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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基本資料表 
 

總計畫名稱 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管理實務能

力學生為導向 

總計畫編號 臺技(四)字第 1010007422-B號 執行單位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姓名 蕭淑貞 姓名 王美業 

電話 (02)2219-1131#5115 電話 (02)2219-1131#5711 

傳真 (02)2219-7718 傳真 (02)2219-2721 

計 
畫 
總 
主 
持 
人 E-mail shujen@ctcn.edu.tw 

計

畫

聯

絡

人

E-mail mywang@ctcn.edu.tw 

經常門 ＄6,618,880 經常門 ＄6,618,880 

資本門 ＄9,059,200 資本門 ＄9,059,200 

全程計畫 
核定補助 
經費 
（元） 

合計 ＄15,678,080 

本年度 
核定補助 
經費 
（元） 

合計 ＄15,678,080 

全程計畫學校配合款

（元） ＄2,678,080 本年度學校配合款 
（元） ＄2,678,080 

計畫序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職稱 服務單位 

總計畫 0 

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
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

健康管理實務能力學生

為導向 

蕭淑貞 校長 護理科 

分項計畫 A 精進教師專業知能 陳惠明
助理教授 

兼人事室主任 
護理科 

分項計畫 B 培育才志並進 林淑玟
副教授 
兼副校長 

護理科 

分項計畫 C 建構實務課程 王美業

助理教授 
兼研究發展處

主任 
護理科 

分項計畫 D 提升教學品管 蔡逸舟
助理教授 
兼主任秘書 資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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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詞：整體教學品質、技職教育、本位課程 

教育部從民國 95 年度開始辦理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目的在於輔導

科學校提升教學品質。本校即依此政策目標，規劃學校整體教學發展計畫，以期切實達成培

養理論與實務並重之人才，用以彰顯技職教育特色。 

    101 年度本校所提出教育部補助「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

管理實務能力學生為導向」，除延續之前六年計畫成果，更在精進教師專業知能、培育才志並

進、建構實務課程以及提升教學品管等四方面力求改進與實踐。 

一.、 在精進教師專業知能方面：計畫重點在於落實精進教師專業知能，以增進學生學習效

能。全面推行教師業界實務成長，以增進教師應用實務能力、產學合作產能為導向，並

透過教學典`範之建構強化教師知能，以及促進教師生命素養之深化。 

二.、 在培育才志並進方面：計劃重點包含自新生起即增加其自發學習的動機，並於學習歷程

中強化其專業技能、輔導取得證照、提升語文能力等，並藉由專題製作的能力統整先前

所學，以期提升學生之競爭力。藉由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查了解學生學習成效。

並藉由各活動以及環境教育營造出校園敬天愛人氛圍，培育學生具備敬天愛人的特質。 

三.、 在建構實務課程方面：以延續歷年成果，持續發展科本位課程，形塑教學特色；並落實

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學生取得證照，藉以提升學生實務能力及競爭力。為能增進學生實

務能力，達到技職教育精神，課程面以建構實務課程，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之整合性及

銜接性為主。 

四.、 在提升教學品管方面：為能提升教學品管，組織面以能達到落實教師評鑑，全校資源整

合為主。 

    本年度總體計畫名稱為「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管理實務

能力學生為導向」，以四個分項計畫為主軸，共提出 18 項子計畫為支幹，作為總體計畫之架

構。如下圖及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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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計 畫分 項 計 畫子 計 畫 重 點

專精教師實務能力 

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A 

精進教師專業知能
深化敬天愛人生命素養 

第一哩計劃 - 增進新生自發學習 

提升學習效能 

強化就業啟航 

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查 

提升語文能力 

B 

培育才志並進 

培育敬天愛人之生命素養 

落實本位課程 

強化實習教學成效 

建構能力指標之教學評量 

C 

建構實務課程 

通過實務證照 

落實教師評鑑計畫 

E-Campus-整合校園教學資源 

打造行動學習環境 

充實教學資源-全校 

提昇整體教學品質： 

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

管理實務能力學生為導向 

D 

提升教學品管 

強固校友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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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整體計畫英文摘要 
 

    The Project of Promoting the Holistic Teaching Quality: To Cultivate Students’ Capacity of 

Respecting God and Loving People as Well as The Pragmatic Ability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executed by Cardinal Tien College of Healthcare and 

Management,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vious 6 years programs. Moreover, it is an improvement 

and practice in refin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and ambition, 

constructing practical courses, and elevating teaching quality.   

1. In the part of enhanc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e point of the 

project is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o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ll teachers carry on the practical growth in their specific communities to increase their 

applied practice and the college-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By the construcion of teaching 

model, it can strengthen teachers’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nd deepen their life 

accomplishment. 

2. In the part of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and ambition, the core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mote 

freshmans’ motiviton in self-learing. As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increased, thier special skills 

were strengthened, their certifications were acquired, and their language ability could be 

improved.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 learning could bring their previous learning and updated 

learning materials together. This promoted students’ competitive abilities.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orm of ability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from graduated students showed 

out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learning outcome. School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eduation 

created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to immse and to possess the charastisitic of respection for 

nature and love for mankind. 

3. In the part of practical courses, we keep developing department-based curriculum to shape our 

teaching characterisitcs. Students are arranged to have their practical training and helped to 

obtain various certificates to increas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spirit, the curriculum focuses 

on practical courses to reinforce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link between classroom and practical 

teaching.  

4. In the quality administration of enhancing teaching, the school carries on teachers’ evalu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resources. 

 
Keywords: holistic teaching 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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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年度計劃執行成果中文摘要 
 

101 年度計畫包含精進教師專業知能、培育才志並進、建構實務課程以及提升教學品管

等四項分項計畫。其執行成果重點依十八項分項子計畫分述如下： 

A1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能力： 

(1) 全校專任教師赴業界進行實務成長至少 16小時，護理科教師至少 80小時(含實務訓

練)，101學年度專任教師完成實務成長人數為 148人，較 100學年度為多。教師實

務成長執行成果融入教學課程之中，且全體教師均將成果報告或課室教學教案上傳

至教師個人之教學歷程檔案，可供公開瀏覽。 

(2) 各科教師實務成長均舉行實務成長發表會，由各科安排科務會議時間進行實務成長

分享討論，並由各科資深教師講評與經驗分享。 

A2 精進教師教學知能： 

(1) 辦理 5場全校性教學研習會：教學品保與學習成效經驗分享研習會、有創意才有國

力」研習會、「大學生的競爭力」研習會、護理科教學研討會、「敬天愛人生命素養

成長系列--何接觸自己-教師成長工作坊」。 

(2) 辦理 2場教學發展工作坊：學習策略工作坊（一）、學習策略工作坊（二）。 

(3) 辦理 3場 IRS即時反饋系統暨無線手寫系統教育訓練活動。 

(4) 辦理 3場數位課程研習會：數位學習網站教育訓練、教育部品質認證教材簡介、按

一下就製作 Rapid E-learning應用。 

(5) 推動傳承制度，按月繳交新進教師諮商交流紀錄表，輔導新進教師：100學年 50人；

101學年 16人。 

(6) 辦理 6場新進教師傳承暨教學評量不佳輔導知能研習，共 47人次參與。 

(7) 協助辦理 1 場教學優良教師選拔，建立教學典範：100 學年度 4 位教學優良教師獲

獎。 

(8) 辦理 7場特色課程課室觀摩會：依序為新店護理科、資管科及宜蘭護理科、幼保科、

妝管科、美保科、健休科。 

(9) 辦理 10個教學專業社群：提升實習教學成效成長社群、實習指導教師支持團體成長

社群、課室與實習銜接成長社群、幼兒保育成長社群、化妝品應用與管理成長社群、

美容保健成長社群、健康休閒成長社群、數位媒體成長社群、教師美感素養成長社

群、Moodle教學應用專業成長社群。 

(10) 辦理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 1場 

(11) 微型教學錄影與分析達 20支影片。 

(12) 辦理各科教學歷程檔案分享觀摩會，共 8場次。 

A3深化教師生命素養： 

(1) 辦理 2場生命素養相關研習會：「愛的人生」與「全球化競爭與生命動力歷程」，參

與教師共計 105人，滿意度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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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月辦理一次主管生命深化研習營，藉由讀經與分享討論達到生命素養淨化，參與

人員為全校一、二級主管。 

B1第一哩計劃： 

(1) 第一哩計畫：依據各科新生主要來源學校，辦理國中生蒞校參訪體驗，以能適性選

擇學生；護理科共舉辦 6 場，對象分別為宜蘭校區之三星國中、東光國中，新店校

區之恆毅國中、文山國中、鶯歌國中、光復國中，總人數為 293位；妝管科共舉辦 2

場，對象分別為江翠國中以及恆毅國中，總人數為 79位；媒科共舉辦 2場，對象分

別為礁溪國中以及免試入學新生，總人數為 60位。參與活動的學生對於升學認識與

自己的興趣方向有更清楚的了解，整體活動滿意度有八成。 

(2) 第一哩計畫 -增進新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以學校及各科特色為主軸，規劃辦理學

生競賽活動，由參賽隊伍自選「辦學理念」、「學校教育目標」及「科系特色」等主

題，透過各種工具與軟體進行平面與影像數位創作，增進學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 

(3) 第一哩計畫 - 新生生涯探索：藉由工作坊方式協助成員探索個人特質、生涯價值

觀、興趣類型，增進自我了解。助學生肯定自我能力，對生涯職業進行想像與自我

評估。 

(4) 針對專一新生進行「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施測，引導學生確立未來

職涯發展方向，規劃職涯進路，並依據探索與診斷結果，擬定職能養成計劃。101

年度新生共辦理 22場次。參與達成率為 93.05%。 

B2提升學習效能： 

(1) 本年度全校所有補救教學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823人，成績進步學生人數共計 765名，

各科平均成績改善率為 79.8%，平均滿意度為 88.6%，成績改善率及滿意度皆達到

預期之成效。 

(2) 由各科學生與教師的質性回饋可知，補救教學課程之實施，有助提高學生學習意願

與學習信心，並增進專業學識與技能。全人中心通識科目的補救教學，可協助學生

順利達成各項能力指標及畢業門檻。 

(3) 落實多元管道成績預警制度，100學年度全校期中考不及格學分數達 1/2（含）以上

學生共計 356人，經老師輔導後學期成績改善者共計 298人，成績預警改善達成率

達 83.7％。 

(4) 落實科目預警與落實低成就科目輔導機制，100學年度不及格人數達 1/3以上科目之

低成就學生經授課教師輔導或補救教學後，上下學期期中考人數達 1/3 不及格科目

預警成效改善分別為 62.04%與 62.53％，扣考比例由 2.43％降為 1.76％，有助降低

學生修習科目扣考的人數。 

(5)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全校辦理休退學人數分別為 5.8％與 3.6％，顯示持

續辦理多元管道預警機制，有助降低學生曠課勒退之比例。 

(6) 辦理 2場「101學年度學習歷程檔案建置說明會」，新生及全校同學學習歷程檔案建

置率均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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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校各班於導師生活動分享優良學習歷程檔案成果發表達 80%。 

(8) 全校各班完成優良學習歷程檔案分享成果報告達 80%。 

(9) 辦理 1場「101學年度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競賽」。 

B3強化就業啟航： 

(1) 各科辦理「角色典範」活動，邀請校外專家與業界專家，針對學生之生涯規劃、就

業市場自我定位與專業職能之需求以及繼續升學之管道與相關規定等主題內容進行

演講。 

(2) 各專業學科辦理業界企業參訪活動，達成課程與實務接軌。 

(3) 各科辦理「專題成果展現」，由各科學生針對實習或課程進行專題製作，並由指導老

師指導專題撰寫，後由各科舉行專題成果發表會。 

B4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查： 

(1) 各專業學科完成 100學年度雇主滿意度調查與畢業生流向調查。 

(2) 在課程規劃方面，已將畢業生及雇主問卷調查之結果回饋作為課程規劃及設計改進

之依據，並協助發展各科本位課程設置。 

(3) 配合畢業生之資料庫建置，各科定期舉辦畢業校友回娘家、耕莘講座、特色典範等

與校友有關之職涯經驗分享活動，以幫助在校學生進行職涯進路之規劃。 

B5提升語文能力： 

(1) 辦理增進國語文能力相關活動，如耕莘藝文徵文活動、國文演講比賽、校園相片故

事書寫比賽、國語文能力會考。 

(2) 辦理增進英文能力相關活動，如英語經典名句比賽、母親節英語海報競賽、英文歌

唱比賽、與外師午餐英文活動、耕莘英語月報編輯刊物發行。 

B6培育敬天愛人之生命素養： 

(1) 全人中心共辦理「心靈小天使─強化輔導股長知能計畫」、「節制與尊重」男性情感

教育(全人教育中心)、「我的向心力」─認識情緒影響力與排解團體課程、「耕莘敬天

愛人之音」-午間音樂廣播欣賞、「Empower 為主發聲」-搖滾聖樂團、體驗學習─耕

莘品格教育體驗活動等六項活動。 

(2) 幼保科辦理傳師典禮，五專四年級全數學生參與典禮及完成宣誓儀式。透過典禮，

強化實習學生成為幼教專業人員之信念與使命感，並增進觀禮低年級學生積極的學

習動機與態度。 

(3) 總務處辦理營造校園敬天愛人氛圍─環境教育建構計畫，藉由耕莘樓說明牌使同學

了解本校建校理念，學校環境，並強化學生內在人格形塑以及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

同感。 

C1 落實本位課程： 

(1) 推動各科本位課程發展作業流程，進行特色發展。 

(2) 定期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外專家參與課程檢核。 

(3) 進行課程發展最後改進階段，檢視教學與課程目標相符性、課程目標與工作相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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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成效與課程改進，由各科雇主及近 3 年畢業生滿意度調查報告、證照通過率

及畢業生動態調查，檢視各科課程異動。 

(4) 資訊管理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即將有畢業生，協助其擬訂雇主及畢業生滿意度

調查表並進行專家信效度調查。 

(5) 101 學年度各科學分表教務處於校課程委員會召開前送校外專家審查，並邀請各領

域專家與會討論。 

(6) 辦理本位課程五階段教師深度研習，以提升教師課程規劃與設計的能力。 

C2強化實習教學成效： 

(1) 籌辦實習單位經驗分享討論歷屆學生實習狀況，做為未來學生實習前準備之參考。 

(2) 邀請實習單位主管討論學生實習情況，並依業界提供建議修正本科教學內容與課

程，以符合業界所需。 

(3) 各科辦理業界協同教學，邀請業界主管專家到校進行實務經驗分享與研習，讓學生

提早接觸業界工作實務經驗。 

(4) 各科辦理值場體驗，藉由學生校外實際參訪企業(或實務單位)，讓學生提早認識業

界工作實務情況，並藉由此活動拓展學生實習場域。 

(5) 辦理三場耕莘講座，邀請校外專家針對業界實務工作進行分享討論。 

C3建構能力指標之教學評量： 

(1) 依本校教學評量實施辦法（民國 99 年 9月 27日），於期末考試前進行施測，並將教

學回饋量表結果應提供給任課教師及所屬教學單位主管，作為教師教學改進、課程

調整、教學獎勵與輔導、教師評鑑及升等之參考。 

(2) 教師教學滿意度結果居於評點 3.5 以下課程之專任教師，予經由科主任懇談後，得

指定相關教師提供教學諮詢協助其改進。 

(3) 舉辦教師課程評量深度研習，邀請輔仁大學企管系楊百川教授與輔大教資中心林梅

琴教授等校外專家，針對全校各科之課程規劃相關指標舉辦三階段課程評量深度研

習，內容含括確認校教育目標及各科科教育目標與科能力指標、課程設計及有效評

量以及發展教學品質檢核方式，協助提升教師擬定課程評量，並達到突顯各專業領

域特性並呼應能力指標，包括全校性共同研習、教師提出所授課程之具體評量內涵

及校外專家依各專業領域分科座談討論，以達實質成效。 

C4通過實務證照： 

(1) 各專業學科依據科特色與科課程目標，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2) 護理科學生參加國家考試考取護士執照的共 62名，護理師執照共 71名，通過率分

別為 72.09%及 72.45%。 

(3) 妝管科化學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46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43張證照，考取率為

94%。 

(4) 妝管科美容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00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100張證照，考取率

為 100%，達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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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妝管科美容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34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24張證照，考取率為

71%。 

(6) 妝管科女子美髮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58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58張證照，考取

率為 100%。 

(7) 健休科中餐烹調(葷)丙級證照班，共 94位學生參加中餐烹調(葷)丙級考試，共有 77

位學生考取證照，考取率達 81.9%。 

(8) 健休科共有 43位學生參與烘焙輔導班，報考烘焙麵包丙級檢定 37人考取，通過率

達 86%。 

(9) 數媒科 TQC Photoshop目前考照人數為 26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生前往考照中），

通過證照為 22張，通過率達 85%。 

(10) 數媒科 TQC Flash目前考照人數為 14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生前往考照中），通

過證照為 5張，通過率達 36%。 

(11) 國際認證(電腦資訊類)證照輔導班，共計 477 人次參加考試，249 人次通過檢定資

格，通過率 52.20%。 

(12) 美保科美容丙級學生考取證照 49張，通過率 87.5%。 

(13) 美保科女子美髮丙級學生考取證照 82張，通過率 85.4%。 

(14) 寒暑假多益證照加強班參與人數為 520人 夜間加強班參加人數為 350人（新店 150

人，宜蘭校區 200人），今年證照通過人數為 207 張較去年 145張成長 42％.。 

D1 落實教師評鑑計畫： 

(1) 辦理 1場「教師評鑑改進專家諮詢會議」。 

(2) 召開 2 場評鑑小組會議，進行評鑑制度說明與審議，參與教師滿意度達 4.2(五分量

表)。 

(3) 本校教學單位之科(中心)務會議中共辦理 8 場教師評鑑說明與實例經驗分享，各科

中心教師參與率達 85％。 

(4) 100學年度接受教師評鑑人數共計 109名，接受評鑑率達 100%。 

(5) 100學年度各類型教師評鑑人數依序為：教學型 62名(56.8%)，服務型 24名(22%)，

研究型 23名(21.1%)。 

(6) 100學年度教師評鑑評定等級為乙等以上達 88.9%。 

D2 E-Campus-整合校園教學資源： 

(1) 委外資訊廠商整合本校現有教學系統及數位學習平台，並由資訊組提供技術協助。 

(2) 辦理教育訓練，將平台介紹給全校教師以取得政策推行的支持與配合。 

(3) 辦理獎勵鼓勵學生上線使用。 

D3 打造行動學習環境： 

(1) 館藏購置中文書為主，從徵集書單、制定主題比重、書目勾選彙整、複本管控，以

典藏優質的書籍。 

(2) 採購電子書閱讀器，並建立圖書館電子書使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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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兩校區圖書館設置電子書體驗專區，開放讀者利用，達到資源整合、共享、各領

域均衡發展等效益。 

(4) 透過上線使用及使用統計分析，多元管道進行推廣行銷，擴增電子書的使用普及性。 

(5) 建置健休科實習旅行社與實習旅館，強化學生實務訓練與實習環境場域。 

D4充實教學資源： 

(1) 建置學生資訊佈告欄與電子看板，讓教學單位有效傳達活動訊息，減少紙本作業，

並提升活動與教學資訊的能見度，以促進學生活動參與意願，並定期播放教學及活

動成果展示影片，有助提高學習興趣，以達學習交流與傳承之效果。兩校區電子看

板公告校內外課程活動、研習、比賽、考試、政策宣導等資訊至 11月底共計 105則

以上。 

(2) 增設宜蘭校區視聽大講堂，透過大型場地舉辦理各項活動，有效提升學生生活、人

文及學習素養，並提高情境教學環境品質，使各科教學方式更多元化，加強學生能

力培養，增加學生實作體驗機會，有效提升學習品質。視聽大講堂增設後已舉辦多

場學生活動，包括志願服務特殊課程、新生祈福禮、台灣表演家劇團相聲表演等，

人數最多達 450人。 

(3) 逐年建置與更新 E化資訊講桌，報修紀錄從 99學年度 52件至 101學年建置完畢已

降至 22件，明顯降低教學資訊設備故障率，各項設備上課期間使用率達九成以上。

Ｅ化設備滿意度抽樣調查顯示，約 7成學生對教學資訊設備建置感到滿意，並認為

多媒體教學方式較一般傳統式教學好，有效提供優質教學環境之目的。 

D5強固校友聯繫： 

(1) 辦理第 4屆第 1次校友大會暨理監事會議計有 55人與會，第 2次計有 13人次，討

論有關校友會運作及選舉理事長。 

(2) 辦理第 4 屆及第 7 屆校友回娘家活動，共計 70 人。並提供提供課程雙向溝通及建

議、職場經驗分享。 

(3) 已完成 90-100學年度校友資料庫建立及更新，便於連絡校友。 

(4) 製作 1份電子報，提供校友得知學校最新相關資訊。 

(5) 透過 FB社群網站與校友做為雙向連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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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年度計畫執行成果英文摘要 

    The project’s outcomes are classified 4 parts: enhanc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and ambition, practical courses and the 
quality administration of enhancing teaching. 

1. In the part of enhance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e point of the 

project is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o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ll teachers carry on the practical growth in their specific communities to increase their 

applied practice and the college-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By the construcion of teaching 

model, it can strengthen teachers’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nd deepen their life 

accomplishment. 

2. In the part of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and ambition, the core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mote 

freshmans’ motiviton in self-learing. As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increased, thier special skills 

were strengthened, their certifications were acquired, and their language ability could be 

improved.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 learning could bring their previous learning and updated 

learning materials together. This promoted students’ competitive abilities.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orm of ability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from graduated students showed 

out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learning outcome. School activities and environmental eduation 

created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to immse and to possess the charastisitic of respection for 

nature and love for mankind. 

3. In the part of practical courses, we keep developing department-based curriculum to shape our 

teaching characterisitcs. Students are arranged to have their practical training and helped to 

obtain various certificates to increas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spirit, the curriculum focuses 

on practical courses to reinforce the integration and the link between classroom and practical 

teaching.  

4. In the quality administration of enhancing teaching, the school carries on teachers’ evalu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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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一、計畫執行內容： 

(一)計畫架構 

    本年度「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管理實務能力學生為導向」

延續前幾年度之發展架構，以四個分項計畫為主軸，由校內各單位針對計畫重點，擬具相應

的子計畫內容，再經由行政會議檢討與議決後，形成整體計畫。本計畫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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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項計畫名稱與目標 

本計畫為整合型計畫，整體計畫內容由三個分項計畫組成。本計畫總名稱為：耕莘健康

管理專科學校—「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管理實務能力學生為

導向」，四個分項計畫名稱與目標如下： 

分項計畫 A「精進教師專業知能」 

(1) 專精教師實務能力：本計畫以本位課程發展與系科特色為規劃主軸，讓每位教師直接

進入業界實做，加強教師與實務之聯結，進而提昇教師實務教學能力。 

(2) 增進教師教學知能：為提昇教師教學專業能力，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並建立成長

輔導措施，透過研習會、工作坊、教育訓練及同儕教學觀摩等活動以提昇教學品質，

讓在教學上尋求建議與精進的教師進行交流與經驗傳承。 

(3) 深化教師生命素養：透過「生命之愛」相關題材與分享討論，深化教職員生命素養，

形成教職員生命支持力量。透過「敬天愛人」相關聖經研讀分享，增強教職員對「敬

天愛人」校訓之理解與認同凝聚共識。 

分項計畫 B「培育才志並進」 

(1) 第一哩計畫：依據各科新生主要來源學校，辦理國中生蒞校參訪體驗；透過與國中

端師長接洽，安排學生參觀學校、認識五專學制及配合學生需要之專業領域設計體

驗活動，讓學生儘早接觸未來學習環境。 

(2) 第一哩計畫 -增進新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以學校及各科特色為主軸，規劃辦理學

生競賽活動，由參賽隊伍自選「辦學理念」、「學校教育目標」及「科系特色」等主

題，透過各種工具與軟體進行平面與影像數位創作，增進學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 

(3) 第一哩計畫 - 新生生涯探索：藉由工作坊方式協助成員探索個人特質、生涯價值

觀、興趣類型，增進自我了解。助學生肯定自我能力，對生涯職業進行想像與自我

評估。 

(4) 針對專一新生進行「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施測，引導學生確立未來

職涯發展方向，規劃職涯進路，並依據探索與診斷結果，擬定職能養成計劃。 

(5) 提升學習效能：藉由補救教學、學習預警制度與菁英培訓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強化

技術實務能力，並透過 E化歷程檔案，讓學生瞭解自己的學習成長，教師亦能了解

學生的成長過程提供有效的師生互動使學生學習必要的知識及技能，改善學生的學

習成就。 

(6) 強化就業啟航：針對包括禮儀、履歷撰寫、面試技巧、證照及就業趨勢、職場明日

之星、良好之工作態度、求職安全等主題，安排各科共通性就業輔導系列活動，集

合校內外人力與資源，使學生在校所學之專業技能得與職場接軌，掌握職場趨勢，

了解業界需求，畢業後順利就業。 

(7) 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查：持續落實畢業生生涯追蹤工作，建立持續性品質改

善之機制。此外，為有效提昇學生職涯訓練及職場經驗，透過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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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意見回饋，進行課程之修正，調整校內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以期幫助學生

能在畢業前具備職場基本能力及更多的技能，以符合職場現況，以利學生與職場的

接軌，適應職場競爭。 

(8) 提升語文能力：語言為學生需具備之通識能力，本計畫擬以各非正式課程活動，以

能提升學生學習中文與英文之興趣，進而提升語言程度。 

(9) 培育敬天愛人之生命素養：本校重視學生生命素養的學習，強調品德教育、良好生

活態度的學習以及生命歷練的價值觀體驗及抉擇，因此本計劃規劃相關活動以達到

學生敬天愛人素養之學習效能。 

分項計畫 C「建構實務課程」 

(1) 落實本位課程：依據課程發展機制、內外部雙回饋圈、課程地圖及能力指標系統，

作為評鑑各科本位課程為導向，結合學校本位之特色、策略及發展的課程規劃，使

學生具有一定的基本素養與專業能力、取得相關的職業證照(3照 1證畢業門檻)以因

應工作職場所需，讓每位學生有充分的實務能力，畢業即可就業。 

(2) 強化實習教學成效：各科依其專業屬性安排學長姐經驗分享、遴聘業界專家，採雙

師制、企業職場體驗參訪，加強未來至實習環境適應能力，落實學用一致，減少產

學需求領域之落差。在課程方面，規劃與就業相關輔導計畫，期望對學生有所助益。

利用校外業界參訪活動，提高師生融合，瞭解學生學習困境及未來畢業後的職涯規

劃，解決其困境並提供意見，以便將來持續追蹤，進而為將來從事相關工作提供初

步指引 

(3) 建構能力指標之教學評量：課程地圖及教學計畫呈現教師所擬訂達成之科能力指

標，讓學生有充分資訊，隨時可查詢。期末教學評量之「教學意見調查表」納入評

值能力指標，以檢核課程達成的能力指標與教師所擬定之目標是否有落差，作為課

程檢討及改善參考。聘請校外專家協助提升教師擬定更有意義之課程評量，以達到

課程評量呼應能力指標與實質成效。 

(4) 通過實務證照：鼓勵本校學生依所學專長及興趣取得專業證照，以提升學生技術水準

及就業能力，由各科依各類專業屬性訂定學生於畢業前夕需考取之專業證照，以達未來

順利進入職場之標準。預計目標為提升學生考照率及增加學生通過率。 

分項計畫 D「提升教學品管」 

(1) 落實教師評鑑：教師評鑑的目的為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水準，增

進教師對本校之向心力與貢獻，提升本校聲譽與辦學績效；本校於 97 年訂定教師評

鑑辦法，97、98學年教師評鑑皆為試行辦理階段，對於評鑑不佳之教師由各科(中心)

主任予以輔導，本年度將持續落實教師評鑑制度。 

(2) 打造 E-Campus：期能打造一個整合式的數位學習環境，提供全校師生單一入口、整

合校園內教學資源系統、學習平台、高速校園網路及無線校園網路，以建置完善之

數位學習環境，以彰數位學習、知識管理與社群互動平台，提供師生作為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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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元學習、展演活動歷程中的交流與互動平台、並作為師生創作展演成果展現的

空間，透過社群互動機制進行回饋、反思以達到知識分享與學習目的。 

(3) 打造行動學習環境：充實電子書資源，擴大文獻資料運用範圍，提供優質的設備與

環境，滿足讀者使用電子書的需求，培養讀者使用數位資源的習慣。加強電子書使

用能力及經驗，提高電子書利用率，增進讀者對於電子書內容與功能的瞭解，激發

其使用電子書的動機。結合相關主題性活動，以多元化、現代化、趣味化的方式展

現電子書與閱讀載具的特色，提高活動的參與率及實際效益。 

(4) 充實教學資源：提升本校整體的教學資源，充實優質數位學習環境與 e 化教室，持

續改善教學環境，提供教師與學生各項 e 化教學與學習的場域及工具，讓教師可以

藉由良好現代化多媒體設備提升教學內容的品質，並提供多元化之教學策略，引發

學生學習動機，強化學習的效果。 

(5) 強固校友連繫：本校校友會於民國 93 年成立，設立的目的在於促進母校與校友之間

的互動與互惠，藉以集結校友之力，共同為全體校友服務，並同心協助母校發展。

此計畫旨在鞏固整合校友資源，透過整合校友相關書面資料、建立電子連絡網、校

友刊物或電子報之編輯事宜，加強校友會之聯繫與服務事宜，及協助辦理校友相關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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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子計畫名稱與分工 

本計畫係由本校校長蕭淑貞擔任計畫總主持人，各分項計畫及子計畫主持人均由相關系

科一級主管及專任教師擔任，整體計畫之行政業務、工作協調及進度管控由本校研究發展處

依規定辦理，教務處、總務處、會計室負責相關的行政支援工作。整體計畫內容由四個分項

計畫組成，各分項計畫主持人請見下表： 

 

各分項計畫主持人一覽表 
計畫項目 主持人 主責單位 

分項計畫 A：精進教師專業知能 陳惠明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 
A1：專精教師實務能力 陳惠明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 
A2：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陳惠明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 
A3：深化敬天愛人生命素養 王玉華主任 全人教育中心 
分項計畫 B：培育才志並進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 
B1：第一哩計劃-增進新生自發學習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B2：提升學習效能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課務組 
B3：強化就業啟航 王美業主任 研究發展處就業實習組 
B4：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查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課務組 
B5：提升語文能力 王玉華主任 全人教育中心通識教育組 
B6：培育敬天愛人之生命素養 王玉華主任 全人教育中心宗教輔導組 
分項計畫 C：建構實務課程 王美業主任 研究發展處 
C1：落實本位課程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課務組 
C2：強化實習教學成效 王美業主任 研究發展處 
C3：建構能力指標之教學評量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課務組 
C4：通過實務證照 王美業主任 研究發展處推廣教育組 

分項計畫 D：提升教學品管 蔡逸舟主任 資圖中心 
D1：落實教師評鑑計畫 陳惠明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 
D2：E-Campus-整合校園教學資源 蔡逸舟主任 資圖中心資訊組 
D3：打造行動學習環境 蔡逸舟主任 資圖中心圖書組 
D4：充實教學資源 林淑玟主任 教務處課務組 
D5：強固校友聯繫 王美業主任 研究發展處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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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管控機制 

本計畫由校長蕭淑貞教授擔任計畫總主持人，統籌整體計畫的規劃與整合。各分項計畫

及子計畫主持人皆由相關單位一級主管擔任，負責各分項計畫及其子計畫的執行與管控。 

為確保本校提升教學計畫之落實，結合校內相關單位組成「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專案推動小組」

做為管考組織（運作如下圖所示），釐清各層級職責並強化單位間的協調與溝通，以利有效整

合資源。 

    本計畫之管考機制引進品質管理概念，以每月為單位，採 PDCA品管模式：計畫(Plan)→

執行(Do)→考核(Check)→行動(缺失改善)四大流程循環進行績效評估，期能持續改善，終而

達成計畫目標。同時還透過下列數項規定，確保計畫的執行能夠落實： 

1. 子計畫主持人定期向所屬之分項計畫主持人陳報執行情形。 

2. 分項計畫主持人就各子計畫執行進度檢核，召開分項計畫執行會議，進行檢討並討論改

善方案。 

3. 研究發展處依據各分項管考會議記錄會整執行成效與改善方案，提報於提升教學品質計

畫專案推動小組，並於主管會議進行專案進度報告，以督導計畫執行之進度並具體改善

措施；總計畫主持人依據各單位陳報執行情形進行督導與裁示。 

4. 經費核銷部份由研究發展處就各階段考核點進行稽核，且由研究發展處、會計室對整體

計畫經費支用情形，逐項比對檢核，將各分項計畫及子計畫以各執行專業學科為單位，

依各項目進行查核工作。 

 

 

 

 

 

 

 

 

 

 

總計劃主持人
校長

品管
主管會議
行政會議

自我評鑑會議

執行

相關行政單位
相關學術單位

行政支援

人事、會計、總務

稽核
內部管控及稽核委員會

主管會議

各分項計畫
各子計畫

提升教學品質計劃專案推動小組

規劃：研發處
教務處、學務處、資圖中心

各教育單位
全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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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成果 

本次年度計畫整體成果依教師面、學生面、課程面與其他面向等四面向分述如下： 

(一) 教師面 

1. 辦理教學知能相關研習：辦理 26場次的教學知能相關研習，平均滿意度達 90%以上。 

2. 辦理 2場教學發展工作坊，並發展出 rubrics 設計活動單，並公告於教學資源中心網頁，

供所有教師參閱。 

3. 落實微型教學，製作微型教學錄影與分析達 20支影片。 

4. 辦理 7場特色課程課室觀摩會：依序為新店護理科、資管科及宜蘭護理科、幼保科、妝管

科、美保科、健休科。 

5. 辦理教師實務成長(含實務訓練)與教師實務成長觀摩會，參與教師實務成長(含實務訓練)

