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度 編撰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 獎勵名單-編著教材

序號 編號 單位 教師姓名 職稱 教案名稱 平均分數審查結果
核定

獎勵金
備註

1 編-04 應用日語科 高*鈴 助理教授 日本史地補充教材 88.95 特優 25,000

2 編-05 通識中心 范**華 助理教授 超優文創產業-卵石彩繪的欣賞與體驗 88.4 特優 25,000

3 編-03 應用日語科 涂*珠 副教授 醫療診查對話學習書 88.1 特優 25,000

4 編-38 視光科 洪*玲 副教授 長期照護活動設計數位教材編纂 87.45 優等 15,000

5 編-21 幼兒保育科 郭*宜 講師

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補充教材--《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身體動作與健

康領域》

87.05 優等 15,000

6 編-20 幼兒保育科 浮*曼 助理教授 幼兒保育專題講義 86.45 優等 15,000

7 編-23 國際商務科 陳*琴 助理教授 市場結構與廠商收益 86.4 優等 15,000

8 編-2 美容造型科 吳*興 講師 化妝品應用與調製 86.25 優等 15,000

9 編-15 通識中心 李*侞 講師 生物實驗講義+實驗報告集 86.05 優等 15,000

10 編-11 通識中心 游*安 講師 《刮痧療法》 85.85 優等 15,000

11 編-19 幼兒保育科 王*娟 講師 兒童福利授課講義 85.8 優等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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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編-26 護理科 劉*蓁 講師 實習手冊 85.2 優等 15,000

13 編-22
健康休閒管理

科
陳*皇 副教授 觀光工廠旅遊手冊 84.85 佳作 10,000

14 編-01 美容造型科 陳*吟 講師 認識剪髮學 84.65 佳作 10,000

15 編-13 通識中心 葉*銘 講師 編撰教材(樂樂棒球) 84.55 佳作 10,000

16 編-24 國際商務科 彭*榛 講師 證券投資分析教學講義 83.9 佳作 10,000

17 編-8 通識中心 駱*香 講師
快樂輕鬆 DIY-保健用品實作與活化社

區體驗
83.65 佳作 10,000

18 編-28 護理科 彭*芸 專案講師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實習教學手冊 82.8 佳作 10,000

19 編-12 通識中心 吳*萍 講師
「文學與旅遊」之「蘇州與杭州」課

程單元講義
82.5 佳作 6,000

20 編-12 通識中心 李*鴻 助理教授
「文學與旅遊」之「蘇州與杭州」課

程單元講義
82.5 佳作 4,000 共同著作人

21 編-07 通識中心 陳*鋼 講師 國文第四冊〈蓼莪〉之編撰教材 82.1 佳作 10,000

22 編-09 通識中心 張*湄 講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104學年度校園

性別平等宣導簡報
81.95 佳作 6,000

23 編-09 應用日語科 莊*盈 講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104學年度校園

性別平等宣導簡報
81.95 佳作 4,000 共同著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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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編-25 行銷流通科 林*妃 助理教授 加值營業稅之應用 81.8 佳作 10,000

