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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補助課程觀察分析－由下而上形成的知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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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語言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
名

影片/
簡報

106-2 數位人文遊戲學習與應用 朱蕙君
106-2 紅樓有夢 x 科技有愛 朱志明

106-2
佛學文獻數位化專題 --唯識二十論

文獻數位化研究與應用
蔡伯郎

106-2 文化創意產業英文 陳怡蓁
106-2 台灣古典文學選 林淑慧

107'
語料分析工具與數位人文概論
語料分析工具與數位人文應用

曾若涵

107-1 現代西方戲劇 姜翠芬
107-1 旅行文學與文化 林淑慧
107-2 數位人文遊戲與實境應用 朱蕙君
107-2 歷史、遊戲設計與APP應用 潘宗億
107-2 跨文化溝通與翻譯實務 林怡安
107-2 印尼語創意學習 何德華
108-1 臺灣人文概論 余美玲
108-2 唐代石刻文獻 林韻柔

108'
城市的歷史記憶(上)
城市的歷史記憶(下) 

曾美芳

109-1 空間再現與臺灣文化 林淑慧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影片/
簡報

109-1 國文(閱讀與寫作) 王俊傑
109-1 詩畫互文美學研究 解昆樺
109-2 文學作品讀法 吳怡萍

109-2
歷史現場：歷史文獻、現地考察

與歷史書寫
張繼瑩

109-2 南島語典藏復振與數位學習 何德華
109-2 跨文化溝通與虛擬實境 林怡安
109-2 臺灣文學 余美玲
109-2 臺灣開發史—訪查六堆 李華彥
110-1 跨文化溝通與虛擬實境(新編) 林怡安
110-1 英美詩選 顏淑娟
110-1 給語言學家的Python程式設計 吳俊雄
110-1 人之島語言文化探索 何德華
110-1 文學聚落與社群 汪淑珍
110-1 語料庫理論與實務 吳怡萍
110-1 語用學 龔書萍
110-1 文選及習作 余美玲
110-1 電腦輔助翻譯 高照明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6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1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4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6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44
http://tcdh.archive.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9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9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69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5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3&lang=zh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0&lang=zh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4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42
http://youtu.be/TQs6ChD3s3w
http://youtu.be/TQs6ChD3s3w
https://youtu.be/hLs6jXhq0MI
https://youtu.be/hLs6jXhq0MI
https://youtu.be/GJphfDVWeeU
https://youtu.be/GJphfDVWeeU
https://youtu.be/RZna4SGQF-Q
https://youtu.be/RZna4SGQF-Q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Pxrl__DytOwnLTwZoVM4Ru7PyhjorS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Pxrl__DytOwnLTwZoVM4Ru7PyhjorS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uKH5fDs0WysNx9nijje9XOxOkeL4u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uKH5fDs0WysNx9nijje9XOxOkeL4u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Bk_A-8LThhngvZec1Wj04NHUFlI6v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Bk_A-8LThhngvZec1Wj04NHUFlI6vX/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erivW561Ie8
https://youtu.be/erivW561Ie8
https://youtu.be/m2OAA0xCWUg
https://youtu.be/m2OAA0xCWUg
https://youtu.be/j2UcA0kHIr0
https://youtu.be/j2UcA0kHIr0
https://youtu.be/FdLMzn8yyN8
https://youtu.be/FdLMzn8yyN8
https://youtu.be/VuG03SUcECk
https://youtu.be/VuG03SUcECk
https://youtu.be/0HKubWX3Ak0
https://youtu.be/0HKubWX3Ak0
https://youtu.be/H-T9JXf_EXA
https://youtu.be/H-T9JXf_EXA
https://youtu.be/0HKubWX3Ak0
https://youtu.be/0HKubWX3A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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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數位走讀台中——過去、現在與

未來
吳育龍

106-2 淡水文化小旅行 吳宜婷

106-2
在地歷史的探索反
思與現代實踐

鄒忠毅

107'

