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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教師基本資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到校年月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及系所 

林美純 副教授 79 年 8 月 博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博士 

經歷 學術專長 授課課程名稱 
1. 台中縣明台家商教師

76.8.01--77.01.31 
2. 高雄縣林園國小教師

77.8.01--79.07.31  
3. 彰化師大助教

79.08.01--84.08.01 
4. 彰化師大講師 

84.08.01--99.01.31 

應用心理學理論與實務 
混合研究方法與資料分

析 
生涯規劃理論與實務 

質性研究法 
質的資料分析 
階層線性模式專題研究 
混合研究專題研究 
財金素養專題研討 
管理心理學專題研究 
生命教育 
生涯規劃 

二、學術研究 

(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統計年度為 92/8/1-100/12/31) 
年

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括

號註明碩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管

或教碩班的學生) 
    

101 北京師範

大學 
第一作

者 
Mei-Chung Lin, Mei-Fang Yang, Chien-hung Chou. 
(2012, 11)。High Self Efficacy Belief with High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2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100 雲林科技

大學 
第一作

者 
林美純、溫玲玉、江雁如。(2012.3)。「專題製作」外

在學習成果之內容分析─比較第四屆與第六屆全國高

中職小論文競賽為例。2012 年高職職場導向「專題製

作」教材教法與成效評估研討會。雲林：國立雲林科

技大學。 
100 北京林業

大學 
發表人 林美純(2011.08.21)。應用電子教學歷程檔案支應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海峽兩岸綠色行政與生態文明交流

營。大陸：北京。 
98 大同技術

學院 
發表人 林美純。(2010,5.21)。以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促進數

位素養。2010 年數位內容發展學術研討會—2010 
Web2.0 與教育論壇。台灣：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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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發表人 林美純、陳美紀、黃素琴。(2009.11.3)。視覺思維創意

教學設計培育之感受評估。創造力與教育創新國際學

術研討會。台灣：彰化。 
98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發表人 林美純、陳美紀、陳錦章、黃素琴。(2009.11.6)。問題

選擇規準在小組線上知識建構之應用。台灣區網際網

路研討會。台灣： 彰化。

https://tanetsys.nccu.edu.tw/PaperReg/SelectPaperID.aspx 
98 國立中央

大學 
發表人 林美純 、陳美紀。(2009.11.12-13)。對話的喧嘩：視

域剩餘、外在、 與超在。Web 2.0 與教育學術研討會。

台灣：桃園。ISBN: 978-986-02-0438-4。 
98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發表人 陳美紀、王國華、林美純、張宏宇、楊勝彰、王依然。

(2009.02)。師培生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之經驗與

體驗研究─以數位影像教材開發工作坊為例。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2009 精緻化師資培育研

討會。 教育部 97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http://intern.ncue.edu.tw/ctecrc/ 
97 國立高雄

餐旅學院 
發表人 陳美紀、楊奇苑、林美純、葉渝芳。(2008)。數位學習

教材色彩與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以在職進修班為

例。技職教育課程、教學與學習學術研討會。教育部補

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1 月 6
日。高雄：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97 義守大學 發表人 MeiChung Lin, MeiChi Chen, & Chin-Chang 
Chen.(2008,10). Role Based Prior Knowledge i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Building 
Process.TANet2008.Under Review. 

96 大陸北京 參訪 林美純。(2007.8.17)。田家炳兩岸三地教育技術西部

行之反思。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研討參訪

團(2007 年 8 月 16-22 日)。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

院。 
96 大陸甘肅

蘭州 
發表人 林美純(2007, 6)。教育與訓練機構創新教學模式之混成

理論形成與發展初探。田家炳兩岸三地教育技術西部

行。 
95 台北科技

大學 
發表人 林美純。(2006,6)。從家計與商業環境看數位落差─電

腦遊戲使用行為差異之研究。2006 年技職教育永續發

展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台灣：台北。 
95 蒙特婁 發表人 Lin, Mei-Chung. (2005,6). Conceptual modeling of 

Dynamic Market Activity in Ba-Gua Shan. 2005 
ED-MEDIA Conference at Canada.  AAEC. 

