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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追求卓越—賀仁德43週年校慶
董事長 張志誠

近一年來，仁德的校務運作在董事會的大力支

持與楊校長的積極領導下，使得校務行政績效與

教學效能均大幅提升；除特別注重學生學習與

生活環境改善外，亦積極朝向以「證照」來引

導教學，使每一位學生能獲得更多領域的專業

證照，來提升自己的就業能力。

今年護理科畢業生考取護理師（士）之錄取率均達六成，超越

全國平均錄取率的20%；復健科畢業生考取職能治療師（生）、物理治療

師 （生）及醫事檢驗科畢業生考取醫事檢驗師（生）等執照之錄取率亦有顯著

成長。這顯示我們調整以「證照」來引導教學之方向，是正確的，在未來少子化的

衝擊來臨前，唯有全體教職員胼手胝足、戮力以赴下，仁德的未來發展才有希望。

欣逢本校創校四十三週年校慶，本人謹代表仁德醫專董事會全體董事，感謝

這些日子來，教職員對於學校的付出；同時也祝福仁德醫專校運昌隆，校務綜合

評鑑均能獲得一等，早日完成改制「仁德醫護技術學院」。

校長 楊慕慈 博士

四十三年就人生而言是不惑之年，就仁德而言，則是個轉型發展的契機--規

畫成立「仁德醫護技術學院」籌備處，以及增設「健康美容觀光科」與「調理保

健技術科」。

個人到校服務不到七個月，但是感覺本校就像個溫暖的家園，師生間亦師亦

友，師長間相互關懷，同學間友善學習，學長姐與學弟妹間情同手足，仁德校園

氛圍是溫馨、健康與活力；學校辦學理念是--「仁心德術、博施濟眾」，教育目

標是--「承先啟後、追求卓越」。

於此四十三週年校慶前夕，衷心期望全體師生以及校友與家長間，大家手牽

手、心連心，共創屬於仁德人的璀燦前程。

第一屆家長會會長 陳木池

回顧仁德師生過去一年來各項表現均相當優異，其中餐飲科師生榮獲「第六

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大韓大長今盃）」個人及團體共22面金牌；生命關懷事業

科榮獲「2010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文語及一般科目群競選

第一名，在在顯示出仁德醫專優質的教學成果，已逐漸在國內外嶄露頭角。

家長會的運作主要增進家長們與學校間的聯繫及溝通，並做為學校發展的後

盾。我們深信，唯有學校與家長間良好的互動、了解學校辦學方針、支持學校相

關政策，才能塑造優質的校園學習環境。家長會是否達成上述任務，有賴學校及

家長們鼎力支持與配合。

今適逢仁德（母校）43週年校慶前夕，本人代表仁德醫專家長會全體委員向

全體師生道賀，感謝學校董事會、校長支持家長會的運作，期望仁德醫專早日改

制學院，開創仁德歷史新頁。

校友會會長 陳正忠

仁德創校至今已經43週年，從仁德藥校、仁德醫校至仁德醫專，每一階段均

是仁德這個大家庭成長的歷程與軌跡，有幸我們都是母校發展的參與者。

母校在現今的董事會全力支持及楊校長的領導下，校務蒸蒸日上，國內外各

項競賽活動，師生表現相當傑出；使得「仁德」這塊招牌，越擦越亮，校友們無

不感到與有榮焉。今逢母校43週年校慶來臨，每一位校友們必定跟我ㄧ樣，秉持

著感恩的心，以及期待的心來祝福母校校慶。

讓我們一起祝福仁德醫專校運昌隆，生日快樂，改制學院的目標早日實現。

生命關懷事科
技專實務競賽勇奪第一

本校生命關懷事業科於99年6月5日參加由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所主辦的「2010年全

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活動，從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專題製作130件優良的入圍

