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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1-1 8/24 11:15-12:30 158
漸進翻轉教室與同儕共學對工程數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評估

魏哲弘 教授 大同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工程1-2 8/24 11:15-12:30 158 數位深耕學教精進－以資工系工程數學為例 郭經華 教授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1-3 8/24 11:15-12:30 158
建立工程數學認知後進行雲端驗證與即時反饋的教學實踐
研究

黃啟光 副教授 中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4 8/24 11:15-12:30 158 培育學生創新實作能力及產業接軌課程計畫 曾憲中 教授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2-1 8/24 11:15-12:30 159
「智慧製造技術」課程之電腦圖像式導師系統之開發與成
效研究

李志鴻 副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研究所

工程2-2 8/24 11:15-12:30 159 CNC銑床進階加工 曹中丞 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2-3 8/24 11:15-12:30 159 協助教學輔具開發實踐與學習績效評估-以機動學教學為例 簡昭珩 副教授 大同大學 機械系

工程2-4 8/24 11:15-12:30 159 工程數學課可以再更有趣一點嗎? 許華倚 副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3-1 8/24 11:15-12:30 160
解決大規模線上課程之線下實作：擴增實境課件結合磨課
師之學習成效

黃能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曾建維

工程3-2 8/24 11:15-12:30 160
應用鷹架學習環境與學習數據分析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以計
算機網路為例

游國忠 教授 真理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3-3 8/24 11:15-12:30 160 採用同儕評量模式提昇App程式設計之學習成效 張志忠 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工程3-4 8/24 11:15-12:30 160
CDIO與專題導向式學習整合應用於電腦程式語言學習之研
究

黃振鴻 副教授 逢甲大學 航太與系統工程學系

工程4-1 8/24 11:15-12:30 162
不同分組方式進行專題導向學習在程式設計課程以提升運
算思維能力之實踐研究

周智倫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

工程4-2 8/24 11:15-12:30 162
課堂PBL合作式學習於個人化web學習環境之教學策略研究
與設計－以JAVA語言程式設計為例

李建緯 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工程4-3 8/24 11:15-12:30 162 以翻轉教室法課堂活動設計提升程式入門學習者學習成效 陳念波 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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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4-4 8/24 11:15-12:30 162 以鷹架理論和問題導向學習探討C++程式設計學習成效 楊健貴 教授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5-1 8/24 13:30-14:45 158
以應用問題及實作導向教學法提升「工程數學」的學習成
效

陳錡楓 教授 東海大學 電機系

工程5-2 8/24 13:30-14:45 158
工程數學教學改進計畫:從紙筆教法結合電腦工具到啟發應
用

許文東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工程5-3 8/24 13:30-14:45 158 開放式課程「工程數學」之應用個案探討 呂志宗 教授 中華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5-4 8/24 13:30-14:45 158 材料選擇的工藝實踐 葉樹開 副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材料系

工程5-5 8/24 13:30-14:45 158
建構本國生與外籍生合作學習模式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以基礎材料科學課程為例

林育立 教授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工程6-1 8/24 13:30-14:45 159
基於工業4.0之「智能化教學系統建構」研究與實踐−以
「矽晶圓晶粒分割系統」為例

陳順同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工程6-2 8/24 13:30-14:45 159 專題導向學習方法PBL應用於3D列印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 藍翔耀 副教授 中華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6-3 8/24 13:30-14:45 159
教材和教學方法對非資訊相關科系學生程式設計學習成效
的影響

邱奕契 教授 中華大學 機械系

工程6-4 8/24 13:30-14:4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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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澤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精密工程研究所

工程6-5 8/24 13:30-14:45 159
機械元件設計課程傳動元組件單元之DBL教案發展及其實
施後學生學習成效之評量

蔡習訓 副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7-1 8/24 13:30-14:45 160
以開源多媒體遊戲設計工具進行抽象程式設計課程教學改
善計畫

吳志宏 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7-2 8/24 13:30-14:45 160 行為導向教學法於企業資訊安全課程的教學實踐 練凱文 助理教授 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工程7-3 8/24 13:30-14:45 160
運用開源軟體電腦輔助軟體工程工具於加強軟體工程教育
之實證研究

黃慶育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7-4 8/24 13:30-14:45 160 電資工程入門設計與實作教育的共創機制設計與檢驗 張時中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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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7-5 8/24 13:30-14:45 160 區塊鏈智能合約實務課程設計 徐偉智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工程8-1 8/24 13:30-14:45 162
提問引導法與團隊導向學習融入翻轉教室課堂活動之研究
－以物件導向程式設計為例

