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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基本資料表 

總計畫名稱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
造力計畫(Ⅳ) 

總計畫編號 台技(四)字第0990017560-A號 執行單位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姓名 楊克平 姓名 董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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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ctcn.edu.tw 

計

畫

聯

絡

人

E-mail tung0513@ctcn.edu.tw 

經常門 ＄5,200,000 經常門 ＄5,200,000 

資本門 ＄7,800,000 資本門 ＄7,800,000 

全程計畫 
核定補助 
經費 
（元） 

合計 ＄13,000,000 

本年度 

核定補助 

經費 

（元） 

合計 ＄13,000,000 

全程計畫學校配合款

（元） 
＄4,904,694 

本年度學校配合款 

（元） 
＄4,904,694 

計畫序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職稱 服務單位 

總計畫 0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

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

(Ⅳ) 

楊克平 校長 護理科 

分項計畫

1 
提升系科教學品質計畫 林淑玟

副教授 
兼教務主任 

護理科 

分項計畫

2 
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進修

成長計畫 董立夫
副教授 

兼研發處主任 
全人教育中

心 

分項計畫

3 
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

計畫 
林志弘

講師 
兼資圖中心主

任 
資訊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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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計畫中文摘要 
關建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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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在於輔導專科學校發展學校教學品質之健全管理機制，培養理論

與實務並重之人才。本校在既有的發展基礎及規模之上，依此政策目標，逐年

規劃學校整體教學發展計畫，以期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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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校提出「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

(Ⅳ)」，除延續歷年計畫成果，更在提升系科教學品質、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

進修成長以及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等三方面上力求改進與實踐。 

一、在提升系科教學品質方面： 

以延續歷年成果，持續發展科本位課程及提升教學環境改善為要項，用以

提升教學品質，形塑教學特色。在「教學環境改善」方面，發展重點在於

全校性的 E化儀器設備添購及護理科教學設備的建置。 

二、在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進修成長方面：以提升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和提升

教師進修成長計畫為加強重點，藉以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競爭力。 

三、在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方面： 

以提升教師教學創意與多元創造力啟發實施計畫及提升學生創意計畫為要

項，藉由內化知識的轉換及競賽過程的刺激，期望激發更多教與學上的不

同創新思維。同時未來將嘗試將競賽活動制度化，形成學校教學發展的特

色。 

本年度總體計畫名稱為「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

(Ⅳ)」，以三個分項計畫為主軸，各自以兩個計畫重點為範疇，提出 30項子計
畫為支幹，作為總體計畫之架構。如下表所示： 
總 體 計 畫分 項 計 畫子 計 畫 重 點

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提升系科教學品質 

提升教學環境改善計畫 
提升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畫 

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進修成長 
提升教師進修成長計畫 
提升教師教學創意與多元創造力

啟發實施計畫 

提升整體教學

品質暨師生實

務能力與創造

力計畫 
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 

提升學生創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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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計畫英文摘要 

(Keywords: holistic teaching 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curriculum) 
 

The project(2010) was a part of long-term policy-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ME), executed by Cardinal Tien College of Healthcare and 

Management(CTCHM). According to the 2006 provisional curriculum outline issued 

by ME 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CTCHM developed the school-based 

standard curriculum by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it also focused on increasing the 

potential about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By the above 

measures, CTCHM hope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teaching quality. From 2006 to 2010, 

by annual application, CTCHM has gotten 5 years subvention. 

The projec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ubprojects, every subproject has two micro-

stresses. The first micro-stress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standard curriculum and how to elevate the academia. The second on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 to increas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actical potential, its main focus is on the students’ certificate. The last on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activities how to cultivat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nova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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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計劃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以下將依各分項計畫執行情形，分門別類臚列本年度執行成果如下： 

(一)設置教學設備，以供課程使用，提升教學便利性及教學品質，總計完成下
列事項： 
1.已建置完成護理學習中心一間，提供護理科學生更充足練習資源。 

2.強化一般教室及視聽教室多媒體功能，本年度學校共增購 29 組資訊講

桌，提供師生完備之 E化教學影音環境，促使教師教學策略多元化。 

3.各科專業教學設備建置以貼近職場為發展方向，目前全校專業教室共建

置 50 間(新店校區 31 間、宜蘭校區 19 間)；其中護理科、幼保科、資

管科、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及健康休閒管理科皆具有勞委會丙級(含)以

上合格的術科檢定考場。 

(二)持續發展系科本位課程，聘任外部專家學者，精進課程內容，塑造系科特

色，總計完成下列事項： 

1.護理科： 

99 學年度聘任 2 位學界及 6 位業界諮詢委員，協助檢核本位課程及模組

相關課程內容。共開四次本位課程改革小組會議，其針對模組課程名稱

做更改、模組開課時間點改為一致性、針對模組內課程統一各為四科課

程、針對學校區域性新增模組及其相關課程、新增模組概念圖、新增模

組指標及新增一門選修課程課程模組由 3 個刪減為 2 個。進行線上學生

自我評值與教學評值、在校學生實習壓力評值、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狀況

調查、應屆畢業生滿意度調查、雇主對護理科畢業生專業能力及服務表

現調查。 

2.幼兒保育科： 

聘任 11 人次校外專家學者及校友擔任課程諮詢委員，蒐集 145 位畢業生

動態調查資料，召開 13 次課程會議，了解課程發展之優缺點，有利後續

課程檢討及修改，以符合產業專才之需求，提供學生未來就業出路之修

課建議。 

3.資訊管理科： 

聘任 10 位專家學者參與課程發展委員會，原「資訊整合應用之能力」修

正為「套裝軟體應用之能力」。 

4.健康休閒管理科： 

聘任 11 人次校外專家學協助本科，討論三大模組專業必修學分數、本科

學生專業能力指標、本科學生赴業界實務成長之規劃與檢討等事項。 

5.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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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場講座，聘任 11 位諮詢委員，檢視科教育目標，釐清本科畢業生

可從事之工作，拉近校園與職場之間的落差，使學生進入職場時可銜接

業界工作，並提升學生競爭力。 

6.美容保健科: 

聘任 6 人次學、業界專家，諮詢、社會產業趨勢與校友業者建議之執

行，進入美容保健科課程雙迴圈機制並陸續在 98 學年度五年制課程學分

表做出課程修訂。 

(三)教師實務能力： 

1. 全校專任教師每年至少進行 16 小時實務成長，護理科依科務發展與教
師需求每年需進行 80 小時臨床實務成長，執行完畢後繳交成果報告並

將相關成果融入課室教學中。 

2. 97 學年度及 98 學年度專任教師完成實務成長人數如下表： 

科別 
97 學年度參與

人次 

98 學年度參與

人次 

護理科 27 48 

幼保科 6 5 

妝管科 6 7 

資管科 4 3 

健休科 2 14 

美保科 5 7 

數媒科 0 3 

全人教育中心 19 21 

總計 69 108 

3. 99 年 11 月 13 日完成實務成長發表會，全體教師須準備 10 分簡報，當
日隨機抽出 10 位教師上台發表，此研討會滿意度 4.4 分（滿分為

5.0）。 

(四)學生證照與實務能力提升： 

1.全國證照通過數： 

 

科別 證照名稱 
報考 

人數 
張數 通過率 備註 

護士 268 213 83.54% 
護理科 

護理師 288 214 79.95% 

幼兒保育科 保母丙級 16 10 62.5% 

女子美容丙級 60 57 95% 

女子美容乙級 35 19 54%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科 

女子美髮丙級 52 52 100% 

全國護士

及格率

50.02%，

護理師及

格率

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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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證照名稱 
報考 

人數 
張數 通過率 備註 

化學丙級 42 40 95% 

女子美髮丙級 112 107 96% 
美容保健科 

女子美容丙級 112 73 65%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 551 290 52% 

會計事務丙級 40 14 35% 

電腦硬體裝修丙級 40 22 55% 
資訊管理科 

TQC 專業級證照 133 98 74% 

健康休閒管理

科 
中餐烹調丙級 84 56 66% 

G-TELP 4 111 29 27% 

G-TELP 3 1 1 100% 

TOEIC 2 2 100% 

全民英檢初級 25 11 44% 

英檢測驗 

TOEIC BRIDGE 34 31 91% 

 

2.精熟學習課程通過數： 

 

課程 參與人數 成績及格 通過率 

453 442 97.57% 
基本護理學實驗 

448 406 90.6% 

身體檢查與評估學實驗 314 278 88.5%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311 291 93.56% 

護理技術能力鑑定考試 281 270 96% 

51（學生） 32 64.7% 
ACLS 證照 

22（教師） 22 100% 

BLSI 證照 17（教師） 17 100% 

 

 

(五)師生創意及競賽結果: 

1.全國創意說故事競賽─「故事饗宴」：17 所學校 65 人次參賽，觀摩人

數 208 人次。 

2.全國指甲彩繪技藝競賽：本校獲大專組冠軍。 

3.資訊管理科學生「機器人創意設計」創意計畫，參與學生皆設計出具創

意的機器人，並提升其專題製作能力與學習興趣。 



 7

4.創意莘髮妝競賽學生將所學，結合自已的創意巧思，將宜蘭在地的風俗

民俗、人文藝術表現在所學領域，藉以展現學生創意思考與專業知能的

應用。 

5.妝管科 541 班洪佳瑩同學，參加 2010 全國婚訂文化第一屆首長盃彩妝大

賽,榮獲新娘晚宴學生組－第 6名 

6.妝管科 541 班張尹瑄同學，參加 2010 全國婚訂文化第一屆首長盃彩妝大

賽，榮獲新娘晚宴學生組－第 4名。 

7.妝管科 541 班鄧芷筠、陳韋螢同學，參加 2010 全國婚訂文化第一屆首長

盃彩妝大賽,榮獲新娘晚宴學生組－佳作。 

8.健康休閒管理科學生參加醒吾技術學院舉辦之「發現台灣之美-2010 創

意旅遊行程設計」比賽，分別獲得第二、三名、最佳創意獎、佳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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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度計畫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project’s outcomes are classified following by three type: 

1.The standard curriculum: all the departments of CTCHM have established its own 

standard curriculum, and also construct the necessary apparatus. 

2.The practical potential: all of the departm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joined the 

subproject, getting the licenses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practice. 

3.Innovative-fostering activity: holded one nation-wide contest, and two campus 

contests, executed one learning project out of the camp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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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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Ⅲ)」延續前
兩年度之發展架構，以三個分項計畫為主軸，每個分項計畫又各別分為兩

個計畫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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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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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

畫(Ⅳ)」，三個分項計畫名稱分為： 

1.分項計畫一：提升系科教學品質計畫 

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 

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Ⅲ) 

提升系科 

教學品質 

提升師生實務能力

及進修成長 

提升學校師生 

創造力教育 

科
本
位
課
程
發
展
計
畫 

多
元
創
造
力
啟
發
實
施
計
畫 

提
升
教
師
教
學
創
意
與

提
升
教
學
環
境
改
善
計
畫 

提
升
學
生
證
照
及
實
務
能
力
計
劃 

提
升
教
師
進
修
成
長
計
畫 

提
升
學
生
創
意
計
畫 

圖一、計畫架構圖 

總體計劃 

分項計劃 

計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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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設科本位課程的開展，全人教育中心校本位課程的建構，並檢討與
發展現有校內各科本位課程發展機制。 

(2)辦理全校性有關課程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教學資源設備、實
作實務等之改進或創新計畫。 

2.分項計畫二：提升師生實務能力與進修成長計畫 

(1)辦理專任教師從事與其教學實務能力成長，及取得相關領域專業證照
等相關實務研習及進修等活動。 

(2)規劃推動專任教師與其專長有關之實務研習、專題研究、專業諮詢等
之產學交流活動。 

(3)強化本校教師教學發展機制之運作與功能。 

(4)結合區域或相關產業共同規劃課程，協助學生至產（企）業界實習，
強化學生之實務經驗，並鼓勵學生取得證照。 

3.分項計畫三：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計畫 

(1)推動營造創意校園，規劃辦理激發教師創意之行動研究能量與教學創
新能力，及鼓勵學生創意之行動及學習結合創新實驗製作等活動。 

(2)推動創造力教育，辦理全國性專科學校學生競賽，以彰顯技職教育特
色。 

(三)各項子計畫名稱與分工 

本計畫係由本校校長楊克平擔任計畫總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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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項分項計畫，30項子計晝，詳細計畫名稱及主持人如下
表所示： 
序 號 執 行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計畫主持人 
總計畫：提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 )Ⅳ  楊克平 

校長 
分項計畫(一)－提昇系科教學品質計畫 林淑玟 

主任 
1 護理科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王美業 

主任 
2 幼兒保育科 幼兒保育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林慧文 

主任 
3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科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陳怡佳 
主任 

4 資訊管理科 資訊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吳銘泓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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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執 行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計畫主持人 
5 健康休閒管

