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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295)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主  席：黃校長美智                                   記錄：張碧分 

出  席： 

校  長：黃美智 副校長：李易駿 

校務顧問：謝哲仁 秘書室主任：賴雅韻 

教務主任：曾文峯  

課務組組長：尹順君 註冊組組長：鄭珠里 

綜合業務組長：高慧芳 教師發展中心主任：程涂媛 

學務主任：李易駿  

生輔組組長：陳惠琴 衛保組長：何雪珍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邱玉坤 體運組長：郭憲偉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蕭華岑  

總務主任：江明翰  

文書組長：翁靜柏(出差) 事務組長：劉美玲 

出納組長：謝紅桂 保管營繕組長：翁錦德 

研發處主任：張素嫺  

推廣教育組長：趙慧珍(請假) 技術合作組組長：鄭敬俐 

實習就業輔導處主任：蔡秀美  

實習組組長：吳佳珊   就業輔導組組長：張雅雯 

圖書資訊中心主任：陳弘斌   圖書組長：呂淑雯 

護理科主任：黃美荏(出差) 護理科副主任：張麗娟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黃美玲 化妝品應用科主任：蔡佳芳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仇敏 老人服務事業科主任：姚奮志 

人事室主任：林桂琴 主計室主任：蔡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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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頒發獎牌及主管聘函 

一、頒發卸任主管紀念獎牌 

二、頒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主管聘函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備註 

學生事務處 代理學務主任 
代理軍訓室主任 李易駿 代理  

研究發展處 研發主任 張素嫺 新任  

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組組長 趙慧珍 新任  

研究發展處 技術合作組組長 鄭敬俐 新任  

貳、校長致詞 

一、今天頒發卸任主管的紀念獎牌及新任主管的聘書，感謝卸任主管們在這段期間為學校所

做的努力，在此我也要感謝各位主管，擔任主管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我認為擔任主管

的歷練，是很重要的一個經驗，對於未來會有很大的幫助，因此也請大家把握這個歷練

的機會。 

二、擔任校長職務已逾 3 個月，感謝過去這段時間，各位對我的支持與指導，希望大家一同

努力將校務經營更好，讓全體教職員生能擁有更好的學習及工作環境，學校也有更好的

發展。 

三、在今年 2 月 1 日與財團法人首廟天壇基金會簽署產學合作方案，學校將與財團法人首廟

天壇基金會附設老人養護中心合作，未來也將招募人員來負責這部份的業務，後續發展

將會持續說明，同時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合作，能在教學模式與學生實作部份有更大發展

空間，也能對社會責任盡一份心力，與天壇基金會附設老人養護中心合作是一個很好契

機，也將為南護創造另一個新的里程碑，還有學校規劃與長照教育學會合作，協助運作

長照服務 C 據點。這兩件事情對南護校務經營是很好且有實質的幫助。 

四、今年 3 月 30 日是我們首次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行運動會，感謝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的委員

們用心規劃各項細節，當日希望全體教職員工生能夠全力參與活動。 

五、再來很感謝總務處在寒假期間維護校園環境以及在開學前確認每一間教室的使用情況，

為同學營造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請轉知同學們如果教室的器材有

任何的問題，也請隨時提出來學校會協助改善。 

參、上（294）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    號：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彈性上下班刷卡注意事項」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同仁出勤原以紙本簽到退，為有效管理同仁出勤，業於 107 年 12 月於信

心樓 1 樓穿廊及晨晞樓 1 樓哺乳室外面裝設刷卡機，擬自 108 年起改以識別

證刷卡簽到退，又為提升同仁自主管理之精神，以提振工作士氣與行政效率，

並兼顧同仁實際上、下班之需要，擬配合實施彈性上下班時間，爰訂定本校

彈性上下班刷卡注意事項。 

二、本案如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試行至 108年 1月 31日止，自 108年 2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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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彈性上下班刷卡注意事項」。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公告周知，並自 108年 2月 1日起實施。 

案    號：提案二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訂定本校「108年度預算執行注意事項」，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注意事項業經 107年 12月 19日本校 108年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通過，提本

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溯自 108年 1 月 1日起開始實施。 

二、檢附本校 108年度預算執行注意事項。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    由：廢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申請學籍暨學業成績證件要點」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經彙整鄰近及相關國立大專校院各項成績申請收費標準及規定，大部分學校作

法為:將成績證明申請表送行政會議或教務會議，修正金額後實施，並未訂定

申請相關辦法或要點。 

二、本校學生申請學籍暨學業成績證件要點，過去係參考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訂

定，偏向為組內行政之流程，經參考各校相關做法(各校相關證件申請表單請

傳閱)，擬廢止本要點。 

三、爾後如有新增或修正各項收費標準，擬將成績證明申請表提送行政會議通過後

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擬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案    號：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    由：有關本校在校生成績及證件申請單、校友各項成績及證明書申請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因參考各校做法，提案廢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申請學籍暨學業成

績證件要點」。 

二、 爾後如有新增或修正相關內容，將申請表送行政會議通過後辦理。 

三、 檢附本校在校生成績及證件申請單、校友各項成績及證明書申請單。 

決    議： 



5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補發學生證」費用為 150元。 

二、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並自 108 年 1月 18 日據以

辦理。 

案    號：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修正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三點「…導師費由學生事務處核發。」非本要點規定事項，爰予以刪

除。 

(二)第四點「…得以當學年度上、下學期合併計算。」等文字與第十點「…以

一年之授課時數平均值計算」牴觸，爰予以刪除。 

(三)各科執行課程安排時，因教師上下學期授課科目安排的差異，致使擔任實

習課程之專任教師實習鐘點採計方式不一致。爰刪除第八點「基本授課時

數內全數計算」等文字，並酌作相關文字修正。 

二、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現行要點及修正後條文全文詳見。 

三、本要點業經 107年 12月 26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本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後實施。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如下： 

(一)第四點「基本授課時數日、夜間部分別計算，如有不足時得以日、夜間部

合併計算。惟日間部須達實際授課基本鐘點二分之一（含）以上為原則。

推廣教育班授課時數另計，其鐘點費依本校夜間教師鐘點費為核計原

則。」修正為「基本授課時數日、夜間部分別計算，如有不足時得以日、

夜間部合併計算。惟日間部須達實際授課基本鐘點二分之一（含）以

上。」 

(二)第十一點「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修正為「本要點

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其餘照案通過，本修正後要點自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實施。 

執行情形：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 105學年度專科學校綜合評鑑建議事項辦理。 

二、建議事項內容為：「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一條規

定:「...，爰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二條及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組織章程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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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之二訂定之。」但其法源依據應為學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據此配合修

法。 

三、本案修正對照表草案如下，檢附專科學校法第十八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

條及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 

四、本案前經 108年 1月 4日學務會議審議通過，本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第一條「…，爰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二條及國立臺南護理專

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組織章程第十八條之二訂定之。」修正為「…，爰依

專科學校法第十八條及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二

十四條訂定之。」。 

二、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提案七 

提案單位：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要點」第五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107年8月24日臺教學(四)字第1070124638B號令修正特殊教育學生申

訴服務辦法辦理。 

二、 依據新修正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四條規定，「特殊教育學校以

外之各級學校為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應由學校就原設立之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中，增聘至少二人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

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其任期不受前條第四

項及學校原設立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相關規定之限制。依前項規定組成之申

訴評議委員會，為該校之特教學生申評會。」爰此，擬配合修正本校學生申訴

處理要點第五條，增訂第六項有關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之評議會組成規

定，以涵蓋特殊教育學生。 

三、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如下，檢附特殊教育學生

申訴服務辦法第四條及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申訴處理要點原條文及修正

後條文。 

四、 本案前經108年1月4日學務會議審議通過，本會審議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

審議。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如下: 

(一)第一點「…依據教育部「大學暨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專科學

校法」第 23 條第 2 項…」修正為「…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

則」、「專科學校法」第 42 條第 4 項…」。 

(二)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其中應有特推會委員，另未兼任行政工

作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由校長遴聘之。」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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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應有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另未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不得少於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由校長遴聘之。」。 

(三)修正條文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六目「其任期不受本條第二項及學校原設

立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相關規定之限制。」修正為「其任期不受本點第

二項及學校原設立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案    號：提案八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獎助學金審查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配合現況及辦理獎助學金捐贈相關事宜，擬修正「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獎

助學金審查辦法」。 

二、本次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為辦理獎助學金捐贈事宜，擬修正名稱並新增條文。 

(二)明確訂定獎助學金審查標準。 

三、本案前經 108年 1月 4日學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本會審議通過後擬續提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四、檢附本校獎助學金審查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各乙

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提案九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自我評鑑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確實建立及落實本校自我改善機制，強化學校自我提升的能力，並透過自我

評鑑持續不斷精進本校行政服務及教學研究等效能，爰修訂本校自我評鑑辦法。 

二、本次修正內容重點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名稱為「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符實

際。 

(二) 依據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及現行評鑑實際執行模式，明訂自

我評鑑之類別及內容。 

(三) 修正自評工作小組成員，並明訂其任務。 

(四) 增訂本校自我評鑑之實施方式、辦理時程、評鑑委員組成方式與人數，以

及利益迴避原則。 

(五) 增訂自我評鑑作業程序。 

(六) 增訂自我評鑑結果後續追蹤改善期程。 

(七) 增訂校外評鑑委員支領實地訪評費及交通補助費之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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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增訂各行政及教學單位另訂評鑑相關規定之法源依據。 

四、本案前經 108年 1月 8日 109學年度校務評鑑及專業類評鑑第二次籌備會議討論

通過，俟本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檢附本校自我評鑑辦法（草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各 1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室業以108年 1月28日南護專秘字第1081000017號函公告周知，並據以施行。 

案    號：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組) 

案  由：修訂「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優惠人員認定，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增加推廣教育收入及保障校內專任助理之權益，修正第三點第四項第一款內

容，本案修正對照表如下，原條文及條正後條文。 

二、本提案經 107 年 10 月 30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經本會審議通過後，擬續提校

務基金委員會審議。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如下： 

(一)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全額自費課程優惠辦法:1.本校現任教職員生:全額

費用 7折計算。2.本校已退休專任教職員:全額費用 8折計算。3.本校現任

教職員及已退休專任教職員子女:全額費用 8 折計算。…」修正為「全額自

費課程優惠辦法:1.本校現任教職員生及專任助理:全額費用 7折計算。2.

