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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資源中心

97 年度教學資源中心--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 執行成效

新進教師研習會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進教師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增進新進教師對學校行政及教學研究資源之了解，藉由本研習活動，以提升

教師教學品質。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三、研習會時間：9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三） AM8：30 ～ PM 11：10。

四、研習會地點：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大樓（1F）C105 教室。

五、參加對象：新進教師與行政單位主管。

六、研習會議程：

97 年 9 月 12 日（三）

時間 會議內容 主講人或負責人

8：30~9：00 報到 教學資源中心浮絲曼主任

9：00~9：10 校長致歡迎詞 陳清輝校長

9：10~9：40 教務處業務說明 教務處 傅綢妹主任

課務組 陳嘉雯組長

註冊組 郭靜宜組長

出版組 游璇安組長

圖書館 劉瑞瑄主任

電算中心吳威震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浮絲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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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10：20 學務處業務說明 學務處 林柏宏主任

生輔組 孫玉中組長

衛保組 袁智芬組長

10：20~10：30 人事室業務說明 人事室 劉崇華主任

10：30~10：45 總務主任業務說明 總務處 翁瑞禧主任

10：45~11：00 研發處業務說明 研發室 方郁文主任

研發組 吳建興組長

推廣組 陳武鋼組長

11：00~11：15 Q & A 各處室主任

11：15~ 散會

七、執行成效：

（一）發給每位新進教師一本研習會議手冊，讓新進教師能隨手翻閱。

（二）研習會議手冊內容涵蓋各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之業務工作與各科介紹。

（三）除手冊內容的說明外，各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分別一一說明業務與工作項目，提醒老

師的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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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 執行成效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進教師研習會

活動相片

校長致歡迎詞並介紹學校單位主管與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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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主任報告相關業務

教務處課務組報告相關業務與配合事項

與會的行政主管與新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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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教學資源中心--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 執行成效

校科本位課程發展研習會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校科本位課程發展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以學校為主體，結合校內外教學資源，建立校科本位課程，推行科本位特色課

程，建立產學合作教學聯盟，提昇教師實務能力，以期讓學生成為具有一般能力與

專業能力並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三、研習會時間：97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 AM 8：50 ～ PM 16：30。

四、研討會地點：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大樓（1F）C105 教室。

五、參加對象：全體教師。

六、研討會議程：

97 年 9 月 15 日（五）

活動内容 時間 主持人/負責人

報到 8：50--9：00 浮絲曼、王惠琪

專題演講：

校、科本位課程發展之案例說明

9:00—10：00 傅綢妹主任

休息片刻 10：00--10：15

專題演講：

技職校院系科本位課程發展

10：00—12：00 引言人：陳清輝校長

主講者：蕭錫錡教授

午餐休息 12：00—13：00 王惠琪、羅湘琦

分組討論

議題一

議題二

13：00--15：00 護理科 趙明玲主任

幼保科 江昱明主任

美容科 李蘭芬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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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行銷流通&國際商務科
陳威江主任

通識中心 陳俊生主任
成果分享 15：10—16：00 主持人 傅綢妹主任

各科代表報告：
護理科
幼保科
美容科
行銷流通科
國際商務科

綜合討論 16：00—16：30 督 導：陳清輝校長
主持人：傅綢妹主任
各科主任
護理科 趙明玲主任
幼保科 江昱明主任
美容科 李蘭芬主任
行銷流通&國際商務科

陳威江主任
通識中心 陳俊生主任

散會 16：30--

七、執行成效：

（一）說明各科擬定課程發展的重要性。

（二）列舉他校發展本位課程案例作為各科推動本位課程發展的參考。

（三）督促各科發展科本位課程，並請各科訂定發展時程。

（四）經由本次研習活動，讓全校教師認識與了解課程本位發展的重要性，由校層級督導，

使各科在推動上不再是無頭馬車。讓各科的課程發展有了明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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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 教學資源中心--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 執行成效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校科本位課程發展研習會

