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日本語文系 謝億榮 男 專任 國際社會學、政治社會、台灣日本研究

日本語文系 黃意雯 女 專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吳純姍 女 兼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黃思瑋 男 專任 中日語對比語言學、日語音聲教育、語意論

日本語文系 陳美瑤 女 專任 日本文學、F性文學、性別研究

日本語文系 蔡程翔 男 兼任 日中語言文化研究、日語教育

日本語文系 董莊敬 男 專任 日本產業社會學、教育社會學

日本語文系 吳得智 男 兼任 臺灣日治時代史

日本語文系 高聖洋 男 兼任
教育情報學、日本言語文化、日語語法、日

語作文誤用分析、簡報設計

日本語文系 黃文佳 男 兼任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經營學

日本語文系 孫宏偉 男 兼任 韓語、社會學

日本語文系 蔡燕昭 女 專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賴美麗 女 專任 日本語教育、日語待遇表現研究(待遇研究)

日本語文系 楊淑容 女 專任 日本文學

日本語文系 張韶筠 女 兼任 日本語教育、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方斐麗 女 專任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日華語與對比分

析、語料庫語言

日本語文系 楊孟勳 女 兼任 日本語教育

日本語文系 李姵蓉 女 專任 歷史社會學

日本語文系 孫逸珊 女 兼任 日本教育學

日本語文系 王士虹 女 兼任 經濟學

日本語文系 遲秀蘭 女 專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林秀芬 女 兼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張光明 男 兼任 日語教學、日據時代台灣文學

日本語文系 林玫秀 女 兼任 日中文化比較

日本語文系 陳貞雯 女 專任 日本語教育學

日本語文系 謝惠貞 女 專任 日本文學、台日比較文學

日本語文系 童鳳環 女 專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陳存良 男 兼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王長龍 男 專任 地質學

日本語文系 王信心 女 兼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許曼莉 女 兼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張汝秀 女 專任 教育學

日本語文系 朱立人 男 兼任 日本語言學、日本語教育

日本語文系 黃岷秀 女 兼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郭雅芬 女 專任 日本語教育學

日本語文系 林淑丹 女 專任
日本文學、日本近現代文學、森鷗外研究、

日本漢文小說

日本語文系 胡令珠 女 兼任 韓文

日本語文系 陳淑瑩 女 專任 日本語教育史、日語學習策略

日本語文系 佐藤圭司 男 專任 日本語學

日本語文系 安達信裕 男 專任 台灣史

日本語文系 丹野竜一 男 兼任 日本語教育(第二語言習得、日本語授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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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日本語文系 鳳氣至純平 男 兼任
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研究、灣生研究、日治時

期台灣歷史、台灣文學

日本語文系 小堀和彥 男 專任 日本文化與企業動向、日文溝通論、會計學

日本語文系 倉本知明 男 專任 日本文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論、日語教

日本語文系 川勝亞紀 女 兼任 日本語教育、比較文化、日語教學法

日本語文系 段裕行 男 專任 日本近代文學

日本語文系 小高裕次 男 專任 言語學、日本次文化

日本語文系 鄭恩英 女 專任 韓文、德國文學

日本語文系 久保田佐和子 女 專任 外國語教育、第二言語習得研究

日本語文系 水谷知佐子 女 兼任 語言學、語言教育學

日本語文系 高嶋由紀子 女 兼任 教育社會學、中國現代教育與社會研究

日本語文系 李富浩 男 兼任 韓語教學

日本語文系 張柏湟 男 兼任 日文文法、觀光日語、企業日語

日本語文系 黃圭珍 女 兼任 韓語教學

日本語文系 劉素晶 女 兼任 韓語教學

日本語文系 前川奈緒美 女 兼任 日本文學、日本語

日本語文系 吳英傑 男 專任 生命教育、志願服務、服務與學習、悲傷輔

日本語文系 黃德芳 女 專任
邏輯方法、自由問題研究、民主理論、西洋

哲學史

日本語文系 江俊賢 男 專任 日語語言學

日本語文系 黃迎春 女 專任 戲劇表達及溝通、日語教學

外語教學系 黎昱希 女 專任
多元文化教育、第二語言習得、英語教學、

課程設計

外語教學系 龔萬財 男 專任 教育科技、遠距教學、語用學、第二外語習

外語教學系 吳小麗 女 兼任
閱讀寫作教學、教材教法設計、英語師資培

育、文體分析

外語教學系 孫韵芳 女 專任 學習動機、學習策略、公共演說、商用英文

外語教學系 謝惠軫 女 專任
應用語言學、第二外語習得－輸入提升、注

意力與覺察

外語教學系 張雅惠 女 專任
英語教學、第二外語學習動機、第二外語自

主學習能力

外語教學系 陳思安 女 專任
第二外語習得、英文閱讀、英文寫作、聽力

與會話

外語教學系 周牧璇 女 專任
教學評量與測驗、英文口語寫作考試、學習

策略

外語教學系 陳念霞 女 專任 英語教學、課堂學習心理學

外語教學系 藍美華 女 專任
英文讀寫教學、檔案評量、英語教學、課程

設計與教學法

外語教學系 陳佳吟 女 專任 第二語言習得、英語教學、課程設計

外語教學系 梅馨云 女 專任
英語故事繪本教學、兒童英語戲劇教學、教

具研發製作

外語教學系 陳美華 女 專任
英語文教學、學習策略、教材創研、學習資

源設置與研究

西班牙語文系 金賢真 女 專任 應用語言學、西語教學、語言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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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文系 葉子銘 男 兼任
西文觀光、旅遊及旅館管理、西班牙外國人

