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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秋傑、吳秀鳳、吳國宏、李虹叡、林雅鈴、林繼柏

、邱春美、陳昱珍、彭素枝、黃靜妃　中文

閱讀與書寫Ⅱ（2必）

吳秀鳳　飲食與文化（2選）

邱坤玉、郭柏育　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2選）

彭素枝　客家文化概論（2選）

黃靜妃　女性與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秋傑、吳秀鳳、吳國宏、李虹叡、林雅鈴、林繼柏

、邱春美、陳昱珍、彭素枝、黃靜妃　中文

閱讀與書寫Ⅰ（2必）

郁德芳　魯凱族語言與文化（2選）

張秀絹　排灣族語言與文化（2選）

彭素枝　客家文化概論（2選）

黃靜妃　性別、社會與文化（2選）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陳秀香　現代散文與生活（2選）

曾子良　台灣民俗與台灣文化（2選）

楊寶蓮　客家俗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秀香　現代散文與生活（2選）

曾子良　歷史、傳說與故事（2選）

楊寶蓮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皇穎、趙太極　文藝賞析與評論（2選）

林美琪　文學與悲傷治療（2選）

施旭治、胡清暉、楊于萱　電影與當代思潮（2選）

胡清暉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2選）

張加佳、陳鈴美、楊于萱、蔡琳琳　文學概論（2選）

莊文福　台灣小說選讀（2選）

陳正雄　戲劇表演賞析（2選）

賴瀅灧　台灣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李皇穎　文藝賞析與評論（2選）

林美琪　文學與悲傷治療（2選）

胡清暉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2選）

張加佳　文學概論（2選）、現代詩選讀（2選）

莊文福　台灣小說選讀（2選）

陳正雄　彰化學（2選）、戲劇表演賞析（2選）

邊瑞芬　台灣民俗與休閒文化（2選）

按：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陳鈴美、

蔡琳琳，「彰化學」另有謝國斌、蘇何誠。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江政寬　海洋文化（3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江政寬　海洋文化（3必）

吳亦昕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與文化（3必）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美蘭　報導文學與人文關懷（2選）、閱讀與書店（

2選）

林培雅　台灣民俗節慶文化（2選）、台灣民俗醫療文

化（2選）、閱讀與書寫（2選）

涂淑敏　小說的現實映象（2選）、台灣散文選讀（2
選）、醫療文學敘事（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雅慧　童話故事的作用與療癒（2選）、醫學人文文

學作品與電影賞析（2選）

林美蘭　報導文學與人文關懷（2選）、閱讀與書店（

2選）

林席如　童話故事的敘事和自由書寫（2選）

林培雅　台灣民俗醫療文化（2選）、台灣醫療文學（

2選）、閱讀與書寫（2選）

涂淑敏　小說的現實映象（2選）、台灣散文選讀（2
選）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閱讀

與書寫」另有涂淑敏。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俐容、吳學明　認識桃園與在地社會（2選）

朱碧靜　資料蒐集與報告寫作（2選）

洪珊慧　文創應用：看小說拍電影（3選）

康　珮　聽故事到說故事：故事分析與展演（2選）

陳彥蓉　體驗客家（2選）

黃萍瑛　台灣民間信仰（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朱碧靜　資料蒐集與報告寫作（2選）

呂理德　寫作與生活：新媒體採訪與寫作（2選）

洪珊慧　文創應用：看小說拍電影（3選）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上學期

王萬睿　台灣電影欣賞（2選）

吳慧貞、呂明純、李映瑾、馬玉紅、梁鈞筌、許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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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謙、陳厚任、陳康寧、陳逸根、廖浿

晴、蔡翔任、賴柯助、鍾媄媜　中文閱讀與

生命書寫（2選）

李勤岸　台語文會話（2選）、台語文讀寫（2選）

周力德　戲劇與人生（2選）

浦忠勇　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概論（2選）

楊智景　陳澄波與在地人文藝術（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萬睿　小說、影像與創作（2選）

吳慧貞、呂明純、李映瑾、馬玉紅、梁鈞筌、許正平

、陳伯謙、陳厚任、陳康寧、陳逸根、廖浿

晴、蔡翔任、賴柯助、鍾媄媜　中文閱讀與

生命書寫（2選）

李勤岸　台語文會話（2選）、台語文讀寫（2選）

周力德　戲劇與人生（2選）

紀鳳鳴　大眾小說與文化（2選）

溫英傑　鄒族的語言與文化（2選）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上學期

劉振琪　飲食文學（2選）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上學期

皮國立　桃學眷村文史踏察（1選）、眷村文化史與桃

園學（2選）

何石松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李宜涯　現代小說欣賞（2選）

陳康芬　黃春明小說導讀（2選）

葉俊麟　走讀桃花源（1選）

廖建智　台灣鄉土小說選讀（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皮國立　眷村文化史與桃園學（2選）、桃學眷村文史

踏察（1選）

何石松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李宜涯　現代小說欣賞（2選）

葉俊麟　走讀桃花源（1選）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上學期

連憲良　音樂戲劇在台灣（2必）

陳世杰　影劇與文本（2必）

劉美芳　台灣地方戲曲風華（2必）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周淑媚　武俠小說文化研究（2選）、閱讀與寫作（2
選）

郭欣茹　短篇小說選讀（2選）

陳永鑫　台灣歌謠與常民文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周淑媚　閱讀、書寫、圖像（2選）

陳永鑫　台灣歌謠與常民文化（2選）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玉珍　文學走讀與性別身影（2選）