理科 
健康休閒管理科提昇本位課程與教學特色發
展計畫 

鄭仕一 
主任 

6 美容保健科 美容保健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洪文綺 
主任 

7 數位媒體設
計科 數位媒體設計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賴玉墀 

主任 
8 教務處 提升教學環境改善計畫(教務處) 林淑玟 

主任 
9 學務處 六莘全人計畫 劉薏蓉 

主任 
10 護理科 護理科護理技能學習中心建構計畫 王美業 

主任 
分項計畫(二)－提昇師生實務能力及進修成長計畫 董立夫 

主任 
1 護理科 提升護理科教師專業實務能力進修方案 王美業 

主任 
2 護理科 提升護理科學生實務精熟計畫 王美業 

主任 
3 護理科 提升護理科學生畢業班考照輔導計畫 王美業 

主任 
4 護理科 提升護理科師生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計畫 王美業 

主任 
5 幼保科 提升幼兒保育科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林慧文 

主任 
6 幼保科 提升學生保母證照班考照開課計畫 林慧文主

任 
7 幼保科 提升幼兒保育科學生幼教現場教保技能計畫 林慧文 

主任 
8 妝管科 提升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

力 
陳怡佳 
主任 

9 資管科 提升資訊管理科教師進修成長計畫 吳銘泓 
主任 

10 資管科 提升資訊管理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畫 吳銘泓 
主任 

11 健休科 提升健康休閒管理科師生專業實務能力計畫 鄭仕一 
主任 

12 美容保健科 提升美容保健科教師專業實務能力進修方案 洪文綺 
主任 

13 美容保健科 提升美容保健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方案 洪文綺 
主任 

14 數位媒體設
計科 提升數位媒體設計科教師專業能力計畫 賴玉墀 

主任 
15 數位媒體設

計科 
提升數位媒體設計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
畫 

賴玉墀 
主任 

16 全人中心 培養學生英文自學習慣與提升英檢證照通過
率計畫 

王玉華 
主任 

分項計畫(三)－提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計畫 林志弘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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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執 行 單 位 計 畫 名 稱 計畫主持人 
1 幼保科 全國創意說故事競賽──「故事饗宴」 林慧文 

主任 
2 化妝品應用

與管理科 「創意指甲彩繪」技藝競賽與實務成長 陳怡佳 
主任 

3 資訊管理科
提升資訊管理科學生創意計畫──「機器人創
意設計」 

吳銘泓 
主任 

４ 美容保健科
創意莘髮妝～表現宜蘭在地文化髮型與妝容
設計競賽 

洪文綺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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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管控機制 

本計畫之管理機制乃是採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和相互協調的精神，各子計畫

均有專人負責，可以直接向分項計畫主持人或研究發展處尋求相關協助與支

援，而各分項計畫主持人定期檢核計畫進度與執行情形，研究發展處負責整體

計畫之行政支援與協調工作，向總計畫主持人負責。本計畫管理運作流程如下

所示： 

  

 

 

 

 

 

 

由本校校長楊克平擔任整體計畫主持人，各分項計畫及子計畫均有專人擔

任主持人，依據計畫進度表執行。並藉由下列機制進行有效的分工與合作： 

1. 各子計畫主持人可向分項計畫主持人及研究發展處尋求行政支援與協
助，同時由於各子計畫均是由各科本身提出，由該科專人負責，亦可由

該科提供支援。 

2. 教務處提供本位課程所需之資料及相關人力的行政支援。 

3. 總務處對於各子計畫所需採購物品，進行公開招標作業，協助各子計畫
取得所需之物品，建立財產登記。 

4. 會計室對於各子計畫經費之支用提供專業意見，並對採購物品進行核銷
作業，協助最後結案報告之經費彙整工作。 

5. 研究發展處對於各分項計畫及子計畫間進行協調及檢核，彙報整體計畫
的執行情形與成效。 

分項計畫 

主持人 

總計畫 

主持人 

研究發展處 

子計畫 

主持人 

1. 子計畫主持人每週向分項計畫主持
人陳報執行情形。 

2. 分項計畫主持人就各子計畫執行情
形檢核，並協調各子計畫所需行政
支援，並每兩週於主管會議中提出
報告。 

3. 研究發展處平日負責協調各分項計
畫及子計畫所需行政支援，並每月
依據各計畫執行進度將執行成效進
行彙整，提報於每月行政會議中檢
討與改善。 

4. 總計畫主持人依據各單位陳報執行
情形進行督導與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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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成果： 

自民國 95 年度開始，教育部技職司針對專科學校辦理「提升整體教學品
質專案計畫」進行補助，業已辦理五年。在過去五年中，本校為發展學校教學

品質之健全管理機制、行動方案、系科教學品質計畫，並強化學校實務教學，

調整改進學校課程，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之人才，依據校務發展概況及政策目

標，進行長期的規劃，逐年提出計畫，接受教育部的經費補助。本校依據所獲

得經費，逐年進行整體性、持續性、累積性的規劃，其效益亦逐年遞增與擴

大。 

透過此項經費的補助，本校所達成的具體成果，除了教學軟硬體設備的逐

年建置與擴充以外，以符合教學所需，同時在整體教學品質方面亦呈現逐年成

長的景況。本次年度計畫整體成果可區分四大面向，分述如下: 
(一) 教師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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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24人；99年 19人。 

(2)辦理新進教師傳承制度座談會：98年 2場次，共計 74人次參加；99年
4場次，共計 154人次參加。 

(3)辦理特色課程同儕教學觀摩會：98學年第一學期共 8場次，共計 120人
次參加。 

(4)辦理教師實務成長計畫：98年 108人次執行計劃。本學年度教師對實務
成長實施成果總滿意度達 83％。 

(5)協助各科辦理教師實務成長觀摩會：98年 8場次；99年 8場次。 
(6)辦理教師實務成長觀摩會：98 年 1 場次，共計 100 人次參加；99 年 1
場次，共計 124人次參加。 

(7)縮短課室教學與實務差距，廣邀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本年度共計有 28
人次，24門科目進行協同教學，學生反應良好，全校平均滿意度達 88.1
％，有助提升學生專業認同及興趣，並進而增進專任教師實務教學能

力。 
(8)辦理數位教學課程：98年 1場次；99年 2場次。 
(9)授課大綱及教學計畫線上建置率 100%；數位內容(教材)網路建置 98 學
年第一學期 115門，98學年第二學期 106門。 

(10)辦理教學評量追蹤輔導：98年度 2人。 
(11)已建立教師評鑑制度：97 學年度研究型教師 16 人，教學型教師 51
人，服務型教師 26 人；98 學年度研究型教師 14 人，教學型教師 66
人，服務型教師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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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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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各科執行率 100％。 
(13)期中成績偏低科目預警制度：對於期中成績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學生不
及格科目，課務組通知各科(中心)請授課教師進行自省，並提出改善方

案，並於期末進行成效追蹤。 

(14)期末總結性教學評量，著重後續獎勵及輔導機制，於學期第 17 週前完
成，由教務處執行，採線上填答方式，為顧及課程屬性不同，問卷調

查表分為 4 種：一般課程、體育課程、實驗課程及實習課程，且內容
包含質量性提問。96 學年度之前採抽樣問卷，97 學年度起採全面施
測，教學評量以 5 級分採計，全校總平均為 3.86(SD=0.90)，屬於滿
意。98 學年度兩學期大幅提升為 4.05±0.77 及 4.34±0.75，全校填答率
皆達 94％以上，顯示近幾年教師們努力提升教學知能及實務成長已有
顯著成效。 

(15)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建立教學典範。98 學年度 4 位教學優良教師，分
別為傅鈺雯老師、丁肇鳳老師老師、陳蓓蒂老師、李靜雯老師，予以

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 2萬元。並於 11月辦理護理診斷概論、
老人護理學、基本護理學、體育四場次教學觀摩，開放全校教師進行

同儕教學觀摩；同時於 11 月 13 日上午辦理 4 位教學優良教師成果分
享研習會，激發教師教學熱忱，促進提升教學品質。 

(16)辦理教學知能研習：98 年次 8 場次，共計 648 人次參加；99 年 20 場
次，共計 1,144人次參加。 

(17)辦理教師 IRS教育訓練：98年 3場次，共計 101人次參加；99年 6場
次，共計 132人次參加。 

(18)辦理歷程檔案教育訓練：98年 3場次，共計 101人次參加；99年 2場
次，共計 12人次參加。 

(19)辦理各科教學歷程檔案分享觀摩會：共計 8場次。 
(20)與耕莘醫院簽訂合作契約，合作辦理交流研習 98 年共計辦理 15 場
次。 

(二) 學生面 
(1)辦理教學助理研習：98 學年度起實施教學助理增加同儕輔導機制，協
助教師改進教學。99年 6場次培訓營，1場次成果發表會。 
(2)期中成績預警制度：建置網路預警機制，針對 1/2 學分以上不及格系

統以 E－mail 方式通知師生及家長，建立詳實紀錄輔導歷程，並追蹤改

善成效。98學年度完成網路扣考及成績預警系統，提高預警時效性並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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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預警範圍，扣考預警為缺課時數達開科目 1/6 即啟動，期中成績不及
格由 2/3擴大至 1/2修課學分，整體改善率 98學年度為 94.3％，明顯提
升低成就學生學習成效。 

(3)建置即時扣考預警機制：當缺課達該課程總時數 1/6 起，系統便會連

續進行通知學生、導師、及授課教師，提升低成就學生上課出席率。 

(4)開設至少 15 小時免費補救教學，學習低成就學生優先參與，並追蹤成

績改善狀況。補救教學 99 年度共執行 64 門科目，參與學生共計 2103
人次，改善率為 82％，滿意度為 85％，成效顯著。 

(5)全校證照數量逐年倍數成長：96～98 學年度分別為 615、1516、3560
張，98 學年各類取得證照明細如下表所示： 

類別 護理類 語文類 美容類 化學類 幼保類 電腦類

張數 558 203 402 35 10 2,352 

 
(6)護理師通過率高於全國通過率，其倍率逐年上昇，如下表所示： 
 

年度 96 97 98 99 
全國通過率(%) 39.67 36.08 44.59 39.01 
本校通過率(%) 54.2 69.3 83.83 79.95 

 
(7)護理科連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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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 補助金額 參與學生數 合作機構數 就業率 
96 601,000 25 2 82.6% 
97 408,000 28 3 100% 
98 600,000 30 7 93% 
99 600,000 35 4 辦理中 

(8)97 學年度起提供經費辦理各科低年級生業界體驗營，提早接觸實務。
97、98 學年度完成新生業界體驗營人數分別為 1,208 及 1,583。 

(三) 課程面 

(1)推動各科本位課程發展成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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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完成學生能力指標系統建置：為完整呈現五年學習成效與能力達

成過程，提供學校有更客觀的數據進行課程檢核，同時提供學生修正

學習方向，因此推動建置學生能力指標系統；由教務處統籌，依據本

校教育目標訂定校能力，經全校性課程研討會、行政會議及校外專家

等多次會議討論通過；七大校能力中做人素養、全人健康及生命關懷

訂為全校性共通能力，其涵蓋社會能力、通識能力及校辦學理念，為

「耕莘人」基本素養；其他四項專業倫理、創新應變、終身學習及專

業知能，由各專業學科依據科教育目標發展核心能力，各科能力及科

能力指標皆涵蓋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以呼應本校課程規劃及管理機

制。 

完成課程地圖修訂：由教務處徵詢校外專家意見並召開課程研討會制

訂全校統一之課程地圖模板，本校課程地圖特色： 

I.涵蓋四大部分：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證照(3 照 1 證)及升學與就
業。 

II.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證照融入能力指標對應，方便學生及家長
明白課程(活動)目標。 

目前課程地圖為初版，非正式課程及版面仍在進一步積極檢討與修

正，期能臻於完備。 

各科訂定學生修課辦法，明訂畢業門檻 3 照(英文證照、電腦證照、專
業證照)1 證(畢業證書)始得畢業，並提供相關配套措施及獎學金。98
學年度證照獎學金總計 50萬元整，提升學生考照動機。 

(2)落實實習制度：全校 7個科別，98學年度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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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習合作簽約單位，護理

科有 18個，幼保科有 56個，妝管科有 46個，資管科有 12個，健休科
有 53個，美保科有 5個。 

(3)舉辦六莘全人活動，於 99學年度第 1學期開跑，係整合學輔人力、課程
及產業合作元素，希冀藉由活動體驗或延伸課室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學習廣度及學習深度。活動成果統計如下表，請參閱之。 

 

六莘 活動名稱 老師 課程名稱 班級 
參與人

數 

莘健康 
幼兒律動的理論與實務

【我也是蝴蝶姊姊呦】

李菁芸 

講師 

幼兒發展

與輔導 
幼 521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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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莘 活動名稱 老師 課程名稱 班級 
參與人

數 

莘關懷 
五股溼地親體驗 

【土地認識與熱愛】 

王玉華 

助理教授

吳肇嘉 

助理教授

公民與社

會、國文

護 511、護

512、護 513、

護 516、幼

511、H511、

H512、N511、

N512、N513、

N514、 

84 人

莘活力 
三人行不行 

【屏風表演劇團】 

黃世欣 

助理教授

蔡瀚儀 

助理教授

藝術與生

活 

護 521、護

522、護 523、

護 524、護

525、護 526、

幼 521、妝

521、資 521、

N521、N522、

N523、 

77 人

莘活力 
現代藝術名人開講 

【好歌賞析大家唱】 

黃世欣 

助理教授

藝術與生

活 
護 512、護 516 80 人

莘生命 
生命體驗與關懷 

【高齡者身心體驗】 

劉清華 

講師 

丁肇鳳 

講師 

老人護理
護 551、護

553、護 554 
141 人

莘生命 
生命體驗與關懷 

【老奶奶的聚會】 

劉清華 

講師 

丁肇鳳 

講師 

老人護理
護 551、護

553、護 554 
134 人

莘生命 
生命體驗與關懷 

【我是新手媽媽】 

鄭竹惠 

講師 

人類發展

學 
護 524 48 人

莘視界 
會說客語人人誇 

【照護服務貼心講】 

盧廣誠 

講師 

鄉土語言

與文化 
護理科各年級 72 人

總計 8 個活動 9 位老師 7個課程 二校區班級 668 人

(四) 其他面向 

(1)已建置完成護理學習中心一間，提供護理科學生更充足技術自主練習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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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一般教室及視聽教室多媒體功能，本年度學校共增購 29 組資訊講
桌，提供師生完備之 E化教學影音環境，促使教師教學策略多元化。 

