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函

地址：33303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61號
聯絡人：盧懋儀
電話：(05)3628800分機2255
傳真：(05)3628866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長庚科大字第10800031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本校嘉義分部護理系訂於108年4月25日(星期四)至4月26日
(五)辦理「教學設計與多元評量研習會」，檢附計畫書及
日程表乙份，請通知並鼓勵貴屬同仁、學生踴躍報名參
加，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嘉義分部行政大樓B1 200人國際會議廳(A) (嘉義縣朴

子市嘉朴路西段二號)。
二、自3月27日開放網路報名，額滿截止。
三 、 報 名 方 式 ： 採 線 上 報 名 。 報 名 網 址 ：

http://web.cgust.edu.tw/ActSignup/ActView.asp?ActID=3745
四、本研習會免費報名參加；護理繼續教育積分認證(專業類積

分)申請中。

正本：逢甲大學、靜宜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修平學
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馬偕
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國防
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
正大學、亞太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國立體育大學、華夏學校財團
法人華夏科技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
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義守大學、實踐大學、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輔英科技大
學、遠東科技大學、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臺南
護理專科學校、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淡江大
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學校財團
法人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輔
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黎明技術學院、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德
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中原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
鳳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
法人東方設計大學、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國立臺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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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長榮大學、中山醫
學大學、明新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
學、東吳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大同技術學
院、亞東技術學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大同大學、
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南臺學校財團法
人南臺科技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國立臺
北商業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臺灣觀光學院、經國管理暨健
康學院、弘光科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高苑科技大
學、聖約翰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亞洲大學、新生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聯合大學、開南大學、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
人南亞技術學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
傳紀念醫院、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
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衛生福利部嘉義
醫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天主教若
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
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台南分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
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
臺南分院、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營新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經營)、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
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臺中榮民
總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斗六分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陽明醫院（嘉義
市）、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竹山秀傳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灣
橋分院、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副本：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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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教學設計與多元評量研習會 

一、 研習活動目的： 

教學品質或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方法有著密切的關係。課室中的知識傳遞除了

被動式的教師講授之外，教師仍可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及多元評量方式，讓不同領域的同

學可以互相學習，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及學習成效。本研習會目

的將透過專家、學者分享其教學經驗，引發教師思考並發展適合未來學生的創新、活潑、

引發學習動機的教學方法。 

二、 主辦單位：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所) 

三、 協辦單位：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四、 活動時間：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 

五、 活動地點：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行政大樓 200 人 A 國際會議廳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2 號） 

六、 研習課程：如日程表。 

七、 參加對象：校內外醫療健康相關科系教師與護理人員。 

八、 報名方式： 

自 108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開放網路線上報名，請至本校首頁「各類活動線上報名系

統」報名，額滿截止。 

校外人員報名網址：http://web.cgust.edu.tw/ActSignup/ActView.asp?ActID=3745 

九、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 

盧懋儀秘書 (05)3628800 ext. 2255  /  nursing_chiayi@mail.cgust.edu.tw 

(二) 聯絡地址：61363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2 號 

十、 學員注意事項： 

(一) 全程參加研習活動於結業後，由主辦單位發予研習證書及辦理護理人員繼續教育

積分認證(專業類積分申請中)。 

(二) 本研習會免報名費(有供餐)，經報名成功者請務必準時出席並全程參與活動。 

(三) 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茶杯及餐具。 

(四) 會議室冷氣開放，請攜帶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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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交通方式：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地圖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2 號 

學校電話：05-3628800 轉 2255（護理系辦公室） 

交通方式： 

1. 高鐵嘉義站搭乘計程車至本校嘉義分部。 

2. 高鐵嘉義站搭乘嘉義客運、BRT 公車往朴子路線班次可至本校嘉義分部。(請在縣府站

下車) 

3. 嘉義市火車站搭乘嘉義縣公車、嘉義客運、BRT 公車往朴子路線班次可至本校嘉義分

部。(請在縣府站下車) 

4. 自用車：請看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位置圖【如上】。車輛可開進學校停車場停放，免

收停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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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 

教學設計與多元評量研習會 

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26 日（星期五） 

時間：08：30~17：00 

地點：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行政大樓 B1 200 人國際會議廳(A)  

【4 月 25 日第一天】 

時間 議程 講員 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  現場活動人員 

08:50~09:00 
始業式 

致詞 

嘉義分部主任 

護理學院院長 

嘉義護理系主任 

司儀 

09:00~10:30 雲端數位教學與翻轉教學 I 游寶達教授 高月梅副教授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12:15 雲端數位教學與翻轉教學 II 游寶達教授 高月梅副教授 

12:15~13:20 午餐與討論 

13:20~14:50 虛擬實境與增廣實境應用於教學 I 陳俊廷助理教授 張文助理教授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40 虛擬實境與增廣實境應用於教學 II 陳俊廷助理教授 張文助理教授 

16:40~17:00 綜合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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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第二天】 

時間 議程 講員 主持人 

08:40~09:00 報到 - 現場活動人員 

09:00~10:00 遊戲教學於護理教育之應用 I 呂雀芬副教授 黃淑倫副教授 

10:00~10:15 中場休息 

10:15~12:15 遊戲教學於護理教育應用 II：案例分享 呂雀芬副教授 黃淑倫副教授 

12:15~13:20 午餐與討論 

13:20~14:10 E 化健康管理學習模式設計與評量 蘇美禎助理教授 郭雅雯副教授 

14:10~14:30 中場休息 

14:30~16:40 翻轉教學模式之實證研究 蘇美禎助理教授 郭雅雯副教授 

16:40~17:00 綜合問題與討論 

講員/主持人簡介(以演講及主持順序) 

李江文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教授兼分部主任 

郭素娥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教授兼護理研究所所長暨護理系系主任 

游寶達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陳俊廷助理教授：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 

呂雀芬副教授：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蘇美禎助理教授：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高月梅副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副教授 

張文助理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助理教授 

黃淑倫副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副教授   

郭雅雯副教授：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護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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