楊若萍　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張茂霖　台灣人權故事（2選）

張琬渝　書籍與裝幀文化（2選）

楊若萍　走讀客家浪漫台三線（2選）

中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幸華　台灣小說選讀（2必）

王詩惠　文學與人生規劃（2選）

林宗德　歷史、行旅與台灣文學（2選）

林宜青　青少年小說導讀（2必）

林美蘭　閱讀與寫作（2必）

邱仕冠　閱讀文化地景（2選）

張明權　悅讀台中文學地景（2選）

張桓忠、嚴文志　台灣民俗與民間信仰（2選）

劉智濬　台灣原住民族歌謠與文化（2選）、旅行文學

與影音藝術（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宗德　中台灣文史與多元文化（2必）

蔣蕙華　寓言故事的智慧（2選）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淑貞、周玟觀　繪本文學欣賞（2必）

陳國偉　大眾小說在台灣（2必）

詹閔旭　台灣現當代作家與作品（2必）

趙家琦　文學探索（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尤雅姿、趙家琦　文學探索（2必）

周玟觀　繪本文學欣賞（2必）

林淑貞　寓言文學欣賞（2必）

詹閔旭　台灣現當代作家與作品（2必）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怡云　繪本賞析（2選）

陳巍仁　飲食文學與文化（2選）、閱讀產業與文化傳

播（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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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信　文物與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怡云　繪本賞析（2選）

陳巍仁　閱讀產業與文化傳播（2選）

黃智明　城市生活與文化敘事（2選）

黃智信　文物與文學（2選）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方喜恩　台灣原住民文學選讀（2選）

柯岳君　台灣當代散文欣賞（2選）、新詩（2選）

洪泠泠　台灣科幻文學（2選）

徐士賢　台灣文學（2選）

陳美雪　台灣現代文學欣賞（2選）

程玉鳳　旅遊文學與歷史（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丁肇琴　民俗文學賞讀（2選）

方喜恩　台灣原住民文學選讀（2選）

柯岳君　台灣當代散文欣賞（2選）、歷史與文學（2
選）

林承宇　傳播敘事（2選）

柯岳君　台灣當代散文欣賞（2選）、歷史與文學（2
選）

陳美雪　台灣現代文學欣賞（2選）

劉孝春　台灣文學（2選）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台灣

現代文學欣賞」另有鄭美智。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金儒農　現代小說與當代社會（2選）、類型小說與電

影（2選）

黃漢青　電影與文化（2選）

楊淳斐　女性主義與人文電影（2選）

鄭美惠　民間故事與兒童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周玉真　電影中的生命議題省思（2選）

金儒農　大眾小說閱讀與寫作（2選）、現代小說與當

代社會（2選）、現代文學與影像（2選）

黃漢青　電影與文化（2選）

楊淳斐　女性主義與人文電影（2選）

鄭美惠　民間傳說及在地文化（2選）

台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丁鳳珍　台語歌謠（2選）

何信翰、林月里、林致妘、陳曉嫻、黃森泉、葉憲峻

　認識台灣（2選）

林瑋慈　文學與音樂賞析（2選）

邱靜珣　華語及台灣流行音樂史（2選）

楊淑華　繪本中的人文（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丁鳳珍　台語歌謠（2選）

伊婉．貝林、林月里、陳曉嫻、葉憲峻　認識台灣（2
選）

楊淑華　繪本中的人文（2選）

蕭寶玲　繪本中的童心童畫（2選）

駱嘉鵬　台灣民間故事（2選）

台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吳惠玲　文學與人生（2必）

辛法春　閱讀‧悅讀（2必）

林子晴　客家音樂戲劇賞析（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惠玲　文學與人生（2必）

辛法春　飲食文化（2必）、影像、閱讀與現代台灣（

2必）

林子晴　客家音樂戲劇賞析（2必）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楊果霖

；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黃志祥、

楊果霖、楊奕成、錢奕華。

台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張弘毅　台北城市散步旅行（2選）

陳姞淨　文藝寫作（2選）

陳美玲　報導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彥宏　創意與自由書寫（2選）

張弘毅　台北城市散步旅行（2選）

陳姞淨　文藝寫作（2選）

陳美玲　報導文學（2選）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慧燕、劉靜怡　文學概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羅慧君　文學概論（2選）

台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何義麟　台灣歷史與人物（2選）

李筱峰　台灣古蹟導論（2選）

林以德　出版與編輯實務（2選）

林憬屏　新聞寫作與採訪（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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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貞　文學與人生（2選）、經典選讀（2選）

夏春梅　文學與愛情（2選）

翁聖峯　台灣文化導論（2選）

陳文成　故事行銷（2選）

謝欣芩　影像與台灣文史（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方真真　台灣古蹟導論（2選）

林以德　出版與編輯實務（2選）

林憬屏　新聞寫作與採訪（2選）

林麗貞　文學與人生（2選）、文學選讀（2選）

翁聖峯　台灣文化導論（2選）

陳文成　故事行銷（2選）

劉熙明　台灣歷史與人物（2選）

謝欣芩　電影與文化（2選）

按：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選讀」另有夏春梅。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維杰　文本詮釋（2選）

