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109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 
計畫修正對照表 

 

學校名稱：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學程名稱：臨床護理照護實務與應用學程 

 

計畫書修正部份請用紅色呈現，修正如下: 

編號 綜合建議/應修正之事項 修正回覆 頁次 

1 1.專精課程(p.31~p.37) 

(1)課程總表之校內師資時數應

為47小時。 

(2)課程總表之他校師資人數應

為0人。 

(3)課程總表之他校師資時數應

為0小時。 

(4)課程總表之業界師資人數應

為12人 

(5)課程總表之業界師資時數應

為117小時。 

(6)課程五「護理專業知識整合

與應用」之業師授課總時數應

為12小時。 

專精課程因為 p38的課程五之「丁肇鳳、邱淑

如」兩位他校教師誤植為業界教師，導致時

數計算錯誤，已經予以修正，其他連帶產生

的錯誤也一併修正。 

(1)課程總表之校內師資時數應為47小時。 

(2)課程總表之他校師資人數應為2人。 

(3)課程總表之他校師資時數應為12小時。 

(4)課程總表之業界師資人數應為10人 

(5)課程總表之業界師資時數應為117小時。 

(6)課程五「護理專業知識整合與應用」之業

師授課總時數應為0小時。 

P31~39 

2 2.共通核心職能課程(p.40、
p.41) 

(1)課程總表之時數 A 應為22小

時，課程總表之比例 C 應為

45.83%，比例 C 未依規定超過

50.00%。 

(2)課程內容之授課時數未依109

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格式填

寫。 

1.本計畫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內容時數已經依據

109年度計畫公告規定格式修正填寫，並重新

安排師資 

2.課程總表之時數 A 為6+5+5+5+6=27小時，

故課程總表之比例 C 為.56.25%，符合計畫必

須超過50.0%以上之規定 

P40-41 

3 3.職場體驗(p.62、p.64、p.66、

p.68) 
(1)「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臺北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基

隆醫院」，皆未檢附主管機關核

發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公開於該

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2)「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

泰綜合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臺北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基

修正計畫書已經檢附「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法人耕莘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兩家

醫院之職場體驗同意書(完成用印)及列印公開

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 

 

p.56、

p.57、

p.58、

p.59、 

p.61 

 



隆醫院」之職場體驗同意書，

甲方與乙方皆未蓋印大小章。 

4 4.師資名冊(p.50~p.55) 

(1)師資名冊之最高學歷請補上

學校及學位，依照109學年度計

畫公告規定填寫。 

已經依照109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填寫 P46-51 

5 5.經費(p.57、p.58) 

(1)工作人員費之單價 a 應為

158，總金額 c 應為142,200。 

(2)講師鐘點費之數量需與課程

規劃之時數相符，請重新規

劃。 

(3)經費請依109學年度計畫公告

規定格式填寫。(經費項目五、

八、十、十一)請補正。 

(4)雜費之補助款，數量需與課

程規劃之時數及學員人數相

符，請重新計算。 

工作人員費及講師鐘點費、雜費及經費項目

編列已經重新計算及依據09學年度計畫公告

規定格式修正填寫，請再查核確認。 

P52-54 

6 6.其他事項(p.3、p.16、p.18、

p.24、p.26) 

(1)學程基本資料表之協同主持

人應補齊兩者聯絡資訊。 

(2)目錄之計畫摘要，無編列頁

碼，請補齊。 

(3)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標題錯

誤)、第二點第一項第六款(標題

錯誤)、第五點第三項(標題錯

誤)、第七點(標題學生請改成學

員)。 

(1)學程基本資料表之協同主持人已經補齊兩

者聯絡資訊。 

(2)目錄之計畫摘要，已經編列頁碼。 

(3)標題學生之處均都已經修改成學員。 

p.3、

p.16、

p.18、

p.24、

p.26 

註一：列數不足可自行增加，格式請勿更動 
註二：本表另外檢附提供對照使用，請勿裝訂於計畫書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109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 
計畫修正對照表 

 

學校名稱：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學程名稱：創意親子活動設計與帶領學程 

 

計畫書修正部份請用紅色呈現，修正如下: 

編號 綜合建議/應修正之事項 修正回覆 頁次 

1 專精課程(P.27) 

