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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康寧」二字出自《書經》，乃五福之一，意指身心健康為福之本，深具

中華文化意涵。辦學理念以「配合國家及健康產業發展需要，以教授理論與技

術，養成務實、專業、品德、國際觀與人文素養兼備之專才，服務社會，進而

提升國民生活品質、開創未來，建設國家為宗旨」，校訓為「創新、創意、創

未來」。校徽以綠色搭配橘色，表現本校訴求「健康」、「人文」之核心價值，

橘色色系組合成柔和手掌形狀代表健康，綠色色系以五項代表五福，表現出康

寧大學用「以人為本」的雙手，孕育出源源不絕創新、創意，並開創未來的人

才。 

 

    于斌樞機主教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與政治家，對於國家社會有很大的貢

獻。民國 49 年自美返台定居，首先，主持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其次，他希望

創辦一個「醫護社區」，包含醫院、護理學校及相關設施，藉以促進民眾康健

與社會安寧。在此同時，劉先雲先生、郎維漢先生、劉勉文女士、金克明先生

等七、八位湖北省籍旅台鄉親，也有相同理想。因緣際會，在一次餐會中與于

斌樞機主教見面，因理念相同，遂決定朝此一目標共同努力，並將此理想社區

定名為「康寧社區」，這也是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路名之由來。會後經多

方請益，達成共識：先成立一個籌備單位，定名為「社團法人中國大眾康寧互

助會」，由于樞機擔任理事長，金克明先生擔任總幹事。源於于樞機之聲望與

地位，登高一呼，社會賢達紛紛響應，籌辦計畫即如火如荼的展開。首先在內

湖十四份地區購買土地，接著於民國 57年 2月 8日舉行康寧護校開工典禮(原

校區在目前捷運文湖線葫洲站附近)，57 年 7 月招收第 1屆學生 100 名，但因

校舍尚未完工，暫借內湖方濟中學教室上課，57年 12月 12日獲台北市政府教

育局核准立案，校名為「台北市私立康寧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是為本校

之前身。 

 

    民國 57 年以來，本校董事長首為于斌樞機主教，繼為高思謙先生、金克

明先生、于衡先生、劉先雲先生、丁幼泉先生、王世雄先生，現任董事長鈕廷

莊博士在民國 99 年榮膺第四屆董事長至今；首任校長為高炳均先生，繼任校

長為賈崇言先生、吳宗文先生、魏銘新女士、劉順德先生、楊慕慈女士、邱碧

如女士、楊崇森先生、單小琳女士、周談輝先生、吳文弘先生。 

 

    康寧大學台南校區前身係民國八十九年肇建的「立德管理學院」，創建伊

始，設置應用英語學系、應用日語學系、國際企業管理學系、財務管理學

系、不動產經營學系、工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資訊工程系、營建規劃

系、資產科學學系、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地區發展管理研究所等。鑑於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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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處台江國家公園核心地帶，陸續增設與在地資源及環境發展相關的系所，

逐漸發展成具有在地性的高等校院。 

 

2015年 8月 1日，奉准與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合併，成為全國第一所 

跨足高教與技職體系私立大學，也是台灣高等教育公公併校外，私私併校的

首例。合併後康寧大學於 9月起正式揭牌營運，並擁有南、北兩個校區，三個

學院、六個研究所、十個學系、八個科，且擁有專科部（二專、五專）、大學

部、進修部與研究所。 

 

為追求永續經營、展現社會責任，面對教育發展政策及少子化的挑戰，並

落實辦學理念，以配合教育部 104年 3月 27日發布「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

進行高等教育資源重新整合規劃，發展多元經營型態，依據臺教高(三)字第

1040091688號函，教育部正式核定 104年 8月 1日（104學年度）起，位於台

南的「康寧大學」與台北的「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合併為「康寧學校財

團法人康寧大學」。 

 

兩校合併後，發展願景為「全球思維、在地行動、健康生活、卓越康寧」，

邁向「健康產業第一品牌大學」，教育目標為「培育學生具備健康與人文素養，

並運用創造力、就業力及服務力，成為健康產業專業人才」，並以「康寧同心、

齊聚創新」治校理念，融入創新思維掌握合校契機，配合教育部大學發展政策，

聚焦政策與社會需求，齊聚同心發展，強調教學以學生為本位，就業優先，培

育學生能夠面對未來挑戰，具備健康與人文素養，並運用創造力、就業力及服

務力等核心能力，成為職場最愛員工，進而開創未來優質生活，為企業所用，

獲得就業及生活保障，促進生活品質提升。 

 

台北校區位於台北市內湖區，鄰近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園區等，交通

便利，都市生活機能良好；台南校區位在台江國家公園、台南科技工業區與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簡稱南科）旁，風景優美，校園空間開闊。兩個校區各有特

色和專業，可相互補足，台北校區以健康護理為發展主軸，擁有原「康寧醫護

暨管理專科學校」近 50 餘年累積的專職技能；台南校區則以創新服務管理為

發展主軸，擁有服務管理專業及長期與南台灣工商企業界合作的經驗。 

 

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現任校長黃宜純接任後，以「康寧同心、齊聚創新」

治校理念，融入創新思維，掌握合校契機，配合教育部大學發展政策，並兼顧

南北校區已累積的豐富教學資源，例如台北校區的醫護專業人力與設施，台南

校區位處府城古都的豐富文化內涵與休閒產業發展優勢，重新定位學校發展方

向為：能發展成為一所兼具專業健康照護與健康促進特色之優質大學，聚焦政

策與社會需求，齊聚同心發展。並依據台灣社會勞動力需求種類及數量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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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調整系科之類型與規模，朝向「小而美、小而有特色」的方向前進，以重

視創新、服務與國際化的過程來形塑康寧成為健康產業特色大學，重視整合創

新，詳細如圖 1-1。 

 

 

圖 1-1：辦學理念圖 

 

為配合國家及地方產業發展趨勢，培育優質學生與發展學校特色，105 學

年度起重組學術單位，共分三大學院：創新管理學院設有餐飲管理學系、休閒

管理學系、保健美容學系（105 學年度起停招）、時尚造型設計學系（105 學年

度起停招）、健康照護管理學系；護理健康學院設有嬰幼兒保育學系（科）(105

學年度新設學系)、長期照護學系（106 學年度新設學系）、護理科、高齡社會

健康管理科（106 學年度起停招）、視光科；商業資訊學院設有應用外語學系

（科）、企業管理學系（科）、數位應用學系、資訊傳播學系、資訊管理科、數

位影視動畫科；通識教育中心則統籌規劃校級通識教育課程，共同培育學生具

基本核心能力。大學部與專科部，以所、系、科合一，資源共享為原則，以「培

養健康產業人才」為學校特色。學校設有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研究

發展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資訊暨圖書中心、推廣教育中心、體育室、

校務研究辦公室、外語中心、華語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等行政單位以順利

推動校務。為解決兩校區遠距離校務運作問題，行政單位在大部分南北校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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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設正副主任，另透過召開南北視訊會議、舉辦行政同仁校務共識營、召開高

階主管經營會議等，加速行政電腦系統整合，使校務得以順暢運作。透過檢核

管考機制，以確保執行成效。 

 

    鈕廷莊董事長說：「用對方向的努力很重要」，教育工作正是一個國家最重

要的基礎工程，如何讓學生具有就業力、創造力及服務力，從關懷自我做起，

落實全人健康概念，開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進而提升生活品質，這是過

去康大及康專念茲在茲的。為此，未來康寧大學要持續以優質教學，實踐辦學

理念，形塑典範康寧為目標，期許每一個康寧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絢麗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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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升教學品質 
 

一、增進教師教學技能 

(一)概況： 

為提升整體教師教學能力及品質以精進教師教學知能，強化教師實務能力，

本校於 105學年度藉由各項活動舉辦增進教師教學技能。 

 

(二)成果與展望： 

1.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 

為促使專兼任教師了解本校辦學宗旨與教育目標，達成共識及提升教學品質

與班級經營的技巧，每學期開學前舉辦專兼任教師共融會議。 
學期 活動時間 主題 

105-1 
2016.09.09 南部校區專兼任共融會議暨教學研討會 

2016.09.10 北部校區專兼任共識會議暨教學研討會 

105-2 
2017.02.11 北部校區專兼任共識會議暨教學研討會 

2017.02.17 南部校區專兼任共融會議暨教學研討會 

2.教學品保 

為落實辦學成效檢視，各系科設計評量機制，以展現各系科教育目標、核心

能力之培育成效。教務處設置教學品質保證委員會，並制定教學品質保證相

關辦法及作業手冊。 

105學年度配合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專案訪視活動 

學期 活動時間 訪視對象 

105-1 2016.12.21 
商資院：企管系、數應系、資傳系 

創新院：餐飲系、健康系 

105-2 2017.03.30 
商資院：企管系、資傳系 

創新院：餐飲系、健康系 

3.課務相關事務 

建立完整的教學資源網、教務行政系統、遠距教學系統 

(1)教學計畫:大學部授課教師依據課程規劃表，專科部授課教師依據標準化

課綱，擬訂教學計畫，以確保學生確實能夠學習到基本素養以及核心能

力。並於 105-2學年度專任老師至少將 1門課的課程簡介影音上傳 moodle。 

自 106學年度起，所有課程都需上傳課程影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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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課程簡介影音上傳 
校區 專任教師人數 已上傳教師人數 未上傳教師人數 上傳率 

台北 86 77 9 90% 

台南 64 42 22 66% 

(2)為提昇教學品質，協助教師瞭解教學反應及學生學習狀況，並提供教學評

量相關之參考資料，於每學期期末辦理網路意見調查。 

105學年度全校網路教學評量填答率 
學期 專科部 大學部 

1051 90.43% 62.07% 

1052 88.77% 56.65% 

小計 89.60% 59.36% 

(3)為提升教學成果並推廣網路學習模式，推動本校教師製作數位教材製作，

本校舉辦多次的遠距教學以及數位教材設計製作研習活動。 

105學年度全校開課之課程數(遠距課程請標示) 

學期 全校課程數(A) 遠距課程開班數(B) 
開設遠距課程比例 

(C=(B/A)*100%) 

1051 1,391 19 1.37% 

1052 1,374 12 0.87% 

小計 2,765 31 1.12% 

為了鼓勵教師提高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效，已擬定相關辦法，並利

用會議、講座、研習等活動，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4.教師成長相關活動 

為提高教師專業知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辦理各種研習增能活動 

105學年度舉辦活動及增能課程列表 

(1)教學工作坊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0.19 軟能力融入教學工作坊-課程地圖建置 34人 

105.09.07 教師創新精進研習營-教師企業研習及產業趨勢講座 74人 

(2)教師評鑑與多元升等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1.15 1-4教師評鑑與多元升等(幼保) 14人 

105.09.01-11.15 1-4教師評鑑與多元升等(護理健康學院) 42人 

105.11.02 1-4教師評鑑與多元升等(企管) 9人 

(3)業界協同教學 

透過業師共同指導，促進產學共同規劃系所之專業核心能力，調整實務課程

與業界協同教學，培育學生職能導向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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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1.07-11.21 業師授課-(企管 1) 75人 

105.09-105.12 婦產科護理學-業界協同教學(護理 1) 102人 

105.10.31-11.08 精神科護理學與實作-業界協同教學(護理 2) 102人 

105.09-106.01 業師授課-(視光 1) 37人 

105.09-106.01 業師授課-(視光 2) 53人 

105.09-105.11 業師授課-(幼保 1) 96人 

105.09-105.11 業師授課-(幼保 2) 53人 

105.09-105.11 業師授課-(幼保 3) 97人 

105.09-105.12 業師授課-(健管 1) 20人 

105.09-105.12 業師授課-(健管 2) 27人 

105.09-105.12 業師授課-(動畫 3) 39人 

105.09.22-11.10 業師授課-財務管理-謝禮臨 16人 

105.10.01-11.30 業師授課-基礎筆譯(二)-鍾莉方 17人 

105.10.11-11.15 業師授課-互動遊戲設計-鄭博元 26人 

105.10.24-12.02 業師授課-專題(三)-鄭芮蕎 24人 

105.10.12-12.07 業師授課-方案設計與評估-鍾智慧 61人 

105.10.19-12.28 業師授課-飲食文化-蕭鈴蕙 21人 

105.10.11-11.15 業師授課-旅行業票務-丁海平 44人 

105.10.03-11.14 業師授課-芳香療法與實習-陳姿宜 18人 

105.10.17-11.21 業師授課-時尚專題(三)-蕭弘能 12人 

(4)教師增能課程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1.20-11.24 3-2-1禮聘國際講座教授-目白大學鐙屋一教授 102人 

105.08.03-08.10 國際教育展-參加馬來西亞臺灣教育展 2人 

105.10.27 4-3遠距教學-舉辦 3D列印基礎應用師資培訓課程 45人 

105.09.01-11.15 健康照護創新與應用 4人 

105.09.27 教師創新精進研習營-數位雲端學習師資培訓課程 74人 

105.11.18 教學、課程與學習系統培訓 80人 

106.03.29 Evercam 與數位教材轉檔教育訓練 36人 

106.06.13 
1-2強化教學基礎，落實教學品保-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社群 
15人 

106.07.05 2-2-3產學交流、產學實習合作計畫-幼保系 11人 

106.07.06 2-2-3產學交流、產學實習合作計畫-幼保科 16人 

(5)研討會-商資院 

研討會名稱 活動時間 會議地點 參與人數 

2016年商業與資訊學術研討

會:健康生活產業創新 
105.12.08 

行政大樓一樓 

A101及 A104會議室 
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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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康寧學報：促進學術交流，提升教師研究風氣 

(1)康大學報 

出刊日期 出刊期數 
刊登篇數 

校內作者 校外作者 合計 

2017.06.15 第 7 期 7 0 7 

(2)康寧活力報-報導優良績效、學生社團活動、校友特輯、實習短波、學生

花絮等 

出刊日期 出刊期數 主題 

2016.09.01 60 

第一版為特別報導，第二、三版為優良績效、學生社團

活動、校友特輯、實習短波、學生花絮等報導，第四版

為大師在康寧系列報導。 

2016.12.01 61 

第一版為特別報導，第二、三版為優良績效、學生社團

活動、校友特輯、實習短波、學生花絮等報導，第四版

為大師在康寧系列報導。 

2017.03.01 62 

第一版為特別報導，第二、三版為優良績效、學生社團

活動、校友特輯、實習短波、學生花絮等報導，第四版

為大師在康寧系列報導。 

2017.05.01 63 

第一版為特別報導，第二、三版為優良績效、學生社團

活動、校友特輯、實習短波、學生花絮等報導，第四版

為大師在康寧系列報導。 

2017.07.01 64 刊載專任老師的簡介 

6.建立學生畢業門檻 
為落實本校理論與實務結合之特色、養成學生就業力與提高各科系就業率，各科

系結合專業技能，建構優質學習環境，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數應系 

1.105學年數應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學生專題成果展 105.12.01-02 行政大樓一樓中庭 79人 

畢業專題成果展 106.05.25-26 行政大樓一樓中庭 79人 

 

資傳系 

1.105學年度資傳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靜態展 106.04.17-04.21 康寧大學一樓中庭 23人 

靜態展 106.04.28-05.07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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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1.105學年度企管系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ERP基礎檢定證 105.11.24 28人 27 人 

2.105學年度企管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期末專題與實習成果

發表 
105.12.15 M402 63 人 

 

應外系 

1.105學年度應外系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校內日文大會考(N3)(校內自辦測驗) 106.05.09 21人 9人 

校內日文大會考(N2)(校內自辦測驗) 106.05.16 25人 7人 

2.105學年度應外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應英組畢業公演-搶救白雪 106.05.17 康寧大學圖書館展演廳 165人 

應日組畢業公演-無止盡的夜晚 106.05.17 康寧大學圖書館展演廳 165人 

 

外語中心 

1.105學年度外語中心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多益校園考 105.12.28 
30人(含教師 1

人;學生 29人) 

29人，包含下列等級: 

CEF A2：24 人 

CEF B1：5 人 

全校英文大會考

(校內自辦測驗) 
105.10.24-27 263人 

73人，包含下列等級: 

CEF A2：68 人 

CEF B1：2 人 

CEF B2：3 人 

全校英文大會考

(校內自辦測驗) 
106.05.08-11 271人 

45人，包含下列等級: 

CEF A2：41 人 

CEF B1：3 人 

CEF B2：1 人 

 

應用外語科 

1.105學年度應外科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1051多益(TOEIC)證照輔

導班(應一忠及應二忠) 

106.10.3-106.1.9 

(106.1.23校園考照) 
101人 

B1級:4 人 

A2級: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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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博思(BULATS)證照輔

導班(應一忠) 

106.3.8-106.6.7 

(106.6.23校園考照) 
53人 

B1級:2 人 

A2級:28 人 

2.105學年度應外科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第 12屆畢業公演-杜蘭朵公主 106.06.02 野生館 350人 

資訊管理科 

1.105學年度資管科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1052數位化資料處理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106/2/20-6/23 88人 31人 

1052會計學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丙級) 
106.2.20-6.23 85人 17人 

1052會計學 

(會計事務-資訊丙級) 
106.2.20-6.23 85人 29人 

1052辦公室自動化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 
106.2.20-6.23 74人 7人 

1052硬體裝修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106.2.20-6.23 85人 38人 

2.105學年度資管科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105學年度專題成果發表會 106.12.16 先雲廳/康寧廳 75人 

 

數位影視動畫科 

1.105學年度動畫科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丙級證照 入學 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75人 53人 

2.105學年度動畫科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煙夥 106.06.10 光點華山舉辦《煙夥》畢業影展 400-500人次 

 

休管系 

1.105學年度休管系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中級 105.11.01 36人 33人 

遊程規劃師 105.12.06-12.07 41人 25人 

2.105學年度休管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銀髮族休閒運動動機與休閒效益之研究 106.05.16 M216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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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休閒運動之阻礙及效益分析 106.05.16 M216 5人 

台南創意老屋遊程規劃 106.05.16 M216 4人 

銀髮族休閒運動阻礙與參與動機之研究 106.05.16 M216 4人 

國外旅客來南台灣自由行目的地選擇原因分

析-以台南為例 
106.05.16 M216 4人 

跆拳道選手參與動機及阻礙因素之差異研究 106.05.16 M216 2人 

旅遊風險知覺與旅遊平安保險之投保行為 106.05.16 M216 2人 

世界及地景嘉明湖的快速消失議題之探討 106.05.16 M216 5人 

 

健康系 

1.105學年度健康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實習成果發表會 105.11.03 M216 103人 

實習行前說明會 106.06.14 M208 50人 

 

餐飲系 

1.105學年度餐飲系所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國際禮儀管理師 106.01.07 20人 20人 

國際禮儀 106.05.23 16人 16人 

2.105學年度餐飲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105學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106.06.08 康寧大學 M棟 B1 17人 

 

時造系 

1.105學年度時造系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2017青春設計節 106.04.28~106.05.07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P3倉庫 12人 

 

保美系 

1.105學年度保美系所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芳療保健職能認證(初級) 105.12.08 8人 8人 

人體彩繪師技術證(初級) 105.12.08 4人 4人 

國際禮儀職能認證(乙級) 106.05.23 4人 4人 

全方位眉藝絲繡認證(初級) 106.06.22 13人 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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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 

1.105學年度健管科所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安心服務介助員 106.01.21、02.11-12 44人 43人 

樂齡健身指導員 106.05.13-14 40人 35人 

單一級照顧服務員 106.04.16-05.18 33人 25人 

2.105學年度健管科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實務專題 106.06.04 先雲廳 85人 

銀髮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 106.06.04 先雲廳 84人 

 

嬰幼兒保育學系科 

1.105學年度幼保科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基本救命術 
106.01.22 

106.04.15 

35人 

45人 
80人 

保母人員 

106.05.09 

106.05.13 

106.05.23 

24人 

20人 

21人 

19人 

2.105學年度幼保科舉辦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幼兒教保實務專題發表會

【夜幼二忠】 
106.05.15 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56人次 

幼兒教保實務專題發表會

【五幼五忠】 
106.05.16 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85人次 

幼兒教保實務專題發表會

【專幼二忠.孝】 
106.05.21 行政大樓二樓先雲廳 130人次 

 

護理科 

1.105學年度護理科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BLS 106.05.30 200人 200人 

ACLS 106.06.03-106.06.11 102人 102人 

服務學習證照 105.09-106.06 400人 400人 

2.105學年度護理科畢業專題或成果展 

名稱 活動時間 展出地點 參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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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成果發表會 
105.09.19/10.17 

105.11.14/12.12 
先雲廳 402人 

實習學習成果評值會 

106.01.09/02.02 

106.03.20/04.17 

106.05.15/06.12 

康寧廳 546人 

視光科 

1.105學年度視光科所舉辦畢業門檻相關之證照活動 

證照名稱 活動時間 參與人數 證照取得人數 

眼鏡鏡片製作丙級證照 
學科：106.03.19 

術科：106.06.15-07.15 
121人 86人 

門市服務丙級證照 
學科：106.03.19 

術科：106.06.25-07.28 
47人 31人 

 

二、強化學生輔導 

(一)概況 

在強化學生輔導面上，分為 3方向進行： 

1.加強課業學習輔導，2.推動讀書會 3.推動義輔老師輔導 

 