92 政治大學 發表人 林美純。(2003,10)。應用珍賞探索教學設計擴展職前教

師教學情境知識。 2003 年台灣網際網路研討會。台

灣：台北。 
92 彰化師大 發表人 林美純、楊奇苑。(2003,5)。應用托瑞克知識管理模式

與鷹架式科技整合教學策略發展職前教師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設計能力。 第九屆商業教育學術研討會：研發

創新產學合作新契機。台灣：彰化 
92 台灣師大 發表人 林美純。(2003,4)。閱聽職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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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知識信念轉換策略初探。 第 11 屆國際電腦輔助

教學研討會暨第 16 屆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

台灣：台北。 
 

(二)參與研究計畫 (教師獲得產、官、學、研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開

始執行於 92/8/1 起) 
類別 
(受補助

之單位

別)ex：
國科會/
教育部.. 

執行期間 
(開始年月-結束年

月) 

計畫名稱(含計畫主持人及學生姓名)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

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碩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

註明為行管或教碩班的學生) 
(若類別點選為其他者，請於此附註說明受補助

之單位別) 

總金額 
(直接填 

入數字 

即可) 

教育

部 
103.1.1─104.7.31 林美純、吳明政、張元、謝企榮(2014)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 103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

作實施計畫書-財金素養 

133,570

國科

會 
102.07.01-103.02.28 楊容(2013)辨識謬誤類型促進批判思考─

以 101 年全國高職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商業與管理群科決賽為例。林美純指導國

科會大專學生專題。NSC102-2815-C-018- 

021-S 

47,000

教育

部 
100.04.01-100.11.15 溫玲玉、林美純、張靜嚳、廖錦文、吳明

政(2011)。子計畫四：優化教學合作．提

升群體決策：建構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

究專業社群。總計畫：張惠博、張靜嚳

(2011)。 100 年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卓越

師資培育特色議題計畫─21 世紀彰師良師

精緻培育計畫。 

1,111,421

國科

會 
99.08.01-100.07.31 林美純、陳美紀、葉渝芳(2010-2011)。內

在認知因素與網路合作學習模式對學習成

效之影響：階層線性模式分析

99-2511-S-018-010- 

478,000

國科

會 
100.08.01-101.01.31 楊美芳(2011)。高職商管群科專題式學習

後設認知與螺旋思考之關聯性研究。林美

純指導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 

47,000

產學

合作 
100.06.01-100.12.31 金喜美公司內部講師培訓暨成效評估 75,900

產學

合作 
100.09.01-100.12.31 1. 溫玲玉、林美純。(2011.09)。 第六

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綠能．就業

力．永續經營」計畫。行政院勞委會

職訓局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15.萬

4080 元) 

2. 溫玲玉、林美純。(2011.09)。 第六

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綠能．就業

力．永續經營」計畫。中華民國商業

3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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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學會。(3 萬) 

3. 溫玲玉、林美純。(2011.09)。 第六

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綠能．就業

力．永續經營」計畫。大老巷護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4 萬) 

4. 溫玲玉、林美純。(2011.09)。 「第

六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綠能．就

業力．永續經營」計畫。全華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3 萬) 

5. 8.溫玲玉、林美純。(2011.09)。第六

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綠能．就業

力．永續經營」計畫。藍印子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5 萬) 

教育

部 
97.07.01-97.12.31 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

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

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畫。台中(二)字第

0970119542c 號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1,596,598

三、指導學生數 

學年度 學籍別 人數 總人數 

   104 學年度 

碩士班  

1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暑期教學碩士班  

   103 學年度 

碩士班  

1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暑期教學碩士班  

   101 學年度 

碩士班 1 

1 人 
博士班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暑期教學碩士班  

   100 學年度 

碩士班       

1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暑期教學碩士班       

 

四、受邀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1.統計年度為 92/8/1 起，2.不包含擔任本身所指導之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統計年度為 94 年起，2.不包含擔任本身所指導之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類別包含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學術期刊審查委員、參加政府機關之計畫審查委員、受邀於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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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機關擔任演講者、學位論文口試委員、評鑑委員、公私立機關理事或顧問、其他 
 

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103 審查委員 
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科及學程對應之產業人力需求評估計畫─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對應之產業人力需求評估計

畫。教育部委任專案計畫期末報告，2015.06.25。 

103 評鑑委員 103 年下半年度高職評鑑 

102 Reviewe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Conference 2014. CA.  

102 公共關係 「藏地高原 大美無言-黃逢源攝影個展」，彰化師大：進修學

院，2013,10. 
102 校外演講 如何推動專題製作，台中：明台高中，(2013,10) 

