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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函
地址：500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聯絡人：陳姿秀
聯絡電話：04-7232105#1614
傳真：(04)7211214
電子信箱
：danasu@cc.ncue.edu.tw

受文者：嘉義市私立嘉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27日

發文字號：教卓字第10415001502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0415001501-1.DOC，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本校教學卓越中心訂於104年11月10日至25日間，辦理4場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敬邀　貴校教師踴躍報名參

加，請協助公告活動訊息，並　惠予出席教師公(差)假。

說明：

一、為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成長，邀請本年度教學特優彈性薪資

的得主，前來分享與交流其對於「課堂經營」與「如何激

發學生創造力」的豐富實踐經驗，希望能成為教學能量的

補給站，與教師同儕共進的觸發點。

二、活動資訊：詳見活動議程(如附件)

(一)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1)--從快樂兒童餐玩具談激發學生

創作力【104年11月10日星期二11：30~13：00】本校機

電工程學系黃宜正教授。

(二)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2)--激發學生創造力聯合座談【

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10：30~12：10】本校資訊工程學

系賴聯福教授、資訊管理學系吳佩芬副教授。

(三)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3)--課堂經營之分享【104年11月

19日星期四14：00~15：30】本校特殊教育學系詹孟琦助

理教授。

(四)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4)-- If it works for me, you can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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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it!【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12：00~14：00】本校特殊

教育學系林千惠教授。

三、報名方式：

(一)請至本校「線上報名管理系統」報名

http://aps.ncue.edu.tw/sign_up/ (敬請註明服務單位與職稱)

(二)或請直接來電(04)7232105轉1614 陳小姐，將協助報名。

四、聯絡人：彰化師範大學教學卓越中心教師成長組陳姿秀小

姐，電話：(04)7232105轉1614；E-

mail：danasu@cc.ncue.edu.tw。

正本：各公私立高級中學

副本：本校教學卓越中心教師成長組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10/27
12: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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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4-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 

 

一、活動目的：邀請本年度教學特優彈性薪資的得主，前來分享與交流其對於「課堂經營」

與「如何激發學生創造力」的豐富實踐經驗，希望能成為教學能量的補給站，與教師

同儕共進的觸發點。 

二、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TA、師資生、與對教學具有熱忱者。 

三、報名方式： 

(一)請至本校「線上報名管理系統」報名(敬請註明服務單位與職稱) 

(二)或請直接來電(04)7232105 轉 1614 陳小姐，將協助報名 

四、參與人數：50~70人(額滿為止) 

五、其他：部分場次敬備餐點。 
六、聯絡人：彰化師範大學教學卓越中心教師成長組  專案助理陳姿秀、李巧怡 

聯絡電話：(04)7232105 轉 1614、1613 

E-mail：danasu@cc.ncue.edu.tw、sosolala@cc.ncue.edu.tw 

七、活動流程：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1)--從快樂兒童餐玩具談激發學生創作力 

日期：104 年 11 月 10 日(二) 

時間：11：30~13：00 

地點：本校進德校區綜合中心 B1創思坊 

其他：敬備餐點(麥當勞快樂兒童餐) 

專屬報名網址：

http://aps.ncue.edu.tw/sign_up/index.php?keyword=%B1%D0%AEv%AA%BE%AF%E0%A

6%A8%AA%F8%A8t%A6C%C1%BF%AEy%281%29&sort_item=1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1：30~12：00 
(30 分鐘) 用餐  

12：00~12：10 
(10 分鐘) 

開幕式- 
致歡迎詞 

主持人： 
彰化師大教學卓越中心 

王妙媛主任 

12：10~12：50 
(40 分鐘)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1) 
從快樂兒童餐玩具 
談激發學生創作力 

主講人： 
機電工程學系 
黃宜正 教授 

12：50~13：00 
(10 分鐘) Q&A 

機電工程學系 
黃宜正 教授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2)--激發學生創造力聯合座談會 

日期：104 年 11 月 16 日(一) 