作品中脫穎而出，以

「顏面重建（Facial 

Reconstrution Form）

技術－m a s k模型製

作」項目，榮獲文語及一般科目群競選

第一名，是全國唯一入選的專科學校，

異軍突起擊敗所有參賽的科技大學，

除獲得三萬元獎勵金與獎牌獎狀之殊

榮，為全國專科學校揚眉吐氣，實乃

仁德之光。

此項作品係以科技、創意、環保

以及人性關懷的特色獲得評審委員一

致的肯定與青睞而取勝。本校生命關

懷事業科為全國第一所經教育部正式

核准設立的二年制殯葬專業科系；雖然去（98）年方獲准成立，

但在網羅自實務界的專業師資聯合教授下，目前就讀的50名學生

皆有具體的學習成效。此次獲獎殊榮，即是由任職於新竹地檢署

楊敏昇法醫與其

他授課老師共同

指導下的優異成

績，未來將會有

更多的學生作品

參與，為學校爭

取最大的榮耀。

韓國養生美食大賽奪獎無數大放異彩
韓國「世界中華美食藥膳研究會」舉辦「第六屆國際美食養生大

賽」於99年10月13日至19日在韓國文慶市熱烈舉行，本校餐飲科參賽隊

伍接受楊慕慈校長授旗與全體師生祝福下昂首啟

程。參賽的吳仕文、葉清祥老師及張秋玲、賴東

輝、劉燕燕、沈容羽、張綱庭、侯冬木、張焜耀、

王柏陸及李麗珠等九位學生，在300餘位各國競賽

選手中，脫穎而出，11位報名參賽師生，全數掄元

獲獎，成績大放異彩，凱旋歸國。

校長表示，餐飲科師生此次參賽佳績，實屬難

得，全校師生同感光彩，尤其能獲得國際主辦單位

團體獎等殊榮，代表餐飲科師生在精進廚藝上的努

力與付出，獲得肯定，更是我國技職教育與國際舞

台接軌的象徵。

護理百萬知識闖關技壓全場
各位老師、學弟妹們，大家好，我是畢業於98學年度護理科的鄭瀅

瑄，現在就讀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在這裡要與你們分享參加全國百

萬護理知識競賽的經驗與感想。

當初我認為，在仁德的我們不像南護、中護這樣的頂尖，當然也沒

有弘光、長庚那樣的優秀，而我也不是最厲害的學生，更不是最聽話的

學生；儘管我是個五年都很認真在學習的學生。我帶著志在參加，不在

得名的心態出席，也許這樣比較能心無旁鶩地參加競賽。原本抱著參加

長庚戶外教學的心態出席，想藉機了解我們與其他護專的差異，沒想到竟有這出人意表的成果，

原來，我們也不是這麼糟糕。

全國百萬護理知識競賽其實就像是在考執照考，不同的是執照考平均及格就可以了，而競賽

是基護、內外、生解、微免、藥理、產兒、精神、公衛都要均衡發展。當你練習、複習準備的題

目越多越熟，就可以答得越快越準確。平常可以利用學校的數位平台練習，但是有些題目是錯的

答案，老師給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對的，你必須常常去質疑答案，最好可以自己查課本，或找同學

一起討論，你自己必須要清楚知道這為什麼對、這為什麼錯。

五年來，你若每堂課都有認真付出，含淚灑種的，必會歡呼收割，帶著可以凌駕在困難之上

的信心，你就凡事都能做。（作者通過護士、護理師專業證照考試）

▲參加「2010年全國技專

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

賽」複賽分組第一名證書

▲「99年發展學校特色典

範專案計畫」執行流程示

意圖

▲

餐飲科栩栩如生的糖花

鄭瀅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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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各科專業證照龍虎榜

