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位置圖 

 
  進德校區交通指南：  

  鐵公路：  

從彰化火車站搭乘「彰化客運」，「台中客運」102 路線，「台汽客運」往台中，大甲或是埔里方向的

班車，於彰化師範大學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 

   中山高速公路：  

1. 彰化市以北者，經高速公路南下，下王田交流道，經大肚橋，台化工廠左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2. 彰化市以南者，經高速公路北上，下彰化交流道，沿中華西路、中華路、孔門路、中山路、 

右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由快官系統交流道(往彰化方向)下中彰快速道路(台 74 線)，至中彰終點右轉彰南路(台 14 線)，至中山

路左轉，經台化工廠，左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高鐵：  

臺灣高鐵台中站下車，轉搭「台中客運」102(白)路線、101 路線，「彰化客運」台中-鹿港路線，「員

林客運」台中-西港路線、台中-西螺路線，於彰化師範大學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可抵達。(註：以

上資訊若有異動，以高鐵車站現場公告為準) 

 



 

 

活動地點： 

電算中心(5F) 

電一教室 

 

地下停車場入口 
校門口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工作計畫 

「輕鬆學 photoshop 影像設計」工作坊 

日期：105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 10：20 至下午 17：00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圖資大樓五樓  

教學目標： 

(一)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認識 Photoshop 

(二) 建立正確的影像編修及設計觀念 

(三) 提升在職教師之數位多媒體製作能力 

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課程規劃及講師資料表: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9：30～10：10 報到 

10：10～10：20 致歡迎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修學院長官 

10：20～11：10 

PartⅠ：「認識 Photoshop 的工作環境&圖層的基本操作」 

1.熟悉 Photoshop 的工作區並開啟檔案 

2.認識圖層 

3.圖層的基本操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王一琳資料管理師 

講座助理：黃祖菁 

11：10～11：20 休息 

11：20～12：10 

Part Ⅱ：「影像的美化與選取」 

1 運用「內容感知填滿」快速消除雜物與填補畫面 

2.使用「仿製印章工具」修補影像 

3.認識 Photoshop 的基本選取工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王一琳資料管理師 

講座助理：黃祖菁 

12：10～13：40 午餐 

13：40～14：30 

Part III：「圖層遮色片與影像合成運用」 

1.圖層遮色片的用途 

2.使用圖層遮色片合成影像 

3.編輯圖層遮色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王一琳資料管理師 

講座助理：黃祖菁 

15：10～15：30 休息 

15：30～17：00 

Part IV： 「文字輸入與編排」 

1.輸入文字&文字外觀的美化 

2.運用「字元樣式」快速設定文字外觀 

3. 建立彎曲文字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位學習中心 

王一琳資料管理師 

講座助理：黃祖菁 

17：00～ 賦歸 

※因本次活動舉辦在特殊教室，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等入內，以免汙損設備，敬請配合。 

※本次活動備有餐盒。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自行開車者請依本校「停車場管理辦法」之優惠收費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工作計畫 

「Google 協作平台」工作坊 

日期：10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 

時間：13:40~17:00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圖資大樓五樓 電一教室 

教學目標： 

(一) 運用 Google 協作平台進行教與學之協作 

(二) 運用 Google 協助行政事務 

(三) 教學素材與資源介紹與實務應用 

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課程規劃及講師資料表: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13：00～13：35 報到 

13：35～13：40 致歡迎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修學院長官 

13：40～15：10 

Part I：「Google 協作平台應用於教學」 

1.雲端共用編輯功能 

2.Google 行動祕書 

數位學習中心 

系統管理師 黃祖菁 

講座助理：王ㄧ琳  

15：10～15：30 休息 

15：30～17：00 

Part II：「Google 協作平台應用於教學實務

操作」 

1.教學素材應用資源介紹 

2.實機操作與解答 

數位學習中心 

系統管理師 黃祖菁 

講座助理：王ㄧ琳  

17：00～ 賦歸 

※本活動中午備有餐盒。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因本次活動場地特殊，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等入內，以免汙損設備，敬請配合。 