(二)成果與展望： 

1.加強課業學習輔導 

為提高教學品質，激勵學生用心向學，加強課業學習輔導，訂有「學生學習

預警作業要點」據以實施預警制度。分為期初預警、期中預警二階段實施。 

大學部之教學發展暨資源中心設有義輔老師，積極進行課後輔導與補救教

學。 

2.期初預警及學習低成就輔導 

(1)期初預警 

大學部期初成績預警 95人；期中成績預警於 5/26系統關閉，預警人數 101

人。 

專科部自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啟動期初預警輔導，每學期實施一次，於開

學準備週前，教務處提供各系（科）前開學生名單，進行個別學習輔導並記

錄。 

學生學習期初預警人數統計表 

學部 學期 
學生人數

(A) 

預警人數

(B) 

接受輔導學

生人數(C) 

輔導比率

(C/B) 

專 
科 
部 

1051 3283 51 51 100% 

1052 3248 41 41 100% 

(2)學習低成就輔導(指期中考成績 2/3以上學分不及格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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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習預警系統，不僅可以讓導師早期察覺學生的學習問題，同時也強化

了導師和任課教師間溝通連繫；各科目授課教師於第九週結束前，登錄【學

生學習預警系統】完成任課班級之學習態度與學習狀況預警，並建議導師輔

導方式，例如導師會談、課後輔導、教學助理課業輔導等；導師於第十一週

結束前針對有被授課教師預警之學生進行輔導，並且登錄【學生學習預警系

統】完成輔導記錄。 

105學年度學習低成就學生 

台北 

校區 

學期 學習低成就人數(A) 接受輔導學生人數(B) 輔導比率(B/A) 

1051 64 64 100% 

1052 51 51 100% 

105-2大學部各系學習低成就輔導率 

台南校區 應受輔人數 已輔導人數 未完成輔導人數 輔導率 

休管系 31 23 8 72% 

健康系 8 8 0 100% 

餐飲系 9 5 4 56% 

資傳系 8 7 1 88% 

數應系 9 9 0 100% 

應外系 18 16 2 89% 

企管系 6 6 0 100% 

保美系 4 3 1 75% 

時尚系 8 8 0 100% 

總計 101人 85人 16人 84% 

 

3.推動讀書會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各科系配合專業，提供各項輔導以及讀書

會。 

(1)105學年度各系科之讀書會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08.01-12.31 1-3學生讀書會-健管 1 4人 

105.08.01-12.31 1-3學生讀書會-健管 2 5人 

105.09.14-10.26 1-3學生讀書會-企管 1 15人 

105.09.22-10.27 1-3學生讀書會-企管 2 5人 

105.10.04-12.06 1-3學生讀書會-幼保 11人 

105.09-105.12 1-3學生讀書會-資管 1 41人 

105.09-105.12 1-3學生讀書會-資管 2 30人 

105.04.27-07.22 1-3學生讀書會-護理 1 7人 

105.03.21-06.13 1-3學生讀書會-視光 1 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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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03.24-06.16 1-3學生讀書會-視光 2 50人 

105.11.01-11.30 1-3學生讀書會-健康系-方案設計實務操作 9人 

105.10.05-11.10 1-3學生讀書會-飲調技術與文化(張世強) 7人 

105.10.21-11.07 1-3學生讀書會-課業研究交流(林螢助) 11人 

105.11.04-12.09 1-3學生讀書會-課業研究交流(鄭雅文) 12人 

105.10.17-11.11 1-3學生讀書會-課業研究交流(胡子陵) 10人 

105.09.21-11.04 1-3學生讀書會-投資學讀書會(蕭淑華) 23人 

105.09.29-12.08 1-3-1學生讀書會-應外系-日語檢定 N3讀解 9人 

(2)105學年度二技統測英文輔導班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0.06-10.19 二技統測英文輔導班(一) 54人 

105.10.27-11.10 二技統測英文輔導班(二) 52人 

105.11.24-12.07 二技統測英文輔導班(三) 57人 

105.10.11-10.25 二技統測英文輔導班(四) 55人 

105.11.22-11.29 二技統測英文輔導班(五) 58人 

 

4.推動義輔老師輔導 

教資中心每學期初招募義輔老師，由本校專任教師提供專業輔導之課目服

務，每週定時針對數門基礎科目提供一對一或小組教學，以強化學生學習自

主學習能力與學習動機，也提升弱勢學生學習之成效。 

(1)105學年度 義輔老師輔導表 

學年度 系所  義輔老師  輔導科目  

 

 

105-1 

資傳系 楊景琦 中文寫作 

企管系 林政德 研究方法 

健康系 曾琳雲 心理學 

數應系 楊贊勳 英語會話 

數應系 張益賓 統計學、程式設計 

應外系 李惠瀅 語言學、英語發音、口語訓練 

通識中心 吳惠琴 運動與健康、休閒管理學 

企管系 何森田 策略管理 

數應系 曾盛熒 多媒體應用、資訊科技 

健康系 張詠菡 社會研究法 

資傳系 蔣封成 電腦繪圖、動畫 

休管系 徐淑瑤 調查研究、觀光英語 

休管系 林大裕 領隊與導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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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系 蔡明杰 日語會話 

應外系 沈秀娟 商英書信 

語言中心 鍾瑞明 英文閱讀與寫作 

休管系 張耀川 休閒活動設計 

保美系 張簡玉卿 會計學、芳香療法 

應外系 王盈文 英文文法、職涯 

企管系 蕭玉明 會計學(一) 

休管系 吳信宏 休閒管理專題、旅行業票務、休閒政策與法規 

餐飲系 洪美珠 膳食計劃 

餐飲系 馮良榮 盤飾藝術 

應外系 陳韋君 日文 

應外系 陳建智 英文文法、多益解析 

時尚系 鄭雅文 陶藝創作 

企管系 蕭淑華 個人投資理財 

保美系 胡子陵 化學、統計學 

休管系 楊建夫 觀光地理 

休管系 楊建夫 世界遺產專論 

餐飲系 李學愚 餐飲管理專題 

休管系 顏瑞美 行銷管理、組織行為、專題研究 

健康系 宋紫晴 研究設計 

學年度 系所  義輔老師  輔導科目  

 

 

105-2 

資傳系 楊景琦 中文寫作 

數應系 楊贊勳 英語閱讀與聽力 

休管系 林大裕 遊程規劃設計 

資傳系 吳惠琴 運動鑑賞、體育 

數應系 張益賓 統計學、程式設計 

企管系 林政德 研究方法 

休管系 楊建夫 導覽解說實務、休閒產業講座 

企管系 顏瑞美 人力資源、商務企劃 

企管系 蕭淑華 個人投資理財 

餐飲系 洪美珠 高齡者餐飲學 

休管系 吳信宏 休閒管理專題、觀光行政法規、觀光行銷學 

應外系 李惠瀅 基礎英語 

語言中心 鍾瑞明 閱讀與寫作 

應外系 沈秀娟 商英書信 

數應系 吳明果 論文寫作 

休管系 徐淑瑤 觀光心理學、觀光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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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美系 張簡玉卿 會計學、消費者行為 

資傳系 蔣封成 動畫設計專題 

應外系 王盈文 英文文法、論文指導 

資傳系 梁靜謙 色彩學、攝影學 

餐飲系 李學愚 餐飲專題 

健康系 曾琳雲 心理學 

應外系 陳韋君 日文 

健康系 宋紫晴 研究設計 

企管系 何森田 策略管理 

企管系 連章宸 經濟學 

數應系 曾盛熒 資訊科技、管理資訊系統 

餐飲系 馮良榮 中餐烹調 

休管系 張耀川 休閒運動 

保美系 胡子陵 化學、統計學 

資傳系 凃保民 論文寫作 

(2)105學年度 義輔老師期末經驗分享會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2.13 
1-3-2專人專區的課後輔導.線上輔導之義輔

老師期末經驗分享會 
50人 

106.06.23 
1-3-2專人專區的課後輔導.線上輔導之義輔

老師期末經驗分享會 
30人 

 

三、辦理職涯系列講座 

職涯發展方面，為協助學生最後一哩衝刺，例如面試時應變能力、面試服裝

儀容穿著、履歷自傳撰寫與義診、一對一模擬面試，以及各項職場注意事項，

讓學生充分認識就業市場及其本身需求，強化職涯基礎能力及提升就業力，

協助畢業生就業銜接無縫隙。 

1.職涯講座及產業趨勢講座 

為使學生與社會接軌、將課堂所學落實到實務上，各系所學生進行職場參訪。 

105學年度職涯系列講座及職場參訪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09-105.12 現代農業與生物科技(健康護理學院 1) 56人 

105.09-105.12 健康醫護(健康護理學院 2) 52人 

105.10.12 健管科職涯主題講座 34人 

105.09.26 
生涯主題講座--生涯興趣探索-美麗新"視'界(視

光科) 
82人 

105.10.17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休管系-兩岸競爭力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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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0.17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休管系-休閒運動防護 92人 

105.11.01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應外系-我的英語教學

經驗 
52人 

105.11.03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應外系-實踐我的翱翔

夢：空服員二三事 
52人 

105.11.09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健康系-長期照顧社會

工作人利資源發展 
53人 

105.11.09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健康系 70人 

105.10.25 
2-4引領職涯發展職能擘畫-保美系-愛‧創意-愛‧

發想 
28人 

105.10.31 
2-4引領職涯發展職能擘畫-保美系-人類乳突病毒

(HPV)相關癌症新知 
29人 

105.11.22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餐飲系 60人 

105.12.06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餐飲系 60人 

105.11.23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時尚系-刺點 10人 

105.11.22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時尚系-走!來一場青

春的冒險吧!「活著，就是要與眾不同」 
11人 

105.11.09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資傳系 31人 

105.11.08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資傳系 44人 

105.11.02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數應系 51人 

105.10.06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企管系 40人 

105.10.27 2-4引領職涯發展直能擘畫-企管系 40人 

105.10.12 
辦理應外科職涯主題講座-讓天賦自由，你也可以

不一樣! 
43人 

105.10.19 辦理應外科職涯主題講座-生涯起飛，洞悉自我 55人 

105.11.02 105年度大學職涯規劃系列講座-比你，更了解自己 80人 

105.11.09 就業競爭力講座-促進職涯發展，提升職場競爭力 76人 

105.09.01-12.31 2-5-1職能講座課程-人力資源管理與職涯發展 62人 

105.09.01-12.31 2-5-1職能講座課程-生涯規劃 81人 

105.10.05 辦理動畫科生涯主題講座-生涯興趣探索 134人 

105.10.20 
辦理資管科生涯主題講座-讓天賦自由，你也可以

不一樣! 
51人 

105.11.03 
2-2-2舉辦產業趨勢講座-商資院-全球觀光暨會展

產業趨勢 
80人 

105.11.10 
2-2-2舉辦產業趨勢講座-創新院-如何成為健康休

閒產業 CEO 
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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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1.01 
2-2-2舉辦產業趨勢講座-商資院-企業方向與人才

未來 
61人 

105.10.22 
2-2-2舉辦產業趨勢講座-創新院-成為新娘秘書的

面面觀 
53人 

105.10.26 辦理幼保科生涯主題講座-生涯興趣探索 81人 

105.10.27 辦理資管科職涯主題講座 50人 

105.10.31 
就業競爭力講座-未來職場趨勢剖析，提升就業競

爭力 
72人 

106.06.02 
2-1舉辦健康產業趨勢講座或相關活動-健康媒體

關係 
42人 

106.06.03 2-1舉辦健康產業趨勢講座或相關活動-媒人關係 42人 

 

2.海外參訪實習 

活動時間 主題 參加人數 

105.10.13-10.19 日本大阪海外參訪實習 21人 

 

四、提升教師知能   

1. 優質教材同儕審查 

為提高教師專業知能，並提昇教師教材品質與分享優質教材製作成

果，本校訂有「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優質教材同儕審查辦法」，透

過參考其他教師的優質教材所展現之創意、教材內容完整性等教材輔助功

能的詳實參考資訊，以提升本身教學專業發展。大學部103-105年度優質教

材共計11門。專科部103-105年度教材教具獎勵計51門。 

103-105年度優質教材(大學部) 

年度 系所 教材名稱/教師 

103 

企管系 經濟學(一)/蕭玉明 

時尚系 服裝構成基礎/蘇鈺貴 

保美系 經絡與美容保健/阮純茵 

休管系 觀光地理專論/楊建夫 

餐飲系 米食與休閒食品製作/顏文俊 

健康系 心理學/曾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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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所 教材名稱/教師 

應外系 日文(一)/陳韋君 

數應系 資料庫概論/張益賓 

資傳系 2D 動畫設計(一)/蔣封成 

104 企管系 英文閱讀課影音教材錄製 8 單元/陳建智 

105 企管系 英文文法題庫設置及編寫/陳建智 

 

專科部 103-105 年度 獎勵教材教具 

年度 學系/科 教材名稱/教師 

103 

護理科 103 全學期實驗技術教材編纂/周莉莉 

幼保科 互動式嬰幼兒教材教具之研發計畫/武藍蕙 

視光科 教材編撰計畫-視光學體驗教材/陳經中 

企管科 網路行銷課程-數位教材及題庫編撰計劃/王嘉祐 

企管科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課程-數位教材及題庫編撰計劃/林青如 

企管科 行銷管理課程-「文創商品定價與價格分析」個案教材編纂/

詹家和 

資管科 辦公室自動化(2010 版)教材製作/嚴竹華 

資管科 電子商務實務教材乙份數位化/蕭振木 

資管科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課程數位教材製作/陳宗騰 

應外科 數位教材製作-E 化學習:旅遊英語/卓建宏 

應外科 數位教材製作-E 化學習與新聞英語/李金瑛 

通識中心 2014 進階音樂賞析教材 ＜稻草人．阿金＞豎笛四重奏版編

寫計畫/羅佩尹 

通識中心 二年級數學行動導向編纂計劃（護理、幼保、企管、資管

科）/徐偉鈞 

通識中心 提供 103 學年進修部大專國文數位輔助學習教材/潘素卿 

護理科 解剖生理學骨骼肌肉系統動畫教學影片製作/林君樺 

幼保科 「嬰幼兒教育設計與製作」課程之教學模型設計製作/徐千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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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學系/科 教材名稱/教師 

企管科 門市服務乙級-術科實務問答崗位教具製作計畫書/詹家和 

應外科 學生、業師、教師合作編纂之兒童英語教材：英文繪本和

讀者劇場劇本/ 陳琇娟 

通識中心 現代詩數位輔助學習教材教具製作/李宜靜 

應外科 數位教材編纂暨輔助教具製作-基礎文法與閱讀/黃志光 

104 

視光科 康寧 Moodle 數位課程-微生物學(基礎醫學)教學檔案/丁先

玲 

資管科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jQuery 使用/陳宗騰 

資管科 MS SQLServer 資料庫管理數位教材製作/陳宗騰 

資管科 資訊網路安全數位教材編撰計畫/蕭振木 

資管科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數位教材製作/蔡介原 

資管科 計算機網路管理與模擬數位教材製作/周碩聰 

動畫科 動畫運動規律數位教學影片/呂學銘 

動畫科 基礎 3D 電腦動畫數位教學影片/呂學銘 

應外科 Creative Summer Camp Materials/Martin Davison/ 

黃霆陽 

通識中心 康寧數學輔導網教材與數學行動導向 PBL 教學模組創新教

材編篡計畫/徐偉鈞 

通識中心 「二技國文統測國學與文化知識應考教材」編篡計畫/王文

泉 

通識中心 本校地理課程之中國大陸發展教材編篡/劉燈鐘 

通識中心 實用中文─應用文教材之編撰教材計畫/潘素卿 

通識中心 物理心智圖與問題導向教材發展計畫/張振華 

通識中心 歷史─海峽兩岸的分與合/朱紹俊 

護理科 內外科醫護英文隨身 APP/李惠玲 

幼保科 「教保美工設計」課程教學教具製作/徐千惠 

健管科 活動設計-認知訓練/呂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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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學系/科 教材名稱/教師 

動畫科 《教具製作》戶外寫生平行透視成角取景器/藍靜義 

105 

護理科 綜合護理實作教材編撰/葉麗娟 

視光科 1051 在職專班 Moodle 數位課程-解剖生理學(基礎醫學) 教

學檔案/丁先玲 

視光科 1042 在職專班 Moodle 數位課程-視覺與知覺教學檔案/蔡政

佑 

資管科 MS SQL 語法教學/陳宗騰 

資管科 HTML 語法教學/姜子龍 

企管科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課程-術科教材暨學科題庫測試數位系統

/王嘉祐 

通識中心 生物科技教材發展計畫/張振華 

通識中心 國文情韻教學-宋詞賞析/潘素卿、薛惠琦 

通識中心 認識中國大陸課程之廣播學習精進教材編纂/劉燈鐘 

通識中心 古典散文的演變與作品/王文泉 

護理科 3D 列印立體拼圖式頭顱骨模型/李忠信 

應外科 Caring Our Worldsand Others/陳琇娟 

五、精進通識教育 

    通識中心與學術單位、行政單位密切配合，全面推廣通識教育並致力

於提升學生全人素養與校園藝文氛圍，形成具有特色的康寧通識教育，這

些特色也展現在課程上。 

   以配合推廣中心及開設各項外語課程，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及社會人士

語言進修及課程訓練服務為目標。每年定期辦理全校性外語競賽、英/日語

測驗與專題演講。 除此之外，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更於外語中心網頁建

置「線上學習網」，供全校師生自行於線上進行練習，以提升其外語能力。 

 

1. 大學部 

通識課程架構分為「共同核心課程」與「一般通識課程」。「共同核

心課程」除國文、英文、英聽等課程外，為因應資訊數位化時代，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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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之設置；「一般通識課程」規劃八大領域，著重通識博雅之

多元學習內涵，自 105學年度開始，入學新生必選「生命科學領域」中

之「廿一世紀醫學」及「健康與疾病」，以符應本校之「健康」特色。 

2. 專科部 

通識中心於五專開設專業通識化課程「健康維護」與「危急救護」，

且列為校特色課程，以提升本校生命教育的成效，因這兩門課程內容多

元且專門，故採取協同教學，由通識教育中心與護理科、幼保科、視光

科與高齡社會健康管理科的教師依單元配課，進行教學。此外，為提升

五育均衡發展，於 103學年起，開設社團選修課程「合唱藝術」與「啦

啦隊」，使得績優社團得以讓更多學生加入並延續優良表現。 

六、 深化外語教學 

外語中心主要服務內容為規劃並開設「英文閱讀」與「英語聽講」課程，提供外

語聽講教學所需之各種軟硬體設備，進而舉辦校內、外英文能力測驗，以及設計

規劃各項學生外語活動，增加學生學習外語之興趣；同時提供校內各單位英、日

語諮詢。 

 

(一)成果 

1.全校外語競賽 

外語中心每年定期辦理全校性英/日語比賽，如康寧大學 PVQC「專業英日語詞

彙與聽力能力國際認證」校內賽、康寧大學英日語詞彙比賽來培養同學的語言

學習興趣與自主學習能力(表 1)。 

 

表 1 105學年外語中心辦理之全校性比賽 

學年度 活動名稱 

105-1 
2016康寧大學 PVQC「專業英日語詞彙與聽力能力

國際認證」校內賽 

105-1 康寧大學 2016「英/日語詞彙比賽」 

 

英/日語測驗 

外語中心定期辦理全校性英/日語檢定，如「全校英文大會考」、「多益校園考」

與「校內日文大會考」等。 

 

為強化本校英語教學品質及提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透過每學期一次的全校性

之校內自行辦理之線上英文能力檢定測驗(全校英文大會考)，明確掌握學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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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學習需求，提供系院及教師，做為英語課程開設及教師英語教學安排之參

考，促進其自主學習。 

 

「校內日文大會考」為校內自行辦理之檢定測驗，參加對象主要為應外系應日

組學生，讓教師明確掌握學生程度及學習需求，提供系院及教師，做為日語課

程開設及教師日語教學安排之參考，促進其自主學習。 

 

表 2 105學年外語中心辦理之校內英/日語測驗 

學年度 時間 測驗名稱 

105-1 105.10.24-27 全校英文大會考 

105-1 105.12.28 多益校園考 

105-2 106.05.08-11 全校英文大會考 

105-2 106.05.24 多益校園考 

105-2 106.05.09 校內日文大會考(N3) 

105-2 106.05.16 校內日文大會考(N2) 

 

2.專題演講 

每學期定期辦理專題外語相關講座，增進師生英/日語學習興趣與了解英/日語

學習方法。 

 

表 3 105學年度外語中心辦理講座 

學年度 活動名稱 

105-1 專題演講-語言教育與統計 

 

3.線上學習網 

本校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於外語中心網頁建置「線上學習網」。此平台包含 

(1)Live ABC線上英檢網:總計有 102回之聽力與閱讀的測驗供練習，含:全民

英檢初級 39回、全民英檢中級 39回、全民英檢中高級 13回、多益 11回 。 

(2)Live 英語學習精修網(校園英語村):以影片作為教學方式，並有聽力、翻

譯與句子的測驗，含:1. (初高中級)英語情境小劇場共 20 回、(商業)商業英

語會話共 7回。 

(3)和風數位日語學園:總計有 15回之日語能力測驗供練習，含:N1模擬試題 3

回、N2模擬試題 5回、N3模擬試題 7回等線上學習資源網，旨在幫助學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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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自我成長的功能，並可提供教師觀察學生自我學習的情形與成果，做為評量

的參考。因此，此一平台提供教師協助學生自我學習的管道。 

 

4.中/外籍老師輔導 

由英文專任教師輪值於外語中心，用以輔導學生英文相關課業之學習。對於學

習成果較不理想之學生，教師主動約談需輔導之學生到外語中心辦公室進行補

救教學。 

 

