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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1 姜泰安 主題教學活動在「檢驗醫學」教學之應用 $20,000

2 1-002 姜泰安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3 1-003 姜泰安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of growth inhibition by Hylocereus Polyrhizus

extracts in Human Liver Cancer Cell
$3,000

4 1-004 姜泰安 The growth inhibition of breast cancer cell by gonoderma lucidum specific extracts $3,000

5 1-005 姜泰安 The growth inhibition by green tea polyphenols in human liver cancer cells . $3,000

6 1-006 姜泰安
The modulation of signal transduction by phellinus igniarius extracts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
$3,000

7 1-007 姜泰安
The Effect of growth inhibition by Antrodia camphorate extracts in prostate cancer

cell
$3,000

8 1-008 姜泰安
The modulation of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by complex Chinese herbs extracts in

human prostate cancer cell.
$5,000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6年度【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決審通過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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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09 姜泰安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of growth inhibition by complex Chinese herbs

extracts in human liver cancer cell.
$3,000

10 1-012 陳碧珍 『臨床血液檢驗學實驗』-應用網路互動APP 於提昇血球型態辨識的學習成效研究 $20,000

11 1-013 謝政蓉 The effect of estrogen receptor-β and tensile stress on tendinopathy $3,000

12 1-014 李德修 外語領隊人員(英語) $25,000

13 1-015 李德修 華語導遊人員 $25,000

14 1-016 李德修 2016健康城市擂台賽銅牌~樂易刷 $700

15 1-017 陸德容 教育部105年全國技專校院創新創業計劃書評選 $3,000

16 1-018 陸德容 不需傾倒糞液的糞便集卵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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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19 陸德容 人體工學尿沉渣收集器 $700

18 1-020 陸德容 低汙染尿沉渣收集器 $1,000

19 1-023 孫逸民 具健康檢測與諮詢之新型藥妝店 $25,000

20 1-024 孫逸民 Eco roof 伊可洛夫生態屋頂 $700

21 1-025 孫逸民 I  water @ Tainan $1,000

22 1-026 孫逸民 愛幸福 $700

23 1-027 孫逸民 食在安心 $25,000

24 1-028 孫逸民 健康餐安心送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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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29 杜玉卿 保暖毯對長時間手術患者之保暖成效—以口腔癌游離皮瓣重建術為例 $300

26 1-030 杜玉卿  新型敷料與傳統敷料對壓瘡傷口癒合成效之文獻探討 $300

27 1-031 陳靜紋 多元溝通訓練歷程對提升精神科護理實習護生溝通能力成效之探討 $20,000

28 1-032 陳靜紋 丁如蘭- -以「案主中心模式」照顧一位慢性思覺失調症病患之照護經驗 $300

29 1-034 曹瓊文

 指導二護四A學生馮悟慈(Wu-Tzu Feng)參與專題研究並投稿於第六屆傳染性疾病及訊息傳遞國際

研討會暨台日細胞訊息與基因調控研討會並刊登題目1: Anti-HCV effect of calcitriol via $3,000

30 1-035 曹瓊文

指導二護四A學生馮悟慈(Wu-Tzu Feng)參與專題研究並投稿於2016發炎新知國際研討會並刊登

題目2: Calcitriol inhibits HCV infection via interference with endoplasmic reticulum-

associated degradation
$3,000

31 1-036 曹瓊文

指導二護四B學生黃珮玲(Pei-Ling Huang)參與專題研究並投稿於第三十二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

會研討會並刊登題目 3: 苯二氮平對慢性C型肝炎病患服用干擾素之影響: 橫斷性研究Effects of

Benzodiazepin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Receiving the Interferon-alpha

Regim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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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37 郭雅雯  2017第八屆全國技專院校院護理實務能力競賽-百萬護理知識闖關競賽優等 $3,000

33 1-038 郭雅雯 民眾對喘息服務推動現況之瞭解程度-以台南仁德區為例 $3,000

34 1-039 郭雅雯  照顧一位85歲因老化而認知功能障礙住民之護理經驗 $3,000

35 1-041 鄭綉絨 以心律訊號監測疲勞狀態之分析應用 $10,000

36 1-042 鄭綉絨 哺餵母乳，孕期的體重增加和健康自我效能與產後六個月的中央型肥胖是否有關？ $3,000

37 1-043 鄭綉絨 遠距PC-based氣喘自動監測系統 $700

38 1-045 盧國樑 「藥物學」課程創新教學策略：藥物小書及圖卡製作在教學的應用與學習成效提昇 $20,000

39 1-046 盧國樑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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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47 盧國樑 紫雲膏製作 $300

