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成果個人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參賽教師 名次 

1 物治系 
攜手服務、學習傳承：垂直聯結研究所、大學生與高中之身心障

礙健康促進 
洪菁霞 3 

2 醫技系 醫藥生技人才分流培育課程 黃暉升  

3 臨藥科技所 SAS 程式撰寫於藥物流行病學研究之應用 鄭靜蘭 佳作 

4 老年所 全球老化與老年生活 邱靜如  

5 護理系 自我管理健促效能模式於家庭與健康通識教育之應用 張文芸 3 

 
組別：創新個人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參賽教師 名次 

1 物治系 日常疼痛控制─磨課師特色課程 陳文玲 1 

2 環醫所 
Versatil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Lecturing of a Common Course: Biostatistics  

生物統計：共同學科的多用途性和異質性之教學邏輯 
吳致杰  

3 臨醫所 「人類疾病動物模式」之教學與應用 蔡坤哲 佳作 

4 復健科 
醫學系六年級學生對翻轉教室教學法與傳統專題演講式教學法的

接受度差異和比較 
林裕晴  

5 精神科 動力精神分析治療-人性手術台：抑揚頓挫間探索潛意識的謎 陸汝斌  

6 婦產科 以動畫方式教授生殖系統胚胎發育 鄭雅敏 3 

7 放射線科 
惱人的下背痛：利用脊椎模具模擬下背痛病患的透視影像介入性治

療於住院醫師教學 
莊明宗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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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成果團體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醫學系 

Re-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medical communication 

course and overseas practicum program in fostering personal 

growth and global competency in medical students: a qualitative 

and semi-quantitative analysis 

張雋曦 佳作 

2 護理系 
從基礎到臨床無縫接軌之課程設計：多專業團隊模式落實

Head to Toe 身評技能應用 
王琪珍 佳作 

3 護理系 護理師帶入門：護理學導論課程 林靜蘭 2 

4 老年所 拉近世代距離：體驗學習的力量 陳麗光 佳作 

5 口醫所 
牙醫 PGY 訓練對新進住院醫師在身心障礙牙醫領域的正面

影響 
袁國  

6 微免所 醫學微生物學實驗─示範實驗影音光碟教學成果 劉校生  

7 寄生蟲科 
主題式學習在「寄生蟲與生活」的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theme based learning in "Parasite and You" 
辛致煒 3 

8 婦產科 Simulated prenatal care program in Obstetrics clerkship 蔡佩穎  

9 放射線科 臨床超音波技術訓練精進計畫 林意專  

10 小兒科 
期中期末評估單對實習滿意度之影響─以小兒科實習醫學

生(clerk)為例 
沈靜芬 附設醫院已參賽 

11 家醫科 門診初診病人醫病溝通錄影教學之成效 盧豐華 附設醫院已參賽 

12 職醫科 職業病史詢問教學訓練之改善方案 吳政龍 附設醫院已參賽 

13 泌尿科 泌尿科實習醫學生教學門診之實境學習與滿意度 李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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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系 
活化教學：運用多元教學策略促進學習興趣--以國際碩士班健

康評估及實習課程為例 
陳幸眉 佳作 

2 職治系 

Interdisciplinary co-teaching positively changes the perceptions 

of cultural elements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among 

health-science graduate students: A pilot study 

陳官琳  

3 物治系 夢想守護者：物理治療與競技運動醫療防護網 蔡一如 佳作 

4 公衛所 翻轉教學：學、思、達的問卷調查訓練與實作 王亮懿 3 

5 細解所 大體解剖學之人文素養啟發與醫學倫理養成 江謝雅芬  

6 老年所 高齡溝通與諮商 范聖育 佳作 

7 外  科 
Reforming "Medical Career II" for Collaboration Competence: 

An Introductory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PE) 
阮俊能 佳作 

8 骨  科 
以 NEJM 的 Case Records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專欄為藍本及外籍老師回饋的病歷寫作教學計畫 
柯伯彥  

9 放射線科 
運用鮮花泥搭配自製材料之假體模擬超音波導引介入性治療於

放診部住院醫師教學 
莊明宗 2 

10 耳鼻喉科 顳骨解剖教學創新訓練課程 李威霆  

11 家醫科 創新性之整合式旅遊醫學訓練 李芷婷 附設醫院已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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