張清泉　醫用客語與客家文化（2選）

郭忠豪　台灣飲食文化史（2選）

陳怡君　飲食與文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張清泉　醫用客語與客家文化（2選）

郭忠豪　台灣飲食文化史（2選）

楊小濱　華文現當代詩賞析（2選）

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朱國珍　寫作與生活（2必）

吳懷晨　現代詩研讀（2必）

林瓊華　福爾摩莎百年人物群像（2必）

耿一偉　故事寫作（2必）

馬翊航　不只是山海：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2
必）

崔舜華　編輯入門與採訪實作（2必）

陳俊斌　尋訪那魯灣—都市原住民樂舞文化（2必）

簡上仁　台灣歌謠與文化（2必）

顧玉玲　口述歷史與書寫再現（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伊格言　閱讀與說故事的方法（2必）

朱國珍　寫作與生活（2必）

吳懷晨　現代詩研讀（2必）、關渡講座：台灣文學「

跨」與「通」

林瓊華　福爾摩莎百年人物群像（2必）

耿一偉　故事寫作（2必）

馬翊航　不只是山海：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2
必）

張娟芬　書寫與性別（2必）

許皓宜　心理覺察與書寫（2必）

陳俊斌　聽山海在唱歌—卑南族傳統樂舞篇（2必）

簡上仁　台語文學（2選）

顧玉玲　口述歷史與書寫再現（2必）、國際遷移與在

地報導（2必）

按：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關渡講座：台灣文學『跨

』與『通』」另有林淇瀁。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張嘉讌　醫護台語初階班（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怡岑　中文現代詩賞析與習作（2選）

張嘉讌　醫護台語初階班（2選）

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蕙瑄　中文閱讀與寫作Ⅱ（2選）、兒童文學與文化

（2選）

陳怡薇　文學與電影（2選）

黃雅淳　文學概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蕙瑄　中文閱讀與寫作Ⅰ（2選）

陳怡薇　文學與電影（2選）

黃雅淳　文學概論（2選）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寫作Ⅱ」另有

林修德、涂藍云、陳怡薇、陳信安、曾瓊瑤，「文學

概論」另有董恕明；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閱讀

與寫作Ⅰ」另有吳瑋婷、林彤、陳怡薇、陳信安、曾

瓊瑤，「文學概論」另有董恕明。

台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姿雯　日治期的台日經典文學（2選）

林妙徽　悅讀經典繪本（2選）

張瑛姿　文學與現代生活（2選）、經典文學導讀（2
選）

郭誌光　台灣原住民文學（2選）、台灣經典文獻選讀

（2選）

葉秀娥　電影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姿雯　日治期的台日經典文學（2選）

林妙徽　悅讀經典繪本（2選）

郭誌光　台灣原住民文學（2選）、台灣經典文獻選讀

（2選）

葉秀娥　電影文學（2選）

龔韻蘅　文學與現代生活（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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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現代生活」另有龔

韻蘅。

台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宋千儀　華文小說與電影（2選）、敘事與抒情（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泓哲　文學概論（2選）

吳泓哲　閱讀社會與社會抒情（2必）

宋千儀　台灣當代小說與電影（2選）、敘事與抒情（

2必）

林妙貞　現代小說選讀（2必）

林和君　民間傳說故事與文學創作（2必）

台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柯慶明　台灣現代詩（2選）

張文薰　台灣現代小說選讀（3選）

張俐璇　性別、歷史與台灣小說（3選）、 戰後台灣短

篇小說選讀（3選）

張榮彬　戰後台灣歷史小說導論（2選）

張瀛太　創意與經典閱讀Ⅱ（2選）

莊佳穎　台灣流行文化（2選）

黃宗慧　文學、動物與社會（3選）

黃美娥　從文學看台灣（3選）

鄭芳婷　在地酷兒文學與網路社群文化（3選）

謝筱玫　體演文學（2選）

蘇碩斌　台灣都市與文學（3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柯慶明　台灣現代主義小說（2選）

張文薰　東亞近代文學選讀（3選）

張俐璇　戰後台灣短篇小說選讀（3選）

張榮彬　戰後台灣歷史小說導論（2選）

張瀛太　創意與經典閱讀Ⅰ（3選）

莊佳穎　台灣流行文化（2選）

鄭芳婷　在地酷兒文學與網路社群文化（3選）

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淑芬　文學與人生（2必）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莊佳穎　台灣流行文化（2選）

許榮哲　文學與電影（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淑芬　文學與人生（2必）

梁欣如　雜誌編輯與學習（2必）

莊佳穎　台灣流行文化（2選）

許榮哲　文學與電影（2必）

郭任峯　探索台灣：女性與臺灣社會（2選）

陳玉箴　飲食文化與食育（2選）

陳榮彬　戰後台灣歷史小說導論（2選）

蔡昱宇　環境關懷與生態寫作（2必）

台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小燕　中文閱讀與表達Ⅱ（2選）

陳明成　中文閱讀與寫作Ⅰ（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小燕　中文閱讀與表達Ⅰ（2選）

陳景峯　中文閱讀與寫作Ⅱ（2選）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表達Ⅱ」另有

陳明成、陳冠宇、劉滌凡；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

文閱讀與表達Ⅰ」另有陳明成、陳景峯、蔡宜穎。

台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左乙萱　女性文學、性別平等理論與婦運（2選）

林香薇　台語文學選讀（2選）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范宜如　報導文學與紀錄片（2選）

莊佳穎　台灣流行文化（2選）

許瑞坤　認識台灣的聲音（2選）

陳玉箴　飲食文化與食育（2選）

陳志豪　台灣歷史與文化（2選）

陳佳宏　台灣歷史與電影（2選）

劉定綱　台語電影導讀（2選）

蔡孟珍　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2選）

蘇　榕　文學與電影（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左乙萱　女性文學、性別平等理論與婦運（2選）