移民法

西班牙語文系 杜建毅 男 專任
拉丁美洲文學、拉丁美洲文化、西班牙文

化、文學評論

西班牙語文系 陳麗鈴 女 專任 西班牙文法、西班牙文學、翻譯、西班牙文

西班牙語文系 龔書凡 女 專任
西班牙近代戲劇、E-learning線上學習、西班

牙兒童文學

西班牙語文系 孫素靜 女 專任 教育評量及評估、第二外語教學、教學法

西班牙語文系 毛蓓雯 女 專任 西文語法、應用語言學、拉美文化、翻譯

西班牙語文系 梁斐瑜 女 兼任 德語、義大利語、新移民教育、音樂教育

西班牙語文系 鄭喬文 女 兼任
區域研究(拉丁美洲經濟、政治、社會)、區域

整合、自由貿易區

西班牙語文系 吳仙凰 女 專任
中西翻譯筆譯、翻譯理論、中西譯本風格對

比研究

西班牙語文系 呂郁婷 女 專任 新聞學

西班牙語文系 劉碧交 女 專任
西班牙當代文學、西班牙奇幻文學、西班牙

比較文學

西班牙語文系 李宜靜 女 專任 西班牙文文法

西班牙語文系 劉惠風 女 專任
新聞學、西班牙報紙分析、平面媒體訊息、

大眾傳播學

西班牙語文系 楊雅媛 女 專任 語言學、西文文法

西班牙語文系 蔡文隆 男 專任 文法

西班牙語文系 陳佳宏 男 兼任 西班牙文文法、西語會話

西班牙語文系 謝淑貞 女 專任
商務西文、西文口語訓練、西文會話、應用

語言學

西班牙語文系 陳宜君 女 兼任 西班牙文

西班牙語文系 甘荷西 男 專任
西班牙歷史、西班牙文化、西班牙鬥牛、西

班牙藝術史

西班牙語文系 魯四維 男 專任 神經語言學、西語會話

西班牙語文系 葛愛倫 女 專任 西文閱讀、聽力、西語會話

西班牙語文系 貝羅菈 女 專任 西文文法、西文寫作

西班牙語文系 林震宇 男 專任
西語電影評論、西文新聞、西班牙文化、西

文翻譯

西班牙語文系 穆西爾 男 兼任 西文教學

西班牙語文系 艾利歐 男 兼任 企管行銷

吳甦樂教育中心 潘春旭 男 專任
基督宗教靈修、聖經、神學、宗教社會學、

宗教心理學、人生哲學

吳甦樂教育中心 謝時 女 兼任
心理學、全人發展、諮商與輔導、生涯規

劃、生命教育

吳甦樂教育中心 林耀堂 男 專任
天主教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生學習發展

理論與實務

吳甦樂教育中心 張淑芬 女 專任 諮商督導、家庭與婚姻諮商、生涯諮商

吳甦樂教育中心 王學良 男 專任 心理學人學、神學人學、密契神學

吳甦樂教育中心 王志堅 男 專任 自然法理論、吳經熊法哲學思想、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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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東南亞碩士學位