41 1-049 王櫻蓓 探討照顧服務員的養成訓練教育-以精神科照顧服務員為例 $300

42 1-050 王櫻蓓 運用Peplau人際關係理論照顧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護理經驗 $300

43 1-051 王櫻蓓 應用「服藥結盟」概念於照顧精神科居家個案拒藥的護理經驗 $300

44 1-052 王櫻蓓 運用Orem自我照顧理論協助一位僵直型思覺失調症個案之護理經驗 $300

45 1-053 王櫻蓓 運用自我效能理論照護一位思覺失調症個案之護理經驗 $300

46 1-054 王櫻蓓 運用桌上遊戲的經驗學習來提升二技護理系學生之反思力-以「心理衛生護理學」課程為例 $20,000

47 1-055 陳惠敏 國際禮儀認證教師-乙級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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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057 陳惠敏

Chen Huei-Mein*, Ya- Han Chang (2017.3.26-29).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on Low Back

Pain  in Dysmenorrheic Female Students.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EID 2017 ), ( Poster) Art Center of Kobe, Kobe, Japan.

$3,000

49 1-059 林利俐 國際禮儀認證教師 $2,500

50 1-060 林玫伶 生命是覺有情 $500

51 1-061 白玉玲 結核你我，全都治計畫 $10,000

52 1-062 方茂守 翻轉教室教學法初探- -以精神科護理學複習考為例 $3,000

53 1-066 王素真 新進護理人員工作壓力現況調查－以南部某教學醫院為例 $5,000

54 1-067 王素真 國內外醫學生對安寧療護認知之差異性分析 $10,000

55 1-068 王素真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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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069 王素真 行動電子商務規劃師-專業級 $2,500

57 1-070 王素真 行動電子商務管理師-專業級 $2,500

58 1-071 王素真
國際禮儀認證 (乙級)

$2,500

59 1-072 王素真
國際禮儀認證教師 (乙級)

$2,500

60 1-076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長路漫漫 $500

61 1-077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時「真」轉動 $500

62 1-078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呼吸著這世界的快樂 $500

63 1-079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那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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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080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人生馬拉松 $500

65 1-081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再見再也不見 $500

66 1-082 王靖婷 2017年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佳作-微笑後的擔憂 $500

67 1-083 王靖婷 國際禮儀認證教師 (乙級) $2,500

68 1-084 王靖婷 國際禮儀認證 (乙級) $2,500

69 1-085 翁育萍 茶經閣上的極品-歐德茶TM $7,000

70 1-086 鄭博真 環保SUPERMAN $1,000

71 1-087 鄭博真 我愛布農族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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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088 鄭博真 劍獅的故鄉 $700

73 1-089 鄭博真 鞋子 $700

74 1-090 鄭博真 美味的食物 $700

75 1-091 鄭博真 寵物和我 $300

76 1-092 鄭博真 大家來運動 $300

77 1-093 鄭博真 我去看醫生 $300

78 1-094 鄭博真 一起去旅行 $300

79 1-095 鄭博真 水果樂園 $300

10/26



通過

序號

申請

編號
教師姓名

申請成果名稱或接受獎助事實摘要

(如配合課程、計畫名稱等具體內容)

決審通過

核計獎金

(四捨五入)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6年度【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決審通過清冊

80 1-096 鄭博真 糕餅好甜蜜 $300

81 1-097 鄭博真 去台江國家公園玩 $300

82 1-098 鄭博真 我們都是一家人 $1,000

83 1-099 鄭博真 我愛太魯閣族Truku $1,000

84 1-100 鄭博真 為我們服務的人 $1,000

85 1-101 鄭博真 我是絲瓜大王 $700

86 1-102 鄭博真 我愛大自然 $300

87 1-103 鄭博真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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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106 王怡又 指導獲2016全國幼兒教玩具競賽佳作—標新立意。嘉南藥理大學主辦。 $5,000

89 1-107 王怡又
指導學生獲2015第六屆長榮盃創新創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倫理）競賽中以【寶護靈-照護寶貝我最

靈】獲得決賽金獎-總冠軍。長榮大學主辦。
$10,000

90 1-108 王怡又
指導學生獲得「2016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廚神脫」~廚浴專用清

潔暨脫水器之研發榮獲第二名。教育部主辦，
$10,000

91 1-109 王怡又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網路行銷企劃競賽佳作~美人心機。中台科技大學

主辦。
$5,000

92 1-110 王怡又
指導學生獲2016青銀族代間創新創業競賽決賽季軍-「寶易扣」。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主

辦。
$7,000

93 1-111 王怡又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橘色科技組銀牌-「枕好眠」。中華醫

