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 ～ 110 年非科技部計畫明細表(依執行期限)                     110.12. 

106 年度 

序號 合作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執行期限 

1 教育部 
106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林珊如 師資培育中心 106.2.1~107.1.31 

2 教育部 
106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林珊如 師資培育中心 106.6.1~106.9.30 

3 教育部 
補助優質教育實習機構計畫-國立

竹北高級中等學校 
林珊如 師資培育中心 106.8.1~107.7.31 

4 教育部 

「交心育苗、師培傳承」國立交

通大學選送師培生至東莞台商子

弟學校見習計畫 

陳鏗任 師資培育中心 106.12.1~107.11.30 

5 教育部 

「106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

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

計畫-B 類編纂主題性論文集(非裔

美國文學研究在台灣)」 

馮品佳 外國語文學系 106.8.1~107.1.31 

6 教育部 106 年度數位教材製作計畫 陳昭秀 教育研究所 106.5.1~107.4.30 

7 教育部 
106 年度「臺灣學術倫理教育中

心網站建置及維運計畫」 
孫之元 教育研究所 106.5.1~107.4.30 

8 教育部 中小學資訊素養與倫理推廣計畫 周倩 教育研究所 106.12.1~108.12.31 

9 教育部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林珊如 教育研究所 106.10.1~107.9.30 

10 教育部 
教育部 106 年「優秀外國青年來

臺『短期蹲點』計畫」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06.2.1~107.1.31 

11 

財團法人蔣經

國國際學術交

流基金會 

「漢文圈中的荻生徂徠：醫學、

兵學、文學」 
藍弘岳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06.7.1~107.6.30 

12 見域工作室 
新竹社計營暨設計松產學合作計

畫 
曾成德 

跨領域設計科學 

研究中心 
106.6.1~106.10.31 

 

  



107 年度 

序號 合作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執行期限 

1 教育部 
107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林珊如 師資培育中心 107.2.1~108.1.31 

2 教育部 
107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

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林珊如 師資培育中心 107.6.1~107.9.30 

3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NCTU 向

下扎根駐點計畫:科學教師素養導

向及科技教師跨領域之教學增能)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7.8.1~108.7.31 

4 新竹市文化局 
「大煙囪廠房基地」保溫睦鄰駐

站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究所 107.6.7~109.2.6 

5 
羅技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合作式衍生設計實務應用 許峻誠 應用藝術研究所 107.5.10~107.7.31 

6 教育部 
2018 美感課程成果展暨交流論壇

計畫 
曾成德 建築研究所 107.2.1~108.6.30 

7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東門市場-燈光工作營委託

專業服務案 
許倍銜 建築研究所 107.9.4~107.10.31 

8 
迪墨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DMO 製造技藝展委託策展服

務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7.9.1~108.3.31 

9 
曲面實業有限

公司 

土木工程顧問專業數位三維曲面

暨參數建模教學計畫委託服務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7.8.20~107.12.31 

10 
集思國際會議

顧問有限公司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外埔園

區自然館策佈展委託專業服務案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7.8.1~107.12.31 

11 教育部 
大專校院無障礙環境資訊公開平

臺計畫 
張基義 建築研究所 107.9.14~109.6.30 

12 教育部 
調查校園無障礙環境暨學生培力

訓練計畫 
侯君昊 建築研究所 107.11.1~109.6.30 

13 教育部 
107 年度「校園學術倫理教育與

機制發展計畫」推動案 
周倩 教育研究所 107.5.1~108.4.30 

14 教育部 

教育部 107 年「優秀外國青年學

子來臺蹲點─亞際文化研究全球

網絡」計畫 

劉紀蕙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107.2.1~107.12.30 

15 見域工作室 
2018 新竹社計營暨設計松產學合

作計畫 
曾聖凱 

跨領域設計科學 

研究中心 
107.7.1~107.10.31 

 

  



108 年度 

序號 合作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執行期限 

1 教育部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My 

English is Poor!:透過相互教學法及

鷹架式口說策略教學提升研究生

專業英語溝通能力 

林律君 英語教學研究所 108.8.1~109.7.31 

2 教育部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多媒

體光桌說故事之實驗技法和敘事

之探究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究所 108.8.1~109.7.31 

3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CHCI MELLON GLOBAL 

HUMANITIES INSTITUTE: 

MIGRANT WORKERS, GLOBAL 

LOGISTICS AND UNEQUAL 

CITIZEN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ONTEXT 2019-2020 

劉紀蕙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108.2.20~110.12.31 

4 教育部 
108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8.2.22~109.1.31 

5 教育部 
108 年交通大學實踐史懷哲精神

教育服務計畫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8.4.19~108.9.30 

6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NCTU 向

下扎根駐點計畫:以 STEM 為主的

科學科技教師跨領域教學增能)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8.8.1~109.7.31 

7 
上滕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上滕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2019 作品

展覽策劃委託服務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8.8.1~109.3.31 

8 
九典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2019 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智慧圖

