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0-10:40 工作坊 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陳雅貞(#2258)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內涵

講者：傅家啟

與計畫書撰寫及申請

背景：教育部教學實踐案專案-技術實作學門

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副召集人
主持人：俞慧芸

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09:40-10:40 工作坊 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余宗訓(#2260)

教學實踐的研究倫理考量與審查重點

講者：王雅玄

教授/中正大學

背景：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主任委員
主持人：胡詠翔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09:40-10:40 工作坊 3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林盈宏(#2257)

當「教學實踐研究」遇見「人類研究

講者：施慧玲

倫理」

背景：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中心主任
主持人：何里仁

教授/中正大學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

10:50-12:00 開幕式/講座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張順堯(#2262)、鄧育承(#2261)

Teaching Innovation: Shifting Paradigm

講者：Dr.Dhiyathad

Prateeppornnarong

in Management Education

背景：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ociate Dean f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主持人：俞慧芸

教學卓越中心主任/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
貴賓：楊能舒

校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論文發表暨創新教學法演示(第一場次)
Oral Papers & Teaching Innovation Method Demonstration(Session 1)
論文題目

作者

13:40-14:40 論文發表 1-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鄭心豪(#2254)

主持人：翁浩邁 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雅玄 教授

文化體驗教學模式在華語教學師
培課程之實踐成效/The Practical
Effect of Cultural Experience
Teaching Model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張金蘭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Take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Courses as an Example
融滲心流理論之合唱通識課程設
計及成效 Application of Flow
Theory in Choral Singing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王維君

朝向學用無落差之日語實境學習
－以大三暑期赴日「多元文化實
習」為例－/Enabling Gapless
Connectivity between Academic and

江雯薰

Work─With the Junior Year
Internship Abroad Program─

落合由治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淡江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副教授

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曾秋桂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13:40-14:40 論文發表 2-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劉昱宏(#2260)

主持人：孔祥慧 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仁家 教授

企業組織排列融入表演藝術教材

范聖韜

教法之教學實踐研究 / Teaching
Practice Research on Applying
Business Constellations into
Performing Ar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以「社會實踐」導入「基隆區漁
會魚貨行銷」之教學實踐歷程/A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Study of
introducing Social Practice into
Keelung Fisherman Association on

王彙喬

表演藝術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

程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助

理教授

Fish Marketing
議題課程模組在跨領域探究教學
的運用及其成效/Issue-directed

高慧芬

Curricula as Inquiry Approaches for
Cross-field Teaching: the Design and
Its Effect

張百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科學教育組研究助理

陳妙珠
臺中市衛道高級中學教師

13:40-14:40 論文發表 3-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余宗訓(#2260)

主持人：藍春琪 助理教授

評論人：石文傑 教授

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教具實踐研究
/Practical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nomous driving
teaching instrument

李振興

虛實整合-翻轉教學融入體驗式學
習對輔助綠色能源效益之研究
/Integ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o
Support Experienti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Green Energy

王修璇

崑山科技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王怡萱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副教授

13:40-14:40 論文發表 4-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顏立明(#2259)

主持人：蔡博崴 助理教授

評論人：蕭玉真 副教授

創意教學行動研究---以「中國文
學史」課程為例

陳嘉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僑生先修部助理教授

利用 IRS 系統讓同學上課不再當

陳韋陸

低頭族/Using the IRS system to
make student not to be a phubber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

虛擬實境模式於藥學實務演練之
應用與成效

鄭靜蘭
國立成功大學

助理教授

藥學系暨臨藥科技所副教授

陳儒伶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暨臨藥科技所講師

韓雅斐
成大醫院

藥劑部組長

邱宏嘉
國立成功大學

藥學系暨臨藥科技所研究助理

胡敏君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謝旻儕
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助理教授

13:40-14:40 論文發表 5-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楊秀靜(#2252)

