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良師益友傳承帶領 

主題諮詢 Mentor團隊名單 

執行期間：自 10/1(五)至 12/30(四)止。 

諮詢

主題 

Mentor 

姓名 
系所 諮詢之範圍、項目 諮詢時段 諮詢地點 諮詢人數 備註 

教
學
技
巧 

易志孝 電機工程學系 無指定範圍 

10/26、11/16、11/23 

週二 10:00~12:00、

13:00~16:00 

I301 1~3人  

姚忠達 建築系/土木系 CLIL 
週一 13:00~16:00 

週二 13:00~16:00 
I301 1人 

請先提供專業背景與擔

任課程 

萬哲鈺 經濟學系 無指定範圍 週四 14:10~15:10 I301 1~3人  

林彥伶 經濟學系 CLIL、遊戲式學習 
11/23(二)13:00~14:00 

11/25(四)13:00~14:00 
I301 1~3人  

涂敏芬 企業管理學系 CLIL 
週一 12:00~13:00 

週四 12:00~13:00 
I301 1~3人 

可線上進行(時間可彈

性) 

曾秋桂 日本語文學系 無指定範圍 
週一 10:00~11:00 

週五 10:00~11:00 
日文系辦公室 1~3人  

謝顥音 英文學系 全英語授課 週一 12:45~14:00 I301 3人  

陳維立 

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 CLIL 
週一、週四

13:00~16:00 
蘭陽校園 1~3人 

可線上進行，建議先提

出問題，以方便討論能

更聚焦 

鄧建邦 
教育與未來設計

學系 
無指定範圍 

10/15(五)13:00~16:00 

10/22(五)13:00~14:00 
教設系辦公室 1~2人  



諮詢

主題 

Mentor 

姓名 
系所 諮詢之範圍、項目 諮詢時段 諮詢地點 諮詢人數 備註 

鍾志鴻 教育科技學系 iClass教學設計與應用 
10/21(四)10:00~12:00 

10/26(二)13:00~15:00 
I301 1~3人  

課
程
設
計 

李蕙如 中國文學學系 多文本閱讀 
週一 12:00~13:00 

週四 10:00~12:00 
I301 1~3人 

可線上 

請提出明確問題，以便

協助及交流" 

黃瑞茂 建築系／教設系 跨領域課程設計 週四 13:00~16:00 I301 1~3人  

易志孝 電機工程學系 無指定範圍 

10/26、11/16、11/23 

週二 10:00~12:00、

13:00~16:00 

I301 1~3人  

王英宏 資訊工程學系 數位課程設計 
週一 12:00~14:00 

週四 10:00~12:00 
I301 1~3人  

汪美伶 企業管理學系 實作課程設計 週四 13:00~14:00 I301 1人  

曾秋桂 日本語文學系 無指定範圍 
週一 10:00~11:00 

週五 10:00~1100 
日文系辦公室 1~3人  

謝顥音 英文學系 互動教學 週一 12:45~14:00 I301 3人  

鄧建邦 
教育與未來設計

學系 
無指定範圍 

10/15(五)13:00~16:00 

10/22(五)13:00~14:00 
教設系辦公室 1~2人  

張貴傑 
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 
同儕互評，反思寫作 週二 9:00~12:00 

教心所所長室

I301 
1人 請先提供想了解的問題 

創
新
教
學 

林黛嫚 中國文學學系 
中文創意寫作教學、IP

書寫策略教學 

週三 13:00~15:00 

週四 13:00~16:00 
I301 3人  

李蕙如 中國文學學系 PBL 
週一 12:00~13:00 

週四 10:00~12:00 
I301 1~3人 

可線上 

請提出明確問題，以便

協助及交流" 



諮詢

主題 

Mentor 

姓名 
系所 諮詢之範圍、項目 諮詢時段 諮詢地點 諮詢人數 備註 

易志孝 電機工程學系 無指定範圍 

10/26、11/16、11/23 

週二 10:00~12:00、

13:00~16:00 

I301 1~3人  

楊淳良 電機工程學系 專題式學習 
10/04(一)13:00~14:00 

10/13(三)13:00~14:00 
I301 2人  

黃瑞茂 建築系／教設系 設計思考 週四 13:00~16:00 I301 1~3人  

姚忠達 建築系/土木系 PBL,程式思維、頂石實作 
週一 13:00~16:00 

週二 13:00~16:00 
I301 1人 

請先提供專業背景與擔

任課程 

涂敏芬 企業管理學系 設計思考 
週一 12:00~13:00 

週四 12:00~13:00 
I301 1~3人 

可線上進行(時間可彈

性) 

陳志瑋 公共行政學系 PBL、專案式模擬教學 
10/19、11/02、11/16 

週二 14:00~16:00 
I301 3人 

非理工學院背景為主 

請提供教學計畫表 

曾秋桂 日本語文學系 無指定範圍 
週一 10:00~11:00 

週五 10:00~1100 
日文系辦公室 1~3人  

鍾志鴻 教育科技學系 遊戲化學習模式 
10/21(四)10:00~12:00 

10/26(二)13:00~15:00 
I301 1~3人  

王怡萱 教育科技學系 創新教學 週二 13:00~14:00 I301 2人  

教
學
研
究
與
升
等 

林黛嫚 中國文學學系 教學研究升等經驗分享 
週四 13:00~16:00 

週三 13:00~15:00 
I301 3人  

姚忠達 建築系/土木系 研究方法 
週一 13:00~16:00 

週二 13:00~16:00 
I301 1人 

請先提供專業背景與擔

任課程 

張志勇 資訊工程學系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

技巧 
週一 13:00~16:00 I301 3~5人  

鍾智林 運輸管理學系 
英語授課之教學與研

究、校務研究 
週二 10:00~11:00 另訂 1  



諮詢

主題 

Mentor 

姓名 
系所 諮詢之範圍、項目 諮詢時段 諮詢地點 諮詢人數 備註 

萬哲鈺 經濟學系 無指定範圍 週四 14:10~15:10 I301 1~3人  

林志娟 統計學系 學習成效分析研究 
10/07(四)13:30~15:30 

10/21(四)13:10~15:00 
另訂 1~2人  

陳維立 
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 
教學型升等經驗分享 

週一、週四

13:00~16:00 

蘭陽校園 

(可線上諮詢) 
1~3人 

建議先提出問題，以方

便討論能更聚焦 

何俐安 教育科技學系 教育研究方法 週四 10:30~12:00 I301 1~2人 
請列出問題並攜至諮詢

會議 

鄧建邦 
教育與未來設計

學系 
無指定範圍 

10/15(五)13:00~16:00 

10/22(五)13:00~14:00 
教設系辦公室 1~2人  

李麗君 
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 
無指定範圍 

10/18~11/19 週一、週五 

11:00~12：00  

13:00~14：00 

I301 1~3人 
請列出問題並攜至諮詢

會議 

其
他 

林彥伶 經濟學系 課程給合大學社會責任 
11/23(二)13:00~14:00 

11/25(四)13:00~14:00 
I301 1~3人  

涂敏芬 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

及教學競賽參加經驗分

享 

週一 12:00~13:00 

週四 12:00~13:00 
I301 1~3人 

可線上進行(時間可彈

性) 

汪美伶 企業管理學系 班級經營 週四 13:00~14:00 I301 1人  

陳維立 

國際觀光管理學

系 

「產學案」政府部門計

劃投標、爭取與執行經

驗分享 

週一、週四

13:00~16:00 

蘭陽校園 

(可線上諮詢) 
1~3人 

建議先提出問題，以方

便討論能更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