人數逐年增加，99 年計有 99人次，100 年計有 119人次，101 年計有 148人次進行實務成

長(含實務訓練)，較 99、100 年度為多。教師實務成長(含實務訓練)執行成果融入教學課程

之中，且全體教師均將成果報告或課室教學教案上傳至教師個人之教學歷程檔案，可供公

開瀏覽。各科教師實務成長(含實務訓練)均舉行實務成長發表會，由各科安排科務會議時

間進行實務成長分享討論，並由各科資深教師講評與經驗分享。各科教師實務成長(含實務

訓練)人數如下表所示： 
科別 99 年 100 年 101 年 

護理科 51 59 96 
幼兒保育科 3 6 3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 7 7 8 
資訊管理科 3 5 5 
全人教育中心 18 21 15 
美容保健科 7 6 6 
健康休閒與管理科 7 10 8 
數位媒體設計科 3 5 7 
總計 99 119 148 

6. 推動傳承制度，輔導新進教師，，按月繳交新進教師諮商交流紀錄表，輔導新進教師：100

學年 50人；101學年 16人。 

7. 辦理 6場新進教師傳承暨教學評量不佳輔導知能研習，共 47人次參與。 

8. 透過良師益友「教學領航」帶領制，建立典範並傳承教學經驗。 

9. 辦理 1場教學優良教師選拔，建立教學典範：101 年度 4位教學優良教師獲獎。 

10. 辦理 2場專兼任教師教學暨課程共融會議。藉由教學相關事務宣導、教師自我省思、同儕

經驗交流分享及課程能力指標訂定等方式，降低專兼任教師教學內容及方向之差異，並宣

導學校課程發展方向，進而提升教師專業教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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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辦理 5 場全校性教學研習會：教學品保與學習成效經驗分享研習會、「有創意才有國力」

研習會、「大學生的競爭力」研習會、護理科教學研討會、「敬天愛人生命素養成長系列--

何接觸自己-教師成長工作坊」。 

12. 辦理 3場 IRS即時反饋系統暨無線手寫系統教育訓練活動。 

13. 辦理各科教學歷程檔案分享觀摩會，共 8場次。 

14. 舉辦期中教學評量，著重即時修正教學策略，於每學期第 8週前完成，由各科自行設計問

卷內容，每位教師需針對評量結果，提出改善策略書面報告給科主任審查。 

 

(二) 學生面 

1. 第一哩計畫：依據各科新生主要來源學校，辦理國中生蒞校參訪體驗；透過與國中端師長

接洽，安排學生參觀學校、認識五專學制及配合學生需要之專業領域設計體驗活動，讓學

生儘早接觸未來學習環境。 

2. 第一哩計畫-增進新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以學校及各科特色為主軸，規劃辦理學生競賽

活動，由參賽隊伍自選「辦學理念」、「學校教育目標」及「科系特色」等主題，透過各種

工具與軟體進行平面與影像數位創作，增進學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 

3. 第一哩計畫-新生生涯探索：藉由工作坊方式協助成員探索個人特質、生涯價值觀、興趣

類型，增進自我了解。助學生肯定自我能力，對生涯職業進行想像與自我評估。 

4. 針對專一新生進行「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施測，引導學生確立未來職涯

發展方向，規劃職涯進路，並依據探索與診斷結果，擬定職能養成計劃。101 年度新生共

辦理 22場次。參與達成率為 93.05%。 

5. 落實期中成績預警制度：成績預警除掛號通知家長外，導師須再次與家長訪談並留有紀錄

備查，以落實預警機制，101 年期中預警 356人，經老師輔導後學期成績改善者共計 298

人，成績預警改善達成率達 83.7％。 

6. 本校實施科目預警與落實低成就科目輔導機制後，100學年度不及格人數達 1/3以上科目

之低成就學生經授課教師輔導或補救教學後，上下學期期中考人數達 1/3 不及格科目預警

成效改善分別為 62.04%與 62.53％，扣考比例由 2.43％降為 1.76％，有助降低學生修習科

目扣考的人數。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全校辦理休退學人數分別為 5.8％與 3.6

％，顯示持續辦理多元管道預警機制，有助降低學生曠課勒退之比例。 

7. 本年度全校所有補救教學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823人，成績進步學生人數共計 765名，各科

平均成績改善率為 79.8%，平均滿意度為 88.6%，成績改善率及滿意度皆達到預期之成效。

各科(中心)成果如下： 

 
科別 課程數 參與學生數 成績改善率(%) 學習滿意度(%) 
護理科 6 266 79.8 92.85 
幼保科 1 19 20 100 
妝管科 2 39 89.5 95 
資管科 2 45 74.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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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課程數 參與學生數 成績改善率(%) 學習滿意度(%) 
數媒科 4 128 77 80.5 
健休科 4 70 83.5 83.1 
全人中心 8 256 79.9 90.3 

8. 提升國語文能力： 

(1) 舉辦耕莘藝文獎徵文活動，共有散文 49 篇、詩歌 39 篇、經典文章閱讀 15篇、漫畫

9篇參賽。得獎作品，刊登於耕莘藝文刊物中，達到相互觀摩，提升學校閱讀與愛好

藝文之風氣。 

(2) 舉辦我思故我在--國語文演講比賽，全校共 28 人參賽。演講題目緊扣現今社會所面

臨的重要議題，如：環保、法治、多元文化等社會議題，請學生闡論一己之見，以培

養學生關注社會議題的習慣，拓展識見，進而增進思辨及口語表達能力。 

(3) 舉辦青春花語—校園相片故事書寫比賽，全校共 54 份作品參賽。此活動培養學生的

觀察與關懷能力，藉由相片記錄校園生活中的點滴，並將心中的省思與感受化為文

字，以營造校園人文氣息，涵養敬天愛人的情操。 

(4) 舉辦國語文能力會考，全校五專二年級共 875 人參加會考。施測內容涵蓋國文課程

以及成語、字音字形辨識、閱讀等基礎國語文能力測驗，藉由會考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加強國語文能力，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9. 提升外語文能力： 

(1) 舉辦英語經典名句比賽，參與學生共計 50人，得獎學生共計 9位。 

(2) 舉辦母親節英語海報競賽，參與學生共計 50人，得獎學生共計 15位。目的為藉由英

語海報創作激勵學生發揮創意即展現才華，評分標準依參賽者之「文案內容」、「視

覺創意」、「整體構圖」進行評分。 

(3) 舉辦英文歌曲比賽，兩校區參與人數共計 100人，得獎學生共計 10位。藉由學習英

文歌曲，增加學生英語口語能力及音樂欣賞的表達能力。評分標準依參賽者之「英語

發音」、「歌唱技巧」與「整體台風」進行評分。新店校區派前三名的同學於 10/23

參加景文科大舉辦的 2012 北區技專校院英文歌唱大賽，由林毓恩及甘凌嘉同學榮獲

第三名。 

(4) 舉辦與外師午餐英文活動，參與學生共計 126位。活動於 101 年 6月 5日完成，總計

十次，每週一天中午，十位同學與一位外師共進午餐。藉由與外師午餐的時間，用英

語和外師就討論主進行分享、提問與討論。學生回饋的滿意度平均 4.65分。 

(5) 辦理耕莘英語月報，至 12月底共計 5刊，參與編輯的學生共計 11位。耕莘英語月報

由兩校區英文寫作能力佳的學生組成編輯團隊，已於 4、5、7、9 月各出一刊。月報

內容包括學校熱門討論議題、教師專訪、學生競賽活動、及校園生活。 

10. 護理師通過率高於全國通過率，101 年度護理師通過率 73.64%，遠高於全國通過率

(39.65%)。 

 

 



 

  21

11. 護理科連續五年辦理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計畫執行情形與成果如下表所示： 

年度 補助金額 參與學生數 合作機構數 就業率 

97 601,000 25 2 82.6% 

98 408,000 28 3 100% 

99 600,000 30 7 93% 

100 600,000 35 4 94.29% 

101 600,000 35 12 97.14％ 

12. 辦理學生專業證照輔導，成效如下： 

(1) 化學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46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43張證照，考取率為 94%，達

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2) 美容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49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149張證照，考取率為 100%，

達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3) 美容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34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24張證照，考取率為 71%，達

預期目標六成以上。相對於 100 年度美容乙級考取率為 58%，已提升考取率為 13%。 

(4) 女子美髮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40 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140 張證照，考取率為

100%，達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5) 輔導化學乙級證照 15位學生，因全國技能檢定於第三梯辦理，11/11學科測試，102

年 1-2月術科測試，故目前無法統計及格率。 

(6) 101 年度化學丙級、美容丙級及女子美髮丙級，共考取 289張證照；相對於 100 年度

考取化學丙級、美容丙級及女子美髮丙級，共考取 188張證照，已提升 101張證照數。 

(7) 中餐烹調(葷)丙級證照班，共 94位學生參加，於 101 年度 7月份參加在校生-中餐烹

調(葷)丙級考試，共有 77位學生考取證照，考取率達 81.9%。 

(8) 烘焙麵包丙級輔導班共有 43位學生報考烘焙麵包丙級檢定，共計 37人考取，通過率

達 86%。 

(9) 數媒科 TQC Photoshop目前考照人數為 26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生前往考照中），

通過證照為 22張，通過率達 85%。 

(10) 數媒科 TQC Flash目前考照人數為 14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生前往考照中），通

過證照為 5張，通過率達 36%。 

(11) 國際認證(電腦資訊類)證照輔導班，共計 477人次參加考試，249人次通過檢定資格，

通過率 52.20%。 

(12) 寒暑假多益證照加強班參與人數為 520人 夜間加強班參加人數為 350人（新店 150

人，宜蘭校區 200人），今年證照通過人數為 207張較去年 145張成長 42％。 

(13) 護理科精熟技術學習課程包含修習基本護理學實驗、內外科護理學實驗、體檢查與

評估實驗以及產兒科護理學實驗等之前會有較多學期成績不及格同學的科目。修習精

熟學習計畫之學生，期末總成績及格人數維持 90％以上。 

(14) 實習前技術能力鑑定及格之學生人數，可達 97％以上通過鑑定考試，提升實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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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辦理新生職涯探索活動共 22場次，101 年度新生參與達成率為 93.05%，參加人員平均滿

意度為 4.47分。 

14. 辦理 2場「101學年度學習歷程檔案建置說明會」，與 1場「101學年度學習歷程檔案建

置競賽」新生及全校同學學習歷程檔案建置率均達 80%，全校各班於導師生活動分享優

良學習歷程檔案成果發表達 80%。 

15. 各專業學科辦理角色典範研習活動，共計七場。 

16. 各專業學科辦理專題成果展現。 

17. 辦理耕莘品格教育體驗活動，活動與學生共 60人，回饋量表統計活動滿意度達 93%。 

18. 辦理「合一服務-學習」計畫，培養學生好品德，並於校外進行社會服務。 

 

(三) 課程面 

1. 依據本校課程發展機制、內外部雙回饋圈、課程地圖及能力指標系統，以及各科專業及

課程發展特色、學生基本素養與專業能力需求、相關的職業證照(3照 1證畢業門檻)取得，

檢視各科本位課程發展情形，並完成全校各科各學制 97-101學年度課程學分表修正案。    

2. 各專業學科辦理本位課程會議，各學科完成課程規劃，以使專業課程特色化、依據科能

力進行本位課程課綱重整，確認科能力與課程連結性，並依畢業生與雇主評量問卷意見

修正。 

3. 各學科進行職場體驗，增進學生在專業顉域課程之學習動機。 

4. 各學科辦理耕莘講座；全體參與同學對講座滿意程度達 85%以上。 

5. 本校 100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師評量總平均為 4.28分，第二學期為 4.29分，達成維持全校

教學評量平均在滿意層級 4.0 以上之目標。 

6. 全校兩校區共舉辦 5場深度課程研習，參與教師達 222人次，並培訓 70位課程設計與評

量種子教師，協助教師由更多元的角度思考課程設計，落實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方

式，提升同學的學習效果。課程平均滿意度為 88.4％。 

7. 各科完成 2份課程設計典範教案範例（課綱及教學計畫），提供其他教師參考學習。 

8. 協助各科完成與校教育目標呼應之科教育目標、科能力與科能力指標之完善規劃，與修

訂 101學分表與課程地圖。 

9. 護理科統計複習班學生參加國家考試考取護士執照的共 62 名，護理師執照共 71 名，通

過率分別為 72.09%及 72.45%。 

10. 本校化學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46 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43 張證照，考取率為 94%，

達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11. 美容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49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149張證照，考取率為 100%，達

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12. 美容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34 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24 張證照，考取率為 71%，達預

期目標六成以上。相對於 100 年度美容乙級考取率為 58%，已提升考取率為 13%。 

13. 女子美髮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40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140張證照，考取率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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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14. 101 年度化學丙級、美容丙級及女子美髮丙級，共考取 289張證照；相對於 100 年度考取

化學丙級、美容丙級及女子美髮丙級，共考取 188張證照，已提升 101張證照數。 

15. 中餐烹調(葷)丙級證照班，共 72位學生參加，於 7月份參加 101 年度在校生-中餐烹調(葷)

丙級考試，共有 55位學生考取證照，考取率達 76%。 

16. 中餐烹調(葷)丙級證照班，共 94位學生參加，於 101 年度 7月份參加在校生-中餐烹調(葷)

丙級考試，共有 77位學生考取證照，考取率達 81.9%。 

17. 烘焙麵包丙級輔導班共有 43 位學生報考烘焙麵包丙級檢定，共計 37 人考取，通過率達

86%。 

18. 參加飲料調製證照輔導培訓課程 13名學生中，報名參與飲料調製證照檢定共計考取證照

的人數 7名，通過率約 54%。 

19. 數媒科 TQC Photoshop目前考照人數為 26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生前往考照中），通

過證照為 22張，通過率達 85%。 

20. 數媒科 TQC Flash 目前考照人數為 14 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生前往考照中），通過證

照為 5張，通過率達 36%。 

21. 國際認證(電腦資訊類)證照輔導班，共計 477人次參加考試，249人次通過檢定資格，通

過率 52.20%。 

22. 美容丙級 49張(達成率 87.5%)；女子美髮丙級 82張(達成率 85.4%)。 

23. 寒暑假多益證照加強班參與人數為 520人 夜間加強班參加人數為 350人（新店 150人，

宜蘭校區 200人），今年證照通過人數為 207張較去年 145張成長 42％。 

 

(四) 其他面向 

1. 由組合式多媒體櫃逐年更新為資訊講桌，本年度由 101 年整補與提升計畫新增 14 套多功

能講桌資訊設備（宜蘭校區 13 套，新店校區 1 套），以提供更多元化之教學方式，並定

期維護與修繕。 

2. 落實教師評鑑計畫 

(1) 辦理 1場「教師評鑑改進專家諮詢會議」。召開 2場評鑑小組會議，進行評鑑制度說

明與審議，參與教師滿意度達 4.2(五分量表)。 

(2) 本校教學單位之科(中心)務會議中共辦理 8 場教師評鑑說明與實例經驗分享，各科

中心教師參與率達 85％。 

(3) 100學年度接受教師評鑑人數共計 109名，接受評鑑率達 100%。100學年度教師評

鑑結果: 教師評鑑評定等級為乙等以上達 88.9%。 

(4) 評鑑結果為丙等及丁等之教師，100%參與教師成長與輔導制度。 

等第 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人數 66 18 13 8 4 

百分比 60.5% 16.5% 11.9% 7.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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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校園教學資源以本校原有之數位學習網 moodle系統為基石，建置友善的操作介面及

整合學校其他教學資源，讓師生皆可以利用新系統進行數位化教學與學習。新系統將依學

生在校選課情形，全面幫學生自動加選課程，不僅可以讓教師免去比對學生修課資料的麻

煩，同時也讓學生簡單且清楚知道個人本學期修習課程可獲得那些數位資源，整體學使用

統的使用率將可以達 100%。 

4. 採購 15台 I-PAD提供雙校區讀者，並設置電子書體驗專區，讓讀者體驗電子書的優點與

實用性，並加強電子書使用能力及經驗，提高電子書利用率。 

5. 各類電子書館藏使用統計如下表： 

類別 人文

社會 

文學

小說 

休閒

生活 

宗教

心靈 

科學

科普

財經

商管

電腦

資訊

語言

學習 

親子

童書 

醫藥

養生

藝術

設計

冊次 124 134 269 149 13 127 83 98 324 307 69 

合計 1697 

6. 本校逐年建置與更新 E化資訊講桌，報修紀錄從 99學年度 52件至 101學年建置完畢已降

至 22件，明顯降低教學資訊設備故障率，各項設備上課期間使用率達九成以上。Ｅ化設

備滿意度抽樣調查顯示，約 7成學生對教學資訊設備建置感到滿意，並認為多媒體教學方

式較一般傳統式教學好，有效提供優質教學環境之目的。 

7. 建置宜蘭校區視聽大講堂，視聽大講堂增設後已舉辦多場學生活動，包括志願服務特殊課

程、新生祈福禮、台灣表演家劇團相聲表演等，人數最多達 450人。 

8. 建置健休科實習旅行社與實習旅館，強化學生實務訓練與實習環境場域。 

9. 已完成 90-100學年度校友資料庫建立及更新，便於連絡校友。辦理第 4屆及第 7屆校友

回娘家活動，共計 70人。並提供提供課程雙向溝通及建議、職場經驗分享。 

10. 製作 1份電子報，提供校友得知學校最新相關資訊。透過 FB社群網站與校友做為雙向連

絡平台。 

 

(五)整體計畫執行前後差異比較表 
 項目 執行前(100 年) 執行後(101 年) 

教學知能研

習 
100 年 13 場次，共計 698 人次參

加。 
101 年 26場次，平均滿意度為

4.61(92.2%)。 
新進教師傳

承制度座談

會 
100 年 5場次，共計 42人參加。 101 年 6場次，共計 47人參加。

教師實務成

長 
100 年共計 119人次執行。 101 年共計 148人次執行。 

(一)教師面 

教學評量 
99 學年度兩學期全校總平均分別

為 4.24及 4.22，平均為 4.23。 

100 學年兩學期全校總平均分

別為 4.28及 4.29，平均 4.285，
顯示近幾年教師努力提升教學

知能及實務成長有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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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執行前(100 年) 執行後(101 年) 

建置微型教

學設備 

每位新進教師進行微型教學錄

影，由領航教師予以教學建言，並

製作微型教學錄影與分析達 9 支
影片。 

每位新進教師進行微型教學錄

影，由領航教師予以教學建

言，並製作微型教學錄影與分

析達 20支影片。 

教師評鑑制

度 
已經建立，但評鑑結果並無公布。

已經建立，評鑑結果轉交給教

師個人。 
辦裡 1 場「教師評鑑改進專家
諮詢會議」與 2 場「評鑑小組
會議」。 

證照 
新增各類證照 1953張(含電丙、網
丙證照)。 

新增各類證照 1375 張(不含電
丙、網丙證照)。 

提升英語能

力_多益證照 
通過 145張。 通過 207張。 

期中成績預

警制度 

99 學年度期中預警 156 人，期末
改善人數 134人，整體改善率達過

八成五以上。 

100學年度全校期中考不及格

學分數達 1/2（含）以上學生共
計 356人，經老師輔導後學期

成績改善者共計 298人，成績
預警改善達成率達 83.7％。 

營造敬天愛

人校園氛圍_
搖滾聖樂團 

沒有成立。 已成立。 

(二)學生面 

營造敬天愛

人校園氛圍_
午間音樂廣

播欣賞 

沒有實施。 已實施。 

(三)課程面 
課程設計典

範教案 
無教案範例。 各科完成 2份教案範例。 

建置宜蘭校

區視聽大講

堂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建置健休科

實習旅行社

與實習旅館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四)其他面向 

設置圖書館

電子書體驗

專區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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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分項計畫執行成果 
 

茲依序將各子計畫預期指標、實際執行情形及具體成果或影響，表列如下，請參閱。 

 
分項計劃 A：精進教師專業能力 
A1-1、專精教師實務能力(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藉由實務成長計
畫與產業連結，

增進教師專業領

域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 
2. 將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之成長結

果運用於課程規

劃及執行，以提

昇教師教學品質

與成效。 
3. 增進教師自我學
習歷程中實務能

力的省思與發

展。 
4. 完成實務訓練之

教師皆完成成果

及教案書寫。 
5. 護理科教師進行

赴業界實務成長

至少 80小時。 

1. 護理科專任教師完成實務訓

練之後，均完成訓練成果報

告，新進教師以書寫個案報告

為主，其餘以書寫將實務成長

結果運用於課程之教案。 
2. 護理科專任教師完成實務訓

練之後，完成實務成長計畫實

施成果問卷調查表，並陳述實

務訓練對自我學思歷程的影

響。 
3. 護理科專任教師每學年必須

完成至少一次的實務訓練，並

於結束訓練後三週內繳交心

得、成果報告及教案。 
4. 護理科專任教師所提出之實

務訓練計畫須至少 10天，80
小時；所有計劃均經科務會議

審核後方得進行。 

1. 護理科 101 年完成實務訓

練教師共有 53名；並完成
實務訓練成果評量滿意度

調查，採 5分評量，結果總

滿意度為 4.23分(84.6%)。
2. 質性回饋如下: 
護理教師對於實務訓練對

自我學思歷程的影響多抱

持正向看法，認為實務訓練

有助於新知吸收精進教學

內容、自我專業知能及素養

提昇，使教學能與現況結

合。但在實務訓練對於研究

方面的助益上，仍顯示滿意

度不高，顯示未來實務訓練

計畫宜強化實務成長計畫

與產業連結，增進教師研發

能力。 
3. 53位護理教師實務訓練計

劃時間均達 80小時(含)以
上。 

 
A1-2、專精教師實務能力(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幼保科教師赴相
關優質托育機構

實務成長至少 16
小時。 

2. 藉由實務成長計
畫與產業連結，增

1. 5位教師進行實務

成長，以增進教師

專業領域之實務能

力及研發能力。 
2. 執行方式為幼兒保

育科專任教師以觀

1. 3位幼保科教師 7月份赴 3家公
共托育中心實務成長 16小時，
包括新北市汐止忠厚公共托育

中心、新北市新莊德明公共托育

中心、新北市三重重新公共托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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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師專業領域

實務能力及研發

能力。 
3. 將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之成長結

果運用於課程規

劃及執行，以提昇

教師教學品質與

成效。 
4. 增進教師自我學
習歷程中實務能

力的省思與發展。

察法、訪談法、座

談等方式至優質托

育機構進行。 
3. 實務成長完成後，
教師思考實務成長

結果於學校授課教

案上之應用，撰寫

結案報告。 

2. 2位幼保科教師於 7-8月份，至
耕莘醫院早期療癒中心、早療聯

合門診、復健科等部門，進行早

期療癒知能之實務成長。 
3. 與 3所托嬰機構簽訂 101學年學

生實習合約。 
4. 由於本校幼保科獲得新北市新

店區安康公共托育中心委託經

營案，3位教師先前赴忠厚公共
托育中心等實務成長所得的專

業知能，對於籌備安康公共托育

中心有相當大的助益。新店區安

康公共托育中心(含托嬰中心)於 
8月份開始經營，收托 65位 2歲
以下嬰幼兒。 

5. 完成實務成長融入教學教案及
結案報告。 

 
A1-3專精教師實務能力(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藉由實務成長計
畫與產業連結，

增進教師專業領

域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 
2. 將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之成長結

果運用於課程規

劃及執行，以提

昇教師教學品質

與成效。 
3. 增進教師自我學
習歷程中實務能

力的省思與發

展。 
4. 完成實務訓練之

1. 101年資管科共5位教
師至實務訓練機構進

行實務成長。 
2. 教師至實務訓練的機

構分別為東盈科技有

限公司、英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佳魁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邁

思設計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及鼎新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 

1. 辦理 1 場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整
合性及銜接性座談會。 

2. 辦理 2場教師實務成長座談會。 
3. 教師實務成長融入課室教學之科
目為計算機概論、企業資源與規劃

及實務專題。 
4. 101 年資管科 5位專任教師完成赴
業界實務成長 16 小時之實務訓練

並撰寫成果報告。 
5. 教師已將所訓練成果實際融入教

師教學以進行更具教學效能的實

踐，受益課程包含系統分析與設

計、管理資訊系統、健康資訊管

理、企業資源規劃、資訊安全、計

算機概論、程式設計、系統分析、

實務專題及平面動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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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均完成成果

及教案書寫。 
5. 資管科教師赴業
界實務成長至少

16小時。 
 
A1-4專精教師實務能力(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藉由實務成長計
畫與產業連結，增

進教師專業領域

實務能力及研發

能力。 
2. 將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之成長結

果運用於課程規

劃及執行，以提昇

教師教學品質與

成效。 
3. 增進教師自我學
思歷程中實務能

力的省思與發展。

 
量化指標 

1. 完成實務訓練之

教師均完成成果

及教案書寫。 
2. 教師赴業界實務
成長至少 16 小
時。 

1. 本科在提昇教學品質此計畫
的執行與規劃方面，規劃強

化教師之實務能力，透過教

師與產業界的緊密結合、晤

談與專業意見的諮詢，達成

實務成長之目標。 
2.  妝管科專任教師針對各自
之專業領域，於每年 10 月
提出次年實務成長計畫，計

畫通過後，於執行期間內，

持續性進行業界體驗與實

務成長，達九成以上。 
3. 教師能與實務成長的產業
界單位，持續性進行流行資

訊取汲，並透過與產業界的

溝通，適時融入時下最新的

資訊與知技能於課程中，以

提升教學知能。 
4. 教師針對可能合作之廠
商，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

讓學生有更多元的業界實

習場所以供選擇與參與。 
5. 計畫執行完成後，各專業教

師安排共同空堂時間進行實

務成長成果觀摩與經驗分

享。 
6. 專任教師將計畫融入課室
課程名稱、班級、實施時間

質化成效 
1. 本科在提昇教學品質此計
畫的執行與規劃方面，已經

規劃強化教師之實務能力

透過教師與產業界的緊密

結合、晤談與專業意見的諮

詢，達成實務成長之目標。

2. 教師能與實務成長的產業
界單位，持續性進行流行資

訊取汲，並透過與產業界的

溝通，適時融入時下最新的

資訊與知技能於課程中，以

提升教學知能。 
 

量化成效 
1.  妝管科專任教師針對各自
之專業領域，於執行期間

內，持續性進行業界體驗

與實務成長，達九成以

上。 
2   教師針對可能合作之廠
商，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

達 26家，讓學生有更多元

的業界實習場所以供選擇

與參與。 
3.  計畫執行完成後，各專業

教師安排共同空堂時間進

行實務成長成果觀摩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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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點交由教學資源中心公

告全校，空堂教師們進行實

務成長融入課室教學成果觀

摩，藉以增進教師教學知

能。 
7. 專任教師依所教授之專業

領域，每年分別至相關產業

進行至少 2天(16小時)以上
實務成長。 

 

驗分享，教師參與率達

100%。 
4.  專任教師將計畫融入課室
課程名稱、班級、實施時

間及地點交由教學資源中

心公告全校，空堂教師們

進行實務成長融入課室教

學成果觀摩，藉以增進教

師教學知能。 

 
A1-5專精教師實務能力(健休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提升教師之健康
休閒專業實務場

域中之知識與知

能。 
2. 教師們可將專業
知識與知能融入

教學課程之中，

提升學習成效。 
3. 藉由教師實務成
長之執行，將相

關實務經驗融入

學生實習課程之

中。 

1. 為提升本科教師專業實
務經驗，以融入教學，提

升教學品質，平常除鼓勵

教師參加與教學相關之

學術研討會外，本科提出

「專任教師實務成長辦

法」，鼓勵教師走入業界

學習專業實務經驗。 
2. 101 年 1 月~101 年 10 月
止，本科教師共提出八件

「教師業界實務成長計

畫」，並利用教師到業界

實務成長的機會，進而與

產業界接軌，引入產業人

才走入教室，鼓勵教師授

課運用「教師實務成長」

機會，結合產業界專業人

士，於授課期程中之某些

單元邀請產業界專業人

士進行專題講座。 

1. 健休科共 8 位教師赴業界進
行實務成長。 

2. 教師業界實務成長內容回饋
於本科未來發展之專業知識

(餐飲管理、觀光休閒)與實務
知能融入課程之中。 

3. 透過教師業界實務成長，讓本
科與產業有更緊密的結合，在

學生學習場域上，已經足夠負

擔本科學生實習人數，未來將

更積極拓展相關領域的實習

單位。 
4. 業界人才資源豐富，有利本科

持續辦理業界人才協同教學。

5. 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使其合
作發展能更有效且確實。 

6. 為未來學生實習發展建構完

善多元的網絡架構。 
7. 在學生實習之前，可進行寒暑

假學生工讀的交流，可以讓學

生提早接觸本科專業知識(餐
飲管理、觀光休閒)產業的基
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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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元的實習場域，有利本科發

展之專業知識的產學基礎，分

別於宜蘭地區及大台北地區

和多家餐飲事業、飯店事業、

休閒渡假事業及觀光事業簽

訂策略聯盟，提供來自於宜蘭

地區或大台北地區之學生多

元的實習場域，以提升專業實

務能力。 
 
A1-6專精教師實務能力(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藉由實務成長
計畫與產業連

結，增進教師

專業領域實務

能力及研發能

力。 
2. 將實務能力及

研發能力之成

長結果運用於

課程規劃及執

行，以提昇教

師教學品質與

成效。 
3. 增進教師自我
學習歷程中實

務能力的省思

與發展。 
4. 完成實務訓練

之教師均完成

成果及教案書

寫。 
5. 美保科教師赴
業界實務成長

至少 16小時。 

1.實務成長之主題符合本科教育目
標、本科專業領域或各教師專業領

域之實務性工作內容。 
2. 計畫執行內容包括： 
(1) 教師與產業界進行深入諮詢、溝通

與瞭解。 
(2) 教師與產業界進行接觸與學習。 
(3) 教師能與產業界合作，開啟日後學
生業界實務訓練等實習的準備工

作。 
(4) 教師對產業界進行各式諮詢，以瞭

解產業界最新發展、協助授課內容

進行調整、進行持續的業界流行資

訊汲取、發展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

及模式。 

1. 本科教師共計 6 人執行

教師實務成長計畫， 
每位教師執行 16 小時
之實務成長，本科執行

此計畫之教師比率達

100%。 
2. 產業界之溝通廠商數，

達 2 家以上。產業界專
家提供意見者達 6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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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專精教師實務能力(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藉由實務成長計
畫與產業連結，增

進教師專業領域

實務能力及研發

能力。 
2. 將實務能力及研

發能力之成長結

果運用於課程規

劃及執行，以提昇

教師教學品質與

成效。 
3. 增進教師自我學
習歷程中實務能

力的省思與發展。

4. 完成實務訓練之

教師均完成成果

及教案書寫。 
5. 數媒科教師赴業
界實務成長至少

16小時。 

1. 為精進科內教師專業能力

以及產業界連結，鼓勵教師

至數位媒體設計相關業界

公司參訪，進行教師實務成

長計畫。 
2. 七位專任教師，分別依據數

媒科未來發展之兩大模組

課程：「多媒體美術設計」

及「動畫影像設計」，由教

師選擇未來學生可能實習

的產業單位，並經由科務會

議通過後，赴該單位進行關

於專業知識及技能的實務

成長。 

1. 數媒科共 7位教師進行

業界實務成長至少 16
小時。。 

2. 教師實務成長，可增進

與數位媒體設計業界

交流，並吸收近期產業

動態。 
3. 教師至業界除參訪交

流外，與主管簽訂實習

意向書，增加高年級同

學實習機會。 
4. 數媒科教師每學期赴

設計多媒體相關業界

參訪總時數達 30小時。
5. 辦理科內教師實務成

長分享會 1場。 

 
A1-8專精教師實務能力：「人文與生活的對話」故宮夏令營文物研習(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台大醫學人文
博物館參訪 :
提升本中心教

師人文與醫護

專業素養，了

解醫護進步意

義及文化意

涵，並融入教

學活動中。 
2. 故宮夏令營文

物研習 :藉由
文物研習，增

1.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館參

訪： 
(1) 參訪日期：8月 3日。 
(2) 活動方式： 

a.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館

專業導覽。 
b.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館

主題式參訪。 
 臺灣人與疾病的抗
爭 

 生命的誕生 
 早期引進西方醫學

1. 台大醫學人文博物館參訪： 
(1) 全人教育中心共 6位教師參訪台

大醫學人文博物館。 
(2) 透過台大醫學人文博物館體驗

學習、參訪台大醫學人文博物館

的主題展示，經由「人文與醫學

的對話」瞭解有關人類的演化與

遷徙、台灣人的來源與體質特

徵、大腦與心智發展等內容，對

於「人是什麼？」的課題進行思

考，展開對於「人」自身特質的

探討並引發對於「人」及「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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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師專業領

域能力，並運

用於課程中。 
 

的醫者群像 
 蛇杖與桂冠 
 參訪討論與心得分

享。 
2. 故宮夏令營文物研習： 
(1)研習時程：8月 4日至六 8
月 10日。 
(2)研習規劃：參加教師擇取

課程研習。 
(3)研習討論與心得分享。 

學」課題進行體驗學習的興趣。

2. 故宮夏令營文物研習： 
(1)  全人教育中心共 4位教師參加

故宮夏令營文物研習。 
(2)  藉由文物研習，增進教師專業
領域能力。 
(3)  運用於課程規劃及執行，以提

昇教師教學品質與成效。 
(4)  教師自我學習歷程中省思與發

展。 
 
A1-9專精教師實務能力：數位英語教學產業參訪(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提升教師專業能

力，並與實務界接

軌。 
2. 了解現今英文學習
教材實際運作狀況

與目前市場脈動。 
3. 實務成長融入課
程，提升教學品

質，藉由優良教材

學習提高學生學習

動機。 

1. 計畫施行日期為 101 年 8月 16-17日，
共計 16小時。 

2. 參訪公司 :希伯崙股份有限公司

/LiveABC互動英語教學集團。 
3. 主講講師共 3人：LiveABC互動英語教
學集團 CEO 鄭俊琪、總編輯陳豫弘、
協理蘇華院。 

1. 參加教師共 5
人，均有完成實

務訓練之成果

及教案書寫。 
2. 教師參加滿意

度：100%。 

 
A2、增進教師教學知能(教資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透過微型教學、同儕
教學觀摩、多元化教