學程
顧長永 男 專任

東南亞政治變遷、東南亞社會文化、亞太區

域專題、中國與東南亞、比較政治

東南亞碩士學位

學程
何啟良 男 專任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文化、新加坡政治、中

國關係、新馬行政改革

東南亞學系 陳立言 男 專任 地震工程、生命教育、性愛倫理

東南亞學系 陳正娟 女 專任 東南亞相關研究

東南亞學系 阮清廉 男 專任
漢語、越南語教學及翻譯、越南語音韻學、

語法學

東南亞學系 魏愛妮 女 專任 印尼語詞彙、印尼華人身分認同以及文化研

東南亞學系 林文斌 男 專任 比較政治、政治經濟、國際關係

東南亞學系 蔡介裕 男 專任 哲學、漫畫創作、道德推理

東南亞學系 張勤瑩 女 專任
小提琴、鋼琴演奏、小提琴教學、室內樂、

音樂理論

東南亞學系 楊進德 男 兼任 阿美族語教學

法國語文系 陳清泉 男 專任 心理諮商與輔導、諮商督導、焦點解決諮商

法國語文系 黃彬茹 女 專任
資訊語言學、多媒體語言教學、TV5教學、

詞典學

法國語文系 王柔惠 女 兼任 法語教學、應用語言學

法國語文系 薛名琄 女 專任
十七世紀文學、社會學、古典希臘拉丁文化

研究、聖經文學

法國語文系 林豪森 男 兼任 中法文學翻譯實作及理論

法國語文系 葉耿麟 男 兼任
法語教學、跨文化研究、社會語言學、語言

互動分析

法國語文系 趙蕙蘭 女 專任 翻譯、法語教學、語言學

法國語文系 黃貞芬 女 兼任 法語教學、戲劇教學之應用

法國語文系 江翠蔭 女 兼任 法國文學

法國語文系 林待吟 女 專任
法國當代文學及其書寫分析、羅曼時期教堂

建築

法國語文系 徐慧韻 女 專任
法國文學、文藝批評、翻譯、意象、文化研

究、現象學

法國語文系 柯惠美 女 兼任 法語教學、語言學

法國語文系 王秀文 女 專任
符號學、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青少年文學、

法語教學

法國語文系 傅恒忠 男 專任 社會史、比較歷史、翻譯

法國語文系 郎樸 男 兼任
法文會話、閱讀、文法、聽力、筆譯、口

譯、法國文學

法國語文系 沈素梅 女 兼任
法文文法、法文會話、法文閱讀、法語發

音、觀光法文

法國語文系 郭美宏 女 專任 法語教學、法文文法、19及20世紀現代文學

法國語文系 劉政彰 男 專任
西洋藝術史、西洋裝飾藝術史、西洋家具

史、紋飾研究

法國語文系 葉素敏 女 專任 法語語法與教學

法國語文系 柏舜淵 男 兼任 法語教學、社會經濟學

法國語文系 夏水晶 女 兼任 藝術、法國文化、法文教學、法文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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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女 專任
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多媒體與法語教學、

數位教材設計

法國語文系 蘇楠 女 兼任 國際公法(歐盟、WTO)

法國語文系 徐落茲 男 專任
社會語言學、法語教學、語言政策 、翻譯

(中翻法)

法國語文系 袁長瑞 男 專任 邏輯、老莊思想

法國語文系 梅瑞明 男 專任 法語教學

法國語文系 謝忠志 男 專任 明史、軍事制度史、生活文化史、飲食文化

法國語文系 陳健榮 男 兼任 國際貿易、工商管理

英國語文系 周則銘 男 專任 英語閱讀教學、多媒體教學

英國語文系 林文川 男 專任
電腦媒介的英語寫作、社會文化理論探究、

英語學習研究

英國語文系 喬惠芝 女 專任 課程設計、教育工學、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林秀珍 女 專任 英語教學法、英語聽力、英語寫作、網路英

英國語文系 何姿瑩 女 兼任 性別研究、科技與社會、文化研究、現代小

英國語文系 胡志祥 男 專任
西洋文學、英詩、英美流行音樂與文化、中

英翻譯比較

英國語文系 程冠羣 男 兼任
針對以英文為外語的學習者之教學方法(閱讀

教學專長)

英國語文系 林一成 男 兼任 商管、教學、外語學習診斷/諮商輔導

英國語文系 張登翰 男 專任
Alexander Pope、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巴克

汀對話理論

英國語文系 羅輝倫 男 專任 英語教學、文法修辭

英國語文系 佘祥仁 女 兼任 英詩、翻譯

英國語文系 翁一珍 女 專任
觀光/餐旅英文、飯店管理、英語演說、公共

關係與行銷

英國語文系 商雅君 女 兼任 F性自傳、F性書寫、英文現代小說

英國語文系 張純華 女 專任 會展人才培育、商業英文、原住民文化解說

英國語文系 顏楚蓉 女 專任
世界英文、文體寫作教學與研究、台灣英文

與文化認同

英國語文系 劉依綺 女 兼任 英國文學

英國語文系 楊千瑩 女 專任 商用英文寫作、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黃苡蓁 女 專任 英語教學、英語師資培育、教育社會學理論

英國語文系 邱怡靜 女 專任 網路互動分析、批判思考、新聞英文教學

英國語文系 蔡珮琪 女 專任 英美文學、精神分析理論

英國語文系 葉采旻 女 兼任 母語在學生學習外語扮演的角色

英國語文系 陳怡菁 女 兼任 企管、商用英文、國貿

英國語文系 吳秋慧 女 專任
英語教育、英語閱讀、多元文化教育、質性

研究

英國語文系 林艾依 女 兼任
閱讀、寫作、文法、英文學習策略、商用作

文及會話

英國語文系 林怡萍 女 兼任
微縮教學理論與實習、師資培訓、教學資源

與教具設計

英國語文系 王宜安 女 兼任 英語口語表達、翻譯領域

英國語文系 陳琴萍 女 專任 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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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英國語文系 陳怡婷 女 專任 句法學、南島語句法

