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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慈濟科技大學   校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號 

電    話：（03）8572158 

校 長 姓 名 ：羅文瑞        電話：（03）8572158轉 2301 

業務主管姓名：李春蓓        電話：（03）8572158轉 2462 

承 辦 人姓名：吳雨蓉        電話：（03）8572158轉 2353 

制式別 

項目 
五專部 四技部 二技部 

進修部

二技 

進修學

院 

二技 

研究所 

合 

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班級數  5 5 5 5 5 6 8 7 7 3 3 2 2 2 2 2 1 66 

學生 

總數 
260 255 246 237 251 341 322 365 348 139 146 44 64 34 22 17 12 3003 

原住民

學生數 
121 114 115 106 129 26 29 41 28 20 10 23 30 8 1 0 0 792 

教 職 

員工數 

323人 

 

註：1.人數統計以 106年 10月在學人數為基準。 

    2.延修班班級數及人數皆附屬於最高年級之班級數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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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執行情形統計                                單位：元 

 
執   行   項   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 

百分比 

 
備註 

１、配合鄰近或當地原住民文化及

區域產業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課

程，培育各類專技人才。 

241,320 261,580 108.40% 

  

２、辦理各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

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精訓練，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162,950 159,782 98.06% 

  

３、成立原住民社團，辦理生活、

課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

活動，或辦理原住民人才返鄉輔導

講座。 

575,033 959,003 166.77% 

  

４、辦理原住民學生就業參觀活

動，認識企業工作信念與態度，及

不同文化工作觀。 

0 0 0.00% 

  

５、開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選

修課程或學分班，並加強教師在職

進修研習。 

113,097 133,091 117.68% 

  

６、建置及維護原住民民族技職教

育網站，提供網路學習資源，人才

資料庫與就業、考照及升學等相關

資訊。 

0 0 0.00% 

  

７、分區選定原住民中心學校，辦

理原住民文化講座、深耕研習、技

藝能力及作品展覽、樂舞創演等相

關活動，促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育

發展，並配合評鑑輔導。 

0 0 0.00% 

  

８、推展各校教育特色，充實其相

關教學設備及設施（資本門）。 
892,740 1,105,422 123.82% 

  

總     計 
1,985,140 2,618,878 131.92%   

106年上半年度教育部補助經常門金額: 663,000元 學校配合款:246,105元 

106年下半年度教育部補助經常門金額: 429,400元 學校配合款:174,951元 

106年度教育部補助資本門金額: 892,740元 學校配合款:212,6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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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6年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         
成果明細表 

                                                                                             

目標與績效指標 

(  106年 2月-107年 1月 )辦理情形 
執行要項 

(上、下)半年 

績效達成情形 

1、配合鄰近或當地原

住民文化及區域產業

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

課程，培育各類專技人

才。 

 

◎配合地區產

業特色培訓專

業人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獎助

460 人。106 學

年度第 1學期共

計獎助 490人。 

◎原住民族語

教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教師 2

人次，學員 68

人。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教師 2

人次，學員 67

人次。 

 

 

 

◎配合地區產業特色培訓專業人才：配合花蓮地區
護理人員需求並照顧原住民學生，本校 85學年

度起每年招收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專班 50人，至
100學年度起增加為 100名。凡經審查符合原住
民獎助生獎助條件的五專學生，其學雜、住宿、
伙食、實驗、實習交通、制服、教科書等費用，
以及每月零用金 3,000至 5,000元，均由慈濟基
金會提供。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獎助人數共計 460人。獎助
金額新台幣：1,777萬 6,699元。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獎助人數共計 490人。獎助
金額新台幣：2,008萬 2,233元。 

原住民族語教學：提供學生學習族語，以便運用於
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105學年第 2學期: 
  全人教育中心於五專及四技選修通識開設課程
「太魯閣族語與文化」共計 2班，授課老師張永
晃老師(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68人。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於 106年 12月 26日辦理太魯閣族基礎醫護

用語，講師為張永晃老師(太魯閣族)，師生共
計 46人參加。 

（2）於 105年 12月 18日 辦理阿美族基礎醫護
用語，講師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族)，師生共
計 21人參加。 

2、辦理各校與職訓中

心或事業單位建教合

作，加強技能專精訓

練，提升學生就業能

力。 

 

建教合作: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單位

38所以上、實習

人數共計 272人

次。 

證照輔導: 護

理科原住民畢

業生考照輔導

建教合作: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護理系：花蓮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

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

醫院、門諾壽豐分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蓮市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新城鄉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壽豐鄉衛生所、門諾護

理之家、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福部花蓮醫

院、汐止國泰醫院、花蓮縣吉安鄉太昌國小附設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4 

專班授課老師

30人，學員人

118人次。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實習單位

30所以上、實習

人數共計 238人

次。 

幼兒園、花蓮縣私立培德幼兒園、花蓮縣私立熊

熊森林幼兒園、花蓮縣私立小樹幼兒園、花蓮縣

私立丫丫幼兒園、花蓮縣新城鄉立幼兒園、花蓮

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臺北榮民總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花蓮縣私立長春養護之

家、花蓮祥雲長期照顧中心、花蓮崇恩長期照顧

顧中心、衛生福利部玉里溪口護理之家、台中榮

民總醫院灣橋分院、嘉義縣私立大林老人養護中

心。共計 255人次。 

◎醫管系：台北亞東醫院、台北馬偕醫院、台東馬

偕醫院(學程)、玉里榮民醫院、花蓮門諾醫院、

康是美(五分埔)、慈濟花蓮本院、臺北臺安醫院、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共計 13人次。 

◎科管系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敦

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分公司、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三重) 共計

4人次。 

◎醫放系、行管系、本學期無實習。 

證照輔導: 

  106年 4月 11日至 6月 2日及 6月 12-16日開

設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照輔導專班，授課老師

30人，上課時數為 147小時，學員 118人次。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護理系: 花蓮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

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

醫院、門諾壽豐分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蓮市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新城鄉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壽豐鄉衛生所、門諾護

理之家、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福部花蓮醫

院、汐止國泰醫院、花蓮鳳林榮民醫院、全人診

所、藍田產後護理之家、舒漾居家護理所、崇恩

護理之家、富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私立祥安養

護中心、臺安醫院，共計 234人次。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台大醫院，共計 1人次。 

◎行管系：蘇州慈濟門診部有限公司，共計 1人次。 

◎科管系：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共計 2人次。 

3、成立原住民社團，

辦理生活、課業輔導與

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

活動，或辦理原住民人

才返鄉輔導講座。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輔導原

住民社團辦理

活動 1場次，師

生參與人數共

計 132人次。 

◎ 社團輔導： 

  106年 6月 5日至 6日由原住民青年服務社辦理。

6月 5日舉辦原住民美食展，師生共 80名參加。6

月 6日舉辦原住民趣味競賽，共計 4隊參賽，含工

作人員共計 52名參加。將原住民文化設計融入競賽

中，以遊戲闖關等趣味競賽方式讓師生體驗並認識

原住民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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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1.課業輔導:參

與教師人數

20人次，參加

學生 532 人

次；小老師人

數 71 人次，

被輔導學生

人數共計 152

人次。 

2.生活輔導參

與人數 389

人。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課業輔導:參

與教師人數

16人次，參加

學生 514 人

次；小老師人

數 91 人次，

被輔導學生

人數共計 172

人次。 

2.生活輔導:參

與人數 548

人。 

3. 生涯規劃講

座辦理 1 場

次，參與人數

311人。 

◎課業輔導:本校針對各系重點科目規劃輔導課  

程，另外並針對期中考成績低落之學生進行補救

教學，聘請老師及輔導小老師協助，提昇原住民

學生之學業成就。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

設課業輔導 16班，授課教師 20人次，參加學生

532 人次；輔導小老師 71 人次，被輔導學生共

152人次，輔導總時數 583小時。 

106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

設課業輔導 13班，授課教師 16人次，參加學生

514 人次；輔導小老師 91 人次，被輔導學生共

172人次，輔導總時數 689小時。 

◎生活輔導：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106年 3月 4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

共計 389人參加。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106年 9月 12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智慧樓第

二會議室辦理「全校原住民新生輔導座談

會」，師生共計 114人參加。 

（2）106年 9月 1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

共計 434人參加。 

◎生涯規劃輔導： 

（1）106年 10月 1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 樓

國議廳辦理「教育部推動 106學年度原住民重

點學校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花蓮區原住

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飛躍青春—用生命連結

生命」，講師為慈濟醫院朱紹盈醫師、慈濟醫院

張雲傑醫師、慈濟醫院鄭雅君護理長(排灣

族)，師生共計 311人參加。 

 

原住民傑出人

士到校演講：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辦理 1

場次，師生共計

256人參加。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 共辦理 1

場次，師生共計

417人參加。 

邀請原住民傑出人士到校演講或座談：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106年 3月 2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

辦多元文化講座「愛的傳唱--來自太陽的聲

音」，主講者為聲樂家胡待明先生（排灣族），

師生共計 256名參加。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106年 9月 28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多元文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

耕」，主講者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族)，師生共

計 417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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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社區服

務：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計 4 場

次，工作人員合

計 126人次，服

務人數合計 203

人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共計 4場

次，工作人員合

計 96 人次，服

務人數合計 172

人次。 

◎原住民社區服務：鼓勵學生社團有效運用醫護專

長與相關資源，參與帶動中小學社團及文化推廣

活動，提供學員健康相關知能與文化涵養，期能

奠定個人健康生活型態、提供其家庭或社區健康

訊息，進而提高社區整體健康。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年 5月 20日至 21日紫錐花社於忠城國小

辨理「佩佩喬治健康動次動」原住民社區服務，

活動內容為菸害、毒害以及愛滋病的相關課

程，讓小朋友了解新興毒品包裝得像零食、泡

麵等……這些毒品都已悄悄的進入我們的生活

中，絕對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給的零食糖果。工

作人員 27人，學員 59人。 

（2）106年 5月 20日至 21日幼獅社於玉里國小辨

理「YO獅第 25屆帶動中小學-小丸子上學趣」

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運用護理專業知

識及技術進行衛教課程，並透過實際操作與心

得分享讓小朋友知道平常該如何保護自己及受

傷後處理以及垃圾分類課程。工作人員 40人，

學員 44人。 

（3）106年 7月 8日原住民青年服務社帶領馬遠國

小至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辦理「小小

兵探險記」原住民社區服務，為台東國立臺灣

史前文化博物館文化參訪。工作人員 5人，學

員 9人次。 

（4）原住民護理人文體驗營：  

    106年 04月 08日至 105年 04月 09日護理系

學會舉辦為期2天1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探險

活寶，學員為全國 27所國中，課程內容包含新

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驗、酒駕體驗、

CPR 教學，一共 5 種課程，以互動式教學的方

式使學員在課程中親自體驗護理人員在各種不

同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執行之護理措施。

學員們在兩天的課程收穫良多，除了學習到豐

富的護理知識、結交許多新朋友，更認識了慈

濟人文的特色，期許大家在未來的路上能把護

理當成升學的方向之一，學習一技之長，成為

出人頭地的有為青年。。活動參與工作人員 54

位，參與學員共 91位。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原住民社區服務： 

（1）106年 12月 16日 HoHiYoung歌舞社於台東史

前博物館舉辦 [一起舞動文化] 原住民社區服

務活動，社員運用自身族群身分對文化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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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於活動中教導學員對於各個族群文化間的