100-102 審查委員 全國高職學生 103 年度專題暨創意製作競賽(台灣師大、國教

署主辦)。2014, 5,09 
100 審查委員 教學卓越計畫優良 TA 審查 

100-102 口試委員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100 審查委員 建構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專業社群 資訊系統委外建置

案 

100 
國外擔任

短期訓練

講授 

馬來西亞循人中學「華文獨立中學教師教育增能境外學分班」

─主授「現代教育技術(科學科技、資訊在教學上的運用)」
課程 

100 訪視委員 教育部充實實習教學設備計畫。趙志揚主持。 

100 校外演講 推甄面試技巧輔導：生涯圖像與意象─淺談建構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彰化：鹿港高中。 

99 
審查委員 
評述人 

2011 全球管理新環境─綠能環保 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

台灣：彰化。 

99 
External 
Reviewer 

IJOPCD Special Issue on New Media and Joyful Learning. 
Guest Editors: Eric Zhi-Feng Liu and Maiga Chang. 

99 審查委員 高職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商業概論數位教材發展與推廣計

畫。審查委員。台灣：台中家商。 

99 專案企畫 99-100 年度教育部補助設置進修學院計畫─教師在職進修學

科教學示例工作坊企畫(3 班)─IFRS 

99 
複賽評審

委員 
教育部 100 年全國高職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商業與管理群科。執行單位：國立台中家商 

99 
Mentor 學
校 
代表 

中區區域資源中心教學品保工作會議 

99 校外演講 應用電子教學檔案提升教師專業發展─ICT 觀點。台中：台

中高工。 

99 校內演講 研究意向的陷溺、跨界、與超越。彰化：商教系碩士班書報

討論。 

98 評審委員 
教育部 99 年度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專題製作

競賽─綜合高中組」(台科大教資字第 0990100997 號函)。執

行單位：國立台中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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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8 
Reviewer, 
Session 
Chair 

2010 年數位內容發展學術研討會—2010 Web2.0 與教育論

壇。大同技術學院數位內容設計系。台灣：嘉義。99.05.21. 

98 校外演講 

主題：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設計模式＆線上輔助教學系統之運

用 
計畫名稱：教師資訊應用培訓研習及結合大專院校推動資訊

合作學習-溪州國小 

98 校內演講 
講題：TA 如何記錄工作日誌。【教學卓越計畫】C-3 教學助

理工作坊。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091119 

98 

Reviewer, 
Program 
committee, 
Session 
Chai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Web 2.0 and Education (ICWE 
2009) 

98 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推廣委員會 

98 課程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98 方案企劃 
98 年度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大專校院教

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 

98 專案企劃 
推動師範大學轉型發展補助計畫子計畫:教師專業發展計

畫。97.08.01 至 98.07.31。 

98 審查委員 

98 年度充實區域技術教學中心設備及區域產業教學特色發

展設備計畫 
商管群競爭性計畫審查委員。 2009.06.06. 教中 ( 三 ) 第
0980509210 號 

98 審查委員 98 年度教育部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 充實實習

教學設備實施計畫。計畫主持人：趙志揚 教授。2009.05.20. 
教中(三)字第 0980508000 號 

98 評選委員 98 年度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專題製作示例評選實施計

畫 「南區專題製作示例評選」。主辦單位：職業學校商業與

管理群科中心學校─台中家商。地點：台中家商。2009.04.22(證
書) 

98 校內演講 97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D-1：提升全人通識素養與促進健康

體能 。講題：生涯意象與圖像。時間：98 年 01 月 19 日。

地點：進德校區教學大樓。2009.01.19. 

97 
教育部師

培甄選活

動 

九十六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甄選受推舉人 

97 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97 委員 96 年地方教育輔導中等學校教師疑難問題諮詢。彰化師大師

培中心行政與地方教育輔導事務。

http://web.ncue.edu.tw/~middle/link_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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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6 主持人 彰化師大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卓越計畫班級輔導：學生

基本能力（多元能力）之發展。郭國禎教授主講。2007 年 11
月 28 日。 

96 主持人 彰化師大畢業生生涯輔導處卓越計畫：履歷健診暨模擬面試

(2007 年 11 月 30 日上下午各一場次)。模擬口試委員：許楚

雄顧問、徐翠芬顧問。 
96 學術交流 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研討參訪團(2007 年 8 月

