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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總覽 
8 月份研習活動 

2017/08/23	(三)	09：00‐16：00	

「資料視覺化呈現‐Tableau 進階實作教學(二)」；主講人：昊

青股份有限公司；地點：N201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校務研

究辦公室。	

106/08/28	(一)	13：30‐15：30		

「Tronclass 教育平台教育訓練(初階)」；主講人：台灣智園

有限公司	 孫宇柔營運規劃師；地點：N401 電腦教室；主辦單

位：圖書暨資訊處行政一組。	

9 月份研習活動 

2017/09/13	(三)	09：00‐17：00	

「How	to	Work	Magic	on	Your	Dull	Class	Presentations」；

主講人：GIDEA	GROUP‐David	Pan；地點：K305 教室；主辦

單位：ETP(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	

2017/09/15	(五)	09：00‐12：30	

「設計思考教學分享」；主講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

研所	郭佳瑋副教授；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管

理學院。	

2017/09/15	(五)	13：30‐17：30		

「學習評量與境外創業」；主講人：陳朝斌老師、黃耀賢老

師、鍾建屏老師、謝依婷老師、古裕彥老師、陳慧玲老師；	地

點：L棟 2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	管理學院。	

2017/09/26	(二)	10：00‐12：00		

「網路學園教育訓練研習會」；主講人：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蕭勝文總監；地點：N201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圖書資訊

處行政一組。	

2017/09/28	(四)	09：00‐12：00		

「Tronclass 教學平台(雲端智慧校園)」增能工作坊；主講

人：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孫林宏證研究暨營運經理；地點：

N401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圖書資訊處行政一組。	

2017/09/28	(四)	11：30‐14：00		

「106‐1 教學助理期初大會」‐教學獎助生與種籽型教學助理；

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

心。	

2017/09/28	(四)	15：10‐17：00		

「106‐1 學期靜宜大學跨校視訊國際化教育系列講座」貼心服

務，從心開始；主講人：空中老爺‐美籍航空資深座艙長；地

點：NB206 教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09/29	(五)	13：30‐17：30		

「課程學程化」；主講人：佛光大學	林文瑛教務長；	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	管理學院。	

 

 

10 月份研習活動 

2017/10/02	(一)	11：30‐13：00		

「106‐1 教師社群暨學生社群核銷說明會暨社群意見交流」；

地點：NB206 教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10/02	(一)	15：00‐17：00	

「自信口語表達」；主講人：小大人表達學院教育長	林依柔；

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

心。	

2017/10/06	(五)	10：00‐12：00	

「大數據和數據科學‐數據主導的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主講人：加州州立大學富樂屯分校	陳君怡博士；地點：團體欣

賞室；主辦單位：博雅學部。	

2017/10/13	(五)	15：00‐17：00		

「人際關係與表達‐從思維知彼解此」；主講人：陳彥蓉講師；

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

心。	

2017/10/16	(一)	11：30‐13：00		

「教學創新獎勵辦法說明會暨對談講座」；地點：博雅講堂；

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10/18	(三)	09：00‐10：30		

「緬甸漫談」；主講人：緬甸駐台代表	 鄧倫武先生；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秘書室。	

2017/10/20	(五)	09：00‐12：30	

「Tronclass 教學平台(雲端智慧校園)增能工作坊」；主講

人：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孫林宏證研究暨營運經理；地點：

N201電腦教室；主辦單位：圖書暨資訊處行政一組。	

2017/10/20	(五)	13：00‐16：00		

「Excel 教學圖表繪製」；	 地點：N201 電腦教室；主辦單

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10/24	(二)	15：00‐17：00	

「全腦式快速學習法」；主講人：大腦領航家文教有限公司	林

詩筑；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主辦單位：教學發展一中

心。	

2017/10/24	(二)	12：00‐15：00	

「長照 2.0 介紹與社工系老人微學程課程規劃討論」；主講

人：台北市中山老人服務中心	李梅英主任；地點：民生講堂；

主辦單位：社工學系。	

2017/10/27	(五)	09：00‐12：00		

「數位製作 SO	EASY	–	輕鬆易學 EVERCAM」；主講人：陳膺

尹講師；地點：L408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

一中心。	

2017/10/27	(五)	13：30‐16：30	

「數位學習無所不在	 ‐	建立專屬影音頻道	 ‐	你不可不知的同步

視訊教學系統技巧」；主講人：陳膺尹講師；地點：N201 電

腦教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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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7		(五)	19：30	‐22：00	