本校已退休專任教職員:全額費用 8折計算。3.本校現任教職員、專任助理

及已退休專任教職員之子女及配偶:全額費用 8 折計算。…」。 

(二)第七點第一項第八款「學生工讀金比照學校工讀生之標準。」修正為「學

生工讀費比照勞動基準法辦理。」。 

二、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案    號：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 

案  由：本校「交換學生出國獎助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5年赴姊妹校聖馬丁大學研修 ESL 課程學生複審會議討論與各主任和老

師實際參與面試之經驗，建議修訂本要點之部分內容。 

二、本要點經 106年 3月 28日 ESL籌備會通過，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三、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原辦法及修正後條文全文。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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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護理科 

案  由：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及本次實習評鑑建議事項

辦理。 

二、本要點業經本科 108 年 1 月 4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科務會議審議通

過。 

三、檢附「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原條文及

修正後條文。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後修正如下: 

(一)第三點「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11-14人，由科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實習組長(副

主任)為當然代表…」修正為「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12-14人，由科主任擔任主

任委員，實習組長為當然代表…」。 

(二)第五點「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修正為

「本要點經科務會議、行政會議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二、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並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化妝品應用科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科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二、本案前經 107 年 12 月 26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化妝品應用科科務

會議通過，本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檢附本校化妝品應用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如下： 

(一)第一點「…化妝品應用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修正

為「…特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化妝品應用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

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第二點「本委員會主要職掌：一、規劃本科校外實習課程及推動當學年度實

習相關事務。二、擬定實習機構之適當性及評估指標。三、審議實習機構

(含學生自洽實習機構)資格。四、協商學生校外實習權益申訴案件。五、審

議與處理其他有關實習相關事宜。」修正為「本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



10 
 

下簡稱本委員會)主要職掌：(一) 規劃本科校外實習課程及推動當學年度實

習相關事務。(二) 擬定實習機構之適當性及評估指標。(三) 審議實習機構

(含學生自洽實習機構)資格。(四) 擬定校外實習合作契約及審議學生實習

計畫。(五) 協商學生校外實習權益申訴案件。(六) 審議與處理其他有關實

習相關事宜。」。 

(三)第三點「本委員會置委員五名，由科主任擔任召集人，其餘四名由本科五專

四年級與五年級導師、二專一年級與二年級導師組成。」修正為「本委員會

置委員 9-11人，由科主任擔任召集人，由本科五專四年級與五年級導師、

二專一年級與二年級導師為教師代表、實習機構代表至少 1人、實習學生家

長代表至少 1人、學生代表至少 1人為委員，聘期一年。」。 

(四)第六點「本辦法經本科科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並

送實習就業輔導處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修正為「本要點經本科科務

會議、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並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老人服務事業科 

案  由：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規則」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辦理，各科

應成立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本案經 107 年 10 月 24 日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老人服務事業科第 2 次科務

會議審議通過，本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檢附「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規則」

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後修正如下： 

(一)法規名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

置規則」修正為「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設置要點」。 

(二)第一點「…，特訂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設置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修正為「…，特訂定「國立臺

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三)第五點「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修正為「本要點經科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二、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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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依決議修正，並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案    號：臨時動議提案一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  由：擬訂本校「108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校內所有從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落實校園安全衛生

管理工作。 

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規定。 

三、「108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業經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環境安全衛

生委員會會議通過，經本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溯自 108年 1月 1日

起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公告周知，據以辦理。 

主席裁示：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肆、提案討論： 

案    號：提案一 

提案單位：實習就業輔導處 

案  由：有關本校「107 學年度慶祝國際護師節暨加冠典禮」之相關事宜，提請審議。 

說  明：援往例辦理慶祝護師節活動，檢附程序表、工作分配表(附件第 39頁~40頁)。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案    號：提案二 

提案單位：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安全，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特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為使委員會成員更加完整，將委員會組成中加入學生代表。 

三、本案前經本校 107年 12月 25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本會審

議。 

四、檢附本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七條修正草案對照

表如下、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各乙份(附件第 41頁~第 42頁)。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七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為

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

安全，依職業安全衛生管

第一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為

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

安全，依勞工安全衛生法

配合法規名稱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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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特設置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相關法

令之規定，特設置「環境

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總務主任、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總務處事務

組組長及學生事務

處衛生保健組組

長。 

二、推派委員：(一) 教職員代

表：設有實驗(習)

場所之科(含中心)

各推派教職員代表

1 人。任期為兩

年，得連任。 

(二) 學生代表：

各科推派學生代表

一人。任期為一

年。 

第二條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總務主任、

環安全衛生中心主

任、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及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組長。 

二、推派委員：設有實驗 ( 習 ) 

場所之科 ( 含中

心 ) 各推派教職

員代表 1 人。 

本會推派委員之任期為兩年，得連

任。 

一、將推派委

員組成中

加入 (二)

學生代表: 

各科推派

學生代表

一人。 

二、增加學生

代表任期

年限。 

三、刪除第三

項，原推

派委員之

任期，增

列至第一

項第二款

後段。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由環安會議通

過後送行政會

議通過。 

案    號：提案三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

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於 98年 11月 17日經性別平等委員會議及 98

年 11月 17日行政會議審議訂定。 

二、本案依據現況酌修說明如下： 

(一)第三條第四項第一款將國科會更改為科技部；第二款增加 SCI及 THCI。 

(二)第五條作業時程調整。 

 (三)第八條經費由秘書室編列。 

三、本案前經 107年 12月 25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後，本會審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檢附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如下、原條文及修正後條文各乙份(附件第 43 頁~第 44頁)。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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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四、從事或參與下列有關性別

教育、性別研究、同志教

育、情感教育、性教育、

多元文化等相關議題之作

為： 

（一）計畫—獲得科技部或教

育部補助者。 

（二）研究—成果發表於

SCI、SSCI、TSSCI 或

THCI 或經同儕審核並

經專業系所認可之期刊

者。 

第三條 

四、從事或參與下列有關性別

教育、性別研究、同志教

育、情感教育、性教育、

多元文化等相關議題之作

為： 

（一）計畫—獲得國科會或教

育部補助者。 

（二）研究—成果發表於

TSSCI 或 SSCI 或經同儕

審核並經專業系所認可

之期刊者。 

一 、 因 組 織 改

造 ， 國 科

會 更 名 為

科技部。 

二、研究期刊增

列 SCI 及人

文科學類之

THCI。 

第五條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

具推薦表，並備妥前

一年度相關佐證資

料，於每年 4 月底前

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審核，審核結

果於 7 月底前公告。 

推薦表格由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另訂

之。 

第五條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

具推薦表，並備妥相

關佐證資料，於每年

6 月底前送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審

核，審核結果於 9 月

底前公告。 

推薦表格由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另訂

之。 

調整送件及審核

結果以符合合理

作業時程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相關經費

由秘書室編列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經費支

應。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相關經費

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編列經費支

應。 

依實際作業情形

修正 

案    號：提案四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南護文學獎實施要點」訂定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帶動校內文藝創作風氣，涵養人文精神，爰訂定本校南護文學獎實施要點，

俾資辦理。 

二、檢附本校南護文學獎實施要點（草案）乙份(附件第 45頁)。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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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案  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符合目前教學助理需求而修訂本辦法。 

二、本次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 修正第二條至第九條。 

(二) 更新教學助理申請書格式。 

(三) 本辦法經 108年 1月 10日教師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三、本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現行辦法全文及修正後辦法全文請參閱附件(附件

第 46頁~第 47頁)。 

決    議： 

一、本案經討論修正如下： 

(一)第一條修正為「…，減輕教師教學負擔及輔助學業成就低落之學生，…」。 

(二)第二條修正為「教學助理分為二類：一、課業輔導、技術及實驗課程教學

助理。二、數位教學平台暨教材製作教學助理。」。 

(三)第三條修正為「教學助理條件：依課程需要，由教師推薦成績優良、品性

端正、服務態度良好之學生擔任。」。 

(四)第四條修正為「各類教學助理以本校學生優先，並不得為目前修習該班課

程之學生。如確有課程專業與協助教師績效考量之需要，課程教師得經行

政程序簽准聘僱其他大專院校在校學生擔任。」。 

(五)第五條修正為「…。教師可視教學需求提出申請，惟不得要求教學助理處

理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庶務工作。教學助理不可替代教師授課。」。 

(六)第七條修正為「教師獲教學助理核定補助，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得申請後

續年度之教學助理:一、申請教學助理執行之各項教學輔助作為均需登錄

於本校數位教學平台。…」。 

(七)第八條修正為「教學助理工讀費用，由學校相關單位計畫或教師申請計畫

編列經費支應，依實際服務時數簽到表憑證報支。依計畫期程，專任教師

一年得申請工讀費補助 20 小時、兼任教師每學期 10 小時。每位教學助理

每月合計工讀時數以 60 小時為限。並得依經費額度、申請員額等因素異

動。」。 

(八)第九條修正為「教學助理費用給付標準，依據本校勞僱型助理契約規範訂

定。」。 

二、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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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提

升教學效能，減輕

教師教學負擔及輔

助學業成就低落之

學生，提昇其學習

成效，特制訂教學

助理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酌作相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教學助理分為二

類： 

一、課業輔導、技

術及實驗課程

教學助理。 

二、數位教學平台

暨教材製作教

學助理。 

第二條 教學助理分為四

類：  

一、課輔小老師  

二、教材製作教學助理  

三、教學資訊平台維護教

學助理  

四、技術及實驗課程教學

助理 

教學助理修正為二類。 

第三條 教學助理條件：依

課程需要，由教師

推薦成績優良、品

性端正、服務態度

良好之學生擔任。 

第三條 各類教學助理由各

科授課教師推薦學

習表現優異之學生

擔任之。教學助理

工作時數每星期至

少 2 小時，主要

任務為輔助教師發

展與管理課程，教

師可視教學需求提

出申請，並推薦人

選擔任之，惟該項

措施為促進教學品

質並提供補救教學

所設，教師不得要

求教學助理處理與

教學無關之行政庶

務工作，更不可代

教師授課。 

修正教學助理之推薦條

件，改為描述第二條三類

教學助理推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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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類教學助理以本

校學生優先，並不

得為目前修習該班

課程之學生。如確

有課程專業與協助

教師績效考量之需

要，課程教師得經

行政程序簽准聘僱

其他大專院校在校

學生擔任。 

 本條新增。 

第五條 教學助理主要任務

為輔助教師發展教

學創新、管理課

程，評閱作業，評

量管理、協助輔導

落後同學等。教師

可視教學需求提出

申請，惟教師不得

要求教學助理處理

與教學無關之行政

庶務工作，更不可

替代教師授課。 

 本條新增。 

第六條 申請教學助理之… 第四條 申請教學助理之… 條次變更。 

第七條 教師獲教學助理核

定補助，應完成下

列事項，始得申請

後續年度之教學助

理: 

一、申請教學助理

執行之各項教學輔

助作為均需登錄於

本校數位教學平

台。 

二、課程結束後須

督促教學助理填寫

教學助理教學計畫

成果書。 

三、課程結束後須

對教學助理進行工

第五條 凡接受教學助理輔

助教學之教師應注意

下列事項： 

一、課程結束後，各申請

教師需督促教學助理

填寫教學助理教學計

畫成果書。 

二、各申請教師於課程結

束後須對教學助理進

行工作成效考核，以

做為遴選優良教學助

理之依據。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申請教學助理之

方式，於本校數位教

學平台登入。 

三、教學助理成果報告項

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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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效考核。 

第八條 教學助理工讀費

用，由學校相關單

位計畫或教師申請

計畫編列經費支

應，依實際服務時

數簽到表憑證報

支。 

依計畫期程，專任

教師一年得申請工

讀費補助 20小

時、兼任教師每學

期 10小時。每位

教學助理每月合計

工讀時數以 60小

時為限。並得依經

費額度、申請員額

等因素異動。 

第六條 本校教學助理工作

為學生志願服務學

習項目之一，實際

服務時數以簽到表

為憑證。 

一、條次變更。 

二、更新教學助理工作時

數及相關內容。 

第九條 教學助理費用給付

標準，依據本校勞

僱型助理契約規範

訂定。 

 本條新增。 

第十條 教學助理應參與課

程教師自辦或學校

主辦之相關講習。

如未能親自參加講

習，需參與線上研

習。 

第七條 教學助理資格之取

得：成績優良、品

性端正，服務態度

良好。教學助理於

開學初應參與講

習，如未能如期參

加講習，需事先提

出申請，逾期則視

同放棄當學年度優

良教學助理選拔之

資格。 

一、條次變更。 

二、資格取得已於第三條

敘明，並做部分修

改。 

第十一條 教學助理選任

後，如有不適任

情事，得經教師

或任用單位予以

更換。 

第八條 教學助理選任後，

如有不適任情事，得

予撤換。 

一、 條次變更。 

二、 修正部分條文。 

第十二條 本辦法… 第九條 本辦法…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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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單位工作報告：詳附錄 1（第 19 頁-第 38 頁）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6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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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各單位工作報告 