16-22 日)。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溫玲玉教授領隊。

96 學術交流 田家炳兩岸三地教育技術西部行：第二組(雲南、貴州、四

川)。西北師範大學教育技術與傳播學院主辦。大陸甘肅蘭

州。2007 年 5 月 31 日至 6月 13 日。楊改學教授領隊。 
96 校外公私

立機關演

講 

大陸貴州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專題演講：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成長模式、擴展模式、功能模式。大陸：貴州。田家炳

兩岸三地教育技術西部行。西北師範大學教育技術與傳播學

院主辦。 
96 校外公私

立機關演

講 

中山大學師培中心及教育研究所數位學習課程專題演講：

SET 遊戲和直覺式塔羅牌遊戲之體驗─探索視覺思維 

96 政府機關

專案 
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命題委員 

96 

教育部師

培甄選活

動 

九十五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甄選受推舉人 

96 
教育部師

培甄選活

動 

九十五年度教育實習教師典範獎甄選審查委員 

96 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95 地方教育 
彰化縣彰化市教育會彰化師大會員代表。(95)彰市教南字第

127 號文。 
95 政府機關

計畫 
教育部建構高職商管類群各科專業能力指標之研究。副召集

人。 
95 學校夥伴

關係活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35 週年校慶商業教育學系學校夥伴關係

活動：全國高中職白沙小論文獎計畫書。企劃及論文審查。

95 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 

94 
推廣服務

專題演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結合大

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計畫就業服務講座主持人。主題：就業

市場 
94 學校夥伴

關係活動 

主辦第二屆商學教師奧斯卡金像獎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競

賽。實習返校座談活動企畫。 
94 推廣服務

專題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諮商與輔導中心生涯主題系列專題演

講：教職之外的另一扇大門－談生涯轉型與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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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4 政府機關

計畫 
國立暨台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試行教育實驗班審查委員，教育

部中部辦公室。 

93 
校內刊物

審查 
商業教育系學會系刊審稿委員 

93 校外公私

立機關專

題演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專題演講：

主題：數位教材的模式。數位學習專業訓練數位訓練規劃師

班。 
93 校外公私

立機關專

題演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專題演講。

主題：線上班級經營與社群經營之維護與營運─同時性建構

有效測驗評量。數位學習專業訓練數位訓練規劃師班 
93 校外公私

立機關專

題演講 

中山大學教育學程資訊融入之教學對話專題演講 

92 學校夥伴

關係活動 
主辦第一屆商學教師奧斯卡金像獎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競

賽。實習返校座談活動企畫。 
92 教育部資

訊服務專

案領隊 

2003 年資訊服務：鷹架式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教師發展合作

行動計畫─彰化地區。教育部電算中心：九十二年度大專校

院暨高中職「協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資訊教育實施計畫」領隊。

 

五、學術期刊論文著作(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類別 說明(含作者、期刊名稱、期數、及頁次等)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碩

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管或教碩班

的學生) 
103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2015.12)。推理謬誤的理論基礎：認知經濟。投稿中。

103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楊于介 (2014.11)。建構臺灣十二年一貫財金教育指標

之研究。商業職業教育，第 135 期，第 55-63 頁。 

102 SSCI Shwu-Huey Wang, Mei-Chung Lin, Chin-Wen Liao (2014, 4). A 
Virtu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Students' Ill-Structure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 26(4): 
334-347 , doi: 10.1093/iwc/iwu010. (SSCI) 

102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楊于介、周建宏(2013.11)。臺灣十二年一貫財金教育

現況與省思。商業職業教育，第 131 期，第 44-55 頁。 

101 國內非

TSSCI 等
林美純、楊美芳(2012.11)。高職商管群科專題式學習後設認知

與螺旋思考之關聯性研究。商業職業教育雜誌。NSC100-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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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C-018 -013-S 

100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溫玲玉、吳秀蓮、林美純(2012.5)。「改變」已是「無法改變」

的事實─談國際會計準則報導(IFRSs)對高職會計學教學之影

響。商業職業教育季刊，第 125 期。 

100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溫玲玉、陳美紀、吳明政(2012.01)商業與管理群技職

教育師資培育特色議題之建構，技術及職業教育，第 86-95 頁。

100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溫玲玉、陳美紀。(2011.10)。「專題製作」外在學習成

果之內容分析─以第四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競賽為例。技術及

職業教育期刊。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9 國際非

SSCI&SCI
等級 

Mei-Chung Lin, Mei-Chi Chen, Chin-Chang Chen. (2011, 4). 
Dialogues and Percep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a Small Grou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line Pedagogy and Course Design. 