主持人：張麗娟 副教授

評論人：李傳房 教授

建築數理基礎與參數式設計應用
教學/Applied Mathematics and
Parametric Design in Architecture

吳聿淇

初探高教工程學生主動學習意願
分析與習慣建立： 以大學部學
生為例/Preliminary Study on
Willingness and Habit Establishment
of Active Learning of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tudents: A Case Study
o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謝東佑

以實體產品造型重塑作為提升學
生立體構成美學體驗/Enhanc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students' 3D

張宗祐

中國文化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電機系副教授

生活產品設計系講師

composition with the remodeling of
physical products
13:40-14:40 論文發表 6-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簡嘉炫(#2260)

主持人：黃建盛 助理教授

評論人：何前程 副教授

評論人：黃國豪 副教授
兒童哲學活化課後輔導教學的行 曾挺瑋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on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For the After
School Program
提升教學與學習品質改善進行學
習成效問卷設計與實 踐 以工程
材料課程為例/Design and execute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ies and learning

簡昭珩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

鄭煜耀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生

簡維成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生

enthusiasm in engineering materials
course
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之學生特質於

戴偉勝

學習成效與動機影響之研究/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tudent Traits
to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motivation in Problem-Based
Learning Courses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與流通學院助理教授

13:40-14:40 創新教學法演示 A-1
線上會議室: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陳雅貞(#2258)

抓住學生注意力

講者：鄭孟玉
主持人：俞慧芸

副教授/大葉大學
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3:40-14:40 創新教學法演示 B-1
線上會議室: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鄭美雅(#2256)

虛實整合私播課-數位教學的變化
型

講者：胡家紋
主持人：何里仁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3:40-14:40 創新教學法演示 C-1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鄧育承(#2261)

飲食教育：銀髮族餐盤 Dietary
education: Eating plate for the elders
13:40-14:40 創新教學法演示 D-1
※講者因故取消

講者：魏明敏
主持人：鄧育承

副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博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立體幾何之"藝數 DIY"創發設計

講者：彭良禎 教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

與實作教學分享
中學
主持人：胡詠翔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論文發表暨創新教學法演示(第二場次)
Oral Papers & Teaching Innovation Method Demonstration(Session2)
論文題目
作者
14:50-15:50 論文發表 1-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鄭心豪(#2254)

主持人：翁浩邁 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雅玄 教授

文字迷藏 －傳統文字學的翻轉
與創新

許秀霞

鄉村高齡者參與「為老後做準
備」系列課程的設計

黃芝勤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博士生

蔡秀美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副教授

探究式深度討論翻轉學習應用於 蔡娉婷
閱讀與寫作課程之研究 A Study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on the Flipped Learning Model
using Inquiry-based Quality Talk of
‘Reading & Writing’ Courses
14:50-15:50 論文發表 2-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劉昱宏(#2260)

主持人：孔祥慧 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仁家 教授

通識課程學習成效分析：以食在
有安全課程為例/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effect o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Taking Food and Safety as an
example

魏明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維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胡詠翔

營建工程系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專案式合作學習與契約學習:吸引
數位世代的數位行銷課程設計
/Project-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Contract Learning:
Digital Marketing Course Design for
Engaging Digital Generation

孫儷芳

中文學科與數位科技的交流與共
融：新創中文教學策略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 of
Chinese Subjects and Digital

劉文強

明志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經營管理系副教授

中國文學系教授

Technology: New Chinese Teaching
Strategies
14:50-15:50 論文發表 3-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余宗訓(#2260)

主持人：藍春琪 助理教授

評論人：石文傑 教授

以創業導向的自主學習之教學實踐

游元良

研究 / The research of teaching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methods Innovation on learner

陳祈恩

autonomy issues of entrepreneurship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所助理教授

設計學研究所研究生

education

五專護理科翻轉教學模式中筆記
策略教學方案之成效評估/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an
integrated note-tak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in the flipping teaching
model for nursing students at junior
college