活動相片

校長說明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並介紹演講者 邀請蕭錫錡教授蒞校演講

蕭錫錡教授說明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性 蕭錫錡教授說明本位課程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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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美容科教師討論的情形 分組討論：行銷通科與國際商務科教師討論的情形

分組討論：幼保科教師討論的情形 分組討論：護理科教師討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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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教學資源中心--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 執行成效

教師成長系列研習活動

「創意彩繪自己來」實施計畫
一、目的：

如何欣賞繪畫藝術？
1、類別、規格尺寸、內容、創作技巧、收藏者、拍賣市場。
2、逛畫廊看畫展免費，少數國外邀請展，如：巴比松的畫家們米勒展、黃金印象展。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三、研習會時間：97 年 7 月 30 日中午 8:30—12:30

四、研習會地點：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植津樓 2N205 教室。

五、參加對象：全體教師

六、研習會議程：
 原作、彷作、贗品和複製品。

剛開始買畫，佈置家裏，可從複製品開始，因比較便宜，純粹只是欣賞，但沒有收藏價值。
 將個人的藝術創作繪製在花瓶上。

1、主講者展示課前預備好之範作。
2、示範繪畫技巧。
3、研習者進行創作活動。
4、欣賞自己的和他人的作品。

5、將研習成果作品帶回家做擺飾，很有成就感。

七、執行成效：
 將個人的藝術創作繪製在花瓶上。

1、主講者展示課前預備好之範作。
2、示範繪畫技巧。
3、研習者進行創作活動。
4、欣賞自己的和他人的作品。

5、將研習成果作品帶回家做擺飾，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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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彩繪前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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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開始動手彩繪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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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教學資源中心--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經常門 執行成效

護理科課程發展與業界對談研習會

「護理科課程發展與業界對談」實施計畫

一、目的：

臺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會（ Taiwan Nursing Accreditation Council,

TNAC）明確指出護理科培育目標是培育符合社會所需且稱職的護理人

才。而護理科在課程發展及規劃的過程中，科內教師必須思索什麼樣的

課程才能真正符合業界的需求。所以本次座談會的目的是期待藉由與業

界代表的對談，以了解業界(醫院護理部)對學校課程安排的看法及需

求，進而達到產學合作，共同發展的目的，也讓學生所學能確實運用在

臨床實務工作。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

三、研習會時間：97 年 3 月 28 日中午 12:00—14:30

四、研討會地點：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大樓（1F）C105 教室。

五、參加對象：護理科教師

六、研討會議程：

97 年 3 月 28 日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200-1215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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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1240 長官致詞 陳清輝校長

蔡秀芬主任

1240-1430 綜合座談議題

一、從業界觀點看護理科的培育目標

二、就業課程模組規劃：如何加強學生

就業能力

業界代表

劉金鈺護理部
主任

（中壢天晟醫院）

吳名珠護理長
（林口長庚醫院）

護理科教師

七、執行成效：

經由與業界的對談可以規劃出適合護理科培育目標之專科畢業生且可以發

展本校特色的課程。另一方面也藉由與業界對談可落實培養符合業界需求學生

的目標，真正回歸到就業層面。此外老師也可與實務面做聯結，了解業界的需

求，以做為教學的參考，進而提昇教學品質。



16

97 年度 護理科--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

活動相片

護理科課程發展

與業界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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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教師成長系列實施計畫

會聲會影與 PhotoImpact 數位剪輯

壹、 目的：

提升教師資訊素養及應用之水準，辦理影音教材製作教師進修研習。使用資訊科技設

計並製作教材，分享數位化教材教學運用技巧及實務經驗，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效能，落