事科技大學主辦。
$1,000

94 1-112 王怡又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橘色科技組銅牌-「帶心安」。中華醫

事科技大學主辦。
$700

95 1-113 傅清雪 指導學生參加2016台灣心理學會第55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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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114 傅清雪 指導學生參加The Asian Conference on Society, Education & Technology 2016發表論文 $5,000

97 1-115 傅清雪 指導學生參加台南市保育人員教具比賽獲優等獎(第二名) $10,000

98 1-116 傅清雪 指導學生參加台南市保育人員教具比賽獲優選獎 $10,000

99 1-117 傅清雪 指導學生參加2017年全國教保活動課程設計比賽獲入選獎 $300

100 1-118 傅清雪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101 1-119 張耀宗 指導學生參加105年度樹人盃全國母嬰用品設計競賽第一名 $10,000

102 1-120 張耀宗 指導學生參加2016教具創作競賽榮獲第四名 $7,000

103 1-121 張耀宗 指導學生參加2016教具創作競賽榮獲第二名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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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122 林乃馨 指導學生參加2016全國兒童教玩具競賽榮獲大專組第一名 $10,000

105 1-125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5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金牌獎－「尿布感應裝置」。主辦單位：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00

106 1-127 黃義良
指導學生榮獲2016第三屆德霖盃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勇奪佳作－傘傘

亮。德霖技術學院主辦，
$5,000

107 1-128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第27屆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金牌獎－「The mix of diaper’s sensor and

its APP」。
$20,000

108 1-129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第27屆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銀牌獎－「Cleaning and dewatering device

for kitchen and bathroom use」。
$20,000

109 1-130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網路行銷企劃競賽佳作~帶心安。中台科技大學主

辦。
$5,000

110 1-131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網路行銷企劃競賽佳作~ D&W衛生紙。中台科技大

學主辦。
$5,000

111 1-133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金牌獎－「戶外多功能緊急救護傘具」。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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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4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銀牌獎－「徘徊偵測系統」。主辦單位：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00

113 1-138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橘色科技組金牌-「媽媽寶貝包」。中

華醫事科技大學主辦。
$1,000

114 1-139 黃義良
指導學生獲2016全國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橘色科技組佳作-「耆易扣」。中華醫

事科技大學主辦。
$500

115 1-140 蔡瓊賢 九久樂重陽 $700

116 1-141 蔡瓊賢 端午節 $300

117 1-142 蔡瓊賢 螞蟻搬餅乾 $5,000

118 1-144 蔡瓊賢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119 1-145 王建文 羧酸型態對形成幾丁聚醣/聚丙烯酸奈米小球之影響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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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146 王建文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25,000

121 1-148 劉保文

Hsu H.-W., Liu P.W.G.,*, Wu Y.-J., Whang L.-M., Lin T.-F., Hung W.-N. , Correlating

Dehalococcoides activity with in-situ anaerobic bioremediation efficiency on TCE-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ine Pollution and

Ecotoxicology, June 20-24, 2016, Hong Kong.

$5,000

122 1-149 劉保文

Pao-Wen Grace Liu*, Dun-Sheng Yang (楊敦勝), Jyun-Yu Tang (湯俊郁), Ying-Tzu Wang (王映慈),

Chu-Chung Chan (詹櫸鐘), Han-Wei Hsu (許瀚巍), Chih-Hung Chen, Encapsulation of Diesel-

Degrading Bacteria For Seawater Remediation: A Lab-Scale Analyses,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ESE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6-10 November

2016, Kaohsiung, Taiwan.

$5,000

123 1-150 劉保文

Pao-Wen Grace Liu*, Han-Wei Hsu (許瀚巍), Yi-Ju Wu, Liang-Ming Whang, Tsair-Fuh Lin, Wei-

Nung Hung, Molecular Tools Applied to Bioremediation Efficiency Analysis of an in-situ TCE-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Site,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ESE, 6-10 November 2016,

Kaohsiung, Taiwan.

