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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1 0 8 學 年 度 地 方 教 育 輔 導 師 資 群  

專長領域及可教授主題 姓名 所屬系所 E-mail 

語

文 

寫作、圖文整合輔助閱讀 張珮青 英語學系 peichinchang@ntnu.edu.tw 

臺灣文學、臺灣文化 陳龍廷 臺灣語文學系 clongt@gmail.com 

情境式國文課程建構、學習型桌遊設

計與實務、國寫思考與寫作能力訓練 
曾暐傑 

國文學系 
twc926@gapps.ntnu.edu.tw 

旅行文學 陳室如 fancyfree@ntnu.edu.tw 

數

學 

數學遊戲、動手玩數學、無字證明、

數學素養 
許志農 

數學系 

macoemail@gmail.com 

資優教育、數學教育、數學專題、數

學科展 
游森棚 senpengeu@gmail.com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STEM 教育 丁玉良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

源發展學系 

yting@ntnu.edu.tw 

STEM 教育、生活科技教學策略、動

手實作活動之設計與實施 
林坤誼 linkuenyi@ntnu.edu.tw 

STEM／STEAM 跨域整合課程與教

學、數位化學習歷程檔案與生涯檔案 
張基成 samchang@ntnu.edu.tw 

電機電子、微電子 劉傳璽 機電工程學系 liuch@ntnu.edu.tw 

資訊融入教學、資訊科技教育（中小

學機器人跨領域 STEAM 課程設計） 
蔡孟蓉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 
mjtsai99@ntnu.edu.tw 

印刷科技、微奈米圖像、字型應用與

質數 
陳仙舟 圖文傳播學系 gac2006@ntnu.edu.tw 

物理教學、奈米光學、數理資優教育、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陳育霖 

物理學系 

chendaneyl@ntnu.edu.tw 

Arduino 與科學探究 陸健榮 lupond@phy.ntnu.edu.tw 

自然領域相關探究與實作課程發展、

探究與實作課程之設計與執行、參加

物理奧林匹亞競賽課程設計 

賈至達 chiact@ntnu.edu.tw 

化學新知、高中化學實驗、化學奧林

匹亞實驗 
張一知 化學系 changijy@ntnu.edu.tw 

科學教育、數位學習、跨領域學習科

學以及科學傳播 
張俊彥 科學教育研究所 changcy@ntnu.edu.tw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程式設計 曾元顯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samtseng@ntnu.edu.tw 

物聯網與電腦網路 王超 資訊工程學系 chaowang@wustl.edu 

新能源車輛、汽車修護實作與證照技

能檢定 
呂有豐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

士學位學程 
yflue@ntnu.edu.tw 

藝

術

與

人

文 

新媒體科技藝術 邱誌勇 美術學系 Aaronchiu88@gmail.com 

地方特色與設計、品牌與包裝設計 蘇文清 設計學系 thinkidea@ntnu.edu.tw 

布袋戲 陳龍廷 臺灣語文學系 clong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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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及可教授主題 姓名 所屬系所 E-mail 

表演藝術師資培育、教育劇場 范聖韜 
表演藝術研究所 

fanst@ntnu.edu.tw 

舞蹈 吳義芳 wuifang@ntnu.edu.tw 

中提琴 王麗雯 

音樂學系 

violiwen88@yahoo.com 

音樂理論 吳佩蓉 t82010@ntnu.edu.tw 

音樂課程綱要 陳曉雰 hfchen@ntnu.edu.tw 

音樂 林孟君 linmengchun@gmail.com 

音樂 錢善華 gcmusic@ntnu.edu.tw 

社

會 
古代內陸歐亞史、秦漢史 陳健文 歷史學系 cjw1214@ntnu.edu.tw 

特

教 

視覺障礙教育、視障者職業生涯輔導、

視障學生轉銜輔導、定向行動人員培

訓、質性研究、身心障礙輔助科技之

應用、視障者定向行動訓練 

張千惠 特殊教育學系 sofchang@ntnu.edu.tw 

教

育

議

題 

氣候變遷 翁叔平 

地理學系 

znspw302@ntnu.edu.tw 

在地社區培力活動對國民教育的意

義、社區環境特色與校特色／彈性課

程發展、以環境為基調的跨領域課程

發展、全球活動和議題對國民教育的

意義、地質公園與里山倡議對在地環

境教育與社會發展的意義 

蘇淑娟 shewsu@ntnu.edu.tw 

臺灣海洋環境 葉庭光 
海洋環境科技研究

所 
tkyeh@ntnu.edu.tw 

閱讀教育、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資訊

素養教育 
陳昭珍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cc4073@ntnu.edu.tw 

閱讀素養、學習動機、希望感、補救

教學 
唐淑華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tangsophie65@gmail.com 

能源議題 張一知 化學系 changijy@ntnu.edu.tw  

性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高松景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

育學系 
ptm102_7737@ntnu.edu.tw 

課

程

與

教

學 

課程發展 王力億 教育學系 liyi.wang@ntnu.edu.tw 

實作評量 傅祖怡 

物理學系 

phtifu@ntnu.edu.tw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陳育霖 chendaneyl@ntnu.edu.tw 

創新教育 陳昭儀 
創造力發展碩士在

職專班 

t14016@ntnu.edu.tw 

創造力教育、創意教學 潘裕豐 t14007@ntnu.edu.tw 

校訂課程 陳龍廷 臺灣語文學系 clongt@gmail.com 

PBL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跨領

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設計 

高松景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

育學系 
ptm102_7737@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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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及可教授主題 姓名 所屬系所 E-mail 

一

般

主

題 

影視傳播、媒體識讀、文化評論、意

識形態政治 
劉立行 圖文傳播學系 lising@ntnu.edu.tw 

個人知識管理 吳美美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meiwu@ntnu.edu.tw 

批判思考 常紹如 英語學系 t22028@ntnu.edu.tw 

設計感性與理性：打破領域的藩籬 曾俊儒 設計學系 ktseng@pddlab.org 

社區營造與社會設計 徐敏雄 

社會教育學系 

mhhsu@ntnu.edu.tw 

心理學 郭郡羽 chunyukuolab@gmail.com 

公民社會、社區發展、終身學習素養 張德永 teyung01@gmail.com 

文化創意產業、地方創生、行銷策略、

品牌規劃及經營、社區營造、博物館

經營及展示設計 

廖世璋 lsj@ntnu.edu.tw 

媒體識讀、勞動參與 王錦雀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

導學系 
t11005@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