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含法政)

計畫主持人 學校 系所 職稱 計畫名稱

王俊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

究所
教授

回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教育專業基礎課程發展與實踐 －
培育具同理批判思考素養之未來教師

王紹蓉 國立中山大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翻轉再翻轉: 行動直播式的體驗學習歷程

王震宇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 教授 國際公法—問題導向式學習(PBL)之教學實踐

江彥佐 逢甲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稅法學教育之教學研究：以稅法模擬法庭為例

江朝聖 東海大學 法律學系 副教授 實體法與程序法結合、案例教學的商事法教學之研究

佘健源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以全學期的市場遊戲改善經濟學的教學成效

宋郁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教授
以參與式行動研究翻轉鄉村地理學：彰化鄉村社區的地方創
生實踐

李明穎 靜宜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副教授 以社區媒體實踐參與式傳播之行動研究

李雅靖 國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 行銷傳播管理

研究所
教授

以翻轉教學提升學生自我調控學習素養來解決市場問題- 以
研究所行銷課程為例

周兆昱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 副教授
集體勞動關係法領域個案式教學法之研究--以團體協商實務
為中心

周振鋒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系 副教授
問題導向式學習之教學實踐研究-以公司治理案例教學為中
心

周麗芳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學系 副教授 實踐同理心之領導課程：融入體驗與反思的學習成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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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孟玲 逢甲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大學教師運用劇場教學創新模式融入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之研
究

林昌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 副教授
跨域學習：由社會科學量化研究培養學生資料識讀與溝通思
維

金孟華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以模擬卷證促進證據法學習成效之研究

侯英泠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系 教授 緊急醫療救助應變實務與法律問題之專題研究

南玉芬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運用合作學習提升學生之團體領導成效

柯舜智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副教授
落實媒體素養、縮小數位落差 - 連結學生與中高齡社群的行
動導向學習評量實踐

洪雅鳳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關係中的對話與反思之諮商技術教學實踐－ 以合作取向實務
為本融入翻轉教室與PBL策略

胡至沛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雲端輔助教學系統之實踐和省思-以行政學課程為例

莊弘鈺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理工人的第一門法律課：智慧財產權法

莊永丞 東吳大學 法律學系 教授 我國傳統法學教育之光與影-以公司治理課程為中心

莫少依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處境學習模式在大學課程之應用：以諮商倫理課程方案為例
的行動研究

許健將 國立中興大學 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當統計遇見文學:培養人文系所學生具備大數據知能之教學實
踐行動研究計畫

郭祐誠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 副教授 建置經濟學行動載具學習平台以及分析學生使用情形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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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瓈灔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助理教授
正念減壓課程對實習輔導員身心自我關照與諮商實務影響之
研究

陳在方 國立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 國際商務仲裁模擬法庭教學的實踐與探索

陳志輝 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學系 副教授
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反思刑法教學之行動研究－翻轉教學
於刑法課程之應用

陳怡伃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發展社區裡的照顧行動提案：評估以地方為基礎的課程設計

陳武宗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學系
副教授 提升社會工作學生基本能力－多元行動方案的實踐

陳姿憓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弱勢大學生自我效能及學習成效提升計畫

陳美智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服務學習融入身心障礙課程之學習成果與教學實踐省思

陳衍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專利研究所 助理教授 智慧財產權課稅問題研究：模擬法庭教學的實踐與改進

陳鎮洲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副教授 課程網站、成績預警與學習成效

陸家珩 中華大學 行政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農‧產‧運‧銷

黃一峯 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 評鑑中心模式於公共人力資源管理教學實務之探究

劉効樺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副教授
以複製經典心理學實驗之模擬研討會提升修習心理學研究法
之學習成效

劉國讚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專利研究所 教授 提升專利有效性與專利侵害判斷獨立實作能力之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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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康慧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系 副教授 在地國際化: 慈善機構發展

劉慧雯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 教授 為數據時代新聞記者增能：大學報技術實作教學實踐計畫

蔡珮 世新大學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副教授
當「傳播理論」遇上數位學習：課前預習、翻轉學習、同儕
評量與數位教學平台的結合運用

蔡蕙安 國立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 教授 立基於技術、創新與企業家精神架構之計畫導向學習

鄭夙芬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

學系
副教授 概念構圖在社區工作教學之應用與成效探究

鄭怡世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處境學習」評量指標及評量工具之探究：以社會工作研究
方法課群為例

盧映潔 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系 教授 國際人權公約與在地司法實踐

謝志龍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副教授 山、海、人的記憶與連結—社會學視角的臺東故事地圖

謝碧玲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副教授
以學習動機為中介變項探討教學法對學習成效之影響：翻轉
教學於變態心理學課程之實踐為例

簡文政 世新大學 經濟系 教授
以行動反思教學與運動產業數據分析提升經濟系學生學習效
率

蘇建州 世新大學 傳播管理學系 教授 多元背景學習者的「傳播大數據專題」課程創新設計

蘇淑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系 教授
地理環境研究的方法與方法論對話: "地理思想"課程的理論
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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