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師資培育定額教師 
 

學院 系所 姓名 職務 任教教育專業課程 

文學

院 

國文學系 

林宜蓉 教授 
國文教材教法、國文教學實

習(一)、國文教學實習(二) 

李鍑倫 助理教授 
國文教材教法、國文教學實

習(一)、國文教學實習(二) 

李清筠 副教授 學習評量 

陳室如 副教授 
教育議題專題、教學實習指

導教授 

王錦慧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謝聰輝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范宜如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石曉楓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徐國能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郭維茹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黃敬家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劉滄龍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黃瑩暖 副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林淑雲 副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陳炫瑋 副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金培懿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黃明理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林佳蓉 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羅凡晸 副教授 教學實習指導教授 

英語學系 

劉宇挺 教授 英語教材教法 

程玉秀 教授 大五教育實習 

曾俊傑 副教授 
英語教學實習、大五教育實

習 

王宏均 副教授 
英語教材教法、英語教學實

習、大五教育實習 

周中天 兼任教授 大五教育實習 

許月貴 副教授 大五教育實習 

吳美貞 助理教授 大五教育實習 

李宜倩 助理教授 大五教育實習 

歷史學系 葉高樹 教授 大五實習指導教師 



吳翎君 教授 歷史教材教法 

石蘭梅 副教授 

歷史科教學實習、社會領域

課程概論、社會領域探究與

實作專題 

陳健文 副教授 大五實習指導老師 

陳昭揚 副教授 大五實習指導老師 

周東怡 助理教授 歷史科跨域課程 

王麒銘 助理教授 歷史科跨域課程 

陳建元 助理教授 歷史科跨域課程 

地理學系 

林聖欽 教授 

地理教學實習(一)(教)、地

理教學實習(二)(教)、地理

教材教法(教) 

韋煙灶 教授 半年實習課程 

張峻嘉 副教授 半年實習課程 

王聖鐸 副教授 半年實習課程 

沈淑敏 副教授 半年實習課程 

吳秉昇 助理教授 半年實習課程 

教育

學院 

教育學系 周愚文 教授 教育概論 

林建福 教授 教育哲學 

劉美慧 教授 IB哲學與實作 

林秀珍 教授 教育哲學、現代教育思潮 

劉蔚之 教授 教育概論、教育史 

洪仁進 副教授 教育哲學 

葉坤靈 副教授 教育概論、教育哲學 

許殷宏 副教授 教育社會學 

陳伊琳 副教授 教育概論、教育哲學 

鄭英傑 副教授 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 

李玉馨 助理教授 教育概論 

教育學系/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 

郝永崴 教授 教育議題專題 

湯仁燕 副教授 教學原理 

王力億 副教授 班級經營、學習評量 

教育學系/教育

政策與行政研

究所 

陳佩英 教授 教師素養 

陳玉娟 教授 實地學習 

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 

程景琳 教授 青少年心理學（教） 

陳慧娟 副教授 青少年心理學（教） 



陳孟筳 助理教授 發展心理學（教） 

張雨霖 助理教授 輔導教學實習（一）（教） 

王玉珍 教授 生涯規劃教學實習（教） 

劉振維 助理教授 生涯規劃教學實習（教） 

健康促進與衛

生教育學系 

李銘杰 助理教授 公共衛生教育 

廖容瑜 助理教授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導論 

師培學院 

高松景 助理教授 健康教育（健康與護理）課
程設計 

徐秀婕 講師 

公民與社會(公民)教學實習

(教)、童軍教育教學實習

(教)、教實習輔導老師 

人類發展與家
庭學系 賴文鳳 副教授 教材教法(幼) 

公民教育與活

動領導學系 

劉秀嫚 副教授 

公民與社會(公民)教學實習

(教)、童軍教育教學實習

(教)、公民與社會(公民)教

材教法(教) 、教實習輔導老

師 

蔡居澤 系主任 教實習輔導老師 

陳素秋 教授 教實習輔導老師 

王錦雀 副教授 教實習輔導老師 

楊智元 副教授 教實習輔導老師 

鍾有倫 助理教授 教實習輔導老師 

呂啟民 講師 教實習輔導老師 

 

特殊教育學系 

 