實線上學習及數位教材資源共享之目標。鼓勵教師在職進修，提升教學品質，充實生活知

能，落實終生學習。

貳、實施期限：

97 年 6 月 23 日至 97 年 7 月 2 日期間，共 16 小時

參、實施對象及人數：

共開設 1班，約 50 名本校專任教師。

肆、實施方式：

本次研習共 16 小時，分四次上課，每次 4 小時，外聘校外專任講師來本校實施教育
訓練，於本校電腦教室實施，上課時間為利用暑假期間實施。

伍、經費概算(請分項條列，並說明單價及總價)：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外聘講師 人時 16 1600 25600 共計 16 小時

講座助理 人時 16 800 12800 共計 16 小時

講師車資 人次 8 250 2000 4 次來回，共計 8 趟

上課書籍 人本 50 300 15000

繕費 人餐 200 100 20000 4 次 50 人，共 200 餐

雜支 1 3700 3700 海報印製，光碟製作

經費總計 79100

陸、預期效益：

本課程帶領學員了解簡單程式撰寫，在輕鬆的範例之下不至於產生排斥，並堅持指令少講，

變化多講的原則，讓學員在初級的程式設計中，不必一直背繁雜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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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教師成長系列：會聲會影與 PhotoImpact
數位剪輯 執行成效

壹、 活動內容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6/23 基本概念與影片擷取

影音系統介紹

擷取卡的選擇

燒錄器的選擇

軟體簡介

快剪精靈

影片擷取

影片格式介紹

 DV 的視訊擷取

類比視訊的擷取

6/25 標題應用及聲音處理

影片進階合成應用

視訊素材合成

標題與文字應用

覆疊軌特效應用

動態標題的應用

 3D 立體動態標題應用

影片製作

聲音處理

錄製音效

擷取音樂 CD 中的音效

從 MIDI 轉 WAV
配樂使用介紹

配樂大師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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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6/30 光碟製作及燒錄

影音光碟燒錄

認識影音光碟

燒錄前的檔案處理

影音光碟的燒錄

影音光碟的播放

 DVD 編製

建立 DVD 影音光碟

光碟種類設定

VCD、SVCD、DVD
選單製作

 DVD 光碟製作

 DVD 燒錄簡介

用照片做 DVD
建立選單

7/02 PhotoImpact
電子圖檔管理
賀卡製作
趣味圖片合成
照片編修

貳、 實際參與人數

甲、 第一天 6/23：學員 37、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5 人
乙、 第二天 6/25：學員 4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57 人
丙、 第三天 6/30：學員 3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7 人
丁、 第四天 7/02：學員 4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57 人

參、 實際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外聘講師 人時 16 1600 25600 共計 16 小時

講座助理 人時 16 800 12800 共計 16 小時

講師車資 人次 8 250 2000 4 次來回，共計 8 趟

上課書籍 人本 49 365 17885

第一天膳費

6/23
人餐 45 100 4500

學員 37+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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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膳費

6/25
人餐 57 100 5700

學員 4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57 人

第三天膳費

6/30
人餐 47 100 4700

學員 3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7 人

第四天膳費

7/02
人餐 57 100 5700

學員 4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57 人

雜支 1 2507 2740 海報印製，光碟製作

經費總計 81625

肆、 活動照片

第一天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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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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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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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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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教師成長系列實施計畫

Flash 動畫創意入門

壹、 目的：

提升教師資訊素養及應用之水準，辦理 Flash 動畫特效製作進修研習。使用資訊科

技設計並製作 Flash 教材，分享數位化教材教學運用技巧及實務經驗，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與效能，落實線上學習及數位教材資源共享之目標。鼓勵教師在職進修，提升教學品

質，充實生活知能，落實終生學習。

貳、實施期限：

97 年 6 月 24 日至 97 年 7 月 3 日期間，共 16 小時

參、實施對象及人數：

共開設 1班，約 50 名本校專任教師。

肆、實施方式：

本次研習共 16 小時，分四次上課，每次 4 小時，外聘校外專任講師來本校實施教育
訓練，於本校電腦教室實施，上課時間為利用暑假期間實施。

伍、經費概算(請分項條列，並說明單價及總價)：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外聘講師 人時 16 1600 25600 共計 16 小時