護理科
★鄭瀅瑄同學榮「獲2010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

賽--『百．萬護理知識闖關』」第一名。

★詹佩芳同學榮獲「2010全國技專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

『百．萬護理知識闖關』」第六名。

醫事檢驗科
★黃梅子、王世安同學參加99學年度於「醫檢年會學生論

壇」，以英語作臨床實習專題演說。

餐飲科
★吳俊錠、許億祥榮獲「第六屆龜甲萬盃烹飪大賽」優

勝獎。

★楊詠翔榮獲「2010客家粄條健康創意料理校際邀請賽」

第二名。

★吳仕文、葉清祥等師生榮獲「第六屆國際美食養生大

賽」「團體金獎」殊榮。

★吳仕文老師榮獲「第六屆國際美食養生大賽」「團體金

獎」殊榮。

護理科

★畢業生陳佳吟等238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

考試醫事人員類考取護理師。

★畢業生陳佳吟等251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

考試醫事人員類考取護士。

復健科

★畢業生陳建名等11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考

試醫事人員類考取物理治療師。

★畢業生陳建名等34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考

試醫事人員類考取物理治療生。

★畢業生黃欣儀等16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考

試醫事人員類考取職能治療師。

★畢業生黃欣儀等20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考

試醫事人員類考取職能治療生。

醫事檢驗科
★畢業生林佩霆等13人，於99年第二次專技人員高考暨普通考

試醫事人員類考取醫檢師。

餐飲管理科

★鄭蜀豪等57人，考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餐烹調-葷食」

證照。

★郭思敏等33人，考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烘焙食品-烘焙」

證照。

★楊雅涵等21人，考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調酒」證照。

★黃雅琳等26人，考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餐旅服務」證

照。

★吳岱芳等18人，考取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Excel」

証照。

★黃雅琳等4人，考取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Word」

証照。

視光學科
本科學生計212人，考取行政院勞委會「眼鏡鏡片製作丙級技

術士」。

職業安全

衛生科

畢業生陳雨涵考取行政院勞委會「甲級勞工衛生管理師」、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仁德醫專97～99年度產官學研究計畫                                                           
                        技術合作處

本校為提高學術研究成效與擴展醫護專業之研究交流，故鼓勵教師積極執行

各專業領域學術研究，發展各類產官學之合作研究計畫。以有效整合與運用校內資

源，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學術研究之活動，以專科學校之服務、教學、研究之特色促

進學術發展，提升學術研究水準。除以行政資源協助各類計畫之執行，並配合教育

部獎補助經費訂有「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承接研究計畫獎助辦法」以鼓勵教

師除教學外，並積極投入學術研究。在各學科專業師資逐年成長且利用獎補助經費

建置各專業教學實驗室之餘，本校於97~99年度於教育部獎補助及研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與其他各類產學合作計畫案皆有成長，總計三年總共教育部19件、

國科會14件（全國專科學校數量第二名）與其他產學14件之成果。各年統計數量與

經費表請見表一，圖一至圖三則為各年度之成長與經費分配圖。

本校目前研究發展目標為：

1.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辦學理念，鼓勵教師投入專業研究。

2.推動產學合作，以建置醫護專業之研究發展為導向，協助企業進行方案

解決。

3.區域發展結合，充分提供地方分享學校的資源，使學校未來的發展與地方的

發展相輔相成。

表一、本校97~99年度各項計畫經費統計表

年度
教育部 國科會 其他產學

備註
件數 總金額（元） 件數 總金額（元） 件數 總金額（元）

97 5 4,321,880 4 1,635,000 2 570,000

98 4 29,230,651 5 1,886,000 10 859,000

99 10 49,463,591 5 2,089,000 2 892,000

▲圖一
歷年教育部執行計畫成果

▲圖二
歷年國科會執行專題計畫
成果

▲圖三
歷年其他類產學計畫執行
成果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學概況

護理科

畢業生陳亭君等176人，分別考取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庚

技術學院、慈濟技術學院、弘光科技大學等15所科大（技術

學院）。

餐飲科
畢業生洪湘菱等28人，分別考取台中技術學院、台北海洋技

術學院、大同技術學院等17所科大（技術學院）。

職業安全衛生科

本科學生於98學年度升學率百分百，6名同學升學進入長榮

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6名同學升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