陳偉仁 助理教授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二）」、「議題融入資優教育

教學設計」、「特殊教育課程

調整與教學設計」、「高層思

考訓練」、「特殊族群資優教

育」、「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專題研究」 

理學

院 

數學系 
謝豐瑞 教授 

數學教學實習 (一)(教)、數

學教學實習 (二)(教) 

左台益 教授 

教學媒體與運用(教)、數學

教學實習 (一)(教)、數學教

學實習 (二)(教) 

王婷瑩 助理教授 
數學教學實習(二) (教)、數

學教材教法(教) 

楊凱琳 教授 
數學教學實習(一)(教)、數

學教學實習(二)(教) 



物理學系 陳育霖 助理教授 

物理教材教法（教）、物理教

材教法（IB）、物理教學實習

一（教）、物理教學實習一

（IB）、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

實作、物理教學實習二

（教）、物理教學實習二

（IB） 

化學系 
張一知 教授 化學教學實習 

姚清發 教授 化學教材教法 

資訊工程學系 

李忠謀 教授 

資訊科技概論教材教法/教學

實習、資訊科技教材教法/教

學實習 

柯佳玲 副教授 

資訊科技概論教材教法/教學

實習、資訊科技教材教法/教

學實習 

紀博文 助理教授 

資訊科技概論教材教法/教學

實習、資訊科技教材教法/教

學實習 

地球科學系

（主聘於科學

教育研究所） 

張俊彥 教授 地球科學教材教法 

許瑛玿 教授 
地球科學教育實習(一)、地

球科學教育實習(二) 

楊芳瑩 教授 

地球科學教育實習(一)、地

球科學教育實習(二)、電腦

與地球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研究

所(與地球科學

系合聘) 

張俊彥 教授 
1. 地球科學教材教法 

2. 地球科學教學實習 

許瑛玿 教授 
1. 地球科學教材教法 

2. 地球科學教學實習 

楊芳瑩 教授 
1. 地球科學教材教法 

3. 地球科學教學實習 

科學教育研究

所(與生命科學

系合聘) 

林陳涌 教授 
1. 生物教材教法 

2. 生物教學實習 

張文華 教授 
1. 生物教學實習 

2. 生物教材教法 

劉湘瑤 教授 
1. 生物教材教法 

2. 生物教學實習 

科學教育 

研究所 

顏妙璇 副教授 教育心理學 

方素琦 副教授 班級經營 

生命科學專業 李冠群 教授 教育專業課程、教材教法與



學院 教育實習課程 

科技

與工

程學

院 

工業教育學系 

呂有豐 教授 動力機械群教材教法(教) 

張俊興 助理教授 
動力機械群教學實習

(一)(教) 

科技應用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

系 

林坤誼 教授 生活科技教材教法(教)  

張玉山 教授 

生活科技教學實習

(一)(教)、生活科技教學實

習(二)(教)、半年教育實習 

圖文傳播學系 廖信 教授 

設計群教材教法（教）、設計

群教學實習(一)（教）、設計

群教學實習(二)（教）、學習

評量（教）、半年教育實習 

機電工程學系 

鄭淳護 副教授 半年教育實習 

鄭慶民 教授 
機械群教學實習(一)(教)、

機械群教學實習(二)(教) 

程金保 教授 機械群教材教法(教) 

 

電機工程學系 陳瑄易 副教授 

電機與電子群教材教法

(教)、電機與電子群教學實

習(一)(教) 

運動

與休

閒學

院 

體育與運動科

學系 

施登堯 副教授 
體育教材教法、體育教育實

習(一) 

掌慶維 助理教授 體育教育實習(二) 

林慶宏 助理教授 
暫無開課，協助系上師培生

輔導相關業務 

運動競技學系 陳信亨 助理教授 
體育教材教法、體育教學實

習(一)、體育教學實習(二) 

藝術

學院 
美術學系 

趙惠玲 教授 
美術教學實習(教)、美術教

材教法(教) 

江學瀅 助理教授 課程發展與設計(教) 

音樂

學院 
音樂學系 

陳曉雰 教授 無 

吳舜文 副教授 

音樂教材教法（教）、音樂教

學實習（一）(教)、音樂教

學實習（二）(教) 

莊惠君 副教授 無 

潘宇文 副教授 

音樂教材教法(教)、音樂教

學實習（一）(教)、音樂教

學實習（二）(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