學策略研習活動及教

育訓練以提昇教師知

能。 
2. 獎勵教學優良教師，

建立教學學習典範，

並透過教學領航制

度，將教學成果分享。 

1. 辦理全校性研習

會，包含提升教學知

能研習會及數位知

能教育訓練，以精進

教師教學知能。 
2. 推動傳承制度，按月

繳交新進教師諮商

交流紀錄表，輔導新

進教師。 
3. 辦理兩校區新進教

質化成效 
1. 透過研習會、工作坊、教育

訓練及同儕教學觀摩精進教

師教學品質。 
2. 透過良師益友「教學領航」

帶領制，建立典範並傳承教

學經驗。 
3. 藉由期中教學評量、教師成

長辦法之實施，提昇、改進

教師教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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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落實輔導機制，提升
教學評鑑不佳教師之

成效。 
4. 藉由傳承制度使新進

教師快速融入學校文

化。 
5. 引進優良之教學方式

及設備，聘請專家學

者予以建言，建立教

學技巧資料，激發教

師教學創新動機提

升。 
6. 成立教學專業社群，

藉由同儕之互動，提

升教學品質與教師專

業形象，並提升教師

自我學習成長。 
 

量化指標 
1. 辦理 4場全校性教學
研習會。 

2. 辦理 4場教學評鑑不

佳及新進教師傳承

制度輔導知能研習。 
3. 辦理 2場教學發展工
作坊。 

4. 辦理 4場教育訓練活

動。 
5. 辦理 4場優良教師課

室觀摩會。 
6. 辦理 8場特色課程課
室觀摩會。 

7. 辦理 1場教學優良教

師選拔及 4場教學觀
摩研習。 

8. 辦理 10個教學專業

師傳承制度座談會。

4. 辦理教學優良教師

選拔與觀摩，建立教

學典範。 
5. 辦理特色課程課室

觀摩會。  
6. 辦理各科教學歷程

檔案分享觀摩會。 
7. 協助各科辦理教師

實務成長觀摩會。 
8. 舉辦期中教學評

量，著重即時修正教

學策略，於每學期第

8 週前完成，由各科
自行設計問卷內

容，每位教師需針對

評量結果，提出改善

策略書面報告給科

主任審查，並由教學

資源中心彙整相關

數據。 
9. 匯整各科中心期中
教學評量值，搭配本

校教師成長辦法實

施提供期中教學評

量值不佳教師自我

成長。 
10. 辦理期末教學評量

追蹤輔導。 
11. 辦理教師評鑑成效

不彰教師之輔導。 
12. 推動並辦理教師專

業社群。 
13. 辦理專業社群成果

發表會。 

4. 推動傳承制度，使新進教師

迅速融入校園氛圍。 
5. 藉由同儕課室觀摩，提昇教

學能量。 
6. 透過教學評量追蹤輔導機

制，改善教學成效。 
7. 藉由專業社群促進教師討論

教學的文化氛圍，有效提昇

教學品質與教師專業形象，

並提昇教師自我學習成長。

 
量化成效 
1. 辦理 5場全校性教學研習
會：教學品保與學習成效經

驗分享研習會、有創意才有

國力」研習會、「大學生的競

爭力」研習會 
、護理科教學研討會、「敬天

愛人生命素養成長系列--何
接觸自己-教師成長工作
坊」。 

2. 辦理 2場教學發展工作坊：
學習策略工作坊（一）、學

習策略工作坊（二）。 
3. 辦理 3場 IRS即時反饋系統
暨無線手寫系統教育訓練活

動。 
4. 辦理 3場數位課程研習會：

數位學習網站教育訓練、教

育部品質認證教材簡介、按

一下就製作 Rapid E-learning
應用。 

5. 教師對提升教學知能研習之
總滿意度達 4.15。 

6. 推動傳承制度，按月繳交新

進教師諮商交流紀錄表，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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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 
9. 參與活動總滿意度

至少達 4分以上(5分
量表) 。 

10. 全校教師至少參加 5
場提升教學知能活

動。 
11. 微型教學側錄教師

上課影像至少上傳

20支影片。 

導新進教師：100學年 50
人；101學年 16人。 

7. 辦理 6場新進教師傳承暨教
學評量不佳輔導知能研習，

共 47人次參與。 
8. 協助辦理 1場教學優良教師

選拔，建立教學典範：100
學年度 4位教學優良教師獲

獎。 
9. 辦理 7場特色課程課室觀摩
會：依序為新店護理科、資

管科及宜蘭護理科、幼保

科、妝管科、美保科、健休

科。 
10. 辦理教學評量值低於 3.5分
教學評量追蹤輔導。 

11. 辦理 10個教學專業社群：提
升實習教學成效成長社群、

實習指導教師支持團體成長

社群、課室與實習銜接成長

社群、幼兒保育成長社群、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成長社

群、美容保健成長社群、健

康休閒成長社群、數位媒體

成長社群、教師美感素養成

長社群、Moodle教學應用專
業成長社群。 

12. 辦理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 1
場 

13. 微型教學錄影與分析達 20支
影片。 

14. 辦理各科教學歷程檔案分享

觀摩會，共 8場次。 
15. 協助各科辦理教師實務成長

觀摩會共 8 場次。 
 



 

  35

A3-1、深化敬天愛人生命素養 (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使教職員對愛
產生更深刻的

人生體驗。 
2. 增進教職員互
相理解及支持

促進團隊合作。 

1. 計畫施行日期為 101 年 8 月
20-21日，共計 15小時。 

2. 主講教授：輔仁大學前校長黎

建球教授，主題為愛的人生。 

1. 參與教職員達 32人。 
2. 參加滿意度：100%，參加

教師回饋：講師內容豐富

精彩，對教師在教學、輔

導及生活上助益良多。  

 
A3-2、深化教師生命素養於自我及專業成長-全球化競爭與生命動力歷程(全人教育中
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推動教師與產業間之
學習、對話與合作之夥

伴關係。 
2. 深化教師面對全球化
競爭的自我生命成長

動力。 
3. 促進專業教師與生命
教育結合之整體教學

環境提升。 

計畫執行共計 14小時。 
 

1. 參與教師達 72人。 
2. 參與同學達 353人。 
3. 參加滿意度約 4.52(滿分 5
分)；參加教師回饋：講師人

選優質，講座內容精彩，對

於教師在全球化與個案創

新的認識及生命力量的體

認助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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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劃 B：培育才志並進 
 
B1、第一哩計畫─增進新生自發學習 
 
B1-1 甄選適性之學生(教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透過體驗學

習，吸引適合

人才，提升學

習興趣，協助

新生縮短學習

適應期。 
 
量化指標 
1. 體驗學生滿
意度調

查，至少

70%以上
表示對於

未來入學

後之學習

動機興趣

提升有幫

助。 
2. 101學年度

新生問卷

調查至少

有 60% 
(660人)，
表示對所

就讀科別

已有初步

認識。 
 
 
 

1. 本計畫為吸引適合人
才，透過辦理國中學生蒞

校參訪與體驗，安排學生

參觀學校，認識五專學

制，同時配合學生需要之

專業領域設計體驗活

動，讓學生儘早接觸未來

學習環境，對於專業有更

深入了解及感受，透過活

動互動過程，引發學生興

趣探索，以對未來有更明

確選擇。 
2. 全體國中生對於各科體
驗活動皆有不同回饋意

見，九成同學表示，透過

本次活動更清楚未來方

向，同時經由不同體驗課

程，也更肯定自己興趣所

在，參加完本活動後，對

於升學選項、學制、專業

領域以及未來要走的路

以及一技之長之重要性

有更清楚認識。多數學生

對於體驗活動之科別有

濃厚興趣，同時表達，體

驗活動非常具有學習意

義與價值。 
3. 本活動一共舉辦 10場，

參與人數共 432人，舉辦
科別涵蓋護理科 6場（新
店及宜蘭校區）、化妝品

質化成效 
1. 護理科：透過學生的參訪回饋單發

現，學生參加活動後，對於睡美人及

史瑞克關卡、哈姆立克法、CPR等活
動均感興趣，興趣所在是因為設計的

內容可以學到如何照顧小嬰兒、體驗

孕婦後才深知孕婦的辛苦及學習這

些可以對將來有幫助，亦可以救人與

助人。更清楚自己的興趣方向及未來

升學選項及要走的路。活動後，學生

對於未來升學選項及意願，有較多選

項是指向學得一技之長為其主要考

量。 
2. 妝管科：本活動的安排包括簡報、校
園參觀及體驗活動等三項活動內

容。為了讓參訪學生有機會提早了解

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透過學生實際

操作的體驗活動來實際瞭解未來可

能從事的職場工作。體驗內容包括指

甲彩繪與洗髮精之製作。全體最感興

趣的活動，以人體彩繪最有興趣，因

為可以隨心所欲的畫上自己想要的

圖案。未來會比較有興趣選擇就讀五

專是因為可以學得一技之長，而且五

專科目選擇較多，可以嘗試新的學習

環境和科目。 
3. 數媒科：學生表示，體驗活動中電腦
動畫教室進行之數位影像處理最吸

引同學的目光，透過專業教師風趣幽

默的引導，使同學了解數位影像特效

製作並沒有想像中困難，而未來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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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與管理科 2場、數位

媒體科 2場。舉辦方式首
先由科規劃體驗營活動

方式，之後由綜合業務組

發文國中端，接受國中端

報名資料後，由各科擬訂

體驗營活動內容，當天活

動舉辦結束，進行學員滿

意度調查，另外綜合業務

組並針對 101學年度入學

之新生進行＜新生問卷

調查＞。 
 

嘗試學習並投入此一行業。 
 

量化成效 
1. 護理科：一共舉辦 6場，對象分別為
宜蘭校區之三星國中、東光國中，新

店校區之恆毅國中、文山國中、鶯歌

國中、光復國中，總人數為 293位。
藉由學生的參訪回饋單，了解學生對

於當天活動各項內容的滿意度。結果

有近五成的學生非常同意本活動內

容相當豐富，將近五至六成的人對於

活動時間、場地環境、活動內容及活

動的方式感到十分滿意，而滿意的也

有四成到五成。96%學生認為參加活

動後有助於自我的成長。高達九成學

生認為此計畫對個人學生有幫助之

目標。57%的學生表示皆願意將今天
參與參訪的活動心得分享給他人。 

2. 妝管科：一共舉辦 2場，對象分別為
江翠國中以及恆毅國中，總人數為

79位。透過學生的參訪回饋單發現，

體驗活動中以指甲彩繪為學生最感

興趣的活動，學生認為體驗的興趣所

在是因為本身有興趣。90% 學生認
為本活動對於自己升學認識與選擇

有幫助，52%學生更清楚自己的興趣

方向及未來升學選項及要走的路。 
3. 數媒科：一共舉辦 2場，對象分別為
礁溪國中以及免試入學新生，總人數

為 60位。本次活動對於學生升學認
識與選擇有幫助佔 81% ，其中 97% 
學生參加完活動後更清楚自己的興

趣方向，九成學生參加完活動後更清

楚自己未來升學選項及要走的路。 
 

本計劃案，整體學生回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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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加完今天活動後，整體高達 93%學
生表示同意＜對五專學制及專業領

域有更清楚認識＞。 
3. 參加完今天活動後我更清楚自己的

興趣方向，高達 92%學生表示同意。
4. 參加完今天活動後我更清楚自己未

來升學選項及要走的路，高達 88%學
生表示同意。 

4. 新生入學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83% 
新生是因為興趣選項而進入本校就

讀，顯示多數同學對於所就讀科別有

清楚的認識。 
 
B1-2 增進新生自我探索及了解學校科系特色─耕莘專校校園行銷數位創意競賽(資圖
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學校及各科特
色以數位平面

及影片呈現。 
2. 學生與教師共
同參與，增進

師生關係。 
3. 學生創意得以
發揮，肯定學

生學習成效。 
 
量化指標 
1. 參賽作品 50 
件。 

1. 結合課程內容，使學生
具備電腦繪圖或影像

處理能力。 
2. 規劃學生競賽相關事
宜。 

3. 鼓勵學生参賽，發揮學

生創意。 
4. 鼓勵老師協同指導，以

提高學生作品品質。 

1. 本次競賽活動主題以學校及各科
特色為主軸，規劃辦理學生競賽活

動與開辦電腦專班課程，由參賽隊

伍自選「辦學理念」、「學校教育目

標」及「科系特色」等主題，透過

各種工具與軟體進行平面與影像

數位創作，並將競賽得獎作品進行

校內展示。 
2. 開辦電腦繪圖與影像處理專班課

程，輔導學生具備電腦繪圖或影像

處理能力，共計 8場次(新店與宜蘭

各 4場)，參加人數共計 127人次，
各科參加電腦專班人數統計如下

表所示： 
科系 電腦專班參加人數

新店校區護理科 30 
幼保科 0 
妝管科 10 
資管科 0 

宜蘭校區護理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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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休科 10 
美保科 9 
數媒科 52 
合計 127 

                     
本次競賽活動要求學生與教師必

須共同參與，每組參賽隊伍皆由 1
名校內老師進行指導創作，除提升

作品的質與量、使學生對學校及各

科特色有深刻之瞭解與認知外，亦

可增進師生關係。 
3. 參賽隊伍可自選主題創作，並透過
各種工具與軟體進行平面與影像

數位創作，學生之創意可隨意發揮

不受限，並提供獎狀與獎金（總計

23,000元）等獎勵辦法，以鼓勵學

生參賽，且競賽成績取各組各類前

四名共計 16件優秀作品，以肯定
學生之學習成就。 

4. 本次競賽活動徵件作品類型分為

平面海報與數位影片，總收件數為

66件，達成率為 132％，參賽作品

件數統計如下表所示： 
科系 平面海報 數位影片

新店校區護理科 10 7 
幼保科 0 0 
妝管科 2 0 
資管科 3 0 

宜蘭校區護理科 5 4 
健休科 2 3 
美保科 0 0 
數媒科 7 23 
合計 2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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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增進新生自我探索及了解學校科系特色─新生生涯探索工作坊(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促使同學自
我探索，更加

了解自己的

能力、個性、

信念及興趣。 
2. 協助學生瞭
解生涯發展

的意義、探索

與 掌 握 自

我、認識教育

及 職 業 環

境、培養生涯

規劃能力以

及進行生涯

準備與生涯

發展。 

1. 新店校區 5/19(週六)辦理一場 6 小
時之生涯工作坊，邀請實踐大學黃

意雯諮商心理師帶領。 
2. 新店校區 5/28(週一)至 6/12(週二)辦

理生涯團體，共六小時。新店校區

於 101 年 10月 2日至 10月 18日辦
理生涯團體，共六小時。 

3. 新店校區於 101 年 10月 10日辦理

一場 6小時之工作坊。 
4. 宜蘭校區於 101 年 9月 18日(週二)
至 9月 20日（四）辦理「莘探」新

生生涯探索工作坊 PART I，共 6小
時。 

5. 宜蘭校區於 101 年 9月 25日(週二)
至 9月 27日（四）辦理「莘探」新

生生涯探索工作坊 PART II，共 6
小時。 

1. 學生對活動內容滿意度

區間高達 85％~100％。
2. 協助成員探索個人特

質、生涯價值觀、興趣

類型，增進自我了解。

助學生肯定自我能力，

對生涯職業進行想像與

自我評估。藉由團體活

動促進成員彼此了解，

增加人際主動性。 

 
B1-4 增進新生自我探索及了解學校科系特色─新生職涯探索與規劃(就業實習組)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針對專一新生全面進行「大

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UCAN)」施測，引導學生確
立未來職涯發展方向，規劃

職涯進路，並依據探索與診

斷結果，擬定職能養成計

劃，以強化其就業力指標，

厚植畢業生的就業競爭力。 
 

量化指標 
1. 五專新生 UCAN施測與
解測率達 100%。 

2. 學生滿意度調查達 4分以
上(以 6分評量計算)。 

1. 新生職涯探索活動辦

理時間

101/09/24~10/08，於
每週一下午舉行。 

2. 101 年度新生人數共

有 1,138人，實際參

加活動人數為 1,059
人。 

3. 參加人員進行課後滿

意度調查。 
 

1. 新生職涯探索活動共辦理 22
場次。 

2. 101 年度新生參與達成率為

93.05%，部份學生因與修課
時間衝突，致使無法如期完

成施測。後續將會再就未完

成學生進行輔導補做。 
3. 參加人員平均滿意度為 4.47
分 (以 6分量表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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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提升學習效能 
 
B2-1 補救教學(教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改善學
生學習

成效，增

強學習

信心 
2. 協助學
生順利

達成各

項能力

指標及

畢業門

檻。 
 

量化指標 
1. 逐年降

低學習

低成就

學生比

例。 
2. 補救教
學整體

改善率

及學生

滿意度

皆達 70 
%以上。 

4. 依據本校補救教學實施
辦法，學生評量未達預

期能力水準，任課老師

可視學生需求，申請補

救教學，並利用課餘時

間個別或集中輔導（期

中考後針對 1/3以上學
生不及格科目開課）。 

5. 本年度共執行27門補救
教學課程，每門課程實

施為期 5週，每週 3小
時，合計 15小時之救教
學。 

3. 各科(中心)所開設之補
救課程護理科開設基本

護理學(2)、內外科護理

學(2)、內外科護理學實

驗、基本護理學(2)等共
6門補救教學課程。幼保
科開設蒙特梭利教學理

論與實務 1門補救教學
課程。妝管科開設化妝

品原料學、分析化學等

共 2門補救教學課程。
資管科開設數位攝影技

術、程式設計等共 2門
補救教學課程。數媒科

開設石膏素描、靜物水

彩、數位影像處理、基

本設計等共 4門之補救
教學課程。健休科開設

運動休閒概論、休閒遊

憩概論、航空票務、旅

本年度全校所有補救教學課程參與學生共

計 823人，成績進步學生人數共計 765名，
各科平均成績改善率為 79.8%，平均滿意度

為 88.6%，成績改善率及滿意度皆達到預期

之成效。 
各科(中心)成果如下： 

科別 
課

程

數 

參與

學生

數 

成績 
改善

率(%) 

學習 
滿意度 

(%) 
護理科 6 266 79.8 92.85 
幼保科 1 19 20 100 
妝管科 2 39 89.5 95 
資管科 2 45 74.1 88 
數媒科 4 128 77 80.5 
健休科 4 70 83.5 83.1 
全人 
中心 8 256 79.9 90.3 

1. 護理科 6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266人，
成績改善率 79.8%，滿意度為 92.85%。

2. 幼保科 1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19人，
成績改善率 20%，滿意度為 100%。 

3. 妝管科 2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39人，
成績改善率 89.5%，滿意度為 95%。 

4. 資管科 2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45人，
成績改善率 74.1%，滿意度為 88％。 

5. 數媒科 4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70人，
成績改善率 77%，滿意度為 80.5%。 

6. 健休科 4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128人，
成績改善率 83.5%，滿意度為 83.1%。

7. 全人教育中心 8 門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256 人，成績改善率 79.9%，滿意度為

90.3%。 
8. 由各科學生與教師的質性回饋可知，補
救教學課程之實施，有助提高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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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人文與導遊實務等共

4門之補救教學課程。全
人教育中心開設國文閱

讀訓練計畫、英檢多益

加強班、英檢多益證照

班、英檢多益證照加強

班、國文閱讀訓練計

畫、英檢多益加強班、

數學基礎訓練加強計

畫、英檢多益證照班等

共8門之補救教學課程。

意願與學習信心，並增進專業學識與技

能。全人中心通識科目的補救教學，可

協助學生順利達成各項能力指標及畢

業門檻。 

 
B2-2 學習預警(教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執行多元管

道預警制

度，提升學

生學習成

效。 
 

量化指標 
1. 逐年降低

扣考及曠

課勒退之

比例。 

1. 成績預警制度：依據本校學生學業

成績預警制度實施辦法，教務處網

路系統於每學期期中考結束後二

週內，以電子郵件分別通知各班不

及格學分數達 1/2（含）以上學生
名單給導師及家長，並以掛號郵件

通知家長，以達多元管道預警之目

的。 
2. 科目預警制度：依據本校學則規

定，學生修習科目缺課時數累計達

全學期到課總時數 1/3者，不得參

加該科目學期考試，該科成績以 0
分計算。為降低學生被扣考的情

形，本校於學生修習科目缺課次數

達 1/6者，網路系統會寄發扣考預

警通知給學生、授課教師與導師，

以達科目預警之目的，降低學生被

扣考之情形及曠課勒退之比例。 
3. 學習輔導制度：不及格人數達 1/3
以上之授課教師需填寫期中低成

就科目記錄表， 以期瞭解學生問
題並提出改善策略，或進行補救教

1.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因個別
學習差異、突發事件或興

趣等因素，可能會發生學

習困難或挫折，甚而導致

學習成效不彰。藉由學

生、家長、導師、授課教

師等多種管道之成績與科

目預警制度，以及學習輔

導與追蹤改善機制之建

立，不僅達到事前預防之

目的，並完成學生學習輔

導之作用，提升學生學習

之成效。 
2. 本校實施多元管道成績預
警制度後，100學年度全

校期中考不及格學分數達

1/2（含）以上學生共計 356
人，經老師輔導後學期成

績改善者共計 298人，成
績預警改善達成率達 83.7
％。 

3. 本校實施科目預警與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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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輔導，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4. 學習輔導紀錄追蹤：為落實預警機

制，期中預警需於期中考結束四週

內、期末預警需於次學期開學三週

內，由導師完成成績欠佳學生輔導

記錄表，以確保學習成效。 

低成就科目輔導機制後，

100學年度不及格人數達

1/3以上科目之低成就學
生經授課教師輔導或補救

教學後，上下學期期中考

人數達 1/3 不及格科目預

警成效改善分別為

62.04%與 62.53％，扣考比
例由 2.43％降為 1.76％，
有助降低學生修習科目扣

考的人數。 
4. 100學年度第一學期與第

二學期全校辦理休退學人

數分別為 5.8％與 3.6％，
顯示持續辦理多元管道預

警機制，有助降低學生曠

課勒退之比例。 
 
B2-3  E化學習歷程成效(教資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協助學生藉由學習檔
案之建立，看到自己

的多面性，並肯定自

己的能力。 
2. 鼓勵同學有計劃地規

劃五專生活，有系統

地整理個人學習與成

長。 
3. 充實個人學習檔案，
爭取更多更好畢業後

之就業機會。 
4. 協助學生知道為自己
凡走過的路，一定要

留下痕跡。 
5. 結合能力指標、課程

1. 鼓勵學生建置學習歷程檔

案。 
2. 新生班級於開學第五週前
由國文老師負責中文自傳

之撰寫，英文老師負責英

文自傳之撰寫，第六週由

資管科老師負責教授學習

歷程檔案之建置。 
3. 全校各班學藝股長負責執

行學習歷程檔案之相關事

宜，並於每學期開學第二

週新生訓練時辦理各班學

藝股長學習歷程檔案建置

教育訓練。 
4. 全校各班於導師生活動分
享優良學習歷程檔案。 

質化成效 
1. 透過學習歷程檔案建

置，學生能有系統的記錄

學習過程及成果，讓學生

瞭解自己在特定時間的

學習及工作成長，以提高

自己的自我成長。 
2. 藉由歷程檔案，讓教師更

了解學生的成長過程，增

加師生互動，督促學生學

習必要的知識及技能。 
3. 可幫助累積在校活動參

與記錄、展示自己的作品

及成果，建立個人履歷。

4. 促使學生自我生涯規
劃，釐清職涯選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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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大專校院就業

職能診斷平台，達成

生涯輔導之目標。 
6. 配合相關學習歷程檔

案之建置，使同儕能

互相觀摩學習。 
 

量化指標 
1. 完成相關聯結執行率

達70％。 
2. 新生班級學習歷程檔

案建置率達 80％。 
3. 全校學生學習歷程檔

案建置率達 80％。 
4. 各班於導師生活動分
享優良學習歷程檔案

率達 80％。 
5. 辦理 1場學習歷程檔

案競賽。 

5. 辦理學習歷程檔案競賽。 學生的學習成就與提升

學習興趣。 
 

量化成效 
1. 辦理 2場「101學年度學

習歷程檔案建置說明

會」。 
2. 新生及全校同學學習歷

程檔案建置率均達 80%。
3. 全校各班於導師生活動
分享優良學習歷程檔案

成果發表達 80%。 
4. 全校各班完成優良學習

歷程檔案分享成果報告

達 80%。 
5. 辦理 1場「101學年度學

習歷程檔案建置競賽」。 

 
B2-4-1  強化技術實務能力─技術能力精熟暨技術能力鑑定(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增進護理學生

在各項護理知識、

技能及態度之整合

呈現能力。 
 
量化指標 
1. 修習基本護理

學實驗精熟學

習計畫之學

生，期末總成績

及格人數維持

90％以上。 
2. 修習內外科護

為學生在正式實驗課以外的時

間，每週再額外增加兩個小時

的精熟練習時間，藉由技術 TA
的協助之下，強化技術熟練

度。內容包含： 
1.精熟學習計畫： 
執行方式為開放課餘時間讓學

生熟練技術，並在每一班的練

習時段甄選出兩位五專四、五

年級已經完成實習與成績優秀

的同學擔任技術 TA，協助尚未
精熟的學生加強技術輔導及練

習。練習過程中技術 TA 除督
導學生練習，並會安排抽考，

1. 量性分析 
(1) 100 年度上學期實驗課精熟

通過率： 
 人數 新店 宜蘭 

參加 307 216 
及格 296 204 二年

級基

護 通過

率 
96.4% 94.4%

參加 307 150 
及格 278 135 三年

級身

評 通 過

率 
90.6% 90% 

參加 297 140 
及格 297 139 四年

級產

兒 通 過

率 
100%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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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實驗精熟

學習計畫之學

生，期末總成績

及格人數維持

90％以上。 
3. 修習身體檢查
與評估實驗精

熟學習計畫之

學生，期末總成

績及格人數維

持 90％以上。 
4. 修習產兒科護

理學實驗精熟

學習計畫之學

生，期末總成績

及格人數維持

90％以上。 
5. 護理技術能力

鑑定及格之學

生人數，維持 90
％以上可通過

鑑定方案。 
 

以確認護理技術執行的正確性

及純熟度，增加學生於實驗課

程的學習成效。 
2.「護理技術能力鑑定」方案：

針對準備至醫院進行高護臨床

護理實習之五專四、五年級學

生，實施時間為該班學生高護

實習前，開始進行能力鑑定活

動，練習時間總共為八小時。

進行方式是利用班級空堂，每

班抽籤決定練習時段（一班兩

小時），並開放產科示教室提供

給學生練習護理技術。同時間

學生亦可在線上教學網站觀看

護理技術教學 DVD。能力鑑定

技術項目包含基本護理學及內

外科護理學實驗技術。能力鑑

定考試範圍包括：生命徵象

（TPR、BP）、注射（IM/ IV bag
加藥）、導尿、會陰沖洗、大量

灌腸、鼻胃管灌食、抽痰等。

未能通過護理技術鑑定考試的

學生，將於考試下一週再次安

排技術練習及補考機會。 
 
 
 
 

通過率 
 人數 新店 宜蘭 

參加 308 214 
及格 303 188 二年

級基

護 通 過

率 
98.4% 87.9%

參加 301 145 
及格 283 139 三年

級內

外 通 過

率 
94% 95.9%

(3) 能力鑑定 
  新店  人

數 1001 1002 
宜蘭 

參

加 
50 100 43 

及

格 
50 100 42 第

一

次 通

過

率 

100% 100% 97.7%

參

加 
101 60 43 

及

格 
101 60 43 第

二

次 通

過

率 

100% 100% 100%

參

加 
- 154 48 

及

格 
- 154 48 第

三

次 通

過

率 

- 100% 100%

(4) 1002新店校區滿意度調查結

果 
 二年級 三年級 
輔導學姊 3.32 3.7 
業界師資 3.7 3.85 

2. 質性分析： 
各科護理學實驗精熟學習參加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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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學習計畫學生的回饋- 
(1) 精熟時間可以補足課堂練習

不足的問題。 
(2) 輔導學姊澄清不懂之處。 
(3) 學姐會耐心指導。 
(4) 學姐會協助管理秩序。 
(5) 業界師資可以幫助了解臨床

與教學上的差異性。 
護理技術能力鑑定計畫學生的回

饋- 
(1) 減輕實習前的焦慮。 
(2) 強化護理技術的步驟。 
(3) 增強技術執行的自信心。 
(4) 引發學生複習學理知識。 

 
B2-4-2  強化技術實務能力─ 專業能力菁英培訓(健休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參與全國性巧固
球賽二場次。參與

學生 40人次。獲獎
名次：前四名。    
2. 飯店服務英語
培訓：學生參與 40
人次，通過飯店主

管測試至少達 80﹪ 
 
量化指標 
1.可增加學生參與

巧固球全國競賽的

經驗，並將此運動

推展至飯店休閒遊

憩部的服務。 
2.飯店英語服務培
訓將對三年級學生

實習前進行實務能

1. 巧固球競賽選手培訓 
(1) 利用晚自習時間訓練學生。 
(2) 利用晚自習時間，要求學生自
主練習。 

(3) 培訓安排 
巧固球培訓每週一下午 15：20 - 
17：20。（外聘） 
每週三晚上：18：10 - 20：10。
（內聘） 
2. 飯店服務英語培訓 
(1) 運用每週一晚自習時間，進行

飯店服務培訓課程。 
(2) 100學年第 2學期邀請宜蘭當

地五星級飯店高階主管 3 位
到校擔任飯店服務英語，以增

加學生專業英語能力。 
(3) 飯店英語培訓聘任外籍師資
就客務英語實務會話、飯店餐

飲英語實務會話以及俱樂部

1. 巧固球競賽選手培訓 
(1) 新北市主委盃巧固球競賽

獲得女子組亞軍、男子組第

三名。 
(2) 五月份獲得全國師生盃巧
固球競賽-大專女子乙組冠

軍。 
(3) 七名學生入選 102 全國運
動會新北市巧固球代表

隊，並獲得全國第六名佳

績。 
(4) 辦理本校巧固球隊與新加

坡巧固球代表隊的聯誼與

球技交流活動(地點：宜蘭

校區) 。 
(5) 參與 12月份全國中正盃巧
固球比賽，共計女子組 15
名、男子組 15名參賽。 

2. 飯店服務英語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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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提昇。      SPA英語實務會話進行培訓。 (1) 提昇學生考取外語領隊證

照能力。 
(2) 提昇學生未來實習的專業

能力。 
(3) 受惠學生人數達 40人。 
(4) 學生滿意度調查 85%以上
表示滿意，飯店英文是未來

進入職場後之學習動機興

趣提升英文對話能力有直

接幫助。 
 
B3、強化就業啟航 
 
B3-1 勇往職前─航向莘未來(就業實習組)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透過執行本計畫提

升各科學生對未來

就業市場之認識與

準備，並強化各科學

生對相關產業職場

之認知及就業必備

之正確職業態度，進

而提昇應屆畢業學

生畢業後之就業力

及競爭力。 
 
量化指標 
1. 舉辦就業輔導系
列活動 4場，每場
次達 100人次。 

2. 各科畢業生滿意
度達 4分以上(以 6
分評量計算)。 

1. 4/10辦理第一場次「恩主

公醫院」企業參訪活動。

2. 4/23舉辦促進就業講座，
並針對應屆畢業生對未來

希望學校提供何種職涯服

務，進行需求調查。 
3. 9/24辦理第二場次「個人

品牌行銷技巧研習營(面
試、履歷)」。 

4. 10/1辦理第三場次「掌握

就業趨勢，提升個人競爭

力研習營(證照)」。 
5. 10/8辦理第四場次「求職

實戰研習營(禮儀、防
身)」。 

 

1. 4/10「恩主公醫院」企業參訪

活動，學生參加 36人次，心
得回收 33份，滿意度調查表

32份，參加學生對提升職涯

自我認知的平均滿意度均為

5.22分(以 6分評量計算)。 
2. 應屆畢業生參加就業講座，進

行需求抽樣調查回收 50份，
調查結果分別以「求職面試技

巧」、「瞭解職場趨勢」、「瞭解

自我定位」及「履歷自傳撰寫

技巧」為應屆畢業生即將步出

校門前，欲增強就業能力之需

求。 
3. 9/24「個人品牌行銷技巧研習

營(面試、履歷)」，學生參加

104人次，滿意度調查回收 78
份，對提升職涯自我認知的平

均滿意度為 5.26分(以 6分評
量計算)。 

4. 10/1「掌握就業趨勢，提升個
人競爭力研習營(證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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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參加 121人次，滿意度調查

回收 105份，對提升職涯自我
認知的平均滿意度為 5.35分
(以 6分評量計算)。 

5. 10/8「求職實戰研習營(禮
儀、防身)」，學生參加 76人
次，學生滿意度調查回收 68
份，對提升職涯自我認知的平

均滿意度為 5.39分(以 6分評
量計算)。 

 
B3-2-1 角色典範 (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性指標 
1. 提昇基本護理

學實習學生對

護理角色的認

同。  
2. 實習學生能展
示各科實習應

具備護理角色

典範的專業素

養。         
 
量化指標 
1. 9成以上參與

演講的學生能

說出優秀校友

護理角色核心

素養內容。  
2. 9成以上參與

演講的同學認

同護理專業與

核心素養。 
            

1. 執行護理角色典範座談會，透

過四所實習醫院之護理部推

薦優秀校友進行典範專家經

驗分享與現況分析，藉以增進

基本護理學實習之護理學生

專業認同、協助其建立專業核

心素養。    
2. 計畫分為三類活動型態，第一

類為舉辦四場次護理角色典

範座談會，其次是學習單、徵

文比賽與護理角色典範影片

製作活動。 
3. 徵文比賽前三名得奬者，依序

分別是：護 533吳羽庭、護 536
李星辰、護 533陳秩樺，佳作
二名：N531周溢淳與 N532 林

怡靜。 
4. 活動照片與現場錄製演講影

音影片已請護理科教師於基

本護理學及護理學導論相關

課程輔助播放。 
 

 

質性成效 
1. 經由學習單指引，參與演講

的學生八成能說出優秀校

友護理角色核心素養內容。

可從學生徵文比賽與心得

回饋得知其可了解實習應

充實護理的專業素養。 
 

量化成效 
1. 於 7月 16日下午 1：30至 3：

30舉行四場次護理角色典

範座談會：邀請新店耕莘醫

院、永和耕莘醫院、台北慈

濟醫院與萬芳醫院等四位

優秀校友護理師進行護理

臨床經驗分享。 
2. 有 99%同學滿意「此次優秀
學姊的經驗分享，可提升您

對護理專業的角色認同

度？」 
3. 有 99%同學滿意「可增加您
對護理核心能力的培養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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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 98%同學滿意「可提升您
對護理工作的興趣？」 

