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111 年學生自主學習社群補助一覽表 

年度 學院 學系 社群名稱 召集人 參與人數 

107 教育學院 學材系 107 年度史懷哲服務隊 車悅聆 19 

107 體育學院 運健系 貼紮之日常生活應用 洗芯慈 5 

107 教育學院 學材系 神設手—學習設計與美學培養生涯探索計畫 陳品 8 

107 教育學院 心諮系 
生命之歌—跨領域質性研究方法學生自主學

習社群 
侯瀚洋 12 

107 人文學院 公共系 幼兒運動遊戲的設計及實務 張席庭 6 

107 教育學院 幼教系 2018 星河成長夏令營-星河冒險隊 高慈歆 6 

108 教育學院 教育系 〈讀書都讀不會〉—從哲學看美麗新世界 黃靚瑜 6 

108 教育學院 學材系 緩慢生活之必要─以烘培品味時間 車悅聆 5 

108 人文學院 視藝所 藝遊未盡 盧楷靜 5 

108 人文學院 視藝所 藝遊大觀園 陳俐如 5 

108 體育學院 休管系 
休閒運動邁向海洋世界-探索臺灣綠島海洋生

物及觀光資源 
林聖閔 5 

108 體育學院 休管系 戶外探索課程學習計劃 楊承恩 5 

108 教育學院 學材所 玩教育—桌遊的延伸應用與探討 李安綺 7 

108 教育學院 學材系 神設手—學習設計與美學培養生涯探索計畫 蔡雨蓁 7 

108 體育學院 休管系 教育從體驗開始 曾郁晴 5 

108 教育學院 幼教系 2019 星河成長夏令營 鐘紫榆 7 

109 人文學院 史地系 綜觀寰宇─史地與教育的科技對話 林芷如 5 

109 教育學院 學材系 Strong 思創─突破框架，思維開創 許捷 5 

109 教育學院 教育系 財經智慧小達人-理財知識與規劃 楊曜全 5 

109 教育學院 教育系 
好聲音與魅力口才─手語表達與溝通技巧訓

練 
高瑋妮 6 

109 體育學院 運健系 
幼兒運動遊戲設計及實務 Part II 應用於代間

學習 
冼芯慈 5 

109 體育學院 休管系 戶外探索教育與活動帶領規劃學習計劃 黃俊誠 5 

109 教育學院 教評所 刀光劍影說金庸—倚天屠龍記讀書會 陳鈺婷 5 

109 教育學院 教育系 TEDxUniversityofTaipei 黃苡軒 5 

109 體育學院 休管系 把世界當教室-2020 體驗學習成長夏令營 江睿濂 5 

110 人文學院 史地所 綜觀寰宇—史地與我的古今暢遊 林芷如 5 

110 理學院 環教所 多元攝影知能研習會 李弦聰 6 

110 體育學院 運健系 轉動夢想，從心起飛 李懿勳 10 

110 體育學院 運健系 跨界：競技運動與運動科學之交融 陳映竹 5 

110 體育學院 運健系 運動科學專題學習計畫 賴永欣 7 



年度 學院 學系 社群名稱 召集人 參與人數 

110 市政學院 都經系 足球之星幼兒足球培育計畫 游佳穎 5 

110 人文學院 公共系 
雖然是初學者但沒關係—考取韓文檢定讀書

會 
陳畫晴 6 

110 教育學院 教評所 2021 閱讀花園 王竹梅 9 

110 人文學院 史地系 史上第一：GIS 就是要使在地上 許岳綸 5 

110 市政學院 衛福系 透過體驗玩出引導力 蕭巧彤 5 

110 人文學院 舞蹈系 
教育部 110 年度 (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決

賽跨系合作 
鄭舜文 5 

111 體育學院 運健系 2022 轉動夢想，從心起飛 李懿勳 6 

111 體育學院 休管系 疫情下的戶外教育 饒高穎 5 

111 教育學院 學材系 
北城遊記：實境與 AR 遊戲學習設計—以臺北

城主題為題 
方姿尹 6 

111 人文學院 史地所 縱觀寰宇-史地與我的無國界之旅 林芷如 5 

111 教育學院 學材系 桌上老遊記 林妤臻 5 

111 教育學院 學材系 蒂兒甜點店＃女孩們的覓蜜約會 蕭語彤 5 

111 教育學院 學材系 跨越虛擬與現實—開啟 Metaverse 世界 王思捷 5 

111 人文學院 史地系 綠色生活 ready go 李婧嘉 5 

111 教育學院 幼教系 日文初學者的互助會—一起去考 4 彭馨儀 5 

111 教育學院 幼教系 紙飛機傳愛-發「陽」光大 程綉雅 5 

111 體育學院 運健系 運動防護專題學習計畫 施貝霓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