99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陳美紀、余昇樺、林美純、宋美妹 。(2010)。公務人員參與數

位課程影響因素之探討。 T & D 飛訊季刊。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汪怡廷、林淑芬、林美純。(2010.01.25)。圖像式思考在行銷課

程「產品線與產品組合」單元之教學應用。商管群科中心學校

第 37 期電子報。http://ba.tchcvs.tc.edu.tw/epaper.asp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張家瑜、陳瑜芬、溫玲玉、林美純。(2009.11.25)。旅遊電子商

務網站服務品質、知覺風險、行為意圖之關聯性假說。商管群

科中心學校第 35 期電子報。http://ba.tchcvs.tc.edu.tw/epaper.asp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黃素琴、施竣詔、施又文。(2009.10.25)。以視覺思維

策略開發業種業態數位教材。 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第 34 期電子

報。http://ba.tchcvs.tc.edu.tw/epaper.asp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陳美紀、林美純、宋美妹。(2010.03)。數位科技融入教學思維：

教學方法及效益(二)。研究與創新雙月刊 ，第 13 期。彰化師

大研究發展處。台灣：彰

化。 http://rnd2.ncue.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9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陳美紀、陳錦章。(2009.08)。 群組線上合作知識建構

─活動、實踐、探究與對話。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第 31 期電子報。

http://ba.tchcvs.tc.edu.tw/epaper.asp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陳美紀、林美純。(2009.8)。學校推動數位學習的藍海策略。

人事月刊第 49 卷第 2 期，第 41-45 頁。人事行政局。

http://163.29.132.4/ccdb/TitleMag.asp?t1Key=9 (公務人員刊物)  
98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林美純。(2009.06)。「業種業態」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商業

職業教育季刊。第 113 期，第 5-12 頁。台北：中華民國商業職

業教育學會 。 DataBase: CEPS。 
97 國內非

TSSCI 等
級 

陳美紀 、林美純、王一琳、陳文義。(2008.7)。數位科技融入

教學思維教學方法及效益(一)。研究與創新雙月刊 ，第 8 期。

彰化師大研究發展處。台灣：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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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國內 陳美紀、林美純。(2007)。建構高職資料處理科專業能力指標

之研究。商業職業教育季刊，第 106 期。台北：中華民國商業

職業教育學會。 
95 國際 Lin, M. (2006, 5). Constructing Checklist of IOOI Theories 

Framework for Pre-Service Business Teacher to Enhance Content 
Design Usabilit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and Adult Learning, 
2(1). OR:HRAL. ISSN 1817-2105. 

95 國內 林美純。(2006，6)。數位學習之應用與趨勢—職業教育與訓練

規畫師觀點。教育研究月刊，第 146 期。台北：高等教育出版

社。 
93 國內 陳美紀、宋美妹、林美純、陳華(2004, 6)。合作學習法應用在

大一會計學學習研究。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卷 8。頁 113-132。
  

六、專書及專書論文(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

度 
書名(含出版社名稱等項目)

   
98 林美純。(2009)。小組線上合作知識建構歷程之個案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商業教育博士學位論文。 
98 陳美紀、王國華，張靜嚳，王春源，劉世雄，林建隆，林美純(2009)。技術

報告：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畫。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2 林美純。(2003)。應用珍賞探索教學設計擴展職前教師教學情境知識。深耕

與創新--九年一貫課程之有效教學策略。台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九十二年

度地方教育叢書。台灣：台北。收藏：國家圖書館。

http://lib.ncl.edu.tw/search_t.htm 
 
七、獲獎統計(含指導學生獲獎等)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碩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管或教碩班的學生) 
 

年度 項目 說明(如研討會名稱/獎項、專利名稱、及其他獎項) 
103 優勝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卓 C-1」：103-2 生涯經典分

享創意競賽─蔡承恩(S0254033)。通識教育中心自我管理與生涯

發展課程 
98 入選 王國華，張靜嚳，王春源，劉世雄，林建隆，林美純(2009)。數

學領域典範教學-建模視覺思維策略教學。國立教育資料館 98
年優良教育影片作品集(98 推字第 0980003622 號)。台灣：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收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 
98 入選 王國華，張靜嚳，王春源，劉世雄，林建隆，林美純(2009)。自