(3)各科專業教學設備建置以貼近職場為發展方向，目前全校專業教室共建
置 50 間(新店校區 31 間、宜蘭校區 19 間)及經營 2 家托兒所；其中護理
科、幼保科、資管科、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及健康休閒管理科皆具有勞

委會丙級(含)以上合格的術科檢定考場。 

(4)教育部於 99 年 10 月 31 日舉辦「2010 台灣創意精品 Show」，本校獲
得民眾票選「最佳人氣獎」。 

(5)建置「六莘全人線上平台」，包括「線上報名系統」、「活動管理系
統」、「歷程記錄管理系統」，「點名管理系統」、「活動問卷評量管

理系統」「反思管理系統」、「認證系統」、「查詢系統」及「活動歷

程展示系統」，透過系統的建置，提供師生參與六莘活動之線上平台，

有效管理活動歷程及個人歷程。其次硬體部分包括線上平台系統相關設

備，例如展示機公告最新活動訊息及活動成果，供兩校區學生共同分享

彼此活動成果；點名機提供活動迅速點名，減輕點名耗費時間及人力，

並有效管理學生出離席時間；最後韻律教室視訊音響設備，提供授課教

師優質的影音設備，使老師能提供更多元的課程內容，豐富學生的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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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計畫執行前後差異比較表 

 

 項目 執行前(98) 執行後(99) 

教學知能研習 98年次 8場次，共計 648人
次參加 

99年 20場次，共計 1,144
人次參加 

教師 IRS教育
訓練 

98年 3場次，共計 101人次
參加 

99年 6場次，共計 132人
次參加 

新進教師傳承

制度座談會 
98年 2場次，共計 74人次
參加 

99年 4場次，共計 154人
次參加 

教學評量 97學年度全校總平均為
3.86(SD=0.90)，屬於滿意 

98學年度兩學期大幅提升
為 4.05±0.77及
4.34±0.75，全校填答率皆
達 94％以上 

(一)教

師面 

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 
實施 18 門課程，聘請 29 人

業界專家，學生滿意度總平

均為 83.1％ 

實施 24 門課程，聘請 28

人業界專家，學生滿意度

總平均為 88.1％ 

證照 1516 張 3560 張 

畢業門檻 3照
(英文證照、
電腦證照、專

業證照)1證
(畢業證書) 

沒有訂定 已納入各科畢業門檻，且

配套訂有「英文能力認可

及輔導辦法」 

六莘全人活動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期中成績預警

制度 
已經建置，改善率為 87.3％ 擴大預警範圍至 1/2 學生

不及格，改善率提升至

94.3％ 

即時扣考預警

機制 
已建置，未正式啟用，扣考

人數為 103 人 

正式啟用，學生在學人數

增加，扣考人數減為 86

人，明顯降低扣考人數 

(二)學

生面 

TA制度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三)課

程面 

學生能力指標

系統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四)其

他面向 

「2010 台灣

創意精品

Show」民眾

票選「最佳人

沒有獲得 已經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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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執行前(98) 執行後(99) 

氣獎」 

中餐乙丙級考

場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美容乙級考場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女子美髮乙級

考場 

沒有建置 已經建置 

 

在此很感謝教育部及專案計畫審查委員的支持，相信透過本計畫的持續進

行，本校必能精益求精，使教師的教學研究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更進一步提升，

以期提升教學與研究水準，達致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技職教育目標，最終以建立技

職典範特色學校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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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項計畫一： 

 

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一、依據學期

本位課程

教學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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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針對 96-99

年度畢業生

回 收 問 卷

371 份及在

校生四五年

級共 517 人

針對護理科

學 生 執 行

「耕莘健康

管理專科學

校護理科課

程需求調查

問 卷 」 調

查。 

一、96-99 年度畢業生及在校生四、五年級

的護理科學生對於護理科課程需求調查

問卷結果簡述如下: 

(一)學生認為在校所學專業課程對您工作最

有助益前三名必修課：內外科護理、基

本護理學、產兒科護理學、身體檢查與

評估、臨床數據判讀與應用、醫護術語

及精神科護理學。 

(二)學生認為在校所學專業課程對您工作最

有助益前三名選修課：臨床案例分、個

案報告與寫作、急症護理學急症護理、

醫護術語、重症護理學概論、急症護理

學概論、護理診斷概論、老人護理及優

生學概論。 

(三)學生認為學校再開設下列哪些課程對目

前或未來工作規畫將更有益處前五名：

緊急救護、症狀護理、醫學美容概論、

整合性照護、癌症照護及疼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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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二、針對 98 年學

年度畢業生實

施「雇主對護

理科畢業生專

(四)學生認為課程的規劃或進行方式能再做

哪改善可以使自己在職場時更有把握、

更具信心及競爭力，敘述如下(質性)：

將課程內容與臨床實務結合、醫學術語

改為必修、將相關證照用為必修課程之

一、增加術語能力及照護技術運用、基

護及內外都應再加強學理及技術、長照

課程增多及護理診斷改為必修等。 

(五)宜增加見習課程如(質性)：醫美診所、

檢驗科、健檢單位、護理行政單位、模

擬病人課程、輔助醫療用品及特殊單位

(急診、OR、ER、ICU)等。 

(六)宜輔導考取相關證照如(質性)：護理

師、醫學美容相關證照及急救證照

(CPR、 ACLS、NRP、 ETTC、 BLS)

等。 

(七)宜增加實習單位如(質性)：急重症單位

及特殊單位(開刀房、急重症、洗腎中

心、急診、PICU、MICU、ICU、ER、

安寧)、長期照護單位(安養院、呼吸照

護、洗腎室)或醫學中心單位。 

(八)宜增加參訪活動如(質性)：急重症單位

及特殊單位(ICU、ER、安寧病房)、長

期照護單位(護理之家、養護中心)、醫

學美容中心及基金會(創世基金會)等。 

(九)宜增加服務學習活動如(質性)：醫療院

所類志工(癌症志工、ER 志工)、社區

類志工(社區保健篩檢、救國團、紅十

字會、創世基金會)及國際性志工等。 

(十)大多數學生認為最後一哩學程，對未來

職場有助益。 

 

 

二、98 年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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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簡述如下： 

(一)雇主對護理科畢業生專業能力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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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業能力及服務

表現之滿意度

調查問卷」調

查 ， 共 十 四

項，採 Likert 

scale 計分法

來測量，計分

方式為「非常

滿 意 」 ， 5

分 ； 「 滿

意」，4 分；

「尚可」，3

分 ； 「 不 滿

意」，2 分；

「 非 常 不 滿

意」，0 分，

回收問卷共 30

人。 

表現之滿意程度平均分數介於「滿

意」，表示雇主對本校畢業生於臨床

工作表現時大多有正向感受。 

(二)其中以＂在工作中能應用與護理實務

相關的行為科學概念來分析臨床＂

(4.20±0.42)＂、在工作中能應用護理

過程評估個案健康需要，並計劃執行

與評價護＂(4.20±0.42)及＂在工作中

能關心護理專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4.20±0.42)三項表現最佳。 

(三)滿意度較低二項為＂在工作中能運用

教學原理與方法於護理臨床實務中

(M=3.8; SD=0.79)＂及＂在工作中能應

用溝通理論與技巧，與健康小組及其

他人員協調合作(M=3.9;SD=0.74)＂，

目前本科將針對人際關係」及「教學

原理及方法」相關課程進行調整。 

(四)雇主認為學校再開設下列哪些課程對

於畢業生目前工作規畫將更有益處：

危機處理(27%)、生死學(23%)及癌症

照護(20%)。 

(五)雇主與建議應加強學生課程與見習應

結合，增加實務部份(或實作)經驗。 

(六)雇主針對畢業生質性的回應：優點：

乖巧、較易接受他人指導；缺點：學

理基礎較差較易分心，建議：實習應

加強學理應用。 

二、發展符合

護理專業

八大核心

能力之本

位課程，

檢討各年

級學生科

教育目標

之學習階

層能力，

98 學年度第 2 學

期進行學生自我

評值以及教學評

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行學生自我評值以及

教學評值，並針對評值調查結果，進行討

論、分析，並提出建議，以達成課程教學目

標。學生自我評值方面，共計 553 人參

與，評量結果如下： 

一、五專一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為

3.72 分，其中以「問題發現與改善」

分數較低，為 3.58 分，而「尊重生命

與關懷」分數最高，為 3.93 分。 

二、五專二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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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藉由每學

期線上評

值系統執

行所得之

質量化指

標，來達

成課程教

學目標。 

3.62 分，其中以「敬業樂群」分數較

低，為 3.52 分，而「尊重生命與關

懷」分數最高，為 3.71 分。 

三、五專三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為

3.76 分，其中以「一般基礎醫學」、

「問題發現與改善」分數較低，為

3.72 分，而「尊重生命與關懷」分數

最高，為 3.83 分。 

四、五專四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為

3.76 分，其中以「一般基礎醫學」分

數較低，為 3.80 分，而「尊重生命與

關懷」分數最高，為 3.93 分。 

五、五專五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為

4.06 分，其中以「一般基礎醫學」分

數較低，為 4 分，而「尊重生命與關

懷」分數最高，為 4.13 分。 

六、在職專班一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

4 分，各項分數差異小。 

七、在職專班二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

為 4.2 分，其中以「一般基礎醫學」、

「問題發現與改善」分數較低，為 4.1

分，而「尊重生命與關懷」分數最高，

為 4.3 分。 

八、在職專班三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分數

為 4.35 分，其中以「一般基礎醫

學」、「問題發現與改善」分數較低，

為 4.35 分，而「自我成長」分數最

高，為 4.5 分。 

九、宜蘭校區五專一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

分數為 4 分，其中以「問題發現與改

善」分數較低，為 3.93 分，而「尊重

生命與關懷」分數最高，為 4.06 分。 

十、宜蘭校區五專二年級學生自我評值平均

分數為 3.73 分，其中以「問題發現與

改善」、「敬業樂群」分數較低，為

3.60 分，而「尊重生命與關懷」分數

最高，為 3.8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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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三、持續檢

討 並 修

正 本 位

課 程 ，

使 課 程

規 劃 皆

能 符 合

學 產 業

界 所 需

之 專 業

能力。 

一、召開本位課

程改革小組

會議及科課

程諮詢委員

會會議，針

對本位課程

相關模組名

稱及各模組

內相關課程

進行討論。 

二、召開本位課

程改革小組

會議，針對

模組名稱及

相關課程進

行統整並提

出建議。 

三、召開科課程

諮詢委員會

會議，針對

本位課程改

革小組會議

決議內容及

模組相關課

程內容進行

討論、分析

及建議。 

一、召開本位課程改革小組會議。 

(一)於 99 年共開四次本位課程改革小組會

議，其針對模組課程名稱做更改、模組

開課時間點改為一致性、針對模組內課

程統一各為四科課程、針對學校區域性

新增模組及其相關課程、新增模組概念

圖、新增模組指標及新增一門選修課

程，相關會議決議如附件四。 

(二)於 99 學年度任聘 2 位學界及 6 位業界

諮詢委員，協助檢視本位課程及模組相

關課程內容，給予適當書面審查建議。

(三)於 5 月 21 日召開第一次科課程諮詢委

員會，此會議主要針對模組課程名稱做

更改、模組開課時間點改為一致性、針

對模組內課程統一各為四科科目及針對

學校區域性新增模組及其相關課程，提

出決議如下： 

1.原「臨床護理模組」名稱變更為「臨

床護理進階模組」。 

2.針對應屆畢業生課程需求表調查結

果，學生認為＂症狀護理＂對未來

工作規畫是有益處的，提請「臨床

護理模組」增加＂臨床症狀評估與

照護＂，其課程內容如下：發燒、

呼吸困難症狀、血壓異常、出血相

關症狀、休克、胸痛(心悸)、腹部症

狀(腹痛及腹脹)、排泄症狀(便祕、

腹瀉及排尿)、水腫、傷口、疼痛、

意識改變等，開課時間為五專四年

級上學期，兩學分兩學時。 

3.因應高齡化的快速來臨也將成為未來

的趨勢發展，本校是以健康管理為

中心的專科，希望可以藉由相關課

程，提升學生對高齡者的健康醫療

照護及管理，同時就地域性而言，

新店地區的確是老人人口居多為結

合學校與社區之特色，經由委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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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及與教師半數通過決議新增故新增

「高齡照護模組」，其課程如下＂

整合性照護管理＂(四下)、＂高齡者

體適能＂(四上)、＂高齡者休閒活動

設計＂(四下)、＂高齡者居家環境設

計＂(四上)，各 2學分 2學時。 

4.原「健康產業行銷就業模組」名稱變

更為「健康產業模組」，其因護理

服務對象包含甚廣，故在此模組增

加＂健康管理概論＂課程，其課程

內容調整如下：簡介、醫療院所、

護理照護機構、製藥產業(生物科技

研發)、醫療保健及個別健康管理(健

康管理師、居服督導員、社區關懷

員及保險從業人員)，開課時間為五

專四年級上學期，2學分 2學時。 

5.依社會走向需求及畢業生課程需求調

查表中皆表示醫療美容的健康產業

在社會中需求性高，故新增「醫學

美容概論」，其課程內容調整如

下：整形外科概論、皮膚科概論、

微整型概論、醫美藥妝品概論及光

學美容概論，開課時間為五專四年

級下學期，2學分 2學時。 

(四)於 10 月 1 日召開第二次科課程諮詢委

員會，主要針對模組課程綱要審議、新

增模組概念圖及新增模組指標及新增一

門選修課程，提出決議如下： 

1. “臨床症狀評估與照護＂課程內容應
減少授課單元以系統方式去呈現，多

設計臨床案例情境教學，以 PBL 方

式進行教學。 

2.  “整合性照護管理＂課程內容應先澄
清 IDS 是否為衛生署 IDS 計畫，且

針對長照方面做修正，以減少課程內

容之重覆性。 

3. “高齡者體適能＂課程內容應增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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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人關節耐力、心肺耐力、慢性病老人

