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獎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編纂教材書面成果報告績優獎 

1 
 

序號 姓    名 獎   勵   事   實 等級 備註 

1 夏自立 編纂「服務創新專題」教材 特優   

2 汪昭芬 編纂「統計學」教材 特優   

3 高子傑 編纂「人因工程」教材 特優   

4 黃志峰 編纂「物聯網系統概論」教材 特優   

5 李佩育 編纂「兒科護理學」教材 特優   

6 吳裕民 編纂「環境與人類生態」教材 特優   

7 王進猷 編纂「智慧製造專題」遠距教學教材 特優 遠距 

8 施松村 編纂「計算機概論」全英語授課教材 特優 全英 

9 謝隆斌 編纂「電腦網路概論」全英語授課教材 特優 全英 

10 施松村 編纂「可程式控制實習」教材 優選   

11 張美瑤 編纂「文學與人生」教材 優選   

12 胡琬珮 編纂「統計學(二)」教材 優選   

13 黃耀鋒 編纂「進階觀光英語」教材 優選   

14 辛沛翰 編纂「跨境店商平台操作實務」教材 優選   

15 傅日明 編纂「JAVA程式設計」教材 優選   

16 于蕙清 編纂「人權與法治教」教材 優選   

17 鄭雅方 編纂「電子商務」教材 優選   

18 王志浩 編纂「半導體封裝技術」教材 優選   

19 林宜賢 編纂「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教材 優選   

20 洪僖黛 
編纂「生產與作業管理」教材 

 

 

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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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蔣治平 編纂「管理個案研究」教材 優選   

22 邱美文 編纂「生命教育」教材 優選   

23 李龍雨 編纂「多媒體製作」教材 優選   

24 王婉馨 編纂「時尚髮型設計」教材 優選   

25 李佩恩 編纂「財金軟體應用」教材 優選   

26 黃郁琇 編纂「機率與統計」教材 優選   

27 薛舜仁 編纂「總體經濟學」教材 優選   

28 盧嘉鴻 編纂「物理實驗」教材 優選   

29 陳岡緯 編纂「影音動畫製作專題」教材 優選   

30 詹淑慧 編纂「財金書報導讀」教材 優選   

31 張世娟 編纂「英文寫作(一)」遠距教學教材 優選 遠距 

32 林哲宏 編纂「智慧商務概論」遠距教學教材 優選 遠距 

33 熊仁洲 編纂「品質管理」遠距教學教材 優選 遠距 

34 李鳳英 編纂「旅館銷售技巧」遠距教學教材 優選 遠距 

35 陳君涵 編纂「物料需求計畫」全英語授課教材 優選 全英 

36 許碧敏 編纂「工業工程與管理」全英語授課教材 優選 全英 

37 王在德 編纂「計算機概論」全英語授課教材 優選 全英 

38 回怡雯 編纂「經貿英文閱讀」全英語授課教材 優選 全英 

39 黃郁升 編纂「立體構成」教材 佳作   

40 李象 編纂「配電設計」教材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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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林廷華 編纂「教保專業實習(一)」教材 佳作   

42 陳珊玫 編纂「生態保育」教材 佳作   

43 黃勇富 編纂「商事法」教材 佳作   

44 王心怡 編纂「水土保持工程」教材 佳作   

45 顏榮男 編纂「勞資關係」教材 佳作   

46 曹耀鈞 編纂「休閒產業公關與危機處理」教材 佳作   

47 劉豐榮 編纂「程式設計」教材 佳作   

48 陳國雄 編纂「組織理論與管理」教材 佳作   

49 呂立德 編纂「國文(二)」教材 佳作   

50 陳家興 編纂「可程式控制設計與實務」教材 佳作   

51 周怡君 編纂「英文段落寫作(二)」教材 佳作   

52 劉文禎、曾仲葛、李健美 編纂「養生保健餐飲」教材 佳作   

53 單明陽 編纂「工程力學」教材 佳作   

54 吳忠義 編纂「記憶體封測模擬」教材 佳作   

55 陳叡箴 編纂「租稅規劃與實務」教材 佳作   

56 趙國建 編纂「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教材 佳作   

57 陳立憲 編纂「專業人才輔導」教材 佳作   

58 曾群偉 編纂「程式設計」教材 佳作   

59 謝隆斌 編纂「運算思維與創意程式」教材 佳作   

60 林輝鐸、王在德、林純穗 編纂「資料庫程式設計」教材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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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林鳳女庒 編纂「國文(二)」教材 佳作   

62 許碧敏 編纂「會計學」教材 佳作   

63 田志剛 編纂「廣告概論」教材 佳作   

64 蘇懿 編纂「統計學(一)」教材 佳作   

65 柏婉貞 編纂「全球金融情勢分析」教材 佳作   

66 謝坤宏 編纂「基礎工程」教材 佳作   

67 黃燕昌 編纂「系統保護與協調」教材 佳作   

68 陳翠芬 編纂「進階英語會話」教材 佳作   

69 廖瓊雯、吳靜怡、謝希瑩 編纂「葡萄酒品評」教材 佳作   

70 李詠騏、陳格致、陳坤茂 編纂「Web應用程式開發」教材 佳作   

71 呂榮基 編纂「電力系統(一)」教材 佳作   

72 陳正義 編纂「高等程式設計」教材 佳作   

73 黃新賢 編纂「程式設計」教材 佳作   

74 陳孟韓 編纂「經濟學」教材 佳作   

75 王志浩 編纂「PLC與人機介面」遠距教學教材 佳作 遠距 

76 謝哲人 編纂「程式設計 JAVA」遠距教學教材 佳作 遠距 

77 回怡雯 編纂「電子商務」遠距教學教材 佳作 遠距 

78 吳銘軒 編纂「觀光數位行銷」遠距教學教材 佳作 遠距 

79 陳士瑤 編纂「國際禮儀與會話」全英語授課教材 佳作 全英 

80 王婉馨 
編纂「髮型設計與實習」全英語授課教材 

 
佳作 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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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洪麗專 
編纂「照顧服務理論與實務(一)」全英語授課

教材 
佳作 全英 

82 蔡有仁 編纂「薄膜製程技術」全英語授課教材 佳作 全英 

83 湯兆緯 編纂「鋼筋混擬土與應用」全英語授課教材 佳作 全英 

※獲獎團體案獎勵金由申請教師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