時間：10：30~12：10 

地點：本校進德校區綜合中心 B1創思坊 

其他：敬備餐點 

專屬報名網址：

http://aps.ncue.edu.tw/sign_up/index.php?keyword=%BFE%B5o%BE%C7%A5%CD%B3%

D0%B3y%A4O%C1p%A6X%AEy%BD%CD%B7%7C&sort_item=1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0：30~10：40 
(10 分鐘) 

開幕式- 
致歡迎詞 

主持人： 
彰化師大教學卓越中心 

王妙媛主任 

10：40~11:20 
(40 分鐘) 

教師知能成長主題式系列講座(2) 
指導學生專題製作的經驗分享 

主講人： 
資訊工程學系 
賴聯福教授 

11：20~12：00 
(40 分鐘) 

教師知能成長主題式系列講座(2) 
樂分享：「獎」什麼？ 

主講人： 
資訊管理學系 

吳佩芬助理教授 
12：00~12：10 

(10 分鐘) Q&A 
資訊工程學系賴聯福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吳佩芬助理教授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3)--課堂經營之分享 

日期：104 年 11 月 19 日(四) 

時間：14：00~15：30 

地點：本校進德校區教學大樓 T501 

專屬報名網址：

http://aps.ncue.edu.tw/sign_up/index.php?keyword=%B1%D0%AEv%AA%BE%AF%E0%A

6%A8%AA%F8%A8t%A6C%C1%BF%AEy%283%29--%BD%D2%B0%F3%B8g%C0%E

7%A4%A7%A4%C0%A8%C9&sort_item=1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4：00~14：10 
(10 分鐘) 

開幕式- 
致歡迎詞 

主持人： 
彰化師大教學卓越中心 

王妙媛主任 

14：10~15：20 
(90 分鐘)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3) 
課堂經營之分享 

主講人： 
特殊教育學系 

詹孟琦 助理教授 
15：20~15：30 

(10 分鐘) Q&A 
特殊教育學系 

詹孟琦 助理教授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4)-- If it works for me, you can also try it! 

日期：104 年 11 月 25 日(三) 

時間：12：00~14：00 

地點：本校進德校區綜合中心 B1創思坊 

其他：敬備餐點 

專屬報名網址：

http://aps.ncue.edu.tw/sign_up/index.php?keyword=%B1%D0%BE%C7%AA%BE%AF%E0

%C1%BF%AEy%284%29&sort_item=1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2：00~12：20 
(20 分鐘) 用餐  

12：20~12：30 
(10 分鐘) 

開幕式- 
致歡迎詞 

主持人： 
彰化師大教學卓越中心 

王妙媛主任 

12：30~13：50 
(80 分鐘) 

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4) 
If it works for me, 
 you can also try it! 

主講人： 
特殊教育學系 
林千惠 教授 

13：50~14：00 
(10 分鐘) Q&A 

特殊教育學系 
林千惠 教授 

 



【交通路線圖】 

 
 

 進德校區交通指南： 

鐵公路：  

從彰化火車站搭乘「彰化客運」，「台中客運」102 路線，「台汽客運」往台

中，大甲或是埔里方向的班車，於彰化師範大學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 

中山高速公路：  

1.彰化市以北者，經高速公路南下，下王田交流道，經大肚橋，台化工廠左轉進德

路，即可抵達。 

2.彰化市以南者，經高速公路北上，下彰化交流道，沿中華西路、中華路、孔門路、

中山路、右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由快官系統交流道(往彰化方向)下中彰快速道路(台 74 線)，至中彰終點右轉

彰南路(台 14線)，至中山路左轉，經台化工廠，左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高鐵：  

臺灣高鐵台中站下車，轉搭「台中客運」102(白)路線、101 路線，「彰化客運」

台中-鹿港路線，「員林客運」台中-西港路線、台中-西螺路線，於彰化師範大學

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註：以上資訊若有異動，以高鐵車站現場公告

為準)。



【校園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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