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工程學科以英文授課之教學策略及有效性研究 
謝尚賢教授 

康仕仲助理教授 
土木系 

一年 

(2006/09/01-2007/08/31) 

研究生助教教學品質評估與提升方案 林克忠副教授 職能治療系 
一年 

(2006/09/01-2007/8/31) 

提升問題導向物理治療課程之教學品質 曹昭懿副教授 物理治療系 
一年 

(2006/09/01-2007/08/31) 

德語視聽教學網頁的輔助教學 林倩君助理教授 外文系 
一年 

(2006/09/01-2007/08/31) 

統計課程提升教學品質規劃計畫 劉仁沛教授 農藝系 
半年 

(2006/10/01-2007/03/31) 

 

96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人體深層肌肉組織之立體結構－ 

使用數位影像分析軟體建立教學及學習平台 
王淑芬副教授 物理治療系 

半年 

(2007/07/01-2007/12/31) 

新科技對傳統課程教學的影響 楊馥菱助理教授 機械系 
半年 

(2007/12/01-2008/05/31) 

實驗導向經濟學原理教學初探－個體經濟學部份 王道一助理教授 經濟系 
半年 

(2007/10/01-2008/03/31) 

普通生物學/動物學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韓玉山助理教授 漁科所 
一年 

(2007/08/01-2008/07/31) 

以小組方式提昇教學成效與英文討論能力 曾雪峰助理教授 光電所 
一年 

(2007/09/01-2008/08/31) 

以 wiki 促進通識課程大班教學之教學改進研究計畫 張玨副教授 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半年 

(2008/01/01-2008/06/30) 



96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脊椎動物學實驗的課程深化之研究 
于宏燦教授 

林雨德助理教授 
生命科學院 

半年 

(2008/02/01-2008/07/31) 

學習網路與同儕評鑑 (Learning Network and Peer Evaluation) 袁國芝助理教授 經濟學系 
七個月 

(2008/02/01-2008/08/31) 

The help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鮑曉鷗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 

半年 

(2008/02/01-2008/07/31) 

利用問題導向學習法於工程動態影像模擬之教學 康仕仲助理教授 土木系 
一年 

(2008/05/01-2009/04/30) 

探索以學習為重心及網路本位的教學創新和反思教師的轉化-

跨校混程式遠距課程『動作控制與動作學習導論』設計與實驗 
胡名霞副教授 物理治療學系 

一年 

(2008/07/01-2009/6/030) 

 

97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探討利用電子化輔助教學器材應用於大學部高年級專業實驗

課程之預習準備過程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李佳翰助理教授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

系 

一年 

(2008/09/15-2009/09/14) 

 

97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光學：看的到的科學-以光學系統實作專案提升教學成效 朱士維助理教授 物理系 
半年 

(2009/03/01-2009/08/31) 

以「問題導向」及「專業寫作」融入在微處理機教學 盧彥文助理教授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半年 

(2009/02/17-2009/08/16) 

 

98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統計焦慮與學習成效：社會工作研究所高級社會統計課程改進

計畫 
陳毓文副教授 社會工作學系 

半年 

(2009/09/01-2010/02/28) 



軌道自動化技術實作(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課程深化) 
康仕仲助理教授 

賴勇成助理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一年 

(2009/11/01-2010/10/31) 

混成式數位學習於工程通識課程教學成效之研究 (Explor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apply blend e-learning approach in a 

gener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urse.) 

沈弘俊教授 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 
半年 

(2009/11/16-2010/05/16) 

 

98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改善學生譯文可讀性研究 蔡毓芬講師 外國語文學系 
半年 

(2010/02/22-2010/08/22) 

民生化學與永續發展通識課程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佘瑞琳講師 

劉廣定教授 
化學系 

半年 

(2010/04/12-2010/10/12) 

社區藥局實習課程之教學改進 何蘊芳助理教授 藥學系/臨床藥學研究所 
一年 

(2010/06/15-2011/06/14) 

Online Program For Training Listening Skills 
何任遠副教授 

俞燕妮講師 
外文系 

一年 

(2010/07/01-2011/06/31) 

