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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南丁格爾體驗營 

實施計畫書 

一、目    的：希望學生透過本次的實地體驗活動，了解護理系之課程 

              安排及職涯發展，並藉由探索教育之施行建立「探索教 

              育、體驗學習」的觀念，進而達到學生對專業教育的重  

              視及團隊互助合作的精神體現。  

二、主辦單位：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 

三、協辦單位：大仁科技大學招生中心、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及護理系

學會 

四、實施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五、實施地點：大仁科技大學南丁格爾大樓及護理系專業教室  

六、活動對象：具有高中職學籍之同學。(以三年級為優先也歡迎其他年級) 

七、活動人數：預計參與學生 100 人。 

八、實施方式：採集中群體互動及分組教學和實作方式，請所有參加學員

至本會指定場所準時報到並參加室內外課程。 

九、承辦人:護理系副主任李小璐 08-7624002 轉 3083 

十、校車接送地點：111 年 3 月 5 日早上 9 點左營高鐵站迎接； 

                  聯絡人：葉琮勤老師老師，聯絡電話 0935450627。 

十、課程活動表：如附件一。 

十一、課程師資表：如附件二。 

十二、經費預算表：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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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南丁格爾體驗營課程活動表 
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場 (3 年級) 

時  間 內 容 地點       負 責 老 師 

9:00 左營高鐵站迎接 左營高鐵站 葉琮勤老師 (消防) 

9:30-10:00 1. 校門口接待迎接 

2. 測量體溫 

校門口 江皢菁老師 

負責測量體溫學生 2 位學生(甲組) 

9:30-9:50 1.簽到學生至分 A B C 組 

2.領取研習資料袋 

系館 E203 

走廊報到 

實習老師(3 人) 

分組 ABC 學生及回答諮詢 

(報到達 90% 可以提早開始) 

系館 E203 新生班導師(3 人)蘇惠珍、陳凱莉、

靜幸(代秀鳳)3 位學生(乙組)(甲組) 

9:50-10:00 護理系簡介 系館 E203 林欣欣主任 

10:00-10:08 校長致詞、院長致詞 系館 E203 林欣欣主任介紹 

10:08-10:15 校園參觀導覽： 

1. 系簡介 OSCE 實地解說 

OSCE 林欣欣主任、蔡怡真老師(三組老
師分批帶領參觀完畢，直接去體驗
ABC) 

10:15-11:35 A 

第一組 

B 

第二組 

C 

第三組 

A:護理專業體驗 

至 E401 

B:人體解剖體驗
至 E404 教室 

C 消防:避難安
全至 U730 消防

體驗館 

A 組內外科組溫孟娟老師統籌陳 

         淑女及陳瑞娥老師協助        

 兒科組 陳優環老師及實習老師 

 社區組 淑君及實習老師 

 3 位學生(丙組) 

10:35-11:55 

 

B 

第一組 

C 

第二組 

A 

第三組 

B 組  蔡怡真及方國璋老師 

10:55-11:15 

 

C 

第一組 

A 

第二組 

B 

第三組 

C 組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哲
綸副主任 

11:15-11:40 1.安排系學會活動及播放系
上活動影片 2.點心時間 

系館 E203 

 

吳國宏老師及 4 位學生{學會} 

11:40-12:10 就學輔導問卷 系館 E203 林欣欣主任、哲綸副主任及李小璐
副主任及 5 位學生(甲乙組) 

{全體老師} 

12:10-12:20 綜合座談 

領餐盒及研習證書 

系館 E203 林欣欣主任、哲綸副主任、李小璐
副主任及 5 位學生(甲乙組) (餐盒) 

蘇惠珍、陳凱莉、靜幸發證書 

陳啟明收回簽到單及發老師餐盒 

12:20 返回溫暖的家； 
高鐵搭車校門口 

有興趣住宿-參觀宿舍 

 搭車負責老師:葉琮勤老師 

參觀宿舍林欣欣主任、淑女副主
任、李小璐副主任 輔導老師 

1.李小璐副主任:計畫撰寫及規劃、撰寫網路報名、報名單張、工讀生分配及場控。 
2.謝春滿老師:茶點;3.啟明:簽到單、餐盒及核銷 
4.實習組教師製作教師名牌、研習證書、學生名牌、海報及指示牌於 3 月 4日完成。 
5.3月 3 日下午 3點預演請人員準備好相關用物及設備，各體驗組別請協調說明如何體驗。 
6.3月 5 日黃柏森老師負責拍照及上傳臉書。 
7.3月 4 日會前及 3 月 5日會後請所有工讀生整理環境。甲乙組整理 1-2樓含廁所，丙組整理 
  4樓含廁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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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年南丁格爾體驗營 

講師學群學歷暨專長資料 

姓名 現任職稱 專長 

林欣欣 護理系主任 
基本護理學、專題實作、護理資訊、臨床模

擬教學、OSCE客觀結構式臨床試驗 

許哲綸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

學程副主任 

火災學、避難系統設計、防火管理、消防水

力學，應用力學 

張淑女 護理系副主任 
內外科護理、重症護理、 

身體檢查與評估 

李小璐 護理系副主任 婦女健康、護理倫理、社區服務、老人護理 

吳國宏 護理系副教授 中國文學、應用文 

方國璋 護理系副教授 藥理學、生理學、藥物治療學、中藥學 

洪淑君 護理系副教授 社區衛生護理、課程與教學、創造力研究 

黃柏森 護理系副教授 

健康資訊學,線上社群學習, 國際化課程設

計, 跨文化學習研究, 藥護臨床客觀性結構

測驗電子化平台 

陳優環 護理系課程組長 兒科護理 

謝春滿 護理系成人組長 內外科護理、老人護理、護理報告撰寫 

陳凱莉 護理系助理教授 
內外科護理、基本護理學、老人護理、腫

瘤、癌症護理、護理報告 

林靜幸 
護理系精神及 

社區組長 
精神科護理、心理衛生、職涯發展 

溫孟娟 護理系成人教師 內外科護理、重症護理 

陳瑞娥 護理系成人教師 
內外科護理、安寧療護、醫護倫理學、復健

護理學 

蔡怡真 助教 

負責 OSCE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客 觀結構式臨床

技能測驗」)維護及實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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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2 年南丁格爾體驗營 

經費預算表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經費來源 

學生工讀金 10,752 

1.168 元*8 人次*8 小時=10752

元(護理系) 

 

1.由護理系系校外學

分班行政管理費支

出 

 

勞退保費 1,900 

工讀生工讀金 

1.部分工時 168 元/時，每月薪

資計算 38400元算一天勞保勞退

為 190元/天*10人次=1900(護理

系) 

由本系校外學分班

行政管理費支出 

膳費 14,000 

1.參與者餐盒 80 元，學生及家長

共 140 人(依據參與報名參加學

生人數，核實報支) 

2.工作人員共 33 人(護理系 25位

及 8 位學生 

3.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師生共

2 位 

.1.由護理系系校外

學分班行政管理費

支出負擔 103 個(參

與者 70 位) 

2. 消防安全學士學

位學程: 參與者 70

位+2 位 

印刷費 2,000 手冊、文宣海報等核實報支 

由本系校外學分班

行政管理費支出 

雜支 4,000 參與者點心茶水及衛生紙 

由本系校外學分班

行政管理費支出 

車資 3,000 至高鐵站接學生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

學程 

合計( 元)  35,652    
護理系:26892 

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程:8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