$5,000

124 1-151 劉保文

楊敦勝，劉保文*，湯俊郁，許瀚巍，王映慈，詹櫸鐘，聚乙烯醇包埋固定化不同比例菌群於柴油

污染海水中生物復育效能評估，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2016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永續學院，105年11月18、19日。

$3,000

125 1-152 劉保文 106年度科技部大專生計畫"分子生物技術於土壤及地下水中脫氯微生物之快篩方法建立" $25,000

126 1-154 王志達

2016國際水學會亞太地區會議及展覽會(The IWA 2016 Conference & Exhibition)在澳洲布里斯本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此次

會議的主軸定調為”Sustainable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Use”，從深度上講它涵蓋水循環的每個面向，需要專家的合

作和團隊精神並涵蓋所有利益相關者。此次會議本人和環安系學生Y.J.Chen(陳鈺靖)有1篇論文發表，題目為Removal of

polyvinyl alcohol in wastewater by electrogenerated Ce(IV)。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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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155 王志達

2016國際水學會亞太地區會議及展覽會(The IWA 2016 Conference & Exhibition)在澳洲布里斯本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此次

會議的主軸定調為”Sustainable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Use”，從深度上講它涵蓋水循環的每個面向，需要專家的合

作和團隊精神並涵蓋所有利益相關者。此次會議本人和環安系學生P.E.Chen(陳丕恩)有1篇論文發表，題目為Removal and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methyl phthalate from aqueous solutions using electrocoagulation。  

$5,000

128 1-156 郭益銘
劉文義、黃建霖、羅逸文、鄭瓊茹、郭益銘、黃菀婷（2016年11月）。以高級氧化處理機械切削

含油廢水之研究。環工年會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嘉南藥理大學。
$3,000

129 1-157 郭益銘
趙怡鈞、陳怡如、龔建中、陳清俊、黃國林、郭益銘（2016年11月）。以反應曲面法探討處理機

械切削含油廢水最適化之研究。環工年會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嘉南藥理大學。
$3,000

130 1-158 郭益銘
陳怡如、張芷昀、楊振峰、吳重霖、黃國林、郭益銘（2016年11月）。高溫電漿爐處理焚化飛灰

之添加劑最適化之研究。環工年會廢棄物處理技術研討會，嘉南藥理大學。
$3,000

131 1-159 郭益銘
黃建霖、劉文義、鄭瓊茹、羅逸文、郭益銘、林子洂（2016年11月）。以高級氧化複合程序處理

電鍍廢水之研究。環工年會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嘉南藥理大學
$3,000

132 1-160 郭益銘
趙怡鈞、楊舒婷、陳清俊、龔建中、黃國林、郭益銘（2016年11月）。以破乳化/化學氧化技術處

理機械切削含油廢水之研究。環工年會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嘉南藥理大學。
$3,000

133 1-161 郭益銘

Wen-yi Liu, Chitsan Lin, Yi-wen Luo, Qiong-ru Zheng, Yi-ming Kuo,”Treatment of

mechanical cutting oil wastewater by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cern, Control and Conservation.

$5,000

134 1-162 林明勳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乙級證照)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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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1-163 林明勳 網路行銷企劃師(乙級證照) $2,500

136 1-164 段盛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大四學生對食品相關認知之研究 $3,000

137 1-166 段盛秀 南部大學生酒類消費行為與認知之研究 $3,000

138 1-167 郭秀蘭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乙級證照) $2,500

139 1-168 郭秀蘭 網路行銷企劃師(乙級證照) $2,500

140 1-169 郭秀蘭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2,500

141 1-170 陳怡君 創意創新創業企劃師(乙級證照) $2,500

142 1-171 陳怡君 網路行銷企劃師(乙級證照)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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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172 陳怡君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144 1-173 王力行 106年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英語外語領隊 $25,000

145 1-174 王力行 106年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印尼語外語導遊人員及格 $25,000

146 1-175 林士民 膳食硒補充對D-半乳糖誘發老化模式鼠腦組織Beta-Amyloid含量之影響 $3,000

147 1-178 林士民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148 1-179 林士民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149 1-180 湯雅理 固態培養樟芝菌絲體對小鼠血脂肪與肝臟抗氧化指標之影響 $3,000

150 1-181 湯雅理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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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182 湯雅理 營養保健人才實務提升與輔導專業證照之教學實務報告 $25,000

152 1-183 湯雅理 〈2017年全國性「健康照護」與「智慧生活」創意實務專題競賽〉作品經評選榮獲「佳作」。 $500

153 1-185 黃湞鈺
2017全國性健康照護與智慧生活創意實務專題競賽」B組作品經評選榮獲「佳作」。調和雞尾酒容

器
$500

154 1-186 黃湞鈺
2017全國性健康照護與智慧生活創意實務專題競賽」B組作品經評選榮獲「佳作」。乳酸白菜高纖

冰淇淋
$500

155 1-187 黃湞鈺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156 1-188 蔡秀玲 鞋子澡堂 $300

157 1-191 蔡秀玲 雙向式智慧型藥盒—用更多愛改變世界 $500

158 1-193 蔡秀玲 吞嚥障礙者營養風險分析之探討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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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1-195 蔡秀玲 SWA銀髮族養生保健諮詢師--乙級證照 $2,500