英國語文系 曾建綱 男 專任 John Donne、十七世紀英詩、文學翻譯、搖

英國語文系 王慧娟 女 專任
英語教學、口筆譯教學、筆譯教學模式設

計、英語寫作

英國語文系 吳碧禎 女 兼任 英語教學、英語發音

英國語文系 李怡瑩 女 專任 青少年文學、奇幻文學、文學理論

英國語文系 羅宜柔 女 專任 北美原住民研究、美國文學與教學、研究寫

英國語文系 吳麗英 女 專任
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敘事探索書寫閱

讀與社會實踐

英國語文系 楊芾亞 女 兼任 商用英文、英語會話

英國語文系 王岫晴 女 兼任
中高級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培養、中英翻譯、

文學作品賞析

英國語文系 盧美妃 女 專任
會計內控制度設計、財務管理、內部稽核、

英文商業溝通

英國語文系 王寂岑 女 專任 美國短篇小說、英美文學

英國語文系 黃湘怡 女 專任 英文發音、英語演說與簡報、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張瑞芳 女 專任
兒童英語教學、兒童文學在英語教學的應用

及閱讀寫作

英國語文系 吳貞芳 女 兼任 英語聽力、幼教兒童英語

英國語文系 葉佰賢 女 專任 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郭雅惠 女 專任
質性問卷研究、指導學生做研究及教與學的

相關議題

英國語文系 陳蓮娜 女 專任
語言學、(對比)語用學、第二外語習得、雙語

教育

英國語文系 杜約翰 男 兼任 英語教學、語言與文化

英國語文系 白思明 男 專任 英國文學

英國語文系 張戴倫 男 兼任 教育心理

英國語文系 林柏瓏 男 兼任 Psychology

英國語文系 石明康 男 專任 第二外語習得、廣泛閱讀

英國語文系 安德魯 男 兼任
ESL/EFL Pedag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英國語文系 謝君青 女 專任 認知語言學、應用語言學、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蔡佳蓉 女 專任 英語教學、單字學習活動設計、學習策略

英國語文系 白豐碩 男 專任 翻譯研究、視聽翻譯、幽默研究

英國語文系 藍麗芬 女 兼任 基本英語教學(聽、說、讀、寫)、中英翻譯

英國語文系 李秀雅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程昭勳 男 專任 英語教學、英語演說

英國語文系 劉子瑛 女 專任 英語教學、成人教育

英國語文系 何佳蕙 女 專任 英語教學

英國語文系 杜素琴 女 專任 國際商務溝通

英國語文系 邵志明 男 專任 專業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蕭玲玲 女 專任 英語口語訓練、閱讀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張宗德 男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卓惇慧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黃小珍 女 兼任
企業管理概論、專題研究、英語教學、行銷

管理

第 6 頁，共 14 頁



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英語教學中心 林憶秋 女 專任 社會語言學、語言學、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馮秀珍 女 專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季慕華 女 專任 英美文學、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謝雅婷 女 兼任 語言學、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賴琦瑾 女 兼任 第二外語習得、閱讀研究及語音學

英語教學中心 張雅婷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蘇琪 女 專任 課程設計、閱讀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李佳靜 女 兼任 英語教學、語用學

英語教學中心 謝惠玲 女 專任 語言教學(聽說讀寫)

英語教學中心 陳淑玲 女 兼任
跨文化研究、教育與領導、校務管理、
English Listening

英語教學中心 黃慧怡 女 兼任
英語教學、語言檢定、觀光/旅遊英文、導遊

領隊英文

英語教學中心 陳怡礽 女 兼任 英語教學、幼兒教育

英語教學中心 張惠翔 女 專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邱宜敏 女 兼任
學術英文(EAP)、第二外語寫作、同儕回饋、

量化研究

英語教學中心 薛閔鴻 男 兼任
語言學、句法學、語意學、英文文法、英語

閱讀訓練、英語聽力訓練

英語教學中心 黃志信 男 兼任 英語教學、翻譯

英語教學中心 潘偉琪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張婷瑩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林瑋廷 女 兼任 英語教學、課程活動設計

英語教學中心 吳雅雯 女 兼任
英文閱讀寫作教學、英文聽說教學、商業英

文、英文簡報

英語教學中心 曾千紋 女 兼任 英語教學、第二語言教學法

英語教學中心 劉儒燕 女 專任
新聞英文、英文報紙解讀、英文寫作、英語

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魏琥 男 專任 美國文學、亞裔美國作家文學作品、種族理

英語教學中心 茉莉瓊安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潘兆庭 男 兼任 口語發音、心理語言學。

英語教學中心 陳佳艷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柯美凰 女 兼任 外國語言文化研究

英語教學中心 林漱菱 女 兼任
英語聽力會話閱讀寫作教學、培育學生自主

學習之能力

英語教學中心 鄭智玲 女 兼任 英語教學、教育心理學

英語教學中心 池潘新 男 專任 美國文學

軍訓教官 盧郁芷 女 專任 國防教育

軍訓教官 黃榮貴 男 專任 國防教育

軍訓教官 梁聖璋 男 專任 國防教育

師資培育中心 周宜佳 女 專任 第二語言習得、英語教學、兒童與青少年文

師資培育中心 陳明顯 男 兼任 特殊教育-情緒及行為障礙

師資培育中心 王玉珍 女 兼任 數學教學

師資培育中心 蔡清華 男 專任
比較教育、師範教育、教育政策、高等教

育、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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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師資培育中心 李國基 男 兼任 社會學、教學原理、教育思想、媒體素養教