107-1地方體驗、敘事應用與數位
化-地方知識與深度報導

107-2地方體驗、敘事應用與數位
化-地方知識與紀錄片製作

江寶釵

107-2
數位人文的創新與實踐：海洋文

化數位典藏
吳如娟

108-1 人文與科技 吳如娟
108-2 海洋文化時空脈絡 吳如娟

108'
地方知識與深度報導
地方知識與紀錄片製作

江寶釵

109-1 市場研究與分析 曾繁絹
109-1 數位內容策劃與行銷策略 汪祖慧
109-1 數位互動裝置整合設計 洪榮澤
109-2 混合實境整合體驗設計 洪榮澤
110-1 鄉土教育 胡其瑞
110-1 旅遊文化與觀光資源 陳采體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6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4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4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0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0
https://youtu.be/8h-Cqd8Fd1Q
https://youtu.be/8h-Cqd8Fd1Q
https://youtu.be/cEhmmbBvCSA
https://youtu.be/cEhmmbBvCSA
https://youtu.be/cRfs09oahq4
https://youtu.be/cRfs09oahq4
https://youtu.be/DOyOn6T0b7Y
https://youtu.be/DOyOn6T0b7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Bk_A-8LThhngvZec1Wj04NHUFlI6v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Bk_A-8LThhngvZec1Wj04NHUFlI6v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auLkD6Phyrp3BgQYhwpd3VtuNi2piO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auLkD6Phyrp3BgQYhwpd3VtuNi2piOt/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VzYUByKgw9g
https://youtu.be/VzYUByKgw9g
https://youtu.be/zP2pWXKzV74
https://youtu.be/zP2pWXKzV74
https://youtu.be/qmQQJWMNsH8
https://youtu.be/qmQQJWMNsH8
https://youtu.be/We6t7sUx640
https://youtu.be/We6t7sUx640
https://youtu.be/ASeGUn9y6E4
https://youtu.be/ASeGUn9y6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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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與醫療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虛擬實境行動學習- 水環境生態保
育

謝議霆

107-1 數位學習內容設計 陳鶴元
108-1 創意衛教法 郭青萍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6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4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3
https://youtu.be/f2MiwhGrAXU
https://youtu.be/f2MiwhGrA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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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社區營造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數位人文之創意思解 簡志峰
106-2 組織領導與社會創新實務 李禮孟
107-1 數位人文創新管理─知識共享 黃美玲
107-1 數位內容實務 王宗松
110-1 藝術與設計創作 林楚卿
110-1 數位科技與人文 鄧廣豐

110-1
偏鄉醫療大數據厚植在地人文關

懷
陳建良

110-1 青少年兒童問題與大數據運用 賴宏昇
110-1 視覺障礙 黃國晏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8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4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2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4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4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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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公行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大數據與政策分析應用基礎 劉宜君
106-2 政治與資訊 廖達琪

107'
大數據與政策分析應用進階
大數據與政策分析應用精進

劉宜君

107-1 數位時代下的經濟發展 謝文真

107-1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在法律判決的

應用
許育典

107-1
大數據在原住民青年教育與就業

的 AI 分析與應用
蔡群立

107-1 長者人權門診 施慧玲
107-1 全球化與社會發展 張凱銘
107-1 行政學 鄭國泰
107-1 政治學研究方法 劉正山
107-2 大數據下的智慧財產權法 莊弘鈺
107-2 政治與資訊 廖達琪
107-2 社群媒體分析 黃三益
108-2 問題分析與決策 曾憲立
108-2 民主憲政與法治 張凱銘
108-2 長期照顧 滿春梅

108-1
政治學研究方法_R資料分析的起

手勢
劉正山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8-1 大數據與選舉 廖達琪
108-2 社群媒體分析-新編 黃三益
108-2 政治與資訊-新編 廖達琪
108-2 政治學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 蒙志成
109-1 媒體近用與公民參與 陳婷玉
109-2 環境與永續發展 何昕家
109-1 資料分析方法入門 劉正山
109-1 大數據與選舉-新編 廖達琪
109-2 社群媒體分析-新編二 黃三益
109-2 政治與資訊-新編二 廖達琪
110-1 資料分析方法入門：R 與Python 黃韋豪
110-1 大數據與選舉-新編二 廖達琪
110-1 社群媒體分析—以Python 為例 黃三益
110-1 政治與資訊-新編三 廖達琪
110-1 民意與政治行為研究 劉正山