體適能及老人防跌之概念相關課程。

4. “高齡者休閒活動設計＂課程內容應
納入園藝治療與寵物治療內容，並思

索如何藉由不同的教學方式。 

5. “高齡者居家環境設計＂課程名稱與
內容不相符故決議更改課程名稱為＂

高齡者居家環境概論＂，其內容增加

居家生活之輔具與無障礙環境之理論

概念。 

6. “健康管理概論＂課程內容其建議更
改如下：單元主題 3 維持醫療院所

之名詞，新增健康促進醫院之管理、

預防事業及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單

元主題 4 之內容深度方面，增加醫

療型日間照護中心之產業；單元主題

5 及 8 之內容與學生未來工作發展相

關性較低，故刪除;單元主題 3、4 之

授課時數各增加 2 小時，以增加課

程內容之深度;單元主題 9 改為健康

產業照護倫理，在課程設計方面倫理

議題之討論須與護理倫理做區別及單

元主題 10 方面可增加護理相關產

業，如護理門診與乳房門診。 

7. “醫學美容概論＂課程內容其建議需
加強課程與護理專業之連結，且增加

顧客心理層面之探討、醫學美容之倫

理議題及臨床常見之法律糾紛相關議

題，相關單元更改建議如下：單元主

題 4 可新增拉皮課程；單元主題 6

應強調成分與市售及其效果之差異，

與正確使用醫美保養品之觀念為主；

單元主題 7 可新增瞭解為何須微整

形之目標；單元主題 8 可新增＂常

見爭議，如：合法性與人道與否＂

等；單元主題 9 可修正為:雷射美容-

光電療法、電波、一般雷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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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護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貢獻 

SPA-導入、鑽雕及果酸換膚;單元主

題 11 可討論當代整形手術趨勢之差

異為何；單元主題 13 可新增植髮內

容。 

8. 「臨床護理進階模組」、「高齡照護
模組」及「健康產業模組」模組指標

應指學生修畢整個模組課程後，模組

指標須具體可行，故請重新修正。 

9. 新增模組課程圖:「臨床護理進階模
組」之未來發展以＂特殊單位（血液

透析室、腹膜透析室、急重症照護單

位及呼吸照護中心）＂方式呈現；

「高齡照護模組」之未來發展以＂社

區照護單位（日托中心、社區關懷據

點、安養護中心、護理之家及老人服

務中心）＂方式呈現；「健康產業模

組」之未來發展以＂醫療保健機構

（健檢中心、醫學美容中心及各類健

康管理）、護理照護機構（產後護理

之家、居家護理所、育嬰中心及護理

之家）＂方式呈現，詳見附件八。 

10. 新增選修課程＂口腔照護 (Oral-
care)＂其課程內容建議新增增加腫

瘤患者與口腔癌患者口腔之照護內

容。 

 
 

一、2  幼兒保育科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持續檢討

並發展本

位課程，

使課程規

劃能符合

產業所需

之人才，

以提升學

一、 共計諮詢 15

人次之校外學

界專家、業界

專家及校友代

表。 

二、 召開 13 次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一、依據校外課程發展委員意見徵詢，根據

本科 94、95 年分析畢業生執業能力之

結果，本科課程分為以下四個模組：

（1）保育人員；（2）托育人員；

（3）兒童產業工作人員；（4）兒福機

構工作人員。然由於本校為整體發展考

量，幼兒保育科日間班級數減少，開設

四個模組課程在執行上並不容易。自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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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幼兒保育科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生升學或

就業競爭

力。 
 

 

 

 

學年度起徵詢產學界專家及考量社會發

展需求，整併為以下兩個模組：（1）

保育托育模組，（2）兒童產業模組。 

二、本科持續檢討並發展本位課程，於本計

畫徵詢相關校外學界及業界專家對本科

二專及五專課程發展之意見，以作為本

科本位課程發展之參酌，使課程規劃能

符合產業所需之人才，以提升學生升學

或就業競爭力。 
二、瞭解畢業

生確實流

向及在學

期間所學

專業知能

之適用情

形。 
 

電話訪問本科畢業

生動態為升學、就

業或其他共蒐集到

145 位畢業生之動

態調查資料。 

 

一、針對 9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動態

調查結果如下： 
學制

別 
班級

班級

人數
升學 就業 待業 延畢 

無法

聯繫 
其他

幼

221 
36 人 17 人 10 人 4 人 1 人 2 人 2 人

日間

部 幼

222 
32 人 15 人 5 人 10 人 0 人 2 人 0 人

幼

22A 
25 人 0 人 16 人 3 人 0 人 4 人 2 人

夜間

部 
幼

22

甲 

24 人 4 人 5 人 6 人 0 人 0 人 9 人

假日

在職

幼

22B 
28 人 9 人 17 人 2 人 0 人 5 人 4 人

小計 
145

人 
45 人 53 人 25 人 1 人 13 人 17 人

百分比  31％ 37％ 17％ 
0.7

％ 
9％ 12％

 
二、彙整上述校外學界及業界專家諮詢及畢

業生動態資料分析結果，擬定本科本位

課程檢討與修訂初稿，作為課程委員會

審議課程之參考資料。 

 

 

一、3  化妝品應用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持續檢討並修

正本位課程，

使課程規劃皆

能符合產業所

需之專業能

力。 

99 年 6 月 4 日、10

月 22 日兩天邀請校

外學者 2 人、校外

業界人士 4 人、畢

業生代表 2 人及在

校生代表 2 人召開

一、持續檢討並修正本位課程，使課程規劃

皆能符合產業所需之專業能力。 

二、瞭解本科即將畢業進入職場學生的心理

準備情形。 

三、瞭解本科畢業生確實流向。 

四、瞭解本科畢業生對在學期間所學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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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  化妝品應用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科本位課程之檢討

與建議會議。 

  

能之適用情形。 

五、瞭解雇主對本科畢業生的評價。 

六、依據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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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4  資訊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針對本科

第三年之

新課程統

整規劃各

科課程綱

要與教學

計 畫 內

容，分別

邀請相關

產業專家

蒞臨本校

與本科教

師進行初

步的課程

規 劃 討

論。 
二、完成系科

本位課程

第三年計

畫。 

邀請多位產學界專

家諮詢委員針對本

科第三年之新課程

統整規劃各科課程

綱要、教學計畫內

容與學生專業核心

能力指標項目提出

意見。提供教師教

學之規劃與資訊，

以實質績效達成教

學目標。 

一、 經諮詢委員所提意見製作問卷訪談調查

當前資訊管理科剛畢業學生最重要之考

慮項目，以及各項資訊管理科所能從事

之職業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以及證

照。修訂後之課程可以加強學生專業核

心能力，增加學生升學與就業之競爭

力。 
二、 經問卷訪談與調查，調整修改本科課程

規劃及核心能力指標項目。再進行第二

次諮詢委員會以確認新課程與學生核心

能力指標項目符合當前業界需求，並且

將諮詢委員與本科教師最後確認之課程

與核心能力指標項目送至本校課程規劃

委員會進行審議。 
 

 
 

一、5  健康休閒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藉由本位

課 程 發

展 之 第

一、邀請相關業界

專家與本科專

任老師、學生

一、與會專家提供了許多很好的意見供本科

發展之參考。 

二、本科教師及與會學生代表亦能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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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  健康休閒管理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二 年 階

段 ， 落

實 本 科

教 學 特

色 之 發

展 ， 並

達 成 本

科 教 育

目標。 

二、透過本位

課 程 會

議 及 科

課 程 委

員 會 ，

完成 99

年 度 本

計 畫 之

「 教 學

規 劃 階

段 」 、

「 實 際

階 段 」

的 任

務。 

三、擬邀請學

生 代 表

及 業 界

專 家 、

本 科 專

任 講 師

等 ， 共

同 參 與

會 議 討

論 及 分

享。 

代表等一同參

與「本位課程

發展」會議。

二、與業界專家討

論未來產學合

作方式。 

三、協助本科討論

重大議題，例

如三大模組專

業必修學分

數、本科學生

專業能力指

標、本科學生

赴業界實務成

長之規劃與檢

討及科名變更

意見徵詢等。

了解業界對人才的要求及觀念。 

三、提供本科規劃三大模組專業必修學分數

的意見。 

四、能提供本科學生有良好的業界實際案

例，以做為對態度之要求及引導的良好

方向。 

五、藉由「本位課程發展」會議的召開，讓

參與的學生更了解本科課程規劃的目

標、未來就業發展的趨勢及業界專家目

前對於學生至業界實務成長的看法及注

意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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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美容保健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藉由本位

課程發展

程序，持

續檢討現

有課程規

劃與新課

程回饋修

訂， 
二、透過課程

的雙迴圈

回 饋 機

制，使各

課程能銜

接順暢，

保障學生

授教與學

習 之 權

益。 
三、透過執行

執業能力

本 位 分

析，作為

本科學生

瞭解未來

可投入市

場的  參
考依據與

自身應具

備之專業

能力檢視

依據。 

一、蒐集美容教育

與保健教育之

相關資料，整

合美容與保健

兩大主軸，以

確認科本位策

略發展方向之

正確性。 
二、科內召開科課

程委員會，進

行課程規劃。 
三、99 年 09 月 24

及 10 月 18 日

召開課程諮詢

顧問會議，訪

問學、業界專

家提出意見調

查與修正。 
四、執行執業能力

本位之分析、

問卷調查與訪

問結果，設計

並建立課程模

組，提出修課

建議並將新課

程 送 科 務 會

議，校課程委

員會、教務會

議及校務會議

審 議 後 執 行

之。 

本位課程發展從創科開始即依據文獻探討、

資料分析、執業能力本位分析、問卷調查與

訪問結果分析等，來設計課程並建立課程模

組。目前已經執行之 97 學年度五年制課程

學分表經由學、業界專家諮詢、社會產業趨

勢與校友業者建議之執行，進入美容保健科

課程雙迴圈機制也已陸續在 98 學年度五年

制課程學分表做出課程修訂；未來將持續回

饋修訂之。 

 

 

一、7  數位媒體設計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透過本位邀請業界專家與本一、藉由本位課程發展程序，檢討現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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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會議

及科課程

委員會，

完 成 99

年度本計

畫之的任

務。 

二、擬邀請學

生代表及

業 界 專

家、本科

專任講師

等，共同

參與會議

討論及分

享。 

科專任老師等一同

參與「本位課程發

展」會議。 

規劃與發展新課程，使教學內容實質含

括職業所需之一般與專業知能，達成本

科教育目標。 
二、完整的訊息可對新課程之實施預作充分

的準備，並透過教師會議的召開，凝聚

授課之共識。 
三、在專業的培育上，避免授課內容重複，

並使課程銜接順暢，保障學生權益。 
 

 

 

一、8  提升教學環境改善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提升學生

自 主 學

習。 

一、各科專業核心

能 力 錄 製

VOD 數位教
材 25 組，並
置於數位學習

網公開點閱，

透過數位媒體

及線上互動學

習教材，提升

學生主動學習

興趣。  
二、於兩校區宿舍

增設學生自主

學習電腦設備

共 6組(新店 3
組、宜蘭 3
組 )，方便學
生線上自學、

依科別特性由教師依循專業需求，融入全人

教育之社會關懷與服務精神錄製數位教材，

透過數位媒體活潑、生動的教學以及便利線

上自學，讓學生隨時可自主學習，提昇主動

學習興趣與意願，讓學習不僅僅侷限於課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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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  提升教學環境改善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資料查詢及列

印。 
二、建置多

元 教 學

策 略 資

源 設

備。 

一、購置數位教學

設備。 
二、建置專業教

室。 

一、已建置完成護理學習中心一間，提供護

理科學生更充足技術自主練習資源。 
二、強化一般教室及視聽教室多媒體功能，

本年度學校共增購 29組資訊講桌，提供
師生完備之 E 化教學影音環境，促使教
師教學策略多元化。 

三、各科專業教學設備建置以貼近職場為發

展方向，目前全校專業教室共建置 50 間
（新店校區 31 間、宜蘭校區 19 間）及
經營 2 家托兒所；其中護理科、幼保
科、資管科及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皆具

有勞委會丙級（含）以上合格檢定考

場。 
三、提升教

學品質

管控 

一、聘請校外專家

參與校課程委

員會，持續提

升教師實務教

學能力，降低

課室與業界實

務差距。 
二、有關學生學習

方面，除設立

預警機制外，

期中考後針對

1/3 以上學生
不及格科目，

於課後進行補

救教學。 
三、在教師教學評

量部份，持續

教師自我回饋

系統應用，落

實教學評量後

續處理機制 
四、辦理精進教學

.一、縮短課室教學與實務差距，廣邀業界專
家協同教學，本年度共計有 28 人次，

24 門科目進行協同教學，學生反應良

好，全校平均滿意度達 88.1％，有助提

升學生專業認同及興趣，並進而增進專

任教師實務教學能力。 

二、各科依期中、期末考成績，針對學習低

成就學生開設免費補救教學至少進行五

週，並追蹤成績改善狀況，99 年度共執

行 64 門科目，參與學生改善率為 82

％，滿意度為 85％，成效顯著。 

三、教學評量每學期兩次：期中教學評量由

各科負責，提供授課教師教學建議，調

整教學方式及技巧，以提升學生教學滿

意度；97 學年度 2學期期末教學評量全

校平均成績為 3.84±0.89 及 3.88±

0.92，98 學年度大幅提升為 4.05±0.77

及 4.34±0.75(滿分為 5 分)，全校填答

率接達 93.7％以上，顯示近幾年教師們

努力提升教學知能及實務成長已有顯著

成效。 

四、99 學年度廣納全體專兼任教師意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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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  提升教學環境改善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知能研習。 
五、辦理教學觀