教務處 

課務組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預警輔導成果顯示：期中考試全校合計 878 人單科不及格，1/2 以上

學分不及格人數為 41 人。教師平均課業輔導時數為 601 分鐘，成績優良小老師平均輔導時數

為 355 分鐘。教師開設課後輔導班 15 班合計輔導 240 小時，共 114 人次參與。期中考試成績

不及格學生之成績平均分數為 49.1 分，期末考試成績平均分數為 61.2 分，檢定結果顯示

p<0.001，期末考試成績平均值顯著高於期中考試平均值，另，1/2 以上學分不及格人數為 2

人。 

二、107 學年度上學期完成學習歷程檔案系統重新建置，新系統的填答率為 53.54%，將再持續進

行宣導及透過活動加強學生填答意願。 

三、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進教師暨兼任教師座談會訂於 108 年 2 月 20 日（星期三）13:30 在視

聽教室(一)舉行，邀請各教學單位新進暨兼任教師共襄盛舉。 

四、專任教師於 108 年 2 月 25 日（星期一）前提供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office hours 之時段，

以供同學課業諮詢使用，詳細表單已上傳課務組網頁。 

五、107學年度第 2學期中、英文版教學計畫表請任課教師於 108年 3月 8日（星期五）前至學務

教務系統完成線上輸入作業。根據教育部課程網工作小組來信，因多次發現部分學校課程大

綱欄位的資料填報內容完整性不佳，若嗣後仍有以「超連結」、「參考附件」、「*」等類似相關

字眼取代課綱的學校，未來特急件教育部將考慮請學校自行向索取資料之單位（例如：行政

院及立法委員）報告，請老師務必詳實填寫課程大綱資料。 

六、學科能力競試日間部將於 108年 3月 8日進行考試，夜間部將於 108年 2月 25日進行考試。 

七、108 年 2 月 25 日至 108 年 3 月 8 日進行本學期加退選作業，自開放日起至 108 年 3 月 6 日為

網路線上選課（僅本班課程網路選課），自 108 年 2 月 25 日起至 108 年 3 月 8 日止為人工紙

本加退選（僅受理重補修課程選課），課務組將於 108 年 3 月 11 日學校網頁公告加退選結果

並開放查詢。 

八、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請依據本校「教師請假調課補課代課要點」規定之程序辦理：「應事先

告知科主任，並依人事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不能事先辦理者，應事先聯絡所屬單位

同仁代為請假，以便安排調、代、補課事宜。」教師請假核准後應上網登入學務教務系統進

行調（代）課作業。教師切勿私下調代補課，影響學生權益，造成學生反應，請各教學單位

任課教師務必遵守相關規定。 

九、教師至教職員差勤管理系統請假前，應先辦理調代課事宜，可加速請假作業流程。 

十、教師調課前應先注意重補修學生是否有衝堂之情形，如有衝堂，不適宜調課，以免影響學生

權益。 

十一、教室教具維修狀況：弘 302、晨 402、晨 403、旭 205、旭 301、旭 302麥克風及電腦有問題

等，皆已請廠商協助處理完畢。 

註冊組 

一、註冊業務 

(一)開學及準備週辦理註冊程序、轉學生學分抵免說明與審核、上學期成績單核計與寄發、學

期成績預警、復學作業等。 

(二)畢業學分審查於開學週由各科及註冊組進行畢業班學分初審，請學生確認後，轉請導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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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輔導並通知未達學分者，於開學兩週內加選，進行重補修，以能順利畢業。 

(三)請各單位需要各項學生人數等資料能上網先查詢或及早通知本處，以免因招生活動不在校

內，造成不便。 

(四)學業成績請依本校學則第 21 條規定之成績考查方式辦理（平時考查 40%，期中、期末考試

各佔 30%），如有變更評量標準至遲應請於開學 3 週內規定時間內詳細公告知會學生，並自

行至學務教務系統變更。如果教師無法於規定時間輸入期中成績（技術或報告方式等等），

亦請自行於開學 3 週內變更配分比例，或取消期中成績比例，教務處不再於錯過期中考成

績輸入期間另行個別開放，避免與網路查詢資料成績有差異。已開放學生查詢期中考成績

功能、開放導師查詢該班期中成績及學期成績總表功能等。學生、家長可隨時查詢到各項

成績，請各科老師依照教學計畫表所擬定之成績比例計算。 

(五)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7 名護理科延修生、2 名五專化妝品應用科延修生、1 名夜間部化妝品

應用科延修生及 2 名夜間部老人服務事業科延修生通過畢業學分審查，取得副學士學位證

書。 

(六)學業成績優良獎已統計排名完畢，107學年度第 1學期合計 115名學生得獎，頒發獎狀及獎

金，合計 234,000元。學業成績進步獎 47名，將由導師公開獎勵。 

二、招生業務 

(一)為讓家長、學生了解五專、二專計分，辦理說明會場次如下： 

(1)本年 3 月 16 日（星期六）08：30 至 16：00，五專優先免試說明會預計報名人數為 200

名。 

(2)本年 4 月 13日（星期六）10：30 至 12：20，由本處假臺中教育大學辦理臺中區五專說

明會，預計說明會報名人數為 100名。 

(3)本年 6 月 1 日（星期六）10：00 至 12：00，預計校慶當日二專說明會報名人數為 50

名。 

(4)請各教學單位依分配時間安排參觀動線及場地解說人員；報名系統網頁之設計，並請資

訊組設置在首頁。 

(二)108年度預計於 5月至 8月約 3個月期間辦理五專及續招、日二專等各學制招生網路關鍵字

行銷及電台廣播，預計於 7、8 月於蘋果日報刊登報紙廣告宣傳日二專聯合登記分發、單獨

招生相關訊息。 

(三)107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考試錄取人數如下：五專化妝品應用科二年級轉入學生 1名；五專

老人服務事業科二年級轉入學生 1 名；日二專化妝品應用科一年級轉入學生 2 名，合計共

4名。 

(四)本學期之轉學生及復學生，請各科與導師加強輔導課業與生活適應，開學兩週內辦理完成

抵免學分審查。 

(五)進行辦理各式聯合與單獨招生簡章之研議、擬訂、販售等。 

(六)預告 108 學年度五專免試現場分發正式撕榜日為 108 年 7 月 10 日，請各位主管轉知同仁參

加，並請避開大型活動之安排，工作計畫另訂之。 

(七)108學年度二專技優、推薦甄選面試日期為:108年 6 月 15日，工作計畫另訂之。 

(八)各國∕高中職升學博覽會、入班宣導等招生宣導活動繼續進行，感謝各科∕中心∕處室協

助，五專各項計分方式，一直公告於本校首頁，麻煩各單位轉知前往宣導之講師事先熟悉

之，以利正確回答學生之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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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中心及教務處依教職員比例進行招生宣導 

單位 

學年度 
護理科 

化妝品

應用科 

老人服務

事業科 

通識教育

中心 
教務處 小計 

各單位教職員數 

（含 1位職員） 
24+2 10+1 7+1 15+1 0+2 56+7 

106學年度招生宣導場

次（70） 
21 8 5 21 15 70 

預定分配場次 70 29 12 9 18 2 70 

已參加場次 4.5 8.5+*3 3 4 4 27 
*為化妝品應用科畢展場次 

教師發展中心 

一、執行 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 

(一)完成計畫相關事項 

１、完成 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各分項計畫，（最終）達成執行率目標（如下）： 

A2：獲補助經費 193,963元、執行率 99.63%； 

A6：獲補助經費 470,469元、執行率 98.88%； 

A7：獲補助經費 397,020元、執行率 93.34%。 

２、完成全校（天方）「學務教務系統」與「即時回饋系統」（Zuvio）串接，提供教師課室教

學與學生學習即時回饋。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面自動化上線開通，提供並活化教師教

學資源。 

(二)業務異動：英語自學課程教學助理與相關全校英語檢定業務移交通識中心外語組穆萱老師

辦理，並於開學前完成移交。其餘教學助理業務仍由教師發展中心統籌。 

二、重要宣達事項 

(一)於 108 年 1月 10 日召開教師發展委員會議，討論並經會議後修正通過「國立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師專業學術成長社群實

施要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學助理

實施辦法」將於本次行政會議提案修正。 

(二)前揭各項辦法，均為本學年度起全面鼓勵教師進行教學創新之行政支持作為。全體教師自

本（107 學年度第 2）學期起，登入（天方）「學務教務系統」撰寫教學大綱時，請於「教

學創新」欄位擇一勾選該課程需申請之（4 項）補助項目：(1)教學創新(2)微創新(3)專業

社群(4)數位教材製作。亦請於「教學助理」欄位，勾選該課程需申請之教學助理補助時數。

各相關辦法於勾選欄位後，可點擊查看。另訂於 108 年 3月 12 日（星期二）13:30～15:10

舉行「推動教學創新補助辦法說明會議」，籲請全體教師參加。 

(三)108年 1 月 19日（星期六）辦理國際護理職場英語溝通力證書（International Exam for 

Nursing Vocational English Certificate-VEC）考試。計有 19名五護四年級英語會話課

程學生報名參與。 

三、執行 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目前）成果 

完成計畫相關事項：為深耕本校教研品質並促進國際發展，偕同護理科邀請國際學者-美國新

罕布夏大學健康與人類服務學院護理學系 Susan Jane Fetzer教授於 108 年 1 月 17日蒞校，

進行「英語論文寫作指導」專題講座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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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辦理項目 

(一)預定於 108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召開教學品保正、副股長教育訓練，指導各班品保股長

學習本校數位平台（Moodle、Evercam）使用，教師發展中心組員洪國勝負責講授。 

(二)預定於第 5週舉行教師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各項教師申請補助案。 

(三)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推行數位教學平台（Moodle）全面教材上線，教師需善加運用教學平

台資源，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教發中心將提供培訓各班數位教學助理［即教學品保（正）

副股長］協助教師製作數位教材及上傳教材等相關支持作為。 

五、107學年度第 2學期各週學術活動一覽表（108年 2 月 13日更新） 

週次 日期 
週二中午時段 

12:00-13:30 
主辦單位 

週二 5、6節 

13:30-15:15 
主辦單位 

週五 5、6節 

13:30-15:05 
主辦單位 

1 02.26 
課程地圖第一

次教育訓練 

教務處 

課務組 

行政會議 

(14:00 開始) 
秘書室 

3.1. (五)  

學科能力競試 

 

2 03.05 
課程發展委員

會 

教務處 

課務組 
資料庫教育訓練 

圖資中心 

圖書組 

3.7 (四) 數位教

學(品保副)股長

教育訓練 

教務處  

教發中心 (組員主講) 

3 03.12 
護理科科務會

議 
護理科 

推動教學創新  補助

辦法說明會議 

教務處 

教師發展

中心 

  

4 03.19   

教師社群成長研習 

GoToTraining 系統 

教育訓練 

教務處 

教師發展

中心 

  