本課程橫跨數位工具技術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6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3
http://tcdh.archive.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53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9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9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29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96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6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4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4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3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8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8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1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1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6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5&lang=zh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6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1
https://youtu.be/t7oahpGmpDQ
https://youtu.be/t7oahpGmpDQ
https://youtu.be/ZFP0c92JQyk
https://youtu.be/ZFP0c92JQyk
https://youtu.be/Ndlsf6F6HX0
https://youtu.be/Ndlsf6F6HX0
https://youtu.be/DOQtgdnvpg4
https://youtu.be/DOQtgdnvpg4
https://youtu.be/0_Dudn_pr4Y
https://youtu.be/0_Dudn_pr4Y
https://youtu.be/3maiAZ3aI2c
https://youtu.be/3maiAZ3aI2c
https://youtu.be/WiI_iDm7rr0
https://youtu.be/WiI_iDm7rr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TW5mm7AGSqVJFoMf7wTIj2rLDWAJHX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TW5mm7AGSqVJFoMf7wTIj2rLDWAJHXn/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cguvb1JUfdcUCVqqtix9NVLWlzIo9JB/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cguvb1JUfdcUCVqqtix9NVLWlzIo9JB/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h6AfpoIcAQM
https://youtu.be/h6AfpoIcAQM
https://youtu.be/HMRCXnDuAbs
https://youtu.be/HMRCXnDuAbs
https://youtu.be/_Z_cTmMPqHc
https://youtu.be/_Z_cTmMPqHc
https://youtu.be/JxG6mJlWB6U
https://youtu.be/JxG6mJlWB6U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gAXa-8f4zYboz92wH-t6NcD8nmDb3e/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qgAXa-8f4zYboz92wH-t6NcD8nmDb3e/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K-gpNdcgdc
https://youtu.be/-K-gpNdcgdc
https://youtu.be/P1XT1Lb9z98
https://youtu.be/P1XT1Lb9z98
https://youtu.be/1HDeSW8J8KE
https://youtu.be/1HDeSW8J8KE
https://youtu.be/ms-3qiUEhes
https://youtu.be/ms-3qiUE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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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技術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數位人文工具─GIS及QR應用於民
間信仰調查研究的方法教學

唐蕙韻

106-2 經典的數位文本：發現臺灣 賀安娟

107'
無人飛行載具（UAV)與地理資訊

系統（GIS）
鄭春發

107-1 地理資訊系統與景觀規劃 原友蘭
109-1 空間再現與臺灣文化 林淑慧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5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40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8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2
https://youtu.be/su9jQUS-ViI
https://youtu.be/su9jQUS-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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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心理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8-2 密室逃脫X心理學X遊戲設計 劉効樺
110-1 幼兒動畫繪本製作 李來春
110-1 人機介面互動設計專題研究 林千玉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8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9
https://youtu.be/S6LsqLe7v8M
https://youtu.be/S6LsqLe7v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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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管理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客戶關係管理 高宏宣
106-2 貨幣銀行學(貨幣與數位金融) 王睦舜
107-1 消費者行為 鄭尹惠
107-1 電子商務 高宏宣
107-1 火災保險 王明智
107-1 電子商務 劉嘉惠
107-1 金融科技與創新 林淑萍