差異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並且尊重各族

群間的不同，經由史前博物館導覽員的解說，

讓學員與社員更深入了解各族群文化所包含的

意義。工作人員 12人，學員 28人。 

（2）106年 12月 16日紫錐花社帶領北昌國小學童

於阿美族馬太鞍文史工作室及大農大富平地森

林園區辦理飛哥與小佛無毒森呼吸-馬太鞍文

化探索之旅暨拒毒宣導活動，讓小朋友們了解

原住民文化及學習如何反菸拒毒，工作人員 12

人，學員 19人。 

（3）106年 12月 16至 17日慈青社於佳民社區辦

理幸福綠芽體驗營，深入認識自己所生長的土

地，同時培養正確的科學精神和邏輯思考，也

讓科學與環保成為內在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態

度。工作人員 42人，學員 47人次。 

（4）護理系原住民族人文及社區護理關懷營：106

年 11月 25至 26日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學會於

宜蘭五結國小舉辦「尋找米奇大作戰 」活動，

宣導慧生教育、性別教育及慈濟人文課程。下

午於宜蘭廣場為濟安康復之家的居民舉辦分組

競賽活動，活動筋骨增進健康。工作人員共有

30人，學員 58人，社區居民 20人。 

5、開辦原住民傳統文

化、技藝選修課程或學

分班，並加強教師在職

進修研習。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 

◎傳統技藝課

程共計辦理 2

場次，參加總

人數 60人。 

◎原住民文化

推廣活動共

計辦理 2 場

次，參加總人

數 302人。 

10106學年度第 1

學期: 

◎傳統技藝課

程共計辦理 1

場次，參加總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全人教育中心於專科部及學院部

開設通是選修原住民族編織課程 2班，學員共

計 60人。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6年 3月 2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

辦多元文化講座「愛的傳唱--來自太陽的聲

音」，主講者為聲樂家胡待明先生（排灣族），

師生共計 256名參加。 

（2）106年 6月 10日於花蓮縣森榮部落辦理摩里

沙卡阿美族文化體驗營，師生共計 46人參加。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106年 12月 16日於原住民族博

物館辦理辦理傳統月桃編織工藝研習營，講師

為黃芳琪老師，師生共計 37人參加。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6年 9月 28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

國議廳辦理「多元文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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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37人。 

◎原住民文化

推廣活動共

計辦理 4場

次，參加總人

數 1636人。 

 

 

 

耕」，主講者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族)，師生共

計 417人參加。 

（2）106年 11月 21至 23日，每日晚間 17:30~20:00

於研究大樓國際會議廳辦理原住民族系列影展

播映賽德克‧巴萊系列電影及辦理電影講座，

講座主講者為李順民副教授，共計辦理三場

次，師生累計參加人數 727人次。 

（3）106年 12月 11至 29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

理原住民文物有獎徵答活動，全校師生、社區

民眾共計 492人參加，獎項共計 180個。 

6、建置及維護原住民

民族技職教育網站，提

供網路學習資源，人才

資料庫與就業、考照及

升學等相關資訊。 

 

建 置 專 屬 網

站，連結校內外

資源，鼓勵原住

民學生運用網

路學習與查詢

資源。 

 

（1）本校於校園網頁中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網站，公告本校原住民族相關活動資訊，並提

供校內外原住民族相關活動訊息。此外，圖書

館亦建置「原住民族文化資訊網」專區，提供

原住民族文化相關資源。 

（2）於教學卓越計畫主軸 F建置部落地圖，提升對

原住民族生態環境、文化以及生活的了解，本

計劃將以完整蒐集台灣原住民族相關資料為目

標，整合各界原住民族相關資源，並將之組織

整理，建置一個資源分享的平台。 

7、分區選定原住民中

心學校，辦理原住民文

化講座、深耕研習、技

藝能力及作品展覽、樂

舞創演等相關活動，促

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

育發展，並配合評鑑輔

導。 

設置原住民事

務組,編制組長

1名、組員 1

名、專案助理 2

名。 

（1）於學務處設置原住民事務組,編制由教師兼任

組長 1名、組員 1名、專案助理 2名，辦理原

住民專班相關事宜及執行教育部「發展與改進

原住民職業教育計畫」專案、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教育部 106年專

科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原住民獎

助學金相關事項、管理原住民博物館並辦理原

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2）原住民事務組於 106學度更名為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強化原住民學生一般生活及教育輔

導工作。 

8、推展各校教育特

色，充實其相關教學

設備及設施（資本

門）。  

◎改善並充實本校原住民文化教學及推廣資源 

（1）增購舞蹈用排灣族男女族服共 4套，服裝-財

產編號:5040112-12#382；5040112-12#383；

5040112-12#384；5040112-12#385。 

（ 2 ） 購 置 達 悟 族 文 物 四 件 (1) 珠 寶 盒

(20*15*12cm)(2)男陶偶(26*12 cm) (3)女陶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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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cm) (4) 男性胸飾(30*27cm)，財產編

號：5040122-01 # 483～486，充實原住民族博

物館館藏。 

（3）充實本校圖書館原住民特藏區館藏，增購手造

溫感幸福-台客狂想曲之二:原創味等 27 件視

聽資料。登錄號為 N0318165-N0318193 

◎加強教學設施：增購原住民族環形劇場及部落地

圖互動式裝置投影機，功率擴大機-財產編號：

3114801-02 # 10；網路儲存設備-財產編號：

3140201-09 # 149～150；不斷電供應器-財產

編號：4050207-03 # 53；訊號延長器-財產編

號：4050302-35 # 24～29；喇叭-財產編號：

4050303-11 # 514～517；投影機-財產編號：

5010105-21 # 96～100；控制箱(機櫃)-財產編

號：5010105-48 # 82，改善原住民族文化活動

教學視聽設備系統。 

 

註：  

1. 執行要項係指教育部核定之經常門計劃項目，包括專案委辦項目，如認識原住民文

化研討會，招生宣導資料、升學就業參考手冊及校外在職進修活動等。 

2. 執行內容係指活動內容或課程內容等。 

3. 執行要項若屬專長訓練或社團活動請分項填寫。 

4. 請提供照片，背面註明照片內容，並浮貼於 A4 紙張。 

5.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 

慈濟科技大學 

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育計畫 

105 年度資本門計畫項目執行統計表 

 

執行要

項 
購置時間 設  備  內  容 使用經費 執  行  效  益 

推 展 各

校 教 育

特色，充

實 其 相

關 教 學

設 備 及

設施（資

本門）。 

106年 8

月至 107

年 1月 

 

 

 

 

 

106年 8

月至 107

年 1月 

 

 

1.改善並充實本校

原住民博物館設

備與館藏 

 

 

 

 

 

2.加強教學設施  

 

核定經費 

163,800 元 

使用經費 

145,422 元 

 

 

 

 

核定經費 

886,483 元 

使用經費 

960,000 元 

 

 

 

 

 

 

 

 

88.78% 

 

 

 

 

 

 

108.29% 

 

 

合     計 

教育部核定經費 892,740 元 

使用經費 1,105,422 元 校內配合金額：212,682 元 

註：1.項目名稱係指教育部核定之資本門計劃項目。 

   2.請提供照片，背面註明照片內容，並浮貼於 A4 紙張。 

   3.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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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檢討 

一、 符合重點學校之條件。 

本校原住民學生總人數 792位，佔全校總人數 26.37 %。（人數統計以 106 年 10月

份在學人數為基準） 

二、 對本發展與改進計畫綜合檢討與建議。 

本校在計劃補助下完成各計劃分項工作，對於原住民學生專業技能的培

養、生活與課業輔導、傳統文化推廣、多元族群文化教育等，均有明顯助益。

各分項具體績效及建議事項如下各項所列。 

三、 本計畫分項執行績效，待改進問題及建議事項。 
       

(一) 有關「配合鄰近或當地原住民文化及區域產業特色，設置專班或推廣課

程，培育各類專技人才」部分。 

1.具體績效： 

◎配合地區產業特色培訓專業人才：配合花蓮地區護理人員需求並照顧
原住民學生，本校 85學年度起每年招收五專護理科原住民專班 50人，至
100 學年度起增加為 100 名。凡經審查符合原住民獎助生獎助條件的五專
學生，其學雜、住宿、伙食、實驗、實習交通、制服、教科書等費用，
以及每月零用金 3,000至 5,000元，均由慈濟基金會提供。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獎助人數共計 460人。獎助金額新台幣：1,777萬 6,699
元。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獎助人數共計 490人。獎助金額新台幣：2,008萬 2,233

元。 
◎原住民族語教學：提供學生學習族語，以便運用於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105學年第 2學期: 
  全人教育中心於五專及四技選修通識開設課程「太魯閣族語與文化」共
計 2班，授課老師張永晃老師(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68人。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於 106 年 12 月 26 日辦理太魯閣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張永晃老

師(太魯閣族)，師生共計 46人參加。 

（2）於 105年 12月 18日 辦理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王慧英護

理師(阿美族)，師生共計 21人參加。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二) 有關「辦理各校與職訓中心或事業單位建教合作，加強技能專精訓練，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部分。 

1.具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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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教合作: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護理系：花蓮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門諾壽豐分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蓮市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新城鄉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

壽豐鄉衛生所、門諾護理之家、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福部花蓮醫院、

汐止國泰醫院、花蓮縣吉安鄉太昌國小附設幼兒園、花蓮縣私立培德幼

兒園、花蓮縣私立熊熊森林幼兒園、花蓮縣私立小樹幼兒園、花蓮縣私

立丫丫幼兒園、花蓮縣新城鄉立幼兒園、花蓮縣衛生局長期照護管理中

心、臺北榮民總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花蓮縣私立長春養護之家、

花蓮祥雲長期照顧中心、花蓮崇恩長期照顧顧中心、衛生福利部玉里溪

口護理之家、台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嘉義縣私立大林老人養護中

心。共計 255人次。 

◎醫管系：台北亞東醫院、台北馬偕醫院、台東馬偕醫院(學程)、玉里榮

民醫院、花蓮門諾醫院、康是美(五分埔)、慈濟花蓮本院、臺北臺安醫

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共計 13人次。 

◎科管系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敦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三重) 

共計 4人次。 

◎醫放系、行管系、本學期無實習。 

證照輔導: 

  106年 4月 11日至 6月 2日及 6月 12-16日開設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

照輔導專班，授課老師 30人，上課時數為 147小時，學員 118人次。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護理系: 花蓮慈濟醫院、台北慈濟醫院、台中慈濟醫院、大林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門諾壽豐分院、衛福部玉里醫院、花蓮市

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秀林鄉衛生所、新城鄉衛生所、吉安鄉衛生所、

壽豐鄉衛生所、門諾護理之家、衛福部東區老人之家、衛福部花蓮醫院、

汐止國泰醫院、花蓮鳳林榮民醫院、全人診所、藍田產後護理之家、舒

漾居家護理所、崇恩護理之家、富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私立祥安養護

中心、臺安醫院，共計 234人次。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台大醫院，共計 1人次。 

◎行管系：蘇州慈濟門診部有限公司，共計 1人次。 

◎科管系：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玉里慈濟醫院、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

司，共計 2人次。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三) 有關「成立原住民社團，辦理生活、課業輔導與生涯規劃講座及社區活

動，或辦理原住民人才返鄉輔導講座」部分。 

1.具體績效： 

◎社團輔導： 

  106年 6月 5日至 6日由原住民青年服務社辦理。6月 5日舉辦原住

民美食展，師生共 80名參加。6月 6日舉辦原住民趣味競賽，共計 4隊

參賽，含工作人員共計 52 名參加。將原住民文化設計融入競賽中，以

遊戲闖關等趣味競賽方式讓師生體驗並認識原住民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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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輔導:本校針對各系重點科目規劃輔導課  程，另外並針對期中

考成績低落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聘請老師及輔導小老師協助，提

昇原住民學生之學業成就。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設課業輔導 16 班，

授課教師 20 人次，參加學生 532 人次；輔導小老師 71 人次，被輔

導學生共 152人次，輔導總時數 583 小時。 

106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設課業輔導 13 班，

授課教師 16 人次，參加學生 514 人次；輔導小老師 91 人次，被輔

導學生共 172人次，輔導總時數 689 小時。 

◎生活輔導：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106年 3月 4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全校原

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共計 389人參加。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106年 9月 12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智慧樓第二會議室辦理「全校