※自行開車者請依本校「停車場管理辦法」之優惠收費。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工作計畫 

「影片剪輯快速上手」數位教材製作動態工作坊 

日期：105年 8 月 19日(星期五) 

時間：10:20~17:00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圖資大樓五樓 電一教室 

教學目標： 

(一)學會如何剪輯影片 

(二)學會應用影片特效 

(三)學會製作影片應用在教學中 

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課程規劃及講師資料表：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9：30～10：10 報到 

10：10～10：20 致歡迎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修學院長官 

10：20～11：10 

PartⅠ：「影片初剪」 

1.分割影片 

2.運動攝影工坊 

3.多機剪輯 

君邑資訊有限公司 

李燕秋老師 

11：10～11：20 休息 

11：20～12：10 

Part Ⅱ：「文字應用」 

1.影片文字 

2.文字特效 

3.字幕 

君邑資訊有限公司 

李燕秋老師 

12：10～13：40 午餐 

13：40～15：10 

Part III：「影片特效應用」 

1.馬賽克特效 

2.特寫效果 

3.關鍵畫格 

君邑資訊有限公司 

李燕秋老師 

15：10～15：30 休息 

15：30～17：00 

Part IV：「檔案輸出與分享」 

1.輸出影片 

2.專案備份 

君邑資訊有限公司 

李燕秋老師 

17：00～ 賦歸 

※因本次活動舉辦在特殊教室，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等入內，以免汙損設備，敬請配合。 

※本次活動晚上備有餐盒。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自行開車者請依本校「停車場管理辦法」之優惠收費 

 



105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工作計畫 

數位教材製作 So Easy - Articulate Studio工具應用 

日期： 105年 8月 2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 9:00~12:20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電一教室 

教學目標： 

(一) 說明 Articulate Studio軟體的功能與應用 

(二) 運用 Articulate Studio軟體製作專屬數位教材 

(三) 評估紙本教學內容轉移為數位教材 

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課程規劃及講師資料表: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致歡迎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廖錦文教授 

09：10～10：40 

Part Ⅰ： 

1. Articulate Studio工具介紹 

2.製作動態數位教材 

數位學習中心 

郭靜華 教學設計師 

10：40～10：50 休息  

10：50～12：20 

Part Ⅱ： 

1.製作高互動數位教材 

2.製作測驗/評量 

數位學習中心 

郭靜華 教學設計師 

12：20～ 賦歸  

※因本次活動舉辦在特殊教室，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等入內，以免汙損設備，敬請配合。 

※本次活動中午備有餐盒。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自行開車者請依本校「停車場管理辦法」之優惠收費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工作計畫 

「Dropbox在教學上的運用」工作坊 

日期：105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13:00~17:00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 圖資大樓五樓 電一教室 

教學目標： 

(一)透過實際演練，學習者能操作 Dropbox雲端硬碟的相關功能。 

(二)藉由熟悉相關功能後，學習者能運用至工作或教學上的資源(教材)共享。 

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課程規劃及講師資料表: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13：00～13：35 報到 

13：35～13：40 致歡迎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修學院長官 

13：40～15：10 

1. 立刻註冊 Dropbox帳號 

2. 輕鬆即刻就上手 

3. 我要大容量硬碟 

4. 教學資源如何分享 

數位學習中心 

教學設計師 王心柔 

講座助理：郭靜華 

15：10～15：30 休息 

15：30～17：00 
5. 夥伴們！團隊合作在雲端 

6. 同學們！作業統一丟雲端 

數位學習中心 

教學設計師 王心柔 

講座助理：郭靜華 

17：00～ 賦歸 

※因本次活動舉辦在特殊教室，請勿攜帶食物及飲料等入內，以免汙損設備，敬請配合。 

※本次活動晚上備有餐盒。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自行開車者請依本校「停車場管理辦法」之優惠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