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單位 教師姓名 職稱 案名 獎項 獎勵金額 備註

1 通識中心 王*琪 助理教授 樂團金頭腦 特優 25,000      

2 護理科 李*惠 講師 關懷素養運用於基護實驗 特優 25,000      

3 護理科 袁*蓉 講師
學生運用兒童遊戲治療之角色

扮演DVD製作
優等 15,000      

4 護理科 陳*如 講師 慾望牆 優等 15,000      

5 應用英語科 楊*菁 講師
適性化數位教材發展之研究─

以新生醫專通識英文為例
優等 15,000      

6 幼兒保育科 阮*亞 助理教授

使用翻轉教室提升學生專題論

文寫作能力-以研究方法概論課

程為例

優等 15,000      

7 通識中心 李*鴻 助理教授

對聯和題辭的發現與判別一一

東大出版社國文(二)應用文單元

之教學改進實施辦法暨成果手

冊

優等 15,000      

8 幼兒保育科 郭*宜 講師 改進教學-幼兒教保活動設計 佳作 10,000      

9 應用英語科 鍾*娟 講師
英文課程學習成效之探討以

5N311為例
佳作 10,000      

10 應用英語科 吳*樺 助理教授
英文分級教學學生素質齊一化

研究
佳作 10,000      

11 通識中心 鍾*博 助理教授
影像融入教學：從電影之本認

識性別平等
佳作 10,000      

12 護理科 陳*芬
實習指導

老師
臨床護生實用性─交班本 佳作 10,000      

13
行銷與流通

科
廖*順 副教授

整合行銷－以好神拖把及面膜

為例
佳作 10,000      

美容造型科 張*湄 講師 6,000        

應用英語科 莊*盈 講師 4,000        

15 應用日語科 涂*珠 副教授 我的第一本日語翻譯學習書 佳作 10,000      

16
健康休閒管

理科
魏*芝 助理教授

全人健康促進中心之健康體適

能休閒活動營-休閒活動設計規

畫之體驗學習與補救教學

佳作 10,000      

215,000    

14
色彩心理與性別特質於美容造

型之專業應用
佳作

合計

103年度  改進教學  獎勵名單



1 幼兒保育科 臧*卓 專任講師
嬰幼兒學習環境:理論與實

務(四版)
特優 25,000          

李*鴻 助理教授 9,000            

吳*萍 助理教授 6,000            

3
行銷與流通

科
楊*菁 講師 廣告學-社群行銷 優等 15,000          

4 應用日語科 涂*珠 副教授 我的日語語法學習書 優等 15,000          

5 國際商務科 陳*宜 助理教授
國貿實務教學講義暨數位

教材
優等 15,000          

通識中心 何*松 副教授 9,000            

長期照護科 劉*鑫 副教授 6,000            

7 幼兒保育科 浮*曼
專任助理教

授

幼兒教保行銷與服務補充

教材-教保產業機構行銷與

服務

優等 15,000          

8 通識中心 陳*鋼 講師
用「詩」教學，──啓迪

智慧，轉化學生
優等 15,000          

9 護理科 盧*馡 講師
社會學(二)教學投影片教

材
優等 15,000          

10 應用英語科 師*霖 講師
Linguistics Teaching

Materials Parts 1 and 2
優等 15,000          

11 幼兒保育科 許*彰 專任講師
課後托育e-learning上課講

義編撰
優等 15,000          

12
行銷與流通

科
陳*琴 助理教授 經濟學：需求與供給 優等 15,000          

13 護理科 張*苾 講師
內外科護理學研討(B)複習

講義
優等 15,000          

14 通識中心 邱*欣 講師
腦力激盪：英語表達技巧

輕鬆學
優等 15,000          

15 護理科 王*萍 講師 基本護理學進階複習講義 優等 15,000          

護理科 翁*穗 講師 9,000            

護理科 張*苾 講師 6,000            

通識中心2 優等

二技國文模擬考試題題庫

─ ─試題版、解析版和數

位光碟版

103年度  編纂教材  獎勵名單

編號 單位
教師姓

名
職稱 獎項案名 獎勵金額 備註

16

優等客家語言文化與終身教育6

病歷資料判讀與應用教學

手冊
優等



17 護理科 高*彬 助理教授 藥物學筆記 優等 15,000          

美容造型科 張*湄 講師 9,000            

應用英語科 莊*盈 講師 6,000            

19 通識中心 湯*騰 助理教授

健康促進─概論及健康智

商量測(特色課程創新教

材)