5 03.26   
行政會議 

(14:00 開始) 
秘書室   

6 04.02       

7 04.09       

8 04.16   校務會議 秘書室   

9 04.23     期中考  

10 04.30 
傑出校友遴選

委員會 

實輔處 

就輔組 
教師發展中心活動 

教務處教

發中心 
五年級週會演講 護理科 

11 05.07   護理科科務會議 護理科   

12 05.14   
護理科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 
護理科   

13 05.21   
行政會議 

(14:00 開始) 
秘書室   

14 05.28 
畢業生就業輔

導委員會 

  
實輔處 

就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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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6.04 
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校級) 

  
實輔處 

實習組 

  

16 06.11   護理科科務會議 護理科   

17 06.18   校務會議 秘書室   

18 06.25     期末考  

學務處 

軍訓室（學生聯合服務中心） 

一、「穩定就學輔導關懷管理系統」 

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本校配合高教深耕計畫著手規劃「穩定就學輔導關懷管理系統」，

適用對象為 5 專 1-3 年級學生，採智慧刷卡管理方式。學生全日作息區分「進校預警輔導」、

「離校檢核關懷」及「放學追蹤覆查」三階段，完善缺曠管理、回饋、追蹤機制，並自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實施系統測試與驗證（測試期程另案公告），預劃自 108 學年度起全面實

施。 

二、學生聯合服中心 

學生聯合服中心預定於 108 年年 3 月 6 日 11 時掛牌成立。由原軍訓室採任務編組加掛模式

運作，本中心於信心樓 1 樓設置「臨櫃窗口」及「諮商服務區」兩處（中心作業要點另行公

告），以服務學生為導向，提供「生活服務（百寶箱）」、「學習諮詢服務」、「行政綜合

服務」等 3 項即時、應援、諮詢措施，解決學生各項疑難，營造友善校園環境。未來每月彙

整服務成效，提報相關會議發揮行政效能，學生服務專線：06-2110331。 

生活輔導組 

一、學生生活輔導： 

（一）「穩定就學」、促進「就學正常化」為生活輔導與管理之目標。 

附表一：105-108年每月當週缺曠警示最高人數比較統計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止 

   月份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5年 35 0 10 25 44 45 0 0 2 18 31 45 

106年 45 0 18 40 46 51 0 0 0 14 12 18 

107年 20 0 1 6 20 30 0 0 0 6 14 22 

108年 19            

科別       護理科 妝品（含二專夜間部）          老服科 

人數 2 13 4 

  說明：一、學生操行成績低於 70分者有 18 人，低於 60分有 1人，已依操行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二、為加強學生缺曠及操行成績違常警示掌握，每週篩選統計學生資料，即時雙向通知家

長及導師瞭解，並加以比較分析成因，做為後續學生行為輔導與轉介之參考。 

 （二）高關懷學生輔導與轉介： 

 附表二：105-108年高關懷學生輔導統計表－統計至 108年 1月 31日止 

    月份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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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5 6 85 96 162 144   8 34 109 171 850 

106年 83 5 38 56 145 105   35 39 44 45 595 

107年 31 2 13 25 30 17   10 23 35 31 217 

108年 44             

  說明： 

一、108年 1月份計 44件(缺曠 19件、行為偏差 10件、學習問題 4件、情緒壓力 4件、性別問題

2件、家庭關係 1件、情感問題 1件、其它 3件)，行為偏差以期末考期間學生不假外出居

多，生輔組於考試週前加強宣導考試作息時間，並請導師協助配合班級管理，避免學生於期間

發生校園安全事件。 

二、如有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或住宿期間有適應不良、情緒不穩等問題，請通知生輔組協助處理或

轉介相關單位。 

二、學生生活管理： 

（一）宿舍管理情形： 

  附表三：105-108年假日留宿統計比較：累計至 108年 1月 31日止 

 月份 
年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105年 720 172 1145 1542 1288 1050 113 81 488 1186 1270 988 10043 

106年 859 400 1436 1635 917 1136 102 95 757 1262 1396 950 10945 

107年 615 167 1358 1347 1591 1615 97 79 980 1432 1460 961 11702 

108年 480             

   工作重點： 

1.1/18-19日學生宿舍辦理離宿及寢室檢查作業，1/20日上午 8時實施環境(含餐廳)消毒作

業，1/20日下午 13時開放寒假入住。 

2.寒假期間申請入住人數計 65人，合計金額 48,930元，本學期寒假起住宿費由學生自行至

郵局繳費，不再採人工收費方式。 

3.107學年度第 2學期宿舍開放入住時間為 2/22-24日上午 8時至晚上 8時。 

    附表四：105-108年緊急送醫統計表 

國立臺南護專學生宿舍日夜間緊急送醫統計表至 108年 1月 31日止 

     月份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105年 12 8 35 24 10 4   2 9 6 7 117 

106年 2 12 23 7 5 7   4 22 33 56 171 

107年 29 5 25 28 28 14   19 22 34 25 229 

108年 20             

三、校園安全維護： 

附表五：105-108年校安通報分析與事例 統計至 108年 1月 31日止 

     月份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105年 26 17 79 46 30 22 1 1 13 29 38 22 322 

106年 11 22 50 30 21 8 9 9 22 63 65 68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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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23 5 32 33 38 35 2 2 33 46 40 33 322 

108年 19             

 說明：108年 1月份計 19件(性別安全 2件、偏差行為 10件、車禍 1件、流感疾病 6件) 

四、工作報告： 

  (一)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協助學生辦理學雜費減免共 333人次，總金額 2,862,070元；學生辦理

就學貸款共 136 人次，總金額 3,668,158 元；五專前三年免學費之學費減免共 879 人次，

總金額 6,407,823元。 

(二)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援例辦理三次全校性集會，由校長親自主持，頒獎表揚各項優秀同 

    學及相關校園安全宣導，請各班導師、學校一級主管列席參加。 

    1.第一次日期：108年 3 月 20日（第 4週）。 

    2.第二次日期：108年 5 月 1日（第 10週）。 

    3.第三次日期：108年 6 月 5日（第 15週）。 

    4.實施地點及時間：本校弘景樓 4樓活動中心，當日上午 07：40分開始；學生當日上午 

       07：35分就位完成；每次集會每班 20 位同學參加。 

  (三)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試行學生上放學需刷卡機制，並利用開學初加強班級宣導，並安排上

放學由糾察人員協助並引導刷卡。 

學生輔導中心 

一、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08-109年度計畫申請書暨 107年成果報告送教育部審查結果，核定

金額為 70萬元整。 

二、108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送教育部審查中。 

三、108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送教育部審查中。 

四、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成果報告於 2月 20日前報部辦理

結案。 

五、107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學生申請鑑定共 6名，重新鑑定 5名(含學習障礙 3名、身體病

弱 1名、多重障礙障礙 1名)及疑似生 1名，將於 108年 3月 21日(四)前依規定申請提報鑑

定。 

六、108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業務書面審查工作已著手進行準備，教育部預計 108年 3月中旬

會舉行說明會，6月份提送書審自我檢核資料。 

體育運動組 

一、活動業務 

(一)全校運動會報名於 2月 25日（一）開始，於 3月 5日（二）截止。 

(二)已於 108年 2月 25日(一)中午召開運動會報名系統說明會。 

(三)將於 108年 3月 11日(一)中午進行運動會各項賽事預賽抽籤。 

(四)全校運動會於 108年 3月 30日（六）將於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舉行。 

(五)因應運動會到來，下學期開學後開始競賽相關器材借用，接力棒、呼拉圈及麻布袋等器材

之租借，請備學生證至體育組登記，當日借當日還，如違反原則，影響其他班級的權益，

將停止其班級借用一週。 

(六)108年臺南市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游泳項目，本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張芳榛同學榮獲 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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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式第一名、 100公尺蛙式第二名、50公尺自由式第四名等佳績。 

(七)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108 年 4 月 27日至 5 月 1日於國立中正大學舉行，本校共報

名羽球、跆拳道、空手道、游泳等項目，共計 7人參加。 

二、場地業務 

(一)籃球場工程業已完成，並開放使用。 

(二)健身教室預計添購跑步機一台及滑步機一台，請購作業辦理中。 

(三)已完成運動場地及器材整備，並更替羽球拍、網球拍握把布，以及清潔桌球拍膠皮。 

三、行政業務 

(一)將於 108年 2月 26日(二)中午召開運動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二)將於 108 年 3月 6日(三)中午召開運動會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 

課外活動組 

一、社團業務 

(一)教育部 108年寒假教育優先區營隊計畫活動：共有 7個營隊，於寒假辦理完畢，目前陸續 

    協助核銷與成果報告等相關事宜。 

(二)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童軍社、吉他社將於 3月 30日、31日代表本校參加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活動，報名資料已寄出。 

(三)108教育部帶動中小學計畫：共有 2件計畫，已送出審核中。 

二、獎助學金 

(一)107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共補助 50人，合計 746,500元，其補助金額已於第二 

    學期繳費單中逕予扣除。 

(二)本學期各項獎助學金(校外各基金會、縣市政府獎助學金)正申請辦理中，各項訊息已公告 

    於新聞中心-獎學金專區。 

(三)學生有急難狀況可至課指組申請校內緊急紓困金及教育部學產基金之急難救助(一戶只能 

    申請一個)。 

衛生保健組 

一、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平安保險理賠統計，車禍理賠 25件(51%)、意外理賠 10件(20%)、疾病住

院理賠 13件(27%)、運動傷害 1件(2%)，共計 49件(100%)。 

二、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傷病統計，一般傷病 479 人次(69.8%)、健康中心休息觀察 75 人次

(10.9%)、護送就醫 15人次(2.2%)、傷病諮詢服務 117人次(17.1%)，共計 686人次(100%)(表

一)。 

表一：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傷病服務統計 

 

類

別

人

次

月份

9月 23 11 39 3 0 9 2 0 2 0 0 11 100

10月 59 23 19 6 5 7 4 0 4 0 1 42 170

11月 56 14 13 3 1 7 2 0 1 1 1 27 126

12月 88 44 12 9 2 6 2 0 1 2 1 21 188

1月 54 16 8 3 1 2 1 0 1 0 0 16 102

各類傷

病人次
280 108 91 24 9 31 11 0 9 3 3 117 686

一般傷患 緊急傷患

健康諮

詢
外傷

運動

傷害
內科

健康中心留觀 護送就醫

頭頸部

症狀

全身性

症狀

每月傷

病人次

生理痛
腸胃道

症狀

肌肉骨

骼
護理師 親友

導師/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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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辦優化南護健康促進參訪體驗課程，共 43 位師生參與，圓滿完成，感謝

劉怡秀及鄭敬俐兩位導師，及生活輔導組長陳惠琴教官共同協助辦理。 

四、寒假期間感謝總務處及環安中心及各單位共同巡視及防治校園病媒蚊工作，1/29 環保局到校

稽查本校登革熱病媒蚊實施狀況，結果：未發現有病媒蚊孳生。 

五、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新生健康檢查及生活型態調查加密上傳作業，已於 1/30

完成並上傳教育部。 

六、108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教育部核定補助款新臺幣 17 萬元（經常門

13 萬 1,000 元，資本門 3 萬 9,000 元），學校自籌款 3 萬 4 千元，總計：20 萬 4 千元整，經

費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執行。 

七、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班級校園整潔區域編排後上簽及公告，學生於開學日當天 7:30~7:50，班

