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教師姓名 申請案名 排序

1 通識中心 游*安
第四冊國文──「應用文：履

歷‧自傳」單元
特優

2 護理科 李*玲 微生物學精要 特優

3 護理科 林*貞 急重症護理學講義 特優

4 通識中心 鍾*娟

加強1000英文單字以提昇全民

英檢初級考照率全腦學習─右

腦圖像記憶法之成效探討

特優

5 護理科 沈*芳
兒童用藥與照護學(藥物暨藥

理學自編補充教材)
特優

護理科 古*幸 基護進階(一)複習講義 優等

護理科 戴*珠 基護進階(一)複習講義 優等

7 護理科 高*彬 認識骨骼-人骨拼圖 優等

8 幼兒保育科 葉*萍 嬰兒按摩與體操 優等

護理科 王*真 內外科護理學-繪本製作 優等

護理科 趙*敏 內外科護理學-繪本製作 優等

10 通識中心 劉*芳
基礎運動傷害與自我穴道按摩

融入體育課程教學
優等

11 護理科 王*萍 基本護理學下冊總複習講義 優等

12 幼兒保育科 盧*芬 幼兒發展二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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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幼兒保育科 黃*平
「幼兒歌謠創作課程」改進教

學
優等

14 通識中心 李*鴻

以旅遊文學概念為發想，結合

東大出版社國文第一冊「應用

文─書信、便條、名片」單元

優等

15 通識中心 楊*菁 節慶文化與活動設計 優等

16 通識中心 王*宜 自我導向學習融入體育教學 優等

護理科 林*貞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技術講義 優等

護理科 楊*怡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技術講義 優等

護理科 蔡*文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優等

護理科 杜*青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 優等

通識中心 劉*芳
培養學生運動觀賞知能暨體驗

運動課程
優等

通識中心 陳*忠
培養學生運動觀賞知能暨體驗

運動課程
優等

通識中心 葉*銘
培養學生運動觀賞知能暨體驗

運動課程
優等

20 通識中心 黃*玲

利用體驗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在生涯規劃課程教學上的

運用

優等

21 通識中心 吳*安 唐宋古文八大家 優等

護理科 古*幸
基護實驗創意教學-互動You &

me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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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科 戴*珠
基護實驗創意教學-互動You &

me
優等

23 通識中心 李*鴻

以國文第四冊「應用文─履

歷、自傳」單元為基礎，輔導

護理科學生自傳書寫之教學改

進實施辦法暨成果手冊

優等

24 美容造型科 王*平
論証教學融入高山茶園議題之

改進教學
佳作

25 美容造型科 張*芳 Make up 彩妝大作戰 佳作

護理科 戴*珠 基護進階(二)複習講義 佳作

護理科 古*幸 基護進階(二)複習講義 佳作

27 護理科 盧*敏
護理師考試-精神科(上)、

(下)
佳作

28 護理科 趙*玲 社區護生護理學重點集錦 佳作

29 行銷與流通科 陳*良 管理學講義編撰 佳作

30 幼兒保育科 臧*卓
提昇幼兒保育科學生「幼兒學

習環境規劃」之實作能力
佳作

31 美容造型科 王*平
興建石化業議題論證能力的改

進教學
佳作

32 美容造型科 王*平
問題解決策略融入毒奶粉議題

之改進教學
佳作

33 幼兒保育科 林*葙
幼兒與電腦數位學習平台與網

路資源的運用
佳作

34 護理科 趙*玲 護理研究概論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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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兒保育科 浮*曼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二版 特優

2 通識中心 鍾*博 台灣史與鄉土台灣 特優

3 護理科 林*郁
公共衛生護理學實習指引-楊

梅衛生所
特優

4 護理科 李*恬
編纂解剖生理學授課講義

(上)、(下)冊
特優

5 護理科 王*真 急重症護理學 特優

6 護理科 劉*純
精神科護理臨床實習指引暨

學生手冊
優等

7 通識中心 陳*貞
生命教育融入課程「安頓這

個世界的，是你淨化的心
優等

護理科 楊*蘭 產科護理學實驗教材 優等

護理科 黃*新 產科護理學實驗教材 優等

護理科 陳*雯 產科護理學實驗教材 優等

9 護理科 沈*芳
藥物(理)學專有名詞用語發

音(護理類科專用)
優等

10 通識中心 劉*樟 數列與級數 優等

11 通識中心 張*湄 數位設計教材「色彩學」 優等

12 美容造型行科 陳*吟 男士美髮 優等

美容造型行科 游*安
美容丙級技能檢定學科術科

試題運用範本
優等

美容造型行科 周*萍
美容丙級技能檢定學科術科

試題運用範本
優等

14 美容造型行科 王*平 飲食科技概論 優等

15 護理科 盧*馡 社會學(二)課程講義 優等

16 護理科 張*玲
精神衛生護理臨床技術教學

影片製作-「藥」你健康~藏
優等

17 幼兒保育科 郭*宜 幼兒玩具應用 優等

100年度編纂教材獎勵核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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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護理科 李*惠 基本護理學全方位複習講義 優等

