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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經歷: 
• 臺灣大學物理學博士 

•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
研究所副教授 

•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
館數位內容製作組組長 

• 國立宜蘭大學多媒體網
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班主任 

• 國立宜蘭大學磨課師計
畫辦公室執行長 

• 教育部磨課師線上社群
負責人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05395406210321/


教育部磨課師線上社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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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5年04月23日社群人數 

438人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0539540621032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05395406210321/


多元升等 
~教學實務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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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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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過升等制度改革，
引導教師職涯發展與
學生人才培育結合，
確保良好學生學習成
效，定位學校特色，
提升競爭力。 

學校多元特色 

學生多元培育 教師多元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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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3學年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申請說明會 



102學年度通過試辦學校名單 

• 1.國立中興大學 
• 2.國立東華大學 
• 3.國立宜蘭大學 
• 4.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 5.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6.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 7.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8.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9.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10.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 11.大華科技大學 
• 12.大葉大學 
• 13.中山醫學大學 
• 14.中華大學 

 

• 15.中國醫藥大學 
• 16.中臺科技大學 
• 17.弘光科技大學 
• 18.世新大學 
• 19.玄奘大學 
• 20.佛光大學 
• 21.東海大學 
• 22.高雄醫學大學 
• 23.南臺科技大學 
• 24.朝陽科技大學 
• 25.逢甲大學 
• 26.義守大學 
• 27.醒吾科技大學 
• 28.樹德科技大學 

7 資料來源：103學年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申請說明會 



試辦學校計畫相關規定 

• 經本部審查通過者為試辦學校，其非屬
本部授權自審學校者，同意部分授權學
校自行辦理新制升等審查，計畫結束後
獲選為本部示範學校者，將延續該校部
分授權 

 

8 資料來源：103學年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申請說明會 



大學的辦學宗旨 

• 大學法，第一條明指：「大學以研究學
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 根據這一條，大學的任務依序應是「研
究、教學、服務」，大學裡的教師得參
與這三項工作，這也是大學教師共同的
認知。 

 

9 資料來源：http://blog.udn.com/wonghc70/8055537  

http://blog.udn.com/wonghc70/8055537


國外大學教師類型 
• Teaching Professor：以教學為主，教學的任

務（鐘點數）當然比較高，升等時當然比較重
視教學績效，以研究為輔。 

• Extension Professor：從事技術推廣，主要功
能在服務業界，不怎樣需要在大學部上課，考
評當然不會以教學和研究為主，而是以推廣服
務的績效為主。 

• Research Professor：為了研究需要而聘請的
教師，台灣的大學中，有些研究教授的模樣。 

• 同時擔任大學部和研究所教學的教授：當然要
同等重視教學和研究，升等時必然要同時考評
研究與教學的成績。 10 



教育部大專教師送
審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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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教育部新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ppt#1. 投影片 1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教育部新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ppt#1. 投影片 1


專門著作升等教師
資料檢核表(附件
2-2)_黃朝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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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專門著作升等教師資料檢核表(附件2-2)_黃朝曦老師.doc


著作(或成果)篇數(件)： 

• (1)升等講師者：至少1篇(件)。 

• (2)升等助理教授者：至少3篇(件)。 

• (3)升等副教授者：至少5篇(件)。 

• (4)升等教授者：至少7篇(件)。 

以上著作(或成果)，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
成果)合計篇(件)數後，須有一半以上與教
學實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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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教學
實務升等指標表(

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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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附件1-1).doc


國立宜蘭大學教學
實務升等指標表(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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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升等資料總表/國立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評量表(附件1-2).doc


教學實務升等基本指標 

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基本指標 

教學大綱 
未按時完成「教學大綱與課業
輔導時間(office hour)上網公告」
一次以下。 

須達基
本指標
各分項
門檻。 
  

課務組證
明 

授課時數 
平均每學年開課之授課時數符
合規定，並至少獨立擔任1門2
學分或2小時以上課程，授課
出勤無異常記錄。 

課務組證
明 

成績繳交 
1.未如期完成「上傳及鎖定學
生成績」一次以下。 

2.五年內更改成績一次以下。 

註冊組證
明 

教學評量 
經教學問卷調查，學生對老師
授課之情形為依據，五年內教
學問卷調查平均評分達全校五
年平均以上。 

教發中心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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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升等相關指標 