級即開始進行校園環境打掃工作，108 年 2 月 26 日召開衛生股長及評分員會議，宣導班级打

掃注意重點、登革熱孳生源清除及相關衛生教育宣導，於 108年 3月 11日開始進行班级整潔

競賽。 

八、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整潔競賽成果，將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全校性集會時公開頒獎，

頒發優勝班級獎狀、獎勵金；導師感謝狀預計於 4月 19日校務會議頒發，感謝導師對班級打

掃工作的協助與督導。 

九、衛生教育宣導 

(一)流感防治：開學期間處於流感流行期，流感潛伏期約 1 至 4 天，多數人感染流感後僅有發

燒、咳嗽、喉嚨痛、全身痠痛、疲勞等症狀，就醫後約 1週內可康復；校園屬於人口密集公

共區域，平時應落實勤洗手、有呼吸道症狀時應配戴口罩，保持教室空氣流通；打噴嚏時

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1公尺以上，防範病毒

傳播。 

(二)登革熱防治：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仍持續發生，寒假赴東南亞等熱帶國家旅遊探親，於返

國 14 日內，如出現發燒、頭痛、肌肉關節痠痛等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

遊史，及時採取防治措施，避免疫情擴大。相關資訊請參閱 1922防疫專線。 

(三)菸害防制：我國 107 年吸菸行為調查發現，國中、高中職學生電子煙吸食率分別為 1.9%與

3.4%，推估有超過 3.8 萬青少年正使用電子煙，在臺灣每 10 個青少年吸菸者中就有 4 位使

用加味菸，為保護青少年免於菸害，菸害防制法加入電子煙管制、禁止加味菸、擴大禁菸

公共場所範圍等，吸菸者可善用免費戒菸專線「0800-636363」，給自己一個無菸的校園及

成長環境。 

(四)預防保健：13 歲以上國人 46.1%身體活動量未達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量，國民健康署製作 45

秒的「動動通勤」影片，教職員工生可運用「踏步爬梯」、「踮腳翹腳」、「抬頭抬手」、「手

腳伸展」、「軀幹旋轉」等 5 招沒時間運動，讓自己處處可動，時時都動，促進身心健康。｢

動動通勤｣教學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e_89jb5SE。 

校長裁示：同學在使用籃球場時，要注意自身及他人安全，儘量避免碰撞受傷。 

總務處 

一、本校 107年度公文計 13,416件，經統計： 

(一)全程採線上簽核，計 12,595件(93.88%)。 

(二)線上簽核轉紙本公文，計 175件（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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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程採用紙本簽核計 646件(4.82%)。 

二、依 108年 1月 17日節能會議決議，各單位爾後辦理活動，如有需針對晨晞樓電梯（非貨梯）

進行特殊控管，請書面通知事務組。 

三、本校自 107學年度第 2學期開始將部分飲水機之冰水線路拆除以達節約能源之效。拆除原則

為： 

（一）該樓層有 2臺飲水機者，保留一臺冰水線路。 

（二）該樓層有 1臺飲水機者，採隔層保留 1 臺冰水線路。 

四、本組技工工友已於開學前將全校教室檢修完畢，如仍有未盡之處，請隨時向事務組同仁反

映。 

五、本校「籃球場新建工程及其他雜項工程」，已於 108年 1月 22日拆除圍籬，開放教職員生使

用。 

六、本校「高效率油浸式變壓器」招標案已於 108年 2 月 14日開標，決標後 60日曆天完成施

工。 

七、寒假期間完成車道植草磚整修、腳踏車位地坪整修、寇思樓地下室磁磚修復等修繕。 

八、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學雜費已於 108 年 2月 23日超商銀行郵局通路代收結束，俟核對並

整理統計報表進行未核銷部分催收。 

九、大專院校教育扣除額已於 108年 1月 14 日成功傳輸。 

十、10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已於 108 年 1月 26日完成網路申報。 

十一、107年度教職員工、校聘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於 108年 1月 25日入帳。 

十二、公務人員考績獎金已於 108年 2月 1日完成撥款作業。 

研究發展處 

技術合作組： 

一、本校 108 年度持續與國立成功大學南區研究倫理聯盟合作，校內研究計畫及非補助之計劃可

以八萬元不限案件數送審。若送審之案件，其後獲得本校以外單位之補助時，需補繳審查費

用。相關倫理審查資料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網站：

https://rec.chass.ncku.edu.tw/。 

二、本校執行 107 年「校內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請於計畫執行期限結束後三個月內

(108年 3 月 31日)前提交紙本研究報告 2份至研發處。 

三、教育部徵求 108 年度「學海築夢」與「新南向學海築夢」獎助國外專業實習計畫，申請計畫

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14 日，相關簡章內容已公告於本校網站，請各科踴躍提出申請。自 108

年起計畫書一律改為線上填寫，計畫書所需內容皆依照要點規範，各計畫主持人請跟研發處

申請計畫專屬帳號後，註冊聯絡資料取得密碼登入系統。 

四、本校申請 108年科技部計畫案統計如下: 

「一般研究計畫」3 案、「新進人員研究計畫」1 案、「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1 案、「鼓勵女

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6案，總計 11案，已於 108年 1月 7日提交申請資料至科

技部。 

五、本處協助辦理 108 年度教育部計畫(如下表)： 

https://rec.chass.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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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執行期間 

補助款 學校配合款 總執行率(請

購/總經費) 

核定金額 

請購金額 

(實支+核銷簽

證) 

核定金額 

請購金額 

(實支+核銷

簽證) 

107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專班名稱：護理產

學在職專班) 

護理科 

107/08/01

~ 

108/07/31 
45,000 13,638 4,500 0 27.6% 

107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

計畫」(專班名稱：產學攜

手美容產業專班) 

妝品科 

107/08/01

~ 

108/07/31 
120,000 36,000 12,000 0 27.3% 

總計 10,165,000  

 

計畫名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4 年期計畫) 

執行單位：化妝品應用科 

執行期間：107/05/30~110/08/31 

教育部核

定計畫 

總金額 

第一年計畫 

補助款與配合款 

金額 

B+D+F= G 

計畫經費支用情形 

教育部補助款 本校配合款 

經費執行

數 

A+C+E=F 

經費執

行率 

F/G 

第一年業務費 第一年資本門 第一年業務費 

核定金
額 A 

請購金額
B 

(實支+ 

核銷簽
證) 

核定金額
C 

請購金額
D 

(實支+ 

核銷簽證) 

核定金
額 E 

請購金
額 F 

(實支+ 

核銷簽
證) 

10,000,000 6,325,000 750,000 612,452 5,000,000 3,364,967 575,000 40,638 4,064,732 64% 

備註：經費結算日為 108 年 2 月 13 日止 

六、106-107 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科 別/主持人 核定經費 
已撥付 

經費 
請購金額 

執行率    

(請購/已撥

付) 

近代中國自由車之發展

與傳播-以治理與身體為

論述中心 (兩年期) 

106/08/01~

108/07/31 

  通識中心  

/郭憲偉老師 
1,159,000 941,500 822,288 87.3% 

高安定性之非水溶液化

妝品配方開發 

107/08/01~

108/07/31 

化妝品應用科

/徐照程 
500,000 300,000 76,433 25.5% 

希波克拉底的妹妹-臺灣

女醫生作家書寫研究 

107/08/01~ 

108/07/31 

  通識中心  

/許劍橋 
354,000 177,000 173,446 98.0% 

身體文化-雜技演員的民

族誌(兩年期) 

107/08/01~ 

109/07/31 

  通識中心  

/郭憲偉 
978,000  199,500 30,891 15.5% 

總計 2,991,000  

備註：經費結算日為 108 年 2 月 13 日止 

七、108 年度執行校外產學研究計畫截至目前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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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合約期限 科 別 / 主持人 補助金額 

照顧機構轉型永續發展研究計畫 108/01/01-108/12/31 老人服務事業科/陳宇嘉 120,000 

總計 120,000 

 

推廣教育組： 

108年度推廣教育課程開課班級截至 6月底預計開立 12班，已結束 3個班、報名中 3個班、上課

中 1個班，開課狀態如下(統計至 108.2.26.): 

108 年推廣教育課程資料表(已結束) 

編

號 
開班名稱 

招生 

人數 

報名 

人數 

開課 

狀態 
上課日期 

1 ACLS 高級心臟救命術(1) 130 130 已結束 108/1/27-1/28(六、日) 

2 EMT-1 初級救護技術員第 1 期 30 49 已結束 108/1/21-1/25(週一~週五) 

3 ETTC 急診創傷訓練班(1) 60 59 即將 108/2/16-2/17(六、日) 

 

108 年推廣教育課程資料表(報名中) 

編

號 
開班名稱 

招生 

人數 

報名 

人數 

開課 

狀態 
上課日期 

1 ACLS 高級心臟救命術(2) 130 128 報名中 108/3/16-3/17(六、日) 

2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在職班) 40 8 報名中 108/4/13-5/5(六、日) 

3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職前班) 40 1 報名中 108/6/17-7/12(週一~週五) 

 

108 年推廣教育課程資料表(持續上課中) 

編

號 
開班名稱 

招生 

人數 

報名 

人數 

開課 

狀態 
上課日期 

1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社會團體工作 18 18 上課中 107/12/17-108/4/2(每週一) 

2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社會工作研究法 18 18 上課中 107/12/17-108/4/2(每週二) 

3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社會學 16 16 上課中 107/12/17-108/4/2(每週三) 

4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方案設計與評估 13 13 上課中 107/12/17-108/4/2(每週五) 

5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人類行為與社會

環境 
11 11 上課中 107/12/17-108/4/2(每週六) 

6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社會心理學 13 13 上課中 107/12/17-108/4/2(每週六) 

7 
社工師學分班第 17期-社會工作實習：

實地實習 
10 10 上課中 

107/12/17-108/4/2 

(每週一~週五) 

校長裁示：研發處在 3 月 14 日新開辦「曲線雕塑訓練班」，鼓勵全體教職員工踴躍參與。 

秘書室 

一、本校107年校務基金財務績效報告書將於108年6月底前報部備查，有關報告書「107年績效目

標達成情形」部份業請各單位於108年1月31日(星期四)下班前撰寫完畢，並請將電子檔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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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彙整，俾利後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二、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於108年2月19日(星期二)下午2時至4時假本校晨晞樓11樓國際會議廳

辦理「大專校院教學品保服務計畫」說明會完竣，針對評鑑資料蒐集與受評報告撰寫進行說

明，俾利後續評鑑資料準備。 

三、秘書室近期召開會議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會議名稱 

108年2月25日(一) 中午12時10分 圖資大樓第一會議室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一次校

務發展委員會 

108年3月05日(二) 下午2時20分 圖資大樓第一會議室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8年3月19日(二) 下午1時30分 圖資大樓第一會議室 
109學年度校務評鑑及專業類

評鑑第三次籌備會議。 

四、同學欲參觀「南護故事館」(校史館)者可由導師帶隊參觀，預約方式請至秘書室網頁南護故

事館(https://secretariat.ntin.edu.tw/ntinstoryhouse.aspx)預約。 

「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總計畫報告： 

一、根據教育部於 108 年 2 月 12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020714K 號函說明目前刻正審查 107 年