安全衛生系。

視光學科

畢業生報考中台科技大學與元培科技大學視光二技部，學生

錄取人數分別為35人與22人，佔該系總率取率48% 與54%，

錄取比例為全國視光專科第一。

98

98
榮
譽
榜

通識教育中心
★李沛薇同學參加「98年警察節徵文比賽」榮獲民

眾高中組佳作。

★李沛薇同學參加「98學年度全國國語文競賽苗栗

縣複賽」高中組國語演說第四名。

★賴以軒同學參加「98學年度全國國語文競賽苗

栗縣複賽」高中組閩南語朗讀第六名。

★吳雨珊同學榮獲2010中華名國柔道錦標賽，大專女乙組第二級（48-52公斤）

第二名。

★體育室於獲得教育部99學年度提升大專院校學生體適能「陽光活動推廣計畫實

施學校」及全國學校運動志工培訓單位計劃。

▲仁德醫專榮獲第六屆國際
美食養生大賽團體金獎

▲吳仕文老師榮獲第六屆國際
美食養生大賽金獎

優良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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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
98學年度復健科整合學校資源，提供學生至業界參

訪經驗，辦理2班次醫院參訪活動。

1.赴鄰近之產業界進行學訓業務合作交流

至財團法人幼安教養院、新大同診所附設護理之

家、財團法人馨園護理之家，藉此瞭解機構對人力之需

求，為使學生瞭解未來與就業市場需求。

2.協助推動社區免費弱勢族群教育訓練

協助苗栗縣脊髓損傷協會辦理相關身心障礙者教

育訓練課程，並結合本科師資提供鄰近地區民眾免費參

加，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及一般民眾對於弱勢族群的認

識，及對於輔具的認識，98學年度累計辦理2場免費講

座，服務105人次。

醫事檢驗科
服務學習之概念經過不斷嘗試、試辦、調整、激盪，

如今已醞釀成為全校性之通識必修有學分課程，並且完成

各項師資、教材、合作對象、行政支援等準備工作。這樣

的制度對於以醫護為主體的學校特別有教育之意義，可以

給教學者、受教者、被服務者三方面帶來成長與互惠。本科在98學年第一學期辦

理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美兆集團美兆生活事業(股)公司何威燕秘書長以-「全

球健康管理新概念-做專業服務學習內含課程」之演講。

下學期特別邀請苗栗大千醫院醫檢科暨健檢部余文發主任

於99年4月28日針對本科三、四年級學生及本科專業教師

做「現階段健檢服務」演講，藉由這些專業演講，學生能

夠在學習過程中，植入一顆服務之種子。另外安排學生臨

床見習之學習機會，分別安排到苗栗大千醫院、苗栗頭份

為恭醫院，採半天之臨床見習，以充實學生所學之基礎醫

檢專業，作為學生於實習之前的專業認知，有助於日後學生在臨床專業科目之學

習及運用。希望於未來學生充實了學理與技術之能力後，而早期在心裡播下之服

務種子能甦醒，發芽茁壯，發揮服務之精神。

資訊志工服務團隊
秉持著落實教育部政策及關懷弱勢的精神，多媒體實

驗室教師群及資管科同學聯合組成海西瓜及海花生兩個資

訊志工服務團隊，對苗栗縣偏鄉地區數位機會中心及多所

偏鄉學校提供持續性的資訊志工服務。

志工團隊歷年來服務過的對象在學校方面有後龍國中、造橋國中、外埔國

小、成功國小、建國國小、新隆國小及瑞湖國小等校，在數位機會中心方面有銅

鑼數位機會中心、大湖數位機會中心及獅潭數位機會中心

等DOC。志工團隊並針對國中、小學童舉辦系列之電腦研

習課程，今年暑假更首次與本校餐飲管理科合作，進行半

天的糕餅實作研習，讓參與教中辦計劃的弱勢族群學生都

能盡興學習，滿載而歸。

視光學科
1.協助苗栗縣內學校與偏遠地區之視力篩檢、視力保健宣導

有鑑於「預防甚於治療」才是真正減少視力惡化問題的不二法門，以及顧及

各校護理人員人力不足之考量，因此自95年起義務協助苗栗縣各國中小學校保健

室與偏遠地區學校進行校外視力保健演講與篩檢，藉由篩檢活動篩檢出視力不正

常之學童轉診至當地眼科醫師做進一步治療避免視力更加惡化，各校反應熱烈，

成果豐碩如表列。

2.協助苗栗縣內貧困學童免費配鏡

部份偏遠地區學童發現視力異常者，經建議轉診，但事後仍未改善視力狀

況，由科內教師發起募捐共同籌資提供家境貧困學童免費配鏡，唯力量十分有

限，僅能針對偏遠地區單一學校進行協助，計畫未來將協調國內大型眼鏡連鎖體