摩。 

卷調查教師對於教學評量意見，並經相

關會議通過，修訂教學評量辦法內容共

計三項： 

1.專兼任教師評量配比：專任教師增列

教師自評（10％），兼任教師增列教

師自評（10％）、學術主管評值（15

％）、教務處評值（15％），提升教

學評量之廣度與深度及施測之客觀

性。 

2.教學評量欠佳標準由評點 3.0 以下調升

至 3.5 以下，以提升教學品質。  

3.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欠佳低於標準時，

由原來不予續聘修訂為經由教學單位

主管充分瞭解及懇談之後，得不予續

聘。 

五、辦理 8 場精進教師教學知能研討會，計
有 648 人次參與，平均滿意度為 4.5 分
(滿分 5分)_。 

六、於 11 月辦理護理診斷概論、老人護理

學、基本護理學、體育四場次教學觀

摩，開放全校教師進行同儕教學觀摩。

四、獎勵教

學優良

教師，

建立教

學學習

典範。 

訂定教師提升教學

相關辦法（「教學

優良教師獎勵辦

法」、「教師改進

教 學 獎 勵 辦

法」），促進教學

品質提升。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建立教學典範：98

學年度 4 位教學優良教師，分別為傅鈺雯老

師、丁肇鳳老師老師、陳蓓蒂老師、李靜雯

老師，予以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 2

萬元。同時於 11 月 13 日上午辦理 4 位教學

優良教師成果分享研習會，激發教師教學熱

忱，促進提升教學品質。 
 

 

一、9  六莘全人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建置 e 化

歷 程 平

台，有效

掌握活動

建置「六莘全人線

上平台」，包括

「 線 上 報 名 系

統」、「活動管理

透過系統的建置，提供師生參與六莘活

動之線上平台，有效管理活動歷程及個人歷

程。其次硬體部分包括線上平台系統相關設

備，例如展示機公告最新活動訊息及活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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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六莘全人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學生參與

歷程，提

升服務與

工 作 效

率。 

系統」、「歷程記

錄管理系統」，

「 點 名 管 理 系

統」、「活動問卷

評量管理系統」

「 反 思 管 理 系

統」、「認證系

統」、「查詢系

統」及「活動歷程

展示系統」。 

果，供兩校區學生共同分享彼此活動成果；

點名機提供活動迅速點名，減輕點名耗費時

間及人力，並有效管理學生出離席時間；最

後韻律教室視訊音響設備，提供授課教師優

質的影音設備，使老師能提供更多元的課程

內容，豐富學生的學習內容。 

 

二、提供多元

課外學習

管道，建

立師生共

融目標。 

 

整合學輔人力、課

程及產業合作元

素，希冀藉由活動

體驗或延伸課室教

學，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學習廣度及

學習深度 

一、莘生命： 

推動「生命體驗與關愛」計畫，與【老

人護理】課程結合，課室延伸教學為

【老奶奶的聚會】，讓學生模擬與老人

互動與活動帶領；活動體驗為【高齡者

身心體驗】，讓學生體驗老人身體機能

退化後的生活不便。另外【人類發展

學】課程，活動體驗為【我是新手媽

媽】-電子嬰兒體驗活動，學習新手媽

媽的愛與辛苦。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

體認生命中的不能與限制，從中體會並

真心去關愛人生的每個歷程，學習到體

恤與包容，並有效提升課程的學習成

果。 

二、莘關懷： 

推動「土地認識與熱愛」計畫，由新店

校區【公民與社會】及宜蘭校區【國

文】課程，邀請荒野協會三位專業志

工，闡述台灣溼地的昔與今，並實地帶

領學生至五股溼地，親自親吻台灣土地

與生態，學生從認識這塊土地的美麗，

發掘內心的感動，環保議題也在這認識

中，成為生命中的責任。 

三、莘視界： 

推動「莘語能力與服務」計畫，本校

【鄉土語言與文化】課程教授的是台語

課程，為延伸學生本土語言的能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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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六莘全人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由會說客語人人誇-【照護服務貼心

講】的客語教學，讓學生瞭解語言的力

量，如何利用簡單的問候與親切的態

度，化解與被服務者的溝通障礙，讓服

務更直接與貼心。 

四、莘活力： 

推動「藝術感動與態度」，藉由【藝

術與生活】課程，實地帶領學生走入劇

場，觀賞【屏風表演劇團】的舞台人

生，同時邀請劇場經理，講解前台、後

台、燈光、音響，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員

的角色，並與演員面對面，笑談演員的

心路歷程與付出的努力，另外，藉由

【好歌賞析大家唱】，邀請名演唱家開

講，除了精彩歌曲故事外，更導入各類

型經典歌曲賞析，學生從走入劇場活動

到歌曲賞析，體驗過程中感動每位參與

的師生，啟發與尋得個人人生的角色扮

演及生活態度，讓藝術不再遙遠，而是

俯拾即得。 

五、莘健康： 

推動「身心靈整合與紓壓」計畫，藉由

【幼兒發展與輔導】課程，從幼兒律動

的理論與實務-【我也是蝴蝶姊姊呦】

活動中，將課程結合幼兒律動設計與體

驗，讓同學們的身體運動起來，跟著節

奏律動，與身邊的人共享互動的感動與

成長，並藉由律動，釋放身心的壓力，

調整與整合身心靈。 

 

 

一、10  護理科護理技能學習中心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訂定護理

技能學習

中心規則

一、 已達成建置宜

蘭校區--綜合技
能 中 心 （ T1-

一、 建置護理技能學習中心及完善的教學設

備，使學生有足夠之設備可使用，改善

並提升學生技術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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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  護理科護理技能學習中心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及管理辦

法，鼓勵

學生參與

使用，提

升護理技

能學習成

效。 
二、「護理技

能學習中

心」之建

置，新店

校區及宜

蘭校區各

一間。 
 

303）、新店校
區（C307）--臨
床技能學習中心

之建置，擴增完

善的護理教學設

備，使教學更多

元化。 
二、 技能學習中心

各有專任護理老

師及工讀生協助

管理，並訂定管

理規則及各設備

使用記錄，落實

於護理專業技術

課程。 
三、 配合 100學年
度產科及兒科技

術課程及精熟學

習計畫、護理技

術能力鑑定考試

執行，護理技能

學習中心可提供

足夠之空間以利

學生使用。 
四、負責教師每學

期均盤點教學

設備及完成設

備 之 維 修 保

養，已達教學

設備之品質。 

二、 增加產科及兒科技術課程及精熟學習計

畫、護理技術能力鑑定考試執行，護理

技能學習中心可提供足夠之空間以利學

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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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二 
二、1  提升護理科教師專業實務能力進修方案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強化護理專業

核心素養、醫

療照護、服務

品質等能力。 
 

一、配合教務處，

透過一連串的

研習活動，即

透過外部研習

及內部討論來

達到整體的提

升。 

二、舉辦產學實務

交流研討會，

促進業界與學

校教師對話。

三、辦理教學策略

研習、提升核

心素養與研究

發展研習會。

一、護理科40位專任教師完成專業實務能力

進修，能強化護理專業核心素養、醫療

照護、服務品質等能力。 

二、教師依個人實務進修成果製作教學數位

或教學教材，提供學生更新實務資訊。

三、舉辦產、學交流研討會，邀請業界共

同交流，在學校與業界充分溝通下，

使實務與理論縮短間距，對所培育的

學生能更適合於未來就業之需求。 

四、辦理教學創新策略、提升核心素養並將

之融入課室與臨床教學中、及研究發展

研習會，強化教師核心素養、教學與研

究知能。 

五、藉由小組教學觀摩發表會，相互學習交

流，以提升教學共識與教學品質。 
 

 

二、2  提升護理科學生實務精熟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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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至 90
％。 

二、 修習內外

科護理學

實驗精熟

學習計畫

之學生，

期末總成

績及格人

辦理的項目包

括 「 精 熟 學 習 計

畫」及「護理技術

能力鑑定方案」，

「精熟學習計畫」

經過本科護理教師

們 討 論 後 ， 選 擇

「 基 本 護 理 學 實

驗」、「身體檢查

與評估學實驗」、

「內外科護理學實

驗」進行「精熟學

習」計畫，所有修

課學生皆須精熟計

畫練習，由精熟輔

導學姊測試學生是

一、量化分析 

1. 修習基本護理學實驗精熟學習計畫之
學生，98 年度上學期精熟計畫參與

人數 453 位，其中 442 位期末總成績

及格，通過率 97.57%；98 年度下學

期精熟計畫參與人數 448 位，其中

406 位期末總成績及格，通過率

90.6%(目標達成)。 

2. 修習身體檢查與評估學實驗精熟學習
計畫之學生，98 年度上學期精熟計

畫參與人數 314 位，其中 278 位期末

總成績及格，通過率 88.5%(目標未

達成)。 

3. 修習內外科護理學實驗精熟學習計畫
之學生，98 年度下學期精熟計畫參

與人數 311 位，其中 291 位期末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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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  提升護理科學生實務精熟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數增加至

90％。 
三、 修習身體

評估實驗

精熟學習

計畫之學

生，期末

總成績及

格人數增

加 至

90%。 
四、護理技術

能力鑑定

及格之學

生人數有

90％以上
可通過鑑

定方案。 

否 已 達 到 精 熟 學

習，並將未達到精

熟學習的學生納入

加強指導。另外，

針對五專四或五年

級學生，為了減輕

即將面臨之高護臨

床實習壓力，而實

施的「護理技術能

力鑑定」方案，期

達到減輕高護實習

學生的心理壓力，

克服學生對技術不

熟練的恐懼，加強

護理技術的學理與

能力、增強護理實

習前基本護理技術

的熟練程度。 

績及格，通過率 93.56%(目標達

成)。 

4. 護理技術能力鑑定考試，參與人數
281 位，其中 270 位鑑定考試及格，

通過率 96%(目標達成)。 

二、質化分析 
1.基本護理學實驗、身體檢查評估實
驗、內外科護理學實驗精熟學習參加

精熟學習計畫學生的回饋： 
(1) 學生反應精熟計畫對他們很有幫
助，每週二到三小時的練習時間可

以補強課堂練習不足的擔心。 

(2) 精熟計畫因為有四、五年級輔導學
姊細心的指導及指導，使同學及早

發現技術缺失，改進學習，因此更

加深技術步驟執行的印象及正確

性。因此強烈支持精熟計畫必須延

續下去，讓學弟妹一樣可以繼續受

惠。 

(3) 技術練習時輔導學姐會抽考，並將
此列為平時成績加分依據，因此能

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效提升學

習動力。 

(4) 精熟計畫主持人每週亦會固定與技
術授課教師及精熟輔導學姐保持密

切溝通，提出執行精熟學習時所遭

遇的困難及問題，以及學生在技術

操作過程中常見的疑問或錯誤，協

助學生獲得問題發現與改善的能

力，同時也協助教師調整教材與教

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5) 宜蘭校區方面，因為沒有四、五年
級學姐，所以進行各班技術小老師

的培訓，除個別指導外亦會安排考

試，以確保技術小老師皆能正確執

行各項技術，同時提醒各班技術小

老師同學們執行技術時容易發生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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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  提升護理科學生實務精熟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誤的地方，使各技術小老師在指導

同學技術時，能即時發現問題，並

給予指導，增加同學技術操作正確

性及流暢性。 

(6) 此外，同年級的技術小老師也給予
許多正向的回饋：擔任小老師最大

的收穫就是從與同學的互動中累積

自己的經驗及價值感。除了使個人

技術更加純熟外，與同學互動過程

中，也能精進個人溝通表達技巧，

培養問題發現及改善的能力。雖然

花費指導同學技術練習的時間比較

多，也必須額外安排個人練習時

間，但體認到肯付出的人才是贏

家。建議未來仍要進行精熟計畫，

讓學弟妹以及所服務的對象都能受

惠。 

(7) 精熟計畫採取全班參加練習，藉由
團體的力量，同學間可以互相激

勵、提醒以及糾正錯誤，增加學生

技術熟練度，並且可以增進班上的

感情及團結力量。 

(8) 練習時間當週授課老師常會到場關
心，並且指導同學的學習狀況，若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當場請教老師，

立即澄清疑惑。 

2.護理技術能力鑑定計畫參加護理技術
能力鑑定計畫學生的回饋： 
(1) 依據高護實習學生的質性問卷反
應，對於「護理技術能力鑑定」給

予高度一致的正向肯定，皆認為其

有助於減輕實習前的惶恐，不僅能

再次複習護理技術的學理與步驟，

增強護理技術的熟練度，更能降低

對技術的不熟悉感，使技術表現更

加沉穩及增強自信心，因此可以在

臨床上增強護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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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  提升護理科學生實務精熟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2)此外，技術能力鑑定考試成績佔
981內外Ⅰ實習總分 10%，以作為
指導低成就學生實習時的參考，

因此作為實習指導教師作為適切

安排學生能力實習進度的依據。 
 

 