土木系測量學與工程圖學合併為 Keystone Course 之成效性研

究 

謝尚賢教授 

康仕仲助理教授 
土木系 

一年 

(2010/09/01-2011/08/02) 

 

99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探討融入歷史人文教學對於高年級學生修習專業科目『基礎光

學』之學習動機的影響及分析學生修習課程前後之科技英文能

力的掌握度 (Influence of Student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on 

the Undergraduate Senior Student Course “Fundamentals of 

Optics” by Introducing the Histories of Optical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nd Study of Stud) 

李佳翰助理教授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

系 

一年 

(2011/04/15-2012/03/31) 

國際關係理論與實驗 (Theory and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邵軒磊 

兼任助理教授 
政治學系 

半年 

(2011/04/01-2011/09/30) 

以經典讀書小組改進社會學理論教學 (Improving the Teaching 何明修副教授 社會學系 四個月 

https://ctld.ntu.edu.tw/tr/services/admin/apply.php?sId=108&cat=3&account=sheenh
https://ctld.ntu.edu.tw/tr/services/admin/apply.php?sId=108&cat=3&account=sheenh
https://ctld.ntu.edu.tw/tr/services/admin/apply.php?sId=108&cat=3&account=sheenh


of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 Classic Reading Group) (2011/09/13-2012/01/31) 

 

100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以 Modified Mini-Imaging Interpretation Exercise 評估醫學生對

腹部磁振影像正常解剖構造的辨識能力與檢查相關準備知識 

(Evaluation of competency to identify normal anatomic structures 

and preparation knowledge of abdomi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using Modified Mini-Imaging Interpretation Exer) 

彭信逢助理教授 醫學系放射線科 
一年 

(2011/09/01-2012/08/31) 

問題導向式學習: 建構系統模擬之管理模擬飛行器 

(Problem-Based Learning: Learning System Simulation by 

Designing Management Flight Stimulator) 

余峻瑜助理教授 工商管理學系 
五個月 

(2011/09/01-2012/02/29) 

進階英語課程設計與實施成效之行動研究—以進階綜合班為

例 (Exploring and Evaluating OEP Course Design Using Action 

Research: Focusing on Class G201/202) 

楊乃冬副教授 

廖彥棻助理教授 

王珊珊助理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 
一年 

(2011/09/01-2012/08/31) 

應用多元法教學模式於台大外文系Ａ段班口語訓練課 

(Implementing a Multi-method Approach to Teaching A-level  

Students of Oral Training I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傅友祥副教授 外國語文學 
一年 

(2011/09/13-2012/09/07) 

 

100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利用電影輔助希臘悲劇教學 

(Using Films as an Aid for Teaching Greek Tragedy) 

范吉歐 

副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 

三個月 

(2012/04/01-2012/06/30) 

跨領域導向之研究所英語課程設計研究 

(Desig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Model for Graduate-Level English 

Courses) 

翁家傑 

助理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 

一年 

(2012/03/01-2013/02/28) 

探究討論課程之多樣化進行方式對非歷史專業學生修習歷史

通識課程學習動機與成效之影響 

呂世浩 

助理教授 
歷史學系 

五個月 

(2012/09/10-2013/02/28) 

 



101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從學習者語料庫探討學生譯文的被動語態及形容詞子句 

(A learner corpus study of attribute clauses and passive voices in 

student translations) 

蔡毓芬 

助理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 

半年 

(2013/01/01-2013/06/30) 

 

102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語言技能整合教學應用於提升英語溝通能力之行動研究 許文僊 助理教授 外國語文學系 
一學年 

(2013/09/01-2014/08/31) 

如何有效促進大講堂通識課程之教學成效 曾雪峰 副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一學期 

(2013/09/09-2014/03/08) 

 

103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資訊經濟 孔令傑 資訊管理學系 
一學期 

(2014/07/01-2014/12/31) 

生命科學領域課程翻轉學習實驗教學 丁照棣 生命科學系 
一學年 

(2014/09/01-2015/06/30) 

