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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

成果報告

幼保科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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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9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資本門執行成效(一)：多功能 e 化教室

實施成效 管理教師

1.課程名稱：不限特定課程

2.學制：日五專、日二專

3.年級：各年級

4.人數：約 600 人

5.成效：

本專業教室的設立，目的在建構一個具備學習反饋功能之全 E 化示

範教室，以供幼保科教師教學使用。以往教師操作多媒體教材的時候，

都需要在電腦前面，有了專業教室設置之互動式電子白板後，直接在白

板上就可操作，包括電腦上的各項功能，例如老師們會使用具有互動性

設計的 Flash 教材，與學生進行雙向互動。另外，亦可讓教師直接在呈現

的教材上批註與板書講解說明，而電腦可記錄所有書寫與註記的內容，

匯出成 PDF 等格式的檔案，使教學更輕鬆及更具彈性。

其他功能例如使用 IRS 系統及 e 學院線上管理系統，讓老師能了找

出學生特質，進而了解學習上的差異化來進行多元性教學，豐富化教學

過程，使學生比從前更投入且主動學習。

江昱明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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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 e 化教室】課程使用情形

使用 e 化教室實況(一) 使用 e 化教室實況(二)

使用 e 化教室實況(三) 使用 e 化教室實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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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9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資本門執行成效(二)：感覺統合教室

實施成效 管理教師

1.課程名稱：兒童發展評量與輔導

2.學制：日二專

3.年級：二年級

4.人數：約 120 人

5.成效：

(1)運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內容包括：

刺激卡片冊(甲)有幾何圖形設計、圖形設計測驗、矩陣推理測驗。

刺激卡片冊(乙)有常識測驗、算數測驗、詞彙測驗、圖畫補充測驗、

類同測驗。讓學生親自拍攝幼兒現有的能力表現，並讓學生實際操作

不同的評量工具、做幼兒觀察評量，分析幼兒發展能力並撰寫評量摘

要報告。

(2)經過一學期的教學活動，經由此教學光碟之輔助、課程隨堂考、及實

地操作評量工具，學生都能積極參與體驗活動、課程設計討論，並給

予老師正向的回饋，展現出高度的學習興趣。另外，目前學前幼兒教

育也提倡融合教育的實施，鑑定工具的應用仍屬其中重要的一環，希

望藉此操作過程，提升幼兒保育人員的專業知能。

吳姍錞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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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統合教室】課程使用情形

教師指導使用魏氏兒童智力測驗(一) 教師指導使用魏氏兒童智力測驗(二)

教師指導使用魏氏兒童智力測驗(三)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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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96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資本門執行成效(三)：食物製備教室

實施成效 管理教師

1.課程名稱：家政概論

2.學制：日五專

3.年級：一年級

4.人數：約 80 人

5.成效：

一、西餐教學用具櫃

其活動層板，可彈性規劃收納空間，可單層使用亦可堆疊，可收納

食物製備中所須使用的鍋具與碗盤，讓教室的空間更整齊、操作更便利。

雙門強化安全的透明玻璃，可展示教學使用的新購置西式餐具，霧

面玻璃則可收納舊的餐盤，達美化之效。

四座用具櫃的拉軌抽屜則可擺放中式食具（筷子、湯匙）、西式食具

（刀、叉、匙），收納便利。

二、老店不衰美食教學光碟

從影帶中瞭解臺灣在地的美食與文化，並從業者的實作，學習各類

美食的製作訣竅與方法。

還可藉著企業家與小老闆的美食奮鬥故事，鼓勵學生行行出狀元。

胡倩瑜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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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製備教室】課程使用情形

使用西餐教具櫃收納方便教學器具 展現西餐教學成果

播放「老店不衰」教學光碟 學生收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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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9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執行成效(一)：改進教學

編號 姓名 改進教學案名稱 等第

1 浮絲曼 親職教育專題(編撰教材) 佳作

2 許孟勤 幼兒遊戲理論與實務(改進教學) 佳作

3 臧瑩卓 幼兒教材教法(改進教學) 佳作

4 吳姍錞 特殊幼兒發展與保育(改進教學) 佳作

5 吳姍錞 幼兒發展與評量(編撰教材)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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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9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執行成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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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成長營 97 年 3 月 5-9 日 新生通識字第 0700 號

2 黃雅平
2008 數位音樂教師應用研

習課程
97 年 1 月 24-25 日新生通識字第 5081 號

3 黃雅平

大專校院教師以技術或實

務研發成果送審送審升等

經驗觀摩研習

97 年 10 月 17 日 新生教字第 37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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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 9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執行成效(三)：著作

一、期刊論文

序號 發表人 篇名 發表期刊

1 張素貞、林葙葙
幼兒園專業經營之探討－策略管

理之運用
幼兒教育

2 胡倩瑜、臧瑩卓
幼兒園大班家長在親子互動認知

現況之調查研究
新生學報

3 胡倩瑜、臧瑩卓
協助一位幼兒園在職進修教師課

程轉型之行動研究
幼兒保育學刊

4 吳姍錞、許孟勤
幼托園所老師特教專業知能現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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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孟勤

A case study of strategies and

difficulties on two nursery school

directors’curriculum leadership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九屆年會，

PECERA。(泰國)

2 吳姍錞

Special education in preschool -

Where is flower fairy-1?Example of

students’in-service program of a

private school in Tao-Yuan County

太平洋區幼兒教育學

會第九屆年會，

PECERA。(泰國)

3 高家斌

Investigating Trachers’Attitudes

Toward Web-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et

Self-efficacy

PNC 2008 Annual

Conference &

TELearn 2008。(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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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研討會論文

序號 發表人 篇名 發表研討會

1 胡倩瑜 幼兒園教師社會支持現況之研究

【2008 醫護、婦幼與

生命倫理、生活美學】

學術研討會，新生醫

護管理專科學校。

2 臧瑩卓 幼兒園教師班級經營困擾之研究

【2008 提昇兒童發

展與教保品質之教育

實踐】學術研討會，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3 葉曉萍
學齡兒童夜間過敏症狀與睡眠品質

之初步探討

【第 24 次論文發表

會暨兩岸護理學術交

流研討會】，台灣護理

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