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開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2016/6/23製表

編號 系別 教師姓名

1
僑光科技大學教學發展中

心
李宏安 4 小時

2 本校數位生活創意系 詹益鎬 4 小時

3 本校餐飲管理系 許志滄 4 小時

4 本校資訊管理系 宋泰官 8 小時

5 本校數位生活創意系 郎果珍 2 小時

6 本校數位生活創意系 鄧恢綱 2 小時

7 本校電子工程系 吳昭瑰 6 小時

8 本校餐飲管理系 劉正智 2 小時

9 本校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淑敏 2 小時

10 本校資訊管理系 李孟度 4 小時

11 本校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劉芳嬌 4 小時

12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洪崇彬 8 小時

13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羅明葵 2 小時

14 本校資訊管理系 莫秋 2 小時

15 本校資訊管理系 吳晉吉 2 小時

16 本校電子工程系 郭志騰 2 小時

17 本校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呂宇晴 2 小時

18 本校企業管理系 林源明 2 小時

19 本校工業管理系 林聰哲 2 小時

20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世昌 2 小時

21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李政道 2 小時

中區際專校院校際聯盟105年行動磨課師動一動

活動日期：105年6月8日

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地點：本校教學大樓1樓D111多功能微型教室及

          國立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活動講者：宜蘭大學資工系黃朝曦教授、

          金工教室陳慶輝工藝師

登錄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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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許弘恩 2 小時

23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柯適中 2 小時

24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游守中 2 小時

25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陳建昌 2 小時

26 本校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素珠 4 小時

27 本校企業管理系 徐金芬 8 小時

28 本校自動化工程系 吳黎民 8 小時

29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王雪苓 4 小時

30 本校工業管理系 葉玉玲 2 小時

31 本校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黃琪聰 8 小時

32 本校自動化工程系 張志誠 4 小時

33 本校應用外語系 陳欣蘭 4 小時

34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林嘉慧 2 小時

35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王佩琴 2 小時

36 本校應用外語系 李鈺媛 2 小時

37 本校應用外語系 戴華亭 8 小時

38 本校數位生活創意系 李振銘 4 小時

39 本校餐飲管理系 廖煥森 2 小時

40 本校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李顯宗 6 小時

41 本校餐飲管理系 楊建國 2 小時

42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教務處 吳文濱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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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教學資

源中心
林雅惠 8 小時

44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教學資

源中心
簡麗玲 8 小時

45 本校機械工程系 黃德劭 8 小時

46 本校自動化工程系 李恩冠 4 小時

47 本校自動化工程系 李青一 4 小時

48 本校數位生活創意系 江孟儒 4 小時

49 本校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楊錦華 8 小時

50 本校企業管理系 楊木林 2 小時

51 本校機械工程系 谷秋月 4 小時

52 本校文書組 王昭敏 4 小時

53 本校數位生活創意系 林正敏 2 小時

54 中國醫大中醫藥 蔡明杰 8 小時

55 環球科大 曾惠珠 8 小時

56 本校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陳石松 4 小時

57
本校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

中心
簡名俞 4 小時

58
本校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

中心
林佳儒 4 小時

59 本校教務處 洪翠凰 4 小時

60 本校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柯鴻禧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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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本校餐飲管理系 林美珠 2 小時

62 本校學生輔導中心 周怡君 2 小時

63 本校學生輔導中心 莊小琴 2 小時

64 本校學生輔導中心 陳吟佩 2 小時

65 本校衛保中心 陳加芳 2 小時

66 本校資訊管理系 簡瑞炤 2 小時

67 本校研究發展職涯輔導組 林岱瑩 2 小時

68 本校數位旅遊管理系 顧為亮 2 小時

69 本校進修學院 李芳郁 2 小時

70 本校民生學院 林淑份 2 小時

71 本校自動化工程系 傅毓儀 2 小時

72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王之相 2 小時

73 本校工業管理系 莊芳濱 2 小時

74 本校電機與資訊技術系 孫立中 2 小時

75 本校機械工程系 陳榮輝 2 小時

76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陳松柏 2 小時

77 本校數位旅遊管理系 尤俊源 4 小時

78 本校機械工程系 卓漢明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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