林香薇　台語文學選讀（2選）、閩南語概論（2選）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莊佳穎　台灣流行文化（2選）

許瑞坤　認識台灣的聲音（2選）

陳永龍　認識台灣的原住民（2選）

陳玉箴　飲食文化與食育（2選）

陳志豪　台灣歷史與文化（2選）

陳室如　旅行文學（2選）

蔡孟珍　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2選）

鄭怡庭　文學、電影中的青少年成長經驗（2選）

蘇　榕　文學與電影（2選）

台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謝玉玲　魚文化與文學（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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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上學期

謝玉玲　寓言、故事與行銷（2選）

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必）

王詩評　當代文學理論（2必）

林德俊　現代散文創作與欣賞（2必）、現代詩創作與

欣賞（2必）

徐紀芳　電影與文學（2必）

陳冠薇　現代小說創作與欣賞（2必）

陳曉慧　歷史中的女性圖像（2必）

簡素琤　台灣新文學作家選讀（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必）

王詩評　當代文學理論（2必）

林德俊　現代散文創作與欣賞（2必）、現代詩創作與

欣賞（2必）

徐紀芳　現代詩選及習作（2必）

陳冠薇　現代小說創作與欣賞（2必）

陳曉慧　歷史中的女性圖像（2必）

簡素琤　台灣新文學作家選讀（2必）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現代散文創作與欣賞」另

有羅漪文，「閱讀與寫作」另有王慧燕、宋菊芬、高

祥、陳瑞芬、羅漪文；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閱讀與

寫作」另有王詩評、王慧燕、陳瑞芬、羅漪文。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學院
106學年度下學期

徐靜莊　文學與電影中的老人議題（2必）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康維訓、張耀謙、陳秋虹、曾東元、蔡季延、鄧雅仁

　文學與人生（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秀珍　文學與人生（2必）、飲食文學（2必）

按：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伍純嫺

、康維訓、張耀謙、陳秋虹、黃素婉、蔡季延。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張期達　電影文學（2選）

施依吾　網路小說與文學欣賞（2選）

施秀芬　戲劇賞析（2選）

姬天予、蔡娉婷　愛情小說導讀（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施依吾　愛情小說導讀（2選）、電影文學（2選）

按：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愛情小說導讀」另有姬天

予。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選）

彭明偉　走讀台灣文學（2選）

黃美鈴　文學名著：生命書寫（2選）

黃毓婷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2選）、寫台灣的故事

（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選）

彭明偉　走讀台灣文學（2選）

黃美鈴　文學名著：生命書寫（2選）

黃毓婷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2選）、寫台灣的故事

（2選）

藍弘岳　近現代台灣歷史名著選讀（2選）

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欣怡　台灣傳統戲曲賞析（2必）、劇場表演與創意

（2必）、戲劇賞析（2必）

李啟彰、邱詩雯、郭美芳、陳文松、陳玉女、陳佳彬

、陳計堯、陳家煌、游勝冠、黃崇明、熊仲

卿、劉益昌、鍾國風　踏溯台南（2必）

林裕城　客家文化導論（2必）

林錫璋、楊芳枝　台語的跨界與傳承（2必）

許長謨　台語語言與文化（2必）

陳玉峯　自然與宗教觀（2必）

陳佳彬　戲劇與小說、戲劇與電影（2必）

賴麗娟　台灣古典文學（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方雅慧、陳麗君、楊中平、盧文祥　西拉雅語文數位

復育及線上教育（2必）

朱芳慧　、林幸慧、林明澤、秦嘉嫄、高美華、陳佳

彬、劉南芳、顧盼　戲劇賞析（2必）

李啟彰、郭美芳、陳文松、陳玉女、陳佳彬、陳家煌

、黃崇明、廖淑芳、熊仲卿、劉益昌、蔡侑

樺、鍾國風　踏溯台南（2必）

林裕城　客家文化導論（2必）

高美華　戲劇製作（2必）

許長謨　台語文學與藝術（2必）

陳佳彬　戲劇與小說（2必）、戲劇與電影（2必）

黃于玲　電影、小說與社會（2必）

劉乃慈　解碼台灣當代電影（2必）

蔡美慧　講台語看英語認捌語言的故事（2必）

賴麗娟　台灣古典文學（2必）

簡義明　文學與環境（2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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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戲劇賞析」另有高美華、

陳佳彬、劉南芳、顧盼。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106學年度下學期

邱怡芬　詩歌選讀（3選）

張美櫻、黃慧禎　文學欣賞（2選）

劉英華　小說選讀（3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張美櫻　文學欣賞（2選）、散文選讀（3選）

邱怡芬　詩歌選讀（3選）

按：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欣賞」另有邱怡芬。

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吳元嘉、劉淑娟、鄭雅文　小說選讀（2選）

劉淑娟　抒情詩文選讀（2選）

蕭湘鳳　文學中的性別關係（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雪卿　小說選讀（2選）

廖志超　抒情詩文選讀（2選）

蕭湘鳳　文學中的性別關係（2選）

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姜明翰、陳薏如　中文閱讀與寫作（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薏如、溫如梅　中文閱讀與寫作（2必）