莊禮聰

PBL 作為素養導向通識課程的教
學實踐歷程：以「健康識能」課
程的教學行動研究為核心／PBL

林承宇

as Teaching Practice to CompetencyBased General Education: Focus on
“Health Literacy” Pedagogical
Course by Action Research
14:50-15:50 論文發表 4-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世新大學

護理科副教授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所副教授

大會同仁:顏立明(#2259)

主持人：蔡博崴 助理教授

評論人：蕭玉真 副教授

寫作訓練導入 IP 書寫的策略研究 林黛嫚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Writing
Training to Introduce IP Writing
灣裡社區展風光，觀光創意來添 洪于婷
妝~ 觀光區規劃設計實作教學實 嘉南藥理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踐研究計畫/The Practical Project of
the Cours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
Discovering the Highlights of Wan Li
Community with Creative Tourism
Passport
故事教材結合解謎策略進行生態
環境之遊戲化教學/學習模組 研
究/Examining the Game-Based
Teaching/Learning Research Modul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Story Telling and Puzzle Solving as
Strategies

張百慈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研究助理

高慧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學教育組助理研究員

14:50-15:50 論文發表 5-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楊秀靜(#2252)

主持人：李傳房 教授

評論人：張麗娟 副教授

O2O 整合行銷之創業課程 -食品
微型創業之理論與實務

蕭瑞民

適性測驗與課程輔導機制對學習
成效之影響 -以會計學課程為例
/The Impact of Adaptive Testing and
Tutoring on Learning OutcomesEvidence from a Financial
Accounting Course

謝齊莊

問題本位之 SPOC 混成學習-經濟
學課程為例/Problem-based and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SPOC: A
Case Study of Economics Course

譚經緯

14:50-15:50 論文發表 6-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國立宜蘭大學

中華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財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醒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大會同仁:簡嘉炫(#2260)

主持人：黃建盛 助理教授

評論人：何前程 副教授

應用體驗式學習於茶產業包裝設
計之教學實踐研究/A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Course of Packaging Design in the
Tea Industry

藍冠麟

問題導向學習於使用者介面設計
教學之應用/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User

黃耀婓

中華科技大學

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助理教授

陳全明
中華科技大學

文創與數位多媒體系講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講師

Interface Design Teaching
以運算思維解構樂理拍數學習成
效之研究初探-Scratch 3.0 程式設
計輔助教學為例

陳博廉
淡江大學

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博士生

14:50-15:50 論文發表(英文場)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鄧育承(#2261)

主持人：鄧育承 博士

評論人：黃國豪 副教授

導入直播與線上共授教師群的創
新大一英文課

黃湘玲
臺北醫學大學

語言中心主任

楊予安
臺北醫學大學

全球衛生暨發展所碩士生

導入社會活動於英文實作課程以 葉姿青
提升英文學習動機之行動研究/An 海軍軍官學校 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Action Research on Introducing
Social Activities into English Practice
Courses to Improv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Investigative Study on Preprint
Journal Club as an Effective Method
of Teaching Latest Knowledge

後藤友嗣
國立清華大學

天文研究所副教授

14:50-15:50 創新教學法演示 B-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鄭美雅(#2256)

線上教學設計的小技巧&大關鍵

講者：丁后儀
主持人：胡詠翔

助理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4:50-15:50 創新教學法演示 C-2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陳雅貞(#2258)

實際場域導向之專業服務學習

講者：許鎧麟
主持人：俞慧芸

副教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4:50-15:50 創新教學法演示 D-2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林盈宏(#2257)

以 PBL 教學為導向的文學翻轉

講者：賴昭吟

副教授/亞洲大學

主持人：何里仁

助理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主持人：俞慧芸

教學卓越中心主任/國立雲林科

15:50-16:00 閉幕式
(點此進入線上會議室)
大會同仁:張順堯(#2262)

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