講座助理 人時 16 800 12800 共計 16 小時

講師車資 人次 8 250 2000 4 次來回，共計 8 趟

上課書籍 人本 50 300 15000

繕費 人餐 200 100 20000 4 次 50 人，共 200 餐

雜支 1 3700 3700 海報印製，光碟製作

經費總計 79100

陸、預期效益：

本課程帶領學員了解簡單程式撰寫，在輕鬆的範例之下不至於產生排斥，並堅持指
令少講，變化多講的原則，讓學員在初級的程式設計中，不必一直背繁雜的指令。



26

97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教師成長系列：Flash 動畫特效製作 執行
成效

壹、 動內容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6/24 Flash 的親切使用者介面
 Flash 簡介，給您課前，輕鬆上手無障礙

什麼是多媒體呢？
 Flash 在多媒體扮演什麼角色？
我學會 Flash 之後，能夠做些什麼？
在台灣，設計師還需要更具備什麼？

親切使用者介面
拖曳式的介面
視窗編排設定
舞台
屬性檢視器
時間軸
深度排列的世界－圖層、深度
管理多個場景

6/26 揮灑創意繪圖去
繪圖工具

選取工具、次選取工具、套索
貝茲曲線
筆刷、橡皮擦、鉛筆工具
油漆桶

群組功能－簡化你的作業環境
元件的宣告
打散元件
文字工具與美術字技巧
繪圖與邊線的調整細節
漸層色、與填色控制
濾鏡介紹
混合模式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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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7/01 元件與動畫
各種元件的分類

元件庫的使用說明
變形工具可以用在哪
井然有序的排列－對齊指令
影格的介紹、如何管理多變的影格

洋蔥皮的薄膜動畫繪製技巧
逐格漸變動畫
我想要有音樂！匯入聲音的技巧
我想要有相片！匯入影片與圖片的技巧
輸出設定，適切的選項讓你的作品更臻完美
簡易互動
製作按鈕元件
製作動態文字元件
使用事件控制影格的跳躍
各種元件的名稱、以及影格的名稱設定
多層級的設定

7/03 範例專案製作
地球旋轉動畫製作

遮罩技巧的運用
陰暗面與亮面的技巧繪製
光暈繪圖技巧

格動畫繪製製作
繪製格動畫所需的技巧
了解如何妥善運用三元件的特性
真實針對聲音串流設計動畫

貳、 實際參與人數

第一天 6/24：學員 3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7 人
第二天 6/26：學員 40、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8 人
第三天 7/01：學員 36、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4 人
第四天 7/03：學員 3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7 人

參、 實際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外聘講師 人時 16 1600 25600 共計 16 小時

講座助理 人時 16 800 12800 共計 16 小時

講師車資 人次 8 250 2000 4 次來回，共計 8 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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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書籍 人本 40 420 16800

第一天膳費 6/24 人餐 47 100 4700
學員 3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7 人

第二天膳費 6/26 人餐 48 100 4800
學員 40+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8 人

第三天膳費 7/1 人餐 44 100 4400
學員 36+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4 人

第四天膳費 7/3 人餐 47 100 4700
學員 39+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7 人

雜支 1 2507 2808 海報印製，光碟製作

經費總計 78608

肆、 活動照片

第一天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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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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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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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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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教師成長系列實施計畫