• 共分六類： 

–教學策略類 

–教學設計類 

–學習評量類 

–學生學習成效類 

–教學創新類 

–教學支援或其他相關貢獻類 

• 升等門檻為前5類各分類至少通過1項 

• 如有一類無法達成任一分項者，得由教學
支援或其他相關貢獻類至少一項補足。 17 



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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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教學策略 

義務授課 
未支領報酬之義務教學
平均一學期1小時 

  超出基本
鐘點之指
導研究生
亦屬義務
鐘點 

義務加課 
有紀錄(向系院報備)之
加課平均一學期3小時
以上 

系院紀錄
單 

經常給予學生作
業、報告或評量 

經常給予學生作業、報
告或評量，平均一學期
8次以上 

計分冊之
平時成績
紀錄 

義務課業輔導 

課外義務輔導學生學業、
升學、留學、考照或參
加競賽平均一學期1次
以上 

提供相關
佐證資料 



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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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教學設計 

邀請業界師資授課 5年內5次以上 

  

提供活動
集錦 

辦理課程參訪 5年內5次以上 
提供活動
集錦 

辦理或媒合校外實習 5年內20人次以上 
相關證明
文件 

開設全英語課程 5年內3次以上 
課務組證
明 

其他數位課程 

開放式課程(OCW)、磨
課師課程(MOOCs)、數
位認證課程1門以上 

教發中心
證明 



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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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學習評量 

獲校外/校內教學相關
獎項 

獲全國性或校級優良教
師獎 

  

獲獎證明 

指導校內外研究生論文
或大學部專題 

每學年指導碩博士班學
生或專題學生，或擔任
校內外碩博士論文口試
委員 

相關證明
文件 



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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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學生學習 
成效 

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或
大學部專題獲校外/校
內獎項 

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或
大學部專題獲校內外獎
項1次以上 

  

獲獎證明 

指導學生參加與教學相
關之比賽 

指導學生參加與教學相
關之比賽或各項檢定獲
獎1次以上 

獲獎/檢定
合格證明 

課外義務輔導學生學業、
升學、留學、考照或參
加競賽，有具體成效 

義務輔導學生學業、升
學、留學、考照或參加
競賽有具體成效者5人
次以上 

學生錄取
或獲獎證
明 



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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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教學創新 

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 
擔任學程審查小組成員
3學年以上 

  

學程小組
聘函 

出版或翻譯與任教科目
相關之教科書 

1.出版大專以上教科書
或套裝教材 

2.翻譯大專以上教科書
或套裝教材 

相關證明
文件 

教材製作 

授課完整講義或教學多
媒體製作或教具製作並
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實施
輔助教學與非同步教學 

相關證明
文件 

執行校外/校內教學相
關計畫 

擔任計畫主持人、共同
主持人或參與計畫之授
課或執行相關業務2件
以上 

相關證明
文件 



宜蘭大學教學實務升等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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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指標標準 說明 備註 

教學支援
或其他教
學相關貢
獻 

支援推廣教育/暑修課
程 

支援推廣教育/暑修課
程3次以上 

  

相關證明
文件 

其他有助於教學並具有
佐證資料者。 

如：受邀校內外教學研
討會演講、參與教學相
關研討會等5件以上 

相關證明
文件 



國立宜蘭大學電資
學院教師升等評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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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自評說明/20141008_國立宜蘭大學電資學院教師升等評量表.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自評說明/20141008_國立宜蘭大學電資學院教師升等評量表.doc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升等文件整理/自評說明/20141008_國立宜蘭大學電資學院教師升等評量表.doc


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
年度) 

• 99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溫嘉瑜
經理 

• 101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Microsoft資深
工程師 

• 102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彭永
新經理 

• 102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佘志龍 

• 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
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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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99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溫嘉瑜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99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溫嘉瑜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99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溫嘉瑜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99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溫嘉瑜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1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Microsoft資深工程師.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1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Microsoft資深工程師.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1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Microsoft資深工程師.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1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Microsoft資深工程師.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1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Microsoft資深工程師.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彭永新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彭永新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彭永新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彭永新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RFID技術與認證_EPCglobal 彭永新經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佘志龍.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佘志龍.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佘志龍.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22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佘志龍.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業界教師協助授課(統計至103年度)/1031 行動裝置程式設計_三竹科技 王慕羣主任.docx