書館系統規劃產學合作計畫 
侯君昊 建築研究所 108.8.1~110.12.31 

9 教育部 
108 年至 110 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

新計畫－總計畫學校工作計畫 
曾成德 建築研究所 108.8.1~110.12.31 

10 中諒有限公司 
Cerego App：驗證學習成效與辨識

適用學科的華人情境研究 
陳鏗任 教育研究所 108.11.1~109.8.31 

11 見域工作室 2019 新竹設計營產學合作計畫 曾聖凱 
跨領域設計科學 

研究中心 
108.6.1~108.11.30 

 

  



109 年度 

序號 合作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執行期限 

1 教育部 
109 年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推動

計畫-子計畫三 
林珊如 教育研究所 109.1.1~109.12.31 

2 教育部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運用

創新即時互動回饋科技提升師培

生之學習自我效能 

孫之元 教育研究所 109.8.1~110.7.31 

3 中諒有限公司 

Cerego 支持研究：系統指標轉

化、加值應用、介面使用者經

驗、及後 COVID-19 線上教育情

勢分析 

陳鏗任 教育研究所 109.9.1~110.12.31 

4 教育部 
大專校院無障礙環境資訊公開平

臺計畫第 2 期 
曾成德 建築研究所 109.7.1~110.4.15 

5 教育部 
調查校園無障礙環境暨學生培力

訓練計畫第 2 期 
侯君昊 建築研究所 109.7.1~110.4.15 

6 教育部 
109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9.2.19~110.1.31 

7 教育部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

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9.4.27~109.9.30 

8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NCTU 向

下扎根駐點計畫:以 STEM 為主的

科學科技教師跨領域教學增能)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09.8.1~110.7.31 

9 新竹市文化局 
109 年度「大煙囪廠房基地」保

溫睦鄰駐站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究所 109.6.1~110.7.28 

10 
姜樂靜建築師

事務所 

姜樂靜建築師事務所承攬之建築

景觀相關設計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9.4.1~110.3.31 

11 
南海藝工作室

有限公司 

南海藝工作室承攬之 109 年度臺

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捷運共構

大樓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穿越校

園與大社區的多重生態劇場-化羽

臺•南門口共學行動》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9.5.25~109.11.30 

12 
埕憲建築有限

公司 

埕憲建築有限公司承攬之岸內影

視基地相關建築及景觀規劃設計

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9.6.1~111.3.31 

13 
爾灣水利工程

技師事務所 

「109 年度海岸防護設施修繕工

程暨監測可行性評估委託技術服

務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09.12.15~110.6.30 



14 
社團法人臺灣

竹會 

『臺灣竹產業行銷推廣與國際交

流之推動計畫(2/2) -竹構技術推廣

－研擬教育推廣計畫』 

許倍銜 建築研究所 109.12.1~110.12.21 

15 
都市里人規劃

設計有限公司 

配合「光明新村對外開放區域整

體規劃」服務案 複委託工作 
龔書章 建築研究所 109.12.1~110.11.30 

16 
考工記工作室

有限公司 

「110 年度新竹市客家主題燈區

策展計畫」燈品製作 
王識源 建築研究所 109.10.1~110.12.31 

 

  



110 年度 

序號 合作單位 計畫名稱 主持人 執行單位 執行期限 

1 教育部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升

師資生探究與實作課程之教學專

業知能成效 

陳聖昌 教育研究所 110.8.1~111.7.31 

2 教育部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參與

式永續生活設計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究所 110.8.1~112.7.31 

3 新竹市文化局 

110-111 年度「大煙囪廠房基

地」保溫睦鄰駐站計畫委託專業

服務 

賴雯淑 應用藝術研究所 110.11.1~111.11.1 

4 教育部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英文

與學科共構的共同英文寫作經

驗：透過文體寫作教學提昇大學

生英文寫作及學科知識的學習 

張靜芬 英語教學研究所 110.8.1~112.1.31 

5 
工式建築有限

公司 

「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

計劃」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10.11.1~111.10.31 

6 
辰璟工程技術

顧問有限公司 

「後湖逐浪天梯工程委託技術服

務」案 
何震寰 建築研究所 110.11.1~112.10.31 

7 
蔚龍藝術有限

公司 

「2021 桃園地景藝術節(暫) 作品

名稱：流竹」規劃設計服務案 
許倍銜 建築研究所 110.7.16~111.7.31 

8 
集刻互動媒體

有限公司 

「2021 臺灣文博會花蓮館設計

案」 
曾令理 建築研究所 110.3.29~110.5.31 

9 
群眾自造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屏東落山風藝術季活動規劃

及執行案 
王識源 建築研究所 110.7.1~111.12.31 

10 
原物創意有限

公司 
2021 海洋藝術季-地景藝術設置案 王識源 建築研究所 110.7.1~111.12.31 

11 

財團法人臺中

市建築文化教

育基金會 

機器人水泥 3D 曲面列印外模技

術 
王識源 建築研究所 110.12.10~111.11.30 

12 教育部 
110 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實施計畫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10.2.1~111.1.31 

13 教育部 
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

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 
佘曉清 師資培育中心 110.5.4~110.9.30 

14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NYCU 向

下扎根駐點計畫:桌住 Englisssh)) 

孫之元 師資培育中心 110.8.1~111.7.31 

  

總計  共 68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