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實務教學機構/日期 機構所在地區 配點
金額

(每點100元)

折扣配點

(每點49.4元)

1 護理科 李*容 講師

為恭醫院/109.12.21

台中慈濟醫院/109.12.21

台北慈醫院/109.12.23

新北市耕莘醫院/109.12.23

桃園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110.1.6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

東地區___1___

70 7,000 3,458

2 護理科 吳*玲 講師 台北市萬芳醫院/110.1.29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1___ 15 1,500 741

3 護理科 陳*娜 講師

台中慈濟醫院/110.3.29

苗栗為恭醫院/110.3.29

新竹台大醫院/110.3.29

新竹國泰醫院/110.3.29

台北慈濟醫院/110.4.12

台北榮民總醫桃園分院/110.4.13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1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4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

東地區___1___

35 3,500 1,729

4 護理科 邱*蓉 講師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桃園區/110.1.21

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桃園區/110.2.19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20 2,000 988

5 護理科 彭*民 講師

懷寧醫院/110.1.30

懷寧醫院/110.2.21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20 2,000 988

6 護理科 王*真 講師
龜山衛生所/109.12.29

龍潭衛生所/110.1.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3____
30 3,000 1,482

7 護理科 李*圜 講師
耕莘醫院安康分院/110.1.14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110.1.14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2___
30 3,000 1,482

8 護理科 吳*玲 講師

聖保祿醫院/109.11.23

萬芳醫院/109.11.26

衛生福利部台北醫院/109.11.26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109.12.3

新竹國泰醫院/109.12.3

衛生福利部/109.12.4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4____

70 7,000 3,458

9 護理科 吳*菁
助理教

授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分會/110.2.19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_10 1,000 494

10 護理科 王*鳳 講師 聯新醫院/110.3.24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1____10 1,000 494

110年度第一次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案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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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長照科 蔡*芬
助理教

授

龍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

型)/110.01.21

龍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

型)/110.02.20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20 2,000 988

12 長照科 古*幸 講師

桃園市私立聯新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110.02.03

桃園市私立聯新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110.02.24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20 2,000 988

13 長照科 張*玲 講師
福氣居家長照機構/110.01.27

福氣居家長照機構/110.02.05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2___20 2,000 988

14 幼保科 胡*瑜 助理教授

星苗托嬰中心/109.11.26

芮蒂幼兒園/109.11.26

星苗托嬰中心/109.12.10

芮蒂幼兒園/109.12.10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15 幼保科 郭*宜 講師

芃芃森林幼兒園/109.11.26

新竹親子館/109.12.03

芃芃森林幼兒園/109.12.15

新竹親子館/109.12.17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16 幼保科 江*明 助理教授

小桃子托嬰中心/109.11.25

曉星幼兒園/109.11.25

牧人幼兒園/109.12.02

小桃子托嬰中心/109.12.09

曉星幼兒園/109.12.09

牧人幼兒園/10912.16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6___
90 9,000 4,446

17 幼保科 許*彰 講師

田園幼兒園/109.11.30

中華汽車幼兒園/109.12.14

田園幼兒園/109.12.14

中華汽車幼兒園/109.12.14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18 幼保科 王*娟 講師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109.12.01

瑞恩帝兒南竹園/109.12.01

寶貝潛能發展中心/109.12.17

瑞恩帝兒南竹園/109.12.17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19 幼保科 盧*芬 講師

逸光幼兒園/109.12.04

工研幼兒園/10912.04

逸光幼兒園/109.12.10

工研幼兒園/109.12.10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20 幼保科 浮*曼 助理教授

小英倫國際托嬰中心/109.11.26

瑞恩帝兒桃德園/109.11.27

小英倫國際托嬰中心/109.12.17

瑞恩帝兒桃德園/109.12.1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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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幼保科 臧*卓 講師

盈采幼兒園/109.11.27

堤沃莉托嬰中心/109.11.27

盈采幼兒園/109.12.11

堤沃莉托嬰中心/109.12.11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____4___40 4,000 1,976

22 視光科 李*鴻
助理教

授

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110.03.09

內湖誠祥眼鏡行/110.03.09

鏡匠樹林店/110.03.10

小林中和員山店/110.03.10

台北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110.03.17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5___
75 7,500 3,705

23 視光科 陳*惠 講師

寶島內壢中華路店/109.12.08

小林眼鏡中壢站前店/109.12.08

小林眼鏡中壢崇光店/109.12.08

里安眼科診所/110.03.05

衛福部桃園院/110.03.09

雙眼明眼科診所/110.03.09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6____
60 6,000 2,964

24 視光科 楊*菁 講師

台灣Jins桃園站前驗光所/110.03.16

小林桃園二店/110.03.16

小林桃園藝文店/110.03.16

興安眼科診所/110.03.23

鑫桃眼科診所/110.03.23

寶島桃園中正路(一)店/110.03.2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6____
60 6,000 2,964

25 視光科 陳*新 講師

馬偕醫院/109.11.26

國泰醫院/109.12.03

台大醫院/110.03.12

采麟眼鏡/110.03.19

國泰醫院/110.03.19

馬偕醫院/110.03.26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6____
60 6,000 2,964