系捐贈，以期擴大嘉惠貧困家庭與地區。另於「行政院衛生署暑期大專青年社區

部落健康服務營」活動時，即協調寶島眼鏡公司提供贊助老花眼鏡200付，免費

贈送苗栗縣泰安鄉偏遠部落居民，深受歡迎。

幼兒保育科
帶領同學到溪洲國小，為國小低年級學童加強課業輔

導，同時讓本科同學有實際參與服務的機會。

職業安全衛生科—健康、安全你我他
勞工安全衛生法於民國63年公佈實施以來，政府及

事業單位積極建立更安全衛生的職場環境，然綜觀社會局

勢，工安事故仍時有所聞，其財物及人員的損失相當慘

重。顯然人的操作方式、作業執行態度及安全衛生觀念亦

是危害發生的主要因子。學生是社會未來的主幹，畢業後

進入職場中，雖從事各種類別的行業，但追求工作安全、

健康舒適的目標是相同的，因此，科上近年來積極推廣各

級學校的安全衛生教育，希冀以趣味的體驗活動，提昇學

生的學習興趣，深植安全衛生觀念，進而達到推廣教育的

目的。

應用外語科
全校性英語日活動，從實施以來，即廣受好評。同

學們藉由通關活動的設計與應外科資深學長姐進行常用

英語對話與問答，以此互動達到練習會話之效果；或藉

由實物與單字之連結，達到字彙學習之認知效果。或是

藉由學術競賽提升自我英語學習之動機與樂趣，此效果

顯而易見。

英語夏令營則針對本校醫

護類特性，設計醫療職場相關主題，以獲得校內同學之共

鳴。參與之學員，從與外籍老師之互動中，獲得實際之語

言交流，短短幾天之中不僅同學之間相處融洽，亦藉由短

劇比賽之演練，達到英語學習效果。

苗栗縣國中小視力篩檢、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人數

98/09/21 新竹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新竹市竹光國中 400人

98/09/30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致民國中 600人

98/10/24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烏眉國中 200人

98/10/24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致民國中 300人

98/10/29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三民國中 900人

98/11/18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造橋國中 130人

98/12/09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大倫國中 710人

99/01/13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卓蘭國中 170人

99/04/06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維真國中 600人

99/04/13 苗栗縣國小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中山國小 100人

99/04/30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明仁國中 120人

99/05/21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保健演講活動 苗栗縣明仁國中 120人

99/09/10 苗栗縣國中生視力篩檢活動 苗栗縣南和國中 147人

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照護是人類的基本需求

之一，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的重

要指標。健康狀態足以影響學習及

生活品質，本校屬於醫護專長的大專

院校，校內擁有專業醫護知識的師資及豐富的教學資源，透過健康教

育服務之實施，引導社區學校、學生、教職員工及社區家長，自發性地建立

健康管理，共同營造友善校園。

本校健康促進服務團隊至鄰近社區或學校協助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或特殊類科職業試探