25 編-30 護理科 蔡*文 講師 內外科護理學B講義及試題 81.75 佳作 5,000

26 編-30 護理科 杜*青 講師 內外科護理學B講義及試題 81.75 佳作 3,000 共同著作人

27 編-30 護理科 林*貞 講師 內外科護理學B講義及試題 81.75 佳作 2,000 共同著作人

28 編-29 護理科 盧*敏 講師
精神科藥物影音學習系列一:抗精神病

藥物護理與評估
81.2 佳作 10,000

29 編-31 護理科 陳*芬
實習指導

教師
基本護理學實習教學手冊 81.15 佳作 10,000

30 編-33 護理科 謝*華 講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光田綜

合醫院大甲分院外科實習手冊
81.1 佳作 10,000

31 編-37 護理科 吳*菁 助理教授 社區衛生護理學-第15章職業衛生護理 81.1 佳作 10,000

32 編-27 護理科 張*苾 講師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前技能準備自我學

習指引手冊
81.05 佳作 6,000

33 編-27 護理科 林*穗 講師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前技能準備自我學

習指引手冊
81.05 佳作 4,000 共同著作人

370,000合計



 105年度 編撰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 獎勵名單-製作教具

序號 編號 單位 教師姓名 職稱 教案名稱 平均分數 審查結果
核定

獎勵金
備註

1 具-06 通識中心 鍾*博 助理教授 跟著十個博物館輕旅行 88.95 特優 25,000

2 具-09 幼兒保育科 臧*卓 講師
融入多元文化特色之探索和操

作性玩具
88.85 特優 25,000

3 具-08 幼兒保育科 胡*瑜 講師 幼兒扮演區教具設計與製作 87.35 優等 15,000

4 具-11 健康休閒管理科 林*珍 助理教授
航空票務-SABRE系統訂位五大

要素基礎操作
87.05 優等 15,000

5 具-10 健康休閒管理科 王*祥 助理教授
自行車實務教學課程單元-學習

安全騎乘及基本維修
87 優等 15,000

6 具-01 應用英語科 楊*菁 講師
數位教材-專業護膚

(Professional Skin Care)
85.2 優等 15,000

7 具-02 通識中心 張*湄 講師
藝術與時尚的異業結盟-藝術與

時尚的火花數位教材
84.95 優等 9,000

8 具-02 應用日語科 莊*盈 講師
藝術與時尚的異業結盟-藝術與

時尚的火花數位教材
84.95 優等 6,000

9 具-12 護理科 彭*怡 講師
ㄋㄟㄋㄟ哺擠讚(手擠乳技巧)

教具
84.8 佳作 10,000

10 具-13 護理科 黃*妮 助理教授
ABO及RH血型檢測原理暨臨床實

務操作影片
84.4 佳作 6,000

11 具-13 護理科 黃*如 助理教授
ABO及RH血型檢測原理暨臨床實

務操作影片
84.4 佳作 4,000 共同著作人

12 具-19 護理科 陳*如 講師
3D互動技術與教學應用-認識身

體的化工廠「肝臟」
84.05 佳作 10,000

13 具-03 通識中心 王*平 助理教授 3D互動式模擬電解實驗 83.9 佳作 10,000

14 具-14 護理科 高*彬 助理教授 解剖學進階-男性泌尿系統 83.5 佳作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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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具-16 護理科 黃*如 助理教授
革蘭氏染色法原理與應用暨痰

液臨床實務操作影片
83.35 佳作 6,000

16 具-16 護理科 黃*妮 助理教授
革蘭氏染色法原理與應用暨痰

液臨床實務操作影片
83.35 佳作 4,000 共同著作人

17 具-22 護理科 趙*玲 助理教授 長效型冰敷袋教具 81.95 佳作 6,000

18 具-22 護理科 吳*菁 助理教授 長效型冰敷袋教具 81.95 佳作 4,000 共同著作人

19 具-20 護理科 杜*青 講師 維持成人呼吸道通暢處置 81.95 佳作 10,000

20 具-18 護理科 陳*文 講師
健康促進常識大考驗闖關遊戲

教具
81.4 佳作 10,000

215,000合計



 105年度 編撰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 獎勵名單-改進教學

序號 編號 單位 教師姓名 職稱 教案名稱 平均分數 審查結果
 核定

獎勵金
備註

1 改-07 通識中心 李*鴻 助理教授
一張照片的故事--翻轉傳統寫作

技巧及其成效
88.3 特優 25,000

2 改-13 行銷流通科 楊*菁 講師 行銷與服務 86.2 特優 25,000

3 改-11 幼兒保育科 林*葙 教師
請你看我這樣教:微型教學的運

用與省思
86.1 優等 15,000

4 改-15 護理科 王*真 講師

從傳統走入OSCE(臨床技能檢定)

在進入情境模擬教學策略支初

探-以Port A教案設計為例

86 優等 9,000

5 改-16 護理科 趙*敏 講師

從傳統走入OSCE(臨床技能檢定)

在進入情境模擬教學策略支初

探-以Port A教案設計為例

86 優等 6,000 共同著作人

6 改-10 通識中心 黃*玲 講師
生命教育改進教學之「發現新生

生命力」
85.05 優等 15,000

7 改-12 幼兒保育科 黃*平 教師 ｢琴法課程｣改進教學 84.85 優等 15,000

8 改-05 通識中心 吳*安 助理教授 中國歷代朝代歌的製作教學 84.35 優等 15,000

9 改-16 護理科 沈*芳 教師 服務學習課程設計實作成果紀錄 84.3 佳作 10,000

10 改-04 通識中心 陳*惠 講師 「報導文學」改進教學計畫方案 84.2 佳作 10,000

11 改-14 行銷流通科 蔡*岳 助理教授
供應鏈管理課程-模擬情境教學

法的效果
84 佳作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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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改-17 護理科 陳*如 講師

應用kahoot線上即時互動回饋系

統提升學習滿意度之初探-以專

科健康促進課程為例

83.85 佳作 10,000

13 改-02 應用英語科 楊*菁 講師
"Let's RT"一起用英語繪本作故

事教學
83.2 佳作 10,000

14 改-19 護理科 陳*芬 講師 精進內科實習作業方案 82.35 佳作 10,000

15 改-01 應用英語科 吳*慧 助理教授 翻轉五專英語文學課程實驗 81.1 佳作 10,000

16 改-20 護理科 王*萍 講師
『長期照護評估工具練習』之教

學改進
80.9 佳作 10,000

205,000     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