 英語歌唱比賽活動花絮一 ▲ 英語歌唱比賽活動花絮一

▲ 英語歌唱比賽活動花絮一 ▲ 英語歌唱比賽活動花絮一

本校於五月三日下午為兩

百五十五名護理科二年級學生舉行加

冠暨傳光典禮，象徵護理的傳承及對

學生邁入護理專業的祝福，場面十分

溫馨。

黃美智校長致詞表示，加冠典禮

如同護生的成年禮一般，由師長分別

為男護生披薪傳背帶；女護生戴上潔

白的護士帽，代表他們已具備基本的

專業知識技能與即將邁出臨床實習的

第一步，也代表他們願意承擔護理專

業的責任與使命。

加冠後由師長導引傳光給學生

代表，傳承南丁格爾矢志奉獻服務人

群的精神，如同燭光散發的光與熱，

成為照亮漫漫長夜病苦的明燈，努力

守護大眾的健康。本次接受加冠的學

生中，多位同學從小就立定志向要成

為護理師。加冠學生吳婷葦表示，從

小由外婆帶大，有一天外婆突然咳嗽

不止，緊急送醫後被診斷為肺結核，

返家休養後的照顧過程她感覺很無

助，那時就默默許下心願，希望能成

為一位專業盡責的護理師。另家住高

雄的學生黃千若則說，高雄氣爆當晚

醫護人員盡心盡力地搶救生命，讓她

深受感動，深信護理專業能帶給世人

幸福，因此更堅定地想成為一名護理

師，加冠儀式後覺得責任重大，要更

努力學習，完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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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學生投身的護理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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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次 班　級

第一名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2班

第二名 老人服務事業科五專部二年1班

第三名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5班

第四名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1班

優　勝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3班

優　勝 護理科五專部二年4班

▲ 護理百合天使表揚

▲ 全體護理老師合照

▲ 護理老師們為255名準白衣天使，配戴護師帽及
薪傳背帶

108年1月至6月本組開設社工師

學分班第18期（9班）、社工師輔考

（衝刺）班第12期1班、ETTC創傷急

診訓練研習班1班、ACLS高級心臟

救命術研習班2班、ACLS高級心臟

救命術再認證研習班1班、美容丙級

輔考班2班、曲線雕塑訓練班2班、

BLS-BTLS基本救命術及基本創傷救

命術3班、EMT初級救護技術員1班、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2班等各項課程共

24班，各項課程報名踴躍頗受好評，

護理類型研習課程通過率達99%，照

顧服務職類學員取得結訓證書比例達

100%，考取照服員單一級檢定通過

率亦達100%。

推廣教育組

▲ 曲線雕塑訓練班上課實況

▲ 照顧服務員學科上課實況

▲ ACLS術科教學

▲ 照顧服務員術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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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品應用科訊

▲ 護理實務能力競賽師生合影

▲ 教師前往關懷實習學生 ▲ 與醫院主管開會情形

▲ 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師生合影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妝品科成

