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年度教師成長社群名單
教學資源中心

序 年度 社群名稱 類型 召集人 成員 成果報告

1 103 芳香輔助療OOO社群 研究 護理科陳秀妹 洪文綺 高淑允 林孟葳 沈珊如 陳佩彥 陳立賢 李慧珊 葉孺萱 V

2 103 提升教師申OOO社群 研究 資管科張文亮
薛來銘 江悅慈 吳怡萍 何宜倩 莊禮聰 汪曉琪 林麗秋 鄔正豪

林志弘 張文賢
V

3 103 勤耕通識OOO社群 研究 全人何宜倩 何宜倩 吳黎明 董立夫 高家珍 陳美玲 傅鈺雯 蔡逸舟 鄭仕一 V

4 103 OSCE教案研發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戴麗藹 林玫君 李芸湘 林麗秋 李書芬 黃一玲 許玉嫺 賴思潔 王慈婷 V

5 103 健康養生OOO社群 其他 護理科賴明宏
洪文綺 林孟葳 沈淑芬 林慧珍 沈珊如 劉樹玲 蔡靜琪 鄭淑華

何金城 蘇信川
V

6 103 建構長期照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劉清華 許寶鶯 林玫君 洪文綺 彭熙寧 丁肇鳳 賴皓屏 高淑允 胡惠苓 V

7 103 OSCE標準化病人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趙佑宸 李靜雯 郭梅珍 董靜茹 李芸玫 李瓊淑 金坤明 V

8 103 OSCE考官培訓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李瓊淑
李芸玫 謝家如 陳蓓蒂 李書芬 金坤明 賴思潔 丁肇鳳 葉秀珍

李怡賢
V

9 103 如何讓生理學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林淑玟 林孟葳 莊禮聰 陳建榮 方維翎 呂建陳 V

10 103 特效藝術OOO社群 教學 妝管科吳曉玲 呂美煥 朱麗惠 李秋香 邱琬升 汪曉琪 李慧珊 V

11 103 造型實務專OOO社群 教學 妝管科呂美煥 汪曉琪 李秋香 吳曉玲 朱麗惠 何金針 V

12 103 敬天愛人典OOO社群 其他 全人何萬良
林淑玟 鄔正豪 謝佩蓁 王均安 劉薏蓉 李莅蒂 王玉華 蕭慧瑛

江悅慈 莊禮聰 姜元媛 林志弘 黃正璋 許 瀞
V

13 103 心智圖教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林玫君
陳建榮 陳惠明 葉秀珍 李怡賢 金惠珍 陳麗華 賴思潔 莊禮聰

汪曉琪
V

14 103 拈花惹草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林孟葳 林志豪 林慧珍 沈淑芬 沈珊如 鄭淑華 蔡靜琪 陳秀妹 V

15 103 護理倫理與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楊宇寧
黃盈菁 梁貴閔 王慈婷 劉苑蓉 王嘉菁 陳靜宜 張惠君 洪媺惠

何美華 吳美惠 杜文蘭
V

16 103 飾品造型設OOO社群 教學 妝管科朱麗惠
汪曉琪 呂美煥 李秋香 吳曉玲 邱琬升 何金針 劉清華 黃一玲

董靜茹
V

17 103 溫泉生態發OOO社群 教學 餐旅科薛茹茵
鄭仕一 許晊豪 薛茹茵 張文智 何金城 蘇信川 吳皇珠 鄔正豪

郭燕菁
V

18 103 OSCE建置與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沈淑芬
高淑允 尚忠菁 馮慧卿 胡惠苓 劉滿婷 洪文綺 林冠斐 陳秀妹

沈淑芬
V

19 103 臨床實習指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王慈婷
江慧玲 黃靜英 楊宇寧 桂湘蓁 張惠君 賴皓屏 蘇昀芊 劉樹玲

蔡靜琪 陳秀妹 劉滿婷
V

20 103 統計知能精OOO社群 研究 護理科李書芬 王美業 巫慧芳 邱淑如 李麗燕 董靜茹 戴麗藹 莊禮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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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3 教學品質OOO社群 教學
教務處

李芸湘/江悅慈

黃秉炘 林玫君 吳怡萍 汪曉琪 江悅慈 張文亮 何宜倩 鄭仕一

陳佩彥 蔡逸舟
V

22 103 統計基礎入OOO社群 研究 護理科黃一玲
葉秀珍 李怡賢 鄭慧菁 賴思潔 李芸玫 戴慧琳 吳佳幸 陳麗華

李麗燕 黃瑞媛
V

23 103 環境教育種OOO社群 其他 護理科黃瑞媛 朱麗惠 呂美煥 王郁文 V

24 103 實證護理與OOO社群 教學 護理科許玉嫺 林玫君 巫慧芳 葉秀珍 黃一玲 黃惠娟 戴麗藹 V

25 103 迎接希望OOO社群 輔導 幼保科何金針
蕭慧瑛 林志弘 吳怡萍 林慧文 江悅慈 林家玉 王玉華 洪慧娟

呂美煥 何萬良
V

26 103 影視攝影OOO社群 教學 數媒科蔡逸舟 曾惓慈 薛來銘 賴玉墀 游凱麟 王尊賢 陳世民 撤案

27 103 3D動畫設計OOO社群 教學 數媒科曾惓慈 蔡逸舟 王尊賢 葉國良 游凱麟 林志弘 V

28 103 職涯輔導OOO社群 輔導 護理科朱莉群 黃建華 黃楷雯 桂湘蓁 V

29 103 輔導知能OOO社群 輔導 護理科王麗華 劉薏蓉 陳宣佑 莊禮聰 紀盈如 周雨霖 蕭婕妤 李慶瑋 V

30 103 教師美感素OOO社群 其他 全人李鴻生 黃世欣 陳智怡 林家玉 陳佳雯 江悅慈 洪慧娟 王玉華 吳俐雯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