吳靜芳　文學與電影（2選）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晴慧　文學與電影（2選）

張剛琿　客家文化采風與電影（2選）

陳丘祐　音樂藝術與文學（2選）

蔡宜勳　生命書寫（2選）

賴昭吟　報導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怡君　小說與社會（2選）

陳丘祐　音樂藝術與文學（2選）

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美琴　現代小說（2必）

朱嘉雯　世界華文文學（2必）

許佩玉　旅行文學與行旅心靈（2必）

陳美美　文學戲法：經典文本的現代詮釋與改編（2必）

陳麗蓮　宜蘭文學（2必）、宜蘭文學地景（2選）、

宜蘭歷史踏查（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美美　文學戲法：經典文本的現代詮釋與改編（2必）

陳麗蓮　宜蘭文學（2必）、宜蘭文學地景（2選）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陳玲碧　愛情小說選（2選）

李桂芳　現代詩及習作（2選）

諸葛俊元　網路文學與出版（2選）

呂湘瑜　旅行與旅行書寫（2選）

蒲彥光　新聞採訪與寫作（2選）

張淑惠　客家文化概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李桂芳　台灣新電影欣賞（2選）

施依吾　小說中的人生百態（2選）

張家禎　傳統生命禮俗與生命反思（2選）

張淑芬　現代小說選讀（2選）

陳玲碧　愛情詩詞選（2選）

蒲彥光　鄉土文學賞析（2選）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郭玲妦　當文學經典遇上藝術設計（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唐瑞霞　思辨文藝作品的性別關係（2必）

郭玲妦　當文學經典遇上藝術設計（2必）

傅佩琍　文學與人生—以同理心解讀作品（2必）

明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兵界勇　文學與思潮（3選）、閱讀與書寫（3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兵界勇　旅遊文學（3選）、閱讀與書寫（3選）

林超群　文學與思潮（3選）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思潮」另有吳伯曜

、李憲專、林超群、邱敏文、洪至璋、陳鍾琇、蔡嘉

章、譚立忠、蘇英田，「閱讀與書寫」另有洪世才、

蔡嘉章；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與思潮」另有洪

至璋、蔡嘉章，「閱讀與書寫」另有吳伯曜、李憲專

、邱敏文、陳雅雯、蔡嘉章、薛雅文、譚立忠。

東吳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顗瑞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2必）

范玉廷　台灣原住民的神話世界（2必）

許蓓苓　文學地景（2必）、台灣民俗與信仰（2必）

鹿憶鹿　作家論佳作（2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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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淑珺　生態旅遊文學（2必）

湯崇玲　現代文學概論（2必）

黃懷寧　文學經典選讀（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于千喬　現代文學作品選讀（2必）

王顗瑞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2必）

范玉廷　台灣原住民的神話世界（2必）

陳翔羚　台灣傳統戲曲之詮釋與認識（2必）

葉嘉中　文學經典選讀（2必）

蘇淑芬　作家論佳作（2必）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經典選讀」另有葉嘉

中。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惠加　兒童文學（2必）

陳順龍　余光中（2必）

郭任峯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2必）

鄭秉泓　台灣文學與台灣電影（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李惠加　兒童文學（2必）

陳順龍　余光中（2必）

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傅建益 童言、童演、布袋戲（3選）

童春發　台灣原住民文化巡禮（3選）

楊　翠　從文學看台灣（3選）

劉秀美　華文經典選讀（3選）

潘繼道　台灣原住民史（2選）

顏進雄　詩與人生（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巴奈‧母路　台灣原住民樂舞文化（3選）

林素珍　東台灣的族群與社會（3選）

張蜀蕙、顏進雄　詩與人生（2選）

童春發　原住民族故事與文化（3選）

葉秀燕　飲食、文化與社會（3選）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文仁　寓言與人生（2選）

王妙純　影像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文仁　寓言與人生（2選）

溫毓詩　文學與情愛關係（2選）

羅文苑　電影與文化（2選）

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士朝　台語歌曲賞析（2必）

吳一德　原民文化賞析（2必）

邱凡芸　兒童文學（2必）

陳益源　民俗學概論（2必）

陳榮昌　新聞採訪與寫作（2必）

董群廉　金門文史專題（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一德　原民文化賞析（2必）

邱凡芸　少年小說（2必）

唐蕙韻　金門民間故事與風物導覽（2必）

陳益源　民俗學概論（2必）

陳榮昌　報導文學（2必）

楊天厚　金門學導讀（2必）

董群廉　金門文史專題（2必）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美清　文學中的現代軌跡（3選）

徐慧鈺　台灣古典文學選讀（2選）、台灣詩．鄉土情

（3選）

陳姿蓉　中文寫作（2選）、現代詩（2選）、傳記文

學選讀與寫作（3選）

劉德玲　文學與人生（2選）、現代詩與當代文化（3
選）

韓學宏　自然生態文學（2選）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上學期

朱芳玲、蔡明玲　文學電影音樂（2選）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孫國華　藝文賞析（2必）

莊嘉慶　台灣民間宗教的敬天精神（2必）

陳宇碩　生活台語（2必）

黃勇中　當代華文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孫國華　藝文賞析（2必）

莊嘉慶　台灣民間宗教的敬天精神（2必）

黃勇中　當代華文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施寬文　文學與生活（2必）

王見川　台灣民俗與風物（2必）

王惠琛　台南文化與生活（2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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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珺　走讀台南城（2必）