5.大學部英語畢業門檻與輔導課程開設 

訂有「康寧大學財團法人康寧大學英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暨實施辦法」，促進

其自主學習。針對未通過此門檻的學生，每學期開設有「英文能力檢定」課程，

加強本校學生國際競爭力並輔導學生通過門檻。 

 

6.三語校園 

布置教學小看板、公告欄等，營造外語學習環境。 

(1)教學小看板 

於校園內(如行政大樓的電梯口、廁所)內設置三語(中/英/日語)教學小看板，設

置簡易之中、英、日日常會話，提高師生接觸外語的機會。 

(2)公告欄 

於行政大樓二樓、行政大樓三樓、管理大樓一樓、四樓等應外系、外語中心教

室外公告欄張貼簡易英/日語機場會話、日語文化簡介、英語小故事、英美節

慶介紹或海報，讓師生隨時隨地感受到國際語言學習與情境氛圍。 

 

7.外語課程開設 
外語中心每學年固定開設「英語聽講(一二三四)」與「英文閱讀(一二)」、「英
文能力檢定」課程。 應外系除開設有英、日語之相關課程外，並自 104 學年
度起，每學期開設「基礎第二外語俄語」，供有興趣學生修習。 

 

8.全英文授課 

本校為促進國際化教學之風氣利益學生，協助外籍師生融入校園生活與本國師

生互動，創造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習國際交流機會，並獎勵教師在大學部專業課

程全英語授課。 

103-105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之課程一覽表 

學年度 學系 課程名稱 選別 授課教師 學分數 

103-1 
保美系 美容專業英文 選修 張簡玉卿 2 

通識處日大 美國文化與社會 通識 鄭端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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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系 時尚英語 選修 鄭雅文 3 

企管系 貨幣銀行學 選修 劉瀚榆 3 

數應系 資訊英文閱讀 選修 楊贊勳 3 

資傳系 傳播英文 選修 鄭端耀 2 

應外系 國際禮儀與文化 選修 白堂隆 2 

休管系 調查研究方法 必修 徐淑瑤 3 

103-2 

健康系 社會學 必修 張詠菡 3 

餐飲系 糖類加工與應用 選修 顏文俊 3 

數應系 離散數學 選修 楊贊勳 3 

企管系 經濟學（二） 必修 林政德 3 

通識中心 國際趨勢與發展 通識 鄭端耀 2 

104-1 

數應系 資訊英文閱讀 選修 楊贊勳 3 

休管系 調查研究方法 必修 徐淑瑤 3 

企管系 商用英文（一） 選修 蕭玉明 2 

應外系 美國文化與社會（歷） 通識 鄭端耀 2 

104-2 

企管系 人力資源管理 必修 何森田 3 

通識中心 國際趨勢與發展 通識 鄭端耀 2 

時尚系 時尚英語 選修 鄭雅文 2 

105-1 

休管系 調查研究方法 必修 徐淑瑤 3 

通識中心 美國文化與社會 通識 鄭端耀 2 

通識中心 全球化趨勢 通識 鄭端耀 2 

數應系 資訊英文閱讀 選修 楊贊勳 3 

105-2 通識中心 歐洲文明發展史 通識 鄭端耀 2 

七、師生校外競賽得獎與證照 

本校鼓勵學生多元學習與表現，致力於開發學生潛能與創意，激發學生之

榮譽感與進取心，各系科師生參加校外競賽及證照考試均有傑出的表現，為校

爭光外，亦增進學生實務及就業能力。 

104-105 學年度師生傑出表現(校外競賽得獎與證照) 

台北校區 

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總務處 105.01.06 本校歷經環保局三階段考核，榮獲臺北市 104年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考

核第一名。 

學務處 104.12.28 合唱團參加台北市教育局舉辦之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台北市優等。 

105.03.19 105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跆拳道社榮獲優等獎 

105.03.19 105 年度全國學生自治會參與評鑑榮獲服務獎 

105.03.29 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孫向妘、台北市大專優秀青年-李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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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5.03.31 紫錐花運動榮獲教育部評鑑績優 

105.04.19 104 年度捐血績優團體榮獲教育部頒發 104年度捐血優單位 

105.04.22 2016 世界盃啦啦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國際組第二名 

105.04.22 創舞隊參加 2016ICU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美國) 

105.05.01 105 大專運動會西洋劍項目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黃薇團體組第一名 

105.05.08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第二名 

105.06.25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 B隊第二名，C 隊第三名，A隊第四

名，技巧大專女子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公開組第一名，雙人高中組第一名 

體育室 104.11.14  2015 年泰國啦啦隊挑戰賽第二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指定動作中學組第一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四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隊第三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四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隊第四名 

104.12.06  2015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四人技巧公開女子組第四名 

104.12.07  2015 亞洲啦啦隊公開賽嘻哈雙人公開組第二名 

104.12.07 2015 亞洲啦啦隊公開賽嘻哈團體公開組第二名 

105.04.19

~04.29 

2016 創舞隊全隊(9位)當選世界盃啦啦隊嘻哈組國手，於美國佛羅里

達奧蘭多世界運動中心參加「2016世界啦啦隊錦標賽」 

105.04.22 創舞隊參加 2016ICU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美國) 

105.04.25 創舞隊參加 2016 世界舞蹈大賽嘻哈組第三名(美國) 

105.04.25 創舞隊參加 2016 世界舞蹈大賽國家獎第二名(美國) 

105.04.30 西洋劍隊參加 105年大專運動會西洋劍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健康照

護系四乙 黃薇 

105.05.02 西洋劍隊參加 105年大專運動會西洋劍一般男子組鈍劍第八名-企管系

三乙 黃健庭 

105.05.03 西洋劍隊參加 105年大專運動會西洋劍乙組女子銳劍團體賽第一名 

105.05.22 105 北區五專聯合招生博覽會暨舞王大賽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團體公開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嘻哈雙人高中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大專女子組第一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隊第二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C隊第三名 

105.06.25 2016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隊第四名 

通識 

中心 

104.12.28 羅珮尹老師及李如韻老師指導合唱團參加台北市教育局舉辦之鄉土歌

謠比賽，榮獲台北市優等。 

105.06.20 楊瀅靜老師指導應三忠游旻婕同學參加「2016年全國大專校院生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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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事徵文比賽」，榮獲第三名。 

潘素卿老師指導護ㄧ孝陳瑩芝同學、護ㄧ仁李依倩同學，參加「2016

年全國大專校院生命故事徵文比賽」，分別榮獲佳作。 

李宜靜老師指導護三孝王玟樺同學，參加「2016年全國大專校院生命

故事徵文比賽」，榮獲佳作。 

護理科 104.10.01 應屆畢業生護理師執照到 88.5%，吳逸蓁同學榮獲全國第七名 

104.11.01 榮獲 2015第一屆全國想呼吸，享呼吸創新設計競賽佳作 

104.11.01 104-105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主軸三：擘劃技職學用扎根

「呼召創意、健康滿溢」創新實務競賽榮獲佳作 

104.12.25 2015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北一區區域賽】獲得第一、二、

三名及金腦獎。 

105.01.27 葉麗娟老師及鍾弈莘等四位同學之「具有復健效果之手套」，通過專利

審查。 

105.02.01 2015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

大賽(專業英日文盃)」臺灣全國賽，獲得團體獎第二名，「專業英文詞

彙組」第一、二、三名 

105.04.06 葉麗娟、曾祐貞、嚴惠宇老師及陳毅等老師及同學之「 具互動樂趣之

呼吸訓練器」，通過專利審查 

105.04.06 葉麗娟老師獲得 105年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補助研發成果商品化計畫」10萬元及「跨校研發團隊補助計畫」15

萬元之 2項計畫補助 

105.04.23 楊鎧玉、陳琇娟老師指導學生天沁古特立獲得第 46屆全國技能競賽—

北區分區健康照顧—第一名 

105.05.11 潘婉琳老師榮獲 105年度臺北市績優護理人員 

105.05.12 陳心怡校友榮獲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04年內科部最佳護理人員 

105.05.12 林穎及謝采蓉校友榮獲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新秀護理人員 

105.05.22 2016 第六屆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 專業英文

賽項-醫護類 佘采妮榮獲一等獎、林香吟榮獲特等獎 

104學年 江秉穎老師獲得科技部「視覺與聽覺刺激對腦波回饋訓練(EEG 

Entrainment)的作用與睡眠品質的影響」計畫補助，共計 890,000元。 

幼保系 

104.12.28 學生考取「TQC-OA POWERPOINT」，共計 33 張證照。 

105.01.10 學生考取「(BLS)基本救命術」，共計 35 張證照。 

105.01.10 學生考取「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共計 79 張證照。 

105.04.16 學生考取「(BLS)基本救命術」，共計 83 張證照 

105.05.06 

參加「2016第三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幼兒律動競賽」，本系學

生陳以諾等 6位（五幼三忠）獲得第二名。 

參加「2016第三屆全國教保技藝競賽－大專組幼兒律動競賽」，本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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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生李上育等 5位（五幼四忠）獲得第三名。 

105.07.16 學生考取「中華民國技術士-保母人員」，共計 34 張證照 

105.06.07 學生考取「鋼琴演奏等級檢定」，共計 135 張證照 

105.07.28 學生考取「中華民國技術士-烘焙食品-麵包」，共計 2 張證照 

105.06.30 
持續推動「兒童美語」及「兒童多媒體動畫」等學程，104學年度畢業生

共計 35人取得「兒童美語」跨領域證書 

資管科 104.10.30 劉仁恩等三位同學分別榮獲 2015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

中文看打第一、三、四名。 

104.10.30 劉子淵同學榮獲 2015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英文看打第

三名。 

104.10.30 陳乃熏同學榮獲 2015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電子商務第

一名。 

104.10.30 陳家豪同學榮獲 2015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社會組 Excel 2010

優勝。 

104.10.30 林柏志、郭峻良二位同學分別榮獲 2015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大專

社會組中文看打第一、二名。 

104.10.30 陳乃熏同學榮獲 2015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全國賽大專社會組電子商務 

第二名。 

104.10.30 五資二忠陳詩庭等共 26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網頁設計丙級證

照。 

104.11.21 郭俊良等四位同學分別榮獲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中文看打第一、二、四、五名。 

104.11.21 陳詩庭、江俊逵同學榮獲 2016 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文書處理類 2010版 優勝 

104.11.21 吳志廷同學榮獲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英文看打 

第四名 

104.11.21 林宛儀同學榮獲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簡報類

2010 版 第五名 

104.11.21 鍾汯洋同學榮獲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簡報類

2010 版 優勝 

104.12.12 吳昱萱 、劉玉婷 、廖廷瑋同學榮獲 104 學年度實踐大學第七屆校際

軟體程式設計競賽 第三名 

104.12.12 曾文弘、詹詠翔、吳俊賢同學榮獲 104 學年度實踐大學第七屆校際軟

體程式設計競賽佳作 

104.12.20 資管科榮獲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組團體錦標冠軍 

105.03.31 周冠瑜等 4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林柏翰等 4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設計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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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13 陳韻如等 19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105.04.17 周冠瑜等 16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5.04.20 資管科三年孝班盧千玉等 11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

修丙級證照。 

105.04.23 陳詩庭等 25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5.04.24 李雅婷等 3位同學參加第 46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榮獲網

頁設計職類分別獲得第二名、第四名及第五名 

105.04.24 劉玉婷等 3位同學參加第 46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榮獲資

訊技術(軟體設計)職類第四名及佳作 

105.05.15 劉玉婷、曾意淳同學取得大學程式能力檢定證照 

105.06.14 陳家豪同學參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資

訊技術職類佳作 

105.06.14 蘇俐安同學參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

頁設計職類第五名 

105.06.14 吳昱萱同學參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資

訊技術職類佳作 

105.06.14 曾意淳同學參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

頁設計職類第四名 

105.06.17 曾意淳等 4位同學參加由「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

賽，獲得應用軟體設計組佳作 

105.06.21 陳詩庭等 12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會計人工項丙級證照 

105.06.23 黃駿一等 6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硬體裝修丙級證照 

105.07.05 李雅婷同學參加由「勞動部」主辦之全國技能競賽(北區賽)，獲得網

頁設計職類第二名 

105.07.05 游淳涵等 11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105.07.25 羅淳瀚等 20位同學取得中華民國技術士-網頁設計丙級證照 

企管科 104.09.28 第 29屆弘道獎台北市教育協會，王嘉佑老師-大智獎、邱靜宜老師-大

勇獎、連章宸老師-大勇獎。 

104.11.21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電子商務標準級第一、四、五、六、七、八名。 

104.11.21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中文看打 第三名 

104.11.21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英文看打 第二名 

104.11.21 鄭淯尹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電子商務類-第一名。 

104.11.21 廖紹涵等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分別榮獲(北區賽)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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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電子商務類-第一、四、五名。 

104.11.21 李珮怡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中文看打-第三名。 

104.11.21 彭筱庭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北區賽)大專社會組

英文看打-第二名。 

104.12.20 王嘉祐老師指導學生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北區賽)大專社會

組榮獲團體錦標亞軍。 

104.12.20 顏淳逸等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分別榮獲【全國賽】大

專社會組電子商務類-第一、二、三、四、五名。 

104.12.20 彭筱庭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專社會

組英文看打類-第四名。 

104.12.23 段又菱同學榮獲教育部技職司 104年深化工協會服務成果卓越。 

105.01.31 本科教師 1041學期共取得 7張專業證照，包括網路社群行銷企劃員、

網路社群行銷講師、WBM婚禮宴會主持人-乙級證照、CDTL國內旅遊領

團人員-乙級證照、CWA時尚婚禮顧問師-甲級證照、考取 SCTP銀髮族

旅遊規畫師-甲級證照、考取 CTTP文化主題遊程規畫師-甲級證照等。 

105.01.31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包括多益測驗(TOEIC)47

張、中華民國技術士-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10張、TQC-DK 專業知識領域

-初級會計 18張、電子商務標準級 46張、TQC-OA中文輸入進階級 56

張、TQC-OA中文輸入實用級 19張、TQC-OA英文輸入實用級 1張、TQC-OA

英文輸入進階級 1張、LTIT 觀光休閒產業培訓師證書乙級證照 42張、

服務業管理師 26張，共取得 266張專業證照。 

105.03.05 王嘉祐老師指導林怡君等 5位同學通過國家級電腦軟體應用乙級證照  

105.03.05 【R.Y.L.A】全國扶輪青年領袖營競賽 康寧企管科榮獲佳作 

105.03.17 李明憶同學獲選「105年台北市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105.05.21 廖庭漢等 4位同學參加 2016 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

專社會組中文看打類 第二、四、五名 

105.05.21 王嘉祐 老師指導學生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

大專社會組中英文看打類及電子商務標準級，榮獲佳績 

105.05.21 詹怡庭同學參加 2016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專社會

組英文看打類 第六名 

105.05.21 李俞萱等 7位同學參加 2016 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榮獲【全國賽】大

專社會組電子商務標準級-第一、二、三、五名。 

105.05.21 2016 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榮獲團體錦標冠軍，表現優異。 

應外科 105.01.20 學生取得 TOEIC 多益國際英檢證照 B2級 1位、B1級 2位、A2級 78位。

黃聖雅同學取得多益 B2級證照，聽力 495滿分，總分 890。 

105.03.09 27 位同學取得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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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3.11 李金瑛主任取得「多功能語言學習系統」新式專利 

105.03.18 應五忠林靖修同學榮獲「2016 第 13屆統一數位翻譯獎學金」，獎金

15,000 元。 

105.03.29 應五忠孫向妘同學獲選「105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105.06.02 黃志光老師指導應五忠黃聖雅同學參加「2016年第三屆北區技專校院

景文盃英文看圖寫故事比賽」榮獲第二名 

105.06.21 陳琇娟老師指導應四忠林琬兒等 3位同學參加「105 年全國技專院校英

語童書創作競賽」榮獲第二名 

105.07.06 學生考取博思英檢國際證照(BULATS)B1級 1位，A2 級 45位。 

動畫科 
104.09.21 

張語涵、廖心慈、倪郁涵等同學榮獲 2015羅馬尼亞 Kinofest國際數

位影展特別企劃單元放映資格 

104.10.30 
張語涵、廖心慈、倪郁涵等同學榮獲哥倫比亞 Bogotá 短片影展競賽單

元得獎提名 

104.11 林依依等 5位同學的紀錄短片《哪裡才是我的家》，郭以琳等 3位同學

的紀錄短片《人生終點站》，榮獲神腦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佳作獎，獎

金一萬元。 

104.11.20 陳國傑老師榮獲勞動金像獎短片徵選競賽佳作 

104.12 陳國傑老師榮獲第七屆澳門國際電影節入圍 

104.12 蕭瑀軒等 7位同學的紀錄短片《破繭》，勇奪神腦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

學生組第一名金牌獎，獎金五萬元。 

104.12 學生考取 70張 Photoshop 證照 

104.12.13 林依依等共 5位同學榮獲 2015原鄉踏查紀錄片競賽中學組佳作 

104.12.29 學生考取 65張 Dreamever 國際證照 

105.01.07 學生考取 64張 Photoshop 證照 

105.03.11 楊士央主任取得「圖書播放系統」新式專利。 

105.03.25 車承軒同學作品《街角的故事》入圍「公視感動 99 綻‧微光」短片競

賽 

105.03.26 五動五忠同學畢業專題作品-「囍」，榮獲台藝大藝美獎最佳原創劇本

獎 

105.05.13 梁萱琪同學參加「第六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獲大專

組入圍 

105.06.12 陳國傑老師榮獲佛教微電影大賽佳作 

健管科 104.09.05 10 位學生取得美國 NAHA初階國際芳療保健師 

104.09.20 218 位學生取得體適能健身 C級指導員證照(產學合作成效) 

104.10.04 38 位學生取得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照 

104.10.15 與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合作，共同贏得國際病友健康促進聯盟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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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08 學生共 156位取得體適能健身 C級指導員證照(產學合作成效) 

104.12.01 14 位同學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證照 

105.01.10 175 位學生取得體適能健身 C級指導員證照(產學合作成效) 

105.01.22 參與學員取得 37張國際芳療保健師證照，考取率 100%(產學合作成效) 

105.01.30 42 學生取得安心服務借助員二級證照 

105.06.30 37 學生取得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證 

105.04.19 35 位學生取得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105.05.04 溫華昇老師指導學生於全國大專運動會優異表現： 

1. 一般女生組銳劍團體組第 1 名 

2. 女子銳劍個人賽第 3名 

3. 男子鈍劍個人賽第 8名 

4. 團體錦標第 2 名 

視光科 104.12.09 三年級全體學生取得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共 35張 

105.07.19 學生考取「中華民國技術士-眼鏡鏡片製作」，共計 4張證照 

 

台南校區 

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學務處 104.12.19 輔導資源教室學生侯OO參加 2015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專業英日文盃)臺灣全國賽-南二區

賽榮獲大學(專)院校-日文單詞組 N3 字級 第二名 

105.03.19 105 年度全國社團評鑑飛騰康輔社榮獲甲等獎 

105.04.25 2016 世界盃啦啦錦標賽-嘻哈團體組第三名，國際組第二名。 

105.04.28 輔導資源教室學生蔡 OO、方 OO、楊 OO 申請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

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授獎」獲頒天才植物人王建詔熱愛生命獎學

金 

105.05.01 105 大專運動會西洋劍項目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黃薇 

團體組第一名 

105.05.08 2016 大專盃啦啦隊比賽女生五人組第二名 

 天下雜誌報導畢業生就業率大台南地區最優 

 榮獲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105 年最佳大學指南特輯報導畢業後一年

就業率 87.4％蟬聯一般大學冠軍 

體育室 104.10.11 足球隊獲得「2015 全國室內五人制足球錦標賽」社會組第一名 

104.10.16 棒球隊獲得「104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第三名 

105.03.10 棒球隊獲得「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第七名 

105.03.16  棒球隊林頎翰(進修健康四甲)及林仕傑(進修休管四甲)同學考取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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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棒球)-國訓隊 

105.03.27 籃球隊獲得「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一級

第九名 

105.05.04 105 年度全國大專運動會 

＊空手道藍新竣獲一般男生組第二級第一名 

＊空手道陳勁滕獲一般男生組第三及第三名 

＊空手道隊獲總錦標一般男生組季軍 

＊柔道葉家瑋獲公開男生組第五級第八名 

＊擊劍黃薇獲一般女子組銳劍第三名 

＊擊劍獲一般女子組銳劍團體賽第一名 

105.05.12 棒球隊晉級「105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12 強  

105.05.16 足球隊獲得「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五人制足球賽」公開男生組第五名 

通識教

育中心 

104 學年 鄭端耀老師獲得科技部「美中關係治理策略探討: 國際關係複雜性理

論思維」計畫補助，共計 241,000 元。 

數應系 105.03.30 吳明果老師、楊贊勳老師、碩士班研究生吳麗瓊及孔繁賢等 2 位同學，

獲 2016 第 11 屆數位教學暨資訊實務研討會最佳論文競賽優勝殊榮。 

104 學年 張志標老師獲得科技部「多叢集上聯邦資料運算與儲存系統之研製」

計畫補助，共計 641,000元。 

資傳系 104.12.12 學生考取 ACA Photo Shop 國際證照 24 名 

105.01.08 學生考取 ACA Flash 國際證照 15 名 

105.04.05 成大外文系陳教授來信表揚本校學生有教養有禮貌，禮讓座位，經查 

為本校資傳系四年級鄧凱仁同學 

105.4.10 李承峰老師 2016WBC 世界氣球大賽個人世界冠軍-橱窗展示组冠軍 

應外系 

104.12.19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2015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