5. 有 99%同學滿意「可增進您
對護理生涯的規劃？」 

 
B3-2-2 角色典範 (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性指標 
1 在校生學習其專業
中成功的角色典

範，對於專業產生認

同感，進而規劃自身

的職涯發展，提升就

業信心。 
2 透過專家經驗分享
與現況分析，讓學生

建立生涯願景，對未

來工作的場所有更

深的認識。 
 
量化指標 
1 教師與學生活動參

與率度達 80%以上。 
2 教師與學生活動滿
意度達 80%以上。 

3 所邀請角色典範就
業歷程能製做成海

報宣導，於校內展

示。 
 

1 9月 24日執行成功角色

典範座談會。      
2 透過典範專家經驗分享
與現況分析，增進學生專

業認同、協助學生建立生

涯願景，對未來工作的場

所有更深的認識。       

質性成效 
1 透過典範專家經驗分享與現
況分析，增進學生專業認

同、協助學生建立生涯願

景，對未來工作的場所有更

深的認識。 
2 讓學生了解各職場的工作內

容，對未來的職業認識更

多、更有希望。 
參與學生感謝主講者願意分享

工作經驗與技巧。 
 
量化成效 
1 9月 24日下午 1：30至 4：

30舉行成功角色典範座談

會：邀請磊心蒙特梭利托嬰

中心主任李素珍、美利肯幼

兒園主任黃淑玲經驗分享。

2 師生參與率達 92％。 
3 師生活動滿意度達 80%。 
 

 
B3-2-3 角色典範 (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對整體造型技術
與化妝品技術與

管理等產業現

況、未來發展趨

1 執行時間：民國 101 年 5月 16
日(三)，下午 15:30至 17:30。 

2 會議地點：聖母樓 2F演講廳
(S208)。 

質化成效 
1 透過學長姐親切的會

談，可增進在校生對職

場生活的認識，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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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專業特色有

所瞭解。 
2 能思考妝管科相
關學識背景，可

參與之相關產業

工作，凸顯個人

之專業特色。 
3 彙整畢業生動
向，分類不同領

域職類校友，並

邀請優秀校友回

校與學弟妹座

談。 
4 邀請傑出校友：

聯絡畢業生，敬

邀優秀校友回校

與學弟妹座談。 
5 增進在校生對職
場生活的認識，

以強化學生的就

業態度與能力。 

3 參與之教師及傑出校友名單： 
(1) 專任教師：陳怡佳（請假）、李秋

香、何宜倩、朱麗惠、呂美煥、

吳曉玲，陳佩彥、汪曉琪、蕭慧

瑛等，共計九位。 
(2) 整體造型技術人士：髮型師  劉
明翔。 

(3) 化妝品技術與管理：美容技術指

導師 陳雅琪。 
(4) 美容保健：救國團社會教育中心
講師 黃敏慈。 
工
作
職
類 

整體造
型技術

美容保
健 

化妝品
技術與
管理 

校
友
姓
名 

劉明翔 黃敏慈 陳雅琪 

服
務
單
位 

名留集
團PS國
際髮型
旗艦店

台北市
（新北
市）救
國團社
會教育
中心 

瑟盟飛
減重管
理 

職
稱 

髮型師
(兼技術
部老師)

講師 

美容技
術指導
師 

(兼化妝
品銷售)

實施方式： 
1 彙整畢業生動向：以歷年電訪資

料為基礎，篩選出不同工作領域

之優秀校友。 
2 敬邀傑出校友：電訪優秀校友，
邀請校友回校參與座談會。校友

邀請名單：(a)整體造型技術：劉

明翔 髮型師。(b)化妝品技術與
管理：陳雅琪 美容技術指導師。
(c)美容保健：黃敏慈 講師。 

3 妝管科角色典範分享座談會：舉

同學畢業後的就業態

度與能力。 
2 邀請歷屆優秀校友回

校座談，使同學於畢業

前能對整體造型與化

妝品技術與管理等產

業相關機構之工作內

涵與服務特色有所瞭

解，進一步對個人未來

的學習範疇、專業應用

領域有更寬廣的思維。

量化成效 
1 完成 99 學年畢業生動

向調查： 
(1) 畢業生就業及升學狀

況問卷與電訪調查回

覆率：96.9 %。 
(2) 99學年度畢業生就業

率達 50.8%，當中進入
「化妝品技術與管理」

及「美容整體造型設

計」相關職場人數占就

業比例達 61.2％。 
2 進行角色典範分享座

談會。 
(1) 共 8名專任教師及 90
名學生參與。 

(2) 滿意度達 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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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一場校友座談會，分享妝管科

校友於相關職場就業之工作狀

況。邀請工作職類如下： 
(a ) 整體造型技術：1位。 
(b ) 化妝品技術與管理：1位。 
(c ) 美容保健：1位。 
實施流程： 

項
次 時間 內容 

負
責
老
師 

主持
人 

1 15:20~ 
15:30 報到 

2 15:30~ 
15:40 

主持人致
詞 

3 15:40~ 
17:10 

角色典範
分享座談
(各領域
30分鐘) 
1.整體造
型技術 
2.化妝品
技術與管
理 
3.美容保
健 

4 17:10~ 
17:20 綜合討論

何

宜

倩

老

師 

何宜

倩老

師 

 
 
B3-2-4 角色典範 (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透過拍攝訪問多媒體與資

訊業界成功人士，暢談職場

工作與人生經驗，並經由剪

輯製作成生動活潑的影

片，於資管科各班導師生時

間播放，使同學了解欲投身

數位多媒體與資訊產業必

須充實的本職學能與職場

倫理，為將來成功奠定良好

基礎。 

1. 尋訪業界資訊管理及多媒

體製作相關領域學有專

精，普獲業界好評，足為

模範之頂尖人才數位，並

逐一詢問其意願，進行訪

問。 
2. 安排本科具有多媒體剪輯
與拍攝能力之學生，準備

題目與相關資料，前往拍

攝訪問影片。 
3. 經由影片剪輯、配樂、上

1. 拍攝資訊管理領域專

業人士及多媒體影視

動畫製作成功人士之

專訪，影片後製、剪輯

完成角色典範受訪影

片 1支。 
2. 透過影片觀賞及心得
分享，對學生日後踏入

業界必備的專業技

術、處事態度、人際相

處等，建立正面且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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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指標 
於學期結束前，以班為單

位，進行二場影片觀賞及討

論。 

字幕及動畫製作，完成整

支影片。 
4. 排定導師生時間在於各班
教室，以影片觀賞及討論

分享的方式，讓學生分享

受訪者親身經歷，學習到

角色典範在業界成長與學

習的過程。 

的觀念。 

 
B3-2-5 角色典範 (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建立成功典範角色

之應具備之條件與

目標。 
2. 建立學生自我充實

目標及方法。 
3. 督促學生建立自我

充實目標並努力實

現目標。 
4. 建立學生職場倫理

的正確觀念與工作

態度。 
5. 建立學生對美髮美

容業現況、最新造型

主題，時尚媒體及報

章雜誌報導重點及

時下流行的話題之

了解，使其具備專業

知識並能了解產業

現況。 
6. 促使畢業學生達百
分之百面試與百分

之百就業之目標。 
 

本次角色典範講座，主要是

藉由美容美髮業成功之角色

為典範，利用尋找美髮美容

業界由基層角色入行，出身

低微卻奮發向上，不斷自我

充實並歷經職場千錘百錬，

在專業領域不斷精進技術，

終至獲獎無數與深受消費客

戶喜愛與肯定，更成為同業

中的翹楚、標竿之設計師，

其成功歷程足為本科學生學

習之典範，邀請蒞科演講及

座談，分享成功與成長的歷

程，讓每位學生在進入職場

後能更具有成熟的心智、擁

有職場倫理的觀念、具備面

臨挑戰的勇氣及培養圓融的

待人處事態度。 

質化成效 
1 藉由本講座之舉行，使學生

明白典範角色在專業職場

上所做的努力，讓學生提早

認識職場工作環境，增進專

業需求。 
2 藉由講座之舉行，讓學生提

早適應職場，增進專業知能

與技術。 
3 藉由講座之舉行，促使學生

朝向典範角色目標邁進。 
4 結合產業發展，提高與業界
交流，更具體瞭解培育之教

學目標與業界之適切性。 
5 業界與學界相互經驗分享
進而提升教學品質及往後

學生畢業符合業界需求的

人才。 
 

量化成效 
1 學生參與本角色典範之出

席參與率達 90%以上。 
2 本活動與業界接軌適切性

之滿意度，學生達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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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6 角色典範 (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使學生能瞭解自己興趣
之所在，並針對此一方

向，擬定自我生涯規畫與

目標 
2. 使學生瞭解未來就業市

場中如何自我定位與對

於專業職能之需求，早日

擬定適合自己的學習方

向與目標 
3. 使學生能瞭解繼續升學
的各種管道與規定，同時

針對自己感興趣系所訂

定錄取標準積極做準備。 
4. 使學生了解未來無論升

學或就業，專業證照的重

要性，並幫助學生正確選

擇適合自己的專業證

照，積極參與證照考試，

藉以提升證照合格率、就

業率及升學錄取率。 

舉辦 2場講座，內容主題將
針對學生之生涯規劃、就業

市場自我定位與專業職能之

需求以及繼續升學之管道與

相關規定等主題內容進行演

講。 

透過業界專家專業解說，

幫助學生找尋出自己興趣

之所在，藉以擬定自我生

涯規畫與目標，同時針對

所擬定的方向與目標積極

做準備。像是選擇就業同

學，能了解就業市場中之

自我定位與專業職能需

求，擬定學習方向，提高

就業率。繼續升學同學，

能瞭解繼續升學的各種管

道與規定，並針對自己感

興趣的系所訂定之標準積

極做準備，提升錄取率。 

 
B3-2-7 角色典範─「尋夢」講座(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在校生學習其
專業中的角色

典範，對於專

業產生認同

感，進而規劃

自身的職涯發

展，提升臨床

就業信心。 
2. 透過專家經驗
分享與現況分

析，讓學生建

1. 於10/1(一)15:30-18:00辦
理尋夢-筆記女王的手帳

活動術—越寫越幸福的

手帳圓夢工作坊，邀請知

名作家與部落客 Ada 與
學生分享如何活用筆記

術做好時間管理與人生

各式規劃，透過工作坊的

方式教學生製作手帳，一

步步實踐自己的夢想。 
2. 於 10/15(一) 15:30-18:00
尋夢-青年創業不是夢座

1. 活動滿意度高達 85%~95%，
同學反應良好、內容具啟發

性，收穫豐富。 
2. 所謂「有為者亦若是」，每個

人的生命中，都需要有可以效

法的對象，成為一種向上的動

力。尤其在青少年階段，所遇

到的良師益友或是提醒的話

語，都可能成為成長的養分。

透過本次辦理的「尋夢」工作

坊與座談會，邀請筆記女王與

青年成功創業者，與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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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生涯願景，

同時對未來工

作或是實習的

場所有更深的

認識。 
3. 教師與學生均
可從徵文與影

片製作的活動

中反思並融入

就業養成能

力，激勵學生

追求夢想的勇

氣。 
 
量化指標 
1. 教師與學生活
動參與率度達

80%以上。 
2. 教師與學生活
動滿意度達

80%以上。 
3. 所邀請角色典
範就業歷程能

製做成海報宣

導，於校內展

示。 

談 會 邀 請 成 功 創 立

eztable 網站的共同創辦
人 Alex Chen，以座談會
的方式，透過問與答的過

程，和學生分享其青年創

業的經驗，並鼓勵學生勇

敢追尋夢想。 

其奮鬥不懈，終致成功的過

程，提供學生學習的角色典

範，並培養其勇於追夢的勇

氣。 

 
B3-3-1 專題成果展現(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透過舉辦護理實

習成果發表暨作

品競賽活動，以提

升學生實習成果。

2. 激發學生創意思
考能力，提升學生

1. 以高護實習學生為對象，每一梯
次、每一實習單位為一組，該組

師生集合全體創意思考，設計創

意護理作品，並製成成品(包含衛
教作品、創意護理用品等等)，需
附相關設計理念或用品使用說

明。 

活動期間報名參展作

品共達33組，最後得
獎作品於學校朝會請

校長頒給學生得獎證

明及獎勵。得獎同

學、教師於活動過程

及作品照片展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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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護理實務的興

趣。 
3. 透過實習成果或
創意作品，展現核

心素養融入的成

效。 
 
量化指標 
1. 當學期實習學生參

觀成果發表，觀摩

人數達 90%以上。
2. 報名參展作品達 20
組以上。 

2. 每梯次實習結束後將作品繳交至
就業實習組，於學期結束後在校

內公開展示。 
3. 作品由校內護理教師 2 名與業界
評審 1名進行評分，並計算成績，

選出優良作品 3組、佳作 2組。
4. 評分標準包含(1)對護理照護品質

之提升 25%、(2)創新創意 20%、
(3)八大核心素養的展現 25%、(4)
推廣性及實用性 15%、(5)小組的
合作表現 15%。 

5. 得獎作品除將於公開場合表揚
外，並由護理科發給得獎證明。

師生護理八大核心素

養及創意思考等優秀

表現，傑出作品更可

推薦代表學校參加全

國性之類似競賽活

動，讓同學有機會將

其創意於護理實務中

實現，又可嘉惠臨床

病患及護理人員。 

 
B3-3-2 專題成果展現(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量化指標 
1. 應屆畢業生全體投入幼
兒保育專題製作之研

發。 
2. 應屆畢業生全體參與幼

兒保育專題製作之競

賽。 
3. 應屆畢業生全體參與畢

業成果展。 
4. 全體在校生觀摩競賽之

參與率達九成以上。 
 
質性指標 
1. 透過競賽鼓勵、團隊合

作之方式，激勵學生落

實創意理念，增加學生

就業及競爭力。 
2. 強化學生統整能力、創

造力、問題解決能力，

以及競賽發表之實力。 

1. 由課程授課教師參與

專題成果實務指導。 
2. 於 101 年 5月 12日舉

行專題成果展，參展同

學以海報與實體展示

方式，呈現研究成果，

並於會場中與同學交

流、爭取評審之肯定。

量化成效 
1. 幼兒保育科專題成果展
由應屆畢業生 88位同
學，全數投入幼兒保育

專題製作之研發、競

賽、並參與成果展，參

與率達 100％，共計 22
組參賽。 

2. 全體在校生觀摩競賽之
參與率亦達九成以上。

 
質性成效 
1. 經過將近十二週的指

導與研究，教師透過競

賽形式，鼓勵同學以團

隊合作方式，進行幼兒

保育相關議題之探

討。此過程中磨練學生

的團隊合作能力、資訊

統整能力、問題解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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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校生能透老師對展

示作品專題之指導，習

得專題製作、作品展示

等能力，並在過程中自

我檢視個人之學習歷

程與技巧，在不同場次

的競賽中獲取同儕激

勵與經驗分享。 
4. 競賽的價值不論參賽

者或在校生，都能從展

演現場之觀摩而吸取

他人之專長，進而內化

融為自我創新之技

能，實質的加強並提升

學生專業實務之創新

能力。 
5. 展出學生成果之價值
可增加學生畢業後就

業或升學之競爭力，並

拓展學校與科系之形

象行銷。 

力與創造力，以及競賽

發表之實力。並激勵學

生落實創意理念，增加

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競

爭力、拓展學校與科系

之形象行銷。 
2. 觀摩的在校生透過老

師對展示作品專題之

指導，習得專題製作、

作品展示等能力，並在

過程中自我檢視個人

之學習歷程與技巧，在

不同場次的競賽中獲

取學姐的經驗分享。 
3. 不論參賽者或在校

生，都能從展演現場之

觀摩而吸取他人之專

長，進而內化融為自我

創新之技能，實質的加

強並提升學生專業實

務之創新能力。 
 
B3-3-3 專題成果展現(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增加資管科學生建
置平台經驗。 

2. 展示學生成品，呈現
本校教學成效。 

3. 建置教學平台設備
一部。 

4. 資管科專題作品放
置 於 平 台 上 達

100%。 

建置平台設備一部，展

現學生專題作品，並由

資管科學生自行製作入

口與各科動畫，並舉辦

成果展現及專題報告，

使學生知道專題平台可

提供之資源，日後須於

平台上製作專題。 

1. 專題平台由學生自行架設軟體

與製作動畫。 
2. 舉辦成果發表會與專題報告各
一場次，合計兩場次發表會，

除展現建置之平台並說明平台

可以提供之功能外，並呈現專

題成果與學生預計製作之專

題。 
3. 建置專題展現平台設備一部，
可提供學生製作專題時之伺服

器端軟硬體資源。 
4. 資管科之歷屆專題(98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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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入學之學生作品)均已放置於
平台上。 

 
B3-3-4 專題成果展現(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性指標 
1.透過競賽激勵學生落實

創意理念，以鼓勵提昇團

隊合作之精神，增加學生

就業及競爭力。 
2.強化學生創造力、解決

問題能力、統整能力，展

現動態與靜態競賽發表之

實力。 
3.在校生能透老師對展示

作品專題之指導，習得專

題製作、作品展示等能

力。 
4.競賽中獲取同儕激勵與

經驗分享。在過程中自我

檢視個人之學習歷程與技

能。  
4.競賽能加強並提升學生
專業實務之創新能力，進

而內化融為自我創新之技

巧。  
5.學生成果展競賽可增加
學生畢業後就業或升學之

競爭力。 
 
量化指標 
1.應屆畢業生全體同學投
入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畢業

成果展動態發表。 
2.應屆畢業生全體參與化

妝品應用與管理專題製作

1.教師將課程融入學理與實

務，並展現成果展動態發

表。 
2.於 101年 5月 15日舉行專

題成果展，參展同學以動態

與靜態展現方式進行。 
3.學生將其製作過程與經驗
展出分享與發表，爭取評審

之肯定。 

質性成效 
1.透過競賽形式，鼓勵同學以

團隊合作方式，進行化妝品應

用與管理相關議題之探討，過

程中讓學生的學習到團隊合

作之能力、資訊統整能力、創

造力並遇問題有解決能力，以

及競賽發表之實力。增加學生

升學及就業之競爭力、並激勵

學生落實創意理念，發揮學校

與科系之相互行銷之關係。 
2.透過老師對展示作品專題

之指導，在校生觀摩下；習得

專題製作、作品展示等能力，

並在過程中自我檢視個人之

學習歷程與技巧，在不同場次

的競賽中獲取學長姐的實務

操作與經驗分享。 
3.畢業生及在校生，皆能從展
演現場之觀摩而習得他人之

專長，進而內化融為自我創新

之技能，參賽者的用心及實質

的加強並提升學生專業實務

之創新能力。 
 
量化成效 
1.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專題

成果展已於 101 年 5月 15日
舉行。 
2.應屆畢業生
(551+23A+22T+221)110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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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賽。  
3..全體在校生觀摩競賽之
參與率達 9成以上。 
4.在校生一年級及二年級

參加美容或美髮技藝競

賽。三年級四年級舉辦靜

態美容美髮創意競賽 

學，全數投入化妝品應用與管

理專題製作及競賽，並參與成

果展，參與率達 100％，共計
18組參賽。 
3.全體在校生觀摩競賽之參

與率亦達九成以上。 

 
B3-3-5 專題成果展現─創意指甲彩繪全國技藝競賽與菁英培訓(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耕莘盃全國創意指甲彩繪
技藝競賽 
(1)藉由舉辦全國競賽，激
發學生創意思考能

力，提升學習興趣與

學習成 效。 
(2)以不同的團隊組合，提

升學生適應能力與合

作精神，不斷激起創

作意念及能量。 
(3)由作品展示，供學生參 
考，以增進學生學習的

動力與信心。          
2.校外技藝競賽菁英培訓輔
導  

(1)藉由培訓輔導學生美容
美髮等技藝賽，有助於

提升學生專業的技能。 
(2)使受訓學生發揮創造力

與實力，並能激勵學生

學習興趣與目標。 
 (3)學生經由技藝競賽之
得名，可增加學生畢業

後就業或升學之競爭

力，也可為本校爭 光，

一、耕莘盃全國創意指甲彩

繪技藝競賽。 
1.活動日期：101 年 5月 16日
2.活動方式：分個人組及團
體組報名參加競賽在甲片

上綴以各顏料色彩及圖案。

3.參加對象/人數：各高職及

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二、校外技藝競賽菁英培訓

1.活動期間：  
  (1)101.4.30-5.9完成內聘
講師美髮菁 

    英培訓 26時。        
  (2)101.5.4-5.29完成內聘
講師美甲菁英 

    培訓 8時。          
    101.5.7完成外聘講師
美甲菁英培訓 

    4時。                
(3)101.4.30-5.10完成內聘
講師美容菁 

    英培訓 24時。       
2.活動方式：由各專業指導
老師與學生 
  共同協商培訓時間。 
3.參加對象/人數：本科五專

1.耕莘盃創意指甲彩繪全國
技藝競賽高中職組及大專

組參與 
 人數共達 72人，達成率

100%。 
2.校外技藝競賽菁英培訓輔
導  
(1)培訓後學生至少選擇參

加美容、美髮或美甲等技

藝競賽 1 
  場，達成率 100%。 
(2)校外技藝競賽，得獎比
率能達 60%以上，達成率

100%。  
a.美容培訓：共有 10人
參加，平均得獎比率達

73%。 
b.美甲培訓：有 11人參

加，平均得獎比率達

64%。 
c.美髮培訓：共有 6人參

加平均得獎比率達

67%。 
d.6人參加亞洲盃商業 C
級彩繪師檢定，100%
全數通過 C級彩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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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學校聲譽，並成為

本科的優良教育與特

色。 
 

量化成效 
1.舉辦「創意指甲彩繪全國
技藝競賽 

(1)高中職組競賽參與人數

高達 40人以上。 
(2)大專組競賽參與人數高

達 30人以上。           
2.校外技藝競賽菁英培訓輔
導  
(1)培訓後學生至少選擇參

加美容、美髮或美甲等技

藝競賽 1場。 
(2)學生參加美容、美髮、

美甲等校外技藝競賽，得

獎比率能達 60%以上。 

技藝表現優 
 秀且有興趣參加校外各類

技藝競賽之 
 學生。 

檢定。 
 

 
B3-3-6 專題成果展現(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透過靜態成果
展出，使學生可

以檢視個人之

學習歷程、吸取

他人經驗、激發

更 多 創 意 靈

感，以提升學生

專業實務之創

新技能。 
2. 藉 由 成 果 展
出，讓學生有發

表自己創作的

舞台，同時，專

業老師也得以

1. 五專三年級(C531、C532)
以靜態展出配飾創作成

品，參展作品為個人創作

展出。 
2. 五專四年級(C541、C542、

C543)以靜態展出面具創
作成品，參展作品為個人

創作展出。 
3.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及本科
教師進行評分。 

4. 創作成果展出時間：
101/6/11~101/06/15。 

5. 創作成果展出地點：耕莘
專校宜蘭校區圖書館自習

質化成效： 
1. 學生透過成果展發表創意作
品，可具體呈現學習之成

果，秀出自我之長才，使學

習更具自信。 
2. 參與展出經驗除可自我檢視
個人之學習歷程與技巧外，

並可獲取同儕激勵與經驗分

享、實質加強並提升學生專

業實務之創新能力。 
3. 展出學生成果之價值可增加
學生畢業後就業或升學之競

爭力，並拓展學校與科系之

形象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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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選拔優秀

選手並加以培

訓，作為未來代

表學校至校外

參賽，爭取榮譽

之選手，以期增

加學生畢業後

就業或升學之

競爭力，及拓展

學校與科系之

形象行銷。 

室。  
量化成效： 
美容保健科五專三、四年級，共

有 5班於本計劃中進行「配飾與

面具之創作成果」展出，各年級

取優勝五名。獲得獎金與獎狀者

共有 6 位；獲得獎狀者共有 10
位。 

 
B4、提升語文能力 
 
B4-1 增進國語文能力(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增進學生文字書寫
及創造思考能力：

舉辦「耕莘藝文獎

徵文比賽」並刊印

得獎作品，出版「耕

莘藝文」刊物，藉

以形塑校園文藝氣

息。 
2. 提升學生口語表達
及思辨論說能力：

舉辦「我思故我在

--國語文演講比
賽」。 

3. 增進學生人文關懷
情操，涵養正向生

命觀：舉辦「青春

花語--校園相片故
事書寫比賽」，藉由

學生對校園人、

事、物的觀察與關

懷，陶育正向、和

1. 「耕莘藝文獎徵
文活動」，活動期

間 9 月14 日至
10 月7 日。共有 
4 位校內老師共

同擔任評審，參

賽作品每組擇優

6名。 
2. 「我思故我在--
國語文演講比

賽」，101年5月08
日，五專一、二

年級每班推選一

人參加，由校內4
位國文老師擔任

評審，擇優錄取

六名獎勵。 
3. 青春花語—校園
相片故事書，活

動期間：6月 1日
至 10月 20日，

1. 耕莘藝文獎徵文活動： 
(1) 共有散文49 篇、詩歌39 篇、
經典文章閱讀15篇、漫畫9 篇
參賽。 

(2) 得獎作品，刊登於耕莘藝文刊
物中，達到相互觀摩，提升學

校閱讀與愛好藝文之風氣。 
(3) 落實提升學生閱讀風氣與能

力，加強學生對現代文學的認

識。 
2. 我思故我在--國語文演講比賽：
(1) 國語文演講比賽，全校共28人

參賽。 
(2) 演講題目緊扣現今社會所面臨

的重要議題，如：環保、法治、

多元文化等社會議題，請學生

闡論一己之見，以培養學生關

注社會議題的習慣，拓展識

見，進而增進思辨及口語表達

能力。 
3. 青春花語—校園相片故事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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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美善的生命

觀，並且透過文字

書寫，強化其文字

表達能力。 
4. 強化學生學習成
效，加強基礎語文

能力：舉辦「國語

文能力會考」，針對

施測成績欠佳者，

予以國語文能力補

救教學，加強其基

礎語文能力。 

由本校五專部

一、二年級全體

同學參加，五專

部三、四、五年

級及二專部、假

日班同學，自由

報名參加。比賽

作品內容為請同

學藉由相片記錄

校園生活中的點

滴，並將心中的

省思與感發化為

文字。由本校 3
位國文老師擔任

評審，參賽作品

擇優 6名。 
4. 國語文能力會考

時間：101年10月
08日，五專二年

級全體同學參

加。每班擇優3名
獎勵。 

比賽： 
(1) 全校共54份作品參賽。 
(2) 此活動培養學生的觀察與關懷
能力，藉由相片記錄校園生活

中的點滴，並將心中的省思與

感受化為文字，以營造校園人

文氣息，涵養敬天愛人的情操。

4. 國語文能力會考： 
(1) 全校五專二年級共875 人參加

會考。 
(2) 施測內容涵蓋國文課程以及成
語、字音字形辨識、閱讀等基

礎國語文能力測驗，藉由會考

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加強國語

文能力，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B4-2 拓展英語學習管道(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升學生英語

練習的機會，

營造友善英語

的校園，養成

學生多聽、多

講、多參與的

習慣。 
2. 藉由英語競賽
的參與，強化

英 語 學 習 動

1. 英語經典名句比賽於 101 年 5 月 21
日完成，參加對象為新店校區學

生，藉由闖關的模式，學生需回答

抽到的英文名句，當學生發生發音

或字詞上的錯誤，學生就喪失繼續

比賽的權利，能進行最後一關者則

為優勝者。比賽開放給全體同學參

加。 
2. 母親節英語海報競賽於 101 年 5月 3
日完成，參加對象為宜蘭校區學

生，目的為藉由英語海報創作激勵

1. 英語經典名句比賽

參與學生共計 50
人，得獎學生共計 9
位。 

2. 母親節英語海報競
賽參與學生共計 50
人，得獎學生共計

15位。 
3. 英文歌曲比賽兩校

區參與人數共計 100
人，得獎學生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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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3. 提升對英語使
用的適切性。 
 

量化指標 
1. 參與英語競賽
人數可達 200
人次。 

2. 參與與外師午
餐英文學生人

數達 100人次。 
3. 耕莘英文月報
可出 5期。 

學生發揮創意即展現才華，評分標

準依參賽者之「文案內容」、「視覺

創意」、「整體構圖」進行評分。 
3. 英文歌曲比賽新店校區於 10月 8日
完成，宜蘭校區於 10月 15日完成。
由全體學生參加，藉由學習英文歌

曲，增加學生英語口語能力及音樂

欣賞的表達能力。評分標準依參賽

者之「英語發音」、「歌唱技巧」與

「整體台風」進行評分。 
4. 與外師午餐英文活動於 101 年 6月 5
日完成，總計十次，每週一天中午，

十位同學一位外師，共進午餐。藉

由與外師午餐的時間，用英語和外

師就討論主進行分享、提問與討論。

5. 耕莘英語月報由兩校區英文寫作能

力佳的學生組成編輯團隊，已於 4、
5、7、9月各出一刊。月報內容包括
學校熱門討論議題、教師專訪、學

生競賽活動、及校園生活。 

10 位。新店校區派
前三名的同學於

10/23 參加景文科大

舉辦的 2012 北區技

專校院英文歌唱大

賽，由林毓恩及甘凌

嘉同學榮獲第三名。

4. 與外師午餐英文參

與 學 生 共 計 126
位。學生回饋的滿意

度平均 4.65分。 
5. 耕莘英語月報至 12
月底共計 5刊，參與
編輯的學生共計 11
位。 

 
B5、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查 
 
B5-1 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調查分析(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有效掌握本科學生畢
業後升學就業實際動

態狀況，並可從中評值

對在校期間學校所教

授專業知識及技能是

否有助益到求學及工

作層面及其滿意度。 
2. 經由畢業生、雇主滿意

度調查分析結果，可作

為課程規劃及教師教

學改進之重要參考準

1. 雇主滿意度調查 100
學年度尚在調查中。 

2. 100學年度畢業生流向

調查已完成。 
3. 在課程規劃方面，已將
畢業生及雇主問卷調

查之結果回饋作為課

程規劃及設計改進之

依據，並可協助發展符

合護理專業八大核心

能力之本位課程設置。

4. 配合畢業生之資料庫

1. 100 年 6月畢業學生，畢
業後 9個月之「雇主對護
理科畢業生專業能力及服

務表現」之滿意度調查問

卷，共發出 116份問卷，
回收 74份，其中 2份為無
效問卷，回收率為

63.8%。調查結果顯示，以
5分量表為標準時，雇主

滿意度之平均分數為 3.58
分，皆介於「尚可」與「滿

意」之間。其中以「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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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3. 依據畢業生、雇主滿意

度調查分析結果可協

助發展符合護理專業

八大核心能力之本位

課程設置，並檢討各年

級學生科教育目標之

學習階層能力，期能符

合學產業界所需之專

業能力。 
4. 藉由調查畢業生流向

調查結果經建立完善

資料庫後，可及時提供

科務在辦理相關活動

時對聯繫校友、關懷機

制，並可進ㄧ步邀請校

友返校與師生分享職

涯經驗、就業情報與業

界發展趨勢，以幫助在

校學生進行職涯進路

之規劃。 
 
量化指標 
1. 畢業生滿意度問卷回

收率達 60％。 
2. 畢業生滿意度問卷內

容皆可達 3.5 分以上。 

建置，本科定期舉辦畢

業校友回娘家、耕莘講

座、特色典範等與校友

有關之職涯經驗分享

活動，以幫助在校學生

進行職涯進路之規劃。

 

作中能設身處地，尊重個

案選擇」 及「在工作中會
主動積極自我學習，提升

專業能力」兩項分數最

高，分別為 3.86及 3.72分。
2. 在針對課程設計與規劃方
面，在校所學專業科目，

畢業生認為以重症護理

學、病歷閱讀及臨床護理

實務對臨床工作最具益

處，畢業生認為要提高學

生的就業能力、職場競爭

力以符合職場需求，學校

可增加部份課程，例如緊

急救護、危機處理及症狀

護理，並增加見習實習課

程及建教合作機會。此

外，可以多開設輔導考取

相關證照的課程，例如

ACLS、BLS、CPR、ETTC
及 APLS。至於調整課程安
排的部份，大多數的畢業

生認為不需要調整課程表

示學校目前課程安排得

宜。 
3. 100 年 6 月畢業學生「畢
業生滿意度」問卷結果，

共發出 116 份問卷，回收
62份，其中 3份為無效問
卷，回收率為 53.5%。調
查結果顯示，以 5 分量表

為標準時，畢業生對於「專

業服務及能力表現」，其平

均分數為 3.8 分。問卷回
收率仍待改進，而畢業生

滿意度問卷之分數雖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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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以上，但仍有努力的空

間。 
4. 本校護理科畢業生對於在

校所學之專業護理能力於

臨床服務及雇主對本校畢

業生於臨床工作表現方

面，皆有正向感受。 
 
B5-2 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調查分析(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進行 100 學年度在

職專班與回流班 2 
個畢業班，共計 90 
人之畢業生企業主

對他們就業滿意度

追蹤調查。 
2. 諮詢 5 人校外幼兒
保育相關之產官學

界專家對企業主意

見滿意度與畢業生

對幼保科滿意度問

卷之建構。 
3. 每學期召開一次科
課程委員會，討論

課程發展等相關議

題。 

1. 問卷規劃設計：設計畢業生
「企業主對幼保科畢業生之

評價」問卷調查表與「幼兒

保育科畢業生滿意度問卷調

查表」經由科務會議充分討

論成初稿，之後寄發學者專

家進行修正後定稿。將企業

主對幼保科畢業生之評價」

問卷調查表寄給畢業校友工

作之企業主，將「幼兒保育

科畢業生滿意度問卷調查

表」寄給畢業校友。前者回

收 35份，後者回收 89份。 
2. 統計結果： 
(1) 課程規劃部分 

(a ) 畢業校友對幼保專業課
程方面最滿意的科目是（1）
行政管理（28人）（2）特殊
幼兒教育（24人）（3）教保
概論（20人）。對通識課程

方面最滿意的科目是（1）英
文 （40人）（2） 體育（30
人）（3）國文（29人） 

(2) 師資部份 
(a ) 畢業校友對老師專業素

養與每當自己有問題時，學

1. 經由企業主對幼保科畢
業生之評價」問卷調查

表與「幼兒保育科畢業

生滿意度問卷調查表」

問卷設計過程讓學者專

家瞭解幼保科學生畢業

的就業指標與畢業校友

母校開設課程的依據與

回饋，做為未來在校學

弟學妹修習課程規劃設

計的參考意見。 
2. 畢業校友對於母校老師

專業素養與每當自己有

問題時他們對老師的服

務態度，老師輔導學生

與工作態度都持以高度

的肯定 
3. 對行政服務的看法雖未

達九成學校與科的行政

服務有努力改善的空

間。 
4. 企業主對幼保科畢業生

的評價： 
(1) 最滿意最高前三項：團
隊精神與合作態度

（4.88）工作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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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老師的服務態度非常滿