佳作 10,000          

20 護理科 李*惠 講師
基本護理學全方位複習講

義
佳作 10,000          

護理科 蔡*文 講師 佳作 6,000            

護理科 杜*青 講師 佳作 4,000            

22 美容造型科 陳*吟 講師 髮梳傳承 佳作 10,000          

23 通識中心 劉*淼 助理教授 黑心食品知多少 佳作 10,000          

24 通識中心 范*華 助理教授 色彩學在紙雕上的應用 佳作 10,000          

25 護理科 盧*敏 講師 精神科護理學研討 佳作 10,000          

26 護理科 黃*如 助理教授 進階解剖生理學教學講義 佳作 10,000          

27 護理科 駱*宏 副教授

【護「身」、護「聲」：

護生性騷擾防治增能教

育】，於精神科護理學課

程「第2章精神科護理的理

論與法律」之應用的投影

片教材編撰與相關銷學改

進活動

佳作 10,000          

28 護理科 謝*華 講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

理科國軍桃園醫院骨科實

習手冊

佳作 10,000          

29 護理科 葉*涵
實習指導老

師
實習手冊教材編輯 佳作 10,000          

30 護理科 劉*蓁
實習指導老

師
臨床教學手冊 佳作 10,000          

31 護理科 王*真 講師
護理師執照考-內外科護理

學講義編撰(一)
佳作 10,000          

32 護理科 陳*雯 講師 兒科護理學應考寶典 佳作 10,000          

18 立體書的認識與創作 優等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B)21



33 應用英語科 王*均 助理教授 基礎英文文法複習手冊 佳作 10,000          

34 護理科 楊*蘭 講師 產科OSCE(二)教案編撰 佳作 10,000          

35 護理科 徐*華 講師 基本護理學實習教學手冊 佳作 10,000          

36 國際商務科 彭*榛 講師
金融常識與職業道德證照

重點解析
佳作 10,000          

37 護理科 彭*怡
實習指導老

師

產科護理學實習手冊編撰

教材
佳作 10,000          

38 護理科 林*喬
實習指導老

師

壢新醫院內外科實習教學

手冊
佳作 10,000          

39 護理科 張*瀅
實習指導老

師

大溪衛生所公共衛生護理

學實習手冊
佳作 10,000          

40 護理科 陳*芬
實習指導老

師
教學手冊 佳作 10,000          

41 護理科 解*柔 講師 護理科產科實習手冊 佳作 10,000          

42 護理科 鍾*婷
實習指導老

師
產科實習手冊 佳作 10,000          

43 護理科 吳*芳
實習指導老

師
實習手冊 佳作 10,000          

44 護理科 吳*娟
實習指導老

師
基本護理學實習教學手冊 佳作 10,000          

45 護理科 袁*芬 助理教授
護理行政護理師執照衝刺

班講義
佳作 10,000          

46 通識中心 林*宏 副教授 五專部歷史課程補充教材 佳作 10,000          

47 通識中心 田*誠 講師 五專數學補充講義 佳作 10,000          

48 護理科 林*穗 講師

基本護理學實習手冊-天主

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5C病

房

佳作 10,000          

580,000       合計



1
行銷與流通

科
蔡*岳 助理教授 物料流程概念的建立 優等 15,000          附CD

2 美容造型科 王*平 助理教授

實驗操作教學影片:抗壓、舒

緩情緒系列的單方植物精油

化妝水的製作

優等 15,000          附CD

3 幼兒保育科 胡*瑜 專任講師 禪繞畫與幼兒美感教育相遇 優等 15,000          附CD、教具

4 幼兒保育科 林*葙 專任講師

生命的抉擇生命教育影音教

材

一、 亮麗新生‧愛到檳城

二、 北捷捷運隨機殺人事件

簿

優等 15,000          附CD

護理科 杜*青 講師 9,000            

護理科 蔡*文 講師 6,000            

6
健康休閒管

理科
林*珍 助理教授 會計概論-資訊會計 優等 15,000          附CD

7 通識中心 陳*忠 講師 3C健康達人 佳作 10,000          附CD

8 護理科 陳*如 講師
兒科護理之治療性遊戲影音

教學光碟
佳作 10,000          附CD

9 通識中心 劉*華 講師
Excel電子試算表TQC電腦輔

助教材
佳作 10,000          附CD

10 護理科 趙*玲 助理教授 回復曼妙身材—產後運動 佳作 10,000          附CD

11 護理科 李*圜 講師
兒科護理實驗-兒童氧氣帳操

作與護理
佳作 10,000          附CD

應用英語科 莊*盈 講師 6,000            

美容造型科 張*湄 講師 4,000            

13 美容造型科 陳*吟 講師 花嫁 佳作 10,000          附教具

獎項 獎勵金額 備註

103年度  製作教具   獎勵名單

編號 單位
教師姓

名
職稱 案名

附CD

附教具

5 傷口濕敷護理-示範教學DVD 優等

12 職業(Jobs) 佳作



14 美容造型科 黃*圻 專技講師 辮髮-便、編、辮 佳作 10,000          附教具

15 護理科 張*苾 講師
基本護理學實驗肌肉注射技

術操作光碟
佳作 10,000          附CD

護理科 田*潔 講師 6,000            

護理科 彭*稘 講師 4,000            

17 幼兒保育科 黃*平 專任講師
有效音樂教學在美感領域的

教學策略
佳作 10,000          附CD

18 護理科 劉*純 實習指導老師
國軍新竹醫院精神科病房律

動團體影片製作
佳作 10,000          附CD

19 護理科 黃*芬 實習指導老師 桃療5A午操DVD 佳作 10,000          附CD

220,000       

附CD

合計

內外科護理學影音教學光碟 佳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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