大賽」-專業英文盃與日文盃)南二區區賽-獲得多項獎項： 

高凱莉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一名 

楊潔茹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二名 

張云軒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二名 

張書慈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觀光類」第三名 

何玟君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的餐飲類」第二名 

陳彥宇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第一名 

張玲瑜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第二名 

侯守蒲同學榮獲「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第二名 

105.01.21 

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2015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

大賽」-專業英文盃與日文盃)全國賽-獲得多項獎項： 

何玟君同學榮獲「全國賽餐飲類組」金腦獎 

高凱莉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第三名 



36 

 

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楊絜茹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金腦獎 

張云軒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金腦獎 

陳彥宇同學榮獲「全國賽日文單詞組」第一名 

何玟君同學榮獲「全國賽餐飲類組」團體優勝獎 

高凱莉、楊潔茹同學榮獲「全國賽觀光類組團體」優勝獎 

陳彥宇等 3位同學榮獲「全國賽日文單詞組團體獎」第二名 

105.1 

通過多益證照達 CEF(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參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A2(基

礎級): 2人次 

通過全民英檢達 CEF B1級(進階級): 1人次 

通過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餐飲類(PVQC)專業級): 11 人次 

通過專業日文詞彙能力(JVQC)日文單詞組:3人次 

通過專業日文詞彙能力(JVQC)日文單詞組:5人次 

105.03.17 應英組高凱莉-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觀光類-第一名 

105.03.17 應英組楊潔茹、張云軒兩位學生，獲得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觀

光類-第二名 

105.03.17 應英組張書慈-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觀光類-第三名 

105.03.17 應英組何玟君-南二區區賽專業英文詞彙組餐飲類第二名 

105.03.17 應日組陳彥宇-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的第一名 

105.03.17 應日組張玲瑜、侯守蒲兩位學生，獲得南二區區賽日語單詞組的第二

名 

105.03.17 應英組何玟君-全國賽餐飲類組金腦獎 

105.03.17 應英組高凱莉-全國賽觀光類組第三名 

105.03.17 應英組楊絜茹、張云軒兩位學生，獲得全國賽觀光類組金腦獎 

105.03.17 應日組陳彥宇-全國賽日文單詞組第一名 

105.03.17 應英組何玟君-全國賽餐飲類組團體優勝獎 

105.03.17 應英組高凱莉楊潔茹-全國賽觀光類組團體優勝獎 

105.03.17 應日組陳彥宇、應日組張玲瑜、應日組侯守蒲-全國賽日文單詞組團體

獎第二名 

104.08.01- 

105.07.31 

通過日語能力檢定證照 N2 級:2 人次 

通過日語能力檢定證照 N3 級:1 人次 

企管系 104.10.29 邱鈺涵參加康寧大學 2015 英日語詞彙比賽第三名 

104.10.16 劉芳同學取得銀行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測驗證書 

104.12.21 何怡璇等 5 位同學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中級 

105.01.12 企管系古育慈等 12 位同學取得 word2010 實用級證書 

休管系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初級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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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2015 年種子教師暨航空教育認證培訓」 

104.08.18 吳信宏老師獲得「2015 年國際航空業務與票務概論(I)」 

104.09.30 吳承峰同學獲得 ACE 體適能私人教練證 

104.10.13 賴清榮同學「104 年梅花旗」143 球完投 勝領康寧大學晉級 

104.10.16 許志毅同學獲得「104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打擊獎 0.563 

104.10.16 
賴清榮同學獲得「104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投手獎 2 勝 自責分 

2.18 

104.11.11 孫樹珊等 8 位同學獲得國內遊程規劃師初級 

104.12.21 何怡璇等共 13 位同學獲得「國際航空客運票務認證書」中級 

104.12.31 蘇鈺惠等共 31 位同學獲得「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銀階 

104.12.04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男生組公開組第一級/第九

名 

104.12.15 郭勝豐老師獲得「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銀階 

104.12.27 
郭勝豐、藍艷秋、徐淑瑤、吳信宏等四位老師獲得「旅館管理專業人

員認證」銀階 

104.12.25 2015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北一區區域賽】獲得第一、二、

三名及金腦獎。 

105.01.10 夏子鋐同學獲得「國際禮儀接待員證書」乙級 

105.01.12 古育慈等 12 位同學取得 word2010 實用級證書 

105.03.10 104 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公開賽 男生組第一級/第七名 

105.04.25 黃珮綺同學獲得 2016 世界啦啦隊錦標賽亞軍 

105.04.29 藍新竣同學獲得 105 全大運【空手道】男子組個人對打第二量級冠軍 

健康系 104.08.30 孫鈺芸等 4 位同學考取勞動部「女裝丙級」證照 

104.11.28 吳浩銘同學考取國際禮儀講師甲級職能鑑定合格 

104.12.13 吳浩銘同學考取觀光遊憩事業管理師乙級職能鑑定合格 

105.02.22 
一年級學生獲取電腦應用專業能力_計算機概論標準級認證考試，共計

36 張證照。 

105.05.27 學生考取初級救護技術員初訓共計 17 張、複訓共計 14 張 

104 學年 
宋紫晴老師獲得科技部「台灣原住民婦女職業衛生與特殊疾病健

康問題之研究」計畫補助，共計 890,000 元。 

餐飲系 

104.12.31 

許千心、陳龍儀 2 位學生考取烘焙-西點蛋糕丙級證照 

陳韻亘等 4 位考取中餐烹調-葷食丙級證照 

周奕柔同學考取飲料調製丙級證照、餐飲管理丙級證照 

陳龍儀同學考取西餐烹調丙級證照 

105.05.30 林吟雙等共計 82位學生考取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書。 

105.06.02 本學年度共計有 20人次考取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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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中餐烹調-葷食-丙級 11位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基礎訓練 1位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進階訓練 1位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丙級 3位 

烘焙食品-麵包-丙級 3位 

飲料調製-丙級 1位 

105.07. 洪美珠老師獲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

畫」之「健康創意料理設計與製備」計畫，獲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60

萬元整。 

時尚系 104.08.30 孫鈺芸等共 4 位同學考取勞動部「女裝丙級」證照 

105.01.26 吳雅慧、石慧津同學考取勞動部「女裝丙級」證照。 

保美系 104.09.03 蔡筑安同學獲得美容乙級證照 1 張 

104.11.18 

 

賴淑婷、陳惠雯同學，分別榮獲 2016OMC 世界盃(韓國首爾)台灣選手

預賽女子資深組新娘髮型(假頭)第二名及第三名。 

104.12.01 

 

林思涵、江雅琳同學，分別榮獲「2015 第三屆國際盃美容美髮大賽」

創意指甲彩繪作品組亞軍、季軍。 

104.12.10 

 

李家燕、賴宇萱、吳伊童 3位同學，分別榮獲「2015 全國盃暨韓國髮

型美容競技大會」創意化妝設計圖靜態組冠軍、亞軍、季軍。 

104.12.27 

 

王梓原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技術競賽」

-面具創作組冠軍 

吳舒涵及鄭江廷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面具創作組亞軍 

鄭家慧及黃孟萱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面具創作組季軍 

鄭家慧及吳舒涵同學(進修部)榮獲「2015 年中華盃全國美容美髮美儀

技術競賽」-紙圖創意組亞軍 

105.01.10 賴宇萱等 14 位同學獲得芳療 SPA 保健師(乙級)證照 

105.01.22 江雅琳等 12 位同學獲得 NCCA 凝膠指甲技術師證照 

105.02.15 吳伊童等 14 位同學獲得二級美甲檢定證照 

105.04.23 

 

朱庭儀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乙級紙圖現場組第三名 

黃宜婷、賴宇萱、鄭合芯 3 位同學，分別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

競賽」創意設計圖靜態作品組第一、二、三名 

陳敬武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腳底按摩動態組第一名 

高薇欣榮獲「2016 國際文創盃設計競賽」凝膠彩繪靜態作品組第三名 

105.04.28 鄭江廷同學(進修部)榮獲「2016 台灣國際盃髮藝美容美睫美甲造型比

賽」-面具創意設計組亞軍 

105.05.04 王昱閔等 9 位同學獲得美容丙級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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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5.05.20 

 

劉宗碩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Foot Care 足部管理現場動態組-金牌 

林郁珊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Hand Care 手部保養現場動態組-銀牌 

林貞伶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Nail Painting-Completed 指甲彩繪設計靜態組-銀牌 

鄭合芯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Creative Art Mask-Completed 創意面具設計靜態組-銀牌 

陳念慈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Face Care 臉部保養現場動態組-銅牌 

曾翊庭同學榮獲「2016 年韓國大邱 KBIA 美容美髮暨人體彩繪藝術大

賽」Beauty Illustration-Completed 紙圖設計靜態組-銅牌 

105.07.18 

 

陳敬武同學獲得足部經絡推拿師證照 

黃宜婷等 7 位同學獲得時尚整體造型商業美容設計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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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擴大產研服務 

一、帶動研究風氣 

 本校為獎勵教師卓越研究表現，訂有「提昇師資獎補助辦法」、「教師評鑑

辦法」、「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獎勵機制。為能落實獎勵機制，對於

研究績優教師，依相關規定核發獎勵金、補助等鼓勵措施，並在教師評鑑的積

分上反應其研究績效。 

 

103-105學年度 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 

學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103 

許博揚 餐飲系 
計畫名稱：台灣藜機能性成分之製備及

其抑制腫瘤細胞機制之探討 
900,000 

陳怡兆 資傳系 
計畫名稱：建構以 BIM 資訊模型為基

礎之設施維護管理應用模式之研究 
507,000 

許勝欽 動畫科 
計畫名稱：公共論述之老人定義變遷研

究(1/2) 
270,000 

104 

宋紫晴 健康系 

計畫名稱：台灣婦女在平地及山地工作

環境與健康疾病之影響研究－台灣原

住民婦女職業衛生與特殊疾病健康問

題之研究 

890,000 

江秉穎 護理科 

計畫名稱：視覺與聽覺刺激對腦波回饋

訓練(EEG Entrainment)的作用與睡眠

品質的影響 

843,000 

張志標 數應系 
計畫名稱：多叢集上聯邦資料運算與儲

存系統之研製 
641,000 

鄭端耀 
通識教育中

心 

計畫名稱：美中關係治理策略探討: 國

際關係複雜性理論思維 
241,000 

項目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件數 金額(元) 件數 金額(元) 件數 金額(元) 

科技部 

研究計畫 
3 1,677,000 5 4,115,000 4 3,402,000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YEAR')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US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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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江秉穎 護理科 
計畫名稱：睡眠科學與技術產學聯盟

(1/3) 
1,500,000 

105 

江秉穎 護理科 

計畫名稱：使用者創新導向銀髮睡眠科

技系統－使用者創新導向銀髮睡眠科

技系統(1/3) 

2,350,000 

張詠菡 健康系 
計畫名稱：台灣資訊科技業性別區隔現

象與重男輕女文化研究(V01) 
251,000 

張益賓 數應系 
計畫名稱：植基於混沌映射的群體認證

機制 
338,000 

 林富宮 視光科 

計畫名稱：特殊教育高中職學生離校後

成功轉銜與適應情形之影響因素探討-

長期追蹤研究 

463,000 

103-105年度獲教育部獎補助款經常門「教師研究」項目合計成果如下： 

 103  

案件數 
獎補助金額 

104 

案件數 
獎補助金額 

105 

案件數 

獎補助金

額 

整合型 6 $490,000 2 $284,000 3 $156,551 

個人型 15 $511,450 16 $533,200 20 $323,868 

合計 21 $1,001,450 18 $817,200 23 $480,419 

 

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103 

陳秀珍 健管科 
社區銀髮族體適能、用藥安全與周全性評

估之初探 
72,000 

黃志光 應外科 探討英文分級教學成效與學習態度分析 84,000 

閻亢宗 通識中心 

全球氣候正義-氣候變遷問題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                                                  

子計畫一:氣候正義的過去與現在/子計畫

二:氣候正義的未來與從新思索 

46,000 

李金瑛 應外科 
大學數位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動機的

影響 
120,000 

薛惠琪 通識中心 國文科輔助學習成效之研究 84,000 

李惠玲 護理科 康寧專校護理科學生與校友專業能力與職 84,000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YEAR')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USER_NAME')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YEAR')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US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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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涯發展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潘婉琳 護理科 參與生產教育之準父親陪產的經驗 23,000 

葉麗娟 護理科 
運用紮根理論探討台灣家庭照顧癌症青少

年和諧之生活 
32,200 

林千惠 護理科 出生的道別-產房護理人員的困境 32,200 

嚴惠宇 護理科 
探討身體活動對台灣地區護理學生學業表

現之影響 
27,600 

陳秀珍 護理科 

阻力性動脈周圍脂肪之一氧化碳在內毒素

敗血性休克鼠調控血管張力中所扮演的角

色 

27,600 

王嘉祐 企管科 
五專學生參加技能檢定動機之研究-以企

業管理科為例 
25,000 

詹家和 企管科 
應用實質選擇權在文創商品價值評估之研

究 
46,000 

周碩聰 資管科 
網路安全防護與實作模擬 (以 Queenie 

Coffe 網路為例) 
32,200 

蔡介原 資管科 
資訊應用服務 -以實作康寧專校 KNJC 

Passport APP 為例 
32,200 

李金瑛 應外科 英文口語閱讀補救教學 46,000 

游正裕 動畫科 
《再生再製的回收電影-探索舊片衍用的

創作模式》論文研究 
46,000 

藍靜義 動畫科 繪畫藝術風格的構成模式 32,200 

劉燈鐘 通識中心 由昆明車站事件談新疆少數名族保障 45,000 

閻亢宗 通識中心 中國的北極戰略與挑戰 36,750 

蕭瑞國 通識中心 

教師領導行為對運動效能表現之結構模式

研究-以個人型運動項目與團隊型運動項

目之差異 

27,500 

104 

陳秀珍 健管科 
健管科課程發展與設計之檢視與評值(三

之一) 
180,000 

李金瑛 應外科 
英語詞彙APP應用之成效分析─動詞與副

詞 
1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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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林千惠 護理科 
產房逝嬰護理的倫理知識與實踐：列維納

斯的面容與責任 
30,100 

潘婉琳 護理科 
新手父親在其配偶懷孕與產期間的需求與

經驗 
30,100 

葉麗娟 護理科 

CULTURAL INFLUENCES ON FAMILY 

CAREGLVING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FOR ADOLESCENTS 

WITH CANCER 

43,000 

董俊平 護理科 探討青少年生活調適經驗--以大專生為例 25,800 

方又圓 護理科 
五專護理科低年級小組學習解剖生理學迷

思概念之探討 
30,100 

嚴惠宇 護理科 
適性教育之策略運用與成效分析-以身體

評估技能為例 
25,800 

武藍蕙 幼保科 
台灣公私立托育中心托嬰環境規劃之比較

與分析 
30,100 

陳秀珍 健管科 
內湖區銀髮族用藥安全之檢測與評估-以

紫雲社區為例 
43,000 

周碩聰 資管科 
隨意式網路中AODV協定結合優先排序資

料之研究 
43,000 

王嘉祐 企管科 
統一超商 2015 年促銷活動滿意度與再購

意願之研究 
25,800 

陳國傑 動畫科 台灣電影美術的發展歷程 43,000 

藍靜義 動畫科 繪畫發展階段特徵之普遍性與特殊性研究 43,000 

王英龢 動畫科 
運用 3D 虛擬動畫技術模擬無形文化資產

情境 
30,100 

游正裕 動畫科 
新媒體村的再生再製：媒體微型企業群聚

之社會結構 
30,100 

李寀緁 動畫科 3D 列印對於設計實務課程影響之初探 30,100 

劉燈鐘 通識中心 新疆獨立運動現況之研究 30,100 

105 
鍾珮珊 

  

企管科 「招生預警」校務研究： 

康寧大學招生成效與科系定位初探研究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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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李寀緁 數位影視動

畫科 

3D 列印對美感教育教學活動之影響 9,005 

藍靜義 數位影視動

畫科 

反向課程設計之理論與實務 9,005 

丁先玲 視光科 台北市技職專科學生視力評估及學習成就

之相關性探討(整合型計畫) 

41,894 

陳國傑 數位影視動

畫科 

台灣電影美術的傳統與現代時期

(1945-1974) 

10,506 

李宜靜 通識教育中

心 

行動導向下「教」與「學」之創新計畫 52,680 

連章宸 企業管理科 物流金融融通倉風險評估與存貨質押保險

費率訂定 

10,506 

嚴惠宇 護理科 個別化教學對提昇護生專業技能習成效之

研究 

10,506 

閻亢宗 通識教育中

心 

氣候變遷衝擊下的北極與東北亞地緣政治

變化 

15,007 

呂莉婷 高齡社會健

康管理科 

高齡者認知障礙預防健康信念模式之主觀

態度探究 

15,007 

陳秀珍 高齡社會健

康管理科 

健管照護課程設計與發展之檢視與評值

（三之二） 

61,977 

劉燈鐘 通識教育中

心 

從死亡品質論述中國大陸喪葬法規的改革 9,005 

徐鵬翔 企管科 畢業生流向與雇主滿意度調查之探討 45,573 

董俊平 護理科 發展與建構精神科護理實作客觀結構式臨

床測驗(OSCE)行動方案 

15,007 

方又圓 護理科 發展護理學課程迷失概念之診斷機制及相

關研究 

15,007 

潘婉琳 護理科 新式產前教育課程介入對懷孕婦女面分娩

壓力 的效 果 

15,007 

陳秀珍 高齡社會健

康管理科 

銀髮族用藥安全之檢測與評估-以安湖社

區為例 

14,916 

凃保民 資訊傳播學

系 

影響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初探 4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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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姓名 系所 題目 金額(元) 

 

周碩聰 資訊管理科 螞蟻演算法應用於隨意式路由協定

AODV-Ant 之研究 

Applying Ant Colony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Ad Hoc Routing Protocol-AODV-Ant 

15,007 

林君樺 護理科 薑黃於經脂多醣誘發芳香硁受體剔除小鼠

星狀細胞再活化之研究 

15,007 

蕭淑華 企管系 
工作滿意度、職場能力與畢業生流向之研

究－以某大專院校為例 
36,872 

林政德 企管系 不同入學管道學生之學習成效差異性探討 41,187 

彭賓鈺 數應系 學校科系定位分析 34,100 

 

二、推動產學合作   

為建立良好的產學合作模式，本校訂定「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同時鼓

勵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案，加強產官學之聯繫互動與成果共享，另訂定

「教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辦法」，內容明訂每件產學合作案訂定四等級，分

別為：等級一、簽約金額新台幣 5 萬元(含)以上達 10 萬元(含)，相對點數

≦20 點，獎勵限額(新台幣)≦20,000；等級二、簽約金額超過新台幣 10 萬

元以上達 20 萬元(含)，相對點數≦32 點，獎勵限額(新台幣)≦32,000；等

級三、簽約金額超過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達 50 萬元(含)，相對點數≦50 點，

獎勵限額(新台幣)≦50,000；等級四、簽約金額超過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之

合作案，相對點數≦80 點，獎勵限額(新台幣)≦80,000，並以點數(1 點最高

獎勵 1,000 元)配合年度預算分配獎勵金額，若獎勵金額超過年度預算經

費，則依比例換算實際獎勵金額。 

103-105 學年度各系產學合作計畫，總件數與金額為 122 件，16,455,506 元。 

學年度 產學合作件數 產學作金額 

103 35 5,116,488 

104 23 3,133,520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YEAR')
javascript:__doPostBack('wUctlAwardQueryPage$grdResult','Sort$AWARD_USER_NAME')


46 

 

105 64 8,205,498 

總計 122 16,455,506 

 

103-105學年度各系產學合作計畫 

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103 

保美系 
開啟 dermalogica 國際技能競賽

美容暨美體技術研習 
胡子陵 天仁工商 18000 

時尚系 
2014客家創意服飾年-創意客家

服飾系列展示暨推廣計畫 
梁靜謙 

財團法人客家文

化基金會 
36000 

企管系 海峽兩岸直銷企業經驗交流會 顏瑞美 
中華直銷管理學

會 
50000 

休管系 
104年度墾丁國家公園蜘蛛相初

探暨鞘翅目與好蟻性昆蟲之研究 
藍艷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485000 

資傳系 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機制研究專案 吳聲毅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 

300000 

數應系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文史研究 劉相君 
正統鹿耳門聖母

廟 
240000 

休管系 

台灣-泰國灌溉管理組織與營運

技術合作研究(104農科-4.2.2-

利-b1) 

郭勝豐 行政院農委會 722000 

休管系 

管路灌溉應用於旱作需水量推估

及農業灌溉節水之研究(104農科

-8.6.3-利-b1(11)) 

郭勝豐 行政院農委會 297000 

資傳系 台南南紡夢時代魯魯咪卡通展 趙品灃 快樂氣球屋 10000 

休管系 
「擬定七股都市計畫」-休閒農村

永續發展構想專題研究計畫 
吳信宏 

啟順開發顧問有

限公司 
100000 

動畫科 
弘揚孝悌精神，涵養全人人格課

程暨成果論壇全紀錄 

楊士央 

閻亢宗 

中華黃帝文化新

生命學會 
50000 

動畫科 國民記憶庫：台灣故事島計畫 楊士央 中國電視公司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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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動畫科 103(二)6下自然大進擊影片委製 楊士央 
康軒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5000 

