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參展學校講師名單 

 

 

 

 

 

 

 

 

 

 

參展計畫 展示日期 學校名稱 姓名 職稱 

教育雲物

理模擬教

材與教案

開發計畫 

進場時間：11/9 

展覽期間：

11/10-11/13 

國立中央大學 劉晨鐘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張銘華 博士後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范姜士燻 專任助理 

國立中央大學 翊翎‧撒利尤 專任助理 

國立中央大學 楊詠雲 專任助理 

國立中央大學 吳一平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陳俊豪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曾炫閎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陳宛君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林彥宇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戴士凱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黃煒翔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林亞岑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朱翊瑄 研究生 

國立中央大學 許志仲 研究生 

國立清華大學 鄭嘉惠 教授 

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 何中楷 教師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陳怡文 教師 

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江逸傑 教師 

國立東華大學 葉昱廷 師培生 

國立東華大學 王鐿媗 師培生 



 

參展計畫 展示日期 學校名稱 姓名 職稱 

（學科素養推

廣與運用） 

 融入互動式

元件數學素養

導向教材發展

計畫 

進場時間：

11/9 

展覽期間：

11/10-11/1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 

（學科素養推

廣與運用） 

自然科學探究

與實作暨國語

文閱讀素養導

向互動式線上

評量試題優化

計畫 

進場時間：

11/9 

展覽期間：

11/10-11/1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 

AI人工智慧計畫 

進場時間：

11/9 

展覽期間：

11/10-11/13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國民小學 --- --- 

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 林信廷 教師 

臺南市立和順國民中學 李舒婷 教師 
  



 

參展

計畫 
展示日期 學校名稱 姓名 職稱 

中小

學 

數位

學習

深耕

推動

計畫 

進場時間：11/9 

展覽期間：11/10-11/13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 鄭鈿樺 教師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 王裕中 教師 

屏東縣屏東市公館國民小學 林慧如 教師 

苗栗縣苑裡鎮蕉埔國民小學 林在營 教師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 黃明貴 教師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鄭詩勳 教師 

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 張翔棋 教師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國民小學 李孟雪 教師 

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方靖淼 教師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 何麗玉 教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趙威寧 教師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 林琨越 教師 

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 郭人豪 教師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周凡淇 教師 

宜蘭縣私立中道高中附設國民小學 林佳琦 教師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李宜玲 教師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葉東茂 教師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 洪瑞成 教師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吳霽昀 教師 

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民小學 施伯謙 教師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 王學仁 教師 

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林靜君 教師 

臺南市鹽水區鹽水國民小學 沈延龍 教師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張威傑 教師 

桃園市平鎮區南勢國民小學 方淑儀 教師 

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洪毓琄 教師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 羅興發 教師 

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黃政昱 教師 

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 游忠育 教師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劉文育 教師 

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 陳恆毅 教師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 陳雲釵 教師 

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 陳之農 教師 



參展

計畫 
展示日期 學校名稱 姓名 職稱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   

臺東縣太麻里鄉三和走讀學堂實驗小學   

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大坪分校   

苗栗縣後龍鎮新港國民中小學   

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民小學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   

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   

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北市豐田國民小學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國民小學   

新竹縣立精華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芎林國民中學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   

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   

臺南市左鎮區光榮實驗小學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 賴阿福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張立杰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朱志明 助理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賴志宏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王鼎銘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孫之元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吳俊育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吳育龍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陳志鴻 助理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林菁 特聘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劉漢欽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郭旭展 副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黃意雯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莊雪華 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STEM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吳聲毅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創新數位內容研究中心 楊雅婷 特聘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資訊科學系 林志隆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林秋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廖冠智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 周秋惠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陳衍華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林子斌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林珊如 講座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思光 助理教授 

創造性

思維暨

21世紀

核心素

養課程

推動與

教學能

力提升

計 畫 

進場時間：11/9 

展覽期間：11/10-11/13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國民小學 顏惠君 學務組長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國民小學 李欣蓉 校長 