體驗活動，98學年計33場次活動，參與活動人次超過5,000人以上。

另配合教育部「發展與改進國民中學學生生涯發展教育職業試探政策」，本校特舉辦

「健康促進體驗營」，邀請鄰近地區之國、高中生到校參觀各科系各職群別之學習內容、

發展特色，並提供職業試探體驗之活動，以協助學生能夠自我覺察，掌握適性、適才的生

涯規劃方針。活動期間參訪學校計有三灣國中、北梅國中、鹿谷國中、公館國中、光武國

中、南莊國中、獅潭國中及新竹市友善校園輔導教師等。

仁德醫專服務學習課程成果
（1）97學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開設具

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92萬；98學年度獲得109

萬元之補助；99學年度再度獲得786333元。 

（2）97學年度本校獲頒為教育部實施服務學習

績優之大專院校。

（3）97學年度本校服務學習組長獲頒

教育部辦理服務服務學習績優行政人員。

（4）98學年度本校參加苗栗縣志願服務MV評選獲

頒優勝首獎。

（5）98學年提出99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業

經青輔會決審通過。

（6）本校服務性社團計有53個，98學年度辦理過服務性活動的社團有17

個，辦理活動場次計46場，達到32%以上。

▲

醫檢科學生介紹糖尿病之病因

▲

資訊志工與同學合影

▲

資訊志工詳細解說講解

▲偏遠部落視力篩檢
服務

▲國中視力保健演講

▲

幼保科學會特殊教育
學校畢業典禮

▲

苗栗縣啟新國中安全
衛生推廣

▲

英語日報到

服務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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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
因應多元化學習時代來臨，為有效訓練本校在校及畢業學生及民眾取得第二

