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學習方法與技巧  黃毓超 老師10:10 10:20-

會計資訊系統研討   張益誠 老師10:20 10:30-

團體諮商  陳淑瓊 老師10:30 10:40- 

健康行為科學  尚憶薇 老師10:40 10:50-

性別教育AC 周雅淳  老師10:50 11:00-

綠色旅遊—東臺灣單車踏察
張嘉珍  老師

張瓊文  老師
11:00 11:10-

進階數位設計 莊沁融  老師11:10 11:20- 

應用軟體與資料分析實務 江志卿  老師11:20 11:30-

展覽策劃與實務 陳怡方  老師11:30 11:40-

博物館理論與實務 李招瑩  老師11:40 11:50-

賦歸 11:50 12:00-

三創教學課程
期末成果發表會

圓桌分組討論

109-1

場次A
日期 :110年01月15日 (五)

時間 : 10:00-12:00 

地點 :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長官致詞

報到

10:00 10:10-

09:50 10:00-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B

三創教學課程
期末成果發表會

圓桌分組討論

109-1

場次B
日期 :110年01月15日 (五)

時間 : 10:00-12:00 

地點 :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瑜珈提斯  陳怡靜 老師10:10 10:20-

觀光規劃概論   遲恒昌 老師10:20 10:30-

平面設計  黃琡雅 老師10:30 10:40- 

廣播企劃與製作  林俊偉 老師10:40 10:50-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欒錦榮  老師10:50 11:00-

系統分析與設計 林兆宇  老師 11:00 11:10-

自閉症 王淑惠  老師11:10 11:20- 

運用5G無線網路之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跨領域應用專題實作課程

 羅凱  老師

廖慶華 老師

陳震宇 老師

11:20 11:30-

新產品開發、創新與技術策略 洪新民  老師11:30 11:40-

社會研究法（一） 呂傑華  老師11:40 11:50-

賦歸 11:50 12:00-

長官致詞

報到

10:00 10:10-

09:50 10:00-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C

三創教學課程
期末成果發表會

圓桌分組討論

109-1

場次C
日期 :110年01月15日 (五)

時間 : 10:00-12:00 

地點 :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專題研究設計（一）AA、AB
 余慧君 老師

郭令權 老師
10:10 10:20-

文創市場開發   郭令權 老師10:20 10:30-

婚姻與家庭  王沂釗 老師10:30 10:40- 

數位科技與地方創生  
趙涵捷、陳偉銘 老師

葉國暉、林俞君 老師
10:40 10:50-

服務業管理 陳怡廷  老師10:50 11:00-

運動裁判法 徐偉庭  老師 11:00 11:10-

會計實務 謝佩蓁  老師11:10 11:20- 

社會變遷&社會工作概論 陳素梅 老師11:20 11:30-

詞彙構詞與教學 湯愛玉  老師11:30 11:40-

田野調查 張瓊文  老師11:40 11:50-

賦歸 11:50 12:00-

長官致詞

報到

10:00 10:10-

09:50 10:00-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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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教學課程
期末成果發表會

圓桌分組討論

109-1

文化觀光  張淑華 老師10:10 10:20-

教保專業倫理   張明麗 老師10:20 10:30-

聲樂教學法  林斐文 老師10:40 10:50-

在地療癒
劉効樺  老師

蔣世光  老師
10:50 11:00-

心理學研究法 劉効樺  老師11:00 11:10-

人力資源管理 張國義  老師11:10 11:20- 

藝術與設計專案研究(二) 
廖慶華、田名璋  老師

黃琡雅、韓毓琦  老師
11:30 11:40-

性別教育研究 張德勝  老師11:40 11:50-

賦歸11:50 12:00-

長官致詞

報到

10:00 10:10-

09:50 10:00-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場次D
日期 :110年01月15日 (五)

時間 : 10:00-12:00 

地點 : 行政大樓 301簡報室

跨界與歸零（二） 陳淑娟  老師

黃雅鴻 老師
10:30 10:40-

原住民語言分析 李佩容  老師11:2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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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教學課程
期末成果發表會

圓桌分組討論

109-1

場次E
日期 :110年01月15日 (五)

時間 : 10:00-12:00 

地點 : 行政大樓 303會議室

長官致詞

報到

人生管理
許芳銘、劉英和 老師

葉國暉 老師10:10 10:20-

10:00 10:10-

09:50 10:00-

高等心理病理學特論：分類與診斷(II) 翁士恆 老師10:20 10:30-

企業資源規劃功能模組 侯佳利 老師10:30 10:40-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楊悠娟 老師10:40 10:50-

楊悠娟 老師環境化學10:50 11:00-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法律 張鑫隆  老師11:10 11:20- 

教育社會學 11:30 11:40- 林意雪  老師

幼兒園教學實習 
陳慧華  老師

蔡佳燕  老師
11:40 11:50-

賦歸11:50 12:00-

行政大樓

3樓穿堂

鄉村規劃 蔡建福  老師11:00 11:10-

科技金融產業分析  侯介澤 老師11:20 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