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典範教學-5E 探究式教學模式。國立教育資料

館 98 年優良教育影片作品集(98 推字第 0980003622 號)。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收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 
98 入選 王國華，張靜嚳，王春源，劉世雄，林建隆，林美純(2009)。商

管群典範教學-心智構圖視覺思維策略在商科上的應用。國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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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料館 98 年優良教育影片作品集(98 推字第 0980003622 號)。
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收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 

98 入選 王國華，張靜嚳，王春源，劉世雄，林建隆，林美純(2009)。科

學教育典範教學-C&E 直覺思維教學在科學教育上的應用。國立

教育資料館 98 年優良教育影片作品集(98 推字第 0980003622
號)。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收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

館。 
98 入選 王國華，張靜嚳，王春源，劉世雄，林建隆，林美純(2009)。詩

韻之美─國文科創意教學示範-實習老師與輔導老師之合作。國

立教育資料館 98 年優良教育影片作品集(98 推字第 0980003622
號)。台灣：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收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

館。 
99 優良 TA 

第二名 
黃鈺純(2010.09-2010.0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8 年教學卓越計

畫。通識課程：生涯規劃。 
99 優良 TA 吳姿英(2010.03-2010.07)。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8 年教學卓越計

畫。通識課程：生涯規劃。 
98 優良 TA 張家瑜(2009.09-2010.0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8 年教學卓越計

畫。通識課程：生涯規劃。 
98 優良 TA 

第一名 
陳佳霙(2009.03-2009.07)。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8 年教學卓越計

畫子計畫 D-1：提升全人通識素養與促進健康體能。通識課程：

生涯規劃。 
98 優良 TA 

第三名 
王依然(2009.03-2009.07)。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8 年教學卓越計

畫子計畫 D-1：提升全人通識素養與促進健康體能。通識課程：

生涯規劃。 
97 優良 TA 

第一名 
王依然(2008.09-2009.0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7 年教學卓越計

畫子計畫 D-1：提升全人通識素養與促進健康體能。通識課程：

生涯規劃。 
92 佳作 林美純、陳美紀、楊奇苑(2003,4)。職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之微觀成長模式。 第 11 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暨第 16 屆

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 台灣：台北。(138 篇大會論文，

本文列入六篇佳作競選三篇得獎論文名單) 
 

八、自編教材(如有獲本校教材開發補助請註明) 

學年度 課程名稱 
104 生涯規劃。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4 年度「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計

畫」。補助 8 萬元。 

九、數位教材製作暨遠距教學開課 

課程名稱 

數位教材製

作 
學年度(學

期) 

遠距教學開課 
學年度(學期) 

   
教材教法 98 「經濟與商業環境」先導性數位教材。教育部 97 年度教

學卓越計畫行動主軸 C 優質教學(Superior teaching)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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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C-2：精進數位學習知能。C-2-2 研發數位教材。台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http://dlearn.ncue.edu.tw 

 

十、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含一般生及在職班) 

(一)工作坊 

學年

度 
舉辦時間 工作坊名稱 舉辦地點 參加者對象 

100 100.09.16
100.09.17

建構 PjBL 教材教法研發與

教學研究社群工作坊。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特色

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

提升群體決策」子計畫。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寶山校區

經世管 713 教

室 

中區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專
題製作)大學教

師、高職教師、

實習教師、師培

生 
100 100.09.23

100.09.24
建構 IFRS 教材教法研發與

教學研究社群工作坊。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特色

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

提升群體決策」子計畫。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寶山校區

經世管 713 教

室 

中區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會
計)大學教師、

高職教師、實習

教師、師培生 

100 100.10.07 建構 IT 融入 PjBL 教材教法

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作

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

育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

合作．提升群體決策」子計

畫。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T501
教室 

中區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大

學教師、高職教

師、實習教師、

師培生 

100 100.10.21
100.11.9 

建構 OBE 教材教法研發與

教學研究社群工作坊。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特色

議題計畫「優化教學合作．

提升群體決策」子計畫。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

T601 、T501
教室、寶山校

區經世管 713
教室 

中區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大

學教師、高職教

師、實習教師、

師培生 

100 100.10.21 建構 IT 融入 PjBL 教材教法

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工作

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教育部 100 年度卓越師資培

育特色議題計畫「優化教學

合作．提升群體決策」子計

畫。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T501
教室 

中區教材教法

與教學實習大

學教師、高職教

師、實習教師、

師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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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參訪 