107-2
數位科技時代下的會計審計—人

工智慧在會計審計應用
粘凱婷

108-2 量化投資分析 黃玉娟
108-1 新媒體行銷與公關專題實作 王正慧
108-1 企業經營與診斷 吳志文
108-1 區域市場研究 李永全
108-1 智慧金融專題 陳玉芬
108-1 金融科技應用 林福來
108-2 服務科學與創新 張秀樺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9-1 金融科技與創新創業 鍾建屏
109-1 商業談判 (Commercial Negotiation) 渥頓
109-1 金融大數據 王貞淑
109-1 金融科技實務 黃信嘉
109-1 創新與創業 謝明勳
109-2 智慧商業-商業大數據分析實務 陳澤雄
109-2 顧客關係管理 陳亮均
110-1 數位行銷工具 張瑀真
110-1 數位金融概論 鍾建屏
110-1 智慧生活與雲端創新 吳如娟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4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84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4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6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4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6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8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1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9&lang=zh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1&lang=zh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4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7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5
https://youtu.be/NIYn0L22BPA
https://youtu.be/NIYn0L22BPA
https://youtu.be/a3IQU7sxZ0E
https://youtu.be/a3IQU7sxZ0E
https://youtu.be/fz4aI3X1NfI
https://youtu.be/fz4aI3X1NfI
https://youtu.be/5MRtGdnZ21g
https://youtu.be/5MRtGdnZ21g
https://youtu.be/c8Ios5vxF_4
https://youtu.be/c8Ios5vxF_4
https://youtu.be/jecjIGDFNrc
https://youtu.be/jecjIGDFNrc
https://youtu.be/S372KQm8ZyQ
https://youtu.be/S372KQm8ZyQ
https://youtu.be/JgHEttGLGAA
https://youtu.be/JgHEttGLGAA
https://youtu.be/gJVqQQ2wEV4
https://youtu.be/gJVqQQ2wEV4
https://youtu.be/D-OHK0mxhUY
https://youtu.be/D-OHK0mxhUY
https://youtu.be/3jawxKfspLI
https://youtu.be/3jawxKfspLI
https://youtu.be/nmRg8ITJ2No
https://youtu.be/nmRg8ITJ2No
https://youtu.be/gi1ARsftrEQ
https://youtu.be/gi1ARsft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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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與運動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7'

107-1運動傳播內容結合社群數據
分析教學（一）

107-2運動傳播內容結合社群數據
分析教學（二）

王凱立

108-2 電競遊戲實務 盧家湄
108-2 觀光行銷 邱博賢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1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8
https://youtu.be/W-FO8a_-XSU
https://youtu.be/W-FO8a_-XSU
https://youtu.be/4oGxyq10rcw
https://youtu.be/4oGxyq10r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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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技術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數位人文的人工智慧 曾元顯
106-2 大數據分析 蘇致遠
106-2 資料視覺化 洪暉鈞
106-2 大數據時代的資訊素養 葉裕民
106-2 數位人文專題 祝平次
106-2 人機介面 劉旭榮
107-1 數位人文學 邵軒磊
107-1 大數據基礎─數據魔術師 葉富豪
107-1 設計運算思維 吳可久
107-1 巨量資料分析 蔡明春

107-1
ABC基礎：空氣品質統計分析與軟

體實作
謝俊魁

107-2
大數據在餐旅FACEBOOK粉絲團的

分析應用
羅琪

107-2 智慧應用專題 蔡明春
107-2 大數據技術平台與應用 楊朝棟
108-1 自動網路語料擷取與語料爬梳 吳俊雄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8-1 自然語言處理入門 吳怡萍
108-2 遊戲運用及程式設計 周德嬚
108-1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李政雄
108-2 程式設計入門-C# 韓秉軒
108-1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俞齊山
109-2 數位人文工具 唐蕙韻
109-2 運健物聯網應用與分析 石志雄
110-1 互動程式設計I 韓秉軒
110-1 人工智慧及其應用 盧世達
110-1 企業行銷 吳志文

