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序 學門/專案 計畫名稱 現職學校 現職系所 姓名 職稱 職稱 備註

1 通識(含體育)
來玩一場不一樣的大學體育課吧 - 翻轉教室
從合作學習著手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體育室 陳偉瑀 教師 教授

2 通識(含體育)
創新實踐高齡功能性體適能促進服務學習內
涵課程之成效探討

育達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陳淑貞 教師 副教授

3 通識(含體育) 融入電影之資訊安全通識教育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林熙中 教師 助理教授

4 通識(含體育)
磨課師課程的多元成功學習模式探討，以磨
課師課程「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為例

國立宜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朱達勇 教師 副教授

5 通識(含體育) 資訊圖表在環境教學中的應用 文藻外語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靜珮 教師 副教授

6 通識(含體育)
培養專業英語閱讀能力與策略：以學習管理
平台iClass 與即時反饋系統Kahoot!運用於大
一英文課程為例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蔡瑞敏 教師 副教授

7 通識(含體育)
「心心相戲」之心理學跨表演藝術的創新課
程實踐：學習的品味經驗與歷程

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

師資培育中心 鄭曉楓 教師 副教授

8 通識(含體育)
我的身體創意─運用動作教育於大專現代舞課
程之實施成效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體育學系 曾明生 教師 講師

9 通識(含體育)
技專校院「生活職場應用文寫作」教學實踐
研究

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

通識(教育)中心 王璟 教師 助理教授 原申請學校為致理科技大學

10 通識(含體育)
教師共享學習軌跡驅動學生自我調整PBL學習
與精準輔導之研究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通識教育中心 胡詠翔 教師 助理教授

11 通識(含體育)
促進師培生對素養導向體育課程理解之研究-
以UbD為基礎的體育課程設計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體育學系 掌慶維 教師 助理教授

12 通識(含體育)
「全球在地化」為「時尚英文」課程設計導
向之教學實踐研究: 以元智大學為例

元智大學 國際語言文化中心 黃瓊瑩 教師 助理教授

13 通識(含體育)
運用STEAM教育理論提升體育系運動生物力
學相關課程教學效能-以運動器材科技課程為
例

國立清華大學 運動科學系 邱文信 教師 教授

14 教育
全球素養之專業實踐：以比較幼兒教育課程
為例

國立屏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劉豫鳳 教師 助理教授

15 教育
行動式教材數位化系統發展與行走式課堂結
合之實踐研究

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學系 連育仁 教師 助理教授

16 教育 變動的醫學教育: 危機與轉機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急診學科 徐祥清 教師 助理教授

17 教育
全英語授課之教學實踐行動研究：翻轉教室
概念與問題導向學習融入教育行政專業課程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行政研究所 戰寶華 教師 副教授

18 教育
發展具備永續發展教育內涵之族群、家庭、
文化課程:以UNESCO ESD為指標

國立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熊同鑫 教師 教授

19 教育
翻轉教室與協同學習活動在聽力課程之實踐
與成效

中國文化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陳毓敏 教師 副教授

20 教育
敘事教學運用於「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之教
學行動研究

東海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陳淑美 教師 副教授

21 教育
提升師資生素養教學能力：「教學與學習原
理」課程創新

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詹明峰 教師 副教授

22 教育 公投後性別向前行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
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魏慧美 教師 副教授

23 教育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對科學師資生科學
素養之影響

靜宜大學 教育研究所 范雅晴 教師 助理教授

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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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育
國際時事英文導讀: 結合虛擬角色扮演與文體
教學的學習成效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玟君 教師 副教授

25 教育
批判閱讀與寫作策略的學術言談力：建構大
學階段學術英文中的讀寫互文技巧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中心 林麗菊 教師 副教授

26
人文藝術及設

計
問題導向學習於中國語文類通識課程之實踐
與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涂艷秋 教師 教授 107年展延計畫

27
人文藝術及設

計
混成式教學搭配專家示範 對學生口譯員改善
筆記與口譯能力之教學成效

文藻外語大學 翻譯系 李姿瑩 教師 助理教授

28
人文藝術及設

計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國學導讀教學實踐與研究
計畫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

華語文教學系 邱詩雯 教師 助理教授
原申請學校為國立成功大學中

國文學系

29
人文藝術及設

計
透過設計的構造學研究: 應用新數位設計工具
於膠合板家具設計

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

設計系 林銘煌 教師 教授

30
人文藝術及設

計
成為「雲師」：高教（人文）磨課師經營模
式與精準教育的建立（一）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賴俊雄 教師 教授

31
人文藝術及設

計
從詩意轉為靈感啟發的基本設計課程訓練

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鄭月秀 教師 教授

32
人文藝術及設

計

適地性手持裝置分析性速寫互動教材之研發
與教學應用—適時適地數位輔助建築速寫之
自主學習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互動設計系 戴楠青 教師 副教授

33
人文藝術及設

計
擴增實境科技導入傳統家具木工科學生於家
具試作課程之創新教學場域與技術實作應用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工業設計系 李易叡 教師 助理教授