(1)課程三「團隊合作與體驗學

習」，業界師資(陳顥瑄)，與師

資名冊不一致，請確認。 

專精課程 

(1)課程三「團隊合作與體驗學習」，業界師

資(陳顥瑄)，已修正為陳顥暄。 

 

(1)27 

2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P.29、

P.30) 

(1)課程總表之非署核定師資授

課人數應為1人。 

(2)課程內容規劃表，訓練課程

（D1、D2、D3、B1）授課師資

身分別未填寫，請補正。 

(3)勞動法令課程，授課時數未

填寫，請補齊。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1)課程總表之非署核定師資授課人數已修正

為1人。 

 

(2)課程內容規劃表，訓練課程（D1、D2、

D3、B1）授課師資身分別已補正。 

 

(3)勞動法令課程，授課時數已填寫。 

 

(1)29 

 

 

(2)29 

 

 

(3)30 

 

3 職場體驗(P.36~P.39、P.54、

P.62、P.64、P.66、P.67、

P.69) 

(1)請檢附職場體驗單位經主管

機關核發之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

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

資料。(共9間職場體驗單位，

請全部檢附) 

 

 

(2)「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

進發展協會辦理基隆市公私協

力西定托嬰中心、社團法人中

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理

基隆市西定親子館」2間職場體

 

 

 

(1)臺北市松山托嬰中心及南港托嬰中心已檢

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花花

姐姐及大金剛已檢附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基

隆市仁愛親子館、祖孫館、西定親子館、西

定托嬰中心已檢附基隆市政府勞務採購契

約。其中基隆市暖暖親子館勞務採購契約無

法取得改以公文佐證（如本修正表後說明

2）。 

(2)「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

理基隆市公私協力西定托嬰中心」、「社團法

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理基隆市西

定親子館」為基隆市政府委託民間機構辦理

計劃案（一為親子館，二為托嬰中心），場址

 

 

 

(1)54.

57.58.

61.64.

67.70.

71.74. 

79.80 

 

 

(2)  

如本修

正表後

說明1 

 



驗，為何名稱不同但公司統一

編號與體驗地點都相同，請說

明原因。 

(3)「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

進發展協會辦理基隆市西定親

子館」統一編號，與職場同意

書不一致，請修正。 

(4)「基隆市天愛社會服務協會

辦理基隆市仁愛親子館」統一

編號，與職場同意書不一致，

請修正。 

(5)「台灣幼兒早期教育協會辦

理基隆祖孫館、社團法人中華

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理基

隆市西定親子館、基隆市天愛

社會服務協會辦理基隆市仁愛

親子館、台灣幼兒早期教育協

會辦理基隆市暖暖親子館」之

預定執行日期需與職場體驗同

意書之訓練時間一致，請修

正。 

(6)「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

進發展協會辦理基隆市公私協

力西定托嬰中心、社團法人中

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理

基隆市西定親子館」之職場體

驗同意書，甲方以及乙方都未

蓋印大小章，請補齊。 

由基隆市政府提供，在同一地點。 

 

 

(3)「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

理基隆市西定親子館」統一編號已修正。 

 

 

(4)「基隆市天愛社會服務協會辦理基隆市仁

愛親子館」統一編號已修正。 

 

 

(5)「台灣幼兒早期教育協會辦理基隆祖孫

館、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

理基隆市西定親子館、基隆市天愛社會服務

協會辦理基隆市仁愛親子館、台灣幼兒早期

教育協會辦理基隆市暖暖親子館」之預定執

行日期已修正與職場體驗同意書之訓練時間

一致。 

 

 

 

(6)「社團法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

理基隆市公私協力西定托嬰中心」、「社團法

人中華婦幼健康促進發展協會辦理基隆市西

定親子館」之職場體驗同意書，甲方以及乙

方已補齊大小章。 

 

 

 

(3)37 

 

 

 

(4)38 

 

 

 

(5)36-

39 

 

 

 

 

 

 

 

 

(6) 

75.78 

4 師資名冊(P.41~P.45、P.47) 

(1)師資名冊之最高學歷請補上

學校及學位，依照109學年度計

畫公告規定填寫。 

(2)業界督導(范家瑜)，之年資

需以整數計。 

(3)勞動法令課程師資，版面錯

誤，請重新規劃。 

 

 

(1)師資名冊之最高學歷已經補上學校及學

位。 

 

(2)業界督導(范家瑜)之年資已改為整數。 

 

(3)勞動法令課程師資版面已修正。 

 

(1)41 

-44 

 

(2)42.