林柏維　新聞採訪與編輯（2必）

高碧玉　實用閱讀與寫作（2必）

陳姿光　台灣流行音樂概論（2必）

陳憶蘇　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2必）

葉蓁蓁　語言與文化（2必）

葉瓊霞　百年台灣歌謠（2必）、府城‧游於藝（2必）

、聽見台灣的聲音（2必）

蔡蕙如　民間文學之跨文化意象（2必）、民間文學與

在地文化采風（2必）、故事學—從傳統故

事到新故事（2必）

盧彥光　台灣原住民文化（2必）

駱育萱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實驗（2必）

羅夏美　現代文學導讀（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見川　台灣民俗與風物（2必）

王惠琛　台南文化與生活（2必）

李詠青、施寬文　文學與生活（2必）

沈文珺　走讀台南城（2必）、歷史、書寫與記憶（2
必）

孫宏仁　台灣寺廟文化（2必）

馬美娟　小說選讀（2必）

高碧玉　實用閱讀與寫作（2必）

陳姿光　台灣流行音樂概論（2必）

陳雯宜　走讀在地文化—五條港vs.月津港（2必）、

探索府城—五條港（2必）

陳憶蘇　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2必）

葉蓁蓁　語言與文化（2必）

葉瓊霞　百年台灣歌謠（2必）、府城‧游於藝（2必）

、聽見台灣的聲音（2必）

熊仙如　口語表達與敘事技巧（2必）

蔡蕙如　民間文學之跨文化意象（2必）、民間文學與

在地文化采風（2必）、故事學—從傳統故

事到新故事（2必）

盧彥光　台灣原住民文化（2必）、台灣原住民文化探

討（2必）

駱育萱　電影與文學—幸福微實驗（2必）

羅夏美　現代文學導讀（2必）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生活」另有馬美娟

、高碧玉、楊雅琪、羅夏美；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

走讀在地文化—五條港vs.月津港」另有蕭百芳。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芝瑩　台灣宗教民俗與文學（2選）

明立國　原住民文學與現代社會（2選）

謝金汎　神話與象徵（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旻志　時尚與文學（2選）

黃美智、蘇峰山　繪本與多元文化（2選）

趙慶華　族群、文化與現代社會（2必）

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瑞賢　族群與多元文化（2選）

余昭玟　小說選讀（2選）

呂仁偉　歷史人物分析（2選）

林秀蓉　性別與文學（2選）

黃文車　閩南文化通論（2選）

簡光明　文學與電影（2選）

簡銘宏　台灣文學欣賞（2選）、現代文學欣賞（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余昭玟　小說選讀（2選）

吳傑儒　族群與多元文化（2選）

呂仁偉　歷史人物分析（2選）

簡銘宏　台灣文學欣賞（2選）、現代文學欣賞（2選）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國安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2必）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孟君　戲劇與當代生活（2選）

連慧珠　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2選）

費臻懿　民間信仰與民俗文化（2選）

楊斐芬　文學與性別圖像（2選）

蕭雁方　現代文學中的女性圖像（2選）、寓言與繪本

故事的智慧（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李孟君　文化與民俗—彰化人文風情（2選）、通俗

文學與流行文化（2選）、戲劇與當代生活（

2選）

連慧珠　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2選）

陳美惠　小說中的女性與文化（2選）

費臻懿　民間信仰與民俗文化（2選）

楊斐芬　文學與性別圖像（2選）

蕭雁方　現代文學中的女性圖像（2選）、寓言與繪本

故事的智慧（2選）

政治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錦昌、施慧敏、陳碩文　現代散文選讀（3選）

林果顯、鄭麗榕　近代台灣歷史與人物（2選）

紀大偉　身心障礙與台灣藝文（3選）

徐禎苓、詹宜穎　台灣文學選讀（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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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末順　從文學看戰後台韓歷史（3選）

張惠珍　當代台灣旅行文學欣賞（3選）

張慧端　台灣原住民（3選）

陳佩甄　台灣電影與文學中的性別（3選）

曾士榮　台灣歷史與文化（2選）

蔡欣欣　大眾文化中的戲曲身影（3選）

蕭宇超　台灣閩南語與台灣文化（3選）

賴惠玲　客家語言與文化（3選）

謝獻誼　現代詩歌選讀（3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果顯、鄭麗榕　近代台灣歷史與人物（2選）

曾士榮　近代台灣人物（2選）、轉型期與近代東亞：

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2選）

李福鐘　台灣電影史：藝術、文化、社會與政治（3選）

胡錦媛　旅行：文學與影像（3選）

紀大偉　性別與文學理論入門（3選）

陳佩甄　台灣現代文學選讀（3選）

崔末順、曾守正　台灣文學選讀（3選）

李錦昌、謝獻誼　現代詩歌選讀（3選）

施慧敏　現代散文選讀（3選）

張堂錡、陳碩文、黃璿璋　現代小說選讀（3選）

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古佳峻、邱子玲　現代文學賞析（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雅文　小說與電影（2選）、民俗與文化（2選）

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
106學年度下學期

黃尹政　閱讀與人生（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黃尹政　閱讀與人生（2選）

楊克隆　台灣歌謠  歌曲賞析（2選）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裕凱　台語文學選讀與賞析（2選）、台語會話（2
選）

黃麗容　寫作方法（2選）

蔡造珉　電影與文學（2選）

錢鴻鈞　竹塹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田啟文　台灣廟宇文學賞析（2選）

林裕凱　台語文學選讀與賞析（2選）、台語會話（2
選）

陳昭銘　台灣民謠與文化（2選）

錢鴻鈞　竹塹學（2選）

戴華萱　愛情文學（2選）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惠民　台灣歌謠及音樂劇賞析（2選）