34
人文藝術及設

計
增進學生類比式創造力的教學實踐研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工業設計系 王鴻祥 教師 副教授

35
人文藝術及設

計
「碰」然心動：「當代舞蹈高階」之教學新
嘗試

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

舞蹈學系 林怡棻 教師 講師

36
人文藝術及設

計
口語傳達能力培養與精進--面對未來世界的
必要能力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

王本瑛 教師 副教授

37 商業及管理
「行為推力」能否提高課程參與度與學習成
效？應用「去偏策略」與「選擇設計」於教
學活動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翁培師 教師 副教授
原申請學校為國立東華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

38 商業及管理
一個都不能少--- 以精熟學習理論觀點，運用
線上學習平台與合作學習教學策略提升微積
分課程之學習成效

真理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惠文 教師 副教授

39 商業及管理
「導入數位互動的合作式教學法」在經濟學
教學成效之探究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陳昭君 教師 副教授

40 商業及管理
越過道德的邊境 - 經驗基礎下的企業倫理課
程設計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致遠 教師 助理教授

41 商業及管理 應用遊戲式行動學習於會計課程之行動研究
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
企業管理系 高孟君 教師 助理教授

42 商業及管理
翻轉教學與學習共同體在管理數學教學之應
用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工業管理系 黃怡詔 教師 副教授

43 商業及管理
「玩」會管理：桌遊創意教學於管理學課程
之實踐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王美玲 教師 副教授

44 商業及管理
探索以媒體直播橋接線上MOOCs課程與學習
者線下學習效果:以金融大數據課程為例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王貞淑 教師 教授

45 商業及管理
專案式合作學習與契約學習之教學成效: 吸引
數位原生世代的數位行銷課程設計

明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系 孫儷芳 教師 副教授

46 商業及管理 玩遊戲學經濟的教學相長效果分析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鄭保志 教師 副教授

47 社會(含法政)
山、海、人的記憶與連結—社會學視角的臺
東故事地圖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謝志龍 教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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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社會(含法政)
建置經濟學行動載具學習平台以及分析學生
使用情形與效果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郭祐誠 教師 教授

49 社會(含法政)
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反思刑法教學之行動
研究－翻轉教學於刑法課程之應用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陳志輝 教師 副教授

50 工程 工程數學課可以再更有趣一點嗎?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機械工程系 許華倚 教師 副教授

51 工程
學思達融入有效教學結構於分析化學課程學
習效益之行動研究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

系
王修璇 教師 副教授

52 工程
創客精神融入教學：以「智慧電子應用實
務」課程為例

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陳志遠 教師 助理教授

53 工程
PBL問題導向學習結合實務操作之組合語言教
學之行動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鄭煜輝 教師 教授 原申請職級為副教授

54 工程
運用即時反饋系統融入問題導向學習材料熱
力學的行動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田禮嘉 教師 教授

55 工程
「結」織「構」與「學」- 融入設計思考與模
型實作輔助之結構學教程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杜怡萱 教師 教授

56 工程
導入啟發式問題學習法以提升離散數學課程
的學習與教學成效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蘇淑茵 教師 教授

57 工程
以專題式導向學習為核心之教學實踐研究-以
電力工程領域專業課程為例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蘇恆毅 教師 副教授
原申請學校逢甲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

58 工程
主題式實踐暨即時回饋評量之材料力學教學
方法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黃仲偉 教師 教授

59 工程
創新微流體教具開發導入生物微機電課程對
跨領域學群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創造力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涂庭源 教師 助理教授

60 工程 應用同儕教學策略於電磁學課堂之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于欽平 教師 副教授

61 工程
以科學新聞融入課程提升科技大學化材系學
生生物化學學習動機與批判思考能力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陳樹人 教師 副教授

62 工程
提昇學生應用微系統製造製程設計分析能力
及職場競爭力

國立中興大學 精密工程研究所 林明澤 教師 教授

63 工程
翻轉教室教學設計實踐：以工專數位邏輯課
程為例

國立臺東專科學
校

電機工程科 韓端勇 教師 副教授

64 工程 精通基於開源API的通訊網路原型開發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
電子工程系 曾柏軒 教師 副教授

65 工程
線上即時回饋適性學習平台於程式設計課程
之創新教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

資訊管理系 姜琇森 教師 教授

66 工程
電資工程入門設計與實作教育的共創機制設
計與檢驗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張時中 教師 教授

67 數理
開發化學實驗課程單元：「吸收與放射光譜
儀的設計與組裝」

高雄醫學大學 香粧品學系 林雅凡 教師 副教授

68 數理
運用線上數位教材增進微積分學習之效益評
估

逢甲大學 微積分教學中心 張其棟 教師 副教授

69 數理 普通物理實驗創客教學之探究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學系 謝立宜 教師 助理教授

70 醫護
以自我調整學習及數位學習為導向之課程設
計對提升重症護理學學生的自我效能、學習
策略及學習成效之混合型研究

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 劉怡 教師 副教授

71 醫護 針刺手法技能臨床實務教學傳承與創新 中國醫藥大學 國際針灸碩士學位學程 孫茂峰 教師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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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醫護
應用3D列印標準化模型於根管治療臨床前訓
練