二、3  提升護理科畢業班考照輔導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畢業生護理師

證照考照率比

去 (98) 年 提
升。 

一、98 學年度下學

期期初先進行

收集資料及相

關準備作業，

同時進行本輔

導班宣傳及招

募參加學生，

目 標 為 100

名。 

二、四月份給予一

次執照加強考

試，以了解學

生 之 準 備 程

度，並提供授

課老師參考。

學期第 7 週之

後，針對參加

學生，依各專

業科目及師資

一 週 規 劃 2

次，每次 2 小

時進行考照輔

導讀書計畫，

內容包含每次

1 小時測驗及 1

小時解題，學

期中並搭配護

一、98學年度本科辦理畢業班考照輔導計畫

的成果，參加學生共計100名，全程參

與複習課程的同學為94人，對計畫感到

滿意以上程度的比例達84.36，比97學

年度參與計畫之滿意度(72.45%)更為提

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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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本複習班學生參加國家考試考取護士執

照的共70名，護理師執照共69名，通過

率分別為79.55%及77.53%，各科成績平

均，雖低於本校畢業生之平均分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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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本計劃確實提升全校整體考照率，成

效顯著，因此今年除繼續延續本畢業班

考照輔導計畫，再輔以全真模擬考試之

加強，讓學生事先體驗考試的真實情境

外，並維持經濟弱勢、低成就及學習態

度被動為參與計畫的同學條件，進而達

到考照率再提升，促使學生擁有證照並

提升進入職場意願，達到學校教育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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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提升護理科畢業班考照輔導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理科線上測驗

系統進行線上

學習，不斷進

行題目演練，

以加強成效，

課程將持續安

排至學期第 12

週。 
 

 

二、4  提升護理科師生高級心臟救命術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護理科學

生 可 取

得 高 級

心 臟 救

命 術

(ACLS)

之 證

照。 

二、護理科教

師 可 取

得 高 級

心 臟 救

命 術

(ACLS)

之 證

照。 

三、護理科教

師 可 取

得 基 本

救 命 術

指 導 員

(BLSI)

之 證

照。 

 

兩階段的方式進行

ACLS 及 BLSI 訓練課

程，首先安排 ACLS

課程做理講演，並

進行分組實地操作

演練，利用「去顫

電擊器」、「喉頭

鏡」及「插管訓練

模型」來模擬真正

急救情境。第二階

段為 BLSI 訓練，參

加資格為通過 ACLS

學員，於 BLS 課程

示範教學後，再由

學員模擬試教，並

取得 BLSI 證照。 

一、64.7% 參加 ACLS 課程之護理科學生取

得證照。 

二、護理科教師參加 ACLS 課程者共 22 位

全數通過取得證照。 

三、護理科教師參加 BLSI 課程者共 17 位

全數通過取得 BLSI 之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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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提升幼兒保育科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透過執行本子

計畫辦理童年

生態研究研習

課程，期能激

發教師在研究

方向、方法之

構想及教學之

改進，藉以提

升教師在專業

領域的成長並

提升教學成

效。 

99年 6月 11日邀請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

院幼兒教育系主任

黃 意 舒 教 授 主 講

「搭起理論與實務

對話平臺-提升教師

行動研究能力」。

計有教師 6 位，附
設實驗托兒所工作

人員 5 位，本科學
生 8位，合計 19人
參與活動。 

一、參與教師認為增進幼師教學專業並對日

後研究所進修很有幫助。 

二、研習會內容足以讓我們深思研讀：質性

研究的園地是值得幼教人員開挖、種植

耕耘探索的研究方法，幼教工作者深入

實際現場進行行動研究有其重要與必要

性。 

 

 

 

二、6  提升學生保母證照班考照開課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培育學生

具備基礎

保 母 技

術。 

二、年滿 20

歲符合應

考資格之

學生考試

及 格 率

50%。 

一、辦理保母考照

說明會、學科

總複習、術科

集訓課程、保

母考照問題解

答、學科模擬

考共計 44 小時

研習課程。 

二、開放保母示範

教室供同學練

習使用，共開

放 26 梯次，每

次 2-4 人。 

一、輔導學生保母證照考照技術，以提升學

生升學或就業競爭力。 

二、本科為未畢業生累積保母考照之專業知

能，在學未滿 20 歲之同學亦可在畢業

後年滿 20 歲時，立即參與單一級保母

人員技術士證照考試。以參加 98 年度

保母研習之應屆畢業為例。 

三、考取保母證照合格率:62.5%（應考:16

人，合格:10 人。）。 

 

 

二、7  提升幼兒保育科學生幼教現場教保技能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加強並提一、辦理實習成果 透過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研習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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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現

場教學及

教保實務

技能。 
二、透過實習

成果發表

會、研習

與經驗分

享檢視個

人之實習

歷程、吸

取他人經

驗。 

競賽：由幼保

科實習教師進

行分組評分，

遴選出前 30
名，將報告以

展 版 方 式 呈

現。得分最高

之前 3 名，於
實習研習會中

進 行 經 驗 分

享。 
二、辦理實習成果

發表會： 
1.成果展覽：
展出實習成

果競賽得獎

之前 30名同
學所製作之

成 果 報 告

書。 
2.傳師典禮：
辦理傳師典

禮 1 場，日
間部同學參

與。 
三、辦理實習研習

會：科內指導

實習課程之教

師與實習成果

競賽前 3名之
同學，為 99
年 6 月 14、
15、19 日現

場實習之學

生，進行 3場
( 日 間 、 夜
間、假日 )實
習研習活動。

分享，學姊們檢視個人之實習歷程，將經驗

分享給即將進入現場實習的學妹們。二專學

妹獲取他人經驗，補救現場教學技能，加強

並提升學生教保實務能力，秉持對幼教這份

工作有熱忱與信心，做好實習的最佳準備。

五專學妹們深受傳師典禮感動，希望能將這

份對幼保的愛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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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  提升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提升學生

通 過 美

容、美髮

及化學丙

級技術士

檢定的通

過率及張

數。 
二、提升學生

通過美容

乙級技術

士檢定的

通過率及

張數。 

辦理化學、美容、

女子美髮丙級及美

容乙級等 4 個證照
輔導班。 

一、美容丙級共有 60人參加，取得 57張證
照，考取率為 95%。 

二、美容乙級共有 35人參加，取得 19張證
照考取率為 54%。 

三、女子美髮丙級共有 52 人參加，取得 52
張證照考取率為 100%。 

四、化學丙級共有 42人參加，取得 40張證
照，考取率為 95%。 

 

 

 

二、9  提升資訊管理科教師進修成長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提升資管

科教師的

教 學 知

能，以進

行更富有

教學效能

的教學實

踐。 
二、重視產學

合作，與

國內外相

關業界產

學合作，

提升教師

實務經驗

能力。 

一、99年 11月 08
辦理「形象識

別系統設計應

用 - 音 效 製
作」。 

二、99年 11月 15
日辦理「電子

病歷表之傳送

與管理」。 
三、99年 11月 15

日「醫療器材

物流系統分

析」。 

一、在第一場研習活動中讓教師與學生瞭解

專案智慧財產權在創作上使用及應注意

事項。 
二、第二、三場研習活動讓教師與學生瞭解

電子病歷表之傳送與醫療器材物流系統

分析，建立資管人在醫療職場上應具備

的知識技能以及應有的能度。此次舉辦

三場研習活動，由於研習活動時間過

短，無法讓演講者充份傳授及分享其經

驗，深為所辦研習活動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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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  提升資訊管理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通過電腦
軟體應用

丙級檢

定。 
二、通過會計

事務丙級

檢定。 
三、通過網頁

設計丙級

檢定。 
四、通過 TQC

專業級證

照檢定。 
五、通過電腦

硬體裝修

丙級檢

定。 

辦理「電腦丙級

班」、「網頁丙級

班」、「電腦乙級

班」、「會計丙級

班」、「硬體裝修

丙級班」、「TQC
PowerPoint 2003專
業級研習班」、

「TQC Word 2003
專業級研習班」、

「TQC Excel 2003
專業級研習，等八

場次，合計共 842
參加。 

一、通過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檢定 290張。 
二、通過會計事務丙級檢定 14張。 
三、通過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檢定 22張。 
四、通過 TQC專業級證照檢定 98張。 
五、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檢定預計 100年 1月
參加檢定測試。 

六、除會計事務及電腦硬體裝修丙級技術士

證照為資訊管理科學生參加外，其餘皆

由全校同學報名參加，此次輔導課程是

為本校開辦電腦相關證照輔導課程之第

三年，本校學生漸漸了解，身在目前的

資訊科技時代下，基本的資訊素養與技

能是必須的，所以參加人數也增加不

少，同時，開設比較進階的 Excel 課
程，讓同學更能夠具備數據處理的能

力。 
 

 

 

二、11  提升健康休閒管理科師生專業能力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加強學生對中

餐烹調丙級技

術士檢定的學

科準備複習及

術科操作練習

機會。 
 

辦理中餐烹調丙級

證照輔導班。 
中餐烹調丙級證照輔導班共有 84 人參加，

取得 56 張證照。 
 

 

 

二、12  提升美容保健科教師專業實務能力進修方案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輔導學生

進入產業

界進行實

習的先前

辦理「教師之業界

實務成長計畫」及

「產學之實務交流

研討會」。 

一、經由本科教師與各產業界進行實務成長

之後，已經初步奠定了教師在產業界的

關係，並且由實習的過程，開啟了本科

與產業界的良好互動關係。因此，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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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工

作。 
二、密切瞭解

當前產業

界的運作

暨實際情

況。 
三、研商並建

立與產業

界的合作

關係暨模

式。 
 

 效的部分，其實已經不僅僅侷限在本科

教師經由業界實務經驗以獲得成長。而

是能夠通過這些實務成長，獲得實務成

長計畫之外的良好互動與聯繫，並從此

奠定本科教師開啟日後學生進行實習乃

至日後就業等部分。 

二、「產學之實務交流研討會」經由本科教

師與現前美容、美髮等專業領域的產業

界專家對話，針對本科課程設計、師資

規劃、教育目標、硬體設備、學生現

況、業界發展，乃至日後的學生實習與

就業等多個面相進行溝通，也蒐集了大

量的資訊以提供本科教師作為各式規劃

的依據。 

1.學生之現況方面，業界特別強調學生

需要面對業界完整培訓計畫的心理準

備，要有良好的學習態度與基礎能

力，也需要良好的面對客戶之態度與

專業技術。 

2.硬體設備方面，產業界專家學者指出

本科在專業設備上仍然有成長之空

間，如需要「美容衛生」等專業教

室，也應該建立專業的「美髮教

室」，才能提供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

的良好授課暨學習環境。 

3.師資結構等方面，產業界也提供其專

業的意見，而指出本科教師的師資數

量仍然有增聘的空間，如此才能提供

學生多元的學習管道，並且提供教師

專業的授課環境。 

4.本科的未來發展，產業界的教師也提

供意見，告知本科教師在宜蘭地區進

行美容保健的專業發展有其空間，在

招生的部分也可以進行延續且長久的

發展，所以應該有長久發展的規劃，

不論是經費、師資等部分，都應該進

行具有延續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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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 提升美保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提昇學生通過

美容、美髮丙

級技術士檢定

的通過率及張

數。 

 

本次專案共進行

330 個小時課後輔

導課程，共計輔導

112 位同學。 

一、98學年美容丙級證照及格率90%以上、

女子美髮丙級證照及格率為90%以上。

師生全體以證照為目標， 

二、因證照的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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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4  提升數位媒體設計科教師專業能力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與業界技

術同步學

習 與 交

流，提升

教師實務

知能。 
二、與企業緊

密結合，

擴展產學

合 作 機

會。 
 

特邀請公共電視台

節目製作部美術

組美術指導  邱國
維先生、中興大

學資工系系統與

網路管理實驗室  
高勝助教授、洛

可可影音創意多

媒體藝術總監  楊
東岳先生至數位

媒體設計科，針

對各單位的實務

工作做分享與經

驗交換。 

一、公共電視台歡迎本科能夠多安排學生參

觀，使學生能夠了解業界實際製作的

現況，若是有機會，期盼未來可有機

會開放本科學生實習名額，以增添美

工組生力軍，創造產學界雙贏。 
二、此次實務成長可增加數位媒體領域的專

業知能。並在相關課程融入實際業界的

案例，強化動畫概論、手繪動畫、數位

影像處理與實務等課程的內容。結合多

媒體平台產業趨勢之介紹，以使學生瞭

解最新的創意產業資訊。 
 

 
 
 

二、15  提升數位媒體設計科學生證照及實務能力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 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提升數媒科同

學在電腦及專

業兩方面考照

率為主要方向 

辦理輔導電腦及專

業證照輔導班 96
小時，200人次。

一、 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術士檢定的學科準

備複習及術科操作練習機會，通過率為

70%。 
二、可加強學生對廣告設計丙級技術士檢定

的學科準備複習及術科操作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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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  培養學生英文自學習慣與提升英檢證照通過率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 加強英文

檢 定 考 試

能力。 

二、 提升英文

考 試 競 爭

力。 

 

開設英文檢定考

試加強班: 新店校

區 30 小時，宜蘭

校區 40 小時，開

設英檢證照考試加

強 班 ， 包 含

TOEIC 聽力閱讀
訓練及 G-TELP聽
力閱讀訓練課程。

 

一、針對不同英語檢定考試，開設證照課

程；為強化學生應考能力，開設閱讀及

聽力訓練課程。新店校區計 3 班 30 小

時，參加人數 120 人，宜蘭校區計 2 班

40 小時，參加人數 70 人，二校區共計

70 小時，參與人次共 190 人。 

二、學生參與證照課程後，報考參與 11 及

12 月底校內舉辦的 G-TELP 4 考試有 92

人，G-TELP 5 有 25 人，TOEIC Bridge 

80 人，TOEIC 30 人。 

考取 G-TELP 4 有 29 張，G-TELP 3 有 1 張，

TOEIC 有 2 張，英檢初級 11 張，TOEIC 

BRIDGE 31 張，共計 74 張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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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三 
 

