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國教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輔導委員名單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導委員名單 

項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入校

輔導

成員 

學 

者 

林子斌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力億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莊宗嚴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林麗菊 副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 

李佳家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 

楊岳龍 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 

黃家凱 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江學瀅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秉昇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吳舜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李敏瑜 副教授 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杜佩紋 副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周學雯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兼任管理學院國

際交流中心主任 

林官蓓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侯曉憶 
副教授暨中心

主任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語文中心 

施登堯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徐秀媫 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張麗玉 副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梁華蓁 校長 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 

莊宗倩 助理教授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郭鐘隆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陳育霖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陳信亨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陳榮政 教授兼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掌慶維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曾世杰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曾琦芬 副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甯靜怡 講師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中心 

黃勻萱 助理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 

黃恆綜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項目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楊茹茵 助理教授 開南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葉明和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葉明芬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詹明峰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潘宇文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蔡居澤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鄭怡庭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羅美蘭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連維志 助理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王麗雁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宋曉明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吳岱融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林彥良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 

陳淑敏 教授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陳箐繡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陳祥頤 副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王淳瑩 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語文教學中心  

蘇旻洵 副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杜佩純 副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蔡麗娟 副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Keith 

Graham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 

余霖 聘任督學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大直高中退休校長 

陳麗英 校長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張幸愉 校長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蔡來淑 校長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陳宏彰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張心瑜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周麗端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周宜佳 
副教授兼教務

長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楊承山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暨學士學位學程 

莊國彰 校長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陳昫姮 校長 臺北市立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郭旭展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研究所 

林坤誼 
特聘教授兼系

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莊佳穎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輔導委員名單 

項目 姓名 服務單位 

入校

輔導

成員 

英語教學專家學者 曾守得 退休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秋蘭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純音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錦芬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廖美玲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胡潔芳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謝麗雪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余明忠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游毓玲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戴雅茗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劉宇挺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周秋惠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張秀穗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湄涵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簡雅臻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視覺藝術專家學者 姚村雄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震峰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王麗雁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蕭寶玲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音樂課程專家學者 裘尚芬 退休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曉雰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淑媚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虹苓 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表演藝術專家學者 容淑華 副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健康教育專家學者 胡益進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明憲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林佑真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課程專家學者 高俊雄 教授 國立體育大學 

楊忠祥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楊啟文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琮智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綜合活動專家學者 方德隆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汪履維 退休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 

蔡居澤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葉明芬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生活課程專家學者 薛梨真 退休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許允麗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課程 

專家學者 

曾慧佳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項目 姓名 服務單位 

自然課程專家學者 王美芬 退休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熊召弟 退休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周金城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課程 

專家學者 

英家銘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陳玟樺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