師資培育中心 趙金婷 女 專任 認知學習、閱讀、課程與教學

師資培育中心 施忠賢 男 專任 中國思想

師資培育中心 丁信中 男 專任 自然科學概論、教育心理學

師資培育中心 吳大平 男 專任 生物科技研究

國際企業管理系 曹淑琳 女 專任 區域經濟分析、財務分析、跨國企業財務管

國際企業管理系 賴文泰 男 專任 運輸規劃、交通工程

國際企業管理系 謝馥蔓 女 專任
職能模式的分析與建置、策略性訓練課程設

計、訓練需求評估

國際企業管理系 楊惠娥 女 專任 人力資源管理、服務業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王怡人 女 兼任 行銷學理論與應用、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管

國際企業管理系 吳德華 男 專任 商事法、會計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蔡正飛 男 兼任 國際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變革管

國際企業管理系 賴光二 男 兼任 金融

國際企業管理系 廖俊芳 女 專任
服務品質、客戶服務、個案教學、Services

Marketing

國際企業管理系 蔡振義 男 專任
組織認知與廠商行為決策、策略管理、國際

企業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高明瑞 男 兼任 非營利組織管理、綠色行銷、環境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王立勳 男 專任 財務金融、公司治理、風險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鍾佳融 男 專任
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實務、國際經濟學、國

貿理論與政策

國際企業管理系 江俊雄 男 兼任 電子商務及資訊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男 專任 土地經濟、地政、房地產研究、制度經濟

國際企業管理系 戴士欽 男 兼任 組織間關係、國際企業、文化創意產業

國際事務系 許淮之 女 專任
社會創業、創新創業、行銷、進出口作業及

程序、企業管理、計量學

國際事務系 林建宏 男 專任
國際關係與危機處理、亞太安全政策、兩岸

關係

國際事務系 焦源鳴 男 專任
國際政治理論、兩岸關係、現代台灣歷史、

美國歷史。

國際事務系 謝仁和 男 專任 管理學、企業管理、組織理論、組織行為

國際事務系 賴文儀 男 專任 國際政治經濟、外交政策、政治理論

國際事務系 張競 男 兼任
國際關係、國家安全、海權理論、軍事戰

略、論述分析

國際事務系 吳紹慈 女 專任 國際企業管理、策略管理、社會網絡與組織

國際事務系 李宇軒 男 專任 網絡文化、文化行動、城市文化

國際事務碩士學

位學程
傅庸 男 專任 國際關係、政治學

國際事務碩士學

位學程
陳玉珍 女 專任

國際政治經濟、兩岸政經分析、國際貿易、

企業管理

國際觀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學程
鄞楷謙 男 兼任 旅行業經營管理、行銷策略管理

國際觀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學程
王玉如 女 兼任

整合行銷、消費者行為、專案管理、餐旅英

語、餐旅管理、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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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國際觀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學程
李昭嫻 女 兼任

海洋觀光與休閒業發展、水域活動遊憩管

理、海洋節慶活動與觀光

國際觀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學程
邵湘凱 男 兼任 博物館學、臺灣文化史、會展行銷。

國際觀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學程
周伶瑛 女 兼任

英語課程設計與教學、觀光導覽教學、國際

會展理論實務

通識教育中心 黃建豪 男 專任 數學分析、固定點理論

通識教育中心 汪莉先 女 兼任
圖書館學、教育領導、法律與生活、性別與

家事法

通識教育中心 郭慧根 男 專任 憲法、民法、基督神學應用

通識教育中心 潘存真 男 專任
校園綠建築及永續校園規劃、綠能及節能工

程應用

通識教育中心 楊書濠 男 兼任
臺灣史、區域發展史、社區總體營造、口述

歷史

通識教育中心 李介偉 男 兼任 哲學、邏輯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遠航 男 專任
環境知覺、多目標決策規劃評估、土地利用

規劃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女 專任 音樂教育、音樂欣賞、鋼琴教學法、課程設

通識教育中心 許雅惠 女 專任 諮商督導、諮商輔導、生涯諮商

通識教育中心 蘇華美 女 兼任
哲學概論、美學、藝術概論、理則學、創意

思考

通識教育中心 李淑芳 女 兼任 歷史學

通識教育中心 蘇百薇 女 兼任
中草藥萃取分析、分子生物學技術、化學、

生物化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劉獻文 男 專任
司法審查制度、基本人權與釋憲、各國政經