巫淑如　兒童文學（2選）、漫談現代詩與創意（2選）

邵長瑛　文學的異想世界（2選）

莊永清　台灣文學與思潮（2選）

郭寶元　影視文學（2選）

陳立驤　經典流行歌曲賞析（2選）

黃慶雄　在地文學與地景（2選）

鍾美玲　語文與創意敘事力（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惠民　台灣歌謠及音樂劇賞析（2選）

巫淑如　兒童文學（2選）、漫談現代詩與創意（2選）

邵長瑛　文學的異想世界（2選）

孫鳳吟　戲劇與人生（2選）

莊永清　台灣文學與思潮（2選）

郭寶元　影視文學（2選）

陳立驤　經典流行歌曲賞析（2選）

黃慶雄　在地文學與地景（2選）

鍾美玲　語文與創意敘事力（2選）

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翁烔慶　籤詩文學與寺廟文化（2選）

高美芸　電影文學與人生（2選）

張忠進　現代文學選讀與習作（2選）、新詩創作（2
選）

許正平　劇本創作與實務（2選）

陳怡靜　台灣之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翁烔慶　籤詩文學與寺廟文化（2選）

高美芸　電影文學與人生（2選）

張忠進　現代文學選讀與習作（2選）、新詩創作（2
選）

許正平　劇本創作與實務（2選）

陳怡靜　台灣之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2選）

黃淑瑮　台灣文學（2選）

賴素玫　故事欣賞與習作（2選）

高雄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敏忠　人文思潮與名著導讀（2必）、現代詩欣賞（

2必）

柳秀英　文學與影像解讀（2必）

徐錦成　台灣文學賞析（2必）

張嘉惠　通俗文學與  文化（2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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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燕玉　文學創作（2選）、文學導讀與賞析（2選）

郭孟寬　讀劇與演劇（2必）、戲劇賞析（2必）

陳玉蕾　飲食文學與人生（2必）

陳秀香　散文與生活（2必）

黃勇中　華語流行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楊淑雅　台灣民間信仰與民俗技藝（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丁旭輝　現代詩欣賞（2必）

李敏忠　人文思潮與名著導讀（2必）

張嘉惠　通俗文學與  文化（2必）

郭孟寬　讀劇與演劇（2必）、戲劇賞析（2必）

陳瑞山　文學創作（2選）

楊淑雅　台灣民間信仰與民俗技藝（2選）

陳玉蕾　飲食文學與人生（2必）

黃勇中　華語流行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李筱倩　文學與電影（2必）

謝春馨　台灣文學賞析（2必）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台灣文學賞析」另有謝春

馨，「人文思潮與名著導讀」另有陳秀香、陳宣而、

趙素貞、謝春馨、鍾邦友，「文學導讀與賞析」另有

楊淑美，「文學創作」另有陳瑞山、楊淑美；107學年

度上學期開設「現代詩欣賞」另有李敏忠，「人文思

潮與名著導讀」另有陳秀香、趙素貞、謝春馨、鍾邦

友。

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海玲　戲曲欣賞（2選）

洪馨蘭　客家社會與文化（2選）

陳韋銓　旅遊文學與人文關懷（2選）

鄭卜五　生命禮俗與禁忌（2選）

羅培寧　繪本閱讀與賞析（2選）

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白崢勇　台灣民俗與信仰（2選）

朱心怡　中文寫作（2選）、生命閱讀與書寫（2選）

林玉萍　台灣通俗戲曲（2選）

黃福鎮　台灣文學（2選）

盧秀仁　旅遊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白崢勇　台灣民俗與信仰（2選）

朱心怡　中文寫作（2選）、生命閱讀與書寫（2選）

林玉萍　台灣飲食文化（2選）

黃福鎮　台灣文學（2選）

盧秀仁　旅遊文學（2選）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寫作」另有陳詠琳、

楊曉君、劉禹賢，「生命閱讀與書寫」另有陳詠琳、

施拓全、盧秀仁；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寫作」

另有陳詠琳、劉禹賢，「生命閱讀與書寫」另有陳詠

琳、施拓全、盧秀仁、劉禹賢。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婉甄、吳餘鎬、魏素足　文學與文化（2必）

丘尚英、吳餘鎬　客家民俗與文化（2選）

江志宏　小說與社會（2選）

何石松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呂湘瑜　旅行與旅行書寫（2選）

林芬芳、黃小民　台灣文學與社會變遷（2必）

黃小民　中文創意書寫（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江志宏　小說與社會（2選）

呂湘瑜　旅行與旅行書寫（2選）

黃小民　中文創意書寫（2選）

趙佩玉　性別與文學（2選）

魏素足　文學與文化（2必）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楊景琦　台灣文學選讀（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張罡茂　戲劇與民間文化（2選）

彭婷婷　台灣旅遊文學（2選）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孟慶延　文學名篇選讀：群己與生命（2必）

侯如綺　台灣文學選讀（2必）

洪婕寧　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活（2必）

陳慧勻　台灣劇場講座（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侯如綺　台灣文學選讀（2必）

李桂芳　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活（2必）

王皖佳　文學名篇選讀：群己與生命（2必）

按：106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

活」另有范凱婷、張溶玲、陳大道、陳仕華、黃麗卿

、趙衛民，「文學名篇選讀：群己與生命」另有范凱

婷、絲凱郁、黃子純、黃素卿；107學年度上學期開設

「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活」另有林偉淑、洪婕寧

、張溶玲、陳大道、陳淑玲、趙衛民，「文學名篇選

讀：群己與生命」另有孟慶延、洪婕寧。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鈺婷　文學與創作導論（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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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原良　劇本演讀（2選）