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顏有志 學務主任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 劉島伊 老師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國民小學 宋宗樺 老師 

金門縣金沙鎮述美國民小學 蘇子鈞 老師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 沈宥廷 學務主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廖晨惠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李宜靚 助理 



參展

計畫  
展示日期 學校名稱 姓名 職稱 

高級

中等

學校

科技

輔助

自主

學習

輔導

計

畫、 

數位

學習

輔導

計

畫、 

5G 新

科技

學習

示範

學校

輔導

計畫 

進場時間：11/9 

展覽期間：11/10-11/13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 林玉姬 教師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 翁旻暄 教師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 楊汶潔 教師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李美惠 主任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曾裕芬 教師 

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 盧光倩 教師 

臺東縣立長濱鄉長濱國民中學 吳偉競 教師 

臺東縣立長濱鄉長濱國民中學 譚凱聰 教師 

臺東縣立長濱鄉長濱國民中學 鍾雨芯 教師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許雅玲 主任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曾明基 教師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國民小學 陳靖娥 教師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黃琇苓 主任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江通達 組長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徐曉緯 教師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國民小學 林潼亮 教師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資訊教育網路中心 洪逸馨 國教輔導員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國民小學 呂美惠 組長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國民小學 蕭尹婷 主任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國民小學 陳怡沁 教師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 鄭妃君 教師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 李官珉 主任 

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 吳振佑 教師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駱立揚 教師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黃文貞 副校長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 邱筑翎 教師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劉人誠 校長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紀雅齡 主任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謝孟翔 組長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陳穎粲 教師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蔡儀慧 教師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林穎俊 組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李幸玟 教師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王綠琳 校長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林英斌 組長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陳昱璇 教師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歐陽佑昌 教師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余詩涵 教師 

南投縣埔里鎮史港國民小學 施君潔 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史港國民小學 李玉玲 教師 

南投縣埔里鎮史港國民小學 莊毓娟 教師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蔡雅涵 教師 

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陳政典 組長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 許游雅 教師 

屏東縣屏東市大同國民小學 張丹旻 組長 

苗栗縣苑裡鎮蕉埔國民小學 林在營 主任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 林國芳 主任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 王鈺潤 組長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 葉書齊 教師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 謝崴亦 教師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 洪佳誼 教師 

苗栗縣後龍鎮後龍國民小學 連仁杰 教師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民小學 葉晉源 主任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民小學 徐菽霙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周佳鋐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范村生 主任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方妍昕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林孟宣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楊采翊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楊恩欣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鄭鈞浩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賁俊偉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徐 權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朱宏昇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洪士閔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孫丞佑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張承侑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曾堉銨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林奕鈞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黃信維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吳茂源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洪子秀 教師 

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 劉雅蘭 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劉遠楨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黃思華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李易恆 助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曾敏 助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曾心瀅 助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徐琳筑 助理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 胡勝硯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曹傑如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 陳志鴻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林冠甫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喬麗軒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李兆晽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布寶淇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李卿玫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高逸倫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林佳慶 所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沈明勳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陳靖雯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楊羚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顏一華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鄭沛沅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鄒承訓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陳思妤 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高台茜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劉明洲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黃義峰 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張維珊 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許湘翎 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温宸沬 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黃琦涵 助理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馮千芝 助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數位學習與

教育研究所 
黃國禎 教授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朱蕙君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 賴秋琳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林佳慶 副教授兼所長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伍柏翰 副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楊智為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竫娟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何適涵 助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

環境教育研究所 
陳思瑋 助理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吳聲毅 副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王政弘 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楊雅芬 助理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陳建勳 助理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林知儀 助理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顏恩惠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郭伯臣 校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傅詩淯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陳家遠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林湘庭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陳昱秀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陳郁文 助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 
黃威凱 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