原住民新生輔導座談會」，師生共計 114人參加。 

（2）106年 9月 19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全校原

住民學生座談會」，師生共計 434人參加。 

◎生涯規劃輔導： 

（1）106年 10月 1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 樓國議廳辦理「教育

部推動 106學年度原住民重點學校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花蓮

區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飛躍青春—用生命連結生命」，講師

為慈濟醫院朱紹盈醫師、慈濟醫院張雲傑醫師、慈濟醫院鄭雅君護

理長(排灣族)，師生共計 311人參加。 

◎邀請原住民傑出人士到校演講或座談：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106年 3月 2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愛

的傳唱--來自太陽的聲音」，主講者為聲樂家胡待明先生（排灣

族），師生共計 256名參加。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106年 9月 28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多元文

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耕」，主講者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族)，

師生共計 417人參加。 

◎原住民社區服務：鼓勵學生社團有效運用醫護專長與相關資源，參

與帶動中小學社團及文化推廣活動，提供學員健康相關知能與文化

涵養，期能奠定個人健康生活型態、提供其家庭或社區健康訊息，

進而提高社區整體健康。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1）105年 5月 20日至 21日紫錐花社於忠城國小辨理「佩佩喬治健康

動次動」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菸害、毒害以及愛滋病的相

關課程，讓小朋友了解新興毒品包裝得像零食、泡麵等……這些毒

品都已悄悄的進入我們的生活中，絕對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給的零食

糖果。工作人員 27人，學員 59人。 

（2）106年 5月 20日至 21日幼獅社於玉里國小辨理「YO獅第 25屆帶

動中小學-小丸子上學趣」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運用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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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及技術進行衛教課程，並透過實際操作與心得分享讓小朋

友知道平常該如何保護自己及受傷後處理以及垃圾分類課程。工作

人員 40人，學員 44人。 

（3）106年 7月 8日原住民青年服務社帶領馬遠國小至台東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辦理「小小兵探險記」原住民社區服務，為台東國立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文化參訪。工作人員 5人，學員 9人次。 

（4）原住民護理人文體驗營：  

106年 04月 08日至 105年 04月 09日護理系學會舉辦為期 2天 1

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探險活寶，學員為全國 27所國中，課程內容

包含新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驗、酒駕體驗、CPR 教學，一

共 5種課程，以互動式教學的方式使學員在課程中親自體驗護理人

員在各種不同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執行之護理措施。學員們在

兩天的課程收穫良多，除了學習到豐富的護理知識、結交許多新朋

友，更認識了慈濟人文的特色，期許大家在未來的路上能把護理當

成升學的方向之一，學習一技之長，成為出人頭地的有為青年。。

活動參與工作人員 54位，參與學員共 91位。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原住民社區服務： 

（1）106年 12月 16日 HoHiYoung歌舞社於台東史前博物館舉辦 [一

起舞動文化] 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社員運用自身族群身分對文

化的認知，於活動中教導學員對於各個族群文化間的差異該用什

麼樣的態度去面對，並且尊重各族群間的不同，經由史前博物館

導覽員的解說，讓學員與社員更深入了解各族群文化所包含的意

義。工作人員 12人，學員 28人。 

（2）106年 12月 16日紫錐花社帶領北昌國小學童於阿美族馬太鞍文

史工作室及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辦理飛哥與小佛無毒森呼吸-

馬太鞍文化探索之旅暨拒毒宣導活動，讓小朋友們了解原住民文

化及學習如何反菸拒毒，工作人員 12人，學員 19人。 

（3）106年 12月 16至 17日慈青社於佳民社區辦理幸福綠芽體驗營，

深入認識自己所生長的土地，同時培養正確的科學精神和邏輯思

考，也讓科學與環保成為內在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態度。工作人員

42人，學員 47人次。 

（4）護理系原住民族人文及社區護理關懷營：106 年 11 月 25 至 26

日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學會於宜蘭五結國小舉辦「尋找米奇大作

戰 」活動，宣導慧生教育、性別教育及慈濟人文課程。下午於

宜蘭廣場為濟安康復之家的居民舉辦分組競賽活動，活動筋骨增

進健康。工作人員共有 30人，學員 58人，社區居民 20人。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四) 有關「有關開辦原住民傳統文化、技藝選修課程或學分班，並加強教師

在職進修研習」部分。 

1.具體績效：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全人教育中心於專科部及學院部開設通是選修原住民

族編織課程 2班，學員共計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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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6年 3月 2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愛

的傳唱--來自太陽的聲音」，主講者為聲樂家胡待明先生（排灣

族），師生共計 256名參加。 

（2）106年 6月 10日於花蓮縣森榮部落辦理摩里沙卡阿美族文化體驗

營，師生共計 46人參加。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傳統技藝課程：106年 12月 16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理辦理傳統月

桃編織工藝研習營，講師為黃芳琪老師，師生共計 37人參加。 

◎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1）106年 9月 28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多元文

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耕」，主講者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族)，

師生共計 417人參加。 

（2）106年 11月 21至 23日，每日晚間 17:30~20:00於研究大樓國際

會議廳辦理原住民族系列影展播映賽德克‧巴萊系列電影及辦理電

影講座，講座主講者為李順民副教授，共計辦理三場次，師生累計

參加人數 727人次。 

（3）106年 12月 11至 29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理原住民文物有獎徵

答活動，全校師生、社區民眾共計 492人參加，獎項共計 180個。 

(五) 有關「建置及維護原住民民族技職教育網站，提供網路學習資源，人才

資料庫與就業、考照及升學等相關資訊」部分。 

1.具體績效：  

（1）本校於校園網頁中設置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網站，公告本校原住

民族相關活動資訊，並提供校內外原住民族相關活動訊息。此外，

圖書館亦建置「原住民族文化資訊網」專區，提供原住民族文化相關

資源。 

（2）於教學卓越計畫主軸 F 建置部落地圖，提升對原住民族生態環境、

文化以及生活的了解，本計劃將以完整蒐集台灣原住民族相關資料為

目標，整合各界原住民族相關資源，並將之組織整理，建置一個資源

分享的平台。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六) 有關「分區選定原住民中心學校，辦理原住民文化講座、深耕研習、技

藝能力及作品展覽、樂舞創演等相關活動，促進該區原住民技職教育發展，

並配合評鑑輔導」部分。 

1.具體績效：  

（1）於學務處設置原住民事務組,編制由教師兼任組長 1名、組員 1名、

專案助理 2名，辦理原住民專班相關事宜及執行教育部「發展與改進

原住民職業教育計畫」專案、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計畫、教育部 106年專科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原住民獎

助學金相關事項、管理原住民博物館並辦理原住民文化推廣活動。 

（2）原住民事務組於 106學度更名為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強化原住

民學生一般生活及教育輔導工作。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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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關「無推展各校教育特色，充實其相關教學設備及設施（資本門）」

部分。 

1. 具體績效： 

◎改善並充實本校原住民文化教學及推廣資源 

（ 1）增購舞蹈用排灣族男女族服共 4 套，服裝 -財產編

號 :5040112-12#382 ； 5040112-12#383 ； 5040112-12#384 ；

5040112-12#385。 

（2）購置達悟族文物四件(1) 珠寶盒(20*15*12cm)(2)男陶偶(26*12 cm) 

(3)女陶偶(26*10 cm) (4) 男性胸飾(30*27cm)，財產編號：

5040122-01 # 483～486，充實原住民族博物館館藏。 

（3）充實本校圖書館原住民特藏區館藏，增購手造溫感幸福-台客狂想

曲之二:原創味等 27件視聽資料。登錄號為 N0318165-N0318193 

◎加強教學設施：增購原住民族環形劇場及部落地圖互動式裝置投影

機，功率擴大機-財產編號：3114801-02 # 10；網路儲存設備-財

產編號：3140201-09 # 149～150；不斷電供應器-財產編號：

4050207-03 # 53；訊號延長器-財產編號：4050302-35 # 24～29；

喇叭-財產編號：4050303-11 # 514～517；投影機-財產編號：

5010105-21 # 96～100；控制箱(機櫃)-財產編號：5010105-48 # 

82，改善原住民族文化活動教學視聽設備系統。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八) 有關「辦理原住民學生就業參觀活動，認識企業工作信念與態度，及不

同文化工作觀」部分。 

1.具體績效：未申請補助。 

      2.尚待改進問題：無 

      3.建議事項：無 

※上述 8個項目請以對學校助益多寡以項目代號依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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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106年度輔導原住民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取得各職類證統計表  
  

 

職  種  名  稱 
級  別 參  加 

人  數 

及  格 

人  數 

 

及格率 

 

備  註 
乙 丙 無級別 

病歷資訊管理師    5 2 40% 醫管系 

健康管理士    5 1 20% 醫管系 

EEC-EEAE 企業電子化軟體
應用師 - ERP 軟體應用-配銷
模組(鼎新) 

   4 2 50% 行管系 

軟體應用    1 1 100% 科管系 

護理師    74 46 62.16% 護理系 

心肺復甦術合格證書    2 2 100% 醫放系 

心肺復甦術暨自動體外

電擊器合格證書    2 2 100% 醫放系 

創新創業技術經營管理

證照    4 2 50% 行管系 

    
 

   

    
 

   

    
 

   

    
 

   

    
 

   

    
 

   

 

註：級別部分請將丙、乙級分開填寫，可填入其他無分等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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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原住民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概況調查表 

畢
業
人
數 

農
業
漁
牧
業 

 

採
取
業 

 

礦
產
及
土
石
採
取 

製 
 

造 
 

業 

水
電
燃
氣
業 

營 
 

造 
 

業 

 

餐
飲
業 

批
發
零
售
及 

 

及
通
信
業 

運
輸
、
倉
儲 

 

不
動
產
業 

金
融
保
險
及 

工
商
業
服
務 

 

個
人
服
務
業 

社
會
服
務
及 

公
共
行
政
業 

 

類
之
行
業 

其
他
不
能
歸 

警
官
學
校 

軍
事
學
校 

技
術
學
院 
大
學
院
校 
服
兵
役 

146 0 0 0 0 0 0 0 0 5 113 0 3 0 0 0 18 7 

註：請參照各校填報台灣省境內職業類科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概況調查表 

 

 

學年

度 

畢業 

人數 

升學人數

（百分比） 

就業人數 

（就業率） 

服役人數 

（百分比） 

其他人數 

(待業、補習…) 

105 146 
18 

(12.33％) 

118 

(97.52％) 

7 

(4.79％) 

3 

 (2.05％) 

原住民學生就業率參考表:就業率為畢業生實際就業人數除以畢業生人數（扣除

繼續升學與服役中之學生:146-18-7=121,118/121=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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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語言課程 

    為使本校學生能將修習之基礎醫護母語課程，熟練語言聽說能

力，以應用於原住民社區醫療服務、與病患溝通，並推廣至未來返

鄉就業之用，特開設花蓮區原住民族語課程，提供學生學習族語，

以便運用於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1.105學年第 2學期: 

   全人教育中心於五專及四技選修通識開設課程「太魯閣族語與文

化」共計 2班，授課老師張永晃老師(太魯閣族)修課人數 68人。 

2.106學年度第 1學期 

（1）於 106年 12月 26日辦理太魯閣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張永

晃老師(太魯閣族)，師生共計 46人參加。 

（2）於 105年 12月 18日辦理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王慧英

護理師(阿美族)，師生共計 21人參加。 

 

太魯閣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張永晃老師(太魯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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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基礎醫護用語，講師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族) 

 

 
學生認真學習族語，以便運用於生活及醫院實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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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綱要表 

開課班級 通識日五專 

授課老師 
教師 研究小間 Mail Office Hour 

張永晃 
 

sp117@tcust.edu.tw 
  

開為 e-Learning 

課程 （否） 

上課時間 w3:3-4 上課地點 A102 

中文課程

名稱 
太魯閣族語與文化 學分數：2 

週時

數：2 

英文課程

名稱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Truku 

課程說明 

(中文) 

太魯閣族於 2004／2 月成立，近三萬人（花蓮縣內佔 80%）。本堂課

主要是從語言中認識太魯閣族人的文化與習俗，以尊重及分享的態度

來學習。 

課程說明 

(英文) 

Truku people have nearly 25000 in Hualien county. The purpose on this 

course is trying to learn Truku tribe culture and costom by learner’s 

respecting and sharing attitude. 