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 

• 歷年計畫總整理_研發處 

• 歷年計畫總整理_教發中心 

• 歷年計畫總整理_產學合作 

• 歷年計畫總整理_總整理 

26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研發處.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研發處.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研發處.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教發中心.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教發中心.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教發中心.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教發中心.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產學合作.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產學合作.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產學合作.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總整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總整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黃朝曦老師歷年計畫(統計至103年度)/歷年計畫總整理_總整理.docx


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
統計至103年度) 

• 1001117_清華大學參訪_看電影談物理 

• 1011107_香港理工大學參訪_EPC國際
專題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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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01117_清華大學參訪_看電影談物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01117_清華大學參訪_看電影談物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01117_清華大學參訪_看電影談物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01117_清華大學參訪_看電影談物理.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11107_香港理工大學參訪_EPC國際專題競賽.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11107_香港理工大學參訪_EPC國際專題競賽.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11107_香港理工大學參訪_EPC國際專題競賽.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11107_香港理工大學參訪_EPC國際專題競賽.docx
E:/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50506宜大多元升等/教卓績優暨升等資料_總整理/企業參訪活動與學術交流活動(統計至103年度)/1011107_香港理工大學參訪_EPC國際專題競賽.docx


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 

• 黃朝曦、葉蓉樺、邱鈺鈞. 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遠距教學之課程討論參與和學
習成效個案研究探討. 教育部數位學習認
證專案計畫辦公室 Oct. 2014 (ISBN: 
978-986-04-2275-7) 

• 黃朝曦、黃于飛、邱鈺鈞. 國立宜蘭大學
數位學習在職專班之深耕與經驗分享. 教
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專案計畫辦公室 Oct. 
2014 (ISBN: 978-986-04-2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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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 

• 黃朝曦、邱鈺鈞、葉俊、陳懷恩. RFID
多媒體互動式數位教材設計. The E-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mposium 2010,March 
2010.(ISBN:978-986-6975-31-8) 

• 黃朝曦、顏雲生、邱鈺鈞. 數位學習應用
在高階軟體程式課程之學習成效分析 - 
以行動裝置程式設計課程為例. 2012卓
越教學學術研討會 

29 



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 

• *黃介吳 、 谷天心 、 朱達勇 、 黃朝曦. 
雲端技術融入物理教學提昇教學成效 – 
以 CONNECT  平台為例. 2012 中華民國
物理年會2012 年 1 月 

• 黃朝曦、陳懷恩、邱鈺鈞、張建凱.數位
教學課程與專班分析- 以國立宜蘭大學
數位多媒體碩士在職專班為例. 2011卓
越教學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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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 

• 黃朝曦、邱鈺鈞、葉俊、陳懷恩.RFID多
媒體互動式數位教材設計.The E-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mposium 2010,March 
2010.(ISBN:978-986-697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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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 

• 黃朝曦、谷天心、郭騰嶸、邱鈺鈞.物理
多媒體互動式數位教材設計與輔助物理
教學.2010Taiwan-Argonne Workshop 
on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February 2010. 

• 黃朝曦、谷天心、郭騰嶸、邱鈺鈞.看電
影學物理之多媒體互動式數位教材設計
.2010中華民國物理教育年會暨學術研討
會.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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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SCI) 

• Chao-Hsi Huang, Yen Chung Shih, Yu-Jyun 
Ciou“Bi-Slotted Counter Based Anti-
Collision Protocol for Dense Tags in IOT“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2013 
(accept) 

• Wei-Ming Chen,Hsin-Huang Chiang,Han-
Chieh Chao,Chao-Hsi Huang,Kai-Ho 
Chang.Peer-to-peer Based Mechanism for 
Multi-Server System.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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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校內研究生論文(EI) 

• Chao-Hsi Huang, Shao-Liang Chang 
"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NFC P2P 
Communication for Nursing Care Daily 
Work" JOURNAL OF COMPUTERS Vol.24 
No.2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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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大學部專題獲校外/校內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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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 

2011看電影談物
理創意競賽(兩
岸三地競賽) 

2012 大專院校
物聯網暨RFID專

題競賽 

HK-TW EPCRFID 
Academia 

Awards 2012大
賽(香港台灣兩

地競賽) 

2012中華電信大
賽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兩岸看電影談物
理競賽」榮獲佳績，

勇奪第二名 

2012 EPC暨物聯網
標準專題競賽優等

獎 

HK-TW EPCRFID 
Academia Awards 
2012大賽獲邀赴港
領取嘉許獎 

2012中華電信大賽
行動應用校園組亞

軍 

 

 

 