動畫科 
103(一)3 上~6 上自然大進擊影

片 
楊士央 

康軒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82000 

動畫科 客家童謠 MV動畫製作 呂學銘 客家電視台 120000 

動畫科 
南港、內湖社區發展文創行銷拍

攝計畫 
楊士央 

台北市內湖國際

同濟會 
124200 

動畫科 
兒福聯盟《偏鄉小學社團成果》

影片製作 
王康子瑋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 

109188 

健管科 
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產學合作計

畫案 
呂莉婷 

錠嵂保險經紀人

公司 
131000 

健管科 高齡產業專業人才培訓計畫 溫華昇 
中華民國健身教

練協會 
100000 

健管科 
高齡服務產業人才培訓課程諮詢

顧問計畫 
陳秀珍 

卡爾儷健康美學

顧問公司 
98000 

健管科 
「高齡服務產業人才培訓課程諮

詢顧問計畫」 
陳秀珍 

卡爾儷健康美學

顧問公司 
98000 

企管科 
技能檢定與職業證照產品開發分

析 
鍾珮珊 

中華民國應用商

業管理協會 
342400 

企管科 
計畫名稱-「職場實習訓練合作事

項(康寧愛心小舖)」 
連章宸 

蓁鮮國際有限公

司 
50000 

企管科 
餐飲服務類結帳作業使用規範導

入 POS 系統 
王嘉祐 

嘉浰興業社

(IBAI渦物專賣

點) 

50000 

應外科 
康寧專校應外科畢業專題顧問諮

詢計畫 
黃志光 

海學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應外科 「幼兒英語教學模擬教材研發」 李智偉 
英檢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 

護理科 

台灣健康教育推廣協會委託 104

年緊急救護人才培訓證照分析計

畫(一) 

葉麗娟 
健康教育推廣協

會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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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護理科 

台灣健康教育推廣協會委託 104

年緊急救護人才培訓證照分析計

畫(二) 

葉麗娟 
健康教育推廣協

會 
96000 

幼保科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研習會 許存惠 
中華民國幼兒體

育學會 
127500 

企管科 評鑑協同管理平台計畫 邱靜宜 
中華民國電腦稽

核協會 
50000 

幼保科 
新移民家庭育兒教養知能研習計

畫 
徐明 

台北市內湖區公

所 
51000 

幼保科 
短期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顧問

計畫 
徐明 

台北市內湖區公

所 
80400 

幼保科 
「保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

計畫」合作企業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262800 

幼保科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坐月子

調理班)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60000 

資管科 

104(一)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3

上、4上、5上及 6上自然大進擊

教學影片製作 

嚴竹華 
康軒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95000 

104 

企管系 
2015海峽兩岸直銷企業交流座談

會 
顏瑞美 

中華直銷管理學

會 
60000 

保美系 
2015美容美髮創新教育發展國際

學術研討會 
胡子陵 

社團法人台灣美

髮美容世界協會 
50000 

休管系 
105年度農業科技「蘭花節水技

術研發」計畫 
郭勝豐 行政院農委會 50000 

企管系 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何森田 
振暘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 
60000 

資傳系 
105年教師創新媒體教材研發課

程-影像創作工作坊 
趙品灃 

社團法人台南教

師會 
20000 

休管系 
105年度墾丁國家公園蜘蛛相調

查及受影響昆蟲棲地監測 
藍艷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840000 

應外科 英語配音顧問諮詢計畫 黃志光 
海學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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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資管科 
104(二)國小自然育生活科技 5

下及 6 下科學 FOLLOW ME 影片 
嚴竹華 

康軒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240000 

健管科 
體適能暨高齡產業健康促進人才

培育計畫 
溫華昇 

中華民國健身運

動協會 
200000 

健管科 
安心服務介助員二級認證培訓課

程 
蓋欣玉 

凱爾飛特有限公

司 
50000 

幼保科 保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168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07200 

幼保科 保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292000 

幼保科 褓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3744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122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3500 

幼保科 
烘培食品西點蛋糕技術士培訓計

畫~假日班 
許世忠 義興西點原料行 120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徐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1220 

動畫科 劇情片製作 王康子瑋 
三匠影視有限公

司 
300000 

動畫科 
台灣故事島計畫-國父紀念館故

事蒐錄站代管 
楊士央 中國電視公司 108000 

動畫科 
衛福部安寧療護廣告影片產學研

究案 
陳國傑 

大乙傳播事業有

限公司 
50000 

動畫科 
105/03-105/11 國父紀念館故事

蒐錄站 
楊士央 中國電視 16200 

105 企管系 
2016 海峽兩岸直銷業經營策略論

壇 
顏瑞美 

中華直銷管理學

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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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資傳系 
2016 Eureka! 國際兒童創意動畫

營活動紀錄片拍攝剪輯 
趙品灃 

臺南市音像文化

發展協會 
10,000 

休管系 
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絡-文化資

產學院第二期人才培育計畫 
楊建夫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 
435,300 

餐飲系 
國產水產品食材暨食魚文化推廣

講座 

張秀杏  

馮良榮 

太登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61,000 

 

休管系 

旅遊企劃與遊程設計人才職能培

訓 楊建夫 

麗東國際商旅旅

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 

65,000 

保美系 
美容產業經營諮詢輔導暨人員培

訓計畫 
張簡玉卿 日月星美容名店 101,000 

企管系 
數位外語教材開發及出版計畫 

陳建智 
字由字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100,000 

企管系 
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何森田 
振暘環保科技有

限公司 
60,000 

數應系 友強企業商品國際化委任案 鍾瑞明 友強企業社 60,000 

企管系 
BOM 虛擬件組合與特殊品檢專

案開發 

林政德 

 

天勳資訊有限公

司 
20,000 

企管系 
集團資料整合專案開發輔導計畫 

蕭淑華 
天勳資訊有限公

司 
20,000 

企管系 
電子化資料交換 

劉瀚榆 
天勳資訊有限公

司 
20,000 

幼保科 
保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計畫 

徐  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343,2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徐  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12,200 

動畫科 
原民會委託部落旅遊介紹影片 

楊士央 
悅暉行銷顧問有

限公司 
400,000 

健管科 
105 年體適能暨高齡產業健康促

進人才培育計畫 
溫華昇 

中華民國健身運

動協會 
350,000 

護理科 
志願服務志工培訓計畫 

陳秀珍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銀髮慈善協會 
126,500 

護理科 2016 高齡健康促進產業人才認證 陳秀珍 社團法人中華芳 6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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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暨教師研討會計畫 療美容協會 

護理科 
台皖科技論壇-「健康醫護」、「現

代農業」計畫 
陳秀珍 

社團法人台灣科

技產業協會 
60,500 

護理科 
兩岸健康養老研討會及參訪團計

畫 
陳秀珍 

中華兩岸頤養促

進會 
55,000 

 

護理科 
熟齡芳療與健康照護國際研討會

計畫 
陳秀珍 

卡爾儷健康美學

顧問公司 
100,000 

長照系 

提升研究計畫申請及執行工作坊 

何瓊芳 

財團法人天主教

聖保祿修女會醫

院 

200,928 

企管科 
建立會計資訊系統風險預警指標

之研究 
邱靜宜 

中華民國電腦稽

核協會 
300,0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劃 
徐 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112,200 

幼保科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坐月子調

理班 
徐 明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72,000 

動畫科 
視覺設計與行銷應用研究案 

藍靜義 
真愛天使生務科

技有限公司 
51,000 

幼保科 
幼兒運動遊戲指導員研習會 

許存惠 
台灣幼兒體育協

會 
132,000 

動畫科 
台北市社會局家服務微電影拍攝

案 
楊士央 

大乙傳播事業有

限公司 
50,000 

動畫科 
美式診所 3D 拉皮面具行銷影片 

楊士央 
天荷生化科技有

限公司 
50,000 

資管科 冠茂物流網站使用介面編修 朱錦文 冠茂物流企業股 50,0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武藍蕙 

財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224,400 

幼保科 
106 年度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

育活動品質提升計畫 
武藍蕙 

新北市嬰幼兒托

育協會 
50,000 

幼保科 
短期八天坐月子調理班訓練諮詢

顧問計畫 
武藍蕙 

財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224,400 

幼保科 106 年度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 鄭美芳 新北市嬰幼兒托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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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育活動品質提升計畫 育協會 

幼保科 
106 年度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

育活動品質提升計畫 
徐千惠 

新北市嬰幼兒托

育協會 
50,000 

幼保科 
106 年度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托

育活動品質提升計畫 
陳慧玲 

新北市嬰幼兒托

育協會 
50,000 

 

護理科 
106 緊急救護人才培訓暨證照輔

導計畫 
葉麗娟 

社團法人台灣健

康教育推廣協會 
100,000 

護理科 
北京銀髮族養生健身體驗活動計

畫 
陳秀珍 

社團法人台灣科

技產業協會 
330,000 

護理科 
高齡芳療保健產業人才培訓計畫 

陳秀珍 
卡爾儷健康美學

顧問公司 
111,000 

護理科 
芳療對銀髮族心率變化的影響計

畫 
陳秀珍 瑞家有限公司 55,000 

護理科 
音樂照顧活動設計暨戴動人員養

成課程計畫 
陳秀珍 

福樂多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209,880 

動畫科 
氣象科雷達科普影片 

陳宜莉 
攝輯手影像傳播

股份有限公司 
81,000 

動畫科 
奧福兒童律動影音 105 年度廣宣 

陳宜莉 
攝輯手影像傳播

股份有限公司 
56,000 

企管科 
產學連結與培育創業問題 

詹家和 
身心靈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 

資管科 

1061 自然 5 上 6 上科學 Follow 

Me DVD 攝製、WOW 龍哉 DVD

製作 

朱錦文/嚴

竹華 

康軒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70,000 

幼保科 
保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計畫 

武藍蕙 
財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93,600 

動畫科 
105 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金魚動

畫短片)製作案 
陳天順 

零壹影像有線公

司 
80,000 

動畫科 
觀光局委託 2017 歡迎來作部落

課國際行銷委託規劃設技執行案 
楊士央 

悅輝行銷顧問有

限公司 
100,000 

動畫科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 年度旅遊影

像拍攝計畫 
楊士央 

東森電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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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系 計畫名稱 姓名 補助單位 經費 

動畫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地方宣傳計

畫委託計畫 
楊士央 

漢肯事業有限公

司 
150,000 

應外科 
英語配音顧問諮詢計畫 

黃志光 
海學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幼保科 
保母考照術科訓練諮詢顧問計畫 

武藍蕙 
紹善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幼保科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坐月子調理

班 
武藍蕙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72,000 

幼保科 
褓姆考照術科訓練顧問及技術指

導 
武藍蕙 

社團法人新北市

保母協會 
93,600 

視光科/

動畫科 

三角巾包紮影片授權產學合作計

畫 

鄭幸洵      

邱淑媛 

康軒文教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38,000 

護理科 
臥床型泌尿導管附件研究計畫 陳嘉琦 

陳姿螢 

康薦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

00 

護理科 
精油療法康復理療師培訓計畫 

陳秀珍 
丹桂健康文化有

限公司 
60,500 

護理科 
養生樂活多元整合促進師培訓計

畫 
陳秀珍 多元全人企業社 60,500 

護理科 
兩岸健康養老研討會及參訪團計

畫 
陳秀珍 

中華兩岸頤養促

進會 
66,000 

護理科 
京台社區智慧養老交流對接會計

畫 
陳秀珍 

中華兩岸頤養促

進會 
66,000 

護理科 
兩岸健康養生課程培訓計畫 

陳秀珍 
中華兩岸頤養促

進會 
66,000 

護理科 
2017 健康服務產業技術諮詢人才

培訓計畫 
陳秀珍 

社團法人中華健

康美好生活協會 
60,500 

護理科 
台皖醫護人才創業及就業交流計

畫 
陳秀珍 

社團法人台灣科

技產業協會 
119,790 

幼保科 
兩岸健康產業高階育嬰師專業培

訓計畫 
武藍蕙 

廣州市宜爾寶家

庭服務有限公司 

39,000 

(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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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產研成果 

為鼓勵教師多與產業鏈結，增進教師實務經驗，拓展產學合作計畫、

協助公私立機構或企業成長、強化研究發展、改進技術服務暨擴大學生校

外實習機會等，推動辦理專任教師至業界服務，訂定「教師至業界服務辦

法」，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滿二年以上，於不影響本職教學研究工作為原則

下，得依本辦法申請校外兼職或至業界從事與其專業技能相關之研究或指

導，受聘為期一個月以上之職務。 

104學年度兩校合併後訂定「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服務及研習作業要

點」，提供本校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含海內外企業)服務及研習以增加實

務經驗。教師藉由企業服務及研習貼近市場，吸收產業資訊及實務經驗，

有助提升教學及研究，同時藉產學交流發掘產學合作機會，建立產學長期

互動模式，深耕產學合作。其中分為「廣度研習」、「深度實務研習」與

「深耕服務」。在「廣度研習」方面，是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身重點特色，

與公民營機構合作規劃，相互交流之研習活動，增進相互瞭解所需，尋求

適性之業界合作夥伴，並簽訂未來遴聘業界專家、提供教師深度研習或深

耕服務及學生校外實習之合作備忘錄。辦理為期 2 日至 7 日之研習活動，

每班學員 15 人至 30 人；在「深度實務研習」方面，配合教學領域及其自

身重點特色，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產業

研習。此為探討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團隊研習，避免演講式或講座式研

習。由同校或跨校有意願參與研習之教師組成團隊，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訂

定主題，進行為期 4 週至 8 週之活動。研習場域應實地至合作機構或企業，

避免於校內研習，以增加教師實地瞭解產業實務發展現況；在「深耕服務」

方面，視學校發展需求，於本校任職之專任教師，以帶職帶薪方式，與申

請研習服務之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究主題，進行為期半年或一年之研究

或服務。 

 四、建立策略聯盟  

本校賡續與學、業界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期有效整合產官學研資源，促進

雙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共享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提昇整體競爭力。

截至 105學年度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共計 55家。 

 

年度 序號 廠商名稱 

103 01 富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宏景智權專利商標事務所 

03 常龍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4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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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號 廠商名稱 

05 台江國家公園 

06 中華康寧國際經貿科技文教發展協會 

07 米蘭時尚髮型有限公司 

08 佐登妮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9 涵湘舒仕女美容美體藝苑 

10 晨芳美妍企業社 

11 中華民國人體彩繪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12 大亞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13 ETS 台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1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15 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6 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17 中華康寧國際經貿科技文教發展協會 

18 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9 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20 泉橋高級中學 

21 陸軍第六軍團 

22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23 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4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104 01 米蘭時尚髮型股份有限公司 

02 知本金聯世紀酒店 

03 臺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04 華廈訓評有限公司 

05 墾丁假期渡假飯店 

06 山東省家庭服務業協會 

07 臺灣雅芳(股)有限公司 

08 TOUCH 婚紗  

09 莎士比亞婚紗攝影禮服社 

10 思琪妮實業有限公司 

11 社團法人台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 

12 一般社團法人館山市觀光協會(日) 

13 たてやま溫泉 千里の風(日) 

14 休暇村館山(日) 

15 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6 險西工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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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號 廠商名稱 

17 社團法人台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 

18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 

19 以色列里歐貝克教育中心 

20 基隆市立信義國中 

21 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民族藝術學校 

22 酷點校園股份有限公司 

105 01 英檢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02 康寧醫院 

03 動心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04 悅暉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05 天開電影文化有限公司 

06 射輯手影像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07 姵格企業社 

08 安徽新華控股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09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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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創新創業 

一、設置推動組織  

本校 105 學年度將成立學院創客中心，並結合研發處的育成中心，作

為產學合作研發媒合平台，帶動南北兩校區整體產學合作能量提升。成立

跨領域研發團隊，提供企業前瞻性或應用性研發成果及專業領域資訊平

台。建立產學合作資源、流程及成果之管理與運用機制。整合產學研資源

與分享窗口，促進產學合作媒合功能。並依領域及類別建置專家人力資源

資料庫，提供廠商基本資料，以增加產學合作媒合之機會。 

二、開設創新課程   

1.「０資金創業教育」： 

企業管理學系利用行銷管理課程融入「創業教育」(Enterprise 

Education)之元素，融入差異化思維，以０資金０風險創造高營收為目標，

規劃出「０資金創業教育」，讓學生實際操作「創業」、「行銷」之動態課程，

突破以往課堂上僅傳授理論及經驗之靜態課程，創業初期，運用網路拍賣

平台及社群網站為銷售通路，初期０資金投入，以二手物品為銷售商品，

二手物品銷售所得可轉為新品銷售之基本資金來源（此即為０資金創業之

緣由）。課程著重在經營實務操作，運用現有開放式電子商務平台及社群網

站讓學生銷售商品，於操作過程中，授課教師傳授相關技術、學術理論與

實務經驗。於 103第一學期試辦期間，參與該課程所有同學之總營業額達

150,188元。 

2.健康服務特色課程： 

課程係以學生為本位，整合通識教育中心、護理科、嬰幼科及高齡社

會健康管理科之教師，共同開課，且依教師專長教授相關的單元，學生通

過健康維護特色課程(健康維護與急救照護)者，可取得健康維護能力證書

與 CPR證照。 

3.健康資訊課程： 

數位應用學系以健康產業為主軸，105學年度第 2學期擬開設「健康資

訊概論」及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開設「遠距居家照護」，於課程中融入健康

生活理論與數位應用技能，使學生成為健康產業資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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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激勵制度 

本校結合「104-105年度教學增能計畫」鼓勵教師至業界研習或深耕服

務，推動與在地公協會合作及產業鏈結，以符合未來社會環境產業發展趨

勢之研究方向，並編列業界專家指導費用，協助學生發展實務專題研究，

並透過業師共同指導，促進產學共同規劃系所之專業核心能力，調整實務

課程與業界協同教學，培育學生職能導向之能力。 

業師開設課程 

學年度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業界經歷 

103-1 客艙服務與管理 王文儀 長榮航空公司空服員/座艙長 
104-2 「地勤服務與管理」 劉慎崟 復興航空公司(高雄機場)副主任 
105-1 「客艙服務與管理」 劉慎崟 復興航空公司(高雄機場)副主任 

業師協同授課課程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協同授課 業界經歷 

103-1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李明峰 百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 

服裝構成基礎 蕭夙珍 雅多工作室 

校內實習(一) 顏菀伶 

台灣省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附設南區職業訓練

中心 

遊程規劃與設計 王正光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餐飲管理 陳正育 大台南總工會 

餐飲衛生安全 馮吉成 江南渡假村 

社區工作 蘇悅中 郭綜合醫院 

互動遊戲設計 鄭博元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禮儀與文化 許銓祐 

呂偉正 

曾怡儒 

連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經理 

畢業專題(一) 鄭芮蕎 大開劇團 

創意思考與方法 王明聖 互貴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管理 吳文宗 富比積國際有限公司 

高齡照護技巧實務與

實驗 

李淑媚 台北市私立荷園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 

視光學實驗(一) 王博信 

王俊諺 
四季眼鏡精品 

商用英文 林筱玲 陸見公司 

幼兒園教材教法(二) 王昱之 幼兒園所教師 

103-2 管理學 林素玲 中華創新研發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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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課程名稱 協同授課 業界經歷 

時尚攝影 張家銘 注目攝影工作室 

美體紓壓與 SPA 實務 張艾君 西苑高中補校 

探索教育 曾振源 瑞祥旅行社有限公司 

酒吧經營管理 洪健雄 品皇咖啡食品行 

社會福利行政 蘇悅中 郭綜合醫院 

國際專業認證輔導 鄭博元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用日語(二) 謝逸頎 統一企業冰品事業部主任 

電腦繪圖(二) 周俊偉 圖威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護理學實驗 林美君 

呂昭芬 
臺北市 / 市立聯合醫院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 劉政煒 體能鍛練師 

配鏡學實驗(鏡片研

磨) 

林鴻隆 
中山視光眼鏡 

會展英語 林呈在 一仝貿易有限公司 

104-2 

經濟學(二) 戴文照 傑出文教機構 

人力資源管理 杜金鐘 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體舒壓與 SPA實務 謝妙芬 
中華民國人體彩繪工會全國聯

合會 

特效粧實務 蘇家家 台中漂亮寶貝美容美甲館 

時尚專題(六) 蔡燕足 自家工作室 

飾品設計 徐筱雯 
自創品牌 Lovely 徐徐市集閣

樓日 

旅行業作業管理系統 丁海平 百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探索教育 曾振源 瑞祥旅行社有限公司 

西餐廚藝(一) 吳怡玫 還在想酒吧 

台南小吃 鄭博文 台南大飯店 

醫務社會工作 蘇悅中 郭綜合醫院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鍾智慧 台灣萬人社福協會 

基礎筆譯(二) 李  翰 

周穎君 

張正平 

統一數位翻譯公司 

遊戲設計導論 鄭博元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遊戲設計 鄭博元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D動畫設計(二) 陳建男 聯成電腦 

數位廣告設計 陳永華 聯成電腦 

視覺傳達設計 傅俊霖 設計師 

基本護理學實驗 蔡宛芝 

陳維珣 

杜育青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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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課程名稱 協同授課 業界經歷 

蔡蕙汝 

沈家璘 

呂昭芬 

林美君 

林尹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市立聯合醫院院本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康醫醫院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林秀蔚 

