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56-6379
聯絡人：林宸宇
電 話：(02)7736-6797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三)字第10700253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議程及交通資訊ATTCH1

主旨：轉知崑山科技大學訂於107年3月13日(星期二)辦理「教學
創新聯合成果交流全國觀摩會」，請各校踴躍參與，請查
照。

說明：
一、為促進教學創新經驗分享及相互觀摩，崑山科技大學於

107年3月13日(星期二)假該校辦理「教學創新聯合成果交
流全國觀摩會」，詳細會議議程及交通資訊如附件。

二、本活動採線上報名，請即日起至 107年 3月 4日止至
https://goo.gl/SZTe1C網址完成報名。

三、參加對象為全國大專校院教師、研究人員、教職員及學
生，請惠允公差假，預計名額約300人，額滿即截止報
名。

四、有關報名相關事宜，請電洽崑山科技大學創新教學暨校務
研 究 中 心 專 案 助 理 利 方 雯 小 姐 ， 聯 絡 電 話 ：
(06)2727175#309。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崑山科技大學電 子 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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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聯合成果交流全國觀摩會 

  

一、 活動名稱：教學創新聯合成果交流全國觀摩會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 主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  

四、 活動時間：107 年 3月 13日(星期二)  

五、 活動地點：崑山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宴會廳、教學研究大樓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 195號) 

六、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教師、研究人員及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職員與學生踴

躍報名參加，並惠允公差假，名額約計 300人，額滿為止。 

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年 3月 4日（星期日）為止，額滿即截止報名。 

八、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網址為 https://goo.gl/SZTe1C 

九、 備註： 

1.全程參與者發給研習證明。 2.研討會提供台南高鐵站及台南火車站來回接駁

專車。 3.來程接駁車:台南高鐵站 2號出口(遊覽車)，上午 8:30準時發車；台南

火車站後站出口(中巴)，上午 8:30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4. 回程接駁車: 依會

議結束時間，10分鐘後發車前往台南高鐵站及台南火車站後站。 

十、 活動聯絡人： 

1.崑山科技大學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執行長 鐘俊顏 

連絡電話：(06)2727175#339；連絡信箱：cychung@mail.ksu.edu.tw 

2.崑山科技大學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專案助理利方雯小姐 

連絡電話：(06)2727175#309；手機：0976-126-671；連絡信箱：p19005@mail.ksu.edu.tw 

 

 

 

 

 



十一、 活動議程表：  

107年 3月 13日(二) 「教學創新聯合成果交流全國觀摩會」 

時間 議程 與會貴賓 地點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崑山科技大學 蘇炎坤 校長 致歡迎詞 

教育部技職司 楊玉惠 司長 貴賓致詞 
國際會議廳 

09：10-10：30 

專題演講 1 : 

推動翻轉教室學習模式 

之作法與經驗分享 

主持人：崑山科技大學 

蘇炎坤 校長 

主講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國立教育學院學習科學研究所 

        陳文莉 教授 

國際會議廳 

10：30-10：40 茶敘與交流 十樓長廊 

10：40-12：00 

經驗交流 

教學研究大學/

藝創中心 

分組安排參觀 

(一) 具大數據分析應用之智慧型環場影像互動教學系統之 PBL教室 

    (恭請教育部技職司楊玉惠司長、陳文莉教授、創辦人李正合先

生、蘇炎坤校長、李天祥副校長、黃國賢副校長 共同剪綵) 

(二) 藝創成果展示-分 2條參觀路線，請依工作人員安排參訪 

    (參觀路線及集合地點請參閱會議手冊) 

12：00-13：30 午  餐 B1崑山藝廊 

13：30-14：30 

專題演講 2： 

問題解決導向(PBL) 

課程分享示範 

主持人： 

崑山科技大學 劉見成 教務長 

分享人： 

崑山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林清泉 院長 

崑山科技大學創媒學院 黃雅玲 院長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系   林穀欽 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資管系   王平   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休憩系   郭芳坤 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企管系   呂德財 主任 

國際會議廳 

14：30-14：40 休息 

14：40-15：10 

論  壇 

A組-通識課程革新 B組-程式設計課程 

國際會議廳 宴會廳 

主持人： 

嘉南藥理大學 

主任秘書兼環境永續學院院長 

萬孟瑋 教授 

主持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宋文財 副研發長 

 