160 1-196 蔡秀玲 SHCC 銀髮族健康諮詢師—乙級證照 $2,500

161 1-197 吳幸娟
「2017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大專創意創新創業企畫競賽」，經評選榮獲佳作。作品名稱：快速

化妝筆
$5,000

162 1-200 吳幸娟
「2016全國性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H2O健康城市擂台賽」，經評選榮獲銀牌

作品名稱：「勇健ㄟ阿嬤」
$1,000

163 1-201 吳幸娟
「2017德霖盃全國大專院校暨大專創意創新創業企畫競賽」，經評選榮獲佳作。作品名稱：彩色

全穀輕鬆煮、快樂吃
$5,000

164 1-202 吳幸娟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165 1-203 陳南宏 2016兩岸行銷連鎖創意企畫競賽 $5,000

166 1-205 高馨馨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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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1-206 蔡忠融 國小噪音對鄰近居民影響之時空與頻譜分析研究 $3,000

168 1-207 藍崇翰 某酒廠之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5,000

169 1-208 藍崇翰 愛相隨DNA項鍊 $700

170 1-210 郭玉梅 考取考試院『工礦 衛生 技師』 $50,000

171 1-211 陳美如 考取考試院「工礦衛生技師」 $50,000

172 1-212 陳美如 油墨生產廠之丙酮逸散特性與作業勞工暴露評估 $3,000

173 1-213 陳美如 結合作業環境監測與直讀式測量技術探討螺絲起子製造廠之丙酮主要逸散源 $3,000

174 1-214 曾雅芬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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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215 曾雅芬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176 1-216 曾雅芬 2016全國性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H2O健康城市擂台賽-車禍後的治療 $300

177 1-217 曾雅芬 2016全國性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H2O健康城市擂台賽-3D列印兒童專用輪椅 $300

178 1-220 葉佳益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179 1-221 葉佳益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180 1-222 葉佳益 BSI 10012個人資料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認證 $2,500

181 1-223 鍾鼎 2016年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 $3,000

182 1-224 鍾鼎 2016全國性永續健康與智慧生活科技實務專題競賽-H2O健康城市擂台賽-健康管理隨身包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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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1-226 陳啟元 2016全國青年創意應用競賽佳作-停車場資訊系統 $5,000

184 1-227 陳啟元 2016第二十二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專題競賽 $3,000

185 1-228 陳南吟 指導學生參加第47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獲得佳作 $5,000

186 1-229 王樺勍 第二屆TIFBA樽鼎盃全國餐飲大賽 $7,000

187 1-230 王樺勍 第六屆蓬萊盃全國校園創意調酒大賽(屏東) $10,000

188 1-231 王樺勍 第21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10,000

189 1-232 王樺勍 2017 JCLA第五屆全國校園盃咖啡拉花大賽 $10,000

190 1-233 王樺勍 2017第15屆五洲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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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1-234 黃裕文 王禹璁、蔡銘洋同學勇奪「第二屆桂冠盃全國宴會創意料理大賽」全國總冠軍 $10,000

192 1-235 黃裕文 王禹璁、滕芷琪、邱勝治同學勇奪「第三屆台灣菜料理暨說菜競賽」大專組 冠軍 $10,000

193 1-236 黃裕文 王禹璁.蔡銘洋.藤芷琪同學獲得「2016天廚盃全國航空創意廚藝競賽」大專組日式料理季軍 $7,000

194 1-237 李蓓芬 以綠色低碳餐廳概念建構華醫健康樂活餐廳 $300

195 1-239 李蓓芬 五彩黃金燒餃子 $300

196 1-240 李蓓芬 幸福健康的愛心雞湯 $300

197 1-241 李蓓芬 105職場達人讀書會徵文比賽 $1,000

198 1-242 陳南吟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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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序號

申請

編號
教師姓名

申請成果名稱或接受獎助事實摘要

(如配合課程、計畫名稱等具體內容)

決審通過

核計獎金

(四捨五入)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06年度【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決審通過清冊

199 1-243 林淑瑗 個案種子師資認證 $5,000

200 1-244 林淑瑗 個案高階師資認證 $7,500

$1,123,400

*審查委員依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暨教材教具製作獎勵辦法」評核點數。

獎勵辦法第七條：申請作品或成果係多人合作完成，須由一人代表提出申請，其他人於申請表上簽章同意，並平均分配獎助金額。

☆106年度【專任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勵】通過初審共計244件。通過複審共計200件。決審通過共計200件。核計點數112.34點。核計

獎金1,123,4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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