19 護理科 楊*蘭 醫學術語講義(一) 優等

20 通識中心 張*湄 性別平等宣導課程 優等

通識中心 莊*盈 Phonics Tour 優等

通識中心 張*湄 Phonics Tour 優等

22 護理科 解*柔 產科實習手冊 優等

23 美容造型行科 王*平 化妝品科技概論 佳作

24 通識中心 張*湄
數位設計教材「構圖之實力

創作麗彩膠珠豆豆貼」
佳作

25 護理科 李*玲 微生物學實驗 佳作

26 通識中心 劉*華
PowerPoint實用級檢定數位

教材
佳作

27 通識中心 張*湄
數位設計教材「精采畢卡

索」
佳作

28 通識中心 駱*香 紡織業與運動休閒產業介紹 佳作

29 護理科 陳*文
「精編人體解剖色彩圖譜」-

第7章-泌尿生殖系統
佳作

服務業經營科 陳*皇 健康服務事業概論 佳作

服務業經營科 林*珍 健康服務事業概論 佳作

31 國際商務科 彭*榛 會計概論(一)講義 佳作

32 護理科 高*彬
「精編人體解剖色彩圖譜」-

第1章-運動系統-骨
佳作

33 護理科 黃*如
「精編人體解剖色彩圖譜」-

第11章-內分泌系統
佳作

34 護理科 李*恬
「精編人體解剖色彩圖譜」-

第12章-中樞神經系統
佳作

35 護理科 黃*如 解剖生理學教學講義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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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護理科 沈*芳
「精編人體解剖色彩圖譜」-

第5章-消化系統
佳作

37 護理科 郭*敏
綜合護理研討(公共衛生護理

學)
佳作

38 幼兒保育科 許*勤
幼兒園班級經營-園所人際關

係與溝通
佳作

39 美容造型行科 王*平 科技的本質概論 佳作

40 護理科 趙*玲 醫護英文-皮膚系統 佳作

41 美容造型行科 王*平 超音波美容導入儀概論 佳作



編號 申請單位 申請教師姓名 申請案名 排序

1 幼兒保育科 臧*卓 幼兒造型藝術-神眼編織(God's Eyes) 特優

通識中心 沈*琪

音樂輔助教學CD「從巴洛克時期到浪漫

時期鍵盤樂器作品以及聲樂作品的輔助

教具」

優等

通識中心 王*琪

音樂輔助教學CD「從巴洛克時期到浪漫

時期鍵盤樂器作品以及聲樂作品的輔助

教具」

優等

3 護理科 張*玲
精神衛生護理教學影片製作-瓶中晴-失

智症照顧者的壓力與因應
優等

4 美容造型科 周*萍 手工藝飾品配件設計 優等

5 幼兒保育科 胡*瑜 家政概論-圍裙縫工創意製作 優等

6 護理科 王*真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技術影音製作」

影帶
優等

7 護理科 陳*文 簡易型心電圖儀研發與教學上之應用 優等

100年度製作教具獎勵核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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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護理科 趙*玲 通暢-不怕手彎曲 優等

9 護理科 沈*芳
牛蛙解剖示範與內部構造認識(含教學

光碟乙片)
優等

10 護理科 趙*玲 翻身帶-省時省力，翻身好容易 優等

11 通識中心 李*侞 生物統計流行病學複習電子教材光碟 優等

12 護理科 趙*玲 卡好穿-還我細皮嫩肉 佳作

13 護理科 盧*敏
精神科園藝治療-老年懷舊教具之應用

(含光碟)
佳作

14 通識中心 張*湄 麗彩膠珠實務教具 佳作

15 通識中心 楊*菁 英語遊戲設計與運用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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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通識中心 張*湄 聖誕節教學活動教具製作 佳作

17 幼兒保育科 郭*宜
幼兒教學媒體製作-投影片之疊片技法

應用
佳作

18 通識中心 張*湄 性別平等宣導公仔設計 佳作

19 通識中心 張*湄
性別平等LOGO、美容造型科LOGO、服務

學習LOGO/公仔設計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