三、1  全國創意說故事競賽─「故事饗宴」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透過競賽

活 動 的 方

式 ， 激 發

學 生 創 意

思 維 ， 培

養 學 生 說

故 事 之 技

能 與 運

用。 

二、藉由競賽

活動的舉

行，讓全

國各學校

幼保相關

系科學生

有觀摩學

習與經驗

交流的機

會。 

一、以各縣市大專院

校幼保相關科系

為參賽單位，各

單位遴選後推薦

報名參加。 

二、競賽日期： 

1.個人組—99 年

10 月 21 日。 

2.團體組--99 年

10 月 22 日。 

一、本活動透過競賽活動的方式，激發

幼保科學生創意思維，培養學生說

故事之技能與運用。也藉由競賽活

動的舉行，達成讓全國各校幼兒保

育相關系科學生有觀摩學習與經驗

交流的機會。此外，更將活動成果

納入本校教學資料庫，有利於教材

製作，用以增進教學成效。 

二、茲將本計畫之參與人數、參與人員

的回饋意見及內部檢討分述如下： 

1.參加校數統計：參與本活動之幼兒

保育相關校院達 17 校。 

2.參加人數統計：參賽選手達人數

65 人，觀摩人數達 280 人次。 

 
 
 

三、2  「創意指甲彩繪」技能競賽與實務成長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提升學生美容

美髮專業的品

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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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學生畢業

後就業或升學

之競爭力。 

一、99年 10月 29辦
理 99 年耕莘盃

全國創意指甲彩

繪技藝競賽。 

二、辦理校內競賽與

實務成，共 107

人參加。 

三、辦理校外技藝競

三、培訓輔導，

培訓總時數：144

小時(美容--75

小時、美髮--45

一、培訓輔導獲得 2010 全國婚訂文化第

一屆首長盃彩妝大賽新娘晚宴學生

組第 4名、第 6名、佳作。 

二、獲得 99 年耕莘盃全國創意指甲彩繪
技藝競賽大專團體組冠軍及個人組

亞軍、季軍、殿軍、優勝；高中職

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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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  「創意指甲彩繪」技能競賽與實務成長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小時、美甲--24

小時)。 
 
 
 

三、3  提升資訊管理科學生創意計畫-「機器人創意設計」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一、機器人設

計成果 
二、專題及機

器人競賽

成果 

以實務操作各項具實

用性的動力機械原理

及組裝，並應用光

源、聲音、觸控及超

音波感應器，搭配電

腦程式的控制，創造

能達成特定任務的機

器人。 

一、參與本計畫之學生皆能創造出具創

意設計之機器人，但部份學生未能

完成課程中的所有任務。 
二、具體成果仍須後續持續指導，於學

生畢業前完成專題製作及參與競賽後

才能顥示具體成效。 

 
 
 

三、4  創意莘髮妝競賽實施計畫」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具體成果或影響 

鼓勵美保科學

生發揮創意製

作宜蘭在地文

化髮型與妝容

設計圖稿，提

昇學生分析、

反思與創造的

能力。 
 

99年 9月 13日辦理創
意莘髮妝競賽。 

表現宜蘭在地文化「髮型與妝容設計競

賽」，讓學生將所學，結合自已的創意

巧思，將宜蘭在地的風俗民俗、人文藝

術表現在所學領域，藉以展現學生創意

思考與專業知能的應用。所以，藉由此

項競賽，讓學生充份將所學融入自己的

創意巧思，確實是可以啟發學生的創意

與靈感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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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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項計畫一 0 2,121,362 312,390 119,810 11,397,917 13,951,479

分項計畫二 43,200 2,900,075 0 152,542 107,280 3,203,097

分項計畫三 0 709,409 0 40,709 0 750,118

總計畫 43,200 5,730,846 312,390 313,061 11,505,197 17,904,694 

本年度實支經費（單位：元） 

總計畫 43,200 5,693,826 312,460 351,867 11,507,931 17,909,284 

結餘款 0 37,020 -70 -38,806 -2,734 -4,590

執行率(％) 100% 99.35% 100.02% 112.40% 100.02% 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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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年度計畫查核點執行情形 
 
此次計畫為教育部第五次對專科學校提供經費，以提升整體教學品質，立

意甚佳。然而計畫以一年為執行期間，屢次由於政府部門預算因立法院審議緩

慢，以致核准計畫公文至三、四月以後方始發布，然後又要在 12 月 10 日前結
案，算一算只有８個月時間，再扣除放暑假的２個月，老師是在學校，但是學

生都放假或進行實習，實際執行計畫的時間所剩無幾。在學校方面必須有明確

的補助金額，方能放心執行，值此窘境，也只能盡力在期限內完成。尤其是 99
年度的新計畫要在本年 11 月 30 日前提出，同時要有上一年度的自評表。學校
在舊計畫猛趕進度，尚未正式結案（12 月 10 日才結案），新計畫又要產生，
提出報告，一路趕進度，這大概是所有專科學校的情況吧！ 

雖然本年度計畫是在 2月 2日公布，但直到本校 3月 27日報部核准後才能
夠動支經費，似乎有改善，但時間上仍不夠充裕。不過考量到本項計畫的執

行，乃是學校必須要進行的工作，不管有無經費核撥，已著手進行部分無須經

費核銷的工作。待到經費正式核撥下來，在執行進度方面並不能依照原先報部

計畫書進行，尤其是在資本門採購方面，必須要合乎法規公開招標，以致始終

在趕進度，查核工作亦僅能就現實情況進行調整與檢核，亦儘量要求依計畫原

先規劃，保持一定的工作品質與成效，以不失原計畫之面貌，然後再進行微調

工作。 
整體的查核工作基本上是經由行政會議進行工作檢討與報告，提醒各計畫

主持人照進度執行，同時由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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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為單位，依各項目進行查核工作。其後

由各子計畫主持人進行工作項目的管控，同時進行自我查核的動作，於相關會

議提出報告或檢討，必要時尋求行政支援，務期計畫內容能夠確實完成，在質

與量上均能夠符合預期的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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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所面臨問題與因應措施: 

1.全校性的投入，仍有整合上的必要： 

本計畫多需跨科別及行政單位之互助合作，諸如在資源分配方面的溝通與

協調，及全校性制度的籌劃與建構方面，因各科專業背景的不同，易有不同的

考量，藉由此計畫的執行，各科間能更增強對彼此專長之瞭解，同仁間之關係

更為緊密，且各科共用資源之整合可以再加強，以提升整體教學的效益。尤其

是在今年度的教學網路建構方面，全校師生均投入參與，其中固然有運作不順

暢之時，但是預計在一年左右的磨合期後，相信會有顯著的績效產生。 

2.計畫內容不夠嚴謹，預期成效仍有模糊地帶： 

雖然歷經五次的計畫執行，計畫主持人多為一級主管，而且各單位均投入

大量人力，然而對於整體的經費運用及執行仍有疏漏之處，對於預期成效未能

明確指陳，以致計劃成效未能充分發揮。究其原因不外乎拙於草擬計畫、思慮

欠周詳、不明瞭相關政策與法規命令。已於本年度召開「如何書寫計畫研習

會」，要求教師全體參加，指導協助教師，對各類相關計畫內容，均能詳細規

劃，明確且具體地列出活動目標與實施方式，並以量化方式為主，不尚泛論，

以為將來的計畫奠定堅實基礎。99 年度的新計畫內容已較 98 年度的計畫明確
與詳細，但仍須更積極加強改善。預計將會再辦理１場校內的計畫撰寫研習

會，再強化教師的計畫撰寫能力。 

3.學生證照的組別限制，造成整體考照課程的規劃成效減弱： 
各項乙、丙級證照輔導班主要是以參加在校生組為主，但是勞委會規定在

校生一年內僅能只考一類證照，以致因應政策考量，報名社會組，故而在檢定

時無法達到預期，為此必須將部分學生進行第二梯次的報檢，始能順利達成通

過檢定。 

4.經費動支有時間落差，結餘經費無法自主有效運用： 
呈報計畫時（前一年 11月）的物品報價，與正式執行時(當年 5月)的採購

價格，時間上有落差，尤其是資訊類的產品，以致有結餘款項。結餘款不能採

購所需要的新項目，僅能就現有的項目增購，且是否允許未必可知。今年本校

報部希望能夠比照去年多增購現有的項目，但是不准。結餘經費能否比照教育

部補助私校整體發展經費的方式，由學校由現有採購項目加以增購即可，不需

要有繁複的公文往返，且能否通過還要看看上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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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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提升整體教學品質暨師生實務能力與創造力計畫」(Ⅳ)

執行學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連 絡 電 話 (02)2219-1131分機 5116 計畫主持

人 
楊克平 

Email address yang@ctcn.edu.tw 

一、績效執行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一)分項計畫一：提升系科教學品質計畫 (一) 分項計畫一：提升系科教學品質計畫 
1.藉由各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及相對應的

提升教學環境改善計畫，雙管齊下，能

有效改善與強化各科教學資源，提升

「教」與「學」的環境品質。 

1.已建置完成護理學習中心一間，提供護理科學

生更充足技術自主練習資源。 

2.強化一般教室及視聽教室多媒體功能，本年度

學校共增購 29 組資訊講桌，提供師生完備之 E

化教學影音環境，促使教師教學策略多元化。

3.各科專業教學設備建置以貼近職場為發展方

向，目前全校專業教室共建置 50 間（新店校

區 31 間、宜蘭校區 19 間）及經營 2 家托兒

所；其中護理科、幼保科、資管科及化妝品應

用與管理科皆具有勞委會丙級（含）以上合格

檢定考場。 

4.縮短課室教學與實務差距，廣邀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本年度共計有 28 人次，24 門科目進行

協同教學，學生反應良好，全校平均滿意度達

88.1％，有助提升學生專業認同及興趣，並進

而增進專任教師實務教學能力。 

5.各科依期中、期末考成績，針對學習低成就學

生開設免費補救教學至少進行五週，並追蹤成

績改善狀況，99 年度共執行 64 門科目，參與

學生改善率為 82％，滿意度為 85％，成效顯

著。 

6.教學評量每學期兩次：期中教學評量由各科負

責，提供授課教師教學建議，調整教學方式及

技巧，以提升學生教學滿意度；97 學年度 2 學

期期末教學評量全校平均成績為 3.84±0.89

及 3.88±0.92，98 學年度大幅提升為 4.05±

0.77 及 4.34±0.75(滿分為 5 分)，全校填答

率接達 93.7％以上，顯示近幾年教師們努力提

升教學知能及實務成長已有顯著成效。 

7.99 學年度廣納全體專兼任教師意見，問卷調查

教師對於教學評量意見，並經相關會議通過，

修訂教學評量辦法內容共計三項： 

(1)專兼任教師評量配比：專任教師增列教師

自評（10％），兼任教師增列教師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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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術主管評值（15％）、教務

處評值（15％），提升教學評量之廣度與

深度及施測之客觀性。 

(2)教學評量欠佳標準由評點 3.0 以下調升至

3.5 以下，提升教學品質。  

(3)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欠佳低於標準時，由原

來不予續聘修訂為經由教學單位主管充分

瞭解及懇談之後，得不予續聘。 

8.開設免費全民英檢檢定輔導課程，推動英文檢

定。99 年開設免費英檢檢定輔導課程共計 27

班，通過英文證照檢定 202 張，與去年 74 張

相比，成效卓著。 

9.推動 3 照 1 證，提升學生就業力：各科修訂學

生修課辦法，明訂 100 學度入學之畢業門檻列

入三照(英文證照、電腦證照、專業證照)一證

(畢業證書)始得畢業，本年度並編列 50 萬元

整獎勵學生考取證照。近 3 年證照考取張數分

別為 615、1,516、3560，逐年倍數大幅提升。

10.98 學年度完成網路扣考及成績預警系統，提

高預警時效性並擴大預警範圍，扣考預警為缺

課時數達開科目 1/6 即啟動，期中成績不及格

由 2/3 擴大至 1/2 學分，整體改善率 98 學年

度為 94.3％，明顯提升低成就學生學習成

效。 

11.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建立教學典範：98 學年

度 4 位教學優良教師，分別為傅鈺雯老師、

丁肇鳳老師老師、陳蓓蒂老師、李靜雯老

師，予以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 2 萬

元。並於 11 月辦理護理診斷概論、老人護理

學、基本護理學、體育四場次教學觀摩，開

放全校教師進行同儕教學觀摩；同時於 11 月

13 日上午辦理 4 位教學優良教師成果分享研

習會，激發教師教學熱忱，促進提升教學品

質。 

12.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本年度新增有： 

(1)各科專業核心能力錄製 VOD 數位教材 25

組，並置於數位學習網公開點閱，透過數

位媒體及線上互動學習教材，提升學生主

動學習興趣。  

(2)於兩校區宿舍增設學生自主學習電腦設備

共 6 組(新店 3 組、宜蘭 3 組)，方便學生

線上自學、資料查詢及列印。 

13.依 99 年 10 月 31 日為基準日，本校日間生師

比為 22.7，全校生師比為 24.4；各科專業教

師生師比依專業與通識學分比例 2：1 採計，

本校以美容保健科專業生師比 22.5 最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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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科皆低於此數據。 