「實踐大學交響樂團與管樂團聯合音樂會」；主講人：歐陽慧

剛教務長、林昀宏老師；主辦單位：音樂學系。	

2017/10/31	(二)	11：30‐14：30		

「106‐1 教師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主講人：鄭惠美老師、

黃炳秀老師、黃美金老師、李孟晃老師、張邦茹老師、莊維貞

老師；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11 月份研習活動 

2017/11/01	(一)	10：00‐12：00		

「中原大學 106‐1 學期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	 ‐	數位學習得現

況與未來發展講座」；主講人：交通大學 Ewant 中心主任李威

儀教授；地點：L407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

一中心。	

2017/11/03	(五)	10：00‐12：00		

「把握『軟體定義萬物』初露曙光的契機」；主講人：

AgilePoint 執行長	 夏鵬飛博士；地點：團體欣賞室；主辦單

位：博雅學部。	

2017/11/03	(五)	13:00‐17:20	

「Made	 in	 Future─從大數據到我數據論壇」；主講人：新世

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陳冲、異康公司董事長楊建綱、異康公司

資深顧問楊應超、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駱武

昌；地點：NB 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管理學院。	

2017/11/06	(一)	09：00‐12：30		

「Tronclass 教學平台(雲端智慧校園)增能工作坊」；主講

人：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孫林宏證研究暨營運經理；地點：

N401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圖書資訊處行政一組。	

2017/11/08	(三)	13：10‐15：00	

「107 學年度教育部助補「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

會」；主講人：陳虹伶主任；地點：博雅講堂；主辦單位：教

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11/09	(四)	13：10‐15：00	

「2017 中國文化大學遠距線上講座	‐	創造未來的教室」；主講

人：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王秀槐教授；地點：NB206 教

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11/10	(五)	12：00‐14：00	

「此時無聲勝有聲：談跨文化溝通與翻譯」；主講人：國立台

北商業大學	林怡安老師；地點：博雅講堂；主辦單位：博雅學

部。	

2017/11/20	(一)	11：00‐13：00	

「社群大數據創新應用與風險事件掌握」；主講人：意藍資訊

公司	吳于艷；地點：H 棟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管理學院。

2017/11/21	(二)	12：00‐14：00	

「認知革命與知識升級」；主講人：張火木	副教授；地點：博

雅講堂；主辦單位：博雅學部。	

2017/11/22	(三)	09：00‐12：30		

「Tronclass 教學平台(雲端智慧校園)增能工作坊」；主講

人：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孫林宏證研究暨營運經理；地點：

N301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圖書資訊處行政一組。	

2017/11/27	(四)	09：30‐11：30	

「輕鬆錄製 SO	 EASY，用手機寫日誌！」；主講人：慈濟志工

連建鑫先生；地點：L408 電腦教室；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

發展一中心。	

12 月份研習活動 

2017/12/01	(五)	10：00‐12：00	

「連結台灣系列演講」；主講人：AilePoint	 夏鵬飛博士；地

點：團體欣賞室；主辦單位：博雅學部。	

2017/12/01	(五)	13：00‐17：30	

「管理學院課程學程化公聽會」；地點：L 棟 2 樓大會議室；

主辦單位：管理學院。	

2017/12/08(五)	09：00‐12：00	

「2017 年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上午場」；主講人：建

築與工業設計師 Masayuki	 Kurokawa(黑川雅之 )、荷蘭

OddOne 公司創意總監 KERRY	 MURPHY 及荷蘭 ECCO 全球創

意總監 Liam	 Maher；地點：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設計學

院。	

2017/12/08(五)	13：30‐15：30	

「2017 年國際設計學術與創作研討會‐下午場」；地點：B2

教室；主辦單位：設計學院。	

2017/12/14	(二)	15：10‐17：00		

「106‐1 學期靜宜大學跨校視訊國際化教育系列講座」從平凡

中看見不凡，從艱困中發掘希望；主講人：小鎮文創公司/天

空的院子負責人	何培鈞；	地點：NB206 教室；主辦單位：	教

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2017/12/22	(五)	19：30‐21：30	

「實踐大學交響樂團音樂會」；主講人：歐陽慧剛	教務長；地

點：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音樂學系。	

1 月份研習活動 

2017/01/02	(二)	11：00‐17：10	

「民生學院教學品質研討會‐與社區結合的課程實作」；主講

人：實踐大學劉曉春老師、臺灣大學陳怡伃老師、臺灣師範大

學蔡佳芬老師、好食機農食整合負責人謝昇佑老師；地點：民

生講堂；主辦單位：民生學院。 

2018/01/09	(二)	13：10‐17：00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工作坊」；主講人：陳虹伶主任；地點：

博雅講堂；主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