意與滿意都達到九成九。 
(b ) 對老師輔導學生與工作

態度都持以百分之百的滿意 
(3) 教學方面 
對老師課程內容、老師教學

方式、老師教學活動非常滿

意與滿意都達到九成八。 
(4) 行政服務部分 
對學校行政與科行政服務認

為非常滿意與滿意分別七成

九與都達到八成三。 

（4.88）具有服務熱忱
（4.85）。 

(2) 後三項教學媒體應用能
力（4.57）學習環境規
劃與設計（4.62）具有
聽說讀寫的能力（4.68）
課程未來在規劃教學內

容與教學活動針對前述

反應情形可以以針對性

的加以改善與改進 

 
B5-3 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調查分析(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了解畢業生流

向。 
2. 調查畢業生對學
校與科內意見或

建議。 
3. 建立畢業生與科

內聯繫。 
4. 做為科內修正課
程內容依據 
 

量化指標 
1. 回收率達百分之

50 以上。 
2. 通訊錄建置達百

分之百。 

1. 100 學年度畢業生共有 19
位同學，有 17 位選擇繼續
升學，2 位目前待業中，其
意願仍想繼續升學。 

2. 問卷內多數畢業生建議在

校學弟妹應考取相關專業

證照，在未來就學時可用以

加分。 
3. 利用 Facebook 社群軟體建

立一溝通社團。 

質化成效 
1. 藉由畢業生問卷結果，本科
將在課程內容教學設計中，

融入相關專業證照輔導，讓

同學在課室學習中，除可學

習到專業技能及知識外，並

進一步的可以考取相關證

照，為自己增加一份競爭力。

 
量化成效 
1. 問卷回收 13 份，回收率達

68.4%，目前未有失聯同學。

2. 藉由社群軟體，以維繫與畢
業生聯絡管道，隨時可將母

校相關訊息通知給畢業生。 

 
B5-4 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調查分析(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高學生對未來就

業的瞭解，啟發職涯

1. 職場體驗：至業

界實務觀摩體

驗。 

質化成效   
1. 提升低年級參與學生對於本科系

未來職涯有更具體的體驗。 



 

  66

探索的概念，並且透

過本計畫實施，使學

生將職場體驗之經

驗與專業領域課程

所學做結合，內化為

專業技術與實務產

業之學習經驗。 
2. 藉由參觀業界的活

動讓學生能體驗到

臨場的感覺與吸收

到專業知識、專業知

能，提升學生學習的

興趣與未來投入職

場之熱誠。 
3. 增進學生對本科學
習課程內容的認識

與了解，並建立正確

未來職涯進路認同

感。 
 
量化指標 
1. 參與業界體驗營的
學生其滿意度達平

均 90分以上。 
2. 學生心得報告繳交

率達 100%。 

日期：101 年 5
月 18日。 

2. 活動方式：由『妝

511吳曉玲及妝

512汪曉琪導師』
帶隊一同前往職

場體驗。 
3. 參加對象/人

數：妝管科低年

級學生，共約

120　人。 
 

2. 瞭解本科培育目標及專業技術與
實務和未來業界銜接產業之學習。

3. 藉由參訪活動中讓學生能體驗到

實務的感覺與吸收到專業知識、專

業知能，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 
4. 增進學生對本科學習課程內容的
認識與了解，並建立正確未來職涯

進路認同感。 
 
量化成效 
1. 本次職場體驗之問卷滿意度 90分
以上。 

2. 學生繳交心得報告 100%。 
3. 低年級學生全班參加率超過 95％
以上。 

＊因此次活動上午及下午場的地點有

時間上的考量，無法下車用餐，導致

請學生在車上用餐，但此次無餐點經

費預算，希望下次能有此經費考量。 

 
B6、培育敬天愛人之生命素養 
 
B6-1-1 心靈小天使─強化輔導股長知能計畫(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增進輔導股長對
全人教育中心之

認識。 
2. 強化輔導股長之
同理心及溝通技

巧。 

1. 新店校區於 9/24-9/27 辦理 4
場共 8 小時之輔導股長訓練

與團體。 
2. 宜蘭校區於 9/24-10/17辦理 4
場輔導股長訓練與團體，共 8
小時。 

1. 學生對活動內容滿意度高

達 85％~90％。 
2. 透過團體輔導的模式，幫
助專一輔導股長復習和練

習 9/24演講時教導的同理

心技巧，並透過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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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備基本之傾聽
與同理能力，發

揮關懷同儕之功

能。 
 

的遊戲，讓輔導股長體會

同理心是如何幫助彼此更

加了解對方，因此輔導股

長才能更加發揮輔導的能

力，幫助班上同學。 
 
B6-1-2 「節制與尊重」男性情感教育(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協助男性學生認識自己

的情感。 
2. 協助男性學生學習如何
與異性相處。 

3. 協助男性學生尊重兩性

不同的需求並互相尊

重。 
 
量化指標 
1. 學生參與人數 40人以
上。 

2. 對活動滿意度及自評活

動對自己的助益達 80%
以上。 

1. 於 101 年 10月 8日辦理，

邀請五專一到三年級所

有男生參加。 

1. 參與人數共 60 人，活
動滿意度達 85％。 

2. 2 邀請青少年心靈成長

專家張蒙恩博士，講述

男生心中該有的願景

與遠見，如何培育鍛鍊

自己的心智，讓自己成

為尊重他人、節制自我

的優秀青年。 

 
B6-1-3 「我的向心力」─認識情緒影響力與排解團體課程(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讓學生認識相關心理

疾病，並學習相關的

照護與同理。 
2. 正向面對情緒壓力，

找到適合自己的舒壓

方式。 
3. 從團體中認識他人眼

中的自我，增加自我

認同與自信的建立。 

1. 課程分四次執行：5/31、6/6、
6/7、6/8。每日兩小時。 

2. 四次外聘講師分別為：潘貞
瑛、林葳(兩場)、蕭詩穎三人，
外聘講師費用為 19,200已核銷
完畢。 

3. 回饋量表統計，課程滿意度達

92%。 

1. 參與課程同學(兩
校區)達 180人。 

2. 課程滿意度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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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4 傳師典禮(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量化指標 
100%五專四年級學生參

與典禮及完成宣誓儀

式。 
 
質性指標 
透過舉辦傳師典禮，強

化實習學生成為幼教專

業之信念與使命感，增

進觀禮的幼保科低年級

學生積極的學習動機與

態度。 

以「傳師典禮」專題講演

與傳承、宣誓正式儀式，

幫助即將進入園所實習的

幼兒保育科學生，能秉持

愛與關懷的專業幼教師之

態度，懷抱熱情展開實

習，邁向專業幼教老師之

路。 

量化成效 
100%五專四年級學生參與典禮

及完成宣誓儀式。 
 
質性成效 
具體成果：透過典禮，強化實習

學生成為幼教專業人員之信念

與使命感，並增進觀禮低年級學

生積極的學習動機與態度。 

 
B6-1-5 親善課程(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在校生將其所學，透
過驗收成果，達成具

體學習之成效，並以

訓練課程驗收，習得

如何在活動、會議有

效應用習得之禮儀。 
2.透過親善大使訓練

及老師之指導，習得

個人食衣住行禮儀正

確應對進退規範與技

巧。 
 

量化指標 
1.參與親善大使課程的
學生其滿意度達平均 96
分以上。 
2.參與親善大使課程的
學員，再最後會有課程

總驗收的流程，採現場

1.開課與結束日期:3 月
5日至 6月 6日。 
2.執行方式：針對接待、

餐桌、社交、商業、生

活、溝通等等之訓練課

程，由科內老師共同協

助授課。 
3. 參加對象/人數：妝管

科低、中、高年級學生，

共約 18　人。 
 

質化成效   
1.提升學生個人禮儀之形象塑造，

及人與人之間應對進退之禮節，課

程內容針對接待、餐桌、社交、商

業、生活、溝通等等之訓練，讓學

生更了解課程的核心價值。 
2.達到學生個人自我之提升，藉由
推動禮儀，提倡服務產業發展之重

要性。 
3. 藉由親善大使訓練讓學生能體

驗到如何將理論落實於各個活動

層面，提升學生實務的經驗。 
 
量化成效 
1.針對問卷問題的滿意度其平均都

在 96％以上 
2.妝管科 18 位同學通過者課程考
驗，並頒發結業證書，共有 28 位
參加 18位通過，總通過率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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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題當場演練通過者頒

發結業證書，通過率希

望達 10位同學以上。  
 
B6-2-1 營造校園敬天愛人氛圍─「耕莘敬天愛人之音」-午間音樂廣播欣賞(全人教育
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提升校園敬天

愛人特色氛圍 
1. 計畫自 3/5至 6/6為止，共辦理兩校區午間

廣播共計 46 場(每週一、三)，參與學生達

322人。 
2. 4/25日前往「Top 91.7」流行音樂網素人整

點報時錄製活動，參與學生為 15人。 
3. 5/23 日前往教育廣播電台參訪，培育廣播

人才，參與學生 7人。 

1. 預計兩校區參與

人數達 288人次。
2. 滿意度達 80%。 
 

 
B6-2-2 營造校園敬天愛人氛圍─「Empower為主發聲」-搖滾聖樂團(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透過熱門音樂演奏，

吸引學生認識天主教

教育理念。         
2.服務校園慶典禮

儀，使校內特色氛圍

表現更加多元。 
2. 聯結堂區與學校青年

共同團練，達到教學

相長的效果。 
3. 長期經營樂團，未來

走向學校特色發展。 

1. 計畫從 5 月 14 日開始執
行至 8月 24日，每周一、
二晚間 18:00~20:00 授
課。每次 2小時。 

2. 外聘專業爵士鼓講師張
鈞賀老師教授爵士鼓。 

3. 新店校區培育課程總參

與學生達 80人次。 

1. 計畫期間已於新店校區成
立「Follow」搖滾聖樂團，

並於 6月 13日校內期末感
恩祭中服務彌撒；6 月 28
日當天前往台北監獄進行

監獄福傳活動。    
2. 回饋量表統計，滿意度達

90%。 

 
B6-2-3 營造校園敬天愛人氛圍─環境教育建構計畫 (總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提供師生優質境教

的學習環 
境，以營造敬天愛人

校園之氛 
圍。 

建置耕莘樓說明牌，標示耕莘樓

命名由來及本 
校建校理念。 

藉由耕莘樓說明牌使同學了解本

校建校理念，學校環境，並強化

學生內在人格形塑以及加強學生

對學校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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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 體驗學習─耕莘品格教育體驗活動(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透過活動內容，提昇學
生對於同理心與正向

品格的認識與應用。 
2. 在體驗活動中，增強學
生的自我認識與突

破，達到正向的人格型

塑。 

1. 8月 4日 8:00~17:00活動於學
校舉行，天主教青年團體「光

明之子」協助活動辦理。 
2. 外聘講師劉達愛，活動透過體

驗教育、生活體驗與生命故事

探討方式，學習同理心與關

懷，其中加入祈禱、分享等活

動，創造團體動力，彼此共融。

1. 活動與學生共 60
人。 

2. 回饋量表統計活動

滿意度達 93%。 

 
B6-4 體驗學習─「合一服務-學習」計畫(學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教師-靈活運用並結
合課程、知識與實務

2.學生-發展正向之個
人與人際關係的成

長 
3. 學生-提升解決問題
的能力以及批判性

思考 
※學生-提高學習興趣
與效果的教學環境 

1.幼保科-至托育中心親自照護
嬰幼兒，不僅讓學生應

用所學，更從中磨練學

生技巧，增加學生經驗

2.妝管科-從剪吹設計與實務課
程，發展適合老人剪、

染及按摩技巧，並讓學

生學習與老人互動能

力。 
3.資管科-在課程中帶領學生參

與耕莘醫院永和分院的

滿意度問卷調查分析。

4.美保科-將「美容營養學」課
程所學之知識，從服務

中回饋給社福單位，並

提升學生實際應用之觀

念。 
5.健休科-提升學生烘焙技術，

使其具教學能力及口說

溝通能力。 
6.數媒科-將課室專業理論從課

堂學習，直接運用於實

際舞台設計與會場佈

置。 

1.學生質性回饋表示可以學
習如何與人交談、並體認到

滿足，以及樂觀看待人生，

勇於面對未來的逆境，且樂

於享受目前的美好。 
2.學生體驗學而後教，運用
專業技能，體驗「做中學、

學中做」的道理。像是學生

為老人剪、染及按摩技巧，

不僅加深專業技能，更從服

務中學習服務。增加學生自

信而有成就感。鄉民也都期

待未來還有機會學習更多的

中餐與烘焙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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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劃 C：建構實務課程 
 
C1、落實本位課程 
 
C1-1-1 落實本位課程─校課程(教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透過本位課程教學評值
回饋分析結果，可作為

課程規劃及教師教學改

進之重要參考準則，以

期設計出以實務為導向

的課程。 
2. 持續檢討並修正本位課
程，使課程規劃皆能符

合學生就業或升學之規

劃，以期讓學生具備產

業所需之專業能力與技

術、職場倫理與工作態

度等，以及升學所需之

知能。 
3. 完成召開校課程委員
會，廣納產學界專家意

見，各專業類科透過學

業界專家座談，不斷回

饋檢視科內修業課程之

規劃以 
4. 符合教育目摽與未來業

界之所需。 
5. 對修訂後課程之實施預
作充分的協調，將所規

劃出之各科課程綱要與

教學計畫予以統整，並

召開各科目之教師會

議，以統一教師授課之

目標。尤其在培育能力

上有重疊之科目，委員

會將提供適當的平台讓

1. 推動各科依本位課
程發展作業流程，

進行特色發展。 
2. 定期召開校課程委
員會，聘請校外專

家參與課程檢核。

3. 進行課程發展最後

改進階段，檢視 
(1) 教學與課程目標
相符性 

(2) 繼續檢視課程目
標與工作相符性 

(3) 學習成效與課程
改進：由各科雇主

及近 3 年畢業生滿

意度調查報告、證

照通過率及畢業

生動態調查，檢視

各科課程異動。 
4. 資訊管理科及化妝

品應用與管理科即

將有畢業生，協助

其擬訂雇主及畢業

生滿意度調查表並

進行專家信效度調

查。 
5. 101學年度各科學

分表教務處於校課

程委員會召開前送

校外專家審查，並

邀請各領域專家與

1. 教務處完成辦理本位課程深

度研習 
(1) 第一階段：Mission－Vision
－ Core belief － Goals 共
識，並確認後續各科如何落

實校教育目標，達成校辦學

理念。第二階段：各科提出

科教育目標與科能力，並確

認呼應校教育目標。由各科

舉例一門課程之可行性，並

由各科（中心）進行報告。

第三階段：辦理課程設計及

有效評量，邀請專家學者蒞

校進行演講。第四階段：課

程設計如何融入科能力：由

各科提出一門課程設計討論

(課綱及教學計畫)，會前先
送專家審查並召開科研討會

請專家列席指導，使每一位

教師能更清楚如何讓課程與

科能力更緊密銜接，並能對

101 學年度課程設計重新檢

討改進。 
(2) 召開教務會議，依據本校課
程發展機制、內外部雙回饋

圈、課程地圖及能力指標系

統，以及各科專業及課程發

展特色、學生基本素養與專

業能力需求、相關的職業證

照(3照 1證畢業門檻)取得，
檢視各科本位課程發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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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關授課教師充分溝

通，以免造 
6. 成授課內容重複，讓課
程得以順利銜接，保障

學生學習權益。 
7. 建立具有敬天愛人及健

康管理實務能力之耕莘

人特質。 
8. 101 學年度各科課程學

分表及課程修訂依據內

外部雙回饋圈機制完

成。 
9. 完成 101 學年度學分

表校外專家審查。 
10. 逐年提升雇主及畢業生

滿意度，至少七成指標

達到滿意層級(以 5 分
量表即為 4 分)。 

會討論。 
6. 辦理本位課程五階

段教師深度研習，

以提升教師課程規

劃與設計的能力。

形，並通過以及修正本校服

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提案、

完成護理科、幼保科、妝管

科、資管、美保、健休科校

外實習實施細則修正案，以

及通過數媒科數位設計競賽

實務施行辦法提案。 
2.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
外 專 家 參 與 課 程 檢 核

(101/5/29)，並完成全校各科
各學制97-101學年度課程學

分表修正案。 
3. 進行課程發展最後改進階段

(1) 完成檢視各科各年級修業科

目表能與課程目標相呼應。

(2) 由各科邀請業界專家參與科

課程委員會議，討論各科課

程目標以符合業界工作需

求。 
 
C1-1-2 落實本位課程(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強化本校
課程的發

展特色。 
2. 完成本位
課程之科

目名稱、內

涵與科能

力指標對

應，強化本

校課程的

發展特色 
3. 提昇學生
就業力   

1. 在校生於 101 年 4月及 10月
進行本位課程期中評量，依評

量結果進行課程回饋。 
2. 召開四次課程諮詢會議，釐清
科教育目標、科能力與科能力

指標與課程之連結，進行課程

重整且重新定位模組課程。 
課程學分表修正執行情形如下：

1. 第一次課程諮詢會議（101 年

5月 7日）：進行(1)期中評量

結果報告(2)雇主及畢業生滿
意度報告與檢討，完成二項

課程異動案、一項科能力指

標修訂案及一項模組課程評

1. 完成護理科課程規劃，使專業

課程特色化，並重新定位臨床

實務強化模組、高齡照護模組。

2. 重新定位模組課程及其能力。 
3. 完成科能力及科能力指標修

訂。 
4. 依據科能力進行本位課程課綱

重整，確認科能力與課程連結

性。 
5. 完成畢業生與模組課程評量問

卷修正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

請校外專家參與課程檢核，完

成護理科 101學年度課程學分

表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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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模組
課程之成

效以增加

學生就業

力。 
 

量化指標 
1. 雇主對本
校畢業生

「專業能

力及服務

表現」之滿

意度達 3.5
分以上。 

2. 畢業生之
「專業能

力及服務

表現」滿意

度達 3.5 分
以上 

3. 3.90%的模
組畢業生

參與「臨床

專業服務」

調查。 

4. 4.90%參與

模組課程

學生能完

成「模組課

程評值」。 

值問卷修正案。 
2. 第二次課程諮詢委員會（101

年 6月 4日）：依據 99學年

畢業生流向、滿意度調查果

及「培育具敬天愛人之稱職

基層護理人才」之科教育目

標，釐清護理科課程方向，

完成(1)護理科課程規劃(2)確
定科能力及科能力指標(3)重
新定位模組課程。 

3. 第三次課程諮詢委員會（101
年 9月 4日）：依據科能力進

行本位課程課綱重整，確認

科能力與課程之連結性並依

據科能力指標進行畢業生滿

意度問卷修訂。 
4. 第四次課程諮詢委員會（101

年 10 月 8 日）：進行模組課

程評量結果報告與檢討，完

成模組能力指標修訂及第二

次模組課程評值問卷修正。 
5. 101年3月以郵寄問卷方式進

行畢業生與其僱主滿意度調

查及參與模組畢業生之「臨

床專業服務」調查。 
6. 101年6月以問卷方式進行在

校生「模組課程評值」。 

6.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外
專家參與課程檢核，完成護理

科 98、99、100學年度課程學

分表修正案。 
7. 護理科共舉辦 4次本位課程會
議，共邀請學界專家 3位、業
界專家 4位、校友代表 1位及
各專業課程代表共同與會，其

執行成效如下：(1).完成護理科

課程規劃，使專業課程特色

化，並重新定位臨床實務強化

模組、高齡照護模組。(2).完成
科能力及科能力指標修訂。(3).
重新定位模組課程及其能力。

(4).依據科能力進行本位課程

課綱重整，確認科能力與課程

連結性。(5).完成畢業生與模組
課程評量問卷修正。 

8. 完成 101學年度學分表送校外

專家審查，並完成邀請各領域

專家共同參與校課程委員會進

行討論。 
9. 護理科雇主及畢業生滿意度分

別為 3.58及 3.8分；參與模組

課程畢業生之「臨床專業服務」

調查，平均得分介於 3.10至
3.25，依調查結果進行課程調

整；參與模組課程在校生參與

「模組課程評值」，平均得分介

於 3.22至 3.29。 
10. 畢業生動態調查：98 年度就業

率為 44.52%，升學率為

33.87%，未升學及未就業比率

為 21.61%；99 年度就業率為

53.2%，升學率為 27.65%，未
升學及未就業比率為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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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度就業率為 49.28%，升
學率為 30%，未升學及未就業
比率為 20.72%。 

 
C1-1-3 落實本位課程(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諮詢嬰幼兒
保育領域之

產官學界專

家意見，掌

握產業界未

來發展趨

勢。 
2. 持續檢討並
發展本位課

程，使規劃

之課程能培

育符合產業

所需之人

才，提升學

生升學及就

業競爭力。 
3. 檢視 102學

年學分表。 
4. 與國內辦學
績優之幼兒

保育相關系

科進行課程

1. 諮詢嬰幼兒保育領域之

產官學界專家意見，掌握

產業界未來發展趨勢。 
2. 修訂科教育目標。 
3. 檢討本位課程發展，修正

規劃能培育符合產業所

需之人才，提升學生升學

及就業競爭力之課程。 
4. 擬定 102學年二專在職

班及五專學分表。 
5. 邀請與國內辦學績優之

幼兒保育相關系科專家

學者進行課程與系科特

色之交流，會議中並邀請

業界人士、實習單位教師

及校友、在校生，針對本

科科教育目標、課程規劃

(含幼托整合後教保專業
知能課程32學分)及模組
提出修正建議。 

6. 專家意見彙整與檢討：

(1)擬定科教育目標；(2)

1.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外專
家參與課程檢核，完成幼兒保育

科 101學年度二年制課程學分表

修正案。 
2. 幼保科共舉辦 5次本位課程會
議，邀請專家學者及業界人士共

38人次以及實習單位教師及校
友、在校生，共同進行課程與系

科特色之交流，針對科教育目

標、課程規劃(含幼托整合後教保
專業知能課程 32學分)及模組提
出修正建議。其執行成效如下：(1)
諮詢嬰幼兒保育領域之產官學界

專家意見，掌握產業界未來發展

趨勢。(2)修訂科教育目標(3)檢討
本位課程發展，修正規劃能培育

符合產業所需之人才，提升學生

升學及就業競爭力之課程。(4)擬
定 102學年二專在職班及五專學

分表。 
3. 完成 101學年度學分表送校外專

家審查，並完成邀請各領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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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科特色

之交流。 
5. 諮詢30人次
之校外幼兒

保育相關之

產官學界專

家。 
6. 6.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

科課程委員

會，討論課

程等相關議

題。 

二專修業期間短，不規劃

模組；(3)五專模組應更

具課程特色及深度，並符

合學生能力及職場需

求，建議分為嬰幼兒照護

模組及兒童休閒產業模

組；以及(4)再次檢視科
教育目標與課程規劃的

關連性。 
 

共同參與校課程委員會進行討

論。 
4. 幼保科企業主對畢業生最滿意前
三項為團隊精神與合作態度

（4.88）、工作的效率（4.88）、
具有服務熱忱（4.85）。畢業生滿
意度調查結果：對保專業課程最

滿意的科目：(1)行政管理 (2)特殊
幼兒教育。通識課程最滿意的科

目：(1)英文(2)體育。四分之三的
學生非常滿意師資。一半以上的

學生非常滿意老師的教學方式與

輔導學生的態度。最為稱許的

是：電腦教室設備很好。專業教

室教具齊全、保母術科檢定教室

很棒。未來在規劃教學內容與教

學活動針對前述反應情形可以以

針對性的加以改善與改進。畢業

生動態調查：98 年度就業率為

50%，升學率為 28%，其他 22%；
99 年度就業率為 72%，升學率為

18%，其他為 10%；100 年度就業

率為 92%，升學率為 0%，未升學
及未就業比率為 8%。 

 
C1-1-4 落實本位課程(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瞭解現今產業界
求職求才現況，以

檢核本科學生具

備之專業能力是

否符合產業界需

求。 
2. 與業界資深人員
及專家進行會議

座談，以瞭解產業

1. 檢討科能力指標如

何與課程搭配，依社

會環境實際情況檢

討其比重。 
2. 邀請業界專家與學
界學者諮詢並進行

檢討科能力指標與

課程之搭配，並將於

本位課程中與專家

1.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外
專家參與課程檢核，完成資訊

管理科 97、98和 99學年度五

年制課程學分表修正案及證照

抵免課程學分對照表修正案。 
2. 資管科辦理 1次本位課程會
議，邀請業界專家 3位、學界
專家 1位、在校生代表 2位及
科內教師共同與會，其執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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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對於資管科學

生進入職場所需

具備專業知識及

技能，釐清業界所

需人才專業能力

於本科科本位課

程規劃之方向。 
3. 依據上述討論結

果及專家提供意

見與建議，擬定改

善課程教學內容

以提升學生就業

競爭力。 

們討論，資訊管理與

數位媒體科系如何

進行整併，在課程內

容上應如何調整，使

其達到科系整併目

的。 
3. 依據會議之討論修

正授課內容。 

效如下：(1)完成科能力指標項

目整合。(2)依據業界所需之人
才能力，調整課程教學內容。 

3. 完成資訊管理科雇主及畢業生

滿意度調查表之信效度檢定。 
4. 資管科畢業學生雇主滿意度與

意見回收 2份問卷，為就學同
學的導師填寫，以優秀、普通

及待加強選項填寫，調查結果

畢業生表現普通偏向待加強。

畢業生滿意度與意見：回收 13
份問卷，回收率為 68.4%，建
議學弟妹要取得相關的專業證

照及基本城市設計概念。畢業

生動態調查：100 年度就業率為

0%，升學率為 89.5%，其他為
10.5%。 

 
C1-1-5 落實本位課程(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審視本科修訂之學生
實習計畫之適切性。 

2. 瞭解雇主對本科畢業
生的評價與畢業生流

向與在學期間所學專

業知能之適用情形。 
3. 依據卷調查統計分析
結果，作為本科未來

課程再造以及教師教

學改進的重要參考準

據。 
4. 持續檢討並修正本位
課程，使實習計畫與

課程規劃皆能符合產

業所需之專業能力。 

1. 召開兩次本位課程

諮詢委員會議，邀請

15位專家學者持續
檢討並修正課程，包

括實習課程規劃與

內外圈雙回饋機制

課程審視。   
2. 完成教學課程、學生

校外實習計畫書（實

習目標、內容進度、

實習評值考核）、產

學合作意向書、家長

同意書、學生校外實

習手冊（含實習合約

書樣本、書面報告、

工作週誌、成績考核

1.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外
專家參與課程檢核，初步完成

101學年度化妝品應用管理

科課程學分表，並依據校外委

員所建議內容，請各科再經科

務會議研議後，提送教務會議

審議。 
2. 妝管科共舉辦 2場本位課程
會議，邀請 2位學界專家、9
位業界專家、4位畢業校友、
2位在校生代表與科內教師
共同檢討並修正課程，包括實

習課程規劃與內外圈雙回饋

機制課程審視，其執行成效如

下：(1)完成教學課程、學生
校外實習計畫書（實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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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實習訪視記錄、

自我評量、實習獎懲

辦法等相關資料之

修訂。 
3. 完成雇主對畢業生

專業能力及服務表

現之滿意度調查與

課程審視之檢核，建

議模組課程的連慣

性降低產學落差。 
4. 完成下年度畢業生

問卷、雇主滿意度問

卷織修訂，以因應個

資法之實施。 
5. 審視本科兩大模組

課程銜接之合適性

規劃課程，委員對本

科課程規劃與畢業

生之表現給予高度

肯定。 

內容進度、實習評值考核）、

產學合作意向書、家長同意

書、學生校外實習手冊（含實

習合約書樣本、書面報告、工

作週誌、成績考核表、實習訪

視記錄、自我評量、實習獎懲

辦法等相關資料之修訂。(2)
完成雇主對畢業生專業能力

及服務表現之滿意度調查與

課程審視之檢核，建議模組課

程的連慣性降低產學落差。

(3)完成下年度畢業生問卷、

雇主滿意度問卷織修訂，以因

應個資法之實施。(4)審視本
科兩大模組課程銜接之合適

性規劃課程，委員對本科課程

規劃與畢業生之表現給予高

度肯定。 
3. 完成 101學年度學分表送校

外專家審查，並完成邀請各領

域專家共同參與校課程委員

會進行討論。 
4. 完成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雇

主及畢業生滿意度調查表之

信效度檢定。 
5. 妝管科近三年畢業生就業表

現受雇主的肯定，平均滿意度

為 4.15分（約 83％），尤其在
對顧客的服務態度、敬業態

度、融入團隊與互助合作的能

力最受肯定。然而，在專業相

關的行銷管理能力、電腦操作

與應用的能力滿意度則偏

低。雇主給畢業生之工作態度

給予鼓勵，但仍須針對畢業生

之專業技術、抗壓力、EQ管



 

  78

理、表達力與自信心不足的一

般能力給予加強。畢業生對兩

大模組專業課程、實習課程規

劃、師資陣容、導師輔導機

制、同儕關係等各項平均滿意

度為 4.17分（5分量表）。畢

業生對自己的 15項科能力指

標的自我評估之平均認同度

為 4.13分，顯示科辦學之成
效。畢業生動態調查：近三年

畢業生平均升學率 22.9％、就
業率 50.6％、待業率(含求學) 
11.5％，失聯率 15％。100 年

度五專部第一屆畢業生升學

率 62.9％、就業率 22.9％、待
業率(含求學) 14.2％。 

 
C1-1-6 落實本位課程(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蒐集並彙整國內外美

容教育、保健教育之相

關資料後，先進行本科

本位課程規劃與檢

討，並提交學界專家與

業界資深人士審查，以

徵詢並意見，並進行本

位課程修訂，及落實教

學評量制度，以回饋至

科內本位課程修訂 
 
 

1. 科本位課程藉由組織科
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以

產業需求為考量、徵詢專

家學者意見及座談會討

論等方式，以融入學校辦

學理念與特色，結合宜蘭

在地文化及市場就業方

向為依歸而研擬，制定五

階段課程發展作業流

程，分別為準備及策略發

展階段、課程發展階段、

教學規劃階段、實施階段

及教學評鑑實施階段等。

2. 本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執行使各階段均依標準

作業流程實施；落實本位

課程發展委員會所規劃

1.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
校外專家參與課程檢核，

完成美容保健科 97、98、
99、100學年度入學五年

制課程學分表修正案及學

生修課辦法修正案。 
2. 美保科共舉辦 2場本位課
程會議，邀請 5人次學界
及業界專家與科內學生代

表及科內教師共同檢討並

修正課程，其執行成效如

下：(1)持續檢討現有課程
規劃與新課程回饋修訂，

使教學內容與現今執業所

需之一般知能與專業知能

符合，達成本科教育目

標。(2)透過課程的雙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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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建議，配合教學評

量施行，本科仍持續修正

及檢視科本位課程，以實

務為導向，培育學生職場

就業競爭力及及產業真

正需求之人才為宗旨，以

滿足國家經濟發展之實

務專業人才需求。 
 

回饋機制，使各課程能銜

接順暢，保障學生受教與

學習之權益。(3)落實教學
評量實施，用以評估學生

在學期間所學專業知能成

效，並依據問卷調查結果

分析本科教師授課內容與

策略符合以「市場」為導

向之方針。(4)透過逐年執

行之學業界專家座談，持

續回饋檢視本科修業課程

之規劃，以符合科內教育

目摽與未來業界之所需。

 
C1-1-7 落實本位課程(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藉科本位課程發展
程序，檢討現有已

修訂之課程，使教

學內容能符合業界

所需之一般知能與

專業知能，達成本

科教育目標。修訂

後之課程可以加強

學生升學與就業競

爭力，成為國家數

位科技基礎人才。 
2. 利用科內建置之選

修課程預選機制，

使學生於選課前充

分了解授課內容資

訊，可有效提升學

生選課作業效率，

亦可協助學生的學

習規劃與準備。 
3. 參考課程發展委員

1. 於科本位課程發展會議檢討
現有課程並進行修訂，為將

數媒科基礎繪畫課程與一般

高中美術班課程做區隔，建

在傳統課程內容中加入數位

媒體教學方式。 
2. 於課堂上加強數位媒體設計

科專業目標說明與協助學生

未來學習生涯規劃，提升學

生選課效率。 
3. 參考課程發展委員問卷與意

見諮詢表，進行課程修改與

微調；對於先前發展之科本

位課程進行更完整檢討與修

訂。而修訂後課程更加利於

學生未來的畢業就業與專業

發展。 
4. 針對課程內容上重複性較高
的複數科目，開設專業課程

傳承會議與機制；提供適當

1.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
請校外專家參與課程

檢核，初步完成 101學
年度數位媒體設計科

課程學分表，並依據校

外委員所建議內容，請

各科再經科務會議研

議後，提送教務會議審

議。 
2. 完成數位媒體設計科

98、99、100學年度入

學課程學分表修正案。

3. 數媒科共舉辦 2場本位
課程會議，邀請 4人次
學界及業界專家與科

內學生代表及科內教

師共同檢討並修正課

程，其執行成效如下：

(1)藉由科本位課程發
展會議檢討現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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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多元的資料分