Dreamweaver 網頁設計

壹、 目的：

隨著網路深入生活，許多企業也日益注重網路行銷，網頁設計儼然成為熱門宣傳方

式。設計內容必須對於網頁的規劃、設計、發佈、維護與更新皆必須有完整的了解，透

過不斷累積教學經驗，強化教師個人網頁展現的豐富度。目前網頁設計，已經不是單單

學習好軟體功能的技術就可以應用在工作上了，而是需要能夠擁有整合的能力。所以，

必須要再不斷的進修自己的能力，才能夠符合學生的需求。範例導向非功能介紹，與一

般課程不同，能夠擁有整合 Dreamweaver、Flash、Firework 等軟體的工具應用，培養教

師的思考、企劃、專業、整合能力各工具之靈活運用，完成一個專業的教師個人化網頁。

貳、實施期限：

97 年 7 月 29 日至 97 年 8 月 7 日期間，共 16 小時

參、實施對象及人數：

共開設 1班，約 50 名本校專任教師。

肆、實施方式：

本次研習共 16 小時，分四次上課，每次 4 小時，外聘校外專任講師來本校實施教育
訓練，於本校電腦教室實施，上課時間為利用暑假期間實施。

伍、經費概算(請分項條列，並說明單價及總價)：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外聘講師 人時 16 1600 25600 共計 16 小時

講座助理 人時 16 800 12800 共計 16 小時

講師車資 人次 8 250 2000 4 次來回，共計 8 趟

上課書籍 人本 50 300 15000

繕費 人餐 200 100 20000 4 次 50 人，共 200 餐

雜支 1 3700 3700 海報印製，光碟製作

經費總計 79100

陸、預期效益：

本次研習主要提升教師資訊素養及應用之水準，辦理網頁設計進修研習。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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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設計並製作教師個人網頁材，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效能。鼓勵教師在職進修，提升

教學品質，充實生活知能，落實終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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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度整體獎補助款--教師成長系列：Dreamweaver 網頁設計
執行成效

壹、 活動內容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6/29 網站的基本架構和各種連結的製作
認識網頁（為何我們使用 Dreamweaver 開發網頁）

網頁和網站之間的關係
製作網頁的前置工作
何謂網頁（HTML 語法）

開始建立網站、視窗介面的認識
新增網站
認識 Dreamweaver 的介面
開新網頁和網頁儲存

網頁基本編輯
文字輸入和相關屬性的介紹
設定字型和文字樣式
其它文字相關屬性
網頁標題的修改和網頁的預覽

各種連結的製作
連結到網站中其他頁面的超連結
連結到網頁中不同段落的連結（錨點超連結）
電子郵件超連結
連結到其他網站的連結和目標的設定
加入分隔線

6/31 網頁美化
頁面屬性

網頁背景和文字顏色
網頁的邊界
超連結色彩
以圖片當網頁背景

用圖形來美化網頁
適用於網頁的圖檔格式
影像置入後的屬性設定
圖文並排的模式
建立滑鼠變化影像按鈕
 Flash 按鈕、Flash 文字
建立影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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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7/05 多媒體物件和表格
多媒體物件

網頁中的輕音樂 MIDI 的置入方式
視訊影片（flv）
影片檢視器（Flash 元素）

表格排版
認識網頁的表格
表格的屬性設計
設定儲存格屬性
插入、刪除欄或列
匯入表格式資料

7/07 表格、表單和一些程式碼運用
表格的單位應用（百分比與像素）
編輯/尋找和取代的應用
網頁內置入 Javascript 的方法（http://dob.tnc.edu.tw）
表單的設計

貳、 實際參與人數

第一天 7/29：學員 34、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2 人
第二天 7/31：學員 31、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39 人
第三天 8/05：學員 37、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5 人
第四天 8/07：學員 32、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講座助理 2，共 40 人

參、 實際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明

外聘講師 人時 16 1600 25600 共計 16 小時

講座助理 人時 16 800 12800 共計 16 小時

講師車資 人次 8 250 2000 4 次來回，共計 8 趟

上課書籍 人本 37 390 14430

第一天膳費 7/29 人餐 42 100 4200
學員 34+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2 人

第二天膳費 7/31 人餐 39 100 3900
學員 31+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39 人

第三天膳費 8/05 人餐 45 100 4500
學員 37+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講座助理 2，共 45 人

第四天膳費 8/07 人餐 40 100 4000 學員 32+工作人員 5+外聘講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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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助理 2，共 40 人

雜支 1 3000 3000 海報印製，光碟製作

經費總計 74430

肆、 活動照片

第一天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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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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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8/05



40

第四天 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