度之執行成果報告，審查結果將作為 108 年度經費核配依據，108 年度經費核定作業預計 3 月

中下旬完成，為使計畫順利銜接推動及人員聘任，教育部依本校 107 年度核定總補助經費之

40％額度，先予撥付本校第一期補助經費。 

二、目前總計畫已於 108 年 1 月 18 日完成請撥，尚待教育部核撥相關經費，第一期款根據深耕會

議討論會議中所定金額的 42-43％進行分配，因第一期款的執行情形影響第二、第三期款的

數目與撥付時間，因此需麻煩大家開始進行計畫活動與內容之安排，藉以順利完成深耕計畫

相關績效指標。 

三、有關「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年經費核定情況，目前教育部仍在審議當中，而為使校內計

畫順利執行，麻煩各單位進行經費的細目表編列，並請在 2/22（五）前將檔案寄給品錞，謝

謝，俾利深耕計畫進行。 

實習就業輔導處 

一、於 108年 02月 20日召開第二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自我改善報告籌備會議，內容包含確認各

科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 (含質性及量化)及各佐證資料。 

二、完成老服科與護理科學生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實習線上評量質量性資料統計，已彙整送

至各科。 

三、於寒假（108.01.21 -108.02.21）共十三位護理科學生之『進階臨床選習』已圓滿完成，前

往的醫院有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十名）、成大醫院(二名)、嘉義基督教醫院(一名)，各醫院

極為肯定學生的認真與用心。 

四、護理科四年級學生實習本學期返校時間為：2/25開學日，5/10、5/24，並有兩天返校參加個

案報告及實習壓力輔導演講（4/19、6/21）。 

五、預計於 5/10(星期五)下午於弘景樓四樓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慶祝國際護師節暨加冠典禮，並分

別於 5月 1、6及 9日夜間(下午五時二十分起)於弘景樓四樓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三次預演活

動。 



32 
 

六、規劃 108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鼓勵本校三

科五專部三、四年級學生申請。 

七、預計 108年 3月 11-15日辦理成大醫院就業徵才收件及徵選推薦。 

八、預計 108年 3月 22日舉辦本校「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提供本校應屆畢業生多元就業機

會。 

九、預計於 108年 4月 30日辦理傑出校友選拔，召開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會議。 

十、預計 108年 4月 16-25日辦理專技高考護理類科線上集體報名，並宣導及協助應屆畢業生至

大專院校就業職能平台施測「職能診斷-專業職能」填寫問卷。 

十一、 預計 108年 5月 28日召開畢業生就業輔導委員會會議。 

十二、 預計 108年 6月 3日辦理護理科專技高考模擬考。 

十三、 持續執行教育部深耕計畫，預定辦理職涯輔導講座 2場： 

（一）108年 3 月 15日辦理「就業歧視禁止、性平法暨求職防騙自我保護」。 

（二）108年 5 月 17日辦理「校友職涯分享」。 

圖書資訊中心 

圖書組： 

一、完成各項圖書資源之採購、公開招標及驗收作業，感謝總務處事務組的協助： 

(一) 完成 108年度國內期刊 86種之訂購作業。 

(二) 完成 ASP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CINAHL護理學全文資料庫及 CEPS中文電子期刊系統之

訂購及驗收作業。 

(三) 1月 25日完成 108年度國外期刊 16種之公開招標作業。 

(四) 1月 30日完成 108年度中文圖書折扣標公開招標作業。 

二、持續接受全校教職員工生推薦圖書資料，進行複本查核及採購建檔作業。 

三、編列 109年度圖書館經費概算表。 

四、完成中文書庫區部分滿架區域之移架、整架作業。 

五、於 108年 2月 11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全校教師若有教學需要，可依課程提出指定參考書之申

請，並請於 3月 6日(星期三)前將申請表送回圖書館彙整辦理。 

六、訂於 3月 5日(星期二)下午 1:30~3:10辦理線上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上課內容為

NursingConnect-EBN 實證護理資料庫、Skill 護理技術資料庫及 Long Term Care Skills 長照教

學資訊網，歡迎踴躍參加。 

七、配合 108年度「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專案」，相關廠商提

供 18種電子資料庫產品試用至 4月 30日止，內容主題包含語言學習、商管、人文社會、文

化創意、 數位服務、藝術設計等，試用網址已連結於圖書館網頁，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資訊組 

一、參與學務處與天方公司之需求訪談。 

二、承上，課指組因核銷社團費用問題，須修改會計系統部份功能，經與艾富資訊公司聯繫，對

方已免費修改；惟目前有待改進之處，已請艾富研究修正中。 

三、因應資安法規要求，嘗試導入開源之入侵偵防系統(IPS/IDS)，目前資訊組辦公室已納入控管

以作為測試，將繼續觀察其對網路使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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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資安法六項子法實施規定須有資安專職人員二名，除組內業務調整外，另一人員刻正招

募中。 

五、電腦教室二之電腦已汰換新機以因應開學，汰換之電腦(103年購置)撥用 6台至圖書館供師

生查詢之用，4台撥用至學生宿舍與教官室。若有處室需電腦僅供查詢之用，可洽資訊組撥

用。 

六、108年 1 月 30日被通報「入侵事件警訊」，經查是同仁帶筆電至校使用，筆電已被感染在使

用時散播被偵測。已做相關處置並將該筆電掃毒。 

七、108/2/15(五)因升級虛擬平台系統軟體及維修部份主機硬體，所有虛擬平台上之系統皆停機

以進行升級及維修工作。 

校長裁示：圖書資訊中心於 3 月 5 日辦理三項資訊課程，請護理科及老服科的教師參與課程並且

融入至教學課程中，這些課程可節省許多製作教材的時間，未來也會視使用情況決定

是否購買，請實輔處將這些資訊轉知實習指導教師，善加利用這些資源。 

護理科 

一、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通識教育中心統一全校三科之部訂一般科目，護理科通

識必修學分調降，擬將(1)產、兒、精、社區等國考科目由原 3學分 3學時調高為 4學分 4學

時，內外科護理學由原 4學分 4學時調高為 5學分 5學時；(2)於護理科新增專業必修「醫護

生物(含實驗)」3 學分，4 學時；(3)新增職涯探索與護理資訊各 2 學分課程於專業必修，其

餘學分做為選修課程以增加修課之豐富性。 

二、為加強護理科應屆畢業生之基礎醫學能力，提升專技高考護理師之基礎醫學成績，故於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第一屆專業選修課程「基礎醫學總論」，授課內容為解剖生理學。本校

申請五年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評鑑委員建議應有補教措施來改善考照率大幅下降之辦學

績效問題。考量 107年專技高考基礎醫學平均成績提高 2.34分，本學期繼續開辦，除解剖生

理學外再新增藥物藥理學，並計列本科畢業專業選修學分。 

三、完成報名「第 49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之健康照顧職類，每個職類每校限推派

4名學生，由本科推派 2位四年級同學與老服科 2位同學報名參加，訂於 108年 4月 24-25日

前往嘉南藥理大學比賽。 

四、本科陳玫君老師指導學生創新作品「伸縮防壓引流座」，榮獲台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一○七年

度護理創新獎。 

通識教育中心 

一、本校基礎服務學習課程之 e 化課程多年來均請學生進入臺北 E 大參加線上志願服務課程，因

臺北 E 大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申請帳號模式更改，中心於 108 月 1 日 23 日發文至臺北市政

府資訊局請求協助匯入本校學生資料（共計 415 名），並於 1 月 30 日收到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回覆，中心預計於 3 月 11 日統整各班完成 e 化線上學習之進度。 

二、預計於 108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至各科一年級(共 9 個班)宣導如何上傳服務學習時數及個

人心得操作流程。 

三、預計於 10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於弘景樓 4 樓活動中心辦理 2019 年英語歌唱比賽。 

化妝品應用科 

一、本科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內、校外招生宣傳工作共 12 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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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活動日期 學校名稱 活動內容 支援教師 

1 107/11/09(五) 高雄市前金國民中學 
前往參與升學博覽會 

謝清秀老師 

2 107/12/06(四) 臺南市金城國民中學 蔡佳芳老師 

3 107/12/14(五)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至本校觀摩畢業成果

發表、升學進路宣導 

賴雅韻老師 

4 107/12/14(五)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徐照程老師 

5 107/12/14(五)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曾文峯老師 

6 107/12/14(五) 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黃品璇老師 

7 107/12/14(五) 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仇  敏老師 

8 107/12/14(五) 私立華德工家職業學校 江明翰老師 

9 107/11/29(四) 華洲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至本校參加技能體驗

活動、升學進路宣導 

謝清秀老師 

許淑妙老師 

10 107/12/06(四) 私立復華高級中學 
詹慧珊老師 

許淑妙老師 

11 107/12/20(四) 三民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蔡佳芳老師 

謝清秀老師 
許淑妙老師 

12 108/01/24(四) 台南市天主教德光中學 升學講座 蔡佳芳老師 

二、本科於 108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星期一至五)期間，由謝清秀老師辦理「美髮丙級檢定推

廣班第 1期」，共有 32名學生報名參加證照輔導課程。   

三、本科於 108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五)於弘景樓活動中心辦理校友回娘家-「升學與職場心路歷程

分享」，將邀請五專、二專畢業校友參與活動，與學弟妹經驗傳承。 

老人服務事業科 

一、108年 2 月 1日新進專任教師李德純助理教授報到。 

二、108年 1 月 24日-28日參訪香港救世軍總部丶明愛會總部丶明愛 Lok Yee 復健中心丶油麻地

社區書院丶康盛護理安養院丶明愛老人住宅、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澳門明暉護養院、赤柱

老人社區據點。 

三、於 2月 1日正式與財團法人臺灣首廟天壇基金會交接，正式開始於附設養護中心進行產學合

作。 

四、於 2月 13日舉行本科產學合作委員會並研擬短中長程目標，以發展養護中心未來之專業品質

發展。 

校長裁示：2 月 1 日正式與財團法人臺灣首廟天壇基金會交接，學校也將至天壇附設養護中心辦

理揭牌儀式。 

人事室 

一、新、卸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備註 

(卸任主管) 

學生事務處 代理學務主任 
代理軍訓室主任 李易駿 代理 陳宇嘉 



35 
 

研究發展處 研發主任 張素嫺 新任 歐宗明 

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組組長 趙慧珍 新任 張祐瑄 

研究發展處 技術合作組組長 鄭敬俐 新任 陳岷莘 

二、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實習就業輔導處 安雅莉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1.16 

人事室 朱家榮 校聘組員 離職 108.1.19 

實習就業輔導處 洪韻雅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8.1.3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張育慈 辦事員 回職復薪 10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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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事相關業務 

(一)本校校教評會本學期開會時間為 3月 27 日、5月 21日及 6 月 19日，本校教師提聘案應辦理

著作外審，故請各科（中心）把握用人時程，儘早召開科（中心）教評會議辦理初審，並完

成著作外審後，提送校教評會審議。如有提案者，應於 3月 18日、5 月 10日及 6 月 10日前

將提案送至人事室，逾期恕不予受理。請各科（中心）確實掌握提案時效，以免影響教師權

益。 

(二)為慰勞同仁工作之辛勞，並促進同仁間情感交流，本校業於 108年 1月 18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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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反應熱烈，活動照片請參閱人事室網頁。 

(三)108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自即日起至 3月 15日(五)前接受各一級單位主管主動

推薦或由本校職員、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預計選拔 2名行政服務績優教師，於校慶慶祝

大會中接受表揚，並頒發獎牌及獎金一萬元。 

(四)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自即日起至 108年 3月 15日(五)止受理申請，凡符