析，如問卷調查、

訪談等方式，提供

課程發展委員會更

豐富之調查與評鑑

結果，以便對於先

前發展之科本位課

程進行更完整之檢

討與修訂，使修訂

後之課程更有利於

學生未來的就業與

發展。 
4. 對修訂後課程之實
施預作充分的協

調，將所規劃出之

各科課程綱要與教

學計畫予以統整，

並召開各科目之教

師會議，以統一教

師授課之目標。尤

其在培育能力上有

重疊之科目，委員

會將提供適當的平

台讓各相關授課教

師充分溝通，以免

造成授課內容重

複，讓課程得以順

利銜接，保障學生

學習權益。 

的平台，給予授課教師充分

溝通機會，進行基礎預習與

進階複習；讓多門相關專業

軟體課程得以順利銜接。 
 

並進行修訂，為將數媒

科基礎繪畫課程與一

般高中美術班課程做

區隔，建在傳統課程內

容中加入數位媒體教

學方式。(2)於課堂上加
強數位媒體設計科專

業目標說明與協助學

生未來學習生涯規

劃，提升學生選課效

率。(3)參考課程發展委
員問卷與意見諮詢

表，進行課程修改與微

調；對於先前發展之科

本位課程進行更完整

檢討與修訂。而修訂後

課程更加利於學生未

來的畢業就業與專業

發展。(4)針對課程內容
上重複性較高的複數

科目，開設專業課程傳

承會議與機制；提供適

當的平台，給予授課教

師充分溝通機會，進行

基礎預習與進階複

習；讓多門相關專業軟

體課程得以順利銜接。

4. 完成 101學年度學分表

送校外專家審查，並完

成邀請各領域專家共

同參與校課程委員會

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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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8 落實本位課程(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持續檢討並修正
生命教育課程，使

課程規劃皆能符

合同學整全人格

發展所需之生命

力。 
2. 瞭解在學期間所
學之生命教育知

能之適用情形。 
3. 依據外聘專家及
在校生意見，作為

本中心未來生命

教育課程修訂及

教師教學改進的

參考準則。 

於 11月 9日(星期五)辦理

本位課程發展會議 
1. 參與之教師達 7人。 
2. 參與同學達 2人。 
3. 參加滿意度約 4.20，(5分量表)
4. 參加教師回饋:諮詢委員人選
優，實質討論的內容精彩。建議

教學目標不宜訂得太多、太難；

宜從自然法的基礎出發，增加生

命教育在生活上的體驗與實

踐。護理師肯定生命教育對臨床

護理人員的職前訓練是重要

的。搭配影片、書籍導讀等教學

型態實施有助於學習。本校在校

同學肯定「疾病敘說與人生」的

課程內容，若能開設在專四上，

也就是在專四下前往實習之

前，相信這門課能協助同學認識

疾病與人生的關聯。疾病並非為

護理科開設，因為所有的人都可

能罹患疾病。從目前社會劇烈的

變動與前瞻性的觀點而言，生命

教育探索「疾病」與「品格」是

很有價值的。 
 
C1-2 打造特色課程─行動式教學(健休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舉辦本位課程會議，
經過產學專家的討

論，以提昇本科課程 
2. 發展的紮實性。 
3. 藉由「行動式學習的

教學模式」落實本科

教學特色之發展， 
4. 並達成本科教育目
標。 

1. 本位課程 
(1) 本計畫共執行二次本

位課程會議，邀請相關

學業界專家蒞校指導

本科之發展方向。 
(2) 本科教師全體出席，並
安排科學會學生代表

出席。 
(3) 分別於 101 年 05月 7
日和 101 年 8月 03日

1. 本位課程 
(1) 了解業界對於學生實習的
要求及注意事項等。 

(2) 制定食品營養相關之選修
課程。 

(3) 完成 101學年學分表之課

程規劃與模組學分表配置。

(4) 調整實習學分之分配與進
行方式。 

(5) 藉由業界的實務經驗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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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過「業界專家請益」

及延伸學習之「實習

旅行社」真實的運

作、「導遊趴趴走」、

「會展觀摩」、「專業

能力菁英培訓」建構

出本科教學特色。 
6. 本計畫各種延伸學習
將能有效地提昇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增加實

務成長經驗，並對於

「行動式學習」有更

大的認同感。 
 
量化指標 
1. 本位課程會議邀請學
界專家 2 人次、業界
專家 2 人次。 

2. 「實習旅行社」辦公

室使用率將達 10 次
／週，專業課程使用

每學期至少二門，每

學年至少辦理 2 團
次國外旅遊團。 

本位課程會議。 
2. 實習旅行社 
(1) 利用寒暑假時間，讓科
上參與實習旅行社的

學生規劃與執行旅遊

團活動。 
(2) 實習旅行社成員，於

101學年第 1學期、由
吳偉德老師及薛茹茵

老師共同指導三年級

學生，參加樹德科大舉

辦之 2012第三屆全國
大專院校創意會展」雄

獎勵旅遊 5天 4夜競
賽，榮獲明日之星獎

項。 
 

討論及調整學生專業能力

之培養。 
(6) 分別於 101年 5月 7日本位
課程會議邀請業界專家 3
人次(尚海旅行社-雷莀洲

總經理、麥斯特國際旅行社

-董欣如、蘭城晶英酒店人

資部-李季蓁經理)；學界專
定 1位真理大學餐飲管理

系-柯榮貴助理教授，共四

位學業專家參與。 
(7) 分別於 101年 08月 03日本
位課程會議邀請業界專家

3人次(礁溪冠翔世紀酒店-
蘇文堅副總經理、礁溪老爺

大酒店-王中瑞級理、城翔

國際旅行社-應福民；學界

專定 1位宜蘭大學食品學

系-黃俊儒教授，共四位學
業專家參與 

2. 實習旅行社 
(1) 本學期共與學生開會 5
次，討論有關寒暑假本科學

生希望前往之國內業界體

驗營行程及規劃 
(2) 或每次人數約 8-10人並使
用電腦，學生使用達 40人
次。 

 
C2、強化實習教學成效 
 
C2-1-1 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整合性及銜接性(幼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量化指標 
全體假日二專及五專四

年級學生參與實習分享

研習會。    

籌辦實習單位經驗分享討論歷

屆學生實習狀況，做為未來學

生實習前準備之參考。 

量化成效 
1. 假日二專學生全體參與

實習分享研習會。       
2. 五專四年級學生全體參



 

  83

                     
質性指標 
透過與實習單位代表討

論做經驗分享，協助學

生實習前做準備，以加

強並提升全體學生現場

教學及教保實務技能。 

與實習分享研習會。 
 

質性成效 
與實習單位代表討論及經驗

分享，協助學生實習前做準

備。 

 
C2-1-2 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整合性及銜接性(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性指標 
1.藉由雙師制使學生

更廣泛的學習領域

與關照，進而促進

學生與業界互融。

2.以完整建構準備階
段、實踐進階階

段、再融入服務職

場階段。 
3.使學生從中學習正
確服務、態度、技

術成長等，以順利

銜接職場工作。 

 
量化指標 
1.行前辦理校內職前

各專業鑑定考試計

畫， 
2.聘請共 26家美容、
美髮及化妝品製造

相關合作機構來校

進行專家簡介及職

場產業界需求。 

 
 

1.宣導校外實習規則及辦法 
2.廠商入班宣導 
3.邀請業界專家簡介產業及職
場需求 
4.辦理實習媒合活動 
5.辦理校內職前各專業鑑定考

試 
6.認識實習單位環境 
7.進行實習 
8.校內教師訪視 

質化成效 
1.透過校外實習形式，鼓勵同

學以團隊合作方式，進行化

妝品應用與管理相關專業

進行實習，過程中讓學生的

學習到團隊合作之能力、資

訊統整能力、創造力並遇問

題有解決實力。增加學生升

學及就業之競爭力。 
2.透過老師化妝品調配與行銷

及美容美髮之指導，習得技

能應用與職場，並在過程中

自我檢視個人之學習歷程

與技巧，不同實習店家中 
學生將務操作與經驗在導

師生時間分享。 
3.學生藉由校外實習，進而內
化融為自我專業創新之技

能，並提升學生專業實務能

力。 
4. 另藉由雙師制提供學生更

廣泛的學習領域與關照，同

時可以促進學生與業界互

融 

 
量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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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活動執行從 101 年 3月開
始，學生校外實習於 101 年

7月 1日開始執行。 
2.妝 551班共 44位同學，全數

投入化妝品製造、行銷管

理、美容、美髮參與率達 100
％。 

 
C2-1-3 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整合性及銜接性(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透過與各實習單位主管或

指導老師討論學生實習情

況，並依實習單位提供意

見或建議修正本科課程教

學內容方向，以符合業界

所需人才具備之專業知識

與技能。 

1. 共有校外 5 個學
生實習單位之 6
位主管參與座談

會 
2. 依業界提供建議
修正本科教學內

容與課程，以符合

業界所需。 

會中各單位主管意見與建議如下：

1. 耕莘醫院代表建議辦理實習成

果展，讓學生將實習資料整

理，對日後應徵應有幫助。102
年度 4-5月將辦理實習成果展。

2. 公共電視代表建議給學生該有
的職業觀念，使其到業界實習

時已對職場態度有所認知，並

依專長、興趣與未來職業方

向，分派學生至實習單位實習。

3. 英創公司代表建議每屆學生特
性不同，依特性進行任務分

派，希望可以讓學生更喜歡實

習。 
4. 邁思公司代表建議能在學生實
習前讓學生知道該實習單位之

工作內容與性質，以免學生到

實習單位後才覺得不喜歡。 
5. 大乙公司建議學生學習與業界
所需有落差，希望加強部分軟

體使用能力。 
6. 本科教師建議為補平實習教授
之能力與企業能力間的落差，

本科有些計畫需要業界教師協

助授課，可利用此機會到校傳

授給學生，因此若有計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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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時，煩請協助提供師資。

 
C2-1-4 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整合性及銜接性(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每位同學皆應學會

如何經由實地參訪

獲得相關資料與需

求，再利用需求分析

進行網站規劃與設

計，讓學生在課程學

習中與實務結合，期

能落實未來的就業

競爭力。 
 
量化指標 
各組學生完成網站

建置。 

1. 聯繫實務單位：與「三星鄉

數位機會中心」合作，利用

該中心既有之輔導農家資

訊，建置具各農家特色之專

屬網站。 
2. 實務設計座談：延請合作單
位，提供網站設計所需相關

之內容諮詢，包括介紹各農

家特色及可利用資源。 
3. 實務設計研習：利用分組分
式進行研習，讓學生具備專

屬網站建置及維護的能力。

4. 建置網站：利用假日實地參

訪並建立需求分析，依各農

家特色及需求，建立專屬網

站並整合建置三星鄉農家

介紹網。 

1. 「三星鄉數位機會中心」提

供輔導農家共計十一家資

料：包括桔利觀光果園、阿

華田莊、四川餐館、歡嘉果

園、星園農場等，作為學生

學習製作專屬特色網站的

素材。 
2. 延請宜蘭市「彩虹軒設計整

體行銷」公司賴經理到校指

導學生設計網站及「三星鄉

數位機會中心暨三星鄉圖

書館」林館長介紹農家特色

及成果發表評分。 
3. 學生透過網路資料收集及

實地訪問後，建立各農家之

專屬網站，網址為

http://120.101. 
97.70/html/fblog/，網站畫面
內容如下： 

 
C2-1-5 強化課室與實習教學整合性及銜接性(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讓學生體驗
美容相關產

業的職場內

涵，進而了解

美容、美髮、

邀請校外專家學者蒞臨美容保

健科，針對四年級學生進行實習

行前講座，儲備學生實習之知

能。 
講座時間／內容： 

質化成效 
1. 藉由廠商宣導來校宣導，讓學

生提早認識職場工作環境，增

進專業需求。 
2. 藉由職前訓練，讓學生提早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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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甲、美體按

摩等產業的

實習細節與

注意事項。 
2. 增進美保科
四年級學生

實習的行前

準備以及提

昇實習成效。 

1. 10 月 1 日:實習情境面面觀
（講者:黃葦軒老師） 

2. 10月 8日:實習面試打通關
（講者:黃康偉經理） 

應職場，增進專業知能與技術。

3. 結合地區產業發展，提高與業
界交流，更具體瞭解培育之教

學目標與業界之適切性。 
4. 業界與學界相互經驗分享進而
提升教學品質及往後學生畢業

符合業界需求的人才。 
 
量化成效 
1. 學生參與實習前之行前訓練參

與率達 90%以上。 
2. 安排課程與業界接軌之適切

度，製作問卷由學生及業界填

寫合計達成滿意度至 80%。 
 
C2-2-1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昇學生對產業
實務面的瞭解。 

2. 提升教師與臨床

實務結合之能

力，作為課程教材

開發之參考。 
3. 發掘學校與業界
產學合作機會，進

而建立長期產學

伙伴關係。 
 
量化指標 
1. 業界協同教學課
程整體滿意度達

3.5分以上(5分量

表)。 
2. 提高學生對於臨

床實務的瞭解，問

本科特規劃於五年制三

年級之內外科護理實驗

課程實施業界協同教學

計畫，懇請羅東博愛醫院

護理部協助推薦業界師

資，於開課前與業界師資

依課程大綱、目標共同擬

定課程內容；第一節課由

業界師資進行技術講

解、示範與經驗分享，第

二節課則由業界師資與

原課程老師共同指導學

生回示技術或進行技術

評量。藉由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教授學生內外科護

理技術，協助學生將課堂

所學與實務連結，建立良

好正確之護理專業知能。

1. 學校老師方面：授課老師經與 5
位業界專家交流獲得內外科實

驗課程內容之最新知識與技能。

2. 學生方面： 
(1) 量性結果： 

A. 業界協同教學課程整體滿
意度達分 4.53分 

B. 提高學生對於臨床實務的

瞭解，問卷調查於有助瞭解

產業界環境達 4.55分。 
(2) 質性結果： 
a.  老師教學很認真，可以讓我們學
習到很多和臨床有關的部份 

b.  老師教的很好，希望可以多補充
臨床經驗 

c.  老師講解的非常清楚 
d.  老師教學很有趣 
e.  老師讓我們學習到許多業界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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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於有助瞭

解產業界環境達 4
分以上(5分量表)。

 
 
C2-2-2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科內邀請業界專家進

行協同教學，經由業

界專家的角度，結合

業界目前該科目的需

求，提供給學生不同

的觀點進行學習。科

內教師與業界教師合

作，從學術與業界角

度看相同科目，提供

不同切入角度，給學

生不同思考進行學

習。 

本科分別邀請英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留方玉經理及

留芳美經理擔任企業資源

規劃及會計資訊系統課程

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分享

該公司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於客戶端如何協助公司營

運及導入情形。 

質化成效 
學生對於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實際

操作經驗加深，並可吻合企業實際

需求。 
 
量化成效 
1. 共邀請兩位業界師資到校分

享。 
2. 50%同學可以完整完成 TQC電
腦會計模擬考試。 

3. 學生滿意度：80 %以上 

 
C2-2-3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讓學生了解動畫、廣

告、以及設計相關業

界工作所需之知識與

技能。 
2. 使學生在業界設計師
經驗分享當中，對於

未來工作的地點與專

業領域更有概念。 
3. 開拓學生視野，以期

對作品之設計涵養提

升與品質之提高。 
 

量化指標 
1. 邀請兩位以上專家至

1. 請業界專家講授業界
之設計需求與實際相

關設計製作經驗，讓

學生了解動畫、廣

告、以及設計相關業

界工作所需之知識與

技能。 
2. 展示業界專家之作品
集，以讓學生了解業

界品質原則，使學生

在業界設計師經驗分

享當中，對於未來工

作的地點與專業領域

更有概念。 
3. 請學生事先準備發表

質化成效 
1. 學生對於動畫與設計相關
業界工作有基本的認識，並

且存有高度的興趣，因此在

暑假期間安排各班數名同

學至相關設計公司參與假

日實習打工。100學年度寒

假有三位、暑假有十位學生

已至業界見習。 
2. 針對動畫專業部分，安排各
班數名同學報名中國科技

大學動畫研習營五天活

動，以期同學對於動畫專業

能力更為精進。已有五位學

生完成研習，並皆獲得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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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完成協同教學課

程，學生問卷調查滿

意度達 80%以上。 
2. 提高學生對於設計專
業的興趣與畢業工作

的規畫，學生問卷調

查對於畢業從事相關

工作程度達 80%以
上。 

與設計相關之問題，

並請專家表示建議，

開拓學生視野，以期

對作品之設計涵養提

升與品質之提高。 
 
 
 

小時研習證明。 
 

量化成效 
1. 邀請兩位專家（廣告領域以

及藝術設計相關領域各一）

至校完成協同教學課程（多

媒體動畫與平面動畫課程

各兩個班），學生問卷調查

滿意度多媒體動畫課程兩

班各為 100%與 98%，平面
動畫課程兩班各為 91%與
95%。 

2. 學生問卷調查對於之後畢
業從事相關工作之接受意

願程度當中，多媒體動畫課

程兩班各為 100%與 98%，
平面動畫課程兩班各為99%
與 91%。 

 
C2-2-4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在學習動機的誘導
方面，針對學習意

願較低的學生，給

與問與答的獎勵方

式，使之具有學習

動機；引導具有基

礎學習動機的學

生，使之重新活潑

並建立正確的學習

動機。 
2. 在基礎能力的奠定

方面，加強業界服

務訴求，使同學明

瞭業界服務過程與

顧客需求。 

1. 課程進行方式以學校

結合業界專家共同擬

定課程綱要與撰寫教

學計畫，內容融入美

體護膚實務知識，期

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與專業知能，加以精

熟應用，並且對於日

後的業界實習工作機

會，能有更深一層的

認識。 
2. 課程教學中，學校教
師授課擔任理論知

識、實驗架構、分析

方法等內容，業界專

質化成效 
1. 瞭解美容與美髮工作者在提升
技能上的意義與重要性。 

2. 瞭解顧客對於皮膚保養與美髮
需求的意義。 

3. 習得專業美膚療程之實作、保

養品之運用。 
4. 習得專業燙髮療程之實作、冷

燙品之運用。 
5. 認識各類顧客之特徵、美髮需

求與完整保養程序。 
6. 協助學生思索自己未來的職涯

發展。 
 

量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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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專業美容術科的
提升方面，激勵程

度較差的學生，使

之具備練習的習慣

而逐步提升向上；

達到學習精熟的成

效。 

家則負責實務經驗傳

承、實務技術指導等

實務內容。 
3. 本年度共有「美膚學

與實務」、「燙髮設

計與實務」兩門課進

行。 

1. 學生對協同教學的滿意度達

85%。 
2. 學生學業成績及格率達 90%。

 
C2-2-5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搭配業界專家實
務經驗協同教學，提

升教學品質成效，使

學生所學能符合業

界所需。 
2.學會不同角色的

舞台整體造型技巧

與肢體表演，增進專

業技能與創意。 
 
量化指標 
1. 學生對各項計畫
舉辦活動之滿

意度 80%以上。 
2. 透過協同教學，
能提升學生專

業知識技能之

滿意度達 80%。 

1.活動日期：101 年 4-5 
 月。 
2.活動方式：聘請業界專家於相
關課程中進行協同教學。 
3.參加對象：妝 221全班及妝 531
全班。 
4.活動時數： 
(1) 妝 531彩繪設計協同教學 16
小時，滿意度達 91%。  
(2)妝 221整體造型設計/實務專
題課程協同教學 20小時，滿意
度達 90%。 
 

質化成效   
1.使學生學會不同場合的業界

流行彩妝及彩繪技巧，增進

專業技能。 
2.搭配業界專家實務經驗協同
教學，提升教學品質成效，

使學生所學能符合業界所

需。 
3. 學會不同角色的舞台整體

造型技巧與肢體表演，增進

專業技能與創意。 
 
量化成效 
1. 妝 531彩繪設計協同教學

16小時，滿意度達 91%。 
2. 妝 221整體造型設計/實務
專題課程協同教學 20小
時，滿意度達 90%。 

 
 
C2-3-1 職場體驗(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認識護理專業的理

念、意義及特性。 
2. 暸解人類基本需要。 
3. 暸解病人的醫療環

境。 

安排兩校區一年級學

生分成三梯次到五家

醫院參訪。包含臺北榮

總蘇澳分院、臺北榮總

員山分院參訪、永和耕

1. 兩校區之「學生業界體驗營之

滿意度調查問卷」之統計分

析，12班學生平均得分為 4分
(5分量表)。顯示學生對參訪活

動滿意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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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暸解健康-疾病對生
病的意義及預防工

作。 
5. 認識護理人員在醫療

照護系統中的角色與

功能。 

莘醫院、新店耕莘醫院

及 10月 29日護 514及
護 515班到恩主公醫院
參訪。 

2. 學生之參訪心得 
(1) 重新整理自己對護理的想法，

釐清在自己的醫療經驗，當時

對醫療環境的印象，對比現在

實際參訪的差異並重新整理自

己對護理的想法。在參觀的各

站，例如：胃鏡室、護理之家、

健康中心、檢驗室，在各專業

醫護人員的解釋說明之下，學

生更加深入明白自我未來護理

職場的樣貌，促使學生能在現

在基本的護理專業培養過程，

奠定基礎在自我未來的護理專

業成長上，做更好的準備。其

次，學生對參觀的護理之家照

顧老人，體驗住民的日常生活

得到細心照料，促發思考如何

提供關心、耐心、愛心、用心

的服務，周全服務滿足老人需

求，著實讓學生對護理生涯有

更廣更深的自我期許，成為不

只是具有專業的護理人員，更

有好的態度能帶給個案療癒的

內在元素。 
(2) 學生在恩主公醫院參訪後心得

分享時，於短短 30分鐘時間皆
能以海報呈現印象深刻的參訪

單位環境，顯示其在參訪過程

中的用心觀察；此外，在給護

理人員的一句話中，學生分別

提出了：『永遠莘福每一天，

只會說＂福＂不會說＂苦

＂』、『無私奉獻』、『護理

人員是病人的另一個家人』、

『白衣天使是我們永遠的朋

友』、『白衣天使～燃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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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亮別人』、『天使的化身，

無私的心』、『無私的奉獻』

及『居仁由義，為所當為』等，

充份顯示學生的思考創意及對

護理人員正向及肯定的態度。

(3) 多數的同學均表示經由此次的

醫院參訪活動對醫療環境的特

色、醫院病房的設備、護理人

員為住院病患執行之護理活

動、護理職業場所與工作內容

有更進一步的認識與瞭解，期

許自己要努力學習護理相關的

專業課程，做好準備，在未來

才能於臨床充份發揮專業的護

理人員角色，成為病患與家屬

肯定的優秀護理人員。  
 
C2-3-2職場體驗(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藉由參觀業界的活動讓

學生能吸收到專業知

識，提高同學學習的興

趣與未來投入職場之熱

誠。 
 

量化指標 
學生問卷的滿意度與相

關指標的評量。。 

1. 尋找合適的參訪單

位。 
2. 事前請學生上網看新
一代設計展的相關訊

息，了解新一代設計展

在國內設計界的重要

性及參展學校的資料。

3. 課程邀請業界專家協
同展場與同學做面對

面的解說。  

質化成效 
1. 學生反應看新一代設計展了

解新創意新設計，並有機會

和現場的廠商做接觸，讓他

們獲益良多；對於提高學生

學習力有加分效果。 
2. 課程邀請業界專家協同展場

與同學做面對面的解說，同

學反應熱烈，對於基本設計

課程的啟發有很大的幫助。 
 

量化成效 
    學生滿度意調查結果顯示，

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滿意度每

一項均達到 85%，每位同學
於活動後均有繳交一份心得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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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3 職場體驗(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暸解相關社會企
業界的趨勢與脈

動，目前相關業界

流行趨勢，擴大學

生的專業發展領

域，使低年級生在

未來畢業時在職

場上更有競爭力。 
2. 協助專業課程內
容之豐富性。 

1. 參訪美容化妝品公司、美

髮等業界相關公司的業

務簡介及說明，瞭解目前

最新科技應用於化妝品

與美髮技能的現況及其

未來的發展。 
2. 至美髮產業觀摩現場技
術示範，與顧客的應對進

退之服務，讓學生現場體

驗。 

1. 開闊學生視野，與業界進行

接觸性交流，親自體驗與觀

摩業界目前趨勢動向。 
2. 化妝品生技業及美髮現場服
務與技術體驗與觀摩後，提

升學生對專業技術與服務之

興趣，更能具體了解美容美

髮產業的差異，並有助於未

來之職涯規劃。 

 
C2-3-4 職場體驗(健休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早建立專業

職場的觀念，並

養 成 專 業 態

度，提升就業競

爭力。 
2. 讓同學了解博

物館的營運以

及對休閒服務

行業的認知。 
3. 同學可獲得對
該產業解說導

覽的重要技巧

與專業態度。 
4. 激 發 學 生 創
意，製作不同於

蘭陽博物館現

況文物簡報。 
 
量化指標 
1. 參觀人數預計

學生及帶隊老

1. 業界體驗營 
(1) 實際學習使同學更能整合

同學間的意見，做一個很好

的協調溝通者。 
(2) 建立同學了解蘭陽博物館

現場規劃之概念，養成專業

態度，提升就業競爭力。 
(3) 暸解蘭陽博物館營運效益

及對休閒服務產業的認同

並使其產生興趣。 
(4) 導覽人員之解說使同學獲

得對產業解說導覽的重要

技巧與專業態度。 
(5) 此次參觀人數一至三年級

學生及帶隊老師，人數達

390人。 
(6) 參觀同學一至三年級學生

390人，每人製作一份 3件
作品報告書。 

(7) 學習到導覽解說的技巧增

加簡報的能力，鼓勵同學一

至三年級學生約400人參加

業界體驗營 
1.透過學習激發學生創意，製作
不同於蘭陽博物館現況文物報

告及發創意。 
2.透過學習到簡報的技巧，應用
於職場應徵上不再懼怕，擔任更

好的職務規劃人生。 
3.透過學習同學更能整合同學

間的意見，做一個很好的導覽解

說人員及協調溝通者。 
4.透過導覽人員之解說蘭陽博

物館使同學產生休閒產業興

趣，使其人才回流。 
5.此次參觀人數一至三年級學

生及帶隊老師，人數達 390人，
每人均瞭解博物館實務操作。 
6.參觀同學一至三年級學生 390
人，每人均完成製作一份三件作

品報告書，達到預期成果。 
7.透過學習導覽解說的技巧增

加簡報的能力，鼓勵同學約 400
人參加校外志工，並積極媒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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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預計 300
人。 

2. 參觀同學，每人
製作一份三件

作品報告書共

300份。 
3. 同學對於博物

館與導覽解說

之作品達100件
以上，培養出此

行業興趣。 
4. 學習到導覽解

說的技巧增加

簡報的能力，共

60分鐘，增加參

加校外競賽經

驗 
 
 

校外志工增加經驗。 
(8) 導覽解說的技巧及現場簡

報，60分鐘達 390人次，使
同學充分了解加校外競賽

簡報競賽時間控制之重要

性。 
 
2. 會展觀摩 
本次行動式教學會展見習

活動共分為 20團次活動地
點分別為:台北市、桃園、

新竹市及台南市，每日以

2-4小時為原則，2-3位同學
為一組。 

學參加會展志工機會。 
8.透過學習同學完成導覽解說

現場簡報 60分鐘達 390人次，
同學共積極練習簡報競賽，以其

參加競賽取得名次。 
 
會展觀摩 
1.提升學生參與大型會展主持

能力 
2.提升學生撰寫企劃書能力 
3.提升學生國際禮儀認知。 
4 省思未與國際接軌趨勢，並提

升學生參與感及暸解國際活動

的情況。  
5.提升學生學習主持能力及針

對大型會展活動詳細細節進行

分析，如：宣傳行銷方式、整體

規劃完整性、總體成本分析、旅

遊行程安排等。 
6.籍由大型會展活動產業有助
於學生提高觀察度、靈敏度，

更擁有國際觀。 
7.擴大學生休閒生活、增廣見

聞，並開發展會議主持潛能。

8. 參與學生 95%皆表示滿意此
次見習經驗，在活動中，不論是

會議或會展或頒獎典禮，都可以

學習到很多不一樣的知識，希望

下次還有機會參與見習。 
 
C2-3-5 職場體驗(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涵養學生美容美
髮相關專業知能。 

2. 讓學生體驗美容
相關產業的職場

1. 至台北世貿三館實施

業界體驗營活動。 
 

質化成效 
1. 藉由「業界體驗營活動」，提
升美容保健學生對於美容美髮

相關產業的職涯認知，以及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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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進而了解美

容、美髮、美甲、

美體按摩等產業

經營與商品資訊。 
3. 增進美保科四年

級的親師互動，營

造出溫馨與和諧

的美容保健科氣

氛。 

發職涯探索的概念。 
2. 業界體驗營的實施，使美容保
健科學生了解職業場所以及人

力資源之基本概念，將專業領

域課程所學，內化為實務產業

之學習經驗。 
3. 透過展場之參觀，增進學生學

習美容技術、美髮技術、專業

倫理、職業道德、美容衛生等

相關課程之學習動機。 
 
量化成效 
美容保健科全體師生參加40人次。

 
C2-4-1 耕莘講座(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講座一：希望透過畢

業生陳宜君學姐之

自身罹患重症被照

顧之經驗與學弟妹

分享心路歷程，啟發

學生反思護理人員

的角色功能以及如

何展現同理心，以落

實關愛的核心素養。 
 
講座二：透過臨床男

護理師的工作經驗

與專業成長歷程，讓

學生瞭解護理人員

應具備的專業角

色、態度與知能並透

過與學生相互討論

與對話，期望帶領學

生在未來臨床實習

時能實踐護理核心

1. 於 101.5.28於宜蘭校區

舉辦第一場的耕莘講

座，參與學生共 134位。
經由陳宜君校友親身生

病經歷的分享，讓參與的

學生體會生命的意義及

如何給予病患關懷，也啟

發學生反思護理人員的

角色功能以及如何展現

同理心，以落實關愛的核

心素養；同時也體認要以

樂觀的態度面對挑戰，不

管遇到什麼困難都不要

放棄，更要珍惜未來的每

一天。 
2. 而新店校區則於 101.6.11
舉辦第二場的耕莘講

座，參與學生共 300位，
經由蘇瑞源男護理師的

工作經驗分享中，讓學生

1. 由「耕莘講座滿意度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新店校區與宜蘭

校區的學生對此次講座的整

體滿意度介於 87%-94%，顯
示多數學生對此次耕莘講座

感到滿意。 
2. 由學生回饋的質性資料中得

知學生透過觀賞陳宜君學姊

的大愛影片及其本人敘述生

命經歷的的點點滴滴，讓學生

體會了生命的意義及如何做

個勇敢之人，給予病人關懷及

啟發他們反思護理人員的角

色功能以及如何展現同理

心，落實關愛的核心素養。同

時體認後覺得以後遇到苦難

時不會逃避要勇敢面對以及

樂觀面對事情的態度，不管遇

到什麼困難都不要放棄，了解

生命是美好的、重要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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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進一步瞭解了男護理師

與女護理師不同的工作

優勢、在臨床工作會遇到

那些困難，要如何處理以

及如何從護理實務工作

當中落實對病患的關懷

且要真心關懷每位病

患，最重要是讓學生對關

懷有了正向認知和體

會。整體而言，此次耕莘

講座有達到預期目的，也

順利圓滿的完成。 

的，應該要更珍惜且要努力、

樂觀面對未來的每一天。 
3. 由學生回饋的質性資料中得

知學生透過蘇瑞源男護理師

的工作經驗分享後瞭解男護

理師與女護理師不同的工作

優勢、男護理師的工作經驗以

及在臨床遇到的困難，如何從

工作當中落實對病患的關

懷、臨床關懷實例的分享。另

外，學生也瞭解在照顧病患過

程中如何處理病人問題，需要

注意關心每個照顧病人的細

節、要善待每一位病患，發自

內心來照顧他們，也學到臨床

照顧關懷的方法且如何去關

懷別人(例：輕拍他的肩)，最
重要是加強了學生對關懷的

正向認知和體會。 
 
C2-4-2 耕莘講座(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聘請業師至學校
做學界交流，讓學生

了解就業資訊。 
2. 透過此講座，瞭
解目前最新科技應

用於化妝品的現況

及其未來的發展，肯

定自我的專業素

養，開拓學生的視

野，刺激學習的動機

與興趣，進而擴大學

生的專業發展領域。 
 
量化指標 
1.學生參與達到

100% 

1.邀請業界專家前來演講，並於

期間加入有獎徵答，增加學生參

與率。 
2. 邀請業界專家前來演講，並於

期間加入有獎徵答，提高學生滿

意度 

質化成效 
1.藉由耕莘講座活動幫助學生
對相關產業有更多的了解，讓

學生能減少摸索期、養成其就

業能力，以強化學生專業實

力。 
2. 提供給即將就業的高年級

學生業界相關訊息，提升學生

進入職場前之相關產業知識

與能力。 
3. 對於專業產生認同感，進而
規劃自身的職涯發展，提升未
來的就業能力。 
 
量化成效 
1.預計參與人數為 100人，實
際參與人數為 119人，達成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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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與學生滿意度

達到 80% 
為 119%。顯見此活動確實吸

引學生興趣。 
2.學生整體滿意度為 88.4分，
其中對於活動所邀請的講師

與認為本次活動對於未來學

習有幫助者滿意度接近九

成。僅有少部份對於場地與時

間的安排低於 85分。 
 
C2-4-3 耕莘講座(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提升學生對職
場之瞭解。 

2. 增進學生向成
功人士學習之

正向能量。 
3. 學生滿意度中

上以上者達八

成以上。 
4. 學生心得報告
繳 交 率 達

100%。 

於 101/09/24 邀請漢龍

公司副總經理到校舉

辦耕莘講座，協助同學

了解軟體系統產業，同

學於聽完後繳交心得

報告。 

1. 學生於心得報告中大多都可說出系

統產業專案之流程、流程中的各階段

名稱以及各階段應注意之事項。 
2. 學生對於演講者非本科系出身，卻可
以跨領域到系統業且如此專精感到

佩服，並期許自己可以多努力於課業

上。 
3. 耕莘講座內容滿意度 4.17分。 
4. 耕莘講座對學生助益滿意度4.22分。
5. 學生繳交率達 100%，且表達內容皆
為正向，並對軟體產業有初步認識。

 
C2-4-4 職場體驗(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課程方式以講座、座

談、豐富教學形式，聘

任短期實務數位設計業

界、文化創意產業界專

家，落實產學並進教學

策略，展現課程的專業

及實務性，多元的業界

專家有效提升學生專業

深度及寬廣視野的學

習。 
 
量化指標 

1. 聘任產業界專家，
配合專業課程相關

的講座主題，除高

年級學生外，開放

其他年級學生參

與。 
2. 業界專家帶來自身

求學、職場經歷和

業界實務內容加強

學生對求學目標和

業界職場的了解。 
3. 邀請專家與學生做
問題交流及解答，

質化成效 
1. 講師以自身求學過程到進入夢
想中職場工作的故事，讓參與

同學對未來進入職場前準備收

穫良多。 
2. 講師專業及職場經驗分享，內
容切合學生畢業求職需要。 

3. 講座後與同學的互動及交流，

給予同學重要的鼓勵和解答。 
4. 講座內容針對數位媒體學科的

專業，在國內外業界市場上應

用，給予學生清晰的輪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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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針對本科高年級學