王豐緒 教授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8-2 8/24 13:30-14:45 162 多元化程式設計教學研究計畫 戴文凱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王珮如

工程8-3 8/24 13:30-14:45 162
結合CPBL學習於非資訊相關科系學生在Arduino模組程式
設計之認知學習成效差異分析與評估-以程式設計概論課程
研究為例

陳永輝 副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工程系

工程8-4 8/24 13:30-14:45 162
運用ADRI教學模式結合成對編程與線上評測於程式設計課
程之行動研究

許育嘉 副教授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資訊與傳播學系

工程8-5 8/24 13:30-14:45 162 精通基於開源API的通訊網路原型開發 曾柏軒 副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9-1 8/24 15:00-16:15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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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禮嘉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工程9-2 8/24 15:00-16:15 158 PBL於跨領域課程「銀髮族生活輔具設計｣之教學實踐研究 江昭龍 教授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所)

工程9-3 8/24 15:00-16:15 158 主題式教學法之微型化精準醫療平台課程 陳品銓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9-4 8/24 15:00-16:15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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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庭源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工程9-5 8/24 15:00-16:15 158
融入CDIO的專題式學習於醫療器材設計控制之教學實踐研
究

劉益瑞 教授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工程10-1 8/24 15:00-16:15 159
STEM教育結合6E教學模式於機電整合實務課程之教學實
踐研究

陳金山 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10-2 8/24 15:00-16:15 159
以Thingiverse網頁模組圖為基礎強化學生三力之鏈結(機械
元件分析力、創作力、實作力)

楊政融 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工程10-3 8/24 15:00-16:15 159
以問題導向與混成學習為核心教學法應用於工具機與模治
具專題研究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陳狄成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工程10-4 8/24 15:00-16:15 159
運用自主學習平臺與學習成效預測方法以提升學生運算思
維技能

江傳文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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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10-5 8/24 15:00-16:15 159 目標趨動導向學習的人工智慧跨域課程創新設計 陳木松 教授 大葉大學 電機系

工程11-1 8/24 15:00-16:15 160
結合翻轉教室與相互教學法之教學策略於電力系統故障分
析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

陳正一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1-2 8/24 15:00-16:15 160 以問題及專題為導向之微處理機課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 何子儀 教授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1-3 8/24 15:00-16:15 160
高頻主動電路設計之理論與實務教學改進方法-以第五代無
線通訊系統為範例

王三輔 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11-4 8/24 15:00-16:15 160
結合分組合作學習與探究式教學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
習成效之行動研究

王朝興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1-5 8/24 15:00-16:15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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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恆毅 副教授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2-1 8/24 15:00-16:15 162 Python程式設計之雲端智慧型學習歷程分析器開發與實測 鄭伯壎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工程12-2 8/24 15:00-16:15 162 混搭數學與視覺繪圖進擊視窗程式設計 范揚興 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12-3 8/24 15:00-16:15 162 運用手機遊戲專題以提升學生於視窗程式設計課程之興趣 李明錡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12-4 8/24 15:00-16:15 162 應用PRIMM策略於網頁程式設計教學之研究 林錦財 助理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工程12-5 8/24 15:00-16:15 162 問題與專案導向式學習於動態可重組式晶片系統開發 黃駿賢 副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資訊工程系

工程13-1 8/24 16:25-17:40 158 應用設計思考流程於UbD在醫學影像處理之教學行動研究 陳耀添 助理教授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行動科技應用系

工程13-2 8/24 16:25-17:40 158 翻轉醫工專題 強化實作能力 蔡明慈 副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系

工程13-3 8/24 16:25-17:4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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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淑茵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系

工程13-4 8/24 16:25-17:40 158
專題導向學習及業師協同教學融入網頁系統開發課程教學
成效之探討

詹雯玲 助理教授 亞洲大學
生物資訊與醫學工程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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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14-1 8/24 16:25-17:40 159
引導系統工程學生從「會發問」到產生學習熱忱的行動研
究

黃育綸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4-2 8/24 16:25-17:40 159 行動裝置健康照護物聯網 陳永隆 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工程14-3 8/24 16:25-17:40 159
流程化問題本位式實作能力之提升與封裝-以嵌入式系統教
學為例

