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02學期 通過創新課程及師生社群計畫列表

學院 創新課程類別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外語學院 自主學習 英文系 袁韻璧 語言學概論(二)
外語學院 自主學習 法文研究所 黃孟蘭 進階逐步口譯
外語學院 自主學習 法國語文學系 黃孟蘭 中法口譯
外語學院 自主學習 英文系 徐慧蓮 大一英文
外語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英文系 羅振豪 商業英語與翻譯
外語學院 程式設計融入 日文系 馮寶珠 大一日語聽講實習
外語學院 程式設計融入 英文系 張瓈文 翻譯研究

民生學院 健康促進 營養系 駱菲莉
(師生團隊)微量營養素實
驗室

民生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兒童與家庭學系 陳若琳 家庭壓力處理研究
民生學院 程式設計融入 餐旅系 江莞兒 餐旅資訊管理
全人中心 健康促進 全人中心 劉錦萍 心理學與助人技巧
全人中心 健康促進 全人中心 劉錦萍 情緒管理

全人中心 程式設計融入 全人中心 劉富容
電腦應用-商業資料庫管
理

全人中心 程式設計融入 全人中心 李基永
APP專案實作-以APP
Inventor2為工具

全人中心 程式設計融入 全人中心 余立棠 外國語文(初級英文)
全人中心 跨域協作 全人中心/兒家一 謝嘉文 國文
全人中心 跨域協作 全人中心/廣告二 簡秀雯 人生哲學
社科院 自主學習 宗教學系 張名揚 世界基督宗教史
社科院 自主學習 社會工作學系 林珍珍 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
社科院 程式設計融入 經濟系 陳秀淋 統計學
社科院 程式設計融入 經濟系 邱惠玉 統計學

社科院 程式設計融入 宗教系 張名揚 數位文本分析與數位人文

教育學院 程式設計融入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
士學位學程

陳慧玲
網際網路概論與網頁設
計-英

理工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資訊工程學系(碩) 林振緯 計算機容錯

進修部 自主學習
進修-藝術與文化創意
學士學位學程

陳恬儀
周文鵬 詩詞美學與產業應用

進修部 程式設計融入 進修英文系 樂麗琪 英語語言學概論
進修部 程式設計融入 進修全人 劉富容 電腦應用
傳播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新聞傳播學系 賴盈如 資訊視覺化
管理學院 自主學習 金融與國企(碩) 蔡偉澎 企業分析與評價
管理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蔡偉澎 企業個案分析與評價
管理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林芷安 專題研究(二)
織品學院 自主學習 織品服裝學系 楊偉顥 品牌行銷
織品學院 自主學習 織品服裝學系 古德興 商業軟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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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創新課程類別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織品學院 自主學習 博物館學研究所 林玟伶 博物館行銷
織品學院 自主學習 織品服裝學系 李玉蓮 服裝設計(二) A
織品學院 自主學習 織品服裝學系 李玉蓮 服裝設計(二) B
織品學院 健康促進 博物館學研究所 林玟伶 博物館與文化政策

織品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織品服裝學系 古德興
創新創業-織品服裝新素
材

織品學院 跨域協作 博物館研一 王廷宇 博物館教育

織品學院 跨域協作 織品設計二 施善贏 時尚媒體編輯與設計實務

醫學院 自主學習 護理學系 傅秀雲 災難照護
醫學院 健康促進 老人學學分學程 蕭伃伶 銀髮族活動設計

醫學院 健康促進 護理系 蕭伃伶
(師生團隊)健康促進高齡
友善

醫學院 產學成果導向 職能治療學系 劉倩秀 輔具實務

學院 師生社群 系所 教師 課程名稱
文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中文系 夏春梅 AI跨領域課程設計社群
外語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英文系 袁韻璧 景觀英文創新社群

外語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英文系 魏亦淳 全英語授課教學精進社群

全人中心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全人 謝嘉文
大學中文：理工學院報告
撰寫社群

理工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資工系 許見章
微積分分級教學模式深化
社群

理工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資工系 許見章 智慧醫院APP

管理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金企系 高銘淞 金融與人工智慧討論社群

管理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企管系 曾祥景
企業管理教育整合與創新
實踐社群

醫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呼治系 楊式興
呼吸治療技術課程教學創
新社群

醫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公衛系 陳宗泰 醫療使用者經驗研討社群

醫學院 教學創新師生社群 護理系 張嘉娟 內外科實證護理教學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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