合資格之同仁檢具相關申請表及收費單據(如係影本應由申請人簽名)逕送人事室彙辦(表件下

載：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福利項下)。 

(五)「公文制度與實作研習」業於 108年 2月 22日(五)辦理完竣，感謝同仁參與。 

(六)本校刷卡簽到退及彈性上下班制度業於 108年 2 月 1日起施行，每日 8:00-17:30正常上班時

間內，各單位需指派人力出勤辦公，不得因實施彈性上下班影響業務之進行，請各單位主管

督導相關出勤人力事宜。 

(七)有關相當簡任第 11職等以上公務員(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事項如下： 

1.相當簡任第 11職等以上公務員，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2.本校適用對象：機關首長、副首長及教授兼任處、室主任者。 

3.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後，向本室提出申請。 

4.又赴陸申請案之審查，除針對當事人之身分、法定事由、行程（包含天數及行程內容）、

從事之交流活動進行審查外，亦審查當事人赴陸是否有違反兩岸條例相關規定之虞（如：

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或未經許可與陸方為政治性內容之合作…等行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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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預定赴陸之期間、活動內容、接觸對象等行程，與原申請並經許可之行程不符時，

應另為變更行程之申請，始符合審查之意旨。爰申請案雖經許可，嗣後如有行程變更之情

形，應依規定事先申請行程變更。 

5.另旨揭人員申請赴陸，請於預定赴陸當日之 7個工作日前，向本室提出申請，以利辦理後

續報送內政部事宜。又前揭工作日均不含申請日、出發當日及國定例假日。 

四、人事法規宣導 

(一)教育部及銓敘部函，因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以下簡稱退撫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所定各項定期性給付領受權，經各該權責機關審定核給後，

並無賦予領受人得放棄繼續領受給與權利之規定，亦未有相關放棄作業流程之規範。因

此，為利依退撫條例或退撫法支領定期性給付之領受人，因擬申請退休（職、伍）人員之

遺屬年金，選擇放棄本人原支領之定期性給付作業方式明確，爰訂定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1.適用對象：依退撫條例或退撫法規定所發給月退休金、遺屬年金(含月撫慰金)、月撫卹

金(含年撫卹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定期性給付領受人。 

2.適用條件：必須符合退撫條例第 45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6條、退撫法第 45條

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37條等相關規定，始得申請放棄。 

3.權益事項： 

(1)自領受人選擇放棄本人所領之退撫條例給與之日起，喪失繼續領受之權利；其放棄支

領月退休金者，退撫條例相關衍生之權利亦失所附麗(其遺族不得請領遺屬一次、年

金等)。 

(2)前述選擇經教育部或銓敘部審定生效後不得再選擇恢復發給。 

(3)原發放之給與計算至「放棄之前 1日」止，已領給與未達依退撫條例第 28至 30條、

第 45條及第 62條規定(或退撫法第 27至第 29條、第 45條及第 62條規定)計算之一

次退休金或一次撫卹金金額，或退撫條例第 75條(退撫法第 75條)規定計算之本人繳

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金額者，亦不補發差額。 

4.申請程序：領受人填具選擇書，向退休教職員服務機關提出申請，由服務機關彙送審定

機關審定。(教育部 108.1.21臺教人(四)字第 1080005209號函、教育部 108.1.21臺教

人(四)字第 1080005209號函) 

(二)有關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定生理假之日數核計方式，依銓敘部函，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

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日，全年至多得請生理假 12日，且全年請生理假日數

未逾 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病假及併入病假計算之生理假合計

超過並假準給日數部分，以事假抵銷，已無事假抵銷者，應按日扣除俸(薪)給。(教育部

108.1.15臺教人(三)字第 1080003482號書函) 

(三)為提供使用者多元化登入方式，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於 108年 1月 4日(星期五)起介接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以下簡稱 eCPA)， 使用者可透過 eCPA使用自然人憑證及帳

號密碼登入。(教育部人事處 108.1.9臺教人(三)字第 1080000077號書函) 

(四)考試院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及修正總說明、對照表並自 109 年

1月 16日施行，相關資料已登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銓敘法規/法規動態項下，請自行下

載查閱。(教育部 108.1.30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3304號函) 

(五)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宣導品-日曆卡之電子檔，業

置於該會全球資訊網「歲時祭儀專區」，歡迎下載取用。(教育部 108.1.9臺教人(三)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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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31167C號) 

(六)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活動網址：

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歡迎多加利用。(教育部 108.1.22臺教人

(一)1080011175號函) 

(七)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1.「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業經考試院 107年 12月 18日修正發布。(教育

部 108.2.11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3597號函) 

2.「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1日以院

臺法字第 1080161285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 108.2.12臺教政(一)字第

1080019105號函) 

校長裁示：請同仁務必於請假前完成線上差勤系統之請假流程，尤其是出國務必要於出國前完成

請假程序。 

主計室 

一、 本校107年度決算已編製完畢，並依規定函送教育部等相關機關審查。 

(一) 業務收入決算數3億576萬6,624元、業務外收入決算數1,542萬2,531元、業務成本與費用

決算數3億119萬8,650元、業務外費用決算數1,588萬9,010元，107年度決算合計賸餘410

萬1,495元。 

(二)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與擴充計畫決算數3,279萬7,342元，可用預算數3,394萬3,125元，執

行率96.62%，另94萬5,000元已訂約年底尚未交貨申請保留，報奉教育部同意轉入108年度

繼續辦理(教育部108.01.28臺教會(一)字第1080010008號函)。 

二、 本校108年度預算第1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業經教育部同意核定，並已另案轉請行政院

主計總處、審計部及財政部備查(教育部108.01.29臺教會(一)字第1080012096號函)。 

三、 教育部函，為應立法院審議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統刪設備與投資5%，爰同比率刪減各國

立大專校院-國庫補助資本門5%，本校部分為70萬7千元，主計室已簽奉核准108年分配給各

處室額度同比例刪減，目前已完成會計請購系統作業，目前各處室可查得之額度即為刪減後

額度。(教育部108.01.31臺教會(一)字第1080147911Q號函)。 

四、 教育部函轉審計部函以，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經營管理情形經派員調查結果，

核有須請辦理事項，請擬具辦理情形或聲復理由報部憑辦，本室彙整填覆107年度「教育部

聲復審計部查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經營管理情形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奉核後於本

(108)年1月28日發文函覆，感謝秘書室、總務處、研發處等單位協助。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一、已完成 107年 12月、108 年 1、2月份廢棄物及資源回收、校園安全衛生輔導團實驗(習)場

所事故通報等之申報。 

二、107年 3月將委託台灣檢驗有限公司(SGS)抽驗 9台飲水機，檢驗結果將上網公告。 

三、請各實驗室盤點藥品，更新實驗室負責人。 

四、統計各實驗室醫藥箱內缺少之耗材，集體採購補齊。 

五、3月 20日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六、推動全校禁用一次性餐具及減少外食，請同仁及導師協助宣導。 

七、完成 108年事業廢棄物合約，預計 8月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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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源回收： 

(一) 3月 7日將召開環保及衛生股長會議，並配合環保局到校資源回收宣導活動。 

(二) 台南市環保局配合環保署資源回收實地現勘作業，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持續進校破袋稽

查，請全校師生做好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 

(三) 107學第一學期資源回收競賽小天使班級為護理科二年三班。前三名分別為護理科三年

二班、護理科三年三班、護理科二年一班。 

謝哲仁校務顧問： 

一、有關教務處課務組的工作報告，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預警輔導成果，其中檢定結果顯示

p<0.001 的部份，建議可用不及格的人數的百分比考驗，也可以呈現參與學生的滿意度調查

結果，這個呈現結果更可以支持期中預警的輔導成果。 

二、另外護理科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選修課程「基礎醫學總論」，107 年專技高考基礎醫學平

均成績提高 2.34分的部份，建議利用其他的方式來呈現繼續開辦課程的理由，例如對學生施

作問卷調查，依據問卷調查的結果作為繼續開辦課程的理由。 

總務處江明翰主任： 

本校目前擬租康寧大學該校棒球場作為本校第二校區事宜，總務處將與台糖進行更進一步洽談有

關租用土地之細節事宜，目前所租用之校地因所在位置不佳，以致使用上有困難，未來康寧大學

棒球場如租用成功將可提高校地之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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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7 學年度慶祝國際護師節暨加冠典禮程序表 

一、時間：108年 5 月 10 日 13:30-16:00 

二、場地：弘景樓四樓活動中心 

三、程序 

 

時間 時間 節目內容 

13:30-13:40 10分鐘 
典禮開始 

加冠班級導師及學生進場 

13:40-13:45 5 分鐘 校長致詞 

13:45-14:00 15分鐘 來賓致詞 

14:00-14:10 10分鐘 百合天使頒獎 

14:10-14:40 30分鐘 師長祝福影片及班級影片 

14:40-14:45 5分鐘 學生代表感恩嘉語 

14:45-14:50 5分鐘 校長授徽 

14:50-15:30 40分鐘 加冠典禮 

15:30-15:40 10分鐘 薪傳傳光 

15:40-15:45 5分鐘 宣讀南丁格爾女士誓言 

15:45-15:55 10分鐘 唱南丁格爾女士紀念歌及恩光歌 

15:55-16:00 5分鐘 大合唱 (加冠祝福歌曲） 

16:00  禮成 

 

※參加人員：全體教職員工及護理科二年級全體學生。 

※參加人員請於 13:20前就座完畢。 

  

提案一附件 



40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7 學年度慶祝國際護師節暨加冠典禮工作分配表 

三次預演時間：108年 5 月 1日、108年 5月 6日、108年 5月 9日，每天 17:10-20:30 

正式預演時間：108年 5 月 9 日 17:10-20:30 

典禮時間：108年 5 月 10 日 13:30-16:00 

場地：弘景樓四樓活動中心 

 

負責單位 工作項目 

秘書室 1.協助回贈感謝卡給與會嘉賓及贈禮實習機構。 

學務處 

1.協助頒獎服務同學二位，並提供頒獎用白手套及托盤。 

2.場地整潔（含信心樓 1-4F廁所）。  

3.協助維持秩序 。 

4.預演共四日、典禮前一日及典禮當日，弘景樓四樓活動中心體育相關課程

及社團活動排除。（體育組及課外活動指導組） 

總務處 

1.場地準備及協助進行(總預演日及活動當日須有工友一人出席支援內控室)

（事務組）。 

2.停車場指揮（事務組） 

3.會場指標（事務組） 

4.寄發邀請函及邀請卡（文書組） 

5.簽收賀禮（出納組） 

實習組 

1.場地佈置（大型舞台背景），典禮會場座位安排，參加學生座次及宣 布。 

2.影音多媒體及典禮進行時協助播放。 

3.加冠及傳光儀式流程安排及進行 

4.百合天使頒獎 

5.聯繫護理科學會協助設計每班活動影片 (百合花交織的護理塔) 

6.邀請卡設計  

7.邀請貴賓-提供與會實習機構首長名單及贈禮實習機構給秘書室  

8.活動攝影、照相。 

9.正式預演點心準備  

10.安排典禮司儀同學二位、會場服務同學引導及維持秩序六位，大門口服

務同學四位(護理科科學會) 

圖資中心 1.支援活動攝影、照相。 

護理科 
1. 簽到處及接待來賓、引導來賓（四位）。 

2. 預演時支援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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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原條文) 

102 年 6 月 20 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為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安全，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特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總務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及學生事務

處衛生保健組組長。 

二、推派委員：設有實驗 ( 習 ) 場所之科 ( 含中心 ) 各推派教職員代表 1 人。 

本會推派委員之任期為兩年，得連任。 

第三條 本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執行秘書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之。 