學年度 舉辦時間 參訪地點 參加班級 
    
    

(三)演講(不包含碩班書報課之演講活動) 

學年

度 
舉辦時

間 
演講者資料及演講主題 班級 

100 09.16 鍾克修校長(台中家商校長)PjBL 校本課

程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 

100 09.17 許順發教授（中州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

授）專題導向學習 
商三 

商業與管理群教材

教法 

100 09.17 遲文麗教授(銘傳大學副教務長)PjBL 評

量機制實務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 

100 09.23 畢文玲經理(政大商學認證中心主

任)AACSB 經驗 
商二管理學、教育

實習 

100 09.23 林蕙真教授(台大會計系) IFRS 教材研發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教育實

習 

100 09.24 彰化師大會計系邱垂昌教授由概念構圖教

學法探討 IFRS 老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教育實

習 

100 09.24 李東峰教授(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IFRS

回饋機制實務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教育實

習 

100 10.21 陳美紀教授(商業教育學系)電腦科技輔助

社群學習之方法及應用 
教育實習 

100 10.21 陳美紀教授(商業教育學系)學習成果回

饋：得獎作品評析、專題製作教學注意事

項 

教育實習 

100 09.16 吳武典教授(台灣師大特教系名譽教授兼

校務顧問)教師專業標準 
商二管理學 

100 10.21 林淑芬老師(台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

學校)PjBL 教師教學心得分享─格子趣經

營策略之探討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教育實

習 

100 10.21 高翠玲老師(國立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PjBL 教師教學心得分享─大台中環

保市場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教育實

習 

100 10.21 梁秀萍老師(國立馬祖高級中學)PjBL 教

師教學心得分享─專題製作帶領經驗分享
商三商業與管理群

教材教法、教育實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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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1.02 蔡今中研究室博士後研究員李文清博士。

HLM 在數位教學設計研究之應用。 
博二數位教學設計

專題研究 

 

十一、學生課堂專題報告(請另外提供學生紙本或電子檔資料) 

學年

度 
班級 課程名稱 專題名稱(含學生姓名) 

100 商碩

二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江雁如。教學歷程檔案。100 年度卓越師培-子計畫五

-教學歷程檔案競賽。 

100 商三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楊美芳。教學歷程檔案。100 年度卓越師培-子計畫五

-教學歷程檔案競賽。 

100 商四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王筱婷。教學歷程檔案。100 年度卓越師培-子計畫五

-教學歷程檔案競賽。 

100 企碩

三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黃曉薇。教學歷程檔案。100 年度卓越師培-子計畫五

-教學歷程檔案競賽。 

100 工碩

三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陳柏蓁。教學歷程檔案。100 年度卓越師培-子計畫五

-教學歷程檔案競賽。 

100 商三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周芳瑜。分錄及日記簿。100 年教材教具設計與教學

演示競賽特優獎。 

100 商三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周信男。會計方程式天秤。100 年教材教具設計與教

學演示競賽優等獎。 

100 商三 商 業 與 管

理 群 教 材

教法 

劉漢妮。市場結構的型態與特性。100 年教材教具設

計與教學演示競賽甲等獎。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莊筱梅、張祐誠。(2009, 3)。國民所得教學。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7 年度創意教材教具競

賽。97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A-1-2：建構教

育學程中區網。甲等獎。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黃韾玫。教學設計主題：經濟成長與創新(高中職商

業經營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

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

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畫。優等獎。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陳佩倫、鄭惇伊。教學設計主題：家計與廠商─需要

與供給(高中職商業經營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

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

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

畫。優等獎。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
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黃淇瑩、陳凱蕾。教學設計主題：簡介我國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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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 (高中職商業經營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

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

畫 A-1 計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畫。佳

作。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林彥伶。教學設計主題：商業的經營形態與組織(高
中商業經營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

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畫。佳作。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蔡佳君。教學設計主題：貨幣與匯率(高中商業經營

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

思 維 創 意 教 學 設 計 培 育 計 畫 。 佳 作 。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蔡雅蘋。教學設計主題：政府職能(高中職商業經營

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

思 維 創 意 教 學 設 計 培 育 計 畫 。 佳 作 。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黃韾玫。教學設計主題：景氣與不景氣(高中職商業