43 

(3)47 

5 5.其他項目(P.17)   



(1)第五點第二項，標題請按照

109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填寫。 

(1) 第五點第二項標題已經按照109學年度計

畫公告規定填寫。 

(1)17 

6 課程規劃，有關創意思考訓

練，可多元化學習，如接觸自

然生態，與大自然學習，其創

意更具生動性。 

已增加 7 

10 

27 

28 

7 對新世代年輕人，可多引導工

作心態、職業倫理與其生涯價

值，提供設定之工作目標。 

已增加工作目標設定 27 

8 兒童產業應注重危機意識與因

應之道。在就業學習及輔導

上，應跟進追縱其成效。 

已增加危機意識及危機處理 8 

11 

27 

 
註一：列數不足可自行增加，格式請勿更動 
註二：本表另外檢附提供對照使用，請勿裝訂於計畫書內 
  



說明1 

 
基隆市親子館 

 

福利地圖 - 托育資源中心 

區別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暖暖區 基隆市暖暖親子館 (02)2459-0206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350號 

中山區 基隆市西定親子館 02-2421-3313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230號2樓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親子館 (02)2431-9096 基隆市仁愛區光一路28號5樓 

中正區 基隆祖孫館 (02)2469-6899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3號2樓 

網址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php?Kid=11&Mid=7&Cid=1 
 
 
福利地圖 - 托嬰中心 

區別 機構名稱 電話 地址 

中山區 基隆市公私協力西定托嬰中

心 

(02)2421-3313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230號2 樓 

 
網址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php?Kid=11&Mid=7&Cid=2 
 
 
 
 
說明2 

1. 基隆市仁愛親子館、暖暖親子館、祖孫館109年度勞務採購契約尚未完成，提供108年度之勞務

採購契約作為佐證。 

2. 基隆市暖暖親子館詹庭宛主任本年度接任主任，之前主任離職，107及108年度（兩年一約）基

隆市政府勞務採購契約不在母機構也不在館內，無法取得，因此以基隆市政府發文佐證暖暖親

子館確實由該協會承辦。 

3. 基隆市西定親子館與西定托嬰中心為統一發包，因此勞務採購契約只有一份，109年已經完成簽

約故提供109年度之勞務採購契約作為佐證。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_view.php?Sid=127&Kid2=11&Mid2=7&Cid2=1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_view.php?Sid=118&Kid2=11&Mid2=7&Cid2=1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_view.php?Sid=128&Kid2=11&Mid2=7&Cid2=1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_view.php?Sid=129&Kid2=11&Mid2=7&Cid2=1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php?Kid=11&Mid=7&Cid=1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_view.php?Sid=5&Kid2=11&Mid2=7&Cid2=2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_view.php?Sid=5&Kid2=11&Mid2=7&Cid2=2
https://social.klcg.gov.tw/social_srv/welfare.php?Kid=11&Mid=7&Cid=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109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班  計畫修正對照表 

 

學校名稱：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開課科系：護理系、餐旅廚藝管理科 

 

計畫書修正部份請用紅色呈現，修正如下: 

編號 應修正之事項 修正回覆 頁次 

1 1.經費規劃(p.5) 

(1)計畫主持人費(7,499)之補

助額度需依109學年度計畫公告

規定標準編列。 

(2)自籌款經費項目名稱，其他

(非分署補助項目)請修正為其

他(實際支用項目)。 

(1)已修正租車費為7,002元，分署補助款為

150,000元，故主持人費維持7,500元。 

(2)已修正為雜支。 

P.4 

P.5 

2 2.師資名冊(p.10~p.11) 