教學方法 

1）介紹太魯閣族。 2）認識太魯閣族語之拼音，文字結構等。 3）教

太魯閣語之基本詞彙，讀寫教學。 4）教太魯閣語之基本詞句，誦讀

教?。 

課程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相關性 

序 教學目標 基本素養 

1 多元關懷及地球公民。 1 社會關懷與健康知能 4 自主學習與知識探索 

2 生活意義及美學鑑賞。 2 團隊合作與溝通表達 5 人文博雅與美學創意 

3 終身學習及問題解決。 3 科學專業與媒體資訊 6 多元語文與國際視野 
 

參

考

書

目 

序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作者 出版社 

1 
花蓮縣秀林鄉德路固語初級

課本 

花蓮縣秀林鄉德

路固語編輯委員 

花蓮縣秀林鄉公所

88/1 

2 
太魯閣語讀本

（第一冊）  

花蓮縣太魯閣語

編輯委會 
花蓮縣政府 83/9 

 

   

課程注意事項 

課程規定 每堂課要帶讀本 
   

作業與報

告 
有三次平時考 3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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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照輔導班 

本系為提升畢業生專技護理師考照率，加強學生護理師考照輔導

及教學，特規劃考前輔導課程，以奠定考照基礎、加強考照實力，並

提供相關考照之學習資源。護理科原住民畢業生考照輔導專班於 106

年 4月 11日至 6月 2日及 6月 12-16日開設，授課老師 30人，上課

時數為 147小時，學員 118人次。考照輔導課程包括基礎醫學考照輔

導班(含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微生物學與免疫學)及護

理專業考照輔導班(含基本護理學、護理行政、內外科護理學、產兒

科護理學、精神科與社區衛生護理學)，授課教師皆為本系或全人教

育中心之菁英教師，協助學生掌握考照重點及答題技巧，使畢業生得

以順利考取護理師執照，同時培養更多優秀護理師投入未來醫療職

場，貢獻所學。 

基礎醫學考照輔導班於暑假辦理一次，為期一週，參與學生人數

共 90人(其中原住民生 38位，一般生 52位)；而護理專業考照輔導

班於畢業當學期進行，為期八週，參與學生人數共 174人(其中原住

民生 81位，一般生 93位)。大部分學生對於課程安排及教學品質均

給予正向回饋，表示知道該如何準備考試，而授課教師亦肯定學生之

學習態度，於日後進行之模擬考成績亦逐次進步中。感謝全人教育中

心及護理系上菁英老師們的共同指導!! 

  

學生們上課認真作筆記 老師詳細的講解基本護理學內容 

  

學生們認真聽講作筆記 護理師模擬考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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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11-106.06.01【護理專業考照輔導班】課程表 

第 8週 4/10 星期一 4/11 星期二 4/12 星期三 4/13 星期四 4/14 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1：10-12：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3：30-14：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曾紀芬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楊均典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吳美惠 

14：30-15：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曾紀芬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楊均典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吳美惠 

15：30-16：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曾紀芬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楊均典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吳美惠 

16：30-17：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曾紀芬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楊均典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吳美惠 

 

第 9週 4/17 星期一 4/18 星期二 4/19 星期三 4/20星期四 4/21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1：10-12：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3：30-14：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林美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張櫻慈 

14：30-15：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林美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張櫻慈 

15：30-16：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曾紀芬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林美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張櫻慈 

16：30-17：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曾紀芬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林美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精神科) 張櫻慈 

 

第 10週 4/24星期一 4/25星期二 4/26星期三 4/27星期四 4/28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1：10-12：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3：30-14：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朱芳瑩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林珠茹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曾瓊禎 

14：30-15：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考照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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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護) 朱芳瑩 (社區) 林珠茹 (社區) 曾瓊禎 

15：30-16：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朱芳瑩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曾瓊禎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曾瓊禎 

16：30-17：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朱芳瑩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曾瓊禎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曾瓊禎 

 

第 11週 5/1星期一 5/2星期二 5/3星期三 5/4星期四 5/5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統 

測 

不 

排 

課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1：10-12：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3：30-14：2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班會 專討課程 

14：30-15：2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班會 專討課程 

15：30-16：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楊美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楊美玲 
專討課程 

16：30-17：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楊美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楊美玲 
專討課程 

 

第 12週 5/8星期一 5/9星期二 5/10星期三 5/11星期四 5/12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1：10-12：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3：30-14：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楊美玲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熊乃歡 

14：30-15：20 專討課程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熊乃歡 

15：30-16：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李崇仁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李崇仁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熊乃歡 

16：30-17：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李崇仁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李崇仁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吳曼阡 

護理考照輔導班 

(基護) 熊乃歡 

 

第 13週 5/15星期一 5/16星期二 5/17星期三 5/18星期四 5/19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1：10-12：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3：30-14：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羅淑芬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江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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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羅淑芬 
班會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江明珠 

15：30-16：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沁潔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沁潔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江明珠 

16：30-17：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沁潔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沁潔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田培英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內外科) 江明珠 

 

第 14週 5/22星期一 5/23 星期二 5/24星期三 5/25星期四 5/26星期五 

08：10-09：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09：10-10：00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專討課程  

10：10-11：0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鄭淑貞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莊瑞菱 

11：10-12：0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鄭淑貞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莊瑞菱 

13：30-14：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高夏子 模 

擬 

考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鄭淑貞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張紀萍 

14：30-15：20 專討課程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高夏子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鄭淑貞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張紀萍 

15：30-16：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行政)林淑芬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高夏子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美娟 

 

16：30-17：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行政)林淑芬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高夏子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美娟 

 

18：30-19：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莊瑞菱 

 

19：25-20：15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莊瑞菱 

 

 

第 15週 5/29星期一 5/30星期二 5/31星期三 6/1 星期四 6/2 星期五 

08：10-09：00 

彈 

性 

放 

假 

 

端 

午 

節 

放 

假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淑敏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美娟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行政)林淑芬 

09：10-10：00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淑敏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美娟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行政)林淑芬 

10：10-11：00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淑敏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美娟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行政)林淑芬 

11：10-12：00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淑敏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張美娟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行政)林淑芬 

13：30-14：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月娥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兒科) 鄭淑貞 

14：30-15：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考照輔導班 護理考照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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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 陳月娥 (產科) 陳淑玲 (兒科) 鄭淑貞 

15：30-16：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月娥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張紀萍 

16：30-17：20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月娥 

護理考照輔導班 

(產科) 陳淑玲 

護理考照輔導班 

(社區) 張紀萍 

106.06.12-106.06.16【暑假基礎醫學考照班】課程表 

時間 星期一(6/12) 星期二(6/13) 星期三(6/14) 星期四(6/15) 星期五(6/16) 

08:10-09:00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孔慶聞老師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李佩穎老師 

09:10-10:00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孔慶聞老師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李佩穎老師 

10:10-11:00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孔慶聞老師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李佩穎老師 

11:10-12:00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孔慶聞老師 
 

藥理學 

牛江山老師 

生理學 

李佩穎老師 

13:30-14:20  
病理學 

陳立仁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14:30-15:20  
病理學 

陳立仁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15:30-16:20  
病理學 

陳立仁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16:30-17:20  
病理學 

陳立仁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微生物免疫學 

戴國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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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週系列活動 

    106年 6月 5日至 6日由原住民青年服務社辦理。6月 5日舉辦

原住民美食展，師生共 80名參加。6月 6日舉辦原住民趣味競賽，共

計 4隊參賽，含工作人員共計 52名參加。將原住民文化設計融入競

賽中，以遊戲闖關等趣味競賽方式讓師生體驗並認識原住民文化特

色。     

    活動設置五關融入原住民文化的關卡，如競賽關卡-原豬原味-帶

入了狩獵的文化，一網打盡則帶人捕魚文化，與你相芋芋頭採收，檳

榔拖拖對賓葉的趣味遊戲，讓參與的隊伍從歡樂的競賽看見原住民的

文化特色，藉由原住民系列的活動讓師生體驗並看見原住民的文化風

采，原住民運動會得獎隊伍分別為第一名-貴婦團、第二名-神力女超

人與男人相遇、第三名-霹靂雄鷹。 

 

原住民族傳統美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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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運動會趣味關卡-檳榔拖拖樂 

 

 

 

原住民族運動會趣味關卡-與你相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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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運動會趣味關卡-一網打盡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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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 

  本校針對各系重點科目規劃輔導課程，另外並針對期中考成績低落

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聘請老師及輔導小老師協助，提昇原住民學

生之學業成就。 

1.105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設課業輔導 16

班，授課教師 20人次，參加學生 532人次；輔導小老師 71人次，

被輔導學生共 152人次，輔導總時數 583小時。 

2.106學年度第 1學期辦理課業輔導及補救教學，開設課業輔導 13

班，授課教師 16人次，參加學生 514人次；輔導小老師 91人次，

被輔導學生共 172人次，輔導總時數 689小時。 

 

 

 

 

 

 

 

 

 

 

以同儕小老師輔導的方式貼近原住民學生在課業上的需求，提升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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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開設課業輔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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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開設課業輔導科目 

 
利用晚間課業輔導提昇原住民學生在學業上的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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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105學年度第 2學期) 

 

 

 

 

 

 

 

 

 

 

 

 

 

 

 

 

 

 

 

 

 

 

 

 

 

 

 

 

 

 

 

李春蓓主任介紹注意事項及活動並進行師生雙向座談。 

 

    106年 3月 4日晚間 6

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

廳辨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

談會，內容為本學期注意

事項及師生雙向座談，使

原住民學生融入校園生

活，並增進學生間之互動

與參予活動之熱忱。師生

共計 389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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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座談會(106學年度第 1學期)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李春蓓老師勉勵原住民學生用心於學業。

106年 9月 19日晚間 6

點至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

辦理「全校原住民學生座談

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主任李春蓓老師勉勵原

住民學生用心於學業，並進

行原住民社團、原住民活動

介紹、原住民獎助學金及原

住民獎助生注意事項說明

師生共計 434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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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新生輔導座談 
 

 

 

 

 

 

 

 

 

 

 

 

 

 

 

 

 

 

 

 

 

 

 

 

 

 

 

 

 

 

 

李春蓓主任為原住民族新生解說注意事項並進行雙向座談。 

    為深刻瞭解原住民新

生需求，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於 106年 9月 12日

晚間 6 點至 8 點假智慧樓

第二會議室辦理「原住民

新生輔導座談會」，協助原

住民新生瞭解學校相關獎

助法規、活動辦法，期使

原住民新生快速融入校園

生活，並建立原住民同學

與師長溝通橋樑，提昇原

住民新生對求學生涯之適

應能力並能順利、快樂渡

過求學生涯。師生共計 114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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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飛躍青春—用生命連結生命」 

    106年 10月 1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 樓國議廳辦理「教

育部推動 106學年度原住民重點學校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技職教育花

蓮區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講座，講師為慈濟醫院朱紹盈醫師、慈濟

醫院張雲傑醫師、慈濟醫院鄭雅君護理長(排灣族)，師生共計 311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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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生涯規劃巡迴講座:飛躍青春—用生命連結生命」，講師為慈濟醫院

朱紹盈醫師、慈濟醫院張雲傑醫師、慈濟醫院鄭雅君護理長(排灣族)。 

 

朱紹盈醫師提醒學生藉由閱讀及勇敢走出舒適圈讓生命更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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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雲傑醫師分享在求學歷程及義診當中體驗與學習的珍貴經歷。 