制度

通識教育中心 陳靜珮 女 專任 區域地理、環境教育

通識教育中心 李精益 男 專任 科學普及、物理

通識教育中心 陳維浩 男 兼任 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倫理學

通識教育中心 李雪甄 女 專任
數值分析、科學計算、數值偏微分方程與數

學教育、流體力學計算

通識教育中心 王寶墉 男 兼任 心理學、社會與心理問題與適應、教育測驗

通識教育中心 蔡淑敏 女 兼任
婚姻與家庭、婚前教育、高齡教育、代間學

習、親職教育、品格教育、生命教育

通識教育中心 洪聖儀 男 兼任
犯罪學、犯罪心理學、刑事鑑識、縱火犯心

理描繪、火場鑑識、親子鑑定

通識教育中心 張慧美 女 專任 性別關係、親職教育與輔導、諮商輔導

通識教育中心 謝東利 男 專任
光電工程、光纖通訊、平面顯示器、材料科

學與模擬

通識教育中心 章之平 男 兼任 奈米材料、生物複合材料、環境教育

通識教育中心 蔡淑玲 女 兼任
音樂鑑賞、戲劇鑑賞、西洋音樂史、台灣歌

謠音樂故事

通識教育中心 吳宜真 女 專任
小提琴、鋼琴演奏、小提琴教學、室內樂、

音樂理論

通識教育中心 丁健原 男 專任 環境教育、汙染整治

第 9 頁，共 14 頁



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通識教育中心 楊肅毓 男 兼任 中國近現代史、世界文明史

通識教育中心 張妮娜 女 兼任
西洋古典文學、戲劇、電影、旅行文學、寫

作、翻譯

通識教育中心 萬政康 男 專任 海洋科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
林翠雲 女 專任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華語遠距教學、中西方

藝術史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
鐘明彥 男 專任 漢字教學、訓詁學、中國語言文字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
林雪鈴 女 專任

華語文教學、創作、唐代文學、神話傳說、

宗教文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
廖淑慧 女 專任 華語文教材教法、中國文學批評、詩學理論

華語文教學研究

所
許長謨 男 專任 漢語語言學

傳播藝術系 林悅棋 男 專任
廣告行銷企劃設計、平面廣告設計、視覺設

計、藝術創作

傳播藝術系 柯能源 男 兼任
紀錄片製作實務、紀錄片編導實務、紀錄片

攝影實務、電影編劇研究

傳播藝術系 盧昱瑞 男 兼任 紀錄片攝製、紀實攝影、視覺設計

傳播藝術系 胡悅盈 女 兼任 廣播

傳播藝術系 張德娟 女 專任
傳播研究、電影分析研究、媒體研究、性別

研究

傳播藝術系 林潔 女 專任
視覺文化研究、媒體研究、電視製作、跨文

化傳播

傳播藝術系 連俐俐 女 專任
全球美術館趨勢分析、美術館行銷與管理、

藝術市場研究

傳播藝術系 蔡一峰 男 專任
紀錄片製作、電視新聞攝影與製作、影視節

目製作

傳播藝術系 李昱宏 男 專任 視覺文化分析、 視覺藝術創作、攝影美學論

傳播藝術系 黃子芳 女 專任
網路傳播與科技、網路教學設計、整合行銷

傳播

傳播藝術系 葉育菱 女 專任
多媒體表達性藝術療育、包含專業研究項目

多智能教育等

傳播藝術系 陳重友 男 專任
廣電節目企製、新聞專題、媒體識讀、媒體

整合行銷

傳播藝術系 鍾尚宏 男 兼任
廣播節目製作、電視節目製作、節目企劃、

廣告文案

傳播藝術系 林裕展 男 專任 電視新聞採訪與播報實務

傳播藝術系 龍裕鴻 男 兼任
網路行銷播管理、互動多媒體設計、品牌設

計、影片編導製作、網路直播

傳播藝術系 蔡翔 男 兼任 影像設計、編劇、攝影

傳播藝術系 顏鸞慧 女 兼任 廣播節目企劃製作

德國語文系 鄧文龍 男 專任 歐洲文化文明、文化觀光、文化產業

德國語文系 徐秀菊 女 專任
生命倫理、和平教育、教學與評量、婚姻與

家庭、國際人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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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德國語文系 林守雄 男 兼任 德國文學、語言學

德國語文系 薩百齡 女 專任 德國政治、區盟、戲劇與外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方興華 男 專任 德語教學、德國文化研究、歐洲歷史音樂學

德國語文系 周欣 女 專任 德國近代文學、文學分析

德國語文系 謝岱薇 女 專任 德語教學、翻譯、文學

德國語文系 廖靜韻 女 專任
學校教育、西洋教育思想史、一般教學理

論、德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蔡宛霖 女 兼任 德語教學、德國文化與文明

德國語文系 楊燕詒 女 專任 德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薛欣怡 女 專任 德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張守慧 女 專任 德國語文學、意第緒語文學、猶太文化

德國語文系 陳麗娜 女 專任 德語教學、德國語言學、熟語學

德國語文系 楊舒媛 女 兼任 德國文學、德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劉懿德 男 兼任
德語教學、商務德文、科技德文、德語商業

書信

德國語文系 吳鴻傑 男 兼任 俄國文學、語言學研究、俄國電影、華語教

德國語文系 謝碧娥 女 專任 德中翻譯、德國文學

德國語文系 張翠蘚 女 兼任 德語教學、德國教育、社會學

德國語文系 朱貞品 女 專任 中德比較文學、德語文學

德國語文系 何浩哲 男 兼任 國際經貿、商務管理及生物學

德國語文系 唐英格 男 專任
醫療社會史、社會及經濟史、德語教學(商用

德語、學習動機)