鄭曉薇 

石惠敏 

黃怡菁 

康醫醫院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內科加護

病房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康醫醫院 

身體檢查與評估 林秀蔚 

林玉汶 

陳維珣 

康醫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產兒科護理實驗 黃怡菁 

林秀蔚 
康醫醫院 

高齡核心肌群訓練 蔡宗憲 康復物理治療所 

高齡學概論 歐陽妡宜 北醫健檢中心 

溝通與情緒管理 歐陽妡宜 北醫健檢中心 

活動設計 項朝梅 西湖日照中心 

高齡疾病與用藥安全 謝政智 三軍總醫院藥學部 

中醫藥膳養生概論 曹  偉 天心中醫診所 

舒緩與按摩 蔡宗憲 康復物理治療 

照顧服務實務 幸瑾華 新北市私立智英老人長期照

護中心 

人力資源管理 鄭致文 

劉淑芬 

戴楊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應用商業

管理協會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

團法人台北醫學大學辦理 

泛亞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 

會計概論 蔡國瑞 陽光福利基金會 

行銷管理 張智傑 富邦集團創新科技辦公室 

零售管理 吳文宗 富比積國際有限公司 

服務業管理 莊汪清 廣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告學 曾季隆 身心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邱朝聖 鵬曜國際有限公司 

國際企業管理 邱朝聖 鵬曜國際有限公司 

影視攝影 陳宜莉 攝輯手影像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 

動畫媒材應用 楊美紅 動心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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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課程名稱 協同授課 業界經歷 

影視動畫工作坊 呂佩玉 台灣珮格企業社 

動畫場景設計 劉尚聞 捷思兔創意有限公司 

觀光英語 吳宗憲 靜宜大學 

商用文習作 潘梨秋 日商帝禧有限公司 

105-1 財務管理 謝禮臨 天勳資訊有限公司 

時尚專題(三) 蕭宏能 府城陶坊 
芳香療法與實習 陳姿宜 日月星美容美體 SPA館 

方案設計與評估 鍾智慧 社團法人台灣萬人社福協會 

旅行業票務 丁海平 百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飲食文化 蕭鈴蕙 高雄空廚 

基礎筆譯(一) 鍾莉方 語星翻譯 

專題(三) 鄭芮蕎 大開劇團 

互動遊戲設計 鄭博元 愛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神科護理學與實作 許瀚仁 三軍總醫院 

婦產科護理學 劉春棗 臺安醫院 

銀髮族筋膜舒緩與保健 陳淵琪 康富物理治療所 

人體解剖生理學(一) 吳錦楨 國防醫學院 

雙眼視覺學實驗(二) 王詩于 瑞光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配鏡學實驗(一) 吳晉嘉 艾佳光學有限公司 

動化產品企劃 林國清 

楊月燕 
匹歐匹實業有限公司 

嬰幼兒遊戲 李金翼 手品企業有限公司 

嬰幼兒造型藝術 陳曉燕 

李科霆 
幼兒園 

晤出團故事王國 

四、推動創業培育  

1.尋求廠商進駐活化校內資源： 

建立校院與產企業界之產學合作研發機制，主動配合產企業界需求，

提出專題研發或創新研究，協助產業升級及學校轉型。配合學校發展特色，

尋求有意願結盟之產企業，結合學校人力、物力資源，落實教育務實致用

之特色。縮短學校培育人才與產企業界人才需求之落差。 

2.整合跨部門及跨領域資源： 

產學組將結合就業輔導組、推廣教育組以及育成中心，共同推動全校

產學合作相關業務，其中包括跨部門合作會議、跨領域教師交流會議等，

將人才培育、研發、產業發展不同面向加以整合，以促成資源運用效益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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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化育成中心專業性及創業培育： 

外界對於學校「育成中心」大多數是不了解的，因此宣傳本校育成中

心的功能，同時並鼓勵校內學生於校內創業，老師從旁協助指導，使育成

中心永續經營。育成中心主要任務為整合校內外資源，建構優質育成平台，

促進廠商內外部合作聯盟、統籌協助進駐企業發展事宜，定期撰寫計畫進

度報告，指導撰寫營運計畫構想書，協助撰寫投資計畫書募集資金、協助

申請政府相關研發計畫之經費補助、開辦育成業務有關課程，並視廠商需

要，引介其他專家學者進行專案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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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拓展國際交流 

(一)訂定鼓勵措施   

1.推動國際化與獎補助師生參與國際活動 

本校積極推動國際化計畫、並獎補助師生參與國際性學術與學習交流

活動，訂有相關辦法例如「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獎勵要點」、「學生出國進

修獎助辦法」、「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補助

師生參與國際交流活動，以及國際性學術與學習交流活動。 

2.吸引國際學生入學之機制 

本校為吸引國際學生入學，訂有相關辦法例如「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外國學生輔導辦法」、「外薦交換學生入學申請表」、「外籍學生獎學

金設置要點」、「僑生校外工讀管理辦法」、「僑生就學及輔導辦法」、「與國

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二) 學術交流成果  

本校努力提升與姊妹校的實質交流，在交換生方面，從 103 年至 105

學年，本校學生赴國外姐妹校擔任交換生的總人數成長超過一倍（103 學年

度 4 人至 105 學年度 9 人）；交換的國家也從日本逐漸擴大至美國及東南亞

地區(如下表)。 

 1. 103-105 學年度本校學生出國研修遊學，表列如下： 

學年度 學術交流 

103 

陳信瑜、龔誌權同學至姐妹校日本目白大學研修，並獲得教

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 

姚宜君、劉奎麟同學至姊妹校桂林旅遊學院交流一學期，並

依據本校出國進修獎助辦法獲得機票補助。 

104 

呂雯汶、林彣宸分別申請至日本大阪國際大學及目白大學研

修一學年，並獲得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 

張甫成同學申請至日本大阪國際大學研修，並依據本校出國

學年度 103 104 105 

總人數 4 4 9 

國

家 

日本 4 4 6 

美國 0 0 2 

馬來西亞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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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術交流 

進修獎助辦法獲得機票補助 

朱芸萱、許佐伊同學申請至本校姊妹校─浙江樹人大學進行

交流，並依據本校出國進修獎助辦法，各獲得交流補助八千

元 

張家華、王芳妤、顏銘萱、顏廷育、林俞廷、王薏婷、陳韋

碩、董俊佶、賴俊嘉、曾亦仙、郭冠麟、楊郁萱、李晶祐、

李明憶、黃翊雯、魏筠容共 16位同學，獲本校亞歷桑納大學

基金會(UA Foundation)補助學費和住宿費，前往美國亞大語

言中心海外研習 32 天。 

105 

廖宥荃、王偉志、林書臣、李蕙妤申請至日本目白大學進行

交流，陳胤孝、陳盈羽、李昕盈、郭瀚元至日本姊妹校進行

交流；陳品伶、顏吟融申請至日本目白大學研修一學年，並

獲得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熊佳娣至馬來西亞姊妹校進

行交流，裴安文申請至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交流，並獲得教育

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林珍羽、楊絜茹至美國姊妹校進行交

流，邱筠期申請至聖地牙哥州立大學交流，並獲得教育部學

海飛颺計畫補助。 

申請至日本目白大學進行交流；蘇惠羽申請至日本大阪國際

大學進行交流 

姬田薰、都築紅葉來台擔任交換生。 

張秀燕申請至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流，並獲得教育部學海惜珠

計畫補助；應外系陳孟哲、彭尹瑄、江玟妗、林孟廷、楊沛

綺、朱愛如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至日本千葉縣館山

市溫泉渡假飯店實習。 

2. 103-105 學年度海外姐妹校學生至本校擔任交換生，表列如下： 

   從 103 年至 105 學年，雖因政治因素導致交流生於 105 學年度起人數下降，

但在交換生方面，海外姊妹校仍穩定選送學生赴本校研修(如下表)。 

 

學年度 交換生 國籍 姐妹校 

103 
榷部麻里亞 日本 目白大學 

蔡登基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學年度 103 104 105 

交換生總人數（日本） 2 4 1 

交流生總人數（中國） 25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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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交換生 國籍 姐妹校 

梁李婷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馮歡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楊封琴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井口ノ悠紀之 日本 目白大學 

聶粒青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古倩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黃思鳳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陳建菲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104 

三井杏子 日本 目白大學 

聶翠婷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鄧淑蘭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陳鑫寧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趙朗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莫永俊 中國大陸 桂林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山田詠一 日本 目白大學 

吉田沙智子 日本 目白大學 

姫田薫 日本 目白大學 

105 都築紅葉 日本 目白大學 

 

3.102-105 學年度共締結姐妹校 28 所，表列如下： 

本校為提升國際視野，103-105 學年度間除與已簽約的姊妹校保持良好

關係外，更積極尋求與知名大學締結學術聯盟的機會。從 103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本校共增加 16 間姊妹校。 

 

簽約日期 國別 學校名稱 

2013/04/26 日本 目白大學 

2013/05/01 中國大陸江蘇省 無錫衛生高等職業技術學校 

2013/05/01 中國大陸江蘇省 蘇州衛生職業技術學院 

2013/12/06 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

治區 

桂林旅遊學院 

2014/02/24 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

區 

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民族藝術學

校 

2014/03/04 美國德克薩斯州 達拉斯浸會大學 

2014/03/06 泰國 博仁大學 

2014/05/13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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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日期 國別 學校名稱 

2014/05/16 馬來西亞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Kuala Lumpur Campus 

2014/07/01 日本 大阪國際大學 

2014 中國大陸雲南省 雲南師範大學 

2014/11/08 中國大陸山西省 山西工商學院 

2015/02/28 中國大陸浙江省 浙江樹人大學 

2015/05/20 泰國 技術帕那空 Rajamangla 大學

（RMUTP） 

2015/05/22 中國大陸河南省 信陽師範學院華銳學院 

2015/05/30 越南 阮必成大學 

2015/12/01 中國大陸北京市 中華女子學院 

2015/12/10 中國大陸浙江省 寧波職業技術學院 

2016/04/19 以色列 Leo Baeck Education Center  

2016/07/31 中國大陸湖北省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2016/11/18 日本 盛岡高級中央學校 

2017/01/31 中國大陸江蘇省 南京特殊教育學院 

2017/04/15 中國大陸安徽省 安慶醫藥高等專科學校 

2017/06/06 
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治

區 
廣西財經學院 

2017/06/23 中國大陸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學房山分校 

2017/06 印尼 印尼 STIPRAM 學院 

(三) 關懷境外學生  

1. 不定期辦理境外學生活動提供適當生活調劑。 

2. 辦理校外參訪活動，體驗我國在地文化、增加國際交流。 

3. 協助境外學生在臺生活協助及關懷輔導。 

4. 104 學年度辦理境外學生活動表列如下： 

日期 境外生活動 

104.01.25 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學園區 

104.03.05 兵仔市，水耕蔬菜農場校外教學 

104.03.06 探索教育校外教學 

104.03.11 校園 3on3籃球賽 

104.03.16 「友善校園週」推動紫錐花運動系列活動 

104.03.18 當我們宅在一塊 

104.03.18 創意激排盃排球比賽 

104.03.19 台糖有機蔬菜農場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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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境外生活動 

104.03.25 「友善校園週」交通安全宣教活動 

104.03.27 熱情陽光 健康 Love 愛心育幼院活動 

104.04.10 泡泡足球體驗 

104.04.11 健康噗噗 GO服務 Happy Fun 

104.04.14 宿舍清涼一夏 HappyGo-剉冰火鍋卡拉 ok 之夜 

104.04.16 民主法治及人權教育宣教活動 

104.04.28 僑外生參訪聯誼活動 

104.04.29 孝緣傳情孝道創意表演競賽 

104.05.01 生態文化教育活動暨攝影技巧交流成果展 

104.05.04 交通安全教育宣教活動 

104.05.04-08 魔術週 

104.05.06 防火防災觀摩實作-防災館 

104.05.08 品德教育推展-感念母恩手工香皂製作活動 

104.05.12 參訪奇美博物館、虹泰水凝膠 

104.05.16 墾丁阿朗壹古道健行 

104.05.18 芳香紓壓講座 

104.05.19 舞蹈、漂浮、以色列 

104.05.29 EMT-1 初級救護技術員教育訓練 

104.05.30 躍動府城-美食育樂營 

104.06.02 星光電影院 

104.06.04 僑外生端午節聯歡活動 

104.06.11 康寧「初」發畢業晚會暨低碳反菸園遊會 

104.06.13 『花向未來』畢業巡禮+畢業晚會 

104.07.01-15 合歡山登山健行 

104.09.02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104.09.10 宿舍自治幹部進住訓練暨溫馨迎接新生入住活動 

104.09.13 新生心理測驗+新生始業輔導講習 

104.09.14 僑生 (含港澳生 含港澳生 )、外籍學生輔導講習活動 

104.09.22 新生 CPR+AED訓練 

104.09.22 品德教育推展-敬師手工串珠雙色杯墊製作活動 

104.10.06 僑外生秋節迎新聯誼晚會+宿舍迎新肉聯誼活動 

104.10.07 成長團體「自我探索與表達」 

104.10.19 交通安全教育宣教活動 

104.10.21 僑生(含港澳生)、外籍學生品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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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境外生活動 

104.10.22 僑外生反毒漆彈聯誼自強活動 

104.12.08 「雙向溝通、幸福 100」住宿生座談會 

104.12.23 「Let it go」雪花飄聖誕晚會 

 (四) 接待國外貴賓 

本校 104-105 學年度共接待來自 22 間來自中國、日本、以色列、馬來西

亞、越南等地的姊妹校及大專校院的參訪，接待的貴賓人數共計 240 人；22

間參訪校院中，有 3 間來自日本，1 間來自以色列，1 間來自馬來西亞，一間

來自越南，17 間來自中國。 

104-105學年度共計 22場次，參訪人數共 240人，表列如下： 

來訪單位 國別 參訪日期 人數 來訪目的 

桂林旅遊學院 中國 104.09.14-20 2 學術交流參訪 

大阪國際大學 日本 105.03.10 2 學術交流參訪 

目白大學師生代表團  日本 105.03.13-17 14 學術交流參訪 

以色列師生代表團 以色列 105.04.11-20 24 學術交流參訪 

桂林旅遊學院 中國 105.05.10-11 2 學術交流參訪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

合總會 
馬來西亞 105.05.20 12 學術交流參訪 

桂林旅遊學院 中國 105.06.06-07 2 學術交流參訪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中國 105.07.11-25 22 學術交流參訪 

湖北省武漢市教育團 中國 105.06.29 9 學術交流參訪 

湖北省武漢市黃陂一中

參訪團 
中國 105.08.05 20 

學術交流參訪 

上海市幼教教育團 中國 105.10.11 17 學術交流參訪 

安徽省新華教育集團 中國 105.10.18 7 學術交流參訪 

日本盛岡中央高等學校

交流團 
日本 105.11.18 18 

學術交流參訪 

湖北省黃岡市基礎教育

交流團 
中國 105.11.25 8 

學術交流參訪 

廣東省中山市教育參訪

團 
中國 105.12.13 15 

學術交流參訪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

參訪團 
中國 105.12.13 7 

學術交流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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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單位 國別 參訪日期 人數 來訪目的 

安徽省安慶醫藥高等專

科學校參訪團 
中國 

106.03.16 
9 

學術交流參訪 

北京醫養康(研發處協辦) 中國 106.03.31 7 產學交流 

四川西南醫科大學參訪

團 
中國 

106.06.19 
21 

學術交流參訪 

湖北省武漢市黃陂養老

產業考察團 
中國 

106.06.21 
12 

產學交流 

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 中國 106.06.28 5 學術交流參訪 

越南同塔省參訪團 越南 106.07.26 5 學術交流參訪 

 

(五)和國外學校簽署合作 

1.本校於 105學年度參與由臺南市市長賴清德率領臺南市內 12位大學校長所 

  組成的「臺南市大學聯盟」（TNUA），於本(106)年 3月 4日至 11日訪問越南 

  胡志明市、馬來西亞吉隆坡市及印尼雅加達市等地，分別拜會臺商總會、留 

  臺校友會、大學聯盟及官方單位，簽署產學交流合作與人才培育備忘錄。 

2.本校目前已與越南 University of Haiduong和 Global HYP Academy兩校簽  

  署兩校合作意向書。 

3.與越南 College of Industry Techniques 合作開辦越南投資及語言訓練推 

  廣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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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落實學生輔導 

一、軍訓室： 

(一)概況： 

1. 編制情形：教官員額 9員，現有 4員。 

2. 業務職掌：學生生活輔導與校園安全管理(升旗、生活常規、宿舍管理、

毒品幫派防制、服儀管制、校園巡堂、班級輔導、導師、社團指導老師…

等)。 

(二)成果與展望： 

1.成果： 

(1) 本校榮獲教育部 105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評選績優學校，並於

106年 2月 24日兵役節慶祝大會表揚，由校長親自與會領獎。 

(2) 為防止毒品進入校園，產生嚇阻作用，本校 105 學年度辦理 2 次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定人員尿篩計 5人 10次，並召集各學術一級單位召開跨

單位反毒會議兩次，藉以強化防制學生藥物濫知能與處置能力，藉以

營造健康清新校園。 

(3) 為落實本校健康救護暨反毒、拒菸教育，增進本校師生毒品及菸害對

人體健康危害認知，本校 105學年度共計辦理 2場「推動紫錐花運動」

─反毒講座，分別邀請治平高中楊森永教官及士林地檢署王碩志檢察

官採親身實例分享以及集體反思方式對全校學生實施講演，互動及宣

教成效良好。 

(4) 105-2學期由軍訓室與學輔中心辦理「看見勇氣、尊重生命、拒絕毒品

-溯溪體驗」活動 1場次，鼓勵學生走向戶外，擁有正當的休閒活動，

避免於不當的場所遭毒品誘惑或侵害，參加師生計 25人，活動圓滿，

成果良好。 

(5) 為確維宿舍生活品質，本校 105學年度共計辦理 4場次住宿生大會及 2

場次寢室長會議，會中並邀集總務處等 3 單位列席，有效溝通及解決

學生宿舍相關生活問題。 

(6) 為讓住宿舍建立正確防災逃生觀念，105學年度計辦理 2場宿舍防災逃

生演練，學生均能有次序並依逃生路線完成演練。 

(7) 本校自 105 學年度成立宿舍自治幹部社團，期間辦理 4 場次校內、外

聯誼、重要節日、慶生及服務學習活動，有效增進宿舍學生情感與賡

續管理。 

(8) 藉辦理校外賃居學生座談，責由各賃居生導師配合警消人員實地訪

視，期能有效維護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減少賃居意外事件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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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賃居服務品質，俾使家長放心，學生安心。座談會參加對象為

本校校外賃居學生、該班導師、輔導教官，並邀請房東共同參與。105-1

學期賃居生座談會於 105年 10月 19日辦理完畢，參加人數 60人，並

於 105年 11月 28日完成 22位同學訪視工作，訪視結果均符合相關安

全法規。105-2 學期賃居生座談會於 106 年 3 月 22 日辦理完畢，參加

人數 45 人，並於 106 年 5 月 2 日完成 16 位同學訪視工作，訪視結果

均符合相關安全法規。 

2.展望： 

教官逐漸離退，招募校安人員確實銜接，繼續維持校園安全無罅隙。 

二、課外組: 

(一)概況： 

1. 編制情形：台北校區編制員額組長 1員，組員 2員；台南校區編制員額副

組長 1員，組員 2員。 

2. 業務職掌：主要辦理學生各項助學措施、校內外獎助學金、慶典活動、社

團輔導。 

(二)成果與展望： 

 1.成果： 

(1) 辦理就學貸款與校內外獎助學金 

   台北校區: 

       項目 各項減免方案 
高職免學費方

案 
弱勢助學方案 就學貸款方案 

1051 
人數 378 1,660 90 280 

金額 7,898,976 33,324,500 2,437,000 8,925,347 

1052 
人數 631 1,632 82 268 

金額 15,638,179 32,896,509 2,284,500 8,491,034 

    

   台南校區: 

項目 
1051 1052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就學貸款 459 12,603,411 294 12,164,127 

弱勢助學 - - 86 1,115,000 

原住民獎助學金 26 487,000 20 405,000 

學產低收獎學金 46 46,000 46 46,000 

急難救助 4 30,000 5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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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助宿優惠 46 222,000 40 228,800 

教育獎 - - 147 274,500 

生活助學金 10 380,000 12 540,000 

競賽證照獎學金 - - 68 116,800 

康寧文藝獎 - - 14 10,500 

 

(2) 輔導學生社團活動 

承辦社團/單位 日期 活動內容 人次 

南康蔚藍社 

105/11/25 環境保護大作戰 11 

105/11/5 及

1/7 
流浪動物之家活動 28 

106/5/17 樸島太郎與巫婆的鬥爭 40 

南康蔚藍社、急

救社 
106/6/3~4 急救保衛戰士 74 

軍研社 

105/10/27 軍研直直撞迎新各種烤 50 

106/1/6~8 「認識台灣」育樂營-寒假帶動中小學活動 70 

106/6/29 進擊的漆彈魂 25 

原動力社 
106/4/24 把愛傳出去 25 

105/11/30 社區服務活動-觀夕平台 22 

康輔社 

105/10/14 五社聯合 123 

105/12/21 
105-1服務學習社區服務活動-聖公護理之

家 
8 

僑外社 

105/9/24 熟識台南暨美食吃透透僑生迎新 25 

105/10/25 異國料理交流 41 

106/5/19 端午節傳統飲食文化交流活動 80 

熱音社 105/11/23 康寧回憶錄~從心出發 39 

學生會、軍研社

及僑外社 
106/5/10~11 106年度校際觀摩學習活動 43 

學生會及南康蔚

藍社 
106/3/25~26 

106年度自治性/一般性社團成果競賽暨觀

摩活動 
40 

籃球社 

10/17 至 10/19 冬際盃籃球賽 171 

10/15 至 10/16 康寧盃校際籃球邀請賽 272 

105/11/18~25 105學年度大專盃籃球聯賽 15 

106/5/27~29 康寧盃全國校際籃球邀請賽 357 

106/5/1~3 春際盃籃球賽 225 

攝影社 105/10/27 我與攝影有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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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5~9 時尚趴今日我最美 179 