賴文彬 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 電機系

工程14-4 8/24 16:25-17:40 159
車載網路系統實務課程於混合引導式教學法之教學實踐研
究

楊介仙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車輛科技研究所

工程15-1 8/24 16:25-17:40 160 半導體元件製程技術實物實作 蔡宗惠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工程15-2 8/24 16:25-17:40 160 融合不同的教學法於半導體課程 林育賢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工程15-3 8/24 16:25-17:40 160 高教工程學生主動學習意願與能力之分析與精進 謝東佑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5-4 8/24 16:25-17:40 160
應用專題式學習融入跨領域課程之研究-以人機互動課程為
例

林維真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

所

工程16-1 8/24 16:25-17:40 162 利用鷹架理論改善演算法教學與提升學習成效 鄭淑真 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工程16-2 8/24 16:25-17:40 162
應用翻轉教室與互動式數位學習平台對資料科學課程學習
成效之影響

曾意儒 副教授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工程16-3 8/24 16:25-17:40 162 翻轉教室於大學巨量資料分析課程之實現與初探 林真伊 副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工程16-4 8/24 16:25-17:40 162 防災教育大數據之研析 王承德 教授 國立聯合大學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工程17-1 8/25 10:15-11:45 158
化工與材料工程實習課程引入工業4.0大數據應用之行動教
學

許秀菱 副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工程17-2 8/25 10:15-11:45 158 以問題導向學習精進跨領域課程教學-以生技製藥工程為例 王鐘毅 副教授 大同大學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

系

工程17-3 8/25 10:15-11:45 158
設計即時反饋系統應用於工程教育並探討學習成效之個案
研究-以化學工程學門課程為例

李元堯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108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8/24-25工程學門 發表議程 舉辦地點：國立交通大學 科學三館

第 6 頁，共 11 頁

編碼 日期 發表時段 教室 計畫名稱 主持人名稱 職稱 學校 單位 代理人

工程17-4 8/25 10:15-11:45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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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樹人 副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系

工程17-5 8/25 10:15-11:45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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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修璇 副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

學系

工程17-6 8/25 10:15-11:45 158 以跨領域合作提升工作研究實習成效之教學實踐 陳一郎 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程18-1 8/25 10:15-11:45 159
化繁為簡：運用Arduino 互動模組於建構健康診斷系統即
時實作

林子剛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18-2 8/25 10:15-11:45 159
發展英語授課及跨工程領域之深度學習應用課程模式與評
估

周建成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土木系防災與資訊應

用組

工程18-3 8/25 10:15-11:45 159 創意遙控混凝土船設計融入營建工程總整課程之實踐研究 李明君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工程18-4 8/25 10:15-11:45 159 互動教學模式在營建管理課程之創新應用 王珮茹 助理教授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工程18-5 8/25 10:15-11:45 159 主題式實踐暨即時回饋評量之材料力學教學方法 黃仲偉 教授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18-6 8/25 10:15-11:45 159 結構學與工程力學課程之創新與評量 彭生富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工程19-1 8/25 10:15-11:45 160 以團隊方式開發一光機電產品為導向之教學實驗研究 李企桓 副教授 逢甲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19-2 8/25 10:15-11:45 160 自然光照明系統在校園照明場域的建置與實踐 黃忠偉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陳怡永

工程19-3 8/25 10:15-11:45 160
啟發式議題引導教學與競賽式策略：培育國內太陽光電綠
能人才

洪玉城 副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19-4 8/25 10:15-11:45 160 結合TRIZ全域概念訓練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陳怡永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色彩與照明科技研究

所

工程19-5 8/25 10:15-11:45 160 鷹架理論應用於光電工程與實習教學之研究 白世南 副教授 建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暨研究所

工程19-6 8/25 10:15-11:45 160 基於專題式學習的光纖傳輸實務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楊淳良 副教授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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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20-1 8/25 10:15-11:45 162 實驗電學與無線感測專題：從漸進設計到翻轉教學 張國維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工程學系

工程20-2 8/25 10:15-11:45 162 概念圖導向之合作學習應用於電子學課程歷程與成效探討 張培華 講師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0-3 8/25 10:15-11:45 162 微控制器應用實務課程之精進教學 陳世芳 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0-4 8/25 10:15-11:45 162 微電腦介面技術翻轉教學策略實踐研究 楊榮林 副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0-5 8/25 10:15-11:45 162 特殊工作環境智慧型機器人工程輔具教學與技術實踐 張法憲 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0-6 8/25 10:15-11:45 162
結合網路資源以軟硬體協同實作為導向之微處理機系統教
學實踐之研究

