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參展主題 序號 發表時間 發表地點 發表項目 參展組別 參展人員

開幕茶會 * 12:00-12:30 台北校區

1 12:30-12:45 台北校區 職涯季系列活動成果發表 學生組 應外五專四甲-王欣陽

2 12:45-13:00 台北校區 財經學院分項計畫成果發表 學生組 會資四技三丙-鐘子喬

3 13:00-13:15 台北校區 PBL創新教學教育訓練學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應外二技二甲-周怡辰

4 13:15-13:30 台北校區
學生學習績優團隊獎-2018兩岸四地商業與會計個
案分析競賽決賽分享

學生組 企管四技四甲-王玥涵

5 13:30-13:45 台北校區
學生學習績優團隊獎-2018兩岸四地商業與會計個
案分析競賽決賽分享

學生組
企管五專菁英五甲-鄭瑞宇

企管四技四乙-林紹良

6 13:45-14:00 台北校區
學生社群參與競賽心得分享
(租稅社群-台灣稅、大陸稅、會辯隊)

學生組
會資四技三丙-林孟蓉
會資四技三乙-王于群
會資四技三乙-張國璋

7 14:00-14:15 台北校區
學生社群參與競賽心得分享
(Fintech機器人競賽、投資實務)

學生組
會資四技四甲-范子俞
會資二技一甲-羅雅慧

8 14:15-14:30 台北校區 相伴來學習就業沒問題 學生組
財稅五專四甲-王咨惠
財稅五專四甲-吳啓源

9 14:30-14:45 台北校區 學生針對財務類研究 學生組
商務四技四乙-黃聖銀
商務四技四乙-姚于如

10 14:45-15:00 台北校區 學生參與業師協同教學及實務實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企管二技二甲-王景

11 15:00-15:15 台北校區 培育資訊專題創作拔尖計畫 學生組

資管五專五甲-廖萱昂
資管五專五甲-羅大祐
資管五專五甲-李納璇
資管五專五甲-莊家豪
資管五專五甲-張敬瑜

12 15:15-15:30 台北校區 學生參與業師協同教學及實務實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應外二技一甲-黃葳
13 15:30-15:45 台北校區 高教計畫四大目票之實踐內容 學生組 資研所-陳淳鈺

14 15:45-16:00 台北校區 頂尖專業人士來校協同授課之學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貿易法律學程-吳欣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活動議程

校長致詞、開幕茶會

12/3(一)
落實教學創新



日期 參展主題 序號 發表時間 發表地點 發表項目 參展組別 參展人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活動議程

1 11:30-11:45 台北校區 納稅服務隊心得分享 學生組
財稅二技一甲-劉盈秀
財稅二技一甲-路芷寧

2 11:45-12:00 台北校區 走讀活動(學校周邊)分享 學生組
商務四技二甲-熊偉婷
商務四技二甲-游美琪

3 12:00-12:15 台北校區 從惜食到新長照的公共政策:社會行動分享 學生組 商務二技二甲-林俞均

附錄
-完善弱勢助學機制

4 12:15-12:30 台北校區 學務處完善弱勢助學機制 學生組 資研所-陳遠任

5 12:30-12:45 台北校區  FinTech金融服務-校際創意競賽成果報告 教師組 財金系所-林玟君老師

6 12:45-13:00 台北校區 通識教育-北商人心中最軟的一塊 教師組 通識中心-許展嘉老師

7 13:00-13:15 台北校區 閱卷聽書識今古，評文測字通漢英 教師組 通識中心-黃羽璿老師

發展學校特色 8 13:15-13:30 台北校區
產學合作共創教材成果發表
-財富管理實務與實作

教師組 企管系所-黃瑞傑老師

1 11:30-11:45 台北校區 智慧實物銀行與夢想大學介紹 學生組
商務四技三-張晏華
會資四技四-林芷涵
會資五專五-游佳穎

2 11:45-12:00 台北校區 大學社會責任實務實習學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應外四技三甲-蔡薇妮

3 12:00-12:15 台北校區
學務處協助文化或經濟弱勢地區進行社區服務
-台東縣賓朗國小

學生組
應外五専三甲-載昀和
應外五専三甲-陳冠蓁

4 12:15-12:30 台北校區 社區關懷服務介紹 學生組
會資四技二-陳佩吟
會資四技四-林萬發

5 12:30-12:45 台北校區 完善弱勢學生職涯輔導獎勵專案執行成果 學生組
會資四技四乙-江宜珍
會資四技四乙-劉慧君

6 12:45-13:00 台北校區 學生赴海外企業實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商務碩一甲-林郁珊

商務四技四甲-廖妤瑄
商務四技三乙-周芳如

7 13:00-13:15 台北校區 學生赴海外企業實習心得分享 學生組
商務四技四乙-李姿穎
商務四技四甲-陳以倩

8 13:15-13:30 台北校區 名師講堂-短期授課活動海報分享 學生組 應外四技三-黃彥銘

12/5(三)

附冊
-USR大學社會責任

提升高教公共性

發展學校特色

12/4(二)

善盡社會責任

落實教學創新



日期 參展主題 序號 發表時間 發表地點 發表項目 參展組別 參展人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活動議程

1 11:00-11:15 桃園校區 分享及報告與老師合作計畫的內容及感想 學生組 商創二技二甲-李冠瑩

2 11:15-11:30 桃園校區 到社區作場域測試的心得與成果 學生組
商創二技二甲-林育芳
商創二技二甲-黃儒妤

3 11:30-11:45 桃園校區 分享跨領域人才工作坊學習過程與收獲 學生組 創研所-黃于倫

4 11:45-12:00 桃園校區 教學單位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教師教學經驗傳承 教師組 商創系-陳潔瑩主任

5 12:00-12:15 桃園校區 創新創業-從白手起家到如何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教師組 數媒系-陳恩航主任

6 12:15-12:30 桃園校區 厚植創新暨商業化設計思維-教師教學經驗傳承 教師組 商創系-陳明熙老師

7 12:30-12:45 桃園校區 應用卡片式教學理論推廣設計思考教育 教師組 商設系-溫明暉老師

附冊
-USR大學社會責任

8 12:45-13:00 桃園校區 高齡者關懷據點蹲點服務 教師組 商創系-連俊名老師

9 13:00-13:15 桃園校區 產品構想過程及製作問題心得感想 學生組 商創二技二甲-李冠瑩

10 13:15-13:30 桃園校區 教學單位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教師教學經驗傳承 學生組
商創四技二甲-侯品妤
商創四技二甲-吳孟璇

11 13:30-13:45 桃園校區 藝起𨑨𨑨桃 學生組
商設二技二甲-鄭廷恩
商設二技二甲-梁弘湶
商設二技二甲-江佳宣

12/7(五)

附冊
-USR大學社會責任

落實教學創新

落實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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