德國語文系 梅安德 男 專任 德國文學、語言學研究

德國語文系 楊展慧 女 兼任 德語教學、翻譯

德國語文系 李克揚 男 專任 中德文學、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中德翻

德國語文系 黃士元 男 專任 德語文學、文學與文化研究理論

德國語文系 李俞德 女 兼任 立體造型雕塑、觀念藝術、美學

德國語文系 魯本迪 男 兼任 德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蘇安婕 女 兼任 德語教學

德國語文系 吳冠慧 女 兼任 德語教學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蘇彥衍 男 專任

數位學習、數位典藏出版、文化創意、數位

媒體設計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郭大維 男 專任

計算機概論、資料處理、N線網路、電腦多

媒體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陳俊宏 男 兼任

多媒體影像編輯及VR虛擬實境應用實作、電

腦動畫製作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陳長勇 男 兼任

數位音樂製作、動態攝影、線性及非線性剪

輯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李玉雯 女 專任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神經行銷學、關係行

銷、專案決策、人機互動、資料庫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謝碧惠 女 兼任

系統整合、資料庫、互動式教學、物聯網相

關研究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高雅珍 女 專任

社區文化典藏、數位學習、合作教學、網站

建置、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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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戴莉蓁 女 專任

數位2D/3D設計、插畫、油畫、版畫、影

片、腳本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陳泰良 男 專任

資訊管理、企業管理、資料探勘、3D/VR多

媒體技術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傅允鴻 男 兼任

眼球移動追蹤儀、數位影像處理、動畫設計

製作、TQC檢定(Word)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蔡嘉哲 男 專任

教學系統科技、軟體開發程序、人機介面、

科技英文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楊雄斌 男 專任 多媒體系統、語音辨識應用、影像辨識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周春曉 女 專任

3D動畫設計、2D多媒體設計、視覺特效影片

製作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戚振中 男 兼任

計算機概論、多媒體應用、資料庫、電腦網

路、資訊安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梁丁文 男 專任

程式設計、數位學習、機器學習、資料探

勘、多媒體應用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邱菊添 男 兼任

資料探勘、人工智慧、遊戲企劃與設計、3D

動畫設計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楊贊勳 男 專任

運算思維程式設計、雲端科技商務應用、專

案管理、文教與創意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吳志峰 男 專任

程式設計、多媒體系統、電腦網路、視訊壓

縮、資料庫

歐洲研究所 康夙如 女 專任
歐洲整合、歐盟法、世界貿易組織法、區域

自由貿易協定與區域經貿整合

歐洲研究所 陳郁君 女 專任 法語教學、翻譯、中法比較語言與文化

歐洲研究所 張嘉斌 男 專任 歐盟整合、歐洲安全、德國外交安全政策

歐洲研究所 華明儀 男 專任
環境政策、國際交易與環境問題、國際氣候

保護

歐洲研究所 羅文笙 男 專任
政治及醫療健康保健研究、法文寫作與會

話、當代法國社會與政治、國際關係

應用華語文系 林景蘇 女 專任
古典小說、兒童華語教學、兒童文學、作文

教學

應用華語文系 趙靜雅 女 專任 語言學、語意學、漢語語法、社會語言學

應用華語文系 陸冠州 男 專任 中國學術思想、宋明理學、美學、現代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王季香 女 專任
華語語法學、華人社會與文化、儒道思想、

中國思想史

應用華語文系 蔡靖文 女 兼任 古典詩詞、中國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李彪 男 兼任 媒體識讀、編輯實務、傳播理論、採訪與寫

應用華語文系 黃彩雲 女 專任 報刊編輯

應用華語文系 翁珮洧 女 兼任 清代文學、近代文學、古典小說、文學批評

應用華語文系 施曉筠 女 兼任
明清文學、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現當代文

學、小說敘事學

應用華語文系 張毓珍 女 兼任 創作性戲劇、劇本創作、劇場實務、導讀方

應用華語文系 林秀玲 女 兼任 中國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林慧真 女 兼任 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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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應用華語文系 盧秀滿 女 專任 語言與文化、古典小說、中日比較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謝淑容 女 兼任 國文

應用華語文系 葉亭妤 女 兼任 華語文教學、華語多媒體教學

應用華語文系 陳智賢 男 專任
華語教材編寫、漢字教學、文字學、訓詁

學、詩經

應用華語文系 蔡榮凱 男 兼任 中國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王欣濼 女 專任 紅學、明清文學、F性文學、小說寫作教學

應用華語文系 陳子梅 女 兼任
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遊仙主題、文法與修

辭(華語文)、應用文寫作

應用華語文系 鄭國瑞 男 專任 中國思想史、道家思想、法家思想、書法

應用華語文系 何銘鴻 男 兼任
中國經學史、尚書學、中文閱讀理解策略、

文獻典籍數位化、伺服器管理

應用華語文系 張文彥 男 兼任 詩、詞、俗文學、金石學、儒學、現代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林于盛 男 兼任 宋明理學、儒家思想、中國哲學史