 
講師群分享每個人都具有獨特性，每個生命歷程都是很有意義的體會和經歷，

青春期的時期學習著認識自己、喜歡自己，並用生命去連結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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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青春-用生命連結生命學生心得 

護五一甲 

◎吳怡柔：我們要懂得感恩、惜福、知足，因為你有的，別人不一定

擁有，不奢求太多。 

◎張易瑄：學習獨立很難，但我會努力學會，人生不就是讓一個人學

會成長嗎？有過挫折，才會成長的。 

護五一乙 

◎覃子寧：人生就像一場賽跑，雖然過程能艱難，但只要「跨出一步，

會發現不一樣的世界」，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做不到，要相信自己。 

◎陳宜樺：失敗沒關係，從失敗中站起來，才是最重要的，要勇於嘗

試、勇於做夢，但也要勇於承擔一切後果。 

護五一丙 

◎宋宛蓉：多往外走走，到先進國家看看我的不足，到未開發國家見

苦知福後造福。 

◎余彩民：其實只要慢慢的體會，知道自己是誰，即使一路曲折，但

只要不著急，一定有很多令人興喜的收穫。 

護五一戊 

◎黃予慈：要試著喜歡自己，重要的不是外表好不好看，而是能不失

去那一顆熱忱的心。 

◎賴旻君：每一個人都可以更珍惜身邊那些平凡的小事，雖然我們不

能改變別人的想法，但我們可以從自己做起。 

護五二甲 

◎陳水翎：青春是人生當中很瘋狂的時期，可以學會獨立、獨立，也

可以趁此時去國外看看，拓展新的視野。 

◎林劭祈：為什麼成長的階段，需要年少時期，因為這個時期的自己，

充滿著衝動、熱情，即使會傷痕累累，但這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護五二乙 

◎葉佳軒：「青春期」就是思考上的成熟，思考模式的改變，開始思

考每一件的事情的前因後果，並藉此努力成長。 

◎周苡漩：我們每天都在探索自己的人生，但方向對了嗎？我認為應

該做好自己的本分，盡責並把一切做得最好，並充實的過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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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五二丙 

樊謙：沒有任何經驗是白費的，是那些過往帶來的成長，讓你成為此

刻的自己，所有經歷過的時間和經驗，都有它的意義。 

◎吳侑芯：青少年時期代表了一種人生的蛻變，從幼稚到成熟、從依

靠到獨立、從有人幫助到獨自面對。 

護五二丁 

◎余心婕：人生除了學習之外，當然還是學習，接受自己，喜歡自己，

一切都會更好。 

◎余欣潔：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但是我們可

以選擇用什麼樣方式去解決與突破一切的困難、困境。 

護五二戊 

◎張玟玲：跌倒了，受傷了，別害怕，爬起來，繼續地向前，可以休

息，放慢腳步，但不能放棄，在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 

護五三甲 

◎李翊瑄：人生一定要有幾次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去看看世界，體會

別人不曾做過、看過的事，用心裡看世界，讓世界看見自己。 

護五三丙 

◎蕭丹妮：青春期的我們面臨很多的事情，學習做決定、挫折中成長，

而我們要如何跨越並成功克服困難，是要從經驗中學習到的。 

護五三丁 

◎仲玉婷：再柔軟的心，也有著鋼鐵般的意志，而人生就像一場修行，

只為了要遇見更好的自己。 

護五三戊 

◎薛蔓茹：想要去嘗試，就要抓好可以嘗試的時機，機會不是不來，

而是要看自己有沒有掌握住。 

護五四甲 

◎黃纓棋：成長必經之路就是跳躍、絢麗、跌窘的過程，有過青春的

那些事，可以讓我回憶，長大之後，可以看著青春至今一路上的蛻變。 

護五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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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綠萍：每個人都具有獨特性，每個生命歷程都是很有意義的體會

和經歷，未來你會怎麼做選擇？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都掌握於己。 

護五四丙 

◎林耀偉：自己走屬於自己的路程，面對自己、認可自己、喜歡自己，

生命的歷程由自己來完成，每個人都有喜歡的事情，做自己愛地球，

尋找自己的路，完成屬於自己的青春期。 

護五四丁 

◎陳珮琪：年輕要有煩惱，才會找到解決的管道，而這些解決管道將

是會使自己成長的方式之一，一步一步的累積，才會去領悟很多事，

使自己變得更加成熟。 

護五四戊 

◎高芷函：不可能有 100%的人會喜歡你，何必為那百分之一的人而跟

自己過意不去，倒不如多花一點時間去愛自己。 

護五五乙 

◎盧雨瑄：人和人相處是需要練習和經驗累積的，現在青少年不喜歡

用先入為主的方式交談、也不喜歡不被肯定或支持，所以將心比心，

去對待每一個人。 

護五五丙 

◎戴心蘭：學習的過程中，雖然有些許的挫折，但爬起來的勇敢從未

消失過，以後的路會更加艱辛，但我還是會勇往直前走去，期許未來

的我能突破所有難關。 

護五五戊 

◎郭嘉鳳：累了休息一下，讓自己靜下來思考，或出去走走，便會有

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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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社區關懷(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紫錐花社 105年 5月 20日至 21日紫錐花社於中城國小辨理「佩

佩喬治健康動次動」原住民社區服務，活動內容為菸害、毒害以及愛

滋病的相關課程，讓小朋友了解新興毒品包裝得像零食、泡麵等……

這些毒品都已悄悄的進入我們的生活中，絕對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給的

零食糖果。工作人員 27人，學員 59人。 

 

 

我們準備了菸害、毒害以及愛滋病的相關課程以活潑可愛簡單就能明瞭的

方式來跟小朋友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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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小朋友積極參與每一個課程，反應熱烈。 

 
全體合影，祝福每一位小朋友都健康平安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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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獅社於 106年 5月 20日至 21日幼獅社於玉里國小辨理「YO獅第

25屆帶動中小學-小丸子上學趣」原住民社區服務，在活動中工作人

員運用護理專業知識、護理專業技術還有有趣生動活潑的上課方式與

小朋友進行衛教課程，透過實際操和人員的心得分享讓小朋友知道平

常該如何保護自己，受傷了該怎麼處理!吃飽飯後，也會讓小朋友一

起進行垃圾分類，進而瞭解知福、惜福、再造福的道理，並身體力行。

透過這些課程活動讓小朋友的童年可以留下一筆感動有趣的美好回

憶。工作人員共 40人，參加人數共 44人。  

活動流程 

 

 

時間 5/20 配當 內容 負責組/人 

08:30~09:00 30 學員報到 隊輔組/ 王苡婕 

09:00~09:30 3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09:30~10:00 30 開幕 主持人/洪之媚  

9:30~10:00 3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0:00~10:10 10 休息 隊輔組/王苡婕 

10:10~12:00 110 衛教課程 課務組/ 王佳葦 

12:00~12:30 30 午餐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2:30~13:40 70 午休時間 值星官/ 王莛萓 

13:40~13:50 10 營舞醒神 主持人/洪之媚  

13:50~15:20 100 課程 課務組/ 吳佳筠 

15:20~15:50 3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5:50~16:00 20 叮嚀 隊輔組/王苡婕 

16:00  回家 行政組/ 林暶 

時間 5/21 配當 內容 負責組/人 

08:00~08:20 20 學員報到 隊輔組/王苡婕 

08:20~08:30 10 開營 主持人/洪之媚  

08:30~09:10 40 大地遊戲 課務組/ 吳佳筠 

09:10~09:20 10 休息 隊輔組/王苡婕 

09:20~10:00 40 運動會 課務組/ 吳佳筠 

10:00~10:10 10 休息 隊輔組/王苡婕 

10:10~10:30 20 小組時間 隊輔組/王苡婕 

10:30~11:35    60 結業式 行政組/ 林暶 

11:35  回家 行政組/ 林暶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50 

活動照片 

 

  

球!不要掉! 大隊接力 

  
跟著我一起來跳舞~ 讓小朋友知道平常該如何保護自己，受傷

了該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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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青年服務社於 106年 7月 8日帶領馬遠國小至台東國立臺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辦理「小小兵探險記」原住民社區服務，為台東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文化參訪，讓學童能夠從豐富的展覽中看見原住民

歷史古物以及遺址，並且能夠對自身的文化或其他族群的文化有更近

一步的瞭解，也讓學童 DIY彩繪手工藝品，也帶學童觀看水舞表演及

史前文物參觀和原住民文化「回家」展覽，讓學童在歡樂的參觀活動

中更瞭解原住民的文化。工作人員 5人，學員 9人次。 

 

 

 

觀看遺址特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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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配戴吊飾活動 

 

DIY彩繪手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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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社區關懷(106學年度第 1學期) 

HoHiYoung歌舞社於 106年 12月 16日至台東史前博物館舉辦 HoHiYoung

歌舞社帶動中小學[一起舞動文化]活動，社員運用自身族群身分對文化的

認知，於活動中教導學員對於各個族群文化間的差異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

面對，並且尊重各族群間的不同，經由史前博物館導覽員的解說，讓學員

與社員更深入了解各族群文化所包含的意義。最後的心得分享，也讓學員

與社員更深刻記憶下每一個人看待文化的不同見解。希望透過本活動能更

加清楚明白，各項文化該如何去善待並保存，最後藉著 HoHiYoung歌舞社

本質，讓學員及社員透過歌唱及舞蹈更靠近彼此。 

本次帶動課程，為社員及學員的記憶中增添一筆對文化的認知，且不管是

不是原住民，每一個人都必須善待自身周遭所並行的文化。工作人員 12人，

學員 28人，參與人數共 40人。 

 

活動流程 

 

時間 12/16 內容 內容簡述 地點 

6:30 集合 工作人員、帶隊老師集合 警衛室旁石桌 

7:00 小朋友集合 小朋友前往慈科大集合/分組 慈科大校門口 

7:30 出發 前往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0:40 抵達 到達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0:40-10:50 休息 上廁所/裝水時間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0:50-12:00 DIY 課程  彩繪洞洞豬撲滿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2:00-12:40 用餐 午餐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2:40-13:00 休息 上廁所/裝水時間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3:00-13:30 導覽課程 參訪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3:30-14:30 分組參觀 小隊輔各自帶開參訪各館展覽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4:30-15:00 分享 隊輔帶著小朋友們分享交流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 

15:00 賦歸 返回慈科大/發送餐盒  

18:30 抵達慈科大 等待家長接送 慈科大校門口 

19:30~2030 檢討會 
檢討今天行程的優缺點及需要

改善的地方 
A102 教室 

20:30 散會 檢討會結束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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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豬撲滿 彩繪豬撲滿 

  

團康活動 團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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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博物館專員導覽 各組組員分享心得 

  

各組組員分享心得 收穫滿滿-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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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錐花社 106年 12月 16日帶領北昌國小學童於阿美族馬太鞍文史工

作室及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辦理飛哥與小佛無毒森呼吸-馬太鞍文

化探索之旅暨拒毒宣導活動，讓小朋友們了解原住民文化及學習如何

反菸拒毒，工作人員 12人，學員 19人。 

 

  

小朋友簽到 營舞向快樂出發 

  

反菸課程-火滅菸消 反毒課程-毒害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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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告捕魚法講解 

  

濕地生態解說 幸運手環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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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社 106年 12月 16日、12月 17日於佳民社區辦理:<幸福綠芽體

驗營>以行動，視自己的習慣與行為，是不是只要一點小小的改變，

就可以對地球有大大的貢獻，並培養學員的國際觀，同時也能更深入

認識自己所生長的土地，同時培養正確的科學精神和邏輯思考，也讓

科學與環保成為內在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態度。活動內容為: 以地球的

孩子(正向思考)、當我們童在一起(情緒管理)、地球保衛戰(蔬食、

生活環保)，帶領小朋友參加歲末祝福、生活裡的科學手作課程。工

作人員 42人，學員 47人次。 

活動流程: 