106/6/7 看見鏡頭裡的故事 154 

學生會 

105/12/20 聖誕三日 128 

105/12/10 逗陣來做伙園遊會 141 

105/10/4 未來的你，明日的康寧 202 

105/10/5 明日的你，將往何處(社團博覽會) 229 

105/10/5 Let Us Show You(社團成果展) 164 

105/12/19~22 聖誕，夜慢 80 

105/12/13~14 大學生什麼創意無限大 30 

105/12/5~15 給學校一個讚 60 

105/9/21 105-1期初社團聯合座談會 65 

105/12/1 105-1期末社團聯合座談會 80 

105/12/12 
社區服務活動-台南日間照顧中心及秋茂園

淨灘 
40 

106/5/24 
名人演講--為愛受苦-女作家自殺看情緒管

理 
298 

106/6/10 下一站啟航 211 

106/5/31 系呼比賽 73 

106/4/26~28 密室逃脫 78 

106/4/26 康寧橋命名比賽 75 

106/6/26~28 康寧遊戲社團幹部訓練 40 

106/3/7 105-2期初座談會 55 

106/6/7 105-2期末座談會 63 

課外組 

105/12/8 
105-2服務學習社區服務活動-青草國小(企

管系) 
9 

106/3/30 105-2服務學習-番茄小農(企管系) 8 

105/12/7 
105-1服務學習社區服務活動-南興里(休管

系) 
12 

106/4/26 105-2服務學習-南興里(休管系善化高中) 30 

105/11/30 
105-1服務學習社區服務活動-聖母廟(健康

系) 
12 

106/4/27/28及

6/2 

105-2服務學習-安南日照及美麗園(健康系

及土城高中) 
104 

106/4/28 105-2服務學習-公塭里(資傳系) 7 

105/11/28 
105-1服務學習社區服務活動-觀夕平台(僑

外社、應外系及數應系) 
25 

106/4/24 105-2服務學習-南興里(數應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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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6 105年度校內社團評鑑 62 

105/12/28 105-1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 42 

106/6/6 105-2服務學習成果發表 46 

105/10/27 105-1服務學習-南興里(餐管系) 14 

106/3/30 105-2服務學習-聖公護理之家(餐管系) 17 

105/12/2 
105-1服務學習-台南日間照顧中心(應日

組) 
17 

106/4/28 105-2服務學習-荷園日照中心(應日組) 17 

106/4/24 105-2服務學習-台南啟智學校(應英組) 15 

企管系 

105/11/9 企逃狼來了 33 

105/10/6~7 休管迎新 就是要你 缺一不可 40 

106/6/6 老師，有怪物電影講座 147 

106/5/9 心心相印 70 

餐管系 

105/12/7 非薯不可 30 

105/10/27 贏心烤肉 32 

105/11/22 DIY鬆餅帶動中小學活動 57 

應外系 105/10/6 新生認親迎新活動 63 

 

(3) 獲獎 

日期 內容 

105.03.19 105年度全國社團評鑑跆拳道社榮獲優等獎 

105年度全國學生自治會參與評鑑榮獲服務獎 

105.03.19

-20 
飛騰康輔-106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甲等獎 

105.04.19 康寧大學關懷社會愛心廣被 104 年度捐血成績優異表揚 

105.12.03 本校羽球社榮獲 2016中華科技大學六校聯合羽球友誼賽團體賽季軍 

105.11.20 本校羽球社榮獲 2016李寧全國分級羽球排名賽 3.0級女子雙人組亞軍 

105.12.05 本校合唱團榮獲「105年台北市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東區組第二名，名

列優等 

105.11.27 本校跆拳道社護三愛李品萱同學、視三忠廖苡涵同學分別榮獲 2016年

全國大專院校武鬥季色帶品勢銅牌 

105.12.10

-11 

本校啦啦隊榮獲 105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指定彩球大專組冠軍、殿軍，

競啦女子團體中學組冠軍，指定動作中學組季軍 

106.03.25

-26 
南康蔚藍社-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甲等獎 

106.03.26 106年度全國社團評鑑數位影視動畫科榮獲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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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全國學生自治會參與評鑑榮獲服務獎 

106.04.23 本校創舞社參與西門町台灣好 YOUNG 舞藝對決競賽活動，榮獲第一名，

獎金 3萬元。 

106.04.30 本校羽球社榮獲 2017銘傳大學羽球友誼賽團體賽亞軍。 

106.06.17 本校啦啦隊及創舞校隊 榮獲 2017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2 金 1銀 1

銅及第五名佳績 

嘻哈個人大專組 第一名(五應四忠林緯鎰同學) 

嘻哈 4-6 人團體大專組 第一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A隊 第二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B隊 第三名 

五人技巧高中女子組 C隊 第五名 

 

2.展望： 

配合學校各項政策並繼續辦理各項助學措施使弱勢學生能安心就學，輔導學

生社團活動活絡校園。 

 

三、學輔中心： 

(一)概況： 

1. 編制情形：台北校區共 3名心理師，資源教室 1名社工師，1名輔導員。

台南校區共 3名資源教室輔導員。 

2. 業務職掌： 

台北校區 

  學生輔導、導師業務及學生申訴。 

台南校區 

(1) 推動校園心理衛生三級防治機制。 

(2) 辦理憂鬱及自我傷害高關懷學生篩選及追蹤輔導。 

(3) 落實生命教育，辦理講座及團體。同時透過定期活動「健康樂活康寧

TALK」，提供學生自我實現舞台。 

(4) 強化導生互動網絡，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及編製導師輔導資源手

冊，以強化導師輔導及班級經營技巧。 

(5) 落實導師制度與優良導師遴選制度。 

(6) 辦理學生成長團體及輔導專題講座，提升學生生活適應、增進學習效

能及實現潛能。 

(7) 推動各項心理衛生教育，包括生涯發展教育、人際關係教育、家庭與

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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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落實性別教育，強化師生正確之性別意識，並深入社區，辦理性別平

等宣導活動。 

(9) 持續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及關懷體制與資源整合。 

(10) 辦理教育部補助計畫「滑阿滑~網路成癮系列活動」。 

(二)成果與展望： 

1.成果： 

 台北校區 

(1) 105學年度諮商輔導(含學生、家長、導師、社工等)共約 920人次 

(2) 建立 line@群組，強化與家長聯繫平台，目前共約 900人 

(3) 1052導師工作坊、研習共約 10場,約 150人次 

(4) 1052召開導師會議、轉銜會議、個案輔導會議共約 6場，150人次 

(5) 「看見勇氣-溯溪體驗工作坊」透過體驗活動、團體輔導及各項活動，

引導學生學習溝通、協調、團體合作的技巧，並結合個人及他人的智

慧，發揮潛力，克服困難，解決問題，共約 25人次。 

(6) 桌遊媒材系列工作坊 2場、精油舒壓工作坊 2場共約 40人次參加 

(7) 「康寧 TALK-我生命中的火花」由校內各科系學生透過演講方式，由專

業演講評審和老師進行評分，演講內容達到啟發學生正向性，達到生

命教育之意義，使學生在人生發展路上發展，更進一步，未來由學生

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共約 80人次。 

(8) 生命教育活動-憂鬱與自我傷害預防講座共 5場、「微笑面對障礙,創造

不設限的人生!」生命教育校部週會講座、「生命電影欣賞與心靈對談」

工作坊，共約 1700人次參加 

(9)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愛的“視”界‧尊重同行~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

影像防治校園宣導講座」、「性別平等教育酷卡設計比賽活動」、「感情

電影《聽說》與心靈對談」工作坊、感情專題講座 3場、「真愛之旅~

愛情探索成長團體」 (一)~(五) ，共約 1100人次 

(10) 輔導股長及志工訓練活動。 

 台南校區 

日期 辦學績優成果 

105.09.18 辦理「台南校區 105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 

105.09.20 「106 學年度學生心理測驗及衛教宣導」 

105.09.13 透過共同討論及經驗交流的方式，促使導師及各處室瞭解行政單位

相關業務，共同討論執行上的困難層面，規劃出更適合的方式處遇。 

105.09.13 讓導師透過講師的分享，瞭解導生的正向互動與關係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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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20 辦理「輔導小尖兵-班級種子綜合座談」 

105.11.11 
1. 講介紹擁抱親密的力量，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2. 講師透過親自引導的方式帶領導師如何自助及協助他人按摩放

鬆。師透過親自引導的方式帶領導師如何自助及協助他人按摩

放鬆。 

105.11.26 辦理「愛在社區大連線-性別平等社區宣導」。 

105.12.1 「愛的諮商室」性別平等活動計畫，講師透過牌卡諮商，協助學生

做情感自我探索，藉此建立個人價值與內在對話，讓學生有機會從

另一個較客觀的角度，獲得具參考價值的資訊，進而為自己作出適

合的行為與抉擇，共 25人參加。 

105.12.28 辦理「毛小孩療癒工作坊」 

105.12.30 透過共同討論及經驗交流的方式，促使導師及各處室瞭解行政單位

相關業務，共同討論執行上的困難層面，規劃出更適合的方式處遇。 

105.12.30 讓導師從歡樂的桌遊中，感受與人互動、專注力、記憶力、邏輯及

推理能力、表達能力等多元體驗，讓老師透過遊戲感受不同的狀況

與互動，運用在訓練學生解決衝突、應用策略的能力。 

106.02.07 透過共同討論及經驗交流的方式，促使導師及各處室瞭解行政單位

相關業務，共同討論執行上的困難層面，規劃出更適合的方式處遇。 

106.02.07 讓導師透過講師的分享，瞭解同志學生的心路歷程，探討當導師處

在家長與同志學生之間該如何調解雙方的疑慮。 

106.03.22 「生命の光-罕見疾病分享講座」邀請罕見疾病病友，以講座的方

式，將自身的奮鬥歷程分享給學生，勉勵參與者能在人生的困境繼

續往前走，共 83人受益。 

106.03.15、

105.05.17 

「專業人員輔導評估活動」， 邀請心理師進行學生個別評估，針對

當下身心狀態，提供學輔中心人員輔導方向及具體建議，共 22 人

參加。 

106.03.28-05.

22 

辦理「健康樂活康寧 TALK」活動，規劃九個系所進行康寧 TALK演

說比賽，以老年及健康生活為主題，邀請參賽者上台分享自己的想

法，提供本校學生上台表達的機會，220 人次參加。 

106.04.28 「康寧好厝邊性平宣導活動」企劃，帶領本校學生至鄰近社區-安

南區公塭里社區，於廟埕及社區活動中心進行宣導性別平等宣導、

衛生教育宣導與獨居老人關懷，共 74人參加。 

106.05.08 「紙要平等，藝起來！」邀請紙雕老師郭孟龍講師帶領工作坊，以

實際操作方式完成每位參加者的紙藝精品，20人參加。 

106.05.12 
1. 老師們樂於積極參與活動流程，並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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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老師對於休閒生態的認知，促進休閒生態環境教育。 

106.06.28 透過共同討論及經驗交流的方式，促使導師及各處室瞭解行政單位

相關業務，共同討論執行上的困難層面，規劃出更適合的方式處遇。 

106.06.28 讓導師透過講師的分享，瞭解及早識別自殺行為的徵狀以便發現高

危險群之學生，以做到預防的工作。 

 

2.展望： 

 台北校區 

落實五專高年級及轉復學生高關懷篩選與輔導。 

 台南校區 

落實本校師生心理衛生三級預防工作，強化導師功能，強化學生人際、生

活及職涯等方面之能力，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與生活之適應能力，持續

辦理各式生命教育、性別平等與心理健康之活動。 

 

四、職發中心： 

(一)概況： 

1. 編制情形：台北校區共 1名約聘辦事員。台南校區共一名校安教官 

2. 業務職掌： 

 台北校區 

 辦理校友流向調查、畢聯會、畢業典理、職涯講座或就業相關活動、ucan

施測、愛心碼 137捐贈。 

   台南校區 

(1) 辦理教育部「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業務。 

(2) 辦理勞動部各項補助計畫。 

(3) 辦理就業專題講座、企業廠商說明會、校園徵才博覽會。 

(4) 辦理職涯適性測驗與生涯輔導講座。 

(5) 輔導畢業生製作畢業紀念冊。 

(6) 辦理畢業典禮。 

(7) 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校友回娘家、雇主滿意度調查。 

(8) 提供校外工讀資訊，接受廠商、公司行號求才，轉介學生求職等。 

(二)成果與展望： 

1.成果： 

 台北校區 

(1) 102 學年起推動成立「集愛基金」，配合政府推動電子發票，推動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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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校友、家長及社會各界捐電子發票協助學生就學，截至 105 年

度共受贈 7,313張，中獎金額共 16,200元。 

(2) 辦理 1 場「猴」犀利校園徵才博覽會暨雇主說明會，共計 650 人次參

與。 

(3) 辦理 1場職涯適性專題講座-掌握自我、洞悉未來，共計 341人次參與，

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度 92.7%。 

(4) 辦理 5場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共計 300人次參與，

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97.8%。 

(5) 辦理 2 場職涯主題講座-勇敢追夢，邁向托育人圓專業之路，共計 65

人次參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94.7%。 

(6) 辦理 6場生涯講座(職業、興趣與志業；用時間成就自己；形象管理講

座；生涯興趣探索)，共計 405人次參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8.5%。 

(7) 辦理 1 場護理職涯與護理師考照的重要性，共計 870 人次參與，整體

活動感覺滿意 99.9%。 

(8) 辦理 6場職涯講座，共計 223人次參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7.9%。 

(9) 辦理 1 場大學職涯規劃系列講座-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共計 80 人次

參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 55.1%。 

(10) 辦理 2場職涯主題講座-讓天賦自由，你也可以不一樣，共計 94人

次參與，整體活動感覺滿意平均 88.6%。 

(11) 辦理 1場生涯主題講座-美麗新視界，共計 82人次參與，整體活動

感覺滿意 96.4%。 

(12) 辦理 1 場生涯起飛、洞悉自我，共計 55 人次參與，整體活動感覺

滿意平均 87.3%。 

(13) 辦理 1場多方位學習、本質腦培養，共計 193人次參與，整體活動

感覺滿意 88.6%。 

台南校區 

(1) 辦理 1 場猴你賺大錢校園徵才活動暨職業適性分析，共計 250 人次參

與。 

(2) 辦理 8 場次職涯發展研習營，共計 364人參與。 

(3) 辦理致富導航講座，共 45人參與。 

(4) 辦理履歷與面試技等求職系列、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共計 120

人次參加。 

(5) 辦理校友回娘家活動 2 場次，共計 57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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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望： 

  台北校區 

  提升校友雇主滿意度追蹤率、愛心碼捐贈金額增加。 

台南校區 

  協助學生進行職業適性測驗及職涯探索，藉由辦理各項講座、工作坊及企

業參訪等活動，幫助學生確認職涯興趣並能與科系特長結合，強化職場就

業能力。同時藉由畢業生流向調查，協助科系了解畢業生之發展是否與科

系屬性相符並依此調整課程內容，提昇學生之就業率。 

伍、衛保組 

(一)概況： 

1. 編制情形：台北校區 1051 學年度有 1 位護理師，擔任組員；1052 學年度

有 1 位護士擔任組員，1 位講師(護理師)兼任副組長。台南校區有 2 位護

理師，擔任組長及組員。 

2. 業務職掌： 

台北校區 

(1) 辦理新生暨轉學生入學身體健康檢查，並針對異常者給予追蹤輔導。 

(2) 辦理教職員工健康體檢與預防保健。 

(3) 辦理 B型肝炎疫苗接種事宜。 

(4) 結合衛生所及社區共同舉辦健康衛生教育宣導。 

(5) 建立健康資訊網路系統，提供本校師生保健相關資訊，播放相關醫療

保健衛生資訊，宣導健康教育。 

(6) 提供學生平安保險保障內容及協助相關保險理賠業務。 

(7) 校園內行政與教學提供急救箱設備，協助校園緊急意外傷病處理及支

援運動會救護活動。 

(8) 推廣校園急救教育訓練，提升校園安全之緊急救護能力。 

(9) 落實餐廳衛生衛生管理機制，及辦理食品抽驗送檢工作。 

(10) 每學期辦理乙次愛心捐血活動。 

(11) 辦理全校各班勞作教育暨競賽活動。 

台南校區 

(1) 辦理新生暨轉學生入學身體健康檢查，並針對異常者給予追蹤輔導。 

(2) 辦理教職員工健康體檢與預防保健。 

(3) 設置各式醫療保健書籍、雜誌、影音光碟，提供本校師生借閱，並播

放相關衛生資訊，宣導健康教育。 

(4) 結合衛生所及社區共同舉辦健康衛生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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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健康資訊網路系統，提供本校師生保健相關資訊。 

(6) 提供學生平安保險保障內容及協助相關保險理賠業務。 

(7) 校園內行政與教學提供急救箱設備，協助校園緊急意外傷病處理。 

(8) 推廣校園急救教育訓練，提升校園安全之緊急救護能力。 

(9) 落實餐廳衛生衛生管理機制及辦衛生飲食講習。 

(二)成果與展望： 

1.成果： 

 台北校區 
日期 成果 

105.09.28 、

10.1、10.5 

舉行 105 學年度新生體檢，本年度體檢由宏恩醫院負責，共 1227人

受檢。 

105.10.19 10501 愛心捐血活動(105袋/98人次) 。  

105.11.21~28 辦理「認識你自己」活動，共計 300 人參加。 

105.11.23 舉辦「預防流感衛生教育」活動。 

105.12.14 舉辦「反毒防治愛滋宣導活動」，共計 1000人參加。 

105.12.22 辦理「辦理健康議題」活動，共計 40人參加。 

105.12.28 舉辦「性不性由你」講座，共計 85 人參加。 

106.01.04 辦理「新生 CPR 及 AED訓練」活動，共計 78人參加。 

106.01.16 舉辦「腸病毒、諾羅病毒及流感衛生教育宣導活動」，共 162人參加。 

106.03.22 舉辦愛心捐血活動(132袋/123 人次)。 

106.03.29 紫錐花反毒、拒菸活動，2場，約 2100人次參與 

106.04.15 舉辦「BLS 基本救命術」研習訓練活動，共計 46 人參加，全部通過

筆試及技術考，考取率為 100%。 

106.04.26 與春暉社、敦品社合辦”清淨山林、潔淨大自然”服務學習活動。 

106.04.29 運動會緊急救護工作，服務 163人次，3 人送三總。 

106.0324~061

3 

辦理美體運動工作坊活動，約計 15 人參加。 

106.05.03 垃圾變黃金”環保清潔劑 DIY 活動，共計 40人參加。 

106.05.24 宏恩醫院協助辦理 B 肝疫苗注射(第三劑)，共計 135 人次。 

106.05.25 辦理社團”友愛地球淨灘活動” 共計 30 人參加。 

106.05.19 邀請專家辦理教育部衛保評鑑預評(分四大部分 115 項指標)。 

106.06.01 申請通過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落實年輕族群場域菸害防制工

作計畫」。 

106.06.07 完成 105-2衛保組評鑑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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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校區 

日期 成果 

105.09.20 新生始業式舉辦愛滋宣導團體衛教。 

105.09.22、 24

及 28 

舉行 105 學年度新生體檢，本年度體檢由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

院負責，共 250 人受檢。 

105.10.11、13 辦理「新生 CPR 及 AED訓練」活動，共計 84人參加。 

105.10.25 舉辦特色主題計畫-「105 青春騎跡 不留白」活動，共計 40 人參

加。 

105.11.21~24 舉辦「愛的進行式」-愛、不愛有關係愛滋系列宣導活動，共計 106

人參加。 

105.11.30 申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在校人數及減免人數，

已函文向教育部提報申領保險補助經費，本款項於 12 月 7 日匯入

本校，本組亦陸續完成後續撥款保險公司之核銷作業。 

105.11.29 舉辦「如何正確運動-預防運動傷害」講座，共計 53人參加。 

105.11.29 與南康救護社合作辦理『急救小學堂』，共計 73 人參加。 

105.11.29 舉辦「康寧愛心捐血活動」，共 22人參加/捐血 22 袋。 

105.12.02 舉辦「BLS 基本救命術」研習訓練活動，共計 22 人參加，全部通

過筆試及技術考，考取率為 100%。 

105.12.10 運動會設置醫護站。 

106.01.5-6 舉辦教職員體檢(含眷屬)，共計 100人參加。 

106.03.10~6.1

3 

辦理 106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系列活動，「食在好輕贏講座」講座共

計 45 人參加，前、後測施測活動、11路特約校園健走、韻律有型

有氧運動、步步輕盈自主樓梯運動(3-5 月)，樂享健康週共計 226

人次參加，食在安心健踏青趣，共計 40 人參加。 

106.04.28 辦理社區關懷活動，共計 127 人次參加。 

106.04.28 完成教育部學生體檢報告上傳-南校區上傳作業 

106.05.03 辦理無菸健康城講座，共計 80人參加。 

106.05.08 辦理進擊的巨蚊登革熱宣導講座，共計 70人參加。 

106.05.24、

06.04 

辦理帶動中小學-急救保衛戰活動，共計 72人參加。 

106.06.07 完成 105-2衛保組評鑑訪視。 

106.08.31 完成 106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案結案核銷作業。 

 