110-1
人文內容x數位工具—閱讀理解能

力APP開發
趙茂林

110-1 企業決策分析 葉清江
110-1 樂生院區VR數位導覽系統建置 盧大為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0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40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83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8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93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2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33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64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6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1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1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0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2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3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4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7
https://youtu.be/y7cRZk-QmSM
https://youtu.be/y7cRZk-QmSM
https://youtu.be/3afEYZdBom4
https://youtu.be/3afEYZdBom4
https://youtu.be/-K-gpNdcgdc
https://youtu.be/-K-gpNdcgdc
https://youtu.be/D6he5KdEPQE
https://youtu.be/D6he5KdEPQE
https://youtu.be/xilqEcy3fGE
https://youtu.be/xilqEcy3fGE
https://youtu.be/72EVoTyVkOU
https://youtu.be/72EVoTyVkOU
https://youtu.be/nx402y1Tm30
https://youtu.be/nx402y1Tm3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BcbzgjBaHBokMQimUbdZ3MjSALgWbe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BcbzgjBaHBokMQimUbdZ3MjSALgWbe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WlTcefpR4V5yP-9bnFpuWEcGfd1Re1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WlTcefpR4V5yP-9bnFpuWEcGfd1Re1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NIIYVCf8kWmxeNwh3BTvqWpfRfpEoQ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NIIYVCf8kWmxeNwh3BTvqWpfRfpEoQK/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u6opXik7ruc
https://youtu.be/u6opXik7ruc
https://youtu.be/O3OiOECQH7o
https://youtu.be/O3OiOECQH7o
https://youtu.be/uQde8eRFmzQ
https://youtu.be/uQde8eRFm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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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創作類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6-2 藝術與設計創作 林楚卿
106-2 電視節目製作 吳裕勝
106-2 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林楚卿
106-2 設計創作(四) 黃琬雯

107'
數位化長期照護實務學習與實作
高齡生活照護輔助科技與創意實作

陳美珠

107'
數位汽車造型設計(一)
數位汽車造型設計(二)

柯耀宗

107-1 人文場域/實境策展之數位應用 施登騰
107-1 數位函構（一） 吳細顏
107-2 西洋音樂史 宮筱筠
108-1 視覺傳達設計 羅光志
108-1 數位策展 耿鳳英
108-2 互動設計(二) 林幸長
108-2 廣播節目製作實務 唐大崙

108'
商品設計案例研討
蘭陽文創設計

高宜淓

108'
音樂資料科學I
音樂資料科學II

陳樹熙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成果
影片

108-2 使用者介面設計 陳勇廷
108-2 食物設計 陳錚中
108-2 產品環境設計 陳明石
108-2 設計運算思維 吳可久
109-1 音樂程式設計 陳恒佑

109'
音樂人工智慧
音樂資訊檢索

陳樹熙

109-2 跨媒體設計研究 陳姿汝
110-1 數位‧科技‧博物館 曾信傑
110-1 工藝與生活美學 王淑慧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39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0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1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53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92
http://tcdh.archive.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67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87
http://tcdh.archive.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91
http://tcdh.archive.nccu.edu.tw/handle/getcdb/352378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26
http://icdh.dlll.nccu.edu.tw/handle/getcdb/35247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1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2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0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3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0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831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7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5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997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19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74&lang=zh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082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48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156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14
https://www.openedu.tw/course.jsp?id=1340
https://youtu.be/iiReBlce5As
https://youtu.be/iiReBlce5As
https://youtu.be/wNAZFS6-RAI
https://youtu.be/wNAZFS6-RAI
https://youtu.be/LnH06RUjjEY
https://youtu.be/LnH06RUjjEY
https://youtu.be/T_NkkP4L-6U
https://youtu.be/T_NkkP4L-6U
https://youtu.be/SuBtnDi-Zus
https://youtu.be/SuBtnDi-Zus
https://youtu.be/wuvj-PPTu60
https://youtu.be/wuvj-PPTu60
https://youtu.be/kCLdTHWFCX0
https://youtu.be/kCLdTHWFCX0
https://youtu.be/YG74B8OcP5I
https://youtu.be/YG74B8OcP5I
https://youtu.be/-1lYvicQqKo
https://youtu.be/-1lYvicQqKo
https://youtu.be/iQuU4isAHVI
https://youtu.be/iQuU4isAHVI
https://youtu.be/_IALzlghnJA
https://youtu.be/_IALzlghnJA
https://youtu.be/G5Kmxnwc4K8
https://youtu.be/G5Kmxnwc4K8
https://youtu.be/PM-_rv12k2c
https://youtu.be/PM-_rv12k2c
https://youtu.be/-bZLf6_1vxE
https://youtu.be/-bZLf6_1vxE
https://youtu.be/Iiz3h_KWQzA
https://youtu.be/Iiz3h_KWQzA
https://youtu.be/qaTELZjQbxs
https://youtu.be/qaTELZjQbxs
https://youtu.be/NR26FfFNhFY
https://youtu.be/NR26FfFNhF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