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別：成果個人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老年所 人文與專業的匯集－多元視野下的老年經濟安全與年金制度 楊靜利 1 

2 老年所 做中學－以實作學習質性研究方法 陳麗光 2 

3 醫技系 醫技系服務學習的擴展與關懷體驗 徐麗君 佳作

4 行醫所 心理治療課程結合專業服務學習之成果探討 郭乃文 3 

5 生化所 評估一新穎生物基礎醫學之教學模式：線蟲生物學 陳昌熙

組別：創新個人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神經科 醫學生涯 白明奇 佳作

2 臨醫所 以研究人員角度創新規劃跨校際之實驗動物學課程 蔡曜聲

3 分醫所 網路多媒體輔助教材及小組問題討論師生互動之最大效益教學 王憲威 佳作

4 藥理所 倫理困境之思維及實踐意志的培養 簡偉明 3 

5 口醫所 醫學工程創新與創業 李澤民 2 

6 物治系 藉由問題導向方式學習漸進式阻力運動 卓瓊鈺

7 職治系 職能治療管理學臨床實務創新教學 李易清 1 

8 放射科 建置放射治療教學病例的自我學習與回饋系統 陳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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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成果團體組 

編號 學  科 題目 負責教師 名次 

1 病理科 醫技學生病理實習教學成果報告 張孔昭 佳作 

2 外  科 外科腹腔鏡動物實驗微創訓練課程 張勝勛 佳作 

3 急診科 

分析不同臨床經驗之醫學生對於擬真教學(Simulation 

Education)自我回饋之成果與差異性 

The Achievement and Difference of Self Evaluation in Simulation 

Educa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al Experiences 

徐祥清  

4 細解所 大體解剖學實習之蛻變與新生 許鍾瑜 2 

5 公衛所 以多元觀點探討健康相關社會議題培育醫學人公民素養 許甘霖 3 

6 健照所 護理領導與實務特論教學設計 徐畢卿  

7 臨藥科技所 藥品劑型設計 蔡瑞真  

8 護理系 醫學專業與生死－醫學人文素養之培育 趙可式 1 

9 職治系 台美職能治療教育與照護經驗交流：觀察與比較 汪翠瀅 3 

10 環醫所 環境醫學研究所 Open House 王應然  

11 骨  科 
線上 DOPS 教學評量系統－關節鏡手術綁線打結模擬操作

之成果報告 
林啟禎 附設醫院已參賽 

12 泌尿科 實習醫學生男性導尿管放置之學習成果評估 陳奕宏 附設醫院已參賽 

13 核醫科 核子醫學部實習醫學生教學成果分析 李碧芳 附設醫院已參賽 

14 眼  科 因應實習醫學生教學反應與評估之科內回饋 史敏秀 附設醫院已參賽 

15 放射科 

實習醫學生教學成果報告：以影像導引模擬穿刺抽吸與血管

攝影技術 

Aids in Clerkship Teaching Pregram:Application of Image-guided 

Assisted Simulation in Techniques for Vascular 

Puncture,Aspiration and Angiography 

莊明宗 附設醫院已參賽 

16 復健科 電學診斷模擬操作訓練之臨床教學成效 林裕晴 附設醫院已參賽 

17 家醫科 
家庭醫學第三年及第四年住院醫師研究訓練課程實施之探

討 
吳晉祥 附設醫院已參賽 

18 婦產科 婦產科住院醫師臨床技能實作與評量(DOPS)教學成果報告 許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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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 高階模擬醫學與醫療團隊合作 王明誠  

2 內  科 
以具體描述抽象，以口訣幫助記憶，以徽章代替評估表的腹

部超音波教學 
陳炯瑜 2 

3 家醫科 
「門診醫病溝通語言談技巧課程」由下而上與微觀實證之教

案設計與成效探討：以開放式問句之教學為例 
盧豐華  

4 生理所 
How to read scientific abstracts effectively: a computer-aided 

approach with virtual tutors 
潘偉豐 佳作 

5 基醫所 當代細胞生物學 吳佳慶  

6 公衛所 
以跨系及跨性別分組學生論壇形式審議與醫學人相關之公共

議題 
許甘霖 佳作 

7 護理系 以患者問題行為為主軸的失智症溝通實務教學 王靜枝 3 

8 護理系 自我導向學習策略運用於精神科護理學之教學設計 林梅鳳 1 

9 醫技系 凝血生醫晶片實測：醫技與電機跨領域創新教學 楊孔嘉 佳作 

10 家醫科 
建置家庭醫學科住院醫師雲端學習分享及時回饋平台及雙向

教學評估系統 
楊宜青 附設醫院已參賽 

11 神經科 失智症個案討論會：全方位教育模式推動 白明奇 附設醫院已參賽 

12 耳鼻喉科 耳鼻喉科圖解理學檢查的建立與應用 黃正池 附設醫院已參賽 

13 精神科 影音教學合併網路電子郵件於教學暨訓練之運用 張維紘 附設醫院已參賽 

14 小兒科 小兒科受訓醫師平時表現評分表 e化之推展 鄭兆能 附設醫院已參賽 

15 麻醉科 
兼顧醫六實習生廣度與深度之教學型態：由一對一教學改為

結構式群體教學 
徐正源 附設醫院已參賽 

16 職醫科 職業醫學教育的新紀元：走出醫院講堂，邁向職場教室 郭耀昌 附設醫院已參賽 

17 皮膚科 參與病友會是否可以增進醫學生對疾病之認知 王德華 附設醫院已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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