106年 12月 16日 

活

動

內

容

報

導 

06:45~07:00(15) 警衛室簽到集合 

07:00~07:30(30) 出發佳民國小 

07:30~08:00(30) 先行人員場佈 

08:00~08:30(30) 小朋友報到 

08:30~08:40(10) 相見歡 

08:40~09:40(60) 開營。營歌:我不愛生氣由課務組帶動營歌，並由學員

長與學員建立營隊默契。 

09:30~09:40(10) 身心寬暢 

09:40~10:30(50) 地球的孩子(正向思考)。透過影片，與向善向上的孩子

學習，找到正面鼓勵的力量。 

10:30~10:40(10) 身心寬暢 

10:40~11:30(50) 當我們童在一起(情緒管理)。1.高 IQ 創造出來的是成績

單上漂亮數字。2.高 EQ 引領你進入正向幸福美滿的人生。3.學習比 IQ

更重要的事，發掘與重新認識自我。 

11:30~11:50(20) Q&A 

11:50~13:20(90) 午齋+午休 

13:20~13:25(05) 身心寬暢 

13:25~13:35(10) 起床醒神 

13:35~14:25(50) 地球保衛戰(蔬食、生活環保)。了解身為地球上的一份

子都需要為地球盡一分力，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大家都需要從小地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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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起愛護地球，拯救地球。 

14:25~14:45(20) 身心寬暢、心得分享 

14:45~14:55(10) 愛的叮嚀 

14:55~15:15(20) 返家 

15:15~15:30(15) 場復 

15:30~16:00(30) 全體工作人員賦歸 

16:00~感恩分享會 

106年 12月 17日 

活

動

內

容

報

導 

06:45~07:00(15)  警衛室簽到集合 

07:00-07:30(30)  出發佳民國小 

07:30~08:00(30)  小朋友點名 

08:00~08:10(10)  發車(前往靜思堂) 

08:10~09:00(50)  車程 

09:00~11:00(120) 歲末祝福 

11:00~12:00(60)  發車(返校) 

12:00~13:30(90)  午齋+午休 

13:20~13:25(05)  身心寬暢 

13:25~13:35(10)  起床醒神 

13:35~14:25(50)  生活裡的科學(DIY)。教小朋友用生活周邊的東西打造

屬於自己的創意。答案就在生活裡！用科學發現今天，用創意打造明天。 

14:25~14:30(05)  身心寬暢 

14:30~15:20(50)  圓緣、心得分享 

15:20~15:35(15)  愛的叮嚀 

15:35~15:55(20)  返家 

15:55~16:20(15)  場復 

16:20~16:50(30)  全體工作人員賦歸 

16:50~          感恩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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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親切的照顧小朋友。 

和小朋友一起跳營歌-我不愛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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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課程，小朋友踴躍回答 

 
正向思考課程，小朋友上台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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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人文護理關懷營－探險活寶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為了增加國中生對護理系的認識，護理系學會於 2017 年 4 月 8

日至 2017年 4月 9日舉辦了兩天一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探險活寶；

參與學員來自全台各地其中 27所國中的 91位學生，報名相當踴躍，

當中有許多學員曾多次參與護理人文體驗營，以實際行動回饋對活動

的熱忱與喜愛；為了讓學員能在這次的課程中快樂學習，全體的工作

人員都身兼數職，竭盡心力的完成每項任務。 

    活動第一天工作人員活力十足，以歡樂的氣氛迎接學員。此次課

程內容包含新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驗、酒駕體驗、CPR教學，

一共 5種課程，以互動式教學的方式使學員在課程中親自體驗護理人

員在各種不同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執行之護理措施。 

    新生兒沐浴，學員張佳筠小心翼翼地抱著嬰兒，深怕一不小心就

傷到小孩，並表示原來自己小時候這麼脆弱，很感謝照顧過她的人；

孕婦體驗，由隊輔協助學員穿戴孕婦體驗裝行走、做瑜珈、跳熱舞，

感受孕婦懷胎十月時的諸多不便；老人體驗，工作人員以活潑有趣的

方式，教導學員如何與老人相處，並讓學員穿戴老人體驗裝做彎腰、

剪紙等動作，學員潘吉偉表示「原來老人這麼辛苦，以後在路上遇到

有困難的老人家一定會多幫忙。」；酒駕體驗，學員踴躍回答問題，

積極為小隊加分， 戴上酒駕模擬眼鏡挑戰直線及 S 型走路，更於觀

賞酒駕車禍影片時，各個嚇得直說道路安全人人有責，長大一定不會

酒後開車；CPR 教學，因為學會救人的方法，學員們紛紛流露出很有

成就感的眼神；團康活動，學員熱絡參與遊戲過程，寓教於樂，藉由

遊戲學習團體合作精神。 

 連續兩天一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時間雖短，學員們仍認真向

上，收穫良多，除了學習到豐富的護理知識、結交許多新朋友，更認

識了慈濟人文的特色，在活動尾聲，圓緣心得分享時，學員賴紹騰表

示：「我參加過很多次護理人文營，每次都能學到很多，很感謝所有

工作人員。」；護理系學會指導老師林淑芬也勉勵各位學員，期許大

家在未來的路上能把護理當成升學的方向之一，學習一技之長，成為

出人頭地的有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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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書 - 回饋問卷

統計分析 
 

社團名稱：護理系學會 

活動名稱：2017護理人文體驗營- 探險活寶 
 

活動名稱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分析 

開營 54 33 3 0 1 
時間掌握還可以更好，內容

可以豐富一點。 

新生兒沐

浴 
68 20 3 0 0 

大部分學員都覺得幫寶寶

洗澡很好玩，少數學員覺得

這堂課時間有點久。 

孕婦 76 13 2 0 0 
學員都覺得很好玩體會到

媽媽的辛苦，少數學員覺得

走太遠腳很痠。 

酒駕 74 15 2 0 0 
有些學員覺得體驗時間太

久，身體有短暫些許的不舒

服。 

老人 74 15 2 0 0 
學員體會到了老人的不

便，以後更知道該怎麼幫助

過馬路的老人。 

CPR 68 18 4 0 0 
學員覺得上完這門課，讓他

們以後遇到狀況可以知道

用甚麼措施去救人。 

影片 68 21 1 0 0 

影片做得很特別，因此有位

學員要趕火車卻還捨不得

走很想把完整的影片錄在

手機裡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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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數：91人 

 

活動名稱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分析 

跳營舞 57 29 5 0 1 

營舞只有幾個簡單動

作，工作人員炒熱氣氛很

夠，少數學員覺得營舞跳

太久。 

團康 67 16 7 0 0 

大部分學員覺得團康很

好玩，可以再玩多一點團

康。 

活動 72 14 5 0 0 

學員覺得這個活動很有

意義，讓他們知道了更多

的護理知識。 

餐點 72 17 2 0 0 

餐點很符合學員的胃

口，少數學員因挑食覺得

餐點不那麼好吃。 

規劃 74 13 4 0 0 
大部分學員覺得很好，希

望以後可以更好更多元。 

服務 78 12 1 0 0 

學員覺得隊輔都對他們

很好，其他工作人員也很

認真的帶動氣氛。 

流程 73 14 2 0 0 
學員覺得很好玩，在每堂

課都學到很多東西。 

 

                                               參

與人數：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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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認真聽學員長說明團康 大合照 

 

 
 

 

 
 

學員體驗孕婦體驗課程 酒駕體驗閃避椅子 

 

 
 

 

 
 

新生兒沐浴體驗 老人體驗學員穿著裝備準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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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系原住民族人文及社區護理關懷營--尋找米奇大作戰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撰稿：護四一乙 李喻珊、朱君翊；拍照：護四一乙 黃奕瑄、李承儒） 

    106年 11月 25至 26日，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學會共三十位師生

至宜蘭五結國小舉辦「尋找米奇大作戰 」活動，共吸引五十八位一

到六年級的小朋友報名參加。為了向小學生宣導洗手的正確觀念、性

別教育及慈濟人文，系學會特別設計了一系列課程，深受小朋友的喜

愛。 

    第一天小朋友和家長對於環境以及整個活動還略微陌生，但是透

過大哥哥大姊姊們的帶領及一起玩團康遊戲、營舞帶動……等，讓家

長和小朋友都很安心並投入活動。透過正確洗手觀念課程，教導如何

正確洗手及洗手的時機，還讓小朋友實際運用正確的洗手觀念洗手；

透過性別教育課程教導小朋友性別平等以及遇到不舒服的事要如何

求救。 

     配合課程系學會同學設計了一連串小遊戲，例如：在闖關遊戲中

背出慈濟靜思語，以及利用積分制讓小朋友更投入在課程和遊戲中。

小朋友們為了讓自己的小隊得到第一名的殊榮，無不賣力。其中最特

別的環節莫過於大隊接力了，原本因為場地尚未完全恢復以及天氣的

考量打算取消，沒想到小朋友們全都積極想要參加這項活動，經過各

幹部評估後決定恢復舉辦，每個小朋友都滿臉笑容的舉手說想要跑哪

一棒，還拉著自己喜歡的隊輔大哥哥大姊姊一起跑，雖然只是一場簡

單的活動但在小朋友心中已經留下難忘的回憶。 

    小朋友在回饋單中提到很少有哥哥姊姊們來帶活動所以每個小

朋友看到我們來跟他們玩都很開心，覺得哥哥姊姊們很親切，遊戲和

課程都很有趣，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可以在回來五結國小帶活動。其中

林佩欣小朋友在回饋單中提到:「這兩天和大哥哥大姊姊們玩得很開

心，他們教導了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下次如果還有機會，只要你

們來我永遠歡迎你們!哥哥姊姊們，期待下一次的相見!我愛你們!」 

    在中午休息片刻後，下午和濟安康復之家的居民到宜蘭廣場會合

進行活動，當天約莫二十位居民一同參與。活動的開始由居民們一一

的自我介紹，認識彼此，分組競賽。隨後馬上進行了第一個小遊戲「比

手畫腳」設計此遊戲是希望能藉此動動腦筋、活動筋骨，一個小組派

一個人賣力的比畫題目傳達意思給隊員們，猜對了就可以獲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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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慈科大的同學們還是居民們都奮力一搏，想讓小組贏得勝利。

到了休息時間同學們把空間化成現場版 KTV，把麥克風給居民們唱

歌，展現自我。 

    接下來換活動筋骨的遊戲，但在遊戲前先做個暖身操，由同學們

在台上帶領，跳完之後全身筋骨都舒暢了，像回到小學時期的感覺。

第二個遊戲「細胞分裂」這遊戲除了訓練反應、也讓筋骨活絡起來，

讓自己年輕了起來。 

    在活動的尾聲同學們表演手語 「一家人」告訴居民們:你們並不

孤單，慈濟就是個大家庭!最後在心得分享時居民們回饋:感謝慈科大

的同學們來帶活動，今天我們真的很開心。 

  

教導小朋友洗手的正確觀念及洗手時機。 
在教導洗手正確觀念後，帶領小朋友實際

洗手。 

   

小朋友積極參課程內容及回答問題。 
小朋友們賣力地跑大隊接力，為團隊贏得

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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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康遊戲中展現團隊的力量和默契來

贏得比賽。 

在團康遊戲中融入靜思語，讓小朋友

們了解慈濟人文之美。 

  

在活動的尾聲拍上大合照，為活動畫下圓

滿的句點。 

五節國小吳志堅校長在閉幕典禮時頒發

感謝狀，及勉勵同學們。 

  

居民們熱情參與比手畫腳搶答。 居民們用休息時間唱歌，展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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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愛的傳唱--來自太陽的聲音」 

106年 3月 27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國議廳舉辦多元文化講座「愛的傳

唱--來自太陽的聲音」，主講者為聲樂家胡待明先生（排灣族），師生

共計 256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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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待明先生為知名聲樂家，與學生分享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 



 

 