14.辦理 8 場精進教師教學知能研討會，計有 648

人次參與，最低滿意度為 4.39，最高滿意度

為 4.76。 

2.依據 TNAC 的評鑑建議事項，逐項進行討

論，研擬改善計畫，並透過業界專家與

學者的共同參與，以畢業生的職場出路

為考量重點，規劃、建立並發展系科本

位課程，提供教學改進建議，協助教師

改善教學品質，強化教學績效。 

1.98 學年度護理科共召開四次本位課程改革小組

會議、二次課程諮詢委員會、五次課程委員會

議。 

2.99 學年度護理科聘任 2位學界及 6位業界諮詢

委員，協助檢核本位課程及模組相關課程內

容。 

3.近 3 年畢業校友及五專 4～5 年級生進行課程

滿意度調查結果如下： 

(1)學生認為專業課程對工作最有助益前三名

必修課分別是：內外科護理、基本護理

學、產兒科護理學、身體檢查與評估、臨

床數據判讀與應用、醫護術語及精神科護

理學。 

(2)學生認為專業課程對工作最有助益前三名

選修課：臨床案例分析、個案報告與寫

作、急症護理學急症護理、醫護術語、重

症護理學概論、急症護理學概論、護理診

斷概論、老人護理及優生學概論。 

(3)學生認為須增加開設的課程前五名：緊急

救護、症狀護理、醫學美容概論、整合性

照護、癌症照護及疼痛處理。 

(4)學生認為課程的規劃或進行方式能再做哪

改善可以使自己在職場時更有把握、更具

信心及競爭力，敘述如下(質性)：將課程

內容與臨床實務結合、醫學術語改為必

修、將證照相關科目列為必修課程、增加

術語能力及照護技術運用、基護及內外都

應再加強學理及技術、長照課程增多及護

理診斷改為必修等。 

(5)宜增加見習課程、服務學習活動，多數學

生認為最後一哩學程，對未來職場有助

益。 

4.98 年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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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如

下： 

(1)雇主對護理科畢業生專業能力及服務表現

之滿意程度平均分數介於「滿意」，表示

雇主對本校畢業生於臨床工作表現時大多

有正向感受。 

(2)其中以＂在工作中能應用與護理實務相關

的行為科學概念來分析臨床＂(4.20±

0.42)＂、在工作中能應用護理過程評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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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健康需要，並計劃執行與評價護＂(4.20

±0.42)及＂在工作中能關心護理專業現況

與發展趨勢＂(4.20±0.42)三項表現最

佳。 

(3)滿意度較低二項為＂在工作中能運用教學

原理與方法於護理臨床實務中(M=3.8;

SD=0.79)＂及＂在工作中能應用溝通理論

與技巧，與健康小組及其他人員協調合作

(M=3.9;SD=0.74)＂，目前本科將針對人際

關係」及「教學原理及方法」相關課程進

行調整。 

(4)雇主認為學校再開設下列哪些課程對於畢

業生目前工作規畫將更有益處：危機處理

(27%)、生死學(23%)及癌症照護(20%)。 

(5)雇主與建議應加強學生課程與見習應結

合，增加實務部份(或實作)經驗。 

5.因應各類問卷調查及產學專家意見，課程修訂

如下： 

(1)原「臨床護理模組」變更為「臨床護理進

階模組」。 

(2)原「健康產業行銷就業模組」變更為「健

康產業模組」，此模組增加＂健康管理概

論＂課程，其課程內容調整如下：簡介、

醫療院所、護理照護機構、製藥產業(生物

科技研發)、醫療保健及個別健康管理(健

康管理師、居服督導員、社區關懷員及保

險從業人員)，開課時間為五專四年級上學

期，2學分 2學時。 

(3)因應高齡化的快速來臨，希望可以藉由相

關課程，提升學生對高齡者的健康醫療照

護及管理，新增「高齡照護模組」，其課

程如下＂整合性照護管理＂(四下)、＂高

齡者體適能＂(四上)、＂高齡者休閒活動

設計＂(四下)、＂高齡者居家環境概論＂

(四上)，各 2學分 2學時。 

(4)「臨床護理進階模組」之未來發展以＂特

殊單位（血液透析室、腹膜透析室、急重

症照護單位及呼吸照護中心）＂為主；

「高齡照護模組」之未來發展以＂社區照

護單位（日托中心、社區關懷據點、安養

護中心、護理之家及老人服務中心）＂為

主；「健康產業模組」之未來發展以＂醫

療保健機構（健檢中心、醫學美容中心及

各類健康管理）、護理照護機構（產後護

理之家、居家護理所、育嬰中心及護理之

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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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增選修臨床症狀評估與照護、口腔照護

(Oral-care)、醫學美容概論」。 

6.各科本位課程發展計畫，廣納產學界專家意

見，近 3年全校參與人次分別為：51、111 及

93 人次。 

7.目前本校五專僅護理科有畢業生，其他各科本

位課程仍處於規劃及實施階段，護理科經驗可

作為它科學習傳承。 

3.以各科本位課程的發展為依據，持續改
善全校及各科軟硬體教學設施，提升教

學品質，拓展實習、證照及產學合作領

域，貫徹學生畢業時以「所學即所用」

為目標。 

1.推動各科本位課程發展成效如下： 

(1)初步完成學生能力指標系統建置：為完整

呈現五年學習成效與能力達成過程，提供

學校有更客觀的數據進行課程檢核，同時

提供學生修正學習方向，因此推動建置學

生能力指標系統；由教務處統籌，依據本

校教育目標訂定校能力，經全校性課程研

討會、行政會議及校外專家等多次會議討

論通過；七大校能力中做人素養、全人健

康及生命關懷訂為全校性共通能力，其涵

蓋社會能力、通識能力及校辦學理念，為

「耕莘人」基本素養；其他四項專業倫

理、創新應變、終身學習及專業知能，由

各專業學科依據科教育目標發展核心能

力，各科能力及科能力指標皆涵蓋基本素

養及核心能力，以呼應本校課程規劃及管

理機制。 

(2)完成課程地圖修訂：由教務處徵詢校外專

家意見並召開課程研討會制訂全校統一之

課程地圖模板，本校課程地圖特色： 

I.涵蓋四大部分：正式課程、非正式課

程、證照(3 照 1 證)及升學與就業。 

II.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證照融入能力

指標對應，方便學生及家長明白課程

(活動)目標。 

(3)目前課程地圖為初版，非正式課程及版面

仍在進一步積極檢討與修正，期能臻於完

備。 

(4)各科訂定學生修課辦法，明訂畢業門檻 3

照(英文證照、電腦證照、專業證照)1 證

(畢業證書)始得畢業，並提供相關配套措

施及獎學金。98 學年度證照獎學金總計 50

萬元整，提升學生考照動機。 

2.建置六莘平台完成，辦理「六莘」活動，計有

學生 668 人參加，使其態度與價值觀趨於正向

發展。 

3.落實實習制度：全校 7 個科別，98 學年度起，

每一個科別皆規劃至少 12 學分連續半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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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提升學生實務能力。目前實習合作簽約單

位，護理科有 18 個，幼保科有 56 個，妝管科

有 46 個，資管科有 12 個，健休科有 53 個，

美保科有 5個。 

4.97 學年度起提供經費辦理各科低年級生業界體

驗營，提早接觸實務。97、98 學年度完成新生

業界體驗營人數分別為 1,208 及 1,583。 

5.99 年度耕莘講座共辦理 8場講座，共計 1,444

人次參加。 

(二)分項計畫二：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進
修成長計畫 

(二)分項計畫二：提升師生實務能力及進修成長
計畫 

1.以本位課程發展與系科特色為規劃主
軸，透過參訪、實習、研討等方式，加
強教師理論與實務之聯結，並協助教師
與業界進行交流，進而提升教師實務教
學能力，以進一步推動產學合作計畫
案。 

1.於 97 學年度訂定本校「教師實務成長辦

法」，各科可依實際需求另訂實施要點；因應

實際執行之順暢性，於 99 年 10 月 11 日校務會

議修正教師實務成長辦法。 

2.全校專任教師每年至少進行 16 小時實務成

長，護理科依科務發展與教師需求每年需進行

80 小時臨床實務成長，執行完畢後繳交成果報

告並將相關成果融入課室教學中。 

3.97 學年度及 98 學年度專任教師完成實務成長

人數如下表： 

 

科別 97 學年度 98 學年度 

護理科 27 48 

幼保科 6 5 

妝管科 6 7 

資管科 4 3 

健休科 2 14 

美保科 5 7 

數媒科 0 3 

全人教育中心 19 21 

總計 69 108 

4.97 學年度教師對實務成長實施成果總滿意度達

86％，98 學年度教師對實務成長實施成果總滿

意度達 83％。 

2.建立「三照一證」的制度，透過課室輔
導及實習演練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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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全面推動英檢，
未來將設定畢業門檻，期使學生的發展
能夠順應國際潮流。 

1.每學年均開設各類型免費的證照輔導班，成效

豐富。護理師通過率如下表所示 

年度 96 97 98 99 

全國通過

率(%) 
39.67 36.08 44.59 39.01

本校通過

率(%) 
54.2 69.3 83.83 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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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校證照數量逐年倍數成長：96～98學年度分

別為 615、1516、3560 張，98 學年各類取得證

照明細如下表所示 

類

別

護理

類 

語文

類 

美容

類 

化學

類 

幼保

類 

電腦

類 

張

數
558 203 402 35 10 2,352

 

 

3.護理科連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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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

度 

補助金

額 

參與學

生數 

合作機

構數 

就業

率 

96 601,000 25 2 82.6%

97 408,000 28 3 100% 

98 600,000 30 7 93% 

99 600,000 35 4 
辦理

中 

4.開設免費全民英檢檢定輔導課程，推動英文檢
定。99年開設免費英檢檢定輔導課程共計 27
班，通過英文證照檢定 202張，與去年 74張相
比，已有倍數的增長，成效卓著。 

(三)分項計畫三：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
育計畫 

(三)分項計畫三：提升學校師生創造力教育計畫

藉由全國性學生競賽及校內各科學生競

賽，鼓勵學生以在校所學之專業能力，

結合競賽活動，相互觀摩，經驗交流，

培育創意思維，以強化本職學能 

1.幼保科於 99 年 10 月辦理一場全國創意說故事

競賽──「故事饗宴」。 

2.妝管科於 99 年 10 月辦理一場全國創意指甲彩

繪技藝競賽。 

3.資管科辦理「機器人創意設計」校內講習與比

賽，於 99/8/9-8/13、8/16-8/20、8/23-8/24

在本校德肋撒大樓 T504、T603 電腦教室舉

行，計有 10 人參與比賽。本計畫所規劃的活

動獲得多數參與計畫同學的肯定，日後也將配

合本科的發展目標與專業課程持續辦理相關活

動。而本計畫短期目標雖未臻完善，讓所有的

學生皆能達成百分之一百任務完成率，但多數

同學皆從中習得各項感應器、動力機器及程式

控制的基礎技巧。長期來看，仍有助於本科未

來安排學生參與各項相關競賽及專題製作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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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簡述未達成之項目及未執成之原因為何(無則免) 
二、行政配合(以本部核定公文日期為準) 

本部撥款時間 

第一期 520 萬元 
99 年 04 月 27 日  
第二期 390 萬元 
99 年 08 月 16 日 
第三期 390 萬元 
99 年 11 月 09 日 

經費完成核結時間 99 年 12 月 9 日 

期末報告備查時間 99 年 12 月 10 日 
三、預算執行(經常門、資本門分列) 
本部核定補助金額 13,000,000 支用金額 13,000,000 執行率 100％ 
學校實際配合款 4,904,694 支用金額 4,909,284 執行率 100％ 

計畫總金額 17,904,694 支用金額 17,909,284 執行率 100.03％ 

四、計畫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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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果或貢獻 

1.全校證照數量逐年倍數成長：96～98 學年度分別為 615、1516、3560

張，98 學年各類取得證照明細如下表所示： 

類別 護理類 語文類 美容類 化學類 幼保類 電腦類 

張數 558 203 402 35 10 2,352 

2.護理師通過率高於全國通過率，其倍率逐年上升，如下表所示： 

年度 96 97 98 99 

全國通過率(%) 39.67 36.08 44.59 39.01 

本校通過率(%) 54.2 69.3 83.83 79.95 

3.護理科連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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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補助金額 參與學生數 合作機構數 就業率 

96 601,000 25 2 82.6% 

97 408,000 28 3 100% 

98 600,000 30 7 93% 

99 600,000 35 4 辦理中 

4.98 學年度完成網路扣考及成績預警系統，提高預警時效性並擴大預警

範圍，扣考預警為缺課時數達開科目 1/6 即啟動，期中成績不及格由

2/3 擴大至 1/2 修課學分，整體改善率 98 學年度為 94.3％，明顯提升

低成就學生學習成效。 

5.參與實務成長教師人數逐年增加，對於業界實務經驗融入教學有正面

的助益，97 學年度及 98 學年度專任教師完成實務成長人數如下表。

實施滿意度亦逐年提升，97 學年度教師對實務成長實施成果總滿意度

達 86％，98 學年度教師對實務成長實施成果總滿意度達 83％。 

科別 97 學年度次 98 學年度次

護理科 27 48 

幼保科 6 5 

妝管科 6 7 

資管科 4 3 

健休科 2 14 

美保科 5 7 

數媒科 0 3 

全人教育中心 19 21 

總計 69 108 

6.98 學年第一學期共 115 門課程開設數位課程；98 學年第二學期共 106

門課程開設數位課程。 

7.補救教學 99 年度共執行 64 門科目，參與學生共計 2103 人次，改善率

為 82％，滿意度為 85％，成效顯著。 

8.辦理教學知能研習：98 年次 8 場次，共計 648 人次參加；99 年 20 場

次，共計 1,144 人次參加。 

9.辦理教師 IRS 教育訓練：98 年 3 場次，共計 101 人次參加；99 年 6 場

次，共計 132 人次參加。 

10.教育部於 99 年 10 月 31 日舉辦「2010 台灣創意精品 Show」，本校獲

得民眾票選「最佳人氣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