與談人： 

崑山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王雅津 主任 

與談人：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計算機中心  洪俊銘 主任 

金融管理系      陳哲斐 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系  徐文俊 教授 

空間設計系      施文禮 教授 

15：10-15：30 茶敘與交流 

15：30-16：00 

論  壇 

C組-創新創業課程 D組-推動教師社群 

國際會議廳 宴會廳 

主持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文祥 副校長 

與談人： 

崑山科技大學 

創新創業育成中心 吳宏偉 主任 

創新創業育成中心 程榮祥 副主任 

主持人：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王素真 主任 

與談人： 

崑山科技大學 

創新教學暨校務研究中心 鐘俊顏 執行長 

通識中心 林幼雀 教授 

16：00-16：10 休息 

16：10-16：3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主持人：崑山科技大學 黃國賢 副校長 國際會議廳 

09：00-16：30 成果靜態展 十樓長廊 



十二、 交通指南 

(一)自行開車者至本校： 

本校於臺南市、中山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與臺南市火車站之相對位置圖： 

◎臺南市火車站位於本校的東方，如果要從火車站到達本校的話，請走小東路筆直

的往西直行，經過中山高速公路涵洞後，約 200公尺即可抵達本校。  

◎仁德交流道位於本校的南方，如果要從仁德交流道到達本校的話，請參考下列條

列式： 

1. 由南部前來本校的貴賓：  

下仁德交流道後，請再直接開往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方向，會看到右方有一個寫

著往『裕農路』 的分流閘道，請選擇這個右邊的分流閘道往前直開，經過一個

紅綠燈路口後繼續直行，在第二 個紅綠燈路口右轉直行約 200公尺即可抵達本

校。  

2. 由北部前來本校的貴賓：  

下仁德交流道後，請左迴轉開往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方向，接著請參考上條列所

描述之走法即可。 

 

 

 

 

 

 

 

 

 

 

 

 

 

 

 

 

 

 

 

 

 

 

 

 



(二) 搭乘高鐵前來者： 

1.搭乘本校接駁專車-台南高鐵站2號出口搭乘，上午8:30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2.搭乘計程車：高鐵站4號出口搭乘計程車約需 20~30 分鐘。 

3.搭乘臺鐵區間車後轉乘市區公車： 

高鐵臺南站→臺鐵沙崙站搭區間車→臺南火車站前站→請到火車站對面「爭鮮壽司」

前搭２路公車→終點站下車就是崑山科大 

4.搭乘高鐵快捷公車後轉乘市區公車： 

臺南高鐵站→搭乘高鐵快捷公車H62 高鐵臺南站－奇美醫院→國賓影城站→下車

後請再往前走約２００公尺到小東路右轉，再走５０公尺會看到「臺灣銀行站」站

牌→轉乘２路公車 。高鐵快捷公車H62 高鐵臺南站－奇美醫院時刻表如下(若需要

最正確的路線資訊及時刻表，請以高鐵官方公告為準

https://www.thsrc.com.tw/index.html?force=1) 

 

 

(三) 搭乘臺鐵前來者（台南火車站）：  

1.搭乘本校接駁專車-台南火車站後站出口搭乘，上午8:30準時發車，逾時不候。2.

搭計程車直接至本校(車資約為160元)。 

3.可搭乘由大臺南公車所行駛的2號、綠17、19號公車，另外也可以選擇由興南客運

所行駛的7657號公車到達本校門口。 

由於臺南市的公車路線偶有變動，若需要最正確的路線資訊及時刻表，請以網路官

方公告為準。（大臺南公車資訊網

http://tourguide.tainan.gov.tw/newtnbusweb/Default.aspx）。 

 



十三、 教室位置圖: 

 

 

 

 

 

 

 

 

 

 

 

 

 

 

 

 

 

 

 

 

 

 

 

 

 

 

 

 

 

 

 

 

 

 

 

 

會議地點： 

圖書資訊館 10樓 

國際會議廳 

入口處 

入口處 



十四、 會議活動校區停車資訊：  

  請停放校區路面停車格，總計180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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