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成果個人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眼  科 三年屈光生理學教學成果 鄭漢春

2 物治系
英文教學於「整合性學生能力提昇策略」的成果：以「運動技巧的

生物力學探討」課程為例
林呈鳳 佳作

3 老年所
成功老化的生活空間

Design of an Ideal Living Space for Successful Aging 
陳柏宗 佳作

4 公衛所 以 IRS(即時反饋系統)呈現學生學習成果─以醫學倫理為例 呂宗學

5 環醫所
蛋白質體課程與實驗

Inter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 in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Proteomics 
廖寶琦

6 臨藥所 藥品實驗設計 周辰熹

組別：創新個人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職治系 職能活動設計演練與示範帶領應用教學 李易清 2 

2 物治系 運動處方與心肺功能促進 洪菁霞

3 醫技系
以"Team-based learning"及"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法引導大一

新生認識醫學檢驗及生物技術
蔡佩珍 1 

4 醫技系 原理與實機並重─儀器分析 張權發

5 細解所 e-化組織切片教學 莫凡毅

6 微免所 TUMOR IMMUNOLOGY 腫瘤免疫學 凌  斌

7 生化所
評估一新穎模式生物學教學模式：以線蟲應用於病源─宿主間交互

作用之問題為導向式論文報告與討論為例
陳昌熙

8 行醫所 應用網路平台進行跨層同儕互動教學─以復健心理學為例 郭乃文 佳作

9 公衛所 以圖形解構學習論文寫作技巧 呂宗學 3 

10 分醫所 提升教學動力及促進學生腦力激盪之新教學模式 蔣輯武 佳作

11 健照所 促進跨領域研究與實務合作─健康照護專題討論 馬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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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成果團體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內  科 
培育符合高階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出題、選題及修題委員」

資格之院內及合作醫院之各科部衛生署署定專科醫師 
鄭修琦 佳作 

2 神經科 Alzheimer Club: The Overture of ADRC at NCKU 白明奇  

3 病理科 運用 XMS 數位學習系統在臨床醫學檢驗教學之成果 顏經洲 佳作 

4 病理科 分子病理實習醫學生教學成果 李忠達  

5 家醫科 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雙向教學評估之成果 盧豐華 佳作 

6 急診科 
以擬真教學(Simulation Education)推動醫療團隊合作(Team 

Resource Management)之實用性 
徐祥清 1 

7 核醫科 IRS 使用於核醫科實習醫學生的核子能力測試 鄭孝義  

8 皮膚科 「自我介紹」及「臨別感言」增加師生互動及促進學習 楊朝鈞  

9 精神科 數位學習系統於實習醫學生教學的影響 李怡慧  

10 生理所 
Case-based learning coupled with E-mentoring system Improves 

Learning efficiency of Medical Physiology 
蔡美玲  

11 護理系 跳躍思考的藩籬－理論與護理臨床實務接軌 顏妙芬 2 

12 臨醫所 以研究人員角度重新規劃跨校際之實驗動物學課程 蔡曜聲  

13 婦產科 運用資訊化案例教學系統於婦產學科臨床教學之成果報告 康  琳 附設醫院已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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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創新團體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內  科 見習醫學生於內科開立醫囑之教學與評估 翁孟玉  

2 外  科 Junior Clerk 實施 DOPS 後對病歷書寫的改善 陳肇真  

3 外  科 Junior Clerk 實施 DOPS 後對 Journal meeting 的改善 陳肇真  

4 骨  科 骨科肩關節鏡手術─綁線打結操作之模擬訓練 蘇維仁  

5 放射線 
住院暨實習醫師教學： 

『以腹部動脈模型』訓練外傷性肝出血之緊急止血術 
蔡依珊 佳作 

6 復健科 單波長紅外線光能儀對於肌筋膜激痛點之治療成效 官大紳  

7 病理科 數位顯微影像系統於病理實驗課程之運用 顏經洲  

8 職醫科 職業醫學訓練之企業臨場服務與健康促進 郭耀昌  

9 麻醉科 
簡單、快速、即時的雙向教學評估法─利用雲端網路系統即

時收集學生教學滿意度與教師教學評分之方法 
劉彥青 佳作 

10 寄生蟲科 寄生蟲感染症 30 問 張翠砡  

11 物治系 

提高專注力回饋學習技巧之應用：從關節鬆動術教學談起 

The application of attention-reinforcement feedback in learning 

joint mobilization techniques 

馬慧英  

12 職治系 

跨越台灣與美國職能教育的文化邊界 

Crossing Cultural Boundaries Between Occupational Therapy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USA 

馬慧英  

13 職治系 應用Ｅ化及合作學習方式於職能治療專業術語課程 林玲伊 2 

14 護理系 深思整合、決策行動－應用臨床推理於進階產兒科護理學 許玉雲 1 

15 健照所 認識科學知識的建構─跨學門的對話與思維：護理知識建構 徐畢卿 3 

16 家醫科 家庭醫學部住院醫師參與民眾衛教之創新教學訓練 吳至行 附設醫院已參賽 

17 小兒科 住院醫師學習護照由紙本改為ｅ化追蹤之推展 王玠能 附設醫院已參賽 

18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教學用 3D 教具 羅宏一 附設醫院已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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