生，提供 80人次以上學
生參與，如場地許可亦

開放其他年級學生參

加，預計有 230人次以
上學生參與活動，並逐

年提高學生參與活動數

量及滿意度。 
 
 

增加以學生問題為

學習中心之交流學

習。 
 
 
 

量化成效 
1. 一二年級有空堂的同學也充份

參與座談，也增加同學對於科

內所安排專業課程的認同，和

所學未來在業界上應用的了解

程度。 
2. 學生參與總數為 130人次，因
學生補調課因素，一般高年級

同學無法參與極為可惜。 

 
C2-4-5 職場體驗(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培養學生具備時
尚的美學眼光，學

習修正過去看待

流行之角度。 
2. 引領學生學習蒐

集流行新知，創造

流行。 
3. 協助同學認識整

體造型服務產業

之樣貌。 
4. 提升同學對整體
造型產業之興趣

與未來投入此職

場之熱誠。 

1. 邀請國際知名髮品公司：提碁
（TIGI）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技術教
育總監戴東隆以講座方式進行，配

合現場實作示範，以提升學生對相

關產業之興趣與未來投入此職場之

熱誠。 
2. 講題： 2013春夏流行趨勢

(2012/10/29) 
3. 講座內容分為兩大部分，一為解析

2013春夏流行之編髮造型，搭配整

體造型使之有所連貫與一致；另一

為實際示範與操作今年流行的短髮

造型乙款，現場講師展現其精湛剪

髮技巧，學生們與模特兒都見識到

未來的流行。 

質性成效 
  透過執行本子計畫

提升美容保健科學

生基本素養及提升

學生對整體造型產

業之興趣與未來投

入此職場之熱忱。 
 
量化成效 
1. 美容保健科高年級

學生計 200人將參

與該講座。 
2. 全體參與同學對講

座滿意程度達 85%。

 
C3、建構能力指標之教學評量(教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落實能力指

標於課程教

學，讓教學更

有實質意

執行教學評量： 
1. 依本校教學評量實施

辦法（民國 99 年 9月
27日），於期末考試前
進行施測，並將教學

1. 本校 100學年度第一學期教師評

量總平均為 4.28分，第二學期為
4.29分，達成維持全校教學評量

平均在滿意層級 4.0 以上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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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提升教學

品質。 
2. 提升教師課

程評量知

能，且能達到

課程評量呼

應能力指標。 
 

量化指標 
1. 維持全校教
學評量平均

在滿意層級

4.0 以上(滿
分 5 分)。 

2. 深度研習滿

意度調查，

80%以上教師
認為有助益。 

3. 各科至少完
成 2 份優質
課程評量範

例提供其他

教師參考學

習。 

回饋量表結果應提供

給任課教師及所屬教

學單位主管，作為教

師教學改進、課程調

整、教學獎勵與輔

導、教師評鑑及升等

之參考。 
2. 教師教學滿意度結果

居於評點 3.5以下課
程之專任教師，予經

由科主任懇談後，得

指定相關教師提供教

學諮詢協助其改進。 
 

舉辦教師課程評量深度研

習： 
落實各科課程之規劃呼應

科教育目標及科能力指

標，邀請輔仁大學企管系楊

百川教授與輔大教資中心

林梅琴教授等校外專家，針

對全校各科之課程規劃相

關指標舉辦三階段課程評

量深度研習，內容含括確認

校教育目標及各科科教育

目標與科能力指標、課程設

計及有效評量以及發展教

學品質檢核方式，協助提升

教師擬定課程評量，並達到

突顯各專業領域特性並呼

應能力指標，包括： 
(1) 全校性共同研習 
(2) 教師提出所授課程之

具體評量內涵 
(3) 校外專家依各專業領

域分科座談討論，以

2. 全校兩校區共舉辦 5場深度課程

研習，參與教師達 222人次，並
培訓 70位課程設計與評量種子

教師，協助教師由更多元的角度

思考課程設計，落實以學生為學

習中心的教學方式，提升同學的

學習效果。課程平均滿意度為

88.4％。 
3. 第一場本位課程深度研習-「科教
育目標與科能力指標」，共 108
名專、兼任教師參與，滿意度達

85.83%，高達八成五以上教師認
為該研習內容獲益良多。 

4. 第二場本位課程深度研習-「確認
101學分表與課程地圖」，共 44
名專任教師參與，滿意度達

87.36%，高達八成五以上教師認
為該研習內容獲益良多。 

5. 第三場本位課程深度研習-「課程
設計種子教師培訓」，共 24名專
任教師參與，滿意度達 88.21%，
高達八成五以上教師認為該研習

內容獲益良多。 
6. 第四場本位課程深度研習-「宜蘭

校區課程設計與評量種子教師培

訓」，共 18名專任教師參與，滿

意度達 90.6%，高達九成以上教
師認為該研習內容獲益良多。 

7. 第五場本位課程深度研習-「新店
校區課程設計與評量種子教師培

訓」，共 28名專任教師參與，滿

意度達 90%，高達九成教師認為
該研習內容獲益良多。 

8. 各科完成 2份課程設計典範教案
範例（課綱及教學計畫），提供其

他教師參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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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實質成效。 9. 協助各科完成與校教育目標呼應
之科教育目標、科能力與科能力

指標之完善規劃，與修訂 101學
分表與課程地圖。 

 
C4、通過實務證照 
 
C4-1-1 專業證照輔導(護理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暸解學生出席課
程狀況，作為未來

規劃考照輔導活

動之參考。 
2. 瞭解學生參與考

照輔導課程計

畫，各科目學習狀

況及模擬考結

果，作為後續輔導

學生重點方向之

參考。 
3. 藉由參與輔導課

程，提升弱勢、低

成就及學習被動

學生之考照複習

成效。 
4. 藉由學生考照結
果及各科目成績

分數分佈情形，提

供授課內容之修

訂參考。 
 

量化指標 
1. 參加學生對課程
規劃進行滿意度

達 8成以上。 
2. 完成學生護理師

1. 招募參加計劃學生共 104名，參與

條件以經濟弱勢、低成就及學習態

度被動為參與計畫的同學優先，進

而達到考照率再提升，並促使學生

擁有證照並提升進入職場意願，達

到本科教育的目標。 
2. 課程開始前，於 101 年 3月份給予
第一次執照模擬考試，以了解學生

之準備程度。 
3. 下學期第 8 週-13 週，學生參與校

內常態複習課程。 
4. 學校課程結束，開闢密集課程輔導
之教學。密集課程配合校外講師規

劃時間，增加模擬考表現較弱的科

別堂數，包括基礎醫學及內外科護

理學。課程持續安排至 7月份執照
考前。 

5. 安排 101 年 7月 14日第二次模擬
考試，此次過程均完全模擬實際國

家考歷程，讓學生有真實體驗的經

歷。 

1. 全程參與複習課程

的同學為98人(6人
因未能如期畢業而

退出)。 
2. 對計畫感到滿意以
上程度的比例達

82.67%，畢業學生
更於考上執照後返

校回饋此複習課程

對於考照輔導的莫

大幫助。 
3. 本複習班學生參加

國家考試考取護士

執照的共62名，護
理師執照共71名，
通 過 率 分 別 為

72.09%及72.45%。
4. 參與本計畫之學生
均為班級中經濟弱

勢、低成就及學習

態度被動的同學，

顯見本計劃確實在

協助同學面對執照

考試，及維持考照

通過率，已有顯著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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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照輔導，預期

100學年度畢業生

考照率（護士、護

理師證照）達八成

以上。 
 
C4-1-2 專業證照輔導(妝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成效 
1. 瞭解輔導學生考照
課程中所面臨之困

難，作為後續輔導學

生及課程修訂參考。 
2. 強化學生專業知識

與能力，提升學生自

我學習成效，進而提

升證照通過率，有助

於未來就業。 
3. 加強專業技能與實
務界接軌，提供課室

與實務最有效的整

合。 
4. 通過證照的取得以
檢驗教學的成效，藉

由學生對於試題的

反應，修正教學課程

重點內容，期使提升

未來教學的成效。 
5. 將課室有效的利用

並與實務操作做出

最完善的整合，使學

生得以將學習到的

專業技能與實務界

完整接軌。 
 

量化成效 

1. 辦理化學丙級證照

輔導班，共有 46人
參與證照輔導。 

2. 辦理美容丙級證照

輔導班，共有 95人
參與證照輔導。 

3. 辦理美容乙級證照

輔導班，共有 34人
參與證照輔導。 

4. 辦理女子美髮丙級

證照輔導班，共有

58 人參與證照輔

導。 
5. 辦理化學乙級證照

輔導班，共有 15人
參與證照輔導。 

 
 

質化成效 
1. 學生在輔導各類考照課程中，

所面臨之困難有:(1)美容乙級
術科輔導為期二個月，部分同

學因打工，而影響輔導課程，

甚至中斷輔導，於此應再加強

輔課課前的宣導，學生應作好

時間管理，既然決定要報考，

就用心把握時間上輔導課程，

不得半途而廢，徒勞無功。(2)
化學乙級全國技能檢定於第三

梯報考，11月中旬考學科，次
年 1-2月間考術科，故無法得知
成效。 

2. 提升學生專業知識能力與自我

學習成效，進而提升證照通過

率，有助於未來就業。 
3. 專業技能與實務界接軌，提供
課室與實務最有效的整合。 

4. 透過證照的取得，以檢驗教學
的成效，藉由學生對於試題的

反應，修正教學課程重點內

容，提升未來教學的成效。 
5. 將課室有效的利用並與實務操

作做出最完善的整合，使學生

得以將學習到的專業技能與實

務界完整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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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妝管科學生通過化
學丙級之證照比率

逹九成以上。 
2. 妝管科學生通過美
容丙級之證照比率

逹九成以上。 
3. 妝管科學生通過女

子美髮丙級之證照

比率逹九成以上。 
4. 妝管科學生通過美
容乙級之證照比率

逹六成以上。 
5. 妝管科學生通過化
學乙級之證照比率

逹兩成以上。 
 

 量化成效 
1. 化學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46
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43張證
照，考取率為 94%，達預期目標
九成以上。 

2. 美容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00
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100張證
照，考取率為 100%，達預期目
標九成以上。 

3. 美容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34
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24張證
照，考取率為 71%，達預期目標
六成以上。相對於 100 年度美容

乙級考取率為 58%，已提升考取
率為 13%。 

4. 女子美髮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58人參與證照輔導，考取 58張
證照，考取率為 100%，達預期
目標九成以上。 

5. 輔導化學乙級證照 15位學生，
因 全國技能檢定於第三梯辦
理， 11/11學科測試，102 年 1-2
月術科測試，故目前無法統計及

格率。 
6. 101 年度化學丙級、美容丙級及

女子美髮丙級，共考取 201張證
照；相對於 100 年度考取化學丙

級、美容丙級及女子美髮丙級，

共考取 188張證照，已提升 13
張證照數。 

7. 經費執行率 100%。 
 
C4-1-3 專業證照輔導(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依據各證

照科目之

資管科專業證照輔導班舉辦場次

與時間：共計 10個班次，134小時
輔導證照之項目資料如下： 

證照類型 通

過 
人

次 
平均 
通過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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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與難

易度，由科

內教師依

據班上取

得證照情

況提出需

求，經由討

論後分配

輔導總時

數於有需

求之班級

與項目 
 
量化指標 
輔導證照

之項目通

過率達30
％ 

張

數 
IC3-Computing 
Fundamental 6 12 50%

IC3-Key 
Application 6 14 42.86%

IC3-Living 
Online 2 10 20%

MTA-Networking 
Fundamentals 12 51 23.53%

MTA-Windows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6 9 66.67%

MTA-Software 
Development 
Fundamentals 

5 24 20.83%

ACA-Photoshop 20 51 39.22%

ACA-Flash CS5  51 
尚未考

試 
乙級-電腦軟體應
用  51 

尚未考

試 
乙級-電腦軟體應
用  51 

尚未考

試  
 
C4-1-4 專業證照輔導(健休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以多元化講解上課

的規則、課程進行狀

況與進度、考證相關

規則，並於專業教室

進行現場講解課程

並示範製作方式。使

同學能從實務面與

考照命題方面結

合，對於未來的證照

考試有所助益。 
 
量化指標 
1.中餐烹調丙級考
取率 80%。        

中餐烹調*4班 
1. 中餐烹調(葷)丙級執行 4班
共 96小時，72位學生參加證

照班；中餐烹調(素)丙級執行

1班 24小時，22位學生參加

證照班，執行期間由四月份

至六月份。 
2. 透過小班制(24人)的專業證
照輔導班，讓上課學生均能

進行實務操作，以增進專業

技術水準。 
 

烘焙麵包*3班 
1. 第一週在一般教室告知上課
的規則、講解課程進行狀況

質化成效 
1. 學生實作操作練習下，學生

上課會發現問題並且詢問，

其學習態度比平時上課用

心。 
2. 經由不斷練習讓學生更有自

信參加證照考試。 
3. 各組在人數較少的狀況下學

習效率大增。 
4. 學生在嚴謹的輔導課程氛圍
下更加專心與努力。 

 
量化成效 
1. 中餐烹調(葷)丙級證照
班，共 72位學生參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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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烘焙丙級 50%。 與進度、講解考證照的相關

規則。 
2. 第二~八週在專業教室進

行，現場講解課 
  程的製作方法，接著由學生
自己從秤料到產品熟成出爐.
學生製作產品間老師每組巡

視，如有不解或產品製作錯

誤及時指正，進 3小時內實
際操作完成再分析各組產品

的組織與結構，是否符合丙

級證照考試之標準。 
3. 課程結束後檢查專業場地的
清掃整潔情形，該項亦是考

照評分的重點。 
 

華語導遊*1班 
1. 老師教授學生導遊專業領域

之入出境許可須知及法規之

知識。 
2.老師教授學生了解航空票務

常識在旅遊業界之運用上重

要性。 
3.老師教授提昇學生未來從事

領團人員及導遊領隊考證照

的專業能力。 
4.訓練加強學生專業導遊領隊

考證照相關 250條法規知識。

5.利用晚自習時間，要求學生自
主練習考證照 3 年考古題

目，約 300題。 
6.老師教授進行導遊考照培訓

課程七大章節，參加同學 40
人次。 

 
餐旅服務*1班  

7月份參加 101年度在校生

-中餐烹調(葷)丙級考試，共
有 55位學生考取證照，考
取率達 76%。 

2. 中餐烹調(素)丙級證照
班，共 22位學生參加，於

7月份參加 101年度在校生

-中餐烹調(素)丙級考試，共
有 22位學生考取證照，考
取率達 100%。 

3. 中餐烹調四個班級學生的
滿意度調查為 91.36%。 

4. 共有 43位學生報考烘焙麵
包丙級檢定 37人考取，通
過率達 86%。 

5. 烘焙麵包三個班專業證照
輔導班學生滿意度調查

87.20%。 
6. 訓練加強學生華語導遊專

業導遊領隊考證照相關

250條法規知識，同學理解

能力達 60％。 
7. 華語導遊班利用晚自習時

間，要求學生練習考證照 3
年考古題目，約 300題，答
對程度 60％。 

8. 餐旅服務參加同學 40人
次，90％同學產生興趣。學
生對考證照信心滿滿很有

把握,預期 102 年參加餐旅

服務丙檢證照考取人數可

達 50%。 
9. 學生對於飲料調製證照輔

導班滿意度 70.56%。 
10. 飲料調製證照輔導班 19名
學生中報名參與檢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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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現場示範、講解課程的
操作方式，由學生實際操

作、練習，教師在旁指導，

如有操作錯誤或不解及時

指正並講解，俾能符合丙級

證照考試之標準。 
2. 小班教學,分組操作練習

時,2位一組,互相提醒操作
時的小錯誤,所以檢定的解
操作技巧皆能熟練。 

3. 操作練習時,依據檢定規定
計時比賽,學生相當投入。 

飲料調製證照輔導班*1班 
1. 針對本科 H531、H532有意
願考取飲料調製丙級證照之

19名學生，施以檢定模式的
練習與訓練。訓練過程在本

科飲調教室作與考場相仿製

之配置，重複地模擬練習，

計 24小時。 
2.  

數計 13名，考取證照的人
數計 7名，通過率約 54%。

 

 
C4-1-5 專業證照輔導(數媒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通過證照的取得以檢

驗教學的成效，以建

立學生的學習自信

心，藉由學生對於試

題的反應，修正教學

課程重點內容，期使

提升未來教學的成

效。 
 
量化指標 
可加強學生對視覺傳

1. 針對學生 Photoshop與
Flash軟體能力之前

測，藉以了解學生軟體

使用能力之程度。 
2. 分別辦理 TQC 

Photoshop與 TQC Flash
軟體證照班，協助學生

反覆練習題庫。 
3. 協助學生辦理報名、考

照之動作。 
4. 針對尚未取得證照之其
他同學做考照方式輔

質化成效  
1. 建立學生對於 Photoshop軟
體學習自信心，藉由學生對

於試題的反應，修正教學課

程重點內容。 
2. 學生 Flash軟體專業程度須

再加強。 
 

量化成效 
1. TQC Photoshop目前考照人

數為 26人（本學期仍持續輔
導學生前往考照中），通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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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設計丙級/TQC 
PhotoShop專業級
/TQC Flash專業級檢
定的學科準備複習及

提供更多術科操作練

習機會，預計各檢定

考通過率為 70%。 
 
 
 
 

導。 
5. TQC Flash軟體證證照
難度較高，將持續輔導

學生練習。 
6. 廣丙加強班，增加學生
術科操作能力；並添購

專業材料與繪圖設備供

學生使用。設置學生取

得專業證照獎助學金，

提高學生參加證照考試

率。 

照為 22張，通過率達 85%。
2. TQC Flash目前考照人數為

14人（本學期仍持續輔導學
生前往考照中），通過證照為

5張，通過率達 36%。 
3. 廣丙目前已輔導 50位學生
於 11/11日考筆試，筆試成
績預計 12/7放榜，待筆試成
績出來後，再繼續輔導筆試

通過的學生術科科的實作作

業，術科考試預訂 12月底或
1月初考試，因此目前廣丙
輔導班的實際成效尚無法統

計。 
 
C4-1-6 專業證照輔導(美保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加強學生對美
容丙級技術士

檢定的學科準

備複習及術科

操作練習機會 
2. 加強學生對美
髮丙級檢定的

學科準備複習

及術科操作練

習機。 
3. 提昇學生通過
美容丙級技術

士檢定的通過

率及張數。 

本次專案共進行 436 個
小時課後輔導課程，共計

輔導 152位同學。 

質性成效 
證照的取得，有助於學生發揮潛

能，有助於提昇學習效率、有助於

競爭力的提昇展現美容美髮人員的

專業技術。將來畢業後，學生可以

有多元的就業管道加以選擇。 
 

量化成效 
1. 美容丙級 49張(達成率 87.5%) 
2. 女子美髮丙級 82張(達成率

85.4%) 

 
C4-2 英文證照(全人教育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高學生考英檢證照
的動力。 

1. 學生報考英檢證照以多益

為主，全民英檢為次。新

店校區五月份報考人數 

1. 兩校區參加多益校園團

考與模考的人達到 428
人(新店 232人報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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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指標 
1. 參與寒暑假英檢證照
加強班人數可達 300
人次。 

2. 參與多益證照諮詢輔

導人數可達 150人次。 
3. 參與英語證照考試學
生人數達 350人次。 

4. 考照通過率預計達

25%。去年 100 年考

證率預期目標為參加

考試學生的 20%，其
成果顯示考證率達到

20%，符合預期目
標。今年預計再往上

增加 5%，其總預期目
標為 25%。 

41人七月份報考人數為

79人 10月份全民英檢多
益模擬測驗有 59人參

加,11月報考人數為 53
人，宜蘭校區一月報考人

數 77人，六月報考人數

119人。 
2. 多益證照諮詢輔導於自習

課、午休及晚自習時間實

行，採預約登記制， 輔導
小老師由賈凱傑(英研社
社長)擔任。 

3. 寒暑假各開一梯次的多益

證照加強班，每梯次四

班，學期中開設六個班次

的夜間證照加強課程。 

蘭 196人)。 
2. 登記參加個別證照輔導

者有 160人。 
3. 寒暑假多益證照加強班

參與人數為 520人 夜間
加強班參加人數為 350
人（新店 150人 宜蘭校

區 200人）。 
4. 今年證照通過人數為

207 張較去年 145張成
長 42％。 

 
C4-3全校資訊證照(資管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升學生證照通
過率 

2. 增強學生資訊專
業能力 

 
量化指標 
1. 電腦軟體應用丙
級與網頁設計丙

級及格比例達 70
％ 

2. 輔導國際證照之
項 目 通 過 率 達

35% 

1. 全校證照輔導班舉辦場
次與時間：共計 25個班
次，300小時 

2. 國際證照輔導班舉辦場
次與時間：共計 7 個班
次，100小時 

全校資訊證照 
證

照

類

型

前測及

格比例 
後測及

格比例 進步 

電

腦

軟

體

應

用

丙

級

48.76% 80.16% 31.40%

網

頁

設

計

丙

43.20% 76.23% 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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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國際證照 

證照類型 

通

過 
張

數 

人

次 
平均 
通過率

MOS Word 
2007 

Expert 
36 48 75.00%

MOS Excel 
2007 

Expert 
34 41 82.93%

MOS 
Powerpoint 

2007 
37 40 92.50%

MOS 
Access 
2007  

41 61 67.21%

MOS 
Master 24 80 30.00%

ACA 
Photoshop 20 36 55.56%

小計 192 306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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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劃 D：提升教學品管 
 
D1、落實教師評鑑計畫(教資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審視教師評鑑制

度，落實辦理教師

評鑑制度 
2. 訂定各項考核量

化指標，以利教師

進行自我評鑑 
3. 落實推動輔導機
制及教師評鑑救

濟途徑 
 

量化指標 
1. 辦理一次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 
2. 辦理 1場教師評鑑
制度說明會，參與

教師滿意度達

3.5(5分量表) 。 
3. 於科(中心)務會議
中辦理 8次實例經

驗分享，各科中心

至少 80％教師參

與。 
4. 全校教師接受接師
評鑑率達 95％。 

5. 不論教學型、研究

型及服務型評定等級

為乙等以上達 85％。

1. 為宣導與落實教師

評鑑輔導途徑，於科

(中心)務會議中辦理

說明會及實例經驗

分享，建立標竿學習

與典範轉移機制。 
2. 辦理專家學者諮詢

會議，審議檢討本校

教師評鑑制度。 
3. 召開評鑑小組會
議，審議教師評鑑結

果、檢討現行制度與

實施成效、規劃未來

具體改進方向。 
4. 根據教師評鑑結
果，落實與推動教師

評鑑成長輔導機制。

質化成效 
1. 藉由說明、討論與經驗分享活動，

促使本校教師更加重視教師評鑑

制度，以提昇教師學術研究、教

學、服務及輔導水準，增進教師對

本校之向心力與貢獻。 
2. 舉辦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促進全校
教師對教師評鑑議題之對話與交

流。 
3. 召開評鑑小組會議，除落實審議本

校教師評鑑制度外，更進一步省思

與檢討本校現行評鑑制度，規劃未

來改進方向。討論內容包括:本校
教師評鑑制度之定位與功能、接受

教師評鑑的對象、評鑑程序、法規

架構、評分者之權責劃分、各類型

（教學、研究、服務）之彈性配分

方式、評鑑項目、評鑑週期、評鑑

結果的類型、評鑑後續輔導對象之

認定等評鑑制度內涵。 
4. 藉由教師成長機制，為教師評鑑成
效不彰之教師，提供成長與改進的

資源與支援。 
 

量化成效 
1. 辦理 1場「教師評鑑改進專家諮
詢會議」 。 

2. 召開 2場評鑑小組會議，進行評

鑑制度說明與審議，參與教師滿

意度達 4.2(五分量表)。 
3. 本校教學單位之科(中心)務會議
中共辦理 8場教師評鑑說明與實

例經驗分享，各科中心教師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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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達 85％。 
4. 100學年度接受教師評鑑人數共

計 109名，接受評鑑率達 100%。
5. 100學年度各類型教師評鑑人數

依序為：教學型 62名(56.8%)，服
務型 24名(22%)，研究型 23名
(21.1%)。 

6. 100學年度教師評鑑結果: 教師
評鑑評定等級為乙等以上達

88.9%。各等第結果如下: 
等第 人數 百分比 
優等 66 60.5% 
甲等 18 16.5% 
乙等 13 11.9% 
丙等 8 7.3% 
丁等 4 3.6% 

7. 評鑑結果為丙等及丁等之教師，
100%參與教師成長與輔導制度。

D2、E-Campus─整合校園教學資源(資圖中心)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有效整合運用校
內的教學資源，提

升「教與學」環境

品質。 
2. 學習管理及學習

活 動 能 協 同 運

作，有助於數位化

校園概念的落實。 
3. 教師提供多元數

位教材，俾利學生

學習。 
4. 提升學生學習活
動的成效，同時將

學習由實體延伸

至虛擬，以建立新

1. 委外資訊廠商整合
本校現有教學系統

及數位學習平台。 
2. 本校資訊組提供必
要之協助。 

3. 辦理教育訓練，將平

台介紹給全校教師

以取得政策推行的

支持與配合。辦理獎

勵鼓勵學生上線使

用。 

1. 本計畫以本校原有之數位學習網

moodle系統為基石，建置友善的
操作介面及整合學校其他教學資

源，讓師生皆可以利用新系統進

行數位化教學與學習，新系統登

入畫面如下： 

2. 新系統改善原有數位學習網不足

處條列如下： 
(1) 開課：原系統由教師依需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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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體系。 
 
量化指標 
1. 教師數位課程上

傳達 30種課程。 
2. 學生利用數位教

材達 60%。 

行決定是否要開設課程，新系統

將以教務系統的課程資料，由系

統自統開課，除可以減輕系統管

理人員的負擔，並且讓課程在新

系統下達 100%開課。 
(2) 選課：學生加選課程在原系統下
採用學生自行加選或老師手動加

入兩種模式，新系統將依學生在

校選課情形，全面幫學生自動加

選課程，不僅可以讓教師免去比

對學生修課資料的麻煩，同時也

讓學生簡單且清楚知道個人本學

期修習課程可獲得那些數位資

源，整體學使用統的使用率將可

以達 100%。 
(3) 報表：新系統提供多項資訊，包
括選課人數、課程點閱率、資源

點閱率、資源上傳/下載等數據，

如下圖所示： 

3. 數位學習網在每學期皆由教資中

心與資圖中心兩單位協同舉辦教

育訓練課程，新系統將於 101學
年度下學期全面上線，屆時將在

新店及宜蘭校區分別舉辦新系統

教育訓練課程，讓全校師生皆可

獲得全新的數位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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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打造行動學習環境(圖書館)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打 造 全 校 悅

讀、知識平權

的校園：期望

將電子書應用

納入未來數位

學習的發展重

點之一，提昇

本校行動閱讀

的風氣。 
2. 推動數位閱讀

創新應用：推

廣圖書館利用

電子書載具，

擴大數位閱讀

使用範圍，養

成讀者使用 E
化資源習慣 

3. 建 置 專 屬 網
站、電子書整

合查詢平台：

針對電子書的

推廣與利用，

也透過建置專

屬網站、電子

書整合查詢平

台、主題瀏覽

等加值服務，

提高電子書使

用的可及性及

便利性。 
 
量化指標 
1. 均衡館藏，資

1. 購置各類電子書：館藏購

置中文書為主，從徵集書

單、制定主題比重、書目

勾選彙整、複本管控，以

典藏優質的書籍。 
2. 購置電子書閱讀器：採購

電子書閱讀器，並建立圖

書館電子書使用平台。 
3. 設置電子書體驗區：於雙
校區圖書館設置電子書

體驗專區，開放讀者利

用，達到資源整合、共

享、各領域均衡發展等效

益。 
4. 辦理利用推廣活動：透過

上線使用及使用統計分

析，多元管道進行推廣行

銷，擴增電子書的使用普

及性。 

1. 電子書的興起以及應用，已然成
為圖書館的館藏發展歷程中不

可逆的趨勢。電子書閱讀環境的

建置與推動，是本校圖書館發展

的重點工作之一。本計畫化首在

充實電子書資源，擴大文獻資料

運用範圍，滿足讀者使用電子書

的需求，培養讀者使用數位資源

的習慣，計畫購置各類科電子書

館藏統計如下圖(表)所示： 
科系 冊數 
護理科 38 
幼保科 65 
妝管科 50 
資管科 65 
健休科 65 
美保科 63 
數媒科 50 

全人教育中心 66 
圖書館 10 
合計 472 

    
 
 
 
 
 
 
2. 本計劃採購 15台 I-PAD提供雙
校區讀者，並設置電子書體驗專

區，讓讀者體驗電子書的優點與

實用性，並加強電子書使用能力

及經驗，提高電子書利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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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購置

中 文 電 子 書

472 冊，從科
普、勵志、文

學、小說、散

文、休閒、旅

遊等基礎館藏

為主，使讀者

可以 E 覽無
遺。 

2. 提升電子書閱
讀人次，擴大

數 位 學 習 應

用：讀者藉由

輕 巧 的 閱 讀

器，體驗數位

閱讀，透過上

線使用及使用

統計分析，提

高讀者電子書

使用率達 90%
以上。 

 
          新店校區 

 
          新店校區 

          宜蘭校區 

 
          宜蘭校區 
3. 辦理圖書館電子書各式推廣活

動-「借 e書，抽禮券」參加共計

60人(不含試閱人次)；借閱冊次
共計 1697次、「e書尋寶記」參

加共計 19人、「填問卷，抽禮券」

參加共計 57人。 
4. 各類電子書館藏使用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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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冊次 
人文社會 124 
文學小說 134 
休閒生活 269 
宗教心靈 149 
科學科普 13 
財經商管 127 
電腦資訊 83 
語言學習 98 
親子童書 324 
醫藥養生 307 
藝術設計 69 
合計 1697 

 
 
 
 
 
 
 
 
 

D3、打造行動學習環境_實習旅館(健休科)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舉辦本位課程會議，經
過產學專家的討論，以

提升本科課程發展的

實務性。 
2. 藉由「行動式學習的教

學模式」落實本科教學

特色之發展，並達成本

科教育目標。 
3. 本計畫各種延伸學習
將能有效地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增加實

務成長經驗，並對於

「行動式學習」有更大

的認同感。 

1. 本計畫共執行二次本位

課程會議，邀請相關學

業界專家蒞校指導本科

之發展方向。 
2. 本科教師全體出席，並
安排科學會學生代表出

席。 
3. 分別於 101 年 05月 7日
和 101 年 8月 03日本位
課程會議。 

4. 利用寒暑假時間，讓科
上參與實習旅館的實務

訓練。 
 

1. 了解業界對於學生實習的

要求及注意事項等。 
2. 完成 101學年學分表之課

程規劃與模組學分表配置。

3. 調整實習學分之分配與進
行方式。 

4. 藉由業界的實務經驗共同
討論及調整學生專業能力

之培養。 
5. 分別於 101 年 5月 7日本位
課程會議邀請業界專家 3
人次(尚海旅行社-雷莀洲總

經理、麥斯特國際旅行社-
董欣如、蘭城晶英酒店人資

部-李季蓁經理)；學界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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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指標 
1. 本位課程會議邀請學
界專家 2 人次、業界
專家 2 人次。 

2.  
3. 「實習旅館」使用率將

達 2次／月，專業課程
使用每學期至少二

門，每學年安排學生實

習至少六個月。 

1位真理大學餐飲管理系-
柯榮貴助理教授，共四位學

業專家參與。 
6. 分別於 101 年 08月 03日本
位課程會議邀請業界專家 3
人次(礁溪冠翔世紀酒店-蘇
文堅副總經理、礁溪老爺大

酒店-王中瑞級理、城翔國

際旅行社-應福民；學界專

定 1位宜蘭大學食品學系-
黃俊儒教授，共四位學業專

家參與。 
7. 本學期共與學生開會 5
次，討論有關寒暑假本科學

生實習內容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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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充實教學資源(教務處)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質化指標 
1. 提供師生更優

質教與學環

境，提升教學成

效。 
2. 透過電子公佈

欄，增加學生對

各活動訊息的

意願。 
 

量化指標 
各項設備於上課期

間使用率至少八成。 

更新 E化資訊講桌 
1. 本年度由 101 年整補與提

升計畫新增 14 套多功能
講桌資訊設備（宜蘭校區

13套，新店校區 1套），以
提供更多元化之教學方

式，並定期維護與修繕。 
2. 增購學生資訊櫥窗式佈告

欄、大型佈告欄、電子看

板 
3. 建置兩校區資訊佈告欄與

電子看板，有效提升學生

相關訊息傳達速度，包括

校內外課程活動、研習、

比賽、考試、政策宣導等

資訊。 
4. 宜蘭校區增設視聽大講堂:

5. 因應本校宜蘭校區學生數

的成長，於本年度建置可

容納 500 人以上之視聽大

講堂，以提供各類講座及

活動需求。 

質化成效 
1. 校內 e化教學資源有效使

用，以提供師生優質教與學

的環境，增進學習成效。 
2. 建置學生資訊佈告欄與電子

看板，讓教學單位有效傳達

活動訊息，減少紙本作業，

並提升活動與教學資訊的能

見度，以促進學生活動參與

意願，並定期播放教學及活

動成果展示影片，有助提高

學習興趣，以達學習交流與

傳承之效果。 
3. 3.增設宜蘭校區視聽大講

堂，透過大型場地舉辦理各

項活動，有效提升學生生

活、人文及學習素養，並提

高情境教學環境品質，使各

科教學方式更多元化，加強

學生能力培養，增加學生實

作體驗機會，有效提升學習

品質。 
量化成效 

1. 本校逐年建置與更新 E化資
訊講桌，報修紀錄從 99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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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52件至 101學年建置完畢

