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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教育部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精湛計畫辦
理「數位學習資料分析應用實作工作坊」議程，邀請對資
料分析有興趣的教師或團隊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訂於107年10月26日至27日（星期五至星期

六），國立中興大學（地址：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舉辦。

二、活動資訊：http://news.taiwanmooc.org/workshop-2/。
三、聯絡方式：邱于庭小姐，信箱：ytchiu@niu.edu.tw，電

話：03-9317311。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含附件）、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計畫辦公室（逢甲

大學）（含附件）、本校資訊工程學系黃朝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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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資料分析應用實作工作坊 

一、 活動說明： 

本活動將使學員瞭解數據分析軟體相關功能，學員可藉由數據分析軟體分析課程數據，

進一步將分析結果回饋於課程設計、教學策略、教材設計與製作。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精湛計畫 

三、 協辦單位：國立宜蘭大學、國立中興大學、淡江大學 

四、 活動時間：107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27 日（星期五、六） 

五、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地址：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Day1：人文大樓 2 樓 205 電腦教室  

Day2：人文大樓 1 樓 101 教室 

六、活動資訊：http://news.taiwanmooc.org/workshop-2/ 

七、 聯絡方式：邱于庭小姐，信箱：ytchiu@niu.edu.tw，電話：03-9317311 

八、 研習時數：公教人員終身研習時數 12 小時（2 天，依實際參與時數申報） 

九、 備註： 

1. 10/27 自備筆電，請事先下載 R 語言。 

2. 提供 R 語言下載步驟：https://goo.gl/egu8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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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議程 

10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 

Day1：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2 樓 205 電腦教室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9:20~09:50 報到 

09:50~10:00 開場與致詞 
楊宏達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10:00~12:00 
運用 Power BI 於數位學習的資料分

析 (一)  

楊明玉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運用 Power BI 於數位學習的資料分

析 (二)  

楊明玉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 

15:00~15:15 茶敘 

15:15~17:00 
運用 Power BI 於數位學習的資料分

析 (三) 

楊明玉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 

17:00~17:10 綜合討論 
王英宏組長 淡江大學 

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17:10 團體照/賦歸 

 

  



107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Day2：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 1 樓 101 教室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9:20~09:50 報到 

09:50~10:00 開場與致詞 

黃朝曦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

精湛計畫主持人 

10:00~12:00 
Moodle 在教學設計與學習資料收集

的應用 

王豐緒主任 

銘傳大學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R 語言於在教學資料分析的應用(一) 
銘傳大學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王豐緒主任 

15:00~15:15 茶敘 

15:15~17:00 R 語言於在教學資料分析的應用(二) 
銘傳大學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王豐緒主任 

17:00~17:10 綜合討論 

黃朝曦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數位學習發展團隊培力與課程品質

精湛計畫主持人 

17:10 團體照/賦歸（備有餐盒） 

 

  



十一、 交通資訊 

1. 本活動提供「台中高鐵站至國立中興大學」接駁（車程約 30 至 40 分鐘） 

10/26 【台中高鐵站→中興大學】集合地點：台中高鐵站大廳 1A／集合時間：08:50 

10/27 【中興大學→台中高鐵站】集合地點：上課教室／集合時間：17:15 

2. 臺中市公車 

行駛路線可參考動態路線圖。搭乘時請先向司機詢問，以免坐錯方向！ 

到校門口(興大路) 

站名：中興大學(興大路) 

 統聯客運 73 路； 

 統聯客運 23 路 ( 不經台中火車站 )； 

 台中客運 33 路 ( 停靠臺中高鐵站、臺中火車站 )； 

 台中客運 35 路； 

 仁友客運 52 路。 

到國光路側門 

站名：中興大學(國光路) 

 統聯客運 50 路、59 路； 

 全航客運 65 路； 

 全航客運 158 路 ( 停靠臺中高鐵站，不經台中火車站 )。 

其他臨近路線 

 台中客運 9 路； 

 台中客運 41 路在建成學府路口站下車，沿學府路步行約

100 公尺到本校校門口 ( 興大路 )。 

 台中客運 82 路、 101 路、 102 路； 

 統聯客運 125 路在第三分局站下車，沿學府路步行約 300

公尺到本校校門口 ( 興大路 )。( 停靠臺中高鐵站、臺中火

車站 ) 

 

3. 計程車 

 臺中火車站至興大，車程約 10-15 分鐘。 

 高鐵車站至興大，車程約 20-30 分鐘。也可在高鐵轉搭台鐵(新烏日站)至臺中火車站，

再依上述方式到興大。 

4. 自行開車（如下圖） 

註：車輛進入本校校園須依規定繳交停車管理費，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RealRoute.aspx


 

十二、 上課地點 

 

  

Day1：人文大樓 2 樓 205 電腦教室  

Day2：人文大樓 1 樓 101 教室 

 



十三、 住宿資訊（僅供參考，有需要請自行預訂） 

1. 傳思 文旅 

電話：04-2285-1702 

地址：台中市南區忠孝路 150 號 

網址：http://www.trans-inn.com/ 

2. MINI HOTELS 台中火車站館 

電話：04-2225-9966 

地址：台中市東區大勇街 69 號 

網址：http://www2.minihotels.com.tw/ 

3. 瑞君商務旅館 

電話：049-222-8835 

地址：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00 號(後火車站對面) 

網址：http://zaw-jung.okgo.tw/ 

 

http://www.trans-inn.com/
http://www2.minihotels.com.tw/
http://zaw-jung.okg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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