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設計大學 
2020 校務研究資料分析知能研習會 

一、活動目的： 

 為能將數據活化並有效分析和利用，本校特邀請擅長資料探勘與分析技術

的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分享及議題討論，進行跨校共學，同時亦開闢出跨領

域的多元可能性，以不同的角度思考議題分析的可能性，致力落實行政單

位之校務績效與學術單位之卓越教學績效。 

二、活動內容： 

   （一）主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 秘書室。 

   （二）協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 研究發展處。 

   （三）辦理時間： 

          1. 109 年 12 月 3 日(四)  08：30〜17：30。 

          2. 109 年 12 月 4 日(五)  08：30〜17：30。 

   （四） 辦理地點：東方設計大學 推進大樓 2 樓 視訊會議廳。 

   （五） 參加對象：本校教職員、公私立大專校院教職員。 

   （六） 報名：請掃右邊 QR cod 或網址：https://forms.gle/QS5suE8QjjefEi5X8。 

          敬請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整前完成報名。 

    (七)  本研習會不提供午餐，僅供代訂便當。 

三、聯絡窗口： 

    東方設計大學 秘書室 唐惠芬老師/林幸嫻助理 電話：07-6939503  

    E-mail：chief@mail.tf.edu.tw 

四、交通方式： 

   （一）搭乘火車： 

         於大湖站下車後，出站後直行(天佑路)，過省道(台一號道) 直行民生

街第 45 巷巷口右轉，至東方路左轉 100 公尺即為本校校門口。 

    (二) 搭乘高鐵： 

        1. 由台南高鐵站開車，經國道 86 轉中山高(南下)下路竹交流道，約 20

分鐘車程。 

        2. 由台南高鐵站下車，搭乘計程車約 20 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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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流程表(一) 

 
主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秘書室 
協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研究發展處 

 
 

日期/地點 活動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Content 主持人/主講人 

109. 12. 3(四) 
推進大樓 2 樓 
視訊會議廳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Registration 唐惠芬秘書 

09:00〜09:10 
(10 分鐘) 長官致詞 Opening Remarks 葉榮椿校長 

09:10〜11:00 
(1 小時 10 分) 

楊南英 老師 
題目:校務研究平台建置經驗分享 
 
林意晴 老師 
題目:透過校務研究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楊南英 老師 
元智大學博士班 

 
林意晴 老師 
長庚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11:00〜11:10 
(10 分鐘) 茶敘交流 Coffee Break 唐惠芬秘書 

11:10〜12:30 
(1 小時 20 分) 

楊南英 老師 
題目:校務研究平台建置經驗分享 
 
林意晴 老師 
題目:透過校務研究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楊南英 老師 
元智大學博士班 

 
林意晴 老師 
長庚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 

12:30〜13:30 
(1 小時) 午餐 Lunch 唐惠芬秘書 

13:30〜15:00 
(1 小時 30 分) 校務硏究實踐與展望 

陳恆生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處資訊長 

15:00〜15:10 
(10 分鐘) 茶敘交流 Coffee Break 唐惠芬秘書 

15:10〜16:30 
(1 小時 20 分) 校務硏究實踐與展望 

陳恆生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處資訊長 

16:30〜17:30 
(1 小時) 綜合討論 Final Discussion 陳春蓮主秘 

17:30 活動結束、散會 Closing  



五、活動流程表(二) 

日期/地點 活動時間 Time 活動內容 Content 主持人/主講人 

109. 12. 4 (五) 
推進大樓 2 樓 
視訊會議廳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 Registration 唐惠芬秘書 

09:00〜09:10 
(10 分鐘) 長官致詞 Opening Remarks 葉榮椿校長 

09:10〜11:00 
(1 小時 10 分) 校務研究概念、方法與實例運用 

林松柏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11:00〜11:10 
(10 分鐘) 茶敘交流 Coffee Break 唐惠芬秘書 

11:10〜12:30 
(1 小時 20 分) 校務研究概念、方法與實例運用 

林松柏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12:30〜13:30 
(1 小時) 午餐 Lunch 唐惠芬秘書 

13:30〜15:00 
(1 小時 30 分) 校務研究長庚大學 

林維昭 副教授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5:00〜15:10 

(10 分鐘) 
茶敘交流 Coffee Break 唐惠芬秘書 

15:10〜16:30 
(1 小時 20 分) 校務研究長庚大學 

林維昭 副教授 
長庚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16:30〜17:30 

(1 小時) 綜合討論 Final Discussion 陳春蓮主秘 

17:30 活動結束、散會 Closing  

 
主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秘書室 
協辦單位：東方設計大學研究發展處 

 
 
 
 
 
 
 
 



六、活動場地示意圖 

   大門口右轉→推進大樓 2樓視訊會議廳 

  



七、交通資訊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