第四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職責如下 

一、研議環保、輻射防護、安衛有關規定。 

二、評估並定期檢討及修訂環保、輻射防護、安衛措施計畫。 

三、研議環保、輻射防護、安衛教育實施計畫，並置備紀錄。 

四、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之危害，並置備紀錄。 

五、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並置備紀錄。 

六、督導、處理校內所發生之各類環保、輻射、安衛意外事件。 

七、研議健康管理事項，並置備紀錄。 

八、研議校長交付之環保、輻射防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置備紀錄。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得經主席之核定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提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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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條文) 

102 年 6 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 年 12月 25 日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 年 2 月 26 日 107 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為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與安全，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十條第一項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特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由下列委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總務主任、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及學

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組長。 

二、推派委員： 

(一) 教職員代表：設有實驗(習)場所之科(含中心)各推派教職員代表 1人。其

任期為兩年，得連任。 

(二) 學生代表：各科推派學生代表一人。任期為一年。 

第三條 本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執行秘書由環安中心主任兼任之。 

第四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職責如下 

一、 研議環保、輻射防護、安衛有關規定。 

二、 評估並定期檢討及修訂環保、輻射防護、安衛措施計畫。 

三、 研議環保、輻射防護、安衛教育實施計畫，並置備紀錄。 

四、 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之危害，並置備紀錄。 

五、 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並置備紀錄。 

六、 督導、處理校內所發生之各類環保、輻射、安衛意外事件。 

七、 研議健康管理事項，並置備紀錄。 

八、 研議校長交付之環保、輻射防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置備紀錄。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得經主席之核定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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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 (現行辦法) 

98年 11 月 17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98.11.17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職員工生積極參與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

神，訂定「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科、單位、社團等。 

第三條  凡於近兩年內，透過下列方式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有效提升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

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者，得依本辦法予以

獎勵： 

一、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法規、計畫、提出興革意見、檢視或規劃無性別偏

見、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之校園空間，並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納

入年度工作計畫執行者。 

二、擔任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小組成員，協助調查、處置、防治工作。 

三、積極參與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知能研習活動，並經教育部納入調查

專業人才庫者。 

四、從事或參與下列有關性別教育、性別研究、同志教育、情感教育、性教育、多元文

化等相關議題之作為： 

（一）計畫—獲得國科會或教育部補助者。 

（二）研究—成果發表於 TSSCI或 SSCI或經同儕審核並經專業系所認可之期刊者。 

（三）教學—教學評鑑成績優異者。 

（四）教材研發—經正式出版者。 

（五）社團發展—校內社團評鑑達甲等以上者。 

五、其他推動或積極配合性別平等教育實務工作，或執行友善校園之環境推展與維護，

並有具體成效者。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之人員、科、單位、社團等，可自薦或由各界推薦之。 

第五條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具推薦表，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於每年 6月底前送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審核，審核結果於 9月底前公告。 

推薦表格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另訂之。 

第六條  獎勵案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得頒發獎牌或獎狀，並建請相關主管單

位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 

第七條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申請獎勵案應遵守相關迴避之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相關經費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編列經費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送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提案 3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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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修正後條文) 

98年 11 月 17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98年 11 月 17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2 月 25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8年 2 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職員工生積極參與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

神，訂定「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科、單位、社團等。 

第三條  凡於近兩年內，透過下列方式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有效提升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

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者，得依本辦法予以

獎勵： 

一、研擬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法規、計畫、提出興革意見、檢視或規劃無性別偏

見、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之校園空間，並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納

入年度工作計畫執行者。 

二、擔任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案件調查小組成員，協助調查、處置、防治工作。 

三、積極參與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知能研習活動，並經教育部納入調查

專業人才庫者。 

四、從事或參與下列有關性別教育、性別研究、同志教育、情感教育、性教育、多元文

化等相關議題之作為： 

            （一）計畫—獲得科技部或教育部補助者。 

（二）研究—成果發表於 SCI、SSCI、TSSCI 或 THC 計畫—獲得科技部或教育部補

助者。 

（三）教學—教學評鑑成績優異者。 

（四）教材研發—經正式出版者。 

（五）社團發展—校內社團評鑑達甲等以上者。 

五、其他推動或積極配合性別平等教育實務工作，或執行友善校園之環境推展與維護，

並有具體成效者。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之人員、科、單位、社團等，可自薦或由各界推薦之。 

第五條  獎勵案之申請，應填具推薦表，並備妥前一年度相關佐證資料，於每年 4 月底前送本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核，審核結果於 7 月底前公告。 

推薦表格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另訂之。 

第六條  獎勵案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得頒發獎牌或獎狀，並建請相關主管單

位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 

第七條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申請獎勵案應遵守相關迴避之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相關經費由秘書室編列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經費支應。 

第九條  辦法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送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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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南護文學獎」實施要點 

108 年 2 月 26 日 107 年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295)次行政會議訂定 

一、宗旨：帶動校內文藝創作風氣，涵養人文精神。 

二、徵稿對象：本校在學學生。 

三、徵稿類別： 

(一) 新詩：15-30 行。 

(二) 散文：3,000 字以內。 

(三) 青春記事簿：2,000 字以內。寫作題材如： 

1.服務學習：擔任過各式各樣的志工後，有什麼回憶想分享呢？ 

2.生命教育：還記得解剖青蛙時的心情嗎？假如你是那隻青蛙，感受如何？ 

3.讀書心得：你看過什麼好玩的或感動人心的作品，快來與大家分享吧！ 

3.親情無敵：有什麼想對爸爸、媽媽或家人說的話嗎？歡迎投稿！ 

4.實習點滴：充滿挑戰的實習，同學們一定有許多甘苦談可以分享，有關您實習生活的

點點滴滴，歡迎來稿。 

(四) 圖文創作：總字數 50 字以內，圖可以攝影或手作（但需掃描或拍照，貼入 word 檔，連

同文字一併繳交上傳）。 

四、單數學年度徵稿類別為(一)新詩、(二)散文；雙數學年度徵稿類別為(三)青春記事簿、 

(四)圖文創作。 

五、規格：一律以電子檔線上繳交，檔案名稱為作品名，內文一律採用標楷體，標題 16 號字置

中，內文 14 號字，單行間距，左側對齊，段首空兩字(有關新詩之規格不受此限)。學

號及姓名不得出現於作品中，違者取消資格。 

六、截稿日期：每年 8 月 31 日。(視實際情況得延長截稿期限) 

七、給獎： 

◎新詩、散文組：第一名參仟元暨獎狀一張；第二名貳仟元暨獎狀一張；第三名壹仟元暨獎

狀一張；佳作若干名，發給伍佰元暨獎狀一張。 

◎青春記事簿、圖文創作組：各取優選 10 名，發給伍佰元暨獎狀一張。 

※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名次獎項得從缺。 

八、評審辦法：邀請校、內外相關專長之學者專家擔任之。 

(一)初審與複審：由主辦單位先行核對稿件格式是否符合，重整後將稿件送交至各評審委員

處進行複審。 

(二)決審：採公開討論評審方式，所得成績經主辦單位統整後，當場宣佈各類得獎者。得獎

作品將刊登於通識教育中心網站。  

九、注意事項： 

(一)來稿一律線上投稿，欲投稿者須先行註冊獲審核通過後始得投稿。 

(二)每人各類別投稿僅限一篇，重複投稿者註銷其投稿資格。 

(三)作品須以中文寫作，字數不合規定者，將不列入評選。 

(四)投稿作品必須未曾在校內外以任何形式發表或出版。 

(五)凡有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作品，取消得獎資格，並公布姓名以校規議處。讀者若提

出作品抄襲疑義，經本中心查證屬實，提供檢舉者獎品一份。 

十、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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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附件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原條文) 

99年 11月 23日 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 5月 29日教師發展委員會通過 

101年 06月 19日 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提升教學效能，及輔助學業成就低落之學生，提昇其學習成效，特制訂

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助理分為四類： 

一、課輔小老師。 

二、教材製作教學助理。 

三、教學資訊平台維護教學助理。 

四、技術及實驗課程教學助理。 

第三條 各類教學助理由各科授課教師推薦學習表現優異之學生擔任之。教學助理工作時數每星期

至少 2小時，主要任務為輔助教師發展與管理課程，教師可視教學需求提出申請，並推

薦人選擔任之，惟該項措施為促進教學品質並提供補救教學所設，教師不得要求教學助

理處理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庶務工作，更不可代教師授課。 

第四條 申請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應依據原先申請教學助理之目的，妥善規劃教學助理工作項目和

指導教學助理完成各項工作。 

第五條 凡接受教學助理輔助教學之教師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課程結束後，各申請教師需督促教學助理填寫教學助理教學計畫成果書。 

二、各申請教師於課程結束後須對教學助理進行工作成效考核，以做為遴選優良教學助

理之依據。 

第六條 本校教學助理工作為學生志願服務學習項目之一，實際服務時數以簽到表為憑證。 

第七條 教學助理資格之取得：成績優良、品性端正，服務態度良好。教學助理於開學初應參與講

習，如未能如期參加講習，需事先提出申請，逾期則視同放棄當學年度優良教學助理選

拔之資格。 

第八條 教學助理選任後，如有不適任情事，得予撤換。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師發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提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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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附件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修正後條文) 

99 年 11 月 23 日第 197 次 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5 月 29 日教師發展委員會通過 

101 年 6 月 19 日 第 22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11 月 20 日 教務處高教深耕會議討論 

                             108 年 1 月 10 日 教師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2 月 26 日第 295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提升教學效能，減輕教師教學負擔及輔助學業成就低落之學生，提昇其學

習成效，特制訂教學助理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助理分為二類： 

一、課業輔導、技術及實驗課程教學助理。 

二、數位教學平台暨教材製作教學助理。 

第三條 教學助理條件：依課程需要，由教師推薦成績優良、品性端正、服務態度良好之學生擔

任。  

第四條 各類教學助理以本校學生優先，並不得為目前修習該班課程之學生。如確有課程專業與協

助教師績效考量之需要，課程教師得經行政程序簽准聘僱其他大專院校在校學生擔任。 

第五條 教學助理任務為輔助教師發展教學創新、管理課程，評閱作業，評量管理、協助輔導落後

同學。教師可視教學需求提出申請，惟不得要求教學助理處理與教學無關之行政庶務工

作。教學助理不可替代教師授課。 

第六條 申請教學助理之授課教師應依據原先申請教學助理之目的，妥善規劃教學助理工作項目並

指導教學助理完成各項工作。 

第七條 教師獲教學助理核定補助，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得申請後續年度之教學助理: 

一、申請教學助理執行之各項教學輔助作為均需登錄於本校數位教學平台。 

二、課程結束後須督促教學助理填寫教學助理教學計畫成果書。 

三、課程結束後須對教學助理進行工作成效考核。 

第八條 教學助理工讀費用，由學校相關單位計畫或教師申請計畫編列經費支應，依實際服務時數

簽到表憑證報支。 

依計畫期程，專任教師一年得申請工讀費補助 20小時、兼任教師每學期 10小時。每位教

學助理每月合計工讀時數以 60小時為限。並得依經費額度、申請員額等因素異動。 

第九條 教學助理費用給付標準，依據本校勞僱型助理契約規範訂定。  

第十條 教學助理應參與課程教師自辦或學校主辦之相關講習。如未能親自參加講習，需參與線上

研習。 

第十一條 教學助理選任後，如有不適任情事，得經教師或任用單位予以更換。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師發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提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