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醫專 99 年度教師申請「改進教學」獎勵統計表 

No. 單位 職稱 教師姓名 申請案名 審定獎勵 備考

1 通識中心 講師 
陳*惠 
楊*華 

「朗朗書聲、聲韻之美」─國語文競

賽 
佳作  

2 通識中心 講師 李*鴻 
第三冊國文「應用文─契約、規章」

單元之教學改進實施辦法暨成果手

冊 
優等  

3 通識中心 講師 鍾*娟 補救教學個案分析與成效 特優  

4 通識中心 講師 
莊*盈 
張*湄 

Western Festival Book 1 特優  

5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吳*安 中國文學賞析補充資料 優等  

6 護理科 專任講師 陳*雯 產科護理學寶典(教師版/學生版) 優等  

7 護理科 專任講師 王*萍 基本護理學實驗教學方法趕進 佳作  

8 護理科 講師 盧*敏 呼吸系統身體檢查與評估 佳作  

9 護理科 講師 王*真 壓力與調適 優等  

10 護理科 講師 
蔡*芬 
王*芳 

生命教育教學策略促使學生內在系

統改變之教學改進 
優等  

11 護理科 講師 沈*芳 
九十九學年臨床醫藥交互作用(DI)與
不良反應(AE) 

優等  

12 幼保科 講師 盧*芬 改進「幼兒發展一」教學 優等  

13 幼保科 講師 葉*萍 辯~辯~辯~!優生學 特優  

14 幼保科 講師 黃*平 幼兒音樂律動 特優  

15 美容科 助理教授 王*平 溶液化學 佳作  

16 美容科 助理教授 王*平 溫度對固體溶解度的影響 佳作  

17 美容科 助理教授 王*平 果酸換膚之酸鹼實驗 佳作  

18 美容科 技術講師 許*娟 髮片製作 佳作  

  共計 18 件    

 
 



 

新生醫專 99 年度教師申請「製作教具」獎勵統計表 

No. 單位 職稱 教師姓名 申請案名 審定獎勵 備考

1 通識中心 講師 沈*琪 音樂輔助教材課程 優等  

2 通識中心 講師 李*侞 
製作教具「生物實驗 顯微鏡操作介紹

光碟」 
佳作  

3 通識中心 講師 洪*娟 製作教具「休閒大富翁」 佳作  

4 通識中心 講師 張*湄 手繪布鞋─創意手做 DIY 特優  

5 通識中心 講師 黃*玲 
性別平等教育教具製作「性別學堂」

題卡及數位教材 
優等  

6 護理科 專任講師 林*苾 
國軍桃園總醫院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

教學手冊 
特優  

7 護理科 專任講師 林*貞 內外科護理學(B)學實驗技術教具 佳作  

8 護理科 講師 郭*敏 人類發展學 優等  

9 護理科 講師 彭*稘 可組合式多功能截肢護理教具 優等  

10 護理科 講師 田*潔 DIY 視野測量護理教具-輕便型 佳作  

11 幼保科 講師 郭*宜 基本縫教學光碟與操作板 優等  

12 幼保科 講師 胡*瑜 家政概論-基本縫縫工製作 特優  

13 幼保科 講師 臧*卓 幼兒教材教法-迷你書的製作與運用 優等  

14 美容科 助理教授 王*平 
繪製 2D 及 3D 化學結構：以 Chime 免

費軟體為例 
優等  

15 美容科 講師 周*萍 空間藝術設計 佳作  

  共計 15 件    

 



 

新生醫專 99 年度教師申請「編纂教材」獎勵統計表 

No. 單位 職稱 教師姓名 申請案名 審定獎勵 備考

1 通識中心 講師 
田*誠 
蕭*中 

數學 2 優等  

2 通識中心 講師 駱*香 編纂教材─化學實驗講義 優等  

3 通識中心 講師 張*湄 
構圖之實例創作─以麗彩膠珠豆豆貼為

例 
優等  

4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鍾*博 「公民與社會」教材 特優  

5 通識中心 講師 楊*菁 英文銜接教材 優等  

6 通識中心 講師 陳*貞 
性別教育融入通識課程 以電影為媒

材的教學設計 
佳作  

7 護理科 助理教授 高*彬 解剖生理學教材資料(上、下冊) 特優  

8 護理科 助理教授 李*恬 人體解剖學 優等  

9 護理科 專任講師 林*貞 內外科護理學(B)學講義 優等  

10 護理科 專任講師 張*玲 
精神衛生賀禮臨床技術教學影片製作-
約束技術 

佳作  

11 護理科 專任講師

林*貞 
彭*稘 
杜*青 

病理學總複習講義 佳作  

12 護理科 講師 楊*怡 身體評估及實驗操作指引講義 佳作  

13 護理科 講師 李*容 
中醫護理相關系列教材之ㄧ： 
『中醫保健照護相關應用』 

佳作  

14 護理科 講師 徐*華 外科實習教學手冊 優等  

15 護理科 講師 李*圜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兒科實習手冊 優等  

16 護理科 講師 楊*蘭 醫學術語講義 佳作  

17 護理科 講師 李*惠 公共衛生護理學複習講義 優等  

18 護理科 講師 陳*如 兒科護理經典 佳作  

19 護理科 講師 田*潔 護理專業問題研討講義 優等  

20 護理科 講師 
郭*敏 
杜*青 
田*潔 

身體評估與實驗操作手冊 優等  

21 護理科 講師 
沈*芳 
邱*淞 

2010 年護理師執照【藥理學複習講義】 佳作  



22 護理科 講師 盧*敏 精神科護理學考照寶典 佳作  

23 護理科 
臨床教學

護理師 
黃*芸 

為恭紀念醫院精神科急性病房實習教

材 
佳作  

24 護理科 
臨床實習

老師 
游*清 兒科實習教學手冊 特優  

25 護理科 
臨床實習

老師 

陳*湘 
鍾*怡 
葉*君 

社區組實習教材 優等  

26 護理科 
臨床實習

老師 
張*苾 署桃內科 8AB 病房實習教學手冊 特優  

27 幼保科 助理教授 阮*亞 感覺統合遊戲與兒童學習 優等  

28 幼保科 助理教授 邱*倫 課程發展與領導 佳作  

29 幼保科 講師 浮*曼 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 佳作  

29 美容科 助理教授 王*平 基礎化學 優等  

30 美容科 講師 陳*吟 男士理髮 佳作  

31 
應用外語

科 
助理教授 陳*昕 英文翻譯授課教材 優等  

  共計 31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