蔡文宗 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工程21-1 8/25 12:45-14:15 158 參與式設計於人因工程課程之導入與學習成效評估 許耀文 副教授 大華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工程21-2 8/25 12:45-14:15 158
情境教學法應用於工程專案管理課程的設計、建置與成效
評估

劉寅春 教授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21-3 8/25 12:45-14:15 158 產品設計開發之課程實務訓練與科研成果之整合研究 劉天倫 副教授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系

工程21-4 8/25 12:45-14:15 158
學生學習學習風格與學習成效於PBL課堂之研究-以生產計
劃與管制課程為例

楊康宏 副教授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工程21-5 8/25 12:45-14:15 158
提升學習動機與解決實務問題能力於實用課程之研究-以交
通工程課程為例

張建彥 副教授 中華大學
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

學系

工程21-6 8/25 12:45-14:15 158
「學生特質導向之非講授式課程」對建構學生核心能力之
影響：以UCAN及賴氏人格為例

連興隆 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工程22-1 8/25 12:45-14:15 159
未來思考於土木概念設計課程之實踐與研究-以淡江大學土
木工程為例

蔡明修 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22-2 8/25 12:45-14:15 159 職能融入土木專題實作總整課程–以交通工程師為例 林耘竹 副教授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22-3 8/25 12:45-14:15 159 結構耐震模型設計與實作 劉光晏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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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22-4 8/25 12:45-14:15 159
「結」織「構」與「學」- 融入設計思考與模型實作輔助之
結構學教程

杜怡萱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

工程22-5 8/25 12:45-14:15 159
以利害關係者之角色扮演進行防洪排水工程設計之教學與
評估

張駿暉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工程23-1 8/25 12:45-14:15 160
「UbD逆向課程設計」為基礎之「BOPPPS有效教學模
組」應用於 「訊號處理實驗」之行動研究

錢膺仁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電機系

工程23-2 8/25 12:45-14:15 160
互動步階式資通訊程式設計實習課程的教學設計-以通訊系
統設計實習為例

郝敏忠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工程23-3 8/25 12:45-14:15 160
使用MATLAB/Simulink與RTL-SDR平台提升通信系統學習
成效之研究

易志孝 副教授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23-4 8/25 12:45-14:15 160
以CDIO搭配PBL提升電聲技術學習成效之創新教學研究-客
製化入耳式耳機

劉育成 副教授 逢甲大學
精密系統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

工程23-5 8/25 12:45-14:15 160
以合作學習及即時互動學生學習系統增進數位邏輯實習學
習成效

黃樹林 副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3-6 8/25 12:45-14:15 160
新課綱下的科技領域課程生活科技科目之創新教學自造者
的實現＿以「生活科技概論」電與控制應用為範疇

陳永平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系

工程24-1 8/25 12:45-14:15 162
使用混和創造學習的方法提升學生的創造性思考及解決問
題能力的教學實踐研究-以物聯網課程為例

鄭佳炘 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工程24-2 8/25 12:45-14:15 162
基於物聯網技術的智慧家庭能源管理系統與應用之PBL課程
教材發展和實踐計畫

胡誌麟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工程24-3 8/25 12:45-14:15 162 專題導向學習應用在遊戲程式設計課程之研究 涂世俊 助理教授 實踐大學 資訊模擬與設計系

工程24-4 8/25 12:45-14:15 162
探討實作人工智慧遊戲系統以改善科大學生之學習成效-以
電子專業課程為例

黃信雄 副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工程24-5 8/25 12:45-14:15 162 應用混合螺旋專案學習模型於人工智慧簡介課程教學 葉瑞峰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25-1 8/25 14:30-15:45 158
以創新教學為導向改善學生對專利應有正確知識與觀念之
行動研究

賴文正 助理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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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25-2 8/25 14:30-15:45 158
擴增實境導覽技術應用於跨領域「創意產業專題」課程之
研究

羅榮華 副教授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

工程25-3 8/25 14:30-15:45 158 使用影片互動系統改善翻轉教室課前學習 李良一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

程

工程25-4 8/25 14:30-15:45 158 運用直觀教學與合作擬題增進機率與統計課程的學習成效 方俊才 副教授 銘傳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工程25-5 8/25 14:30-15:45 158 結合逆向學習與專題導向教學法之研究 林佳漢 助理教授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工程26-1 8/25 14:30-15:45 159 DIY綠屋頂及可食地景實作專題學習式服務學習教學設計 高正忠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工程26-2 8/25 14:30-15:45 159 空氣綠淨機的環境科學教育實踐研究計畫 呂晃志 副教授 逢甲大學
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