已降至 22件，明顯降低教學

資訊設備故障率，各項設備

上課期間使用率達九成以

上。 
2. Ｅ化設備滿意度抽樣調查顯

示，約 7成學生對教學資訊
設備建置感到滿意，並認為

多媒體教學方式較一般傳統

式教學好，有效提供優質教

學環境之目的。 
3. 視聽大講堂增設後已舉辦多

場學生活動，包括志願服務

特殊課程、新生祈福禮、台

灣表演家劇團相聲表演等，

人數最多達 450人。 
4. 兩校區電子看板公告校內外

課程活動、研習、比賽、考

試、政策宣導等資訊至 11月
底共計 105則以上。 

D5、強固校友聯繫(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室)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辦理 2 場校
友活動以鞏

固 校 友 情

誼，並提供學

校課程改進

或分享職場

經驗。 
2. 製作 1 份電
子報傳遞學

校資訊。 
3. 建立社群網

站強化校友

凝聚力。 

1. 辦理第 4 屆第 1 次及第 2
次會員大會暨理監事會議

2. 辦理回娘家活動 2場次。
3. 製作電子報 1份。 
4. 建立校友資料庫。 
5. 建立社群網站。 

1. 第 4屆第 1次大會暨理監事會議

計有 55人與會，第 2次計有 13
人次，討論有關校友會運作及選

舉理事長。 
2. 辦理第 4屆及第 7屆校友回娘家
活動，共計 70人。並提供提供
課程雙向溝通及建議、職場經驗

分享。 
3. 已完成 90-100 學年度校友資料

庫建立及更新，便於連絡校友。

4. 製作 1份電子報，提供校友得知
學校最新相關資訊。 

5. 透過 FB社群網站與校友做為雙
向連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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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運用情形一覽表 
 

本年度核定經費（單位：元） 

經常門 
計畫序號 

及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雜支 

資本門（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分項計畫 A 0 390,542 0 23,110 0 413,652

分項計畫 B 0 2,669,048 62,910 161,750 914,630 3,808,338

分項計畫 C 0 3,084,895 0 183,100 1,509,200 4,777,195

分項計畫 D 0 41,075 0 2,450 6,635,370 6,678,895

總計畫 0 6,185,560 62,910 370,410 9,059,200 15,678,080

本年度實支經費（單位：元） 

 

總計畫 0 6,182,017 62,710 374,156 9,153,755 15,772,638

結餘款 0 3,543 200 -3,746 -94,555 -94,558

執行率(％) 0 99.94% 99.68% 101.01% 101.71% 1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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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年度計畫查核點執行情形 
     

    本計畫由校長蕭淑貞教授擔任計畫總主持人，統籌整體計畫的規劃與整合。各分項計畫

及子計畫主持人皆由相關單位一級主管擔任，負責各分項計畫及其子計畫的執行與管控。 

為確保本校提升教學計畫之落實，結合校內相關單位組成「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專案推動小組」

做為管考組織（運作如下圖所示），釐清各層級職責並強化單位間的協調與溝通，以利有效整

合資源。 

    本計畫之管考機制引進品質管理概念，以每月為單位，採 PDCA品管模式：計畫(Plan)→

執行(Do)→考核(Check)→行動(缺失改善)四大流程循環進行績效評估，期能持續改善，終而

達成計畫目標。同時還透過下列數項規定，確保計畫的執行能夠落實： 

1. 子計畫主持人定期向所屬之分項計畫主持人陳報執行情形。 

2. 分項計畫主持人就各子計畫執行進度檢核，召開分項計畫執行會議，進行檢討並討論改

善方案。 

3. 研究發展處依據各分項管考會議記錄會整執行成效與改善方案，提報於提升教學品質計

畫專案推動小組，並於主管會議進行專案進度報告，以督導計畫執行之進度並具體改善

措施；總計畫主持人依據各單位陳報執行情形進行督導與裁示。 

4. 經費核銷部份由研究發展處就各階段考核點進行稽核，且由研究發展處、會計室對整體

計畫經費支用情形，逐項比對檢核，將各分項計畫及子計畫以各執行專業學科為單位，

依各項目進行查核工作。 

 

 
 

總計劃主持人
校長

品管
主管會議
行政會議

自我評鑑會議

執行

相關行政單位
相關學術單位

行政支援

人事、會計、總務

稽核
內部管控及稽核委員會

主管會議

各分項計畫
各子計畫

提升教學品質計劃專案推動小組

規劃：研發處
教務處、學務處、資圖中心

各教育單位
全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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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所面臨問題與因應措施 
 

    為確保計畫執行進度與成效，本校於執行期間均持續進行管控機制，並於執行期限內執

行完畢。經費核銷最常面臨的困難是在資本門方面，本校確實秉持相關經費核銷原則，資本

門採購均按照標準流程，依法規進行公開招標，但呈報計畫時（前一年 11月）的物品報價，

與正式執行時的採購價格，時間上有落差，尤其是資訊類的產品，故常見有結餘款項，必須

報部進行變更。之後將會就資本門設置的進度往前，以能有時間處理結餘款項，落實計劃的

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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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辦理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成果自評表 
教育部補助專科學校辦理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成果自評表 

計畫名稱 
提昇整體教學品質：以培育具備敬天愛人素養及健康管理實務能力學生

為導向 

執行學校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 

連 絡 電 話 (02)2219-1131分機 5115 
計畫主持人 蕭淑貞 

Email address shujen@ctcn.edu.tw 

一、績效執行 

預期指標 實際執行情形 

(一) 分項計畫 A：精進教師專業知能 

A1：專精教師實務能力 

藉由實務成長計畫與產業連

結，增進教師專業領域實務能

力及研發能力，將實務能力及

研發能力之成長結果運用於課

程規劃及執行，以提昇教師教

學品質與成效，增進教師自我

學思歷程中實務能力的省思與

發展。 

1. 全校專任教師赴業界進行實務成長至少 16 小時，護理科

教師至少 80小時(含實務訓練)，101學年度專任教師完成

實務成長人數為 148人，較 100學年度為多。教師實務成

長執行成果融入教學課程之中，且全體教師均將成果報告

或課室教學教案上傳至教師個人之教學歷程檔案，可供公

開瀏覽。 

2. 各科教師實務成長均舉行實務成長發表會，由各科安排科

務會議時間進行實務成長分享討論，並由各科資深教師講

評與經驗分享。 

A2：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透過微型教學、同儕教學觀

摩、多元化教學策略研習活動

及教育訓練以提昇教師知能，

獎勵教學優良教師，建立教學

學習典範，並透過教學領航制

度，將教學成果分享並成立教

學專業社群，藉由同儕之互

動，提升教學品質與教師專業

形象，並提升教師自我學習成

長。 

 

1. 辦理 5場全校性教學研習會：教學品保與學習成效經驗分

享研習會、有創意才有國力」研習會、「大學生的競爭力」

研習會、護理科教學研討會、「敬天愛人生命素養成長系

列--何接觸自己-教師成長工作坊」。 

2. 辦理 2 場教學發展工作坊：學習策略工作坊（一）、學習

策略工作坊（二）。 

3. 辦理 3 場 IRS 即時反饋系統暨無線手寫系統教育訓練活

動。 

4. 辦理 3場數位課程研習會：數位學習網站教育訓練、教育

部品質認證教材簡介、按一下就製作 Rapid E-learning 應

用。 

5. 推動傳承制度，按月繳交新進教師諮商交流紀錄表，輔導

新進教師：100學年 50人；101學年 16人。 

6. 辦理 6場新進教師傳承暨教學評量不佳輔導知能研習，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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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次參與。 

7. 協助辦理 1場教學優良教師選拔，建立教學典範：100學

年度 4位教學優良教師獲獎。 

8. 辦理 7場特色課程課室觀摩會：依序為新店護理科、資管

科及宜蘭護理科、幼保科、妝管科、美保科、健休科。

9. 辦理 10 個教學專業社群：提升實習教學成效成長社群、

實習指導教師支持團體成長社群、課室與實習銜接成長社

群、幼兒保育成長社群、化妝品應用與管理成長社群、美

容保健成長社群、健康休閒成長社群、數位媒體成長社

群、教師美感素養成長社群、Moodle 教學應用專業成長

社群。 

10. 辦理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 1場 

11. 微型教學錄影與分析達 20支影片。 

12. 辦理各科教學歷程檔案分享觀摩會，共 8場次。 

A3：深化敬天愛人生命素養 

深化教師面對全球化競爭的自

我生命成長的動力，促進專業

教育與生命教育結合的整體教

學環境的提昇。 

 

1. 辦理 2 場生命素養相關研習會：「愛的人生」與「全球化

競爭與生命動力歷程」，參與教師共計 105 人，滿意度達

95%。 

2. 每月辦理一次主管生命深化研習營，藉由讀經與分享討論

達到生命素養淨化，參與人員為全校一、二級主管。 

(二) 分項計畫 B：培育才志並進 

B1：第一哩計劃 

1. 依據各科新生主要來源學

校，辦理國中生蒞校參訪體

驗，以能選擇適性的學生。 

2. 校園數位創意競賽以及新

生生涯探索活動，可增進學

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以提

升對學校以及自我認同 

3. 專一新生 (Ucan)施測結果

可引導學生確立未來職涯

發展方向，規劃職涯進路，

並依據探索與診斷結果，擬

定職能養成計劃，以強化學

生對自我之瞭解，探索個人

歷經不同時期的自我變

1. 第一哩計畫：依據各科新生主要來源學校，辦理國中生蒞

校參訪體驗；透過與國中端師長接洽，安排學生參觀學

校、認識五專學制及配合學生需要之專業領域設計體驗活

動，讓學生儘早接觸未來學習環境。 

2. 第一哩計畫 -增進新生了解學校科系特色：以學校及各科

特色為主軸，規劃辦理學生競賽活動，由參賽隊伍自選「辦

學理念」、「學校教育目標」及「科系特色」等主題，透過

各種工具與軟體進行平面與影像數位創作，增進學生了解

學校科系特色 

3. 第一哩計畫 - 新生生涯探索：藉由工作坊方式協助成員

探索個人特質、生涯價值觀、興趣類型，增進自我了解。

助學生肯定自我能力，對生涯職業進行想像與自我評估。

4. 針對專一新生進行「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

施測，引導學生確立未來職涯發展方向，規劃職涯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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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更能接納自我，促使

學生掌握影響未來發展的

各種情境，做好生涯規劃的

準備強化其就業力指標。 

並依據探索與診斷結果，擬定職能養成計劃。101 年度新

生共辦理 22場次。參與達成率為 93.05%。 

 

B2：提升學習效能 

1.執行多元管道預警制度，藉此

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增強學習

信心 

2.辦理學習預警，以降低扣考及

曠課勒退之比例。 

3.藉由學習檔案之建立，協助學

生看到自己的多面性，並肯定

自身能力，鼓勵同學有計劃地

規劃五專生活，有系統地整理

個人學習歷程，充實個人學習

檔案。 

4. 護理科與健休科辦理技術實

務能力精熟練習。 

1. 本年度全校所有補救教學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823人，成績

進步學生人數共計 765 名，各科平均成績改善率為

79.8%，平均滿意度為 88.6%，成績改善率及滿意度皆達

到預期之成效。 

2. 由各科學生與教師的質性回饋可知，補救教學課程之實

施，有助提高學生學習意願與學習信心，並增進專業學識

與技能。全人中心通識科目的補救教學，可協助學生順利

達成各項能力指標及畢業門檻。 

3. 落實多元管道成績預警制度，100學年度全校期中考不及

格學分數達 1/2（含）以上學生共計 356 人，經老師輔導

後學期成績改善者共計 298 人，成績預警改善達成率達

83.7％。 

4. 落實科目預警與落實低成就科目輔導機制，100學年度不

及格人數達 1/3以上科目之低成就學生經授課教師輔導或

補救教學後，上下學期期中考人數達 1/3 不及格科目預警

成效改善分別為 62.04%與 62.53％，扣考比例由 2.43％降

為 1.76％，有助降低學生修習科目扣考的人數。 

5. 100學年度第一學期與第二學期全校辦理休退學人數分別

為 5.8％與 3.6％，顯示持續辦理多元管道預警機制，有助

降低學生曠課勒退之比例。 

6. 辦理 2 場「101 學年度學習歷程檔案建置說明會」，新生

及全校同學學習歷程檔案建置率均達 80%。 

7. 全校各班於導師生活動分享優良學習歷程檔案成果發表

達 80%。 

8. 全校各班完成優良學習歷程檔案分享成果報告達 80%。

9. 辦理 1場「101學年度學習歷程檔案建置競賽」。 

10. 護理科精熟技術學習課程包含修習基本護理學實驗、內外

科護理學實驗、體檢查與評估實驗以及產兒科護理學實驗

等之前會有較多學期成績不及格同學的科目。修習精熟學

習計畫之學生，期末總成績及格人數維持 90％以上。 

11. 實習前技術能力鑑定及格之學生人數，可達 97％以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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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鑑定考試，提升實習成效。 

12. 健休科學生參與飯店服務英語培訓達 40 人次，通過飯店

主管測試為 80﹪以上。 

B3：強化就業啟航 

1. 「角色典範」活動藉由邀

請專家經驗分享，在校生

學習其專業中的角色典

範，對於專業產生認同

感，進而規劃自身的職涯

發展。 

2. 透過專題實作，自我檢視

個人之學習歷程與技巧，

讓學生建立生涯願景，同

時對未來工作或是實習的

場所有更深的認識。 

1. 各科辦理「角色典範」活動，邀請校外專家與業界專家，

針對學生之生涯規劃、就業市場自我定位與專業職能之需

求以及繼續升學之管道與相關規定等主題內容進行演講。

2. 各專業學科辦理業界企業參訪活動，達成課程與實務接

軌。 

3. 各科辦理「專題成果展現」，由各科學生針對實習或課程

進行專題製作，並由指導老師指導專題撰寫，後由各科舉

行專題成果發表會。 

 

B4：畢業生能力指標學習成效調 

經由畢業生、雇主滿意度調查

分析結果，可作為課程規劃及

教師教學改進之重要參考準

據，並協助發展符合各科專業

核心能力之本位課程設置，並

檢討各年級學生科教育目標之

學習階層能力，期能符合學產

業界所需之專業能力。 

1. 各專業學科完成 100 學年度雇主滿意度調查與畢業生流

向調查。 

2. 在課程規劃方面，已將畢業生及雇主問卷調查之結果回饋

作為課程規劃及設計改進之依據，並協助發展各科本位課

程設置。 

3. 配合畢業生之資料庫建置，各科定期舉辦畢業校友回娘

家、耕莘講座、特色典範等與校友有關之職涯經驗分享活

動，以幫助在校學生進行職涯進路之規劃。 

B5：提升語文能力 

1. 國語文能力相關活動加強學

生基礎語文能力，以養成學生

多聽、多講、多參與的習慣，

並增進學生文字書寫、口語表

達、思辨論說、創造思考能力。 

2.辦理英語競賽，強化英語學習

動機，提升對英語使用的適切

性，營造友善英語的校園。 

 

1. 耕莘藝文獎共有 112件作品參賽。得獎作品，刊登於耕莘

藝文刊物中，達到相互觀摩，提升學校閱讀與愛好藝文之

風氣。 

2. 國語文演講比賽，全校共 28 人參賽。演講題目緊扣現今

社會所面臨的重要議題，如：環保、法治、多元文化等社

會議題，請學生闡論一己之見，以培養學生關注社會議題

的習慣，拓展識見，進而增進思辨及口語表達能力。 

3. 國語文能力會考全校五專二年級共 875 人參加會考。施

測內容涵蓋國文課程以及成語、字音字形辨識、閱讀等基

礎國語文能力測驗，藉由會考強化學生學習成效，加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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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能力，評量學生學習成效。 

4. 英語經典名句比賽參與學生共計 50 人，母親節英語海報

競賽參與學生共計 50 人，英文歌曲比賽兩校區參與人數

共計 100人。 

5. 與外師午餐英文參與學生共計 126位。學生回饋的滿意度

平均 4.65分。 

6. 耕莘英語月報至 12 月底共計 5 刊，參與編輯的學生共計

11位。 

B6：培育敬天愛人之生命素養 

為落實「敬天愛人」校訓理念，

從班級和社團開始，藉由團體

中認識他人眼中的自我，增加

自我認同與自信的建立，在參

與服務的過程中加深同理心，

並強化溝通技巧，進而影響其

他同學，達到正確的人格形

塑，培養以正向面對情緒壓

力，找到適合自己的舒壓方

式，且讓學生認識相關心理疾

病，學習相關照護與同理心，

並吸引學生認識天主教教育理

念，以達提升校園端正品格之

風氣。 

1. 全人中心共辦理「心靈小天使─強化輔導股長知能計畫」、

「節制與尊重」男性情感教育(全人教育中心)、「我的向心

力」─認識情緒影響力與排解團體課程、「耕莘敬天愛人之

音」-午間音樂廣播欣賞、「Empower 為主發聲」-搖滾聖

樂團、體驗學習─耕莘品格教育體驗活動等六項活動。 

2. 幼保科辦理傳師典禮，五專四年級全數學生參與典禮及完

成宣誓儀式。透過典禮，強化實習學生成為幼教專業人員

之信念與使命感，並增進觀禮低年級學生積極的學習動機

與態度。 

3. 總務處辦理營造校園敬天愛人氛圍─環境教育建構計畫，

藉由耕莘樓說明牌使同學了解本校建校理念，學校環境，

並強化學生內在人格形塑以及加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

分項計畫 C：建構實務課程 

C1：落實本位課程 

透過本位課程教學評值回饋分

析結果，可作為課程規劃及教

師教學改進之重要參考準則，

以期設計出以實務為導向的

課程。藉由召開校課程委員

會，廣納產學界專家意見，各

專業類科透過學業界專家座

談，不斷回饋檢視科內修業課

程之規劃以符合教育目摽與未

來業界之所需。 

1. 推動各科本位課程發展作業流程，進行特色發展。 

2. 定期召開校課程委員會，聘請校外專家參與課程檢核。

3. 進行課程發展最後改進階段，檢視教學與課程目標相符

性、課程目標與工作相符性及學習成效與課程改進，由各

科雇主及近 3 年畢業生滿意度調查報告、證照通過率及畢

業生動態調查，檢視各科課程異動。 

4. 資訊管理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理科即將有畢業生，協助其

擬訂雇主及畢業生滿意度調查表並進行專家信效度調查。

5. 101學年度各科學分表教務處於校課程委員會召開前送校

外專家審查，並邀請各領域專家與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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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理本位課程五階段教師深度研習，以提升教師課程規劃

與設計的能力。 

C2：強化實習教學成效 

1. 舉辦實習研習與經驗分享

會、廠商來校座談宣導等強

化課室與實習教學的整合

性與銜接性。 

2. 校外職場專家演講及業界
專家之協同授課，讓學生瞭

解產業趨勢、實務面需求及

未來發展方向，亦增進教師

對國內產業環境實務上的

認知，提升教師與實務結合

之實務能力，使有利於教師

將理論落實於實務面。 

3. 藉由業界參訪活動的舉

行，讓學生實際地深入瞭解

職場特性，使學生得以檢證

其在校期間所學。 

4. 耕莘講座提供給即將就業

的高年級學生業界相關訊

息，提升學生進入職場前之

相關產業知識與能力，並且

能真正了解設計業界之實

際狀況，增進學生向成功人

士學習之正向能量以及增

強學生提早規劃職場方

向，以利學生畢業後進入職

場。 

1. 各科辦理實習單位經驗分享討論歷屆學生實習狀況，做為

未來學生實習前準備之參考。 

2. 邀請實習單位主管討論學生實習情況，並依業界提供建議

修正本科教學內容與課程，以符合業界所需。 

3. 各科辦理業界協同教學，邀請業界主管專家到校進行實務

經驗分享與研習，讓學生提早接觸業界工作實務經驗。

4. 各科辦理職場體驗，藉由學生校外實際參訪企業(或實務

單位)，讓學生提早認識業界工作實務情況，並藉由此活

動拓展學生實習場域。 

5. 各科辦理耕莘講座，邀請校外專家針對業界實務工作進行

分享討論。 

 

C3：建構能力指標之教學評量 

落實能力指標於課程教學，讓

教學更有實質意義，提升教學

品質，透過教學評量納入能力

指標，有助協助教師改進教學。 

 

1. 依本校教學評量實施辦法（民國 99 年 9月 27日），於期

末考試前進行施測，並將教學回饋量表結果應提供給任課

教師及所屬教學單位主管，作為教師教學改進、課程調

整、教學獎勵與輔導、教師評鑑及升等之參考。 

2. 教師教學滿意度結果居於評點 3.5以下課程之專任教師，

予經由科主任懇談後，得指定相關教師提供教學諮詢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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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改進。 

3. 舉辦教師課程評量深度研習，邀請輔仁大學企管系楊百川

教授與輔大教資中心林梅琴教授等校外專家，針對全校各

科之課程規劃相關指標舉辦三階段課程評量深度研習，內

容含括確認校教育目標及各科科教育目標與科能力指

標、課程設計及有效評量以及發展教學品質檢核方式，協

助提升教師擬定課程評量，並達到突顯各專業領域特性並

呼應能力指標，包括全校性共同研習、教師提出所授課程

之具體評量內涵及校外專家依各專業領域分科座談討

論，以達實質成效。 

C4：通過實務證照 

持續推動「三照一證」制度，

辦理考取職涯相關證照課程及

實習演練等方式，依據學生能

力高低，檢討改進教學措施，

有計畫地進行國考或其他專業

證照考試課程規劃，學科與術

科並重，奠定學生基礎與專業

能力，強化其學習成效，以能

夠在畢業前取得相關專業證照

或在畢業後具有能力取得證照

為目標。 

 

1. 各專業學科依據科特色與科課程目標，輔導學生考取專業

證照。 

2. 護理科學生參加國家考試考取護士執照的共 62 名，護理

師執照共 71名，通過率分別為 72.09%及 72.45%。 

3. 妝管科化學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46 人參與證照輔導，

考取 43張證照，考取率為 94%。 

4. 妝管科美容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100人參與證照輔導，

考取 100張證照，考取率為 100%，達預期目標九成以上。

5. 妝管科美容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34 人參與證照輔導，

考取 24張證照，考取率為 71%。 

6. 妝管科女子美髮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58 人參與證照輔

導，考取 58張證照，考取率為 100%。 

7. 健休科中餐烹調(葷)丙級證照班，共 94位學生參加中餐烹

調(葷)丙級考試，共有 77 位學生考取證照，考取率達

81.9%。 

8. 健休科共有 43 位學生參與烘焙輔導班，報考烘焙麵包丙

級檢定 37人考取，通過率達 86%。 

9. 數媒科 TQC Photoshop考照人數 26人，通過證照為 22張，

通過率達 85%。 

10. 數媒科 TQC Flash考照人數 14人，通過證照為 5張，通

過率達 36%。 

11. 國際認證(電腦資訊類)證照輔導班，共計 477人次參加考

試，249人次通過檢定資格，通過率 52.20%。 

12. 美保科美容丙級學生考取證照 49張，通過率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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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保科女子美髮丙級學生考取證照 82張，通過率 85.4%。

14. 寒暑假多益證照加強班參與人數為 520 人 夜間加強班參

加人數為 350人（新店 150人，宜蘭校區 200人），今年

證照通過人數為 207 張較去年 145張成長 42％。 

分項計畫 D：提升教學品管 

D1：落實教師評鑑計畫 

審視教師評鑑制度，落實辦理

教師評鑑制度，訂定各項考核

量化指標，以利教師進行自我

評鑑，並落實推動輔導機制及

教師評鑑救濟途徑。 

 

1. 辦理 1場「教師評鑑改進專家諮詢會議」。 

2. 召開 2場評鑑小組會議，進行評鑑制度說明與審議，參與

教師滿意度達 4.2(五分量表)。 

3. 本校教學單位之科(中心)務會議中共辦理 8場教師評鑑說

明與實例經驗分享，各科中心教師參與率達 85％。 

4. 100學年度接受教師評鑑人數共計 109名，接受評鑑率達

100%。 

5. 100 學年度各類型教師評鑑人數依序為：教學型 62 名

(56.8%)，服務型 24名(22%)，研究型 23名(21.1%)。 

6. 100學年度教師評鑑評定等級為乙等以上達 88.9%。 

D2：E-Campus-整合校園教學資源 

整合式本校各教學資源系統、

學習平台等，提供全校師生單

一入口，建置完善之數位學習

環境。 

1. 整合本校現有教學系統及數位學習平台，並由資訊組提供

技術協助。 

2. 辦理教育訓練，將平台介紹給全校教師以取得政策推行的

支持與配合。 

D3：打造行動學習環境 

1. 電子書已是數位學習的發

展重點之一，建置電子書閱

讀區以及電子書整合查詢

專屬平台，可多方推廣電子

書的利用，也透過建置專屬

網站、電子書整合查詢平

台、主題瀏覽等加值服務，

提高電子書使用的可及性

及便利性。提昇本校行動閱

讀的風氣。 

2. 為讓課程與實務接軌，強化

1-(1). 館藏購置中文書為主，從徵集書單、制定主題比重、書

目勾選彙整、複本管控，以典藏優質的書籍。 

1-(2). 採購 15台 I-PAD提供雙校區讀者，設置電子書閱讀區，

並建立圖書館電子書使用平台。 

1-(3). 於兩校區圖書館設置電子書體驗專區，開放讀者利用，

達到資源整合、共享、各領域均衡發展等效益。 

1-(4). 透過上線使用及使用統計分析，多元管道進行推廣行

銷，擴增電子書的使用普及性。 

2-(1). 了解業界對於學生實習的要求及注意事項等。 

2-(2). 完成 101學年學分表之課程規劃與模組學分表配置。 

2-(3). 調整實習學分之分配與進行方式。 



 

  128

學生實務專業技能，建置健

休科實習旅館，提供學生實

務訓練環境與場域。 

2-(4). 藉由業界的實務經驗共同討論及調整學生專業能力之培

養。 

2-(5). 分別於 101 年 5月 7日本位課程會議邀請業界專家 3人

次(尚海旅行社-雷莀洲總經理、麥斯特國際旅行社-董欣

如、蘭城晶英酒店人資部-李季蓁經理)；學界專定 1位真

理大學餐飲管理系-柯榮貴助理教授，共四位學業專家參

與。 

2-(6). 分別於 101 年 08 月 03 日本位課程會議邀請業界專家 3

人次(礁溪冠翔世紀酒店-蘇文堅副總經理、礁溪老爺大酒

店-王中瑞級理、城翔國際旅行社-應福民；學界專定 1位

宜蘭大學食品學系-黃俊儒教授，共四位學業專家參與。

2-(7). 本學期共與學生開會 5 次，討論有關寒暑假本科學生實

習內容及規劃。 

D4：充實教學資源 

有效整合運用校內的教學資

源，提升「教與學」環境品質，

學習管理及學習活動能協同運

作，有助於數位化校園概念的

落實，教師提供多元數位教

材，俾利學生學習，提升學生

學習活動的成效，同時將學習

由實體延伸至虛擬，以建立新

教學體系 

1. 建置學生資訊佈告欄與電子看板，讓教學單位有效傳達活

動訊息，減少紙本作業，並提升活動與教學資訊的能見

度，以促進學生活動參與意願，並定期播放教學及活動成

果展示影片，有助提高學習興趣，以達學習交流與傳承之

效果。 

2. 增設宜蘭校區視聽大講堂，透過大型場地舉辦理各項活

動，有效提升學生生活、人文及學習素養，並提高情境教

學環境品質，使各科教學方式更多元化，加強學生能力培

養，增加學生實作體驗機會，有效提升學習品質。 

3. 完成建置實習旅行社以及實習旅館包含 8 間實習旅館房

間，提供學生完善的學習環境。 

4. 逐年建置與更新 E化資訊講桌，報修紀錄從 99學年度 52

件至 101 學年建置完畢已降至 22 件，明顯降低教學資訊

設備故障率，各項設備上課期間使用率達九成以上。 

5. Ｅ化設備滿意度抽樣調查顯示，約 7成學生對教學資訊設

備建置感到滿意，並認為多媒體教學方式較一般傳統式教

學好，有效提供優質教學環境之目的。 

6. 視聽大講堂增設後已舉辦多場學生活動，包括志願服務特

殊課程、新生祈福禮、台灣表演家劇團相聲表演等，人數

最多達 450人。 

7. 兩校區電子看板公告校內外課程活動、研習、比賽、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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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導等資訊至 11月底共計 105則以上。 

D5：強固校友聯繫 

鞏固整合校友資源，加強校友

會之聯繫與服務事宜，校友刊

物或電子報之編輯事宜，及協

助辦理校友相關活動 

1. 辦理第 4 屆第 1 次校友大會暨理監事會議計有 55 人與

會，第 2 次計有 13 人次，討論有關校友會運作及選舉理

事長。 

2. 辦理第 4屆及第 7屆校友回娘家活動，共計 70人。並提

供提供課程雙向溝通及建議、職場經驗分享。 

3. 已完成 90-100 學年度校友資料庫建立及更新，便於連絡

校友。 

4. 製作 1份電子報，提供校友得知學校最新相關資訊。 

5. 透過 FB社群網站與校友做為雙向連絡平台。 

請簡述未達成之項目及未達成之原因為何(無則免) 

無 

二、行政配合(以本部核定公文日期為準) 

本部撥款時間 

101 年 2月 24日 

101 年 10月 11日 

101 年 11月 22日 

經費完成核結時間 101 年 12月 10日

期末報告備查時間 101 年 12月 10日   

三、預算執行(經常門、資本門於經費收支結算表分列執行結果) 

本部核定補助金額 13,000,000 已核銷金額 13,000,000 執行率 100% 

學校實際配合款 2,678,080 已核銷金額 2,772,638 執行率 103.53%

計畫總金額 15,678,080 已核銷金額 15,772,638 執行率 100.6%

四、計畫成果自評 

具體成果或貢獻 

1. 辦理教師評鑑 

(1) 辦理「教師評鑑改進專家諮詢會議」以及 2場評鑑小組會議，對

全校教師進行評鑑制度說明與審議，參與教師滿意度達 4.2(五分量

表)。 

(2) 100學年度接受教師評鑑人數共計 109名，接受評鑑率達 100%。

2.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單位功能，協助教師改善教學方法、提升教

學成效。 

(1) 教學知能 

a.辦理全校性教學研習會、教學策略工作坊、特色課程課室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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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學歷程檔案分享觀摩會等。 

(2) 教學媒體 

a.辦理 IRS即時反饋系統暨無線手寫系統教育訓練活動、數位課程

研習會等。 

(3)落實教師輔導 

a.新進教師傳承制度，辦理 6 場新進教師傳承暨教學評量不佳輔導

知能研習。 

b.教學優良教師選拔，建立教學典範：100學年度 4位教學優良教師

獲獎。 

c.教學專業社群，101 年度共有 10個教學成效成長社群設立，並辦

理專業社群成果公開發表會。 

3. 強化學生輔導 

(2) 落實多元管道成績預警制度，100學年度全校期中考不及格學分

數達 1/2（含）以上學生共計 356人，經老師輔導後學期成績改

善者共計 298人，成績預警改善達成率達 83.7％。 

(2)度全校所有補救教學課程參與學生共計 823 人，成績進步學生

人數共計 765 名，各科平均成績改善率為 79.8%，平均滿意度

為 88.6%，成績改善率及滿意度皆達到預期之成效。 

(3)成就科目輔導機制，100學年度不及格人數達 1/3以上科目之低

成就學生經授課教師輔導或補救教學後，上下學期期中考人數

達 1/3 不及格科目預警成效改善分別為 62.04%與 62.53％，扣考

比例由 2.43％降為 1.76％，有助降低學生修習科目扣考的人數。

4. 學生專業證照取得 

(1).101 年度應屆畢業生護理師通過率為 73.64%，高於全國通過

率(41.48%)。 

(2).各科專業證照通過率除數媒科 TQC證照外，其餘科系通過率

均有 8成以上，國際認證通過率亦達 52.2%，101 年各類取得

證照明細如下表所示： 

科別 類別 張數 通過率(%) 

化學丙級 43 94 

美容丙級 100 100 

美容乙級 24 71 
妝管科 

美髮丙級 58 100 

美容丙級 49 87.5 
美保科 

美髮丙級 82 85.4 



 

  131

中餐丙級 77 81.9 
健休科 

烘培丙級 37 86 

 TQC shop 22 85 
數媒科 

TQC Flash 5 36 

全校(不分科系)
國際認證 

(電腦資訊類) 
249 52.2 

5. 落實實習制度 

  全校 7個科別每一個科別皆規劃至少 12學分連續半年實習，提升 

  學生實務能力。目前除數媒科預計於 102 年 2月開始進行實習，所

  有科系之高年級生均已進行每人 864小時之校外實習。 

6. 因應學生實習，各科辦理實習前學生座談會、實習前能力鑑定考試  

等，提昇實習成效。 

7. 針對專一新生進行「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UCAN)」施測，引

導學生確立未來職涯發展方向，規劃職涯進路，並依據探索與診斷結

果，擬定職能養成計劃。101 年度新生共辦理 22 場次。參與達成率

為 93.05%。 

8. 完成建置實習旅行社以及實習旅館包含 8 間實習旅館房間，提供學

生完善的學習環境。 

9. 增設宜蘭校區視聽大講堂，透過大型場地舉辦理各項活動，有效提

升學生生活、人文及學習素養，並提高情境教學環境品質，使各科教

學方式更多元化，加強學生能力培養，增加學生實作體驗機會，有效

提升學習品質。 

10.逐年建置與更新 E 化資訊講桌，報修紀錄從 99 學年度 52 件至 101

學年建置完畢已降至 22件，明顯降低教學資訊設備故障率，各項設

備上課期間使用率達九成以上。 

計畫執行遭遇困難 

為確保計畫執行進度與成效，本校於執行期間均持續進行管控機制，

並於執行期限內執行完畢。經費核銷最常面臨的困難是在資本門方

面，本校確實秉持相關經費核銷原則，資本門採購均按照標準流程，

依法規進行公開招標，但呈報計畫時（前一年 11月）的物品報價，與

正式執行時的採購價格，時間上有落差，尤其是資訊類的產品，故常

見有結餘款項，必須報部進行變更。 

可改善之處 
之後將會就資本門設置的進度往前，以能有時間處理結餘款項，落實計

劃的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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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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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簽章)：                                         日期： 

 

校      長     (簽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