立健康妝品教學社群，依據本科的

發展目標與培育特色，以學生為主

體，職場需求為導向，結合學校與

社會資源，積極提升教學品質，期

使學生具備實務專業知能、博雅素

養以及優質品德態度。社群第一次

活動由謝清秀老師規劃，利用暑假

期間進行校外實務研習，安排兩天

一夜的行程。是日大家抱著期待的

心情，搭乘高鐵整裝出發上台北。

首站來到大安區的斐瑟旗艦店，展

開第一場美髮實務研習講座；斐瑟

學院成立近30年，經營理念與價

值觀著重於「無私的傳遞、以身作

則」，以「引導先於要求，協助大

於規定」的方式，提供主動學習者

開放學習的途徑，跳脫傳統的框架

培訓時尚設計師。本科107學年度

有2位實習生申請該單位的實習，

因認真積極的表現，畢業後均直接

被留任；所以選擇斐瑟學院為第一

個參訪機構。本次講座的黃煜琅達

人分享如何能夠取得斐瑟實習的入

門資格－具備好奇心及喜歡與人接
觸的特質，就有機會成為斐瑟的一

份子。中午，為爭取研習時間犧牲

午餐，趕到市政府站百貨公司內，

參加第二場肯夢學院的「頭皮頭髮

養護療程研習」，在講師介紹肯夢

產品配方與作用後，實際體驗頭皮

與頭髮養護流程，每位老師經過設

計師的專業洗禮後，變得美麗又帥

氣。在與肯夢學院的主管們討論學

業界接軌及教育訓練模式時，得知

肯夢學院成立才滿10年，經營理

念是希望能結合生活風格與專業興

趣，讓以往被認為是「書讀不好」

的小孩才會選擇的路，轉變成能以

「雙手」創造他人美麗與快樂的職

業。髮型設計師、美甲師、SPA芳

療師的專業不單是雙手靈活操作，

更是融合手感、創意與想像力的整

合性技術；將專業技術結合生活美

學，強調不超時工作，懂得生活、

了解生活、享受生活，由內心擴散

善的力量。活動當下還巧遇今年二

專畢業生，正在肯夢參與新人訓練

課程，讓老師們超級感動，大家帶

著滿心的歡喜結束首日研習。第二

天的行程安排到成立超過40年的

快樂麗康集團實務參訪，從「快樂

女子美容院」一家店，到「快樂剪

燙專門店」分店連鎖，進而轉型為

「HAPPYHAIR」，讓老師們認識快

樂、享受快樂的實務研習，人資主

任陳立婕詳細介紹品牌經營理念，

說明企業如何成功整合髮型沙龍、

專業髮品、芳療事業、健康餐飲及

中醫診所與醫美醫療事業，成為第

一家跨足美麗及生活事業的美學企

業集團。在「中醫美容健康護理暨

美髮頭皮養護教師實務研習」，設

計師詳實地為每位教師進行頭皮健

康檢測與頭皮養護流程、美容護理

師介紹最新醫美療程種類與流程、

中醫護理師也分享健康護理養生療

法等。最後在殷殷期盼下，邀請快

樂麗康的專業講師，下學期到校為

學生分享實務經驗與技術教學。滿

滿兩天的行程參訪三間企業，一刻

也不得閒，讓所有參與活動的教師

們行囊滿溢，瞭解美技產業與科技

類的結合，也期待藉由這次的實務

研習的分享與交流，透過業界各領

域專家經驗傳遞與接軌，得以整合

新知運用於教學場域，提昇本科教

師專業與教學技巧的豐富性。

※ 就業前實習 ─ 最後一哩

護理科為協助直接就業與5+2產

學合作學生更快適應臨床環境，於每

年十月份調查學生意願，十一月份與

醫院接洽，安排符合醫院資格的學

生，於學生五年級寒假進行進階臨床

選習課程（3學分/144小時），即所

謂的最後一哩（Last mile），依據學

生意願安排實習場所，包括成大醫

院、基督教醫院、新光醫院、振興醫

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慈濟醫院

等。課程進行 主要由臨床教師負責實

習指導，學生跟著臨床教師學習，就

如同新進護理人員一般訓練，安排三

班輪班制度（白班、小夜、大夜），

讓學生未來就業時能更快上手，也是

讓學生在就業前，先到心中理想的就

業醫院，感受未來工作環境的氛圍，

多一個選擇醫院的機會，而非單方面

醫院選擇學生；本科亦會安排校內教

師於實習第一週及最後一週前往關懷

學生，並與醫院主管開會接洽學生畢

業後留任相關事宜。透過安排學生最

後一哩之就業前實習，協助學生提升

實務能力、自信心與就業競爭力，達

成本科學生之培育目標。

日期 主辦單位 競賽名稱 項目 名次 獲獎同學 指導教師

108.
03.29

美和科技

大學

護理實務能

力競賽

病歷閱讀與

護病溝通社

區護理組

第一名 湯喬博 蔡秀美

護理實務能

力競賽

基礎醫學及

護理知識闖

關

優勝獎

郭彧彤、

郭芷菱、

蘇恩立

陳玫君

108.
04.19

吳鳳科技

大學

2019第四
屆全國青年

創意應用競

賽

醫學健康類

─大學校院

組

金牌獎

曹靖崴、

馬惠雯、

陳千惠、

許妤甄、

陳姿妤

陳玫君

銀牌獎

謝永柔、

王思涵、

黃玲華、

廖家翃、

鄭惟瑄

陳玫君

108.
04.23~25

勞動部勞

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

署

第49屆全
國技能競賽

南區分區技

能競賽

健康照顧類 第四名 柳夙芯
藺寶珍

洪淑玲

108.
05.22

長庚科技

大學嘉義

分部

2019全國
跨域創意實

務能力競賽

佳　作

方憶婷、

楊于萱、

蘇心妤

陳玫君

108.
05.24

長庚科技

大學

2019第十
屆全國技專

校院護理實

務能力競賽

病歷閱讀與

護病溝通

（中文組）

第二名 呂宏品 周利娜

優勝 李昱瑩 周利娜

病歷閱讀與

護病溝通

（英文組）

第二名 陳品諼 周利娜
▲ 斐瑟學院的阿朗老師分享時尚美髮實務與企業
教育訓練規劃

▲ 快樂麗康旗艦店－實地進行頭皮健康檢測

▲ 致贈感謝狀予快樂麗康集團陳立婕主任

▲ 與肯夢學院訓練團隊交流頭皮頭髮養護產品開
發及教育訓練

▲ 快樂麗康集團陳立婕主任介紹企業發展與經營
模式

※ 護理科教師積極輔導學生參與校際護理實務與創新競賽，成果豐碩，本

學期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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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歐宗明教授導讀 ▲ 同仁踴躍參加專書導讀活動

▲ 108年度專書閱讀心得
寫作競賽得獎同仁

▲ 108年度人事主任與專
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得

獎同仁合影

▲ 採購108年度每月一書及舉辦主題書
展，推廣專書閱讀活動

人事室訊

配合教育部倡導終身學習，並

鼓勵全體教職員工善用圖書館既有資

源，養成閱讀習慣，共同營造豐富且

多元的學習環境，讓讀書自然融為生

活一部分，援例辦理「108年度『每

月一書主題書展』活動」、「108年

度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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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同仁主動學習並喜愛閱讀之風氣，