2.展望: 

  台北校區 

    執行菸害防制工作計畫，針對全校師生教職員辦理急救訓練，推廣衛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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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健康促進活動，完善健康安全措施，實施電腦化衛生保健及勞作教育

工作，建構健康校園環境，與鄰近國中小、社區鄰里暨健康服務中心建立

夥伴關係，規劃”社區服務”活動。 

  台南校區 

  推廣衛生教育，辦理急救員訓練，培植校內急救教練人才，協助健康促進

計畫的推展，完善健康安全措施，建立健康校園環境。 

六、生輔組 

(一)概況： 

1. 編制情形：台北校區組長及組員各 1員。台南校區中校教官兼副組長 1員，

組員（校安人員）2員。 

2. 業務職掌： 

 台北校區 

 學生生活輔導(包含生活管理、輔導及服務)、統一作息、朝會升旗、校園

安全、新生定向輔導、新生闖關、學務巡堂規劃、留察及曠課輔導、友善

校園週、學生操行成績評核、學生請假及獎懲作業、各項專案教育(品德、

交通安全、人權法治及公民教育)、學生服儀及學生遺失物招領等。 

 台南校區 

 校安意外事件防處、補學務與輔導創新人力經費申請、新生始業輔導講

習、品德教育業務、學生兵役業務、教育部急難慰助金、防震防災業務、

班級幹部座談、交通安全業務、操行及請假業務、獎懲業務、改過銷過申

請及撤銷、遺失物管理、校外賃居業務、防制校園霸凌業務、青年動員服

勤、學生宿舍業務、僑外生業務、民主法治教育業務、反毒業務。 

(二)成果與展望： 

1.成果： 

 台北校區 

(1) 實施五專前三年統一作息： 

五專前三年學生，比照高中職實施統一作息，律定上放學及進出校門

之規定，培養學生學習態度，並維護個人與校園之安全。本制度實施

第 4 年，學生對相關規定大致能予以遵守，各班作息能規律化，家長

也能安心工作；實施班級共計 38班約 1850人。 

(2) 實施五專前三年朝會課(升旗、勞作教育)： 

本年度整合升旗及勞作教育活動，實施朝會課制度，養成學生準時上

學及上課觀念；並透過勞作教育訓練同學注意環境整潔，以實踐勞作

教育，改變同學依賴心理。實施班級共計 38班約 18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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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上、下學期各辦理系列活動計 12場次，參與人數約計 20,000人次。 

(4) 校園安全： 

辦理國家防災日預演及正式演練各 1 場、複合式防災演練及專題講座

各 1 場，參與師生人數約 5,300 人次，有效促進師生防災意識及提升

師生逃生疏散與應變能力。另暴力偏差計 5件、疫病通報 45件(流感)，

較往年增加，宜加強預防措施。 

(5) 學務巡堂： 

編排本處同仁按表實施，針對同學上課情形、教室環境整潔及校園安

全因素進行巡視及處置。所見事實按程序陳核及傳會相關單位及時處

理，以掌握學習現場狀況。本項工作有效協助學務處各組了解各班及

學生學習概況，並能有效、適時進行各項突發狀況之處置。 

(6) 建立各年級班長、副班長 line群組： 

為有效提供學生輔導及服務，生輔組建立班長及副班長群組，做為學

校與同學間互動平台，對於各項訊息及學生狀況均能透過此群組，快

速傳遞與執行，此作法成效優良。 

(7) 建立學生獎懲簽會、請假及生活輔導系統： 

為有效執行生輔工作及降低人力與資源之依賴，本組尋求資圖中心協

助，建置相關系統，提供師生使用，成效優良。 

(8) 執行各項教育部專案教育： 

舉辦品德、人權法治、交通安全教育專題講座，並邀請專家學者蒞校

進行演講活動，有效提升同學相關議題知識，各講座參與對象規劃為

五專 1-2或 3-4年級學生，約 1250人。 

 台南校區 

(1) 辦理防災館教育訓練及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2 場，計 898 人

次參與，訓練本校師生在災害發生時保護自己，做好全面防災準備，

有效減低災損，維護學生安全。 

(2) 辦理交通服務隊訓練、交通安全宣教等活動 7 場，計 411 人次參與，

建立交通服務隊執行交管之成效，加強隊員的訓練，並透過交通安全

宣導校育，提昇學生交通安全意識，建立防衛駕駛觀念。 

(3) 辦理交通安全新啟程-漆彈對抗友誼賽活動，計 206人次參與，以漆彈

競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4) 辦理交通安全委員會 1場，計 40人參與，共同研議交通安全精進事項，

確保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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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班級幹部座談會 2 場次，計 195 人次參與，建立雙向溝通平台，

達成雙贏之目標。 

(6) 辦理僑生聯歡活動、生活座談會、鐵馬活動及品德教育推展等共 5 場

次，計 174人次參與，使僑生了解學校及本國各項風俗民情。 

(7) 辦理新生始業輔導 1 場次，計 230 人次參與，幫助新生清楚自己的定

位、找到自己的的方向，以最佳狀態展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 

(8) 辦理民主法治教育宣導 4 場次，計 338 人次參與，加強學生民主法治

觀念。 

(9) 辦理品德教育活動 4 場次，計 265 人次參與，透過活動教導學生感恩

惜福比專業知識還重要，從而培養愛心、耐心。 

(10) 辦理學生校外賃居安全宣教及賃居生房東座談會共 4場，計 296人

次參與，加強本校學生校外賃居之法律常識、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及對

賃居環境安全之重視。 

(11) 辦理紫錐花運動反毒宣教及漆彈對抗活動 3 場次，計 417 人次參

與，教育學生對藥物濫用有正確之認知。 

(12) 辦理住宿生入住、座談、迎新、端午及母親節活動 8場次，計 1321

人次參與，使住宿生感受到學校及師長們關懷之美意。 

2.展望： 

  台北校區 

  結合導師及輔導教官制度，落實統一作息、朝會升旗及服儀規定，以穩定

學生學習作息與態   度，奠定學校運作及招生之基礎。 

台南校區 

   培養學生負責任守紀律之良好生活習慣，並重視禮貌與整潔，使學生個人

生活有規律，團體生活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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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強化就業輔導 

(一)、職場參訪 

本校重視學生與社會接軌、將課堂所學落實到實務上，充分運用教育

部學輔經費及其他校內外資源，協助各系所學生進行職場參訪。 

日期 企業參訪 

104.03.05 兵仔市，水耕蔬菜農場 

104.03.10 天一製藥廠 

104.03.19 南一書局、台灣時報 

104.03.19 台糖有機蔬菜農場 

104.03.27 台南市私立天公育幼院 

104.04.29 高雄翰品酒店 

104.05.12 奇美博物館、虹泰水凝膠 

104.10.07 天一藥廠 

105.05.04 馬玉山食品有限公司 

 (二)辦理職涯系列講座 

協助學生最後一哩衝刺，例如面試時應變能力、面試服裝儀容穿著、

履歷自傳撰寫與義診、一對一模擬面試，以及各項職場注意事項，讓學生

充分認識就業市場及其本身需求，強化職涯基礎能力及提升就業力，協助

畢業生就業銜接無縫隙，103-1051學年度職涯系列講座如下： 

 (1)台南校區 

學年度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103 

104.04.08 夢想無限大研習 117 

104.04.09 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33 

104.05.10 超級夢想實踐家 40 

104.05.13 求職防騙講座 83 

104.05.14-15 職涯發展研習營 46 

104.05.18、25 履歷表撰寫與面試技巧 101 

104 

104.10.05 美甲藝術彩繪人生-向錢看起  50 

104.10.06 
美容師的遠景「我有未來-因為我知道 

Just do i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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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104.10.07 自我探索與表達 43 

104.10.15-17 追築第二人生-社團經理人培訓 60 

104.10.26 那一一ㄝˋ‧廖文良珍寶鑑定在康寧 47 

104.11.18 把作廣告的吊起來 36 

104.12.14 有夢就要去追‧騎行西藏 133 

105.01.04-15 就業人格特質測驗 54 

105.04.25 勞動權益講座 90 

105.05.10 
就業競爭力講座（一）畢業生就業岀路

與職場心得 
60 

105.05.16 
就業競爭力講座（二）台灣生產力4.0

就業趨勢脈動 
60 

105.05.26 職業適性測驗 100 

105 

105.10.15 校友經驗分享-企業經營講座 30 

105.10.26 專題講座-自我行銷求職技巧 60 

105.10.26 
企業見習活動-愛迪斯科技公司及數位

文創園區參訪 
40 

105.10.27 企業見習-中華及三立電視公司參訪 40 

105.11.09 校友回娘家活動-動畫展經驗分享 40 

105.11.19 校友回娘家活動-校友經驗分享 30 

105.11.24 專題講座-了解就業趨勢做好職涯規劃 60 

105.11.29~30 職涯發展研習營-臺灣股票博物館參訪 42 

 (2)台北校區 

學年度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103 

103/09/17 職涯專題講座－設計的初路 96 

103/09/24 職涯專題講座－掌握自我  洞悉未來 124 

103/10/15 職涯專題講座－從皮紋談職場競爭力 102 

104/03/25 社會新鮮人面試你和我 112 

104/05/20 職場新鮮人面試你和我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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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104/05/20 遠東航空雇主座談會 38 

104/10/02 從種子到大樹，如何培養職場競爭力 78 

104/10/02 
強化競爭力－求職、面試履歷表撰寫技

巧專題演講 
50 

104/10/07 公立幼兒園職涯準備專題講座 87 

104/11/11 應外科生涯講座 38 

104/11/18 視光領域生涯規劃 134 

104/12/15 健管科生涯專題講座 20 

104/9 月~11月 職涯適性測驗及社會新鮮人專題演講 160 

104 

105/03/23 職涯適性專題講座-掌握自我、洞悉未來 341 

105/04/20 企管科生涯講座-職業、興趣與志業 76 

105/05/02 
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

企管科 
36 

105/05/11 
職涯主題講座-勇敢追夢邁向托育人員

專業之路 
41 

105/05/11 職涯規劃與發展(動畫科) 60 

105/05/13 就業輔導系列講座-公司說明會 8 

105/05/18 
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

視光科 
127 

105/05/19 
職涯主題講座-勇敢追夢邁向托育人員

專業之路 
24 

105/05/25 
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

健管科 
15 

105/05/25 
職場門票 GET~面試需知就業準備(資管

科) 
32 

105/05/25 
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

動畫科 
80 

105/06/08 
生涯專題講座-用時間成就自己(健管

科) 
18 

105/06/08 
護理職涯與護理師考照的重要性說明

(護理科) 
870 

105/06/15 
職涯主題講座-贏的第一步(履歷撰寫)

應外科 
42 

105/07/07 辦理健管科形象管理講座(面試伸展台) 7 

1051 105/09/26 
辦理視光科生涯主題講座-美麗新”

視”界 
82 



89 

 

學年度 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105/10/05 辦理動畫科生涯主題講座 134 

105/10/12 

辦理健管科職涯主題講座-醫務社會工

作在高齡社會下的臨床發展(淺論中期

照護) 

34 

105/10/12 
辦理應外科職涯主題講座-讓天賦自

由，你也可以不一樣! 
43 

105/10/19 
辦理應外科生涯主題講座-生涯起飛，洞

悉自我 
55 

105/10/19 
辦理護理科主題講座生涯興趣探索-多

方位學習，本質腦培養 
193 

105/10/20 
辦理資管科生涯主題講座-讓天賦自

由，你也可以不一樣! 
51 

105/10/25 
辦理視光科職涯主題講座-眼視光職涯

規畫及產業經驗分享 
39 

105/10/26 辦理幼保生涯主題講座-生涯興趣探索 81 

105/10/27 
辦理資管科職涯主題講座-擁抱你的幸

福職涯 
50 

105/10/31 辦理幼保生涯主題講座-生涯興趣探索 89 

105/11/02 
105年度大學職涯規劃系列講座-比你，

更了解你自己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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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健全行政效能 
 

(一)校務行政概況、成效與展望 

於 104年 8月完成合併後，本校持續努力於制度、系統與理念整合、凝聚共識，

以奠定基礎蓄勢發展。合併第一年，為求學校穩定，學術單位採現況合併，105

學年度起，重組學術單位以「培養健康產業人才」為學校特色。為解決兩校區、

遠距離校務運作問題，行政單位在大部分南北校區均分設正副主任，另透過召

開南北視訊會議、舉辦行政同仁校務共識營、召開高階主管經營會議、加速行

政電腦系統整合，使校務得以順暢運作。 

 

1.創新行政服務優先 

教育工作業務繁多，自 105年度起持續依實際現況調整發展願景、實施團隊合

作的模式、成為學習型組織、資源整合與共享、校園環安與節能、行政教學系

統化、自我檢核與管考、行政職務輪調等行政革新作為，以期用最精簡的人力，

有條理、有效率、合法地進行許多行政業務及提升服務品質。 

2.建置雲端教學與學習平台 

雲端運算與平台為當今資訊科技熱點，為建構讓學生無所不在之學習環境，進

而提高學習意願，本校建置雲端教學與互動學習園區，以提高教學及學生學習

效率。目前建置之系統包括教師資訊系統、作業傳繳系統、數位教學平台

(Moodle)、教師教學歷程系統、學習預警與低成就輔導填寫等 

3.積極爭取外部資源，強化校內軟硬體資源 

本校每年學雜費收入約占學校總收入 70%，其餘 30%之來源包含政府機關之競

爭型計畫（教學卓越計畫、私校獎補助經費、專科輔航相關計畫）、產學合作

計畫案以及推廣教育收入等。 

未來生源減少，學雜費收入勢必下降，為求持續學校之競爭力，未來各項政策

方案評估須考量「投資報酬率」，若政策方案投資報酬率為負，需搭配其他投

資報酬率為正的方案來平衡。 

本校經營除開源外，更重視節流，並強化校內資源整合及活化（如申請教育部

替代役委訓專案），避免不當的報廢與閒置。 

 

(二)校園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概況、成效與展望 

1.充實校園設備   

本校的校園發展以綠色科技與橘色產業為重心，規畫校園綠色建築，包含



91 

 

生態、節能、減廢及健康等，依使用之實際狀況，逐年更新公共設施及安全校

園之需要以滿足實際發展，如道路、排水溝、照明系統(路燈改善、夜間緊急

照明、T5節能照明)、門禁系統、監視系統、廢棄物清理、防水改善、緩降機、

數位電表、污水廠與宿舍抽水馬達設備、排水溝改善工程、低窪地區排水改善

工程、廁所整修及化糞池抽肥事務、全校截油槽含餐廳及實習教室、全校冷氣

空調系統含行政、教學、學生宿舍、圖書館、康寧健康會館、空氣品質、滅火

器更換、飲水機濾材更新及水質檢測、全校電梯養護含行政、教學、學生宿舍、

實驗室安全設施等公共設施，以建構友善校園。 

2.實施節能措施   

(1)空調系統：設置 PLC人機介 

面自動控制空調供應，並依上班時間調整空調啟閉；裝設冷氣用電自動卸載

及插卡式裝置以管控冷氣使用。 

(2)照明方面：照明燈具逐步汰換為節能 T5燈管，目前圖書館書庫並裝設自

動感應設備；設置示範性太陽能路燈；校園路燈以感應器及時間控制器控制

啟閉、公共區域照明採跳盏點亮方式迴路設計，依需求亮度選擇全開或半開

以達到節能。 

(3)電梯節能執行措施：各大樓之電梯，除行動不便電梯外，其餘電梯設定分

層使用，並依使用狀況管制開放電梯數量與時間。 

(4)用水方面：全面採用裝設省水器具外，並將污水廠處理後之中水回收處理

後供沖廁及噴灌使用，以節省自來水用量，並透過生態池之水資源再利用，

節約用水。 

(5)燃料用油方面：宿舍裝設太陽能集熱熱水器，利用太陽能發電，每年可節

省 25％之柴油，大量降低鍋爐柴油使用量。 

3.加強校園綠美化   

    積極推動校園景觀化，如設立校園景觀標示等形象識別設計、規劃校園庭

園景觀，建置裝置藝術品及植栽花木，以提昇校園整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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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建構優質校園 

(一) 充實校園設備   

本校的校務發展以綠色科技與橘色產業為重心，將著重在校園綠色建

築，包含生態、節能、減廢及健康等，依使用之實際狀況，逐年更新公共

設施及安全校園之需要以滿足實際發展，如道路、排水溝、照明系統(路

燈改善、夜間緊急照明、T5 節能照明)、門禁系統、監視系統、廢棄物清

理、防水改善、緩降機、數位電表、污水廠與宿舍抽水馬達設備、排水溝

改善工程、低窪地區排水改善工程、廁所整修及化糞池抽肥事務、全校截

油槽含餐廳及實習教室、全校冷氣空調系統含行政、教學、學生宿舍、圖

書館、康寧生活會館、空氣品質、滅火器更換、飲水機濾材更新及水質檢

測、全校電梯養護含行政、教學、學生宿舍、實驗室安全設施等公共設施。 

(二) 實施節能措施  

1.空調系統：設置 PLC人機介面自動控制空調供應，並依上班時間調整空

調啟閉；裝設冷氣用電自動卸載及插卡式裝置以管控冷氣使用。 

2.照明方面：照明燈具逐步汰換為節能 T5 燈管，目前圖書館書庫並裝設

自動感應設備；設置示範性太陽能路燈；校園路燈以感應器及時間控制

器控制啟閉、公共區域照明採跳盏點亮方式迴路設計，依需求亮度選擇

全開或半開以達到節能。 

3.電梯節能執行措施：各大樓之電梯，除行動不便電梯外，其餘電梯設定

分層使用，並依使用狀況管制開放電梯數量與時間。 

4.用水方面：全面採用裝設省水器具外，並將污水廠處理後之中水回收處

理後供沖廁及噴灌使用，以節省自來水用量，並透過生態池之水資源再

利用，節約用水。 

5.燃料用油方面：宿舍裝設太陽能集熱熱水器，利用太陽能發電，每年可

節省 25％之柴油，大量降低鍋爐柴油使用量。 

 (三) 加強校園綠美化   

積極推動校園景觀化，如設立校園景觀標示等形象識別設計、規劃校

園庭園景觀，建置裝置藝術品及植栽花木，以提昇校園整體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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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建立品牌特色 

(一) 爭取經費補助  

本校積極爭取教育部等相關政府機關經費補助，如教學卓越計畫、私

校獎補助經費、技職再造、國科會等計畫案。 

(二) 增加學校收入  

1. 場地收入：活化校區內場地空間，提供校外機關、企業租借辦理活動。 

2. 招商收入：校內各服務性營運廠商之收入，如學生餐廳、影印部。 

3. 通行證收入：校內設置多處停車場提供教職員、學生停放，並辦理通行

證，除美化校外景觀，避免交通亂象外，亦增加收入。 

4. 產學合作收入：透過學校、企業、師生互助合作，提供三贏效益。 

5. 推廣教育班收入：透過校外教學點、校內樂齡大學、專業證照班等推動，

積極拓展學校財源 

(三) 拓展推廣教育  

本校推廣教育以滿足社會需求及發揮系所特色為主要方向，在課程上

以現有師資為基礎，並視需要借助業界專業人士，設計結合理論與實務的

學分班及非學分班等推廣教育課程，並以發展專業重點課程及爭取政府補

助班別或專業證照訓練班為主，期使本校推廣教育績效蒸蒸日上。 

主要拓展項目以透過校外教學點之學分班、校內樂齡大學推廣、大陸

人士及學生專業研習與各系專業證照班等方式推動。針對非典型學員，如

企業勞工、國軍、廚師、原住民、新住民、外籍勞工進行招生，積極拓展

大學推廣教育班。 

(四) 邁向企業化經營  

建立企業化經營模式，善用企業內資源，建立組織績效管理制度，以

學生至上，提供積極主動的服務，讓每一個部門都成為單一事業體，並求

各事業體之間彼此協力合作，建立良性競爭的機制，保持學校競爭優勢，

創造附加價值，使全體教職工生均受惠。加強以下各項機制： 

1. 全方位管理：本著學生第一，員工至上之理念，加強內部整合溝通，加

速決策，提高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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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績效評估奬勵制度：學校每一個單位都納入績效管理的範圍，建立成本

及損益觀念，掌握各項預算、收入、支出及盈虧，

並製作單位損益表，透過成本控制提升教育品質。 

3. 行政作業標準化：依法行政、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作業程序透明化。 

4. 程序簡捷化：簡化工作、縮短時限、延伸服務窗口、設備 E 化。 

5. 定期反省回饋：廣納各方資訊，定期自我評鑑，並回饋至教學面、課程面，即時

調整並改善，以求精實。 

 (五) 加強行銷學校   

1.建置校園導覽網站，宣揚本校校園之美，將學校辦學理念、學校特色及

辦學績效，傳遞給社會大眾，並成立 facebook粉絲團，增加考生及社

會大眾與學校互動平台。 

2.活化校園電視公告系統、LED跑馬燈，強化校內媒體行銷，協助社團、

活動、講座宣傳，活絡校內溝通管道。 

3.定期發送康寧活力報，促進溝通效益。 

4.編印學校招生文宣，將招生訊息傳遞給考生及社會大眾，增加與本校互

動的機率。 

5.舉辦校園參觀體驗活動，開放校園參觀，提供導覽解說與引導之服務，

增進考生及社會大眾對本校有更深一層之認識與瞭解。 

6. Facebook網路行銷、刊登大眾運輸媒體廣告，提供本校考試訊息，以

及不定期向公關媒體發布校園活動，增加曝光率並提升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