26 視光科 林*頡 講師

得恩堂士林天母西路店/109.11.26

富視驗光所/109.12.24

台北聯合醫院仁愛院區/109.12.24

台北聯合醫院陽明院區/110.03.23

大光明眼鏡行/110.03.23

台北聯合醫院仁愛院區/110.04.13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6___
90 9,000 4,446

27 視光科 林*汝 講師

國軍804桃園總醫院/109.12.10

里安眼科診所/109.12.17

明漾眼鏡行/109.12.17

小林中壢龍岡店/109.12.17

明漾眼鏡行/110.03.18

寶島鏡匠中山店/110.03.1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6____
60 6,000 2,964

28 視光科 吳*芳
助理教

授

小林蘆洲長榮店/109.12.11

亞東紀念醫院/109.12.16

小林眼鏡-新北市三重自強店

/110.03.16

寶島鏡匠新莊幸福店/110.03.17

寶島板橋埔墘店/110.03.19

寶島板橋三民店/110.03.19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6___
90 9,000 4,446

29 視光科 方*翎
助理教

授

亞東醫院/110.03.30

大學眼科診所/110.03.30

寶島智光店/110.03.30

大學眼鏡門市/110.03.31

甲東眼科診所/110.03.31

晴美眼科診所/110.03.31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6___
90 9,000 4,446

30 視光科 劉*伶 講師

仁愛眼鏡/110.03.19

晶碩光學中壢太平洋門市/110.03.19

得恩堂眼鏡桃園楊梅店/110.03.20

寶島眼鏡埔心店/110.03.27

小林眼鏡埔心店/110.03.27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5____
50 5,000 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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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視光科 楊*健 講師

林口長庚醫院/110.03.18

寶島眼鏡奉化店/110.03.18

台北聯合醫院中興院區/110.03.25

小林眼鏡南崁忠孝店/110.04.01

百事特眼鏡南崁店/110.04.01

大學眼鏡南崁中正店/110.04.01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1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5____

65 6,500 3,211

32 視光科 王*勳 講師

光與視眼鏡行/110.03.23

光與自然博士眼科/110.03.27

小林眼鏡平鎮中豐店/110.03.11

聯新國際醫院眼科部/110.03.18

中壢大學眼科診所/110.03.1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5____
50 5,000 2,470

33 口衛科 李*侞 講師 宋俊宏婦幼醫院/110/01/25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1___
10 1,000 494

34 口衛科 盧*馡
助理教

授

東佑牙醫/109/11/03

維佑牙醫/109/11/05

東豪牙醫/109/12/03

維成牙醫、惠康牙醫/110/03.08

維成牙醫/110.03.08

東豪牙醫/110.03.15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3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3____

75 7,500 3,705

35 口衛科 涂*培
助理教

授

恩主公醫院牙科部/109.11.26

台北慈濟醫院/109.11.10

植美美學牙醫診所/110.02.25

當代興國牙醫診所/110.03.04

冠群牙醫診所/110.03.05

台北慈濟醫院/110.04.23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4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80 8,000 3,952

36 口衛科 盧*妤 講師

新隆豐牙醫診所/109.11.11

中壢天晟牙醫診所/109.11.25

非凡牙醫診所/109.12.02

當代牙醫診所/109.12.16

米樂牙醫診所/109.12.23

新中北牙醫診所/110.02.24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6____
60 6,000 2,964

37 口衛科 劉*妤 講師

三軍總醫院/109.11.06

瑞星牙醫診所/109.11.13

維佑牙醫診所/110.02.23

瑞康牙醫診所/110.03.09

當代楊新牙醫診所/110.03.10

新當代牙醫診所/110.03.16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_2_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4____

70 7,000 3,458

38 口衛科 張*婕 講師

九歌牙醫診所/110.02.25

佢誠牙醫診所/110.02.24

明皓牙醫診所/110.03.17

筑萱牙醫診所/110.03.12

東元綜合醫院/110.03.19

謙和牙醫診所/110.02.26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5____

台中以南及宜蘭花

東地區___1___

70 7,000 3,458

39 健管科 陳*忠
助理教

授

日本伊藤萬桃園大竹校/109.11.27

日本伊藤萬中壢車站校/109.11.27

日本伊藤萬新莊中正校/109.11.27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1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2___

35 3,500 1,729

40 健管科 胡*庭 講師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09.12.13

威尼斯內灣溫泉會館/109.12.18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20 2,000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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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健管科 林*珍
助理教

授

增福旅行社/109.11.04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09.11.20

樂維有限公司/109.11.20

雙北及基隆地區前

往次數__1__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2__

35 3,500 1,729

42 健管科 羅*靜 講師
伊藤萬游泳學校中壢校/109.12.18

渴望會館/109.12.10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20 2,000 988

43 健管科 陳*皇 副教授 小人國(綻放創意行銷公司)/109.11.15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1____
10 1,000 494

44 健管科 蕭*真
助理教

授
內灣露營木屋/109.12.24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1____
10 1,000 494

45 通識中心 田*誠
助理教

授

臺大醫院/109.11.02

國泰醫院/109.11.03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2____
20 2,000 988

46 通識中心 邱*欣 講師
大溪衛生所/110.02.25

龍潭衛生所/110.02.25

桃竹苗區前往次數

____2____
20 2,000 988

2,025 202,500 100,035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