應用華語文系 胡凱閔 男 兼任
認知語言學、經學(以四書、春秋三傳尤長)、

史記、詮釋學

應用華語文系 歐修梅 女 兼任 論孟、春秋三傳、史記、詩詞、寫作指導

應用華語文系 戴俊芬 女 專任 漢語音韻學、漢語詞彙學、漢語語言學

應用華語文系 向麗頻 女 專任 臺灣文學、古典詩詞、語意學

應用華語文系 蘇淑貞 女 兼任 古典詩詞、古典及現代散文、宗教文學、小

應用華語文系 林建勳 男 專任 漢語詞彙學、漢語語義學、中國哲學、佛學

應用華語文系 陳文豪 男 專任 華語語法學、書法、經學

應用華語文系 卓福安 男 專任
古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華人社會與文

化、現代文學

應用華語文系 陳詠琳 女 兼任 易學、經學、中國哲學。

應用華語文系 李家豪 男 專任 華語教學、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應用華語文系 徐漢昌 男 兼任
研究方法、中國社會與文化、先秦諸子學、

兩漢學術思想

應用華語文系 謝明憲 男 兼任 經學、敘事學

應用華語文系 張筱艾 女 兼任 華語文教學

應用華語文系 洪佳音 女 兼任 華語文教學

翻譯系 謝志賢 男 專任 喬伊斯研究、現代當代愛爾蘭文學、中英翻

翻譯系 廖詩文 女 專任
翻譯研究、產業文化翻譯、比較文學、日本

近現代文學

翻譯系 黃育文 男 專任 英日中同部逐步口譯、本地化管理

翻譯系 黃翠玲 女 專任
社會文化與品牌中文翻譯之研究、文化與翻

譯、翻譯學

翻譯系 朱耀庭 男 專任 翻譯研究、文學理論、英語閱讀教育

翻譯系 蔡若玫 女 兼任
商務英文、商業書信、談判技巧、一般翻

譯、翻譯技巧

翻譯系 翁慧蘭 女 專任 口筆譯教學、英語教學、成人與高等教育研

翻譯系 李姿瑩 女 專任 口筆譯教學、口譯理論、口筆譯翻譯實務研

翻譯系 林虹秀 女 專任
翻譯研究、口筆譯教學、文化研究、基督宗

教翻譯文學

翻譯系 李延輝 男 專任 翻譯理論、性別理論、電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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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性別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翻譯系 許擇美 女 兼任 口譯、筆譯

體育教學中心 劉於侖 女 專任 體育教學

體育教學中心 程紹平 男 兼任
運動觀光、領隊導遊實務、營隊及活動經營

管理、觀光行政與法令

體育教學中心 遲珩起 男 專任 籃球、游泳教學、運動領導、高爾夫

體育教學中心 陳建勳 男 專任 田徑、籃球、運動生物力學

體育教學中心 黃孆蔚 女 兼任 籃球、排球、田徑、桌球、

體育教學中心 林忠程 男 專任 游泳、籃球、運動行銷

體育教學中心 魏文聰 男 兼任 桌球、游泳、網球

體育教學中心 劉明全 男 專任 桌球、保齡球、登山、陳式太極拳、溯溪

體育教學中心 郭美惠 女 專任 壘球、有氧舞蹈、瑜珈體適能、運動心理學

體育教學中心 陳麗蘋 女 專任 排球、太極拳、游泳、運動教育、運動史學

體育教學中心 許國鐘 男 兼任
排球、田徑、撞球、滾球、射箭、游泳、羽

球、桌球

體育教學中心 張弘文 男 專任 籃球、網球、體適能、田徑

體育教學中心 馬佳忠 男 兼任
排球、籃球、網球、桌球、羽球、游泳、田

徑、重量訓練

體育教學中心 甘允良 男 專任 運動哲學、游泳、羽球

體育教學中心 王文忠 男 兼任 籃球、體適能

體育教學中心 林秀洲 女 兼任 健康與護理

體育教學中心 江輝祺 男 兼任 體育學

吳甦樂教育中心 陳靜嫻 女 專任 有機化學合成、社會正義與和平、天主教聖

傳播藝術系 張聰賢 男 兼任
視覺傳達設計、影像美學、設計思考、近代

哲學

師資培育中心 方朝郁 男 兼任
課程發展與設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教學

原理與設計、教師評鑑、補救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郭家勲 男 兼任
臺灣超驗藝術、文化創意產業概論、西方藝

術史、西方美學史、西方設計史

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妗 女 兼任 植物生物科技

吳甦樂教育中心 陳茂祥 男 兼任
大學推廣教育、社區大學、社區營造、非營

利組織

應用華語文系 孔令元 男 兼任
文字學、春秋學、先秦儒家思想、新詩、現

代散文

應用華語文系 陳雙景 男 兼任 左傳、戰國策、說話藝術、現代散文

應用華語文系 林雪芳 女 兼任
華語教學實務、華語教學培訓、華語課程規

劃設計

通識教育中心 黃寶慧 女 兼任
動態系統、微分方程、多準則決策方法於財

金與管理的應用

英語教學中心 林汝穗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許儷齡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陳書瑩 女 兼任 商用英文、國際行銷

英語教學中心 林淑娟 女 兼任 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中心 麥亞倫 男 兼任 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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