競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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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 

2013 EPC暨物
聯網標準專題

競賽 

2013 EPC暨物聯
網標準專題競賽 

2013中華電信大
賽行動應用校園

組 

2014 EPC暨物
聯網標準專題

競賽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2013 EPC暨物聯
網標準專題競賽

佳作 

2013 EPC暨物聯網
標準專題競賽優等

獎 

2013中華電信大賽
行動應用校園組優

勝獎 

2014 EPC暨物聯
網標準專題競賽

首獎 

 

 

 



競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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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果 

2014 EPC暨物
聯網標準專題

競賽 

2014 第一屆兩岸
大學生創新競賽 

香港-台灣  大專
學界物聯網大獎 

2014 

香港-台灣  大
專學界物聯網
大獎 2014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黃朝曦老師領隊 

2014 EPC暨物聯
網標準專題競賽

優等獎 
三等獎 

最具創意
大奬 

最具潛質應
用大奬 

 

 

 



個人獲獎 

• 103年國立宜蘭大學人氣教師 

• 101學年度國立宜蘭大學人氣教師 

• 一百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 

• 九十九學年度優良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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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三部曲 
OCW 

MOOCs 
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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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數位學習專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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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數位學習專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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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 協助宜蘭大學資工所四位老師通過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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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 通過100年度第二梯次課程認證 

43 



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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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101年度第一梯次課程認證 



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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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101年度第二梯次課程認證 



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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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102年度第一梯次課程認證 

• 至102年共通過課程認證11門 



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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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http://ace.moe.edu.tw/b02_2.php?submenu=sub2 

http://ace.moe.edu.tw/b02_2.php?submenu=sub2


數位學習平台 

48 



開放式課程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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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w.niu.edu.tw/moodle/


開放式課程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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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w.niu.edu.tw/moodle/


開放式課程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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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w.niu.edu.tw/moodle/


數位學習跨校分享 

從102年度執行國立宜蘭大學數位學習跨校分享
與合作及品質提升計畫，共執行校內外34場課程
認證經驗分享的服務，其中包含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台東大學、
東方設計學院、大仁科技大學、仁德醫專、大同
大學、聖母專科護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遠東科技大學、慈濟技術學院、中州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崇右技術學院、大葉大學、慈濟大學……
等大專院校。 

 

 
52 

C:/Users/ASUS/Videos/102學年度數位學習跨校分享與合作及品質提升計畫~宜蘭大學.mp4


MOOCs 

• 2014年4月1日開設了全台第一門收費的
磨課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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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40418數位學習認證中心數位學習工作坊/MooCs3-14(00h00m00s-00h05m10s).mp4
G:/2013數位分享計畫/20140418數位學習認證中心數位學習工作坊/MooCs3-14(00h00m00s-00h05m10s).mp4


平台上已開課程成效數據表 

課程 項目 數據資料 

Android行動裝置程式設
計證照班第一期(正式) 

(課程已結束) 

課程大綱瀏覽總次數 5050 

課程報名人數 114人 

影片練習瀏覽總次數 7237 

Android行動裝置程式設
計證照班第一期(試聽) 

(課程已結束) 

課程大綱瀏覽總次數 19069 

課程報名人數 389人 

影片練習瀏覽總次數 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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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的磨課師 

對象總人數 註冊人數 修完人數 取得證書 

全球 約7000000000 約160000 約10000 約2000 

大陸 約1300000000 約29714 約1857 約371 

台灣 約23000000 約526 約33 約7 

台灣 約11500000 約263 約17 約3 

約20000 38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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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課率29.31%  



宜大的磨課師學習成效 
最後80人到場考試 

60人拿到證照 

通過率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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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課程期間: 2014/10/27~2014/12/01 

57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6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6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64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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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課程 
完課
率第
一 

實體
認證
考試 
報名
人數
第一 

實體
認證
考試 
到考
人數
第一 

實體
認證
考試 
到考
率第
一 

實體
認證
考試 
通過
人數
第一 

實體
認證
考試 
通過
率第
一 

24.5% 114人 81人 71% 70人 86.4% 

在EWANT平台上共790人註冊，194人通過。
表現亮眼，共獲得了六項全國第一紀錄：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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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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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這件事是真的會改變世
界，因為它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 
我們正在參與這改變台灣教育

的行列中。 
希望我們都能成為改變世界的

第四顆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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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在我身上發生! 
 

希望你將是下一位
教學升等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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