刑事法實體程序綜合研討 - 社會抗爭與公民運動的刑法評價 林鈺雄 法律學系 
一學期 

(2014/08/01-2014/12/31) 

運動語音科技及線上學習改善大一英文學生的英語發音及流利

度 
高照明 外文系 

一學年 

(2014/09/01-2015/08/31) 

作物系統改良一  劉力瑜 農藝系 
一學期 

(2014/09/01-2014/12/31) 

領導學程課程建言會 吳學良 領導學程 
一學年 

(2014/09/01-2015/08/31) 

提升自主學習：應用 TBL 於社區工作教學 陳怡伃 社工系 
一學期 

(2014/09/01-2014/12/31) 



翻轉翻譯教學 蔡毓芬、蔡自青 外國語文學系 
一學期 

(2014/09/01-2014/12/31) 

 

103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Writing 李維晏 
寫作中心 

(共同教育) 

一學年 

(2015/02/01-2015/12/31) 

探究即時反饋系統融入大一英文課程之教學成效 許文僊 外文系 
一學年 

(2015/02/01-2015/12/31) 

今日翻轉，明日實踐：從教師引導到學生主導的翻轉教學 王秀槐 師培中心 
一學期 

(2015/02/01-2015/07/31) 

口腔病理學及口腔診斷學 張玉芳 牙醫學系 
一學期 

(2015/02/01-2015/07/31) 

 

104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運用翻轉教室增進英語授課與溝通之成管會教學績效 高偉娟 會計系 
一學年 

(2015/08/01-2016/07/31) 

產業實務模擬之介入對提升農學學生行銷實務技能之效果評估 黃麗君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一學期 

(2015/08/01-2016/12/31) 

今日翻轉，明日實踐(二)：學生主導的翻轉教學 王秀槐 師資培育中心 
一學期 

(2015/08/01-2016/12/31) 

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大一英文課程的教學研究 楊乃冬 外文系 
一學期 

(2015/08/01-2016/12/31) 

口腔病理及診斷學課程提升教學品質計畫 (II)－ 

使用數位化切片虛擬顯微鏡建立教學學習平台 
張玉芳 牙醫學系 

一學期 

(2015/08/01-2016/12/31) 

以課堂實作與分組競賽方式提升傳統固體力學課程教學成效  

（以複合材料力學及結構學為研究課程） 
黃心豪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系 

一學期 

(2016/02/01-2016/07/31) 

互動式教學架構之下會計專業與英語表達能力之結合 陳坤志 會計學系 
一學期 

(2016/02/01-2016/07/31) 



104 學年度下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二) : 大學英文課程的學習策略教學研究 楊乃冬 外文系 
一學期 

(2016/02/01-2016/07/31)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Writing 李維晏 寫作中心 
一學期 

(2016/02/01-2016/07/31) 

文學數位應用與實作 洪淑苓、吳旻旻、張元鴻 中文系 
一學期 

(2016/02/01-2016/07/31) 

 

105 學年度上學期 

計畫名稱 主持人 系所 計畫期程 

學生為中心的理論課程教學設計先導計劃 

以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詞彙語意學」為例 
邱力璟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學期 

(2016/08/01-2016/12/31) 

以問題/行動導向教學提升「非歷史專業學生的性別與歷史思

維」之成效 
衣若蘭 歷史系 

一學期 

(2016/08/01-2016/12/31) 

健康體適能課程教學品質與教學成效提升計畫 曾郁嫻、蘇玫尹、吳明翰 體育室 
一學期 

(2016/08/01-2016/12/31) 

Redefine Flipp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Mixed Groups: 

Reflective-Flipped Model 
李維晏、江介維、張晨、熊宜君 寫作中心 

一學期 

(2016/08/01-2016/12/31) 

 

 

 

 

 

 

 

 

 

 

 

 



申請年度 通過案件總計 通過案件累計 

95 5 5 

96 11 16 

97 3 19 

98 8 27 

99 3 30 

100 7 37 

101 1 38 

102 2 40 

103 12 52 

104 10 62 

105 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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