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保育科 9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執行成效：改進教學

一、改進教學獎勵案件明細

編號 申請人 改進案名稱 等第

1
林葙葙

吳姍錞
「婚姻與家庭」教學光碟 優等

2 郭靜宜 「教保活動設計」課程講義 佳作

3 許孟勤 「托育機構行政法規與政策」 佳作

4 許孟勤 幼兒表現評量 佳作

5 王淑娟 「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課補充教材 佳作

6 葉曉萍 嬰幼兒保健與疾病照護 優等

7
浮絲曼

張毓娟
幼兒保育專題研究改進教學報告 佳作

8 胡倩瑜 「親職教育」改進教學計劃報告 優等

9 張素貞 蒙特梭利教學法理論與實務 佳作

10 張素貞
幼 兒 教 保 課 程 模 式 理 論 與 實 務

-PowerPoint、Picture、DVD
優等



二、改進教學成果發表暨提升教學研討會

(一)研討會實施計畫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九十六年度「改進教學成果發表暨提昇教學」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提昇本校教師之教學能力，藉由改進教學績優教師成果發表及專業研討等方

式，特安排此研討會。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幼保科。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務處課務組。

三、研討會時間：97年 12月 25(星期二)～28日(星期五)。

四、研討會地點：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行政大樓 2F會議室。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中正樓媒體教室(二)

五、參加對象：幼保科全體教師及校內相關領域教師。

六、研討會議程(共四天)：

96年 12月 25日（二）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7：50～08：00 報到 科辦 馬菁霞

08：00～08：10 致詞歡迎
教務主任 劉醇鑫

幼保科主任 江昱明

08：20～10：00 「婚姻與家庭」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林葙葙

講師 吳姍錞



10：10～11：50 「教保活動設計」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郭靜宜

12：00～13：00 午餐及茶敘

13：10～14：50 「托育機構行政法規與政策」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許孟勤

15：00～16：40 「嬰幼兒保健與疾病照護」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葉曉萍

96年 12月 26日（三）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7：50～08：00 報到 科辦 馬菁霞

08：20～10：00 「幼兒表現評量」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許孟勤

10：10～11：50 「嬰幼兒教保活動設計」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王淑娟

12：00～13：00 午餐及茶敘

13：10～14：50 「親職教育」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胡倩瑜

15：00～16：40 「幼兒保育專題」改進教學成果發表
講師 浮絲曼

講師 張毓娟

96年 12月 27日（四）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8：00～08：10 報到 科辦 馬菁霞

08：20～10：00
提昇教學品質之互動式教學

－以琴法同步教學為例
講師 黃雅平

10：10～11：50
創新與延伸福祿貝爾恩物的教學

－以第一恩物教學示範為例
講師 胡倩瑜

12：00～13：00 午餐及茶敘

13：10～14：50
托兒所特教的「花仙子飛去哪裡」？

－以在職班學生為例
講師 吳姍錞

15：00～16：40 「幼兒全語文」之創新教學 講師 臧瑩卓

96年 12月 28日（五）



時 間 議 程 主持人/主講人

08：00～08：10 報到 科辦 馬菁霞

08：20～10：00 多元文化觀點之「社會學」課程設計 講師 許孟勤

10：10～11：50 從心理學觀點看改進教學的三元策略 助理教授 江昱明

12：00～13：00 午餐及茶敘

13：10～14：50 綜合討論與專業對談 助理教授 江昱明

(二)研討會活動照片

□



幼兒保育科 9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執行成效：研習

編號 姓名 研習會名稱 研習會日期 學校同意公差奉准文號

1 林葙葙

國立陽明大學舉辦「質性研

究文章品質之評析與統合

分析之技巧」

96年 1月 20日 新生護理字第 3608號

2 張素貞

國立陽明大學舉辦「質性研

究文章品質之評析與統合

分析之技巧」

96年 1月 20日 新生護理字第 3608號

3 葉曉萍

國立陽明大學舉辦「質性研

究文章品質之評析與統合

分析之技巧」

96年 1月 20日 新生護理字第 3608號

4 黃雅平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舉辦

2007年國際音樂教育研討

會

96年 10月 13日 通識字第 3473號

5 浮絲曼

國立雲科大舉辦 2007統計

研究方法 SPSS研討(研習)

會

96年 8月 1日至 96

年 8月 4日
新生電算字第 1880號

6 許家彰

國立雲科大舉辦 2007統計

研究方法 SPSS研討(研習)

會

96年 8月 1日至 96

年 8月 4日
新生電算字第 1880號

7 盧玉芬

國立雲科大舉辦 2007統計

研究方法 SPSS研討(研習)

會

96年 8月 1日至 96

年 8月 4日
新生電算字第 1880號

8 張毓娟

國立雲科大舉辦 2007統計

研究方法 SPSS研討(研習)

會

96年 8月 1日至 96

年 8月 4日
新生電算字第 1880號

9 吳姍錞
南華大學舉辦第六屆「質性

研究方法研習會」

96年 8月 24日至
96年 8月 25日

新生幼保字第 2317號

10 浮絲曼
教育部舉辦「2007全國幼教

輔導學術研討會」

96年 11月 3日至
96年 11月 4日

新生幼保字第 3888號



幼兒保育科 96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執行成效：著作

一、期刊論文

序號 發表人 篇名 發表期刊

1 黃雅平 The Ruckert Lieder 新生學報

二、國外研討會論文

序號 發表人 篇名 發表研討會

1 張素貞

吳雪菁

A case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ing strategy for Kindergarten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2 郭靜宜 A Research on the Analysis of  Ve rbal

Interactive Between Kindergarten

Teacher and Student (幼兒園師生互動

之初探研究-以課室口語互動為例)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3 胡倩瑜

吳珊錞

Comparison of the Regime of Licensed

Family Day-Care Providers and the

Child-Care Practices among the

England, United State America and

Taiwan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4 王淑娟 A study o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renting attitude of foreign bride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ir children---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foreign

brides’  children

(新移民女性教養態度與子女行為表

現之初探---兩個個案的比較)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5 臧瑩卓 Research about Taiwan local childre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situation on

the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6 許孟勤 How Kindergarten Teacher Change

and Learn in a Learning community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序號 發表人 篇名 發表研討會

臧瑩卓 and Learn in a Learning community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7 吳珊錞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ety

support, family needs and quality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language develop

handicap kind’s care givers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八屆年會(香港)

三、國內研討會論文

序號 發表人 篇名 發表研討會

1 江昱明 從動態建構取向的觀點探討台灣民

眾對醫療倫理的認知

醫護、婦幼與生命倫

理、生活美學學術研

討會(台灣桃園)

2 許孟勤 作品取樣系統「發展檢核表」在一幼

稚園班級實施之研究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台灣台南)

3 胡倩瑜

張銘湄

以裝置藝術來記錄新生醫校歷史之

行動研究

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

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

(台灣桃園)

4 黃雅平 從課程設計來看幼保與通識課程統

整

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

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

(台灣桃園)

5 許孟勤 論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概念與

幼保專業課程的整合

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

相互融攝學術研討會

(台灣桃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