經營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

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

視 覺 思 維 創 意 教 學 設 計 培 育 計 畫 。 佳 作 。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黃品茲。教學設計主題：生產要素與財貨(高中商業

經營科)。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

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

視 覺 思 維 創 意 教 學 設 計 培 育 計 畫 。 佳 作 。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陳佳霙、柯宜廷。教學設計主題：Bloom 認知教育目

標─記憶檢索(大學教材教法)。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

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提升及創新

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計培育計

畫。佳作。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
碼：ncue 

97 商三 商 科 教 材

教法 

林俊豪、王依然、楊 勝彰、許雅萍。教學設計主題：

系所創意行銷(大學教育學程生涯教育)。教育部 97
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主軸計畫 A：教師創造力

提升及創新教學計畫 A-1 計畫：視覺思維創意教學設

計培育計畫。佳作。

http://blog.ncue.edu.tw/cvt/folder/1409 密碼：ncue 
96 商三 商科教材

教法 
黃品茲、林美純、王祥樺(2008, 5)。視覺思維創意教

學設計－以<生產要素與財貨>知識物件辨識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6 年度創意教材教

具競賽。9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A-1-2：建

構教育學程中區網。甲等。 
96 商三 商科教材

教法 
姚明秀(2008, 5)。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法應用在經濟

學教學活動設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96 年度創意教材教具競賽。9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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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計畫 A-1-2：建構教育學程中區網。優等。 
96 商三 商科教材

教法 
李文清(2008, 5)。導入整合性過程導向寫作教學法：

發展商科經濟學專題教學策略 -以生活中的應用為

例。9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A-1-2：建構教

育學程中區網。佳作。 
 

十一、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教學類) 

學年

度 
項目 說明 

103 參與社

員 
1. 中區大專教師聯誼會(公關組成員、課程組講師) 

103 參與社

員 
2. 彰化師大 103 學年度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子計畫二「促進人

文關懷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員、講師) 
103 參與社

員 
3. 彰化師大教職員工福智社(成員、講師) 

103 全國性研

習 
4. 全國性平臺─大鵬網職涯發展平臺第三梯次種子教師培訓

工作坊(第3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

畫中山大學總計畫主持人楊弘敦) 
103 校內研

習 
5. 彰化師大生命教育教師成長社群分享─生命教育的教與學

(2 小時) 
103 校內研

習 
6. 彰化師大生命教育系列講座─教育與人生(2 小時) 

103 校內研

習 
7. 彰化師大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工作坊(2 小時) 

103 校外研

習 
8. 台灣大學 2015 日常老和尚思想與實踐研討會(12 小時)，財

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2015.05.23-24) 
http://www.blisswisdom.org/ 
2012-05-04-14-56-09/2012-05-04-14-58-24/item/2060-20150
610-2 

103 校內研

習 
9. 正向心理學在生命教育的應用(2014/11/12) 

103 校內研

習 
10. 精緻特色發展計畫講座：如何成為快樂幸福的教職員？

(2014/11/10) 
103 校內研

習 
11. 白沙講座-李遠哲教授：急待轉變的人類社會(2014/10/15) 

102 校內研

習 
12. 102 年度學術及行政一、二級主管共識營活動(2013/04/03)

102 校內研

習 
13. 本校進修學院員工教育訓練講座「政府專案提案與招生技

巧」(2013/02/22) 
102 校外研

習 
14. 大 明 高 中 2013 年 暑 期 教 師 生 命 教 育 研 習 營

(2013.07.08-10），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 
101 校外研

習 
15. 中興大學 2013 教師生命成長營( 2013.0123-0127) ，財團法

人福智文教基金會。 
100 校內研

習 
16. HLM 在教育研究之應用(2011/09/30) 

100 創設社

群 
17. 建構 IT 融入 PjBL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專業社群 

http://blog.ncue.edu.tw/c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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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決策 建構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專業社

群) 
100 創設社

群 
18. 建構 IFRS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專業社群 

http://blog.ncue.edu.tw/club_tpg_ifrs  
(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決策 建構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專業社

群) 
100 創設社

群 
19. 建構 PjBL 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社群 

http://blog.ncue.edu.tw/club_tpg_pjbl 
http://blog.ncue.edu.tw/office_be_stw 
(優化教學合作．提升群體決策 建構教材教法研發與教學研究專業社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