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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期照護慢性病自我健康管立 教學
劉清華/

邊立中

林玫君 彭熙寧 劉清華 丁肇鳳 梁貴閔 胡淑琄 洪文綺 湯雅雯

施秀樺 邊立中 林詠寧 吳珮甄
V

2 模擬情境及高擬真情境教學精進社群 教學 謝家如
李靜雯 葉秀珍 金宥榛 李瓊淑 沈淑芬 黃婉婷 金坤明 鄭慧菁

謝家如 郭梅珍 唐鈺婷 陳宣佑
V

3 心智圖教學應用成長社群 教學 賴明宏

洪文綺 郭懷婷 劉樹玲 林慧珍 王麗華 尚忠菁 黃楷雯 戴麗葛

賴明宏 沈珊如 巫慧芳 陳惠明 林孟葳 林玫君 何美華 李書芬

陳凱麗 吳美玲 謝佳誼 張慎儀

V

4 多元升等交流社群 教學 沈珊如
李怡賢 陳秀妹 陳蓓蒂 李芸玫 莊禮聰 沈淑芬 林孟葳 吳佳幸

黃建華 金坤明 楊承芳 沈珊如
V

5 OSEC精進社群 教學 葉秀珍
葉秀珍 李靜雯 黃一玲 丁肇鳳 金宥榛 陳麗華 趙佑宸 金坤明

高淑允 劉滿婷 沈淑芬 羅文華 林巧翎 林秀節
V

6 數位教材暨課程精進成長社群 教學 江悅慈 何昭中 江悅慈 莊禮聰 蔡逸舟 廖碩彥 陳建榮 徐君臨 林冠伶 V

7 英文教學精進 教學 林家玉 高家珍 江悅慈 陳智怡 林家玉 陳美玲 彭瑞琪 郭燕菁 V

8 教學評量量表研究與改善教師成長社群 行政 陳紹聖 何昭中 江悅慈 莊禮聰 林孟葳 葉國良 陳紹聖 V

9 創新研發精進社群 研究 楊宇寧

杜文蘭 王美業 邱淑如 江慧玲 李麗燕 黃建華 王慈婷 劉宛蓉

梁貴閔 金坤明 吳美惠 黃靜英 彭熙寧 朱莉群 蔡秀雲 楊宇寧

蘇昀芊 陳靜宜 陳珏如 廖美琪

V

10
專業通識跨領域研發-生物技術輔導漁業

產銷升級暨健康美容衍生商品開發
研究 何宜倩 何宜倩 高家珍 吳曉玲 洪慧娟 蘇信川 何金城 陳美玲 楊欣佳 V

11 跨領域教學創新 教學 彭瑞琪 彭瑞琪 郭燕菁 許瀞   薛萊銘 林家玉 V

12 國文專業素養社群 研究 陳佳雯 吳俐雯 陳紹聖 洪慧娟 陳佳雯 V

13 延甲彩繪社群 教學 吳曉玲 吳曉玲 葉孺萱 林淑慧 邱琬升 李秋香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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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品格好社群 輔導 賴皓屏 賴皓屏 劉薏蓉 黃嘉惠 周雨霖 杜文蘭 V

15 天主教藝欣賞社群 教學 何萬良 何萬良 許瀞   蕭慧瑛 王玉華 彭瑞琪 蒲孝慈 V

16 生命教育校特色課程社群 教學 許瀞 許瀞   蕭慧瑛 王玉華 何萬良 蒲孝慈 V

17 ESP創新教學社群 教學 郭燕菁 郭燕菁 彭瑞琪 陳智怡 沈珊如 林孟葳 薛茹茵 V

18 教育美學成長社群 教學 楊淑雅 吳怡萍 蔡菁菁 王均安 高秀君 賴美玟 黃靜雯 楊淑雅 傅麗珍 撤案

19 E起備課-基礎醫學共備課程社群 教學 黃嘉惠 林淑玟 劉薏蓉 陳惠明 陳建榮 莊禮聰 賴明宏 林孟葳 黃嘉惠 V

20 三星民宿綠色經營成長社群 教學 徐君臨 薛茹茵 郭燕菁 許晊豪 蘇信川 鄔正豪 張文智 徐君臨 V

21 食農教育推廣社群 輔導 何金城 文懋新 黃瑞媛 賴明宏 蘇信川 徐君臨 張文智 張雅雯 陳敏慧 V

22 宜蘭綠色遊程規劃實作社群 教學 許晊豪 薛茹茵 徐君臨 許晊豪 何萬良 林坤陽 董逸帆 吳皇珠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