專長及證照，特結合政府資源及社會需求量開辦第二專長培訓、在職進修課程，

如照顧服務類、體適能類等課程，以提升大眾學識技能、社會文化水準，與相關

專業的競爭力。復健科利用現有之教學資源、師資與設備，推動多元化之課程及

教育訓練。近幾年在執行經費、班次及人次上每年度均有穩定成長，此外，職業

訓練學員參與機構工作之表現，屢受外界肯定，建立學校良好的社會形象，未

來，本科仍然推動辦理相關學程之訓練，配合學校政策，期待成為苗栗縣相關醫

護管理課程訓練中心。

98 年度提供本科學生參訪苗栗縣社會福利機構與醫院，包括：署立苗栗醫

院、財團法人幼安教養院、社團法人脊髓損傷協會、苗栗縣輔具資源中心、財團

法人海青老人養護中心等相關機構，98學年度共2場次共300人次。

醫事檢驗科
「微生物學實驗」教師陳冠豪老師帶領同學，將著重在傳染病之形成、傳

播、及防治等專業知能的宣導，將以抵抗力、免疫力較低的族群為宣導對象，如

病患、老人、幼童等對象，透過專業與實務活動結合服務學習，建構一套具有特

色的疾病防治宣導系統及工作團隊。本年度曾到大千綜合醫院與行政院衛生署台

中醫院進行相關主題之衛教，學生自行製作專題衛教海報內容包括子宮頸癌、敗

血症、胃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冀望於未來可以再將醫事檢驗相關之科目，逐

步的融入，使學生於專業科目之課堂學習外，可以在專業上學習去服務人群、造

福社會，使學生於服務學習中建立更正確的專業學習觀念，將可更強化學生的學

習及服務動機。

視光學科
1. 配合業界需求，建立終身學習之教育管道：

本科於94學年度起，分別開設一般在職專班、得

恩堂眼鏡公司在職專班、小林眼鏡公司在職專班、寶

島眼鏡公司在職專班、學分班以及160小時非學分班等各種班別，配合業界不同

需求，6年來提供業界1,419餘人在職進修之機會。

2. 舉辦「行政院勞委會眼鏡鏡片製作丙級技術士證

照」術科考試流程研習會： 

為倡導「眼鏡鏡片製作技術士」證照與回饋業界，科

內歷年來於承辦技術士術科測試前均會舉辦多場校外研習

會，以協助業界學習眼鏡鏡片製作基本操作，進而取得該

項專業技術士證照，6年來，前

後已舉辦近40場研習會，服務近1,100人次，以提供眼

鏡業者及公會會員進修管道。

另自94年起，本科接受勞委會委託開始承辦技術

士術科檢定測試，6年來已接受勞委會委託舉辦7場全

國術科測試，全國共計2,216位考生到校應檢。

視光學科94年至99年間承辦「眼鏡鏡片製作職類

丙級技術士」術科檢定活動一覽表

幼兒保育科
1. 開設學分班四班，做

為進入幼二專之前哨站。

2. 開設保母證照輔導

班，協助非本科系畢業之社會

人士，以做為未來能順利考取

保母技術士檢定考試之準備。

3. 設置保母檢定考場，通過即可獲得「單一級保

母技術士檢定考試」。

職業安全衛生科
EMT1（初級救護技術員）教育訓練：配合緊急醫療法

提升急救技術水準，落實及整合各縣市對急救有興趣之民

眾獲得政府立法救護人員資格和證照，以協助社區和消防

及醫療單位救護服務工作，以強化災害防救能力。

99年1月：36位合格取得初級救護員證書

99年5月：39位合格取得初級救護員證書

老人照顧科
本校於民國97年設置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

定術科考場，並陸續承接各項照顧

服務員訓練計畫。今年7月由老人

照顧科承辦職訓局所委託的照顧服

務員訓練班，對象為失業民眾，希

冀經由強化學科、術科以及實際操

作的完整就業訓練後，提升求職競爭力與容易度，並達成

職場就業與延續永續就業的機會。

生命關懷事業科∕生命教育實驗基地
本校生命關懷事業科為全國唯一獲得教育部通過設立「培育生命禮儀專業人

力」之技專校院。目前設有符合國家技能檢定考場之喪禮服務丙級考場一座，並

結合各類殯葬禮儀服務專業設備，以滿足「禮儀師」培訓之教學目標外，更積極

地朝建構全國培育「殯葬禮儀師」之正規教育單位，讓殯葬禮儀事業邁向專業化

培育人才之機制，以維護需求者（喪家）之權益及對往生者尊敬的終極理想而努

力以赴。

有鑒於此，本科即就教育部「99年發展學校特色典範專案計畫」具體提出為

期三年之申請計畫。最終目的旨於提升臺灣殯葬禮儀從業人員之專精殯葬知能及

殯葬技能、提升殯葬禮儀之服務品質及水準、維護消費者的權益、以及讓社會大

眾對「殯葬禮儀」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及提升殯葬禮儀師的社會地位。

該項計畫，除建構全國第一座理論實務兼備之硬體建設外，另將結合專精

於心靈諮商、心理輔導、生命教育、護理照顧、生死哲學、宗教關懷等校內、外

專業師資，成立「生命教育工作坊」，將分別針對本校高年級學生、地區、全國

各級學校，以及其他有意願經由「死亡體驗」進而「珍惜生命」的實踐者，提供

「超越生死」之活動。

專業服務

承辦梯次 辦理日期 全國到校應檢人數

93年度第一梯次 94年08月 108人

94年度第三梯次 95年05月 299人

95年度第二梯次 95年10月 252人

96年度第一梯次 96年08月 477人

97年度第一梯次 97年08月 465人

98年度第一梯次 98年07月 247人

99年度第一梯次 99年07月 368人

合  計 2,216人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8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數及學員數統計表

        學 期

   類 別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備註
開設班數 學員數 開設班數 學員數

專科學分班 10 269 12 303

專科非學分班 6 128 4 139

合  計 16 397 16 442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99學年度推廣教育
開班數及學員數統計表

        學 期

  類 別

第一學期

備註
開設班數 學員數

專科學分班 6 285

專科非學分班 6 139

合  計 12 424

▲

小林眼鏡公司產學合
作專班畢業典禮

▲

危急病人之現場救護

▲

傷患搬運操作教學

98

99

學年

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