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100-110 年度教育部各項委辦/補助/計畫一覽表 

 

年度 主持人 計畫名稱/編號 

100 

陳浩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一年度（20110401 – 20120331）子計畫：華語母語語料

庫、多媒體影音語料庫、商業華語語料庫及雙語(華英)語料庫之建構與應用 

陳秋蘭 99 至 100 年度高中英文教師赴海外研習計畫及回國經驗分享會 

程玉秀 國民小學英語科基本關鍵能力訂定暨對應教材編輯研發實施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學英語科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訂定暨對應教材和試題編輯研發實施計畫  

程玉秀 國民小學英語補救教學期基本學習內容試題發展計畫 

葉錫南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林至誠 職業學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一般科目英文科數位教材發展與推廣計畫 

101 

陳浩然 101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語料庫建置及應用研究  

陳浩然 101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中介語語料庫錯誤分析研究  

陳秋蘭 101 至 102 年度國中高中職英語文教師赴海外研習及回國經驗分享會 

程玉秀 國民中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組卷、審題、試後分析計畫  

葉錫南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林至誠 精緻特色發展計畫：I-2 英語師資遴選、培育、養成計畫（二年期） 

102 

陳浩然 102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語料庫建置及相關數位學習資源之開發  

陳浩然 102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學習者語料常見錯誤分析及語用行為探究  

程玉秀 102 學年度原住民族重點學校與大學校院攜手精進教學輔導實施計劃 

葉錫南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林至誠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語言教育－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 

吳美貞 102 至 103 年度國中高中職英文教師赴海外研習及回國經驗分享會 

103 

陳浩然 103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應用語料庫於教學之實證研究及學習者偏誤詞典編纂  

陳浩然 103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學習者偏誤分析及偏誤辭典編纂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秋蘭 
103 年度英語專長替代役男訪視計畫、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訪視計畫及大專偏鄉英語服務

營訪視專案計畫 

陳秋蘭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程玉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基本學習內容--語文領域(英語文)修訂計畫 

葉錫南 設置「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林至誠 精緻特色發展計畫：I-2 英語師資遴選、培育、養成計畫 

104 

陳浩然 英語影片內容開發及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104 年度偏遠學校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研習計畫 

陳秋蘭 104 年度英語專長替代役男訪視計畫、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訪視計畫及大專偏鄉英語服務

營訪視專案計畫 

陳秋蘭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程玉秀 推動師資生參與偏鄉遠距英語補救教學計畫  

程玉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語文領域(英語文)試題暨教材研發計畫 

梁一萍 臺師大多元文化語境之「專業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 

葉錫南 設置中等教育階段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105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105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華語學習者口語偏誤標記工作及偏誤分析  

陳浩然 105 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深度討論提高學生高層次思考影響之研究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105-106 年度偏遠學校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研習計畫 

陳秋蘭 
105 年度英語專長替代役男訪視計畫、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訪視計畫及國民中小學英語：

成效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補救教學教材研發計畫 

程玉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語文領域(英語文)試題研發計畫 

梁一萍 臺師大多元文化語境之「專業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 

葉錫南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葉錫南 設置中等教育階段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林至誠 
臺東酷客（課）：運用行動科技於臺東偏遠地區國中小之英語酷課 (Cool English) 學習（二年

期） 

劉宇挺 初學年齡與學習環境對第二語語音、文法語感、字彙發展研究計畫 

106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台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偏遠學校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研習計畫 

陳秋蘭 國中小英語教師專業發展增能工作坊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教材研發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試題研發計畫 

葉錫南 教育部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訪視專案計畫 

羅美蘭 放寬外籍英語教師聘任資格可行性探討計畫  

葉錫南 設置中等教育階段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林至誠 臺東酷客(課):運用行動科技於臺東偏遠地區國中小之英語酷課 (Cool English) 學習 

陳浩然 華語學習者口語偏誤標記工作及偏誤分析 

謝妙玲 華語中介語語料庫語料難點習得研究 

劉宇挺 初學年齡與學習環境對第二語語音、文法語感，字彙發展長期研究計畫 

張武昌 提升教育體系學生英語教育暨因應英語列第二官方語言計畫 

陳浩然 專業華語語料庫檢索平臺建置與語料分析 

張武昌、

葉錫南 
師資培育課程規劃研究計畫--中等教育英語科及第二外語科 

張武昌、 

葉錫南 
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計畫--107 新課綱實施之中小學師資培育配套語文領域 