以激勵品德修養與工作潛能。

圖書館已購入108年度國家文官

學院每月一書暨年度推薦經典等書

目，並於4月22日至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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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活動共計3人參加，心得作品依本校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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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分別為金作獎：翁錦

德組長、銀作獎：孫大倫組員、銅作

獎：陳美伶小姐，業於公開場合頒獎

核給獎勵。

6月25日辦理專書導讀會活動，

邀請通識教育中心歐宗明教授導讀

「香料漂流記」一書，分享探討香料

貿易與料理帝國主義之間的關聯性，

從香料商人搭配旅行過程與歷史故

事，將香料之路的旅行回憶錄與歷史

揉合，透過導讀活動了解香料貿易在

全球化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

校職員工積極參與，活動圓滿完成。

強化數位學習活動將於8月31日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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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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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

學習競賽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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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人事動態（108年2月至108年7 月）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備註

護理科 黃慧莉 教授 升等 107.8.1
護理科 周利娜 教授 升等 107.8.1
通識教育中心 程涂媛 副教授 升等 107.8.1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品喻 助理教授 留職停薪 108.2.1
老人服務事業科 李德純 助理教授 到職 108.2.1
學生事務處 王郁淇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8.2.14
人事室 朱泳蓉 校聘組員 到職 108.3.1
研究發展處 吳綾娟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8.3.4
人事室 陳昱秀 校聘組員 離職 108.3.11
圖書資訊中心 黃偉文 校聘組員 到職 108.3.18

學生事務處 陳虹憓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8.3.25
實習就業輔導處 安雅莉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8.3.26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彥霖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4.1
秘書室 謝羽青 校聘組員 離職 108.4.1

108年老服科終於有了第一屆的

日間五專部畢業生，同學們也不負眾

望，紛紛在插大學、升二技等考試表

現優異，共有45人次錄取暨南國際

大學、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臺中科技

大學、高雄科技大學、靜宜大學、長

庚科技大學等校之長期照顧、高齡健

康相關或社會工作學系等，為學校增

添不少光彩。此外，暑假期間學生在

全國各地與海外日本進行實習，備受

各實習機構讚揚，更有多位高年級學

生在實習過程中表現優異，被邀請於

畢業後，直接進入實習機構工作。業

界的回應，除了對學生努力學習的嘉

許，也是對師長認真教學的肯定。

學生優秀的表現，督促本科師

長不敢懈怠，戮力開創更多實習與就

業空間，本年度增添了10幾個實習

老人服務事業科訊

單位，並藉由躍升計畫與天壇養護中

心、台南市北區和順里照顧據點及臺

灣長期照顧服務協會進行產學合作；

建立老人照顧服務的實務研習機制，

進一步開展多面向的專業服務交流系

統，大大增加了老服科的能見度與實

務深度。這些不僅是老服科全體師生

共同努力的成績，也是臺南護專全體

教職員生群策群力累積的成果。

在南護大家庭沒有一件事是偶

然，沒有前人辛勤的栽種，就沒有後

人可享受的纍纍果實。期盼我們兢兢

業業努力，為往後創造更大的價值，

透過學術與實務連結、行政與教學合

作、領導與執行搭配，使未來的南護

學子有更好的出路與未來。相信循著

目前的規劃與步驟，老服科將會成為

本校堅強的礎石。

實習就業輔導處 楊月頴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4.15
人事室 郭宜潾 校聘組員 到職 108.4.29
實習就業輔導處 薛妃谷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8.4.30
研究發展處 吳綾娟 校聘組員 復職 108.5.1
研究發展處 歐羊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8.5.1
秘書室 黃韻錚 校聘組員 到職 108.5.1
實習就業輔導處 許瑩萍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復職 108.5.12
實習就業輔導處 楊月頴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8.6.29
護理科 趙安娜 講師 退休 108.6.30
通識教育中心 陳秀娘 助理教授 退休 108.6.30
老人服務事業科 郭銀漢 助理教授 退休 108.6.30
實習就業輔導處 郭家瑗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7.1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國鳳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7.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劉芊葳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7.1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品喻 助理教授 復職 108.7.16
護理科 邱玉坤 助理教授 留職停薪 108.8.1
護理科 陳淑娟 講師 延長留職停薪 108.8.1
護理科 楊雅萍 助理教授 到職 108.8.1
護理科 李月萍 助理教授 到職 108.8.1
通識教育中心 許君漢 助理教授 到職 108.8.1

▲ 老福科第一屆日間部五專畢業生

▲ 觀光盃全國高中職創意解說導覽競賽

▲ 社區願景共識聯盟-長期照顧老人養護工作之挑
戰與未來發展

▲ 專題演講-郭璋成老師

▲ 社工師證照輔導（姚奮志老師）

▲ 機構參訪-天壇養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