106年度原住民技職教育成果報告  71 71 

多元文化講座「愛的傳唱--來自太陽的聲音」心得 

護五一甲 

◎林婉瑜：不要害怕展現自己，自己的文化都要好好珍惜，擁有一技

之長，對自己未來都很有幫助，趁還年輕好好充實自己，語文能力也

要好好的學習。擁有原住民的血統，真的很幸運，我們有美麗的文化、

優美的音樂、傳統的服裝，我們都要好好保存。 

◎吳慧妤：把祖先的智慧唱出來，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傳承，不要

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把自己的文化給忘記了，要把自己的音樂找回來，

不要辜負自己的天賦，盡情的發揮，每個人都有神給的恩賜，要尊重、

學習每個族群的文化，要有信心的把自己的音樂唱出來。 

五一丙 

◎馬湘芸：講座讓我明白雖然原住民的歌曲不是現今的主流音樂，但

是我們可以嘗試創作看看，讓世界聽到原住民的歌，就像講師說的一

樣，原住民的歌謠是祖先傳下的禮物，是任何東西都取代不了的，所

以要更加珍惜愛惜，要好好保護它，讓它繼續傳承下去。 

護五二乙 

◎王欣巧：身為原住民感到驕傲，覺得我們原住民的歌聲都好厲害，

是屬於我們的象徵，喜歡用音樂傳將我們的文化及把部落發揚出去。

在音樂路途上也有很多辛苦的過程，可是熱愛音樂也是一種宣洩，也

藉由這次的講座讓我了解聲樂。 

◎卓慈恩：音樂的領域很廣，可以將自己的文化傳出去，從以前的古

調到現在融合在流行音樂裡，我覺得自己的族群會是很驕傲的，而且

多去培養自己的才藝是很棒的，雖然會碰到挫折、失敗，但都是讓自

己學習成長，我們都是最特別的，所以要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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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五二丙 

◎陳宇翔：這個講座讓我覺得很特別，講師把原住民的古調和一些非

主流的文化融入他的創作，也讓我感覺到他對原住民音樂的堅持，更

間接提醒著我們不要忘本，他的音樂傳達讓我有莫名的感動，即便我

不懂族語的意思，也讓我更想好好認識自己的文化。 

◎周宜潔：感謝自己身為原住民，充實運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展現出

自己本身擁有的天賦、相信自己，以創新的方式融入古調，表達一種

繼承的意念。要回歸最原本的自己，唱出屬於自己的音樂。 

◎江巧馨：在求學階段中，也有遇到困難，就算在逆境中也要堅持生

命中該有的價值，而把自身文化更發揮的淋漓盡致，告訴我們音樂能

夠溫暖人心，也能救贖自己，無形中自己的一技之長和才華將慢慢幫

助自身和其他社會任何人，發展自己的能力。 

護五二戊 

◎李雅絢：古典聲樂結合了原著民傳統歌謠，讓整個歌曲有了不一樣

的風味。每個族群有不一樣的音樂歷史背景，也會唱出不一樣的風

格。也了解到可以運用創新的方式來傳達我們的音樂，不僅能傳達我

們文化更能讓大家看見我們族群是多麼棒的！ 

護五三甲 

◎黃纓棋：將傳統發揚不是件難事，只是取決於心力，看有沒有意願

而已，讓原住民的歌謠不只能在部落耳熟能詳，更能讓這些有含意的

歌謠可以發揚到國際。 

◎李俊賢：我相信學習有興趣和專長之處，必將會更進一步突破不是

自己所會的範圍持續學習，逃脫那框架，更是一種挑戰，要抓住夢想

的閃耀翅膀。 

護五三丁 

◎李巧俐：其實就算天生唱歌好聽，也是需要後天的努力去維持，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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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練習讓自己的歌聲更棒。每個族群的音樂是不一樣的，必須先去了

解族群的背景，才能了解音樂歌詞所代表的涵意是什麼，聽到很棒的

聲樂讓我很感動。 

護五三戊 

◎陳禾芳：現在大家都很喜歡聽流行音樂，忘記了其實原住民的歌更

美，一些平常生活和喜怒哀樂以及愛情故事都可以變成一首歌。因為

有這次很棒的演講，讓我更想堅持愛音樂、愛跳舞的夢想，我更不會

忘記自己族群的文化歌曲，堅定自己也要做足所有準備，自然上天會

給很棒的路。 

護五四丙 

◎趙姿婷：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才能，學習的時候要虛心求教，自己

是原住民要很驕傲，因為這就是上天給你的禮物，態度決定自己的高

度，希望以後我自己的創作歌曲也能讓大家都聽到。 

◎邱嘉華：學習從模仿開始，音樂的創作也是如此，保留原住民文化、

傳承形式多樣融入音樂，也許語言會漸漸消失，但音樂的旋律是不會

消失，那元素的強度，能深入人心，從音樂中傳達原住民的文化。 

◎沈思涵：我認為像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都應該要好好學習自己族群

的語言、歌謠、舞蹈，不然沒有人肯學習傳承的話，我們原住民特有

的文化習俗都會逐漸沒落，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堅持下去，不要放棄傳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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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耕」 

    106年 9月 28日晚間 6點至 8點於研究大樓國議廳辦理「多元文

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耕」，主講者為王慧英護理師(阿美

族)，師生共計 417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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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英老師分享在部落協助部落居民如何照顧自己的健康。

 

一起示範簡易繩子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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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講座「傳愛部落部落深耕」心得 

護五一甲 

◎林心慧:當人與人手牽著手，相互交織傳導彼此的體溫，音樂節奏

是無言的互動，無需多言靠著彼此的默契，就能完成一曲美妙的舞

步，令人感動不已又充滿人情味的交流。 

護五一丙 

◎余彩民:做任何事其實都是愛這個東西最重要，而且還要保持一個

愉快的心、體諒他人，然後趁機會學習自己所不會的，不可以遇到挫

折就退縮，還要有分析跟判斷的能力，並能自我檢討、警惕自己。 

護五一丁 

◎黃威:面對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信仰，還有不同的語言，能夠盡自

己的能力去實現、去創造，用各種不同的經驗去投資自己。 

護五一戊 

◎依樣˙如意:哪一份工作不需要磨練呢?走過就是我的了，比別人多

辛苦一點，得到的也就比別人多一點。 

護五二甲 

◎林雨諭:對病人視病如親的態度，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讓我也了

解到，護理不只有單一方向，可以教導老人或病人，在生活中要注意

及防範一些事情，也算是付出一份心力，也許很渺小，但對別人來說

是很大的幫助。 

護五二乙 

◎周苡璇:沒有人可以替代我們學習，以後怎麼發展，未來怎麼樣，

都是自己的事，選擇這條路，就該為自己、未來負責。 

護五二丙 

◎黃宇禎:你的人生、你的青春，多些經驗多些回憶，才是現在該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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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所以在這過程中，只想不斷的往前走，即使挫折，那些都沒有

比夢想值得，不忘記剛起步的堅定，只能說努力再努力。 

護五二戊 

◎林念蓁:只要有夢想，就要好好的完成，目標設定好了，就要努力

完成，成功沒有捷徑，唯有努力，不放棄。 

◎田優:在任何時候都要不斷的充實自己，讓資源轉化成智慧的財

產，還有不要放棄自己喜歡做的事，要找出激勵自己的方式，即使在

之後遇到壓力時，才能適時的釋放出來。 

護五三甲 

◎吳妍歡:雖然不同的地方講的語言不同，但自己的母語一樣要學

好，也要用母語去傳遞護理的一些知識，讓母語能帶進護理，便能夠

學習一些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陳薇:護理師的工作並不是展現技術、發放藥品而已，而是在訓練

如何解決問題，既然選擇了護理，就要把它做到好，不是埋怨，不是

投降於護理，而是和護理共存，並學會解決問題。 

護五三乙 

◎周于庭:在一個不同的環境要去融入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自己已

經熟悉了一個地方，突然更換了環境，要去融入別人的文化，重新學

習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 

◎陳劭昀: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責任越重，學到的專業也越多，有

時候真的感到無力，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設一個目標，並堅持下去，不

要讓自己的想法受到侷限。 

護五三丙 

◎杜維勒:一個人要離開臨床，之後的人生是退休、享樂，但時間是

自己的，沒有不夠用，離開臨床不是結束、不是終止，而是走到人群，

持續點燃「護理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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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佳蓉:將學校所學的轉變成專業，不論對方是誰，都以同樣的態

度去對待，而自己有什麼才華，就去學成，自己對自己有信心，經驗

也會成專業。 

護五三丁 

◎周瓊涵:用對的方式、對的態度去面對每一件事，不要害怕、害羞，

勇敢的踏出自己的第一步，就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護五四甲 

◎黃妤萱:在面對病患時，不是所有的語言都跟你相通的，所以趁學

習能力還不錯的時候，多多學習各種語言，到了臨床時，就不用互相

比手畫腳了。 

◎劉念安:每個人都曾經有過不如意的時候，但面對壓力的本質，走

過後就會海闊天空，把每一個考驗當作基石，累積經驗，讓自己越變

越好。 

護五四丁 

◎周慧筠:護理沒有很簡單，現在身為學生的我們應該把基礎的、進

階的、所有的護理知識、技術都學好，這樣不管未來在哪一個單位都

可以好好應用所學，正所謂「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護五四戊 

◎楊心怡:一個人的能力有多少?不知道?但只要有心肯學，一切都不

是問題，挫折是一定會有的，只是看自己有沒有辦法去應對每一個問

題。 

護五五甲 

◎田芊嫿:不要排斥任何一個人，也不要排斥任何一個文化，多包容

一個人多一個朋友與資源；多認識一些文化就多知道一些新的知識 

，人這一生活到老、學到老，才不會退化，因為時代會隨著潮流慢慢

改變，在這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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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耘:健康也是現代人重視的，況且現代老年人口增加更需要被

重視的，所以護理是學無止盡的，並要活用，不管是對護理人員或是

民眾都要互相學習，希望未來能在護理上更精進。 

護五五乙 

◎孫晨珊:把自己的專業發揮到校園及部落，不要忘記自己的故鄉及

部落，把護理人員的專業及愛心展現出來去幫助別人，運用自己所學

的去發揚光大，去幫助更多的人。 

護五五丙 

◎葉珮如:護理所涉及的範圍很大，從醫院到社區服務，護理不只是

運用熟練的技術，也需要包含愛與關懷。 

護五五戊 

◎李雅麒:當選擇護理這條路時，不管在什麼時間、地點，都要為自

己所做的事負責任，護理從來不是一條好走的路，所以遇到有壓力的

時候，就要適時的解放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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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化體驗營--摩里沙卡阿美族文化體驗營 

106年 6月 10日於花蓮縣森榮部落辦理摩里沙卡阿美族文化體驗營，

師生共計 46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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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竹筒飯製作體驗。 

 
在耆老的木鼓聲中學習阿美族傳統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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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英老師示範竹杯製作。 

 

學員於萬榮部落與阿美族耆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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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編織課程 

傳統技藝課程：全人教育中心於專科部及學院部開設通是選修原住

民族編織課程 2 班，教師為藍月美老師(太魯閣族)，學員共計 60

人。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綱要表 

 

開課班級 通識日五專 

授課老師 
教師 研究小間 Mail Office Hour 

藍月美 
 

sp974@tcust.edu.tw 
  

開為 e-Learning 

課程 （否）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W3:7-8 

A214 (花道教室 )   

中文課程

名稱 
原住民編織藝術 

學分數

週時數 

2 

2 

英文課程

名稱 
The Art of Aboriginal Weaving 

課程說明 

(中文) 

本課程以太魯閣族編織文化為主軸，將編織圖騰紋路化為表格並以現代機

具織作，將織布透過數據簡易化，使學生對於織布不再遙不可及，親手織

作的布料，透過手作製作出成品，提高學生對於織布工藝興趣，以嘗試創

作出屬於自己的創意作品！！ 

課程說明 

(英文) 

Weaving culture of the course Truku spindle， the lines weaving totem as to the 

form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machinery for weaving through the facilitation of 

data， so that the student is no longer out of reach for the weaving， 

hand-woven fabrics for throughHandmade produce finished products， and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weaving process， in order to try to create their 

own creative works! 