(1)署核定師資(呂子瑜、游淑

貞、江明芬)最高學歷請補上學

位。 

(2)非署核定師資(李竹菀)最高

學歷請補上學位。 

(3)勞動法令師資(呂子瑜)最高

學歷請補上學位。 

(1)已補上署核定師資之最高學歷。 

呂子瑜老師-碩士畢業 

游淑貞老師-學士畢業 

江明芬老師-學士畢業 

(2)已補上非署核定師資之最高學歷。 

李竹菀老師-博士畢業。 

(3)已補上署核定師資之最高學歷。 

呂子瑜老師-碩士畢業 

P.10 

P.11 

3 3.其他(p.3) 

(1)課程計畫總表之分署補助款

請修正為149,998。 

(1)已修正租車費為7,002元，故分署補助款

為150,000元，學校自籌款37,502元，合計

187,502元。 

P.5 

4 1.經費規劃(p.12) 

(1)計畫主持人費(7,417)之補

助額度需依109學年度計畫公告

規定標準編列。 

(1)計畫主持人費(7,500)之補助額度需依109

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標準編列。 

P.12 

5 (2)交通費若無規劃，金額請修

正為0。 

(2)修正為0。 

 

P.13 

6 (3)優秀學員獎勵6,000元之補

助額度需依109學年度計畫公告

規定標準編列。 

(3)優秀學員獎勵改為4,500元之補助額度依

109學年度計畫公告規定標準編列。 

P.13 

7 (4)自籌款經費項目名稱，其他

(非分署補助項目)請修正為其

(4)改為其他(雜支項目)。用途說明為以下： 

1.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P.13 



他(實際支用項目)，另補上用

途說明。 

2.工作人員之勞保自負額費、僱主負擔保 

  費、勞退金費用 

3.餐飲費 

4.文具用品、碳粉匣、墨水匣 

5.參訪機構活動費、指導費 

6.資訊耗材 

7.保險費 

8.雜支 

8 2.共通核心職能課程(p.14) 

(1)課程總表之非署核定師資授

課人數應為2人。 

已改為2人： 

(1)課程總表之非署核定師資授課人數應為2

人：陳志旻、余慶華 

P.19 

9 (2)請確認是否有另增加自行規

劃課程，若有訓練課程名稱請

補上  

自行規劃課程： 

1.校外實習經驗分享與學習要領：3小時 

2.六星級飯店巡禮：3小時 

P.18 

10 (3)課程內容規劃表，勞動法令

課程未規劃，請補正。 

勞動法令課程： 

1.勞動法令分享：3小時 

2.勞資問題個案研究：3小時 

P.18 

11 3.師資名冊(p.10~p.11) 

(1)署核定師資(李宜靜、陳聰

明)最高學歷請補上學位。 

署核定師資(游淑貞)最高學歷

請補上學校。 

(1)李宜靜：ELITEOFUNIVERSITYU.S.A.企業

管理研究所碩士 

陳聰明：國立空中大學社會學系學士 

游淑貞：文化大學家政學系學士 

P.19 

12 (2)非署核定師資(陳志旻)專

長、聯絡電話格式有誤，請修

正。 

(2)專長：餐旅服務 

聯絡電話： 0932-255-692 

P.19 

13 (3)勞動法令師資(余慶華)專

長、聯絡電話格式有誤，請修

正。 

(3)專長：勞工衛生安全、勞資爭議處理 

聯絡電話： 0932-214-112 

P.19 

14 (3)勞動法令師資(余慶華)之職

稱、年資需一一敘明。 

(3)余老師在4年間同時成立並負責兩間單

位： 

1.同時間創立台北旅人管理顧問公司4年。 

2.台北旅人國際青年旅館4年。 

P.19 

15 4.其他(p.3) 

(1)課程計畫總表之分署補助款

請修正為148,346。 

4.其他(p.3) 

(1)課程計畫總表之分署補助款請修正為

150,000，佔計畫總經費百分比80.00%。 

P.13 

16 (2)課程計畫總表之學校自籌款

請修正為39,154。 

(2)課程計畫總表之學校自籌款請修正為

37,500，佔計畫總經費百分比20.00%。 

P.13 

17 (1)補助外聘講師每小時1,900 (1)補助外聘講師1,920，分署補助款金額為 P.12 



103,680。 

18 (3)租車費7,000。 (3)租車費8,924。 P.13 

 
註一：列數不足可自行增加，格式請勿更動 
註二：本表另外檢附提供對照使用，請勿裝訂於計畫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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