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

牙醫學系 李士元 教師 教授 原申請學校校名國立陽明大學

73 醫護
以實務為導向之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
群課程之教材精進、數位教材研發與校內外
教學實踐應用

美和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邱鈴真 教師 副教授

74 醫護
微時代微學習—微課在護理課程之運用：以
科技大學四技護理系基本護理課程為例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余怡珍 教師 副教授

75 醫護
POEC 教學策略融入探究式教學法應用於生
物學學習成效之探討

國立金門大學 護理學系 劉薏蓉 教師 副教授
原申請學校為耕莘健康管理專

科學校護理科

76 醫護
運用混成學習模式並融入團隊導向學習及遊
戲式學習於微生物及免疫學之教學實踐研究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王瑜琦 教師 助理教授

77 醫護 利用IRS系統讓同學上課不再當低頭族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陳韋陸 教師 助理教授

78 醫護 大學生心理健康識能通識教育精進計畫 國立臺灣大學 護理學系 吳佳儀 教師 副教授

79 生技農科

利用本土化「分段主題社會化」教學革新法
（Phaslized, Thematic, Socialized，PTS）
改善”分子植物病理學”課程教學並推動學
生參與台東地區友善農法的行動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 黃祥恩 教師 副教授

80 生技農科
以設計思考教學法提升「創新生技產業」跨
領域課程之學習成效

亞洲大學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

系
施養佳 教師 助理教授

81 生技農科
應用體驗式探究鷹架教學於森林資源解說牌
誌規劃與設計之研究

佛光大學 樂活產業學院 周鴻騰 教師 助理教授

82 民生
誰來關心偏鄉高齡者的休憩生活?”_運用休
憩生活軌跡地圖檢視偏鄉高齡者的休憩生活

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

休閒遊憩系 顏宏旭 教師 副教授

83 民生
探討導入體驗式學習之「遊程規劃與設計」
課程學生學習成效

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陳麗如 教師 副教授

84 民生
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結合專業知能與服務
學習以增進學習成效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馬雨沛 教師 助理教授

85 民生
｢餐飲安全管制｣應用行動導向教學實務學習
成效之研究

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

飲食文化暨餐飲創新研
究所

石名貴 教師 副教授

86 民生
Kolb學習風格結合問題導向教學引導學生適
才適性以提升多元競爭力

嘉南藥理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劉坤湘 教師 助理教授

87 民生
服務學習融入旅遊人才培育教學實踐研究--
以「歐洲藝術賞析與解說」課程為例

大葉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林亞娟 教師 助理教授

88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生態建築大改造─廢棄建築空間改造計畫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張珩 教師 教授

89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劇場的社會實踐：將真實納入劇場的另ㄧ種
可能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何怡璉 教師 助理教授

90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From Disability to Possibility- 大學生與心
智障礙者攜手共創夢想的舞台

國立臺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林珮如 教師 助理教授

91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大臺中食安深耕以全民監督食安為基礎—發
展餐飲業自主管理紮根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陶冠全 教師 助理教授

92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運用團隊合作模擬訓練提升護理學生之急救
實作力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李香君 教師 副教授

93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從社會實踐養成商業意識：品牌管理課程之
教學行動研究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顏炘怡 教師 助理教授

94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八斗優鱻好魚多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王彙喬 教師 助理教授

95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專案

USR導向之數位繪本創新教學實踐計畫：以
PBL結合接受美學暨奧福教學法推動大學生共
創部落文化薪傳

亞洲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 王晴慧 教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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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技術實作專案
高空長滯太陽能無人飛機教學之專案導向學
習計畫

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

飛機工程系 林中彥 教師 副教授

97 技術實作專案
將STEM教育理念與產業需求研究融入跨年級
同儕師徒制之教學實踐研究-應用於智慧機械
與自動化人才培育

國立虎尾科技大
學

自動化工程系 李政道 教師 副教授

98 技術實作專案
職能導向課程設計與貿易個案模擬之教學實
踐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郭怡君 教師 副教授

99 技術實作專案
複合媒材實作教學之教案開發—陶與竹的相
遇

國立臺東專科學
校

創意商品設計科 陳加峯 教師 助理教授

100 技術實作專案
跨域合作、學用合一：會談技巧課程「教」
與「學」的翻轉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
展學系

沈慶鴻 教師 教授

101 技術實作專案
探討應用高擬真模擬情境於護生獲得高級心
臟救命術(ACLS)知識及實作技術之學習成效
研究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林貴滿 教師 助理教授

102 技術實作專案 剪燙染創新教學實踐計畫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呂佩芸 教師 助理教授

103 技術實作專案
產業需求導向之數位控制電力電子課程教材
與教具開發

龍華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王順忠 教師 教授

104 技術實作專案
結合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與適性多元評量平台
於數位多媒體整合課程之創新教學研究

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

資訊管理系 林文彥 教師 助理教授

105 技術實作專案
以經驗學習輪為基礎建構培育5C能力之科技
大學資訊創新課程

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

資訊管理系 黃天麒 教師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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