教學方法 讓學生認識原住民編織工藝之美，學習如何以現代織具創作出傳統圖騰。 

課程核心能力 

 序號 教學目標 

1 生活意義及美學鑑賞。 
 

教學評

量與配

分 

期中 50% 期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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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月美老師解說原住民傳統織布課程，學生認真聽講。 

 

學生利用簡易織帶機體驗傳統織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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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月桃編織工藝研習營 

傳統技藝課程：106年 12月 16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理辦理傳統月

桃編織工藝研習營，講師為黃芳琪老師，師生共計 37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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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芳琪老師解說傳統月桃編織步驟及注意事項。 

 

月桃葉編織真的不容易，學員認真學習傳承月桃編織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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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芳琪老師介紹傳統月桃編織文化。 

 

學生專注編織繩帶，體驗族人席地編織。 

 

經過一日的學習，學員成就滿滿捧著月桃葉編織成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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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月桃編織工藝研習營心得 

撰稿：護五一乙 葉昕妤 葉千祐 

    106年 12月 16日，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舉

辦傳統月桃編織工藝研習營，邀請黃芳琪老師為指導老師，帶領我們

認識月桃編織製作技藝，也讓我們認識了月桃編織在部落中的地位與

象徵意義。月桃本身俱有的特殊氣味，魯凱族人認為用月桃編成的盒

子在存放物品時，可以驅蟲防蛀。 

    芳琪老師介紹月桃編織文化課程時提到月桃分為三種，有莖桿顏

色偏黃帶白的月桃，又細又白的月桃和莖桿帶紅色的月桃，另外，採

集時間點上，從早期 11 月份期間至 1~2 月期間等時間性，主要依

照月桃開花的時間。因為開花後的月桃質地短而粗不易製作，且容易

斷裂，所以多半族人都會避開此一時期的採集活動。在材料的準備

上，主要是以砍收、剝離、翻捲圈、曝曬、整理為主。 

    老師提醒我們在編織月桃時要將月桃假莖以濕布擦拭柔軟後才

能進行編織，避免月桃斷裂。我們先編織月桃壺袋後再編織複雜的背

繩帶，二者皆需要非常的專注與耐心，完成成品後我們都覺得很有成

就感。 

    護五一乙阮品榕同學表示，這一次月桃研習營我覺的真的很有

趣，因為在我小的時候就是看著阿嬤弄這個，每一天每一天，到我大

了以後，去到其他學校去讀，也沒有再看過阿嬤編織過這個了，我其

實一直以為月桃編織很簡單，結果自己真的做的時候才發覺，原來這

也是要靠天分和技巧做的，我兩項都沒有，所以做出來的真的很醜，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編的過程中，自己突然變得那麼感性，甚至有點

難過，到阿嬤不在了才想學，讓我覺得自己真的很笨，有阿嬤在的時

候不學，所以現在就算阿嬤不在了，我會把這個編織技術帶回去給媽

媽，讓媽媽也能跟我一起學到這項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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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系列影展 

106年 11月 21至 23日，每日晚間 17:30~20:00於研究大樓國際會議

廳辦理原住民族系列影展播映賽德克‧巴萊系列電影及辦理電影講

座，講座主講者為李順民副教授，共計辦理三場次，師生累計參加人

數 72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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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影展 

 

賽德克‧巴萊—彩虹橋影展 

 

賽德克‧巴萊電影講座，主講者為李順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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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巴萊原住民族系列影展及講座心得 

護五一甲 

◎余毛品淳：我們依然能從電影中體悟到當時族人被異族統治侵犯是

多麼悲憤、不甘，以及戰爭波及無數無辜人群的無奈，只願現代人能

夠以古為鏡，追求和平、和睦與平等，不要讓歷史重演。 

◎辜若婷：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需要透過時間、空間才能清楚事情的輪

廓，就像歷史需要根據時間和空間才能編撰。 

◎邱婷：我們的心決定我們是甚麼人，而不是血緣，人跟人的劃分是

以居住地而不是族群，族群概念是後來產生的。 

護五一乙 

◎張莉琦：我們不能以二十世紀的想法去看以前發生的事件，要是以

錯誤的看法去解釋以前的事件，反而會誤導事件的發生及經過，更無

法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跡。 

護五一丙 

◎高范宇宜：要了解一件事的真實性，不僅要考慮到它發生的時間、

空間，也要用正確的觀點去看過去發生的事。 

◎宋宛蓉：族群也只是依照出生、住的地區劃分的，與血緣無關，而

世界上的大部分紛爭就由此而來。 

◎余彩民：自傳並非完全的正確，有可能是經過包裝後出來的產物，

絕對不能用二十世紀的思想，批判過去的不好。 

護五一戊 

◎賴旻君：不要有區分，也沒有誰比較高貴，重要的不是甚麼身份，

而是我們看待自己的心。 

護五二甲 

◎林品祈：身為阿美族的我，連自己的母語和相關的故事還不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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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所以對自己的文化認同，不只要認同，還要行動。 

◎林鈺婷：然而傳統文化正漸漸地流失，年輕人也漸漸的不會講族

語，隨著文化的流失，傳統的原住民文化也越來越少。 

護五二丙 

◎黃詩涵：不管什麼族群，都有所謂的傳說和故事，因為這些故事，

才讓我們這些後人更加了解自己的族群故事及前人的帶來的信仰和

習俗。 

◎潘黎微：民族與民族間的所有廝殺與剝奪，人總是自私的無論是為

自己、為他人、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吳侑芯：透過講座能夠瞭解到有關更多的原住民的文化、分佈、聚

落和特色，像是石板屋的形成，名字的演化，還有婚嫁和原住民歷史

的過程。 

◎江陳惠敏：只要大家認同及認知下，即使是被時間沖淡的歷史事

件，也能輕鬆找到對彼此都有利的共識，並讓所有人都能回到自己的

歸屬。 

護五二丁 

◎葉采婷：每個歷史事件都要後人從很多事情、各個方面，去推論、

去考證，才能使事件的原貌更加屬實。 

護五二戊 

◎田優：流傳下來的故事，總是不會比實際的行動還要來的真實，秉

持自己文化的精神並沒有甚麼錯，只是對彼此不太了解。 

◎胡智涵：原住民會分那麼多族，也是因為我們每一族都有不同的傳

統文化，我們都想把我們的文化傳承下去。 

◎資門：我們的源頭，還有最重要的紋身、圖騰，是我們最重要的文

化傳承，把榮耀刻在身上，永遠的記起來，還有母語也是傳承重要的

一點，沒有語言就沒有身份，甚至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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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五三丁 

◎尤韡哲：如果有當事人可以述說當下發生的事，那為何還需要歷史

學，因為人會自私，選擇什麼想說、什麼不想說，而是要用時間、空

間等等諸多因素，去考慮、瞭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余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若只是單獨一人，容易被人左右，而若

是一群具有共同信念的人，那會是一種極為強大的力量。 

護五四甲 

◎劉念安：透過講師講述，除了聽故事之外也讓故事和電影融會貫

通，而族群也不只是族群，是隨自身的想法及思維慢慢改變的。 

◎呂秋蓉：紀錄片和影像並不能證實你看見的事實是真實的，倘若這

裡面所說的都是真實的，那我們也沒有現在所讀到的歷史。 

護五四乙 

◎賴彥臻：歷史是從別人口中說出，那這件事的可信度是多少，如果

從當事人口中描述並記錄下來，這個歷史事件的可信度就高很多。 

護五四丙 

◎黃麗蓉：台灣原住民有那麼多族，同樣都是原住民，但卻有著不同

的生活方式，外型更是不一樣，但更重要是還有著不同的傳統習俗。 

◎卓心怡：原住民是很美麗的族群，雖然沒有先進的技術也能夠運用

智慧來生活，有沒有智慧及人性是很重要的。 

護五四丁 

◎陳雨萱：原住民大多是南島語族，所以當原住民碰到原住民，彼此

間的交流就會有一種親切感，而且不管是哪一族的原住民，大家都是

一家人。 

◎陳思佳：講師在講座中和我們分享太魯閣族、泰雅族、賽德克族的

差別，在文化、生活及歷史上的分別，還特別和我們分析賽德克族的

生活方式、文化、社會組織和思想及禮俗等各個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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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五四戊 

◎呂芳羽：若族群間發生爭執或是雙方鬧不和，很有可能會因此引起

紛爭或是戰爭，而賽德克族也有一種習俗，若家中有人過世，就必須

埋葬在自家床下。 

◎蘇淇：就算賽德克族因為戰敗，而搬離了原本居住的地區、部落，

他們也依然認為自己是賽德克族人，不論是更改了姓名或是時光流

逝。 

護五五甲 

◎李佳耘：每一個族群都正在為保留自己的文化，而努力，不管是哪

一族，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我們生活下來的習慣。 

護五五乙 

◎田詩媛：文化信仰是每個人對自己族群的認知，我們大家都要去尊

重及認同自己的族群，不能使我們的文化流失。 

護五五丁 

◎林婞婕：不論是哪一個族群，都有其特有的文化與歷史故事，雖然

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客觀的東西，需要多方面的考察，但我們可以用當

事人的角度，去記載我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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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物展暨有獎徵答活動 

106年 12月 11至 29日於原住民族博物館辦理原住民文物有獎徵答

活動，全校師生、社區民眾共計 492人參加，師生得獎人數 140名，

社區民眾 45名，獎項共計 18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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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文物展暨有獎徵答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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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原住民族博物館中尋找答案。 

 

學生將最喜歡的文物畫於答案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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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資本門 

（一） 改善並充實本校原住民博物館設備與館藏 

1. 增購舞蹈用排灣族男女族服共 4套，服裝-財產編號:5040112-12#382；

5040112-12#383；5040112-12#384；5040112-12#385。 

  

  

2. 購置達悟族文物四件(1) 珠寶盒(20*15*12cm)(2)男陶偶(26*1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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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陶偶(26*10 cm) (4) 男性胸飾(30*27cm)，財產編號：5040122-01 # 

483～486，充實原住民族博物館館藏。 

 

                    珠寶盒(20*15*12cm) 

 

 

    ↑男性胸飾(30*27cm)  

 ←男陶偶(26*12 cm) 

←女陶偶(26*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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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充實本校圖書館原住民特藏區館藏，增購手造溫感幸福-台客狂想曲之

二:原創味等 27件視聽資料。登錄號為 N0318165-N031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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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資本門（二）加強教學設施 
增購原住民族環形劇場及部落地圖互動式裝置投影機，功率擴大機-財

產編號：3114801-02 # 10；網路儲存設備-財產編號：3140201-09 # 149

～150；不斷電供應器-財產編號：4050207-03 # 53；訊號延長器-財

產編號：4050302-35 # 24～29；喇叭-財產編號：4050303-11 # 514

～517；投影機-財產編號：5010105-21 # 96～100；控制箱(機櫃)-財

產編號：5010105-48 # 82，改善原住民族文化活動教學視聽設備系統。 

 
 

功率擴大機-財產編號：

3114801-02 # 10；網路

儲存設備-財產編號：

3140201-09 # 149～

150；不斷電供應器-財產

編號：4050207-03 # 53；

訊號延長器-財產編號：

4050302-35 # 24～29；

控制箱(機櫃)-財產編

號：5010105-48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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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財產編號：5010105-21 # 96～100；喇叭-財產編號：4050303-11 

# 514～517 

 

環形劇場及互動式裝置效果展示。 



 

 

 

 

 

 

 

 

 

 

 

 

 

 

 

 

 

 

 

 

 

 

 

 

 

 

 

 

 

 

 

 
  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製 

 


	完整版106成果報告封面目錄
	完整版106成果報告相片1070228
	完整版106成果報告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