位學程

工程26-3 8/25 14:30-15:45 159
差異化教學、即時回饋系統與跨領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以「環境與生命」課程為例

張福林 副教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工程26-4 8/25 14:30-15:45 159
探索式教學法結合PBL於空氣污染與防護主題課程之教學實
踐

李丙生 副教授 中州科技大學 景觀系

工程26-5 8/25 14:30-15:45 159
解構複雜問題/再組合於提升環工單元操作設計問題的教與
學成效

蘇弘毅 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

工程27-1 8/25 14:30-15:45 160
學習特有的雲端測試系統來取得積體電路測試產業職場早
鳥票

陳啟文 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7-2 8/25 14:30-15:45 160 建構自動駕駛模型車導入工程學院課程教材教具之研究 李振興 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工程27-3 8/25 14:30-15:45 160 「pn接面二極體基礎觀念」課程教材編撰與教學實踐 王水進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系微電子所

工程27-4 8/25 14:30-15:45 160
跨領域體驗與議題導向模式學習之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以跨院體驗微學分課程為例

吳建宏 副教授 中華大學 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

工程27-5 8/25 14:30-15:45 160
翻轉學習3.0結合PBL學習法應用於智慧型機器人實作教學
之成效探究

王榮爵 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工程28-1 8/25 14:30-15:45 162 創客精神融入教學：以「智慧電子應用實務」課程為例 陳志遠 助理教授 南亞技術學院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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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28-2 8/25 14:30-15:45 162 線上即時回饋適性學習平台於程式設計課程之創新教學 姜琇森 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工程28-3 8/25 14:30-15:45 162 產業實務資料結構與演算法之跨領域創新教學實踐研究 蔡智孝 副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工程28-4 8/25 14:30-15:45 162 跨域創新實踐之控制系統程式語言設計 黃中信 助理教授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系

工程28-5 8/25 14:30-15:45 162
翻轉吧！密碼學教室：提升在職專班學生學習密碼學成效
之研究

陳昱圻 助理教授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29-1 8/25 16:00-17:00 158 積木程式對非資訊類大專生程式設計學習成效評估 白瑞強 講師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行動科技應用系

工程29-2 8/25 16:00-17:00 158 即時反饋對學習積木式程式設計邏輯反思能力提升之研究 白瑞強 講師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行動科技應用系

工程29-3 8/25 16:00-17:0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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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煜輝 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工程29-4 8/25 16:00-17:00 158 透過英語句型學習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教學法之實踐研究 楊雄斌 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

系

工程30-1 8/25 16:00-17:00 159 跟環境學習 - 工程領域學生的場域導向學習 陸曉筠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工程30-2 8/25 16:00-17:00 159 運用問題導向學習引導學生學習能源科技原理之研究 周宏隆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用科技研究所

工程30-3 8/25 16:00-17:00 159
環境規劃與管理的系統思維與實踐： 問題導向式課程設計
與翻轉教學

陳鶴文 教授 東海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系

工程30-4 8/25 16:00-17:00 159 環境管理系統整合課程之跨域協作與問題導向學習研究 袁明豪 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工程31-1 8/25 16:00-17:00 160 翻轉教室教學設計實踐：以工專數位邏輯課程為例 韓端勇 副教授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電機工程科

工程31-2 8/25 16:00-17:00 160
運用電力專業課程推動社區節能教育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以電機系專業課程為基礎）

李俊耀 副教授 中原大學 電機系

工程31-3 8/25 16:00-17:00 160
應用心智圖法以及課堂簡要摘記頁以增強「電磁學」的學
生學習績效

李慶烈 教授 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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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31-4 8/25 16:00-17:00 160 應用同儕教學策略於電磁學課堂之研究 于欽平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工程32-1 8/25 16:00-17:00 162
透過協同合作開發程式專案提升大學生程式語言課程之學
習成效

蕭子健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32-2 8/25 16:00-17:00 162
專案式問題導向學習在感測訊號處理課程教學行動研究之
加強學生持續性學習動力的探討

翁啟明 助理教授 景文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系

工程32-3 8/25 16:00-17:00 162
結合正向回饋與反思學習提升原文學習電腦網路課程成效
之實踐研究

吳俊興 副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工程32-4 8/25 16:00-17:00 162
以架構設計為中心的數位積體電路設計之專案導向學習研
究

卿文龍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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