107 陳浩然 107 年度英語線上學習平臺：高中職網站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國小英語向下延伸及中高年級增加英語授課時數之可行性研究案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運用語料庫與電腦語言學習之研究 

陳秋蘭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英語環境營造 

陳秋蘭 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輔導群 

陳秋蘭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海外進修計畫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十二年國民教育跨教育階段 CLIL 課程設計工作坊 

程玉秀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林至誠 國民教育階段育才及攬才計畫 

葉錫南 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中學組) 

葉錫南 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專案 

葉錫南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成效實施計畫 

程玉秀 設置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補救教學試題研發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補救教學教材研發計畫 

王宏均 
十二年國教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施辦法研訂之研

究案 

曾俊傑 
十二年國教-高中職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朱錫琴 以文本架構的視覺呈現輔助英文閱讀：比較圖示法與圖表法之成效 

梁孫傑 
107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第 7 梯次 B 類編纂主題性

論文集(航向愛爾蘭之後) 

108 陳純音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二華語中句法與語意互動之面面觀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高中職網站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國小英語向下延伸及中高年級增加英語授課時數之可行性研究案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語料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之研究 

陳秋蘭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英語環境營造 

陳秋蘭 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輔導群 

陳秋蘭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海外進修計畫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十二年國民教育跨教育階段 CLIL 課程設計工作坊 

陳秋蘭 107 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子計畫三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程玉秀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林至誠 國民教育階段育才及攬才計畫 

葉錫南 師資培育之大學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中學組) 

葉錫南 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專案 

葉錫南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成效實施計畫 



葉錫南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要英譯工作計畫 

程玉秀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設置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學生學習扶助教材研發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學生學習扶助試題研發計畫 

王宏均 
十二年國教-國中小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曾俊傑 
十二年國教-高中職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朱錫琴 以文本架構的視覺呈現輔助英文閱讀：比較圖示法與圖表法之成效 

羅美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常紹如 臺灣高中思辨與英語論辯推廣計畫 

梁孫傑 
107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第 7 梯次 B 類編纂主題性

論文集(航向愛爾蘭之後) 

109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高中職網站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國小英語向下延伸及中高年級增加英語授課時數之可行性研究案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語料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之研究 

陳秋蘭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英語環境營造 

陳秋蘭 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輔導群 

陳秋蘭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海外進修計畫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109 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子計畫三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程玉秀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林至誠 國民教育階段育才及攬才計畫 

葉錫南 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專案 

葉錫南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成效實施計畫 

葉錫南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要英譯工作計畫 

程玉秀 109 年度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學生學習扶助教材研發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學生學習扶助試題研發計畫 

王宏均 
十二年國教-國中小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曾俊傑 
十二年國教-高中職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羅美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常紹如 臺灣高中思辨與英語論辯推廣計畫 

張瓊惠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行動文學：英文書寫及其轉譯 

110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高中職網站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國小英語向下延伸及中高年級增加英語授課時數之可行性研究案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英語線上學習平臺網站開發及課程推廣計畫 

陳浩然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開發、推廣及自主檢測系統計畫 

陳浩然 以遠距教學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暨陪伴英語學習計畫 

陳浩然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語料庫與電腦輔助語言學習之研究 

陳秋蘭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英語環境營造 

陳秋蘭 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輔導群 

陳秋蘭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海外進修計畫 

陳秋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陳秋蘭 109 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子計畫三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陳秋蘭 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 

程玉秀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職場外語文能力體驗課程學習活動 

葉錫南 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成效實施計畫 

程玉秀 110 年度雙語教學研究中心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學生學習扶助教材研發計畫 

程玉秀 國民中小學英語科學生學習扶助試題研發計畫 

王宏均 
十二年國教-國中小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曾俊傑 
十二年國教-高中職教育階段生活化具體評量、彈性課程模組與全英語授課檢核機制及推廣實

施辦法研訂之研究案 

羅美蘭 國民中學分組教學試辦及成效評估計畫 

常紹如 臺灣高中思辨與英語論辯推廣計畫 

張瓊惠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行動文學：英文書寫及其轉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