陳千惠　媒體與寫作（3選）

陳芷凡　族群與書寫（3選）

陳柏伶　現代詩選讀（2選）

鄧慧恩　台語．影劇及文學（2選）、散文鑑賞與習作

（3選）

簡上仁　台灣民謠與文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鈺婷　台灣文學選讀（3選）

安原良　劇本演讀（2選）

陳柏伶　現代詩選讀（2選）

鄧慧恩　台語．歌曲與社會（2選）

蕭菊貞　台灣電影賞析（3選）

謝世宗　小說鑑賞與習作（3選）

簡上仁　台灣民謠與文化（2選）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祥齡　文學、電影DIY（2選）

余美玲、楊美美　文學與生活（2選）

金尚浩、黃仁杰　台灣文學（2選）

張瑞芬　現代散文、當代文學閱讀與寫作（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祥齡　文學、電影DIY（2選）

余美玲、楊美美　文學與生活（2選）

金尚浩　台灣文學（2選）

張瑞芬　現代散文、當代文學閱讀與寫作（2選）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張靜宜　小說賞析（2選）

陳王琨　台灣文學與文化（2選）

曾芳苗　原住民文化（2選）

葉冰心　文學與人生（2選）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莊雅雯　戲劇人文欣賞（2必）

陳雪麗　文學、電影與生命敘說（2必）、文字影像說

故事（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莊雅雯　戲劇人文欣賞（2必）

陳雪麗　影片、閱讀與自我成長（2必）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慧貞　客家飲食與文化（2必）

陽明大學共同教育研究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敬翔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歷史與生活（2必）

成英姝　表演方法與個人文本創建（2必）

楊芮芳　現代散文選讀（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敬翔　近現代台灣之語言與文化（2必）

袁瓊瓊　生命與情感書寫（2必）

楊小濱　華文現當代詩賞析（2必）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周秀曇　從文學看台灣（2選）

林美蘭　報導文選與人文關懷（2選）、閱讀的歷程（

2選）

柯榮三　通俗文學的新世界（2必）

楊孝慈　台灣節慶與文化（2選）

楊佳霖　文學與生命（2必）

劉育嘉　台灣文獻選讀（2選）、台灣民俗與文化（2
選）

蔡輝振　小說創作與應用（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黎朔　小說欣賞與應用（2必）

李哲賢、楊佳霖、劉麗卿　文學與人生（2必）

林伯奇　媽祖信仰在台灣的發展（2選）

林美蘭　生命敘事與文學（2選）

林葉連　文學與修身（2選）

柯榮三、陳瀅州　台灣文學的新視野（2必）

張美娟　小說與人生（2必）

張敏慧　文學與地景（2必）

曹世耘　妙語演書—劇本書寫與實作專題（2選）、

說故事的人—閱讀與書寫專題（2選）

陳麗娟　故事：敘說與成長（2選）

劉明俊　公民新聞採訪與寫作（2選）

薛榕婷　台灣當代小說（2必）

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月秀　愛情與文學（2必）

林純芬　旅遊文學（2必）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美容　台灣民俗巡禮（2選）

張堯欽　音樂與文學（2選）

蕭鳳嫻　女性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胡馨丹　現代文學（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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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韻如　中文鑑賞與應用Ⅱ（2必）、閱讀海洋台灣（

2必）

賴玉樹　文藝與生活（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韻如　中文鑑賞與應用Ⅰ（2必）、閱讀海洋台灣（

2必）

胡蘭芳　人間情愛與小說（2必）

賴玉樹　文藝與生活（2必）

按：106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鑑賞與應用Ⅱ」另有林

協成、邱秀春、施依吾、胡蘭芳、張志帆、陳昭利、

陳素華、彭珊珊、黃勤媛、黃麗香、黃麗華、黃馨儀

、劉心慧、劉桂彰、賴玉樹、簡淑慧；107學年度上學

期開設「中文鑑賞與應用Ⅰ」另有林協成、邱秀春、

張譽耀、陳昭利、陳素華、黃麗華、黃馨儀、劉心慧

、劉桂彰、賴玉樹、簡淑慧。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李幸長　台灣布袋戲（2選）

林天祥　現代詩欣賞與創作（2選）

蔡舜寧　影視中的飲食文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李幸長　台灣布袋戲（2選）

林天祥　現代詩欣賞與創作（2選）

蔡舜寧　影視中的飲食文化（2選）

羅志平　台灣歌謠的歷史發展與賞析（2選）

聖約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怡蓉　文學與電影欣賞（2選）

黃寶瑛　戲說人權（2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姿文　戲劇故事與人生（2必）

陳瑤惠　電影與文學（2必）

陳瀅州　台灣文學（2必）

黃勻萱　哈客新戲劇賞析（2必）

蕭景祥　台灣客家文化（2必）、客家歌謠賞析（2必）

藍麗春　情詩欣賞（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昭昭　家庭文學（2必）

陳嘉珩　經典繪本欣賞（2必）

陳瑤惠　電影與文學（2必）

黃勻萱　哈客新戲劇賞析（2必）

蕭景祥　台灣客家文化（2必）

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進發　台灣原住民概論（2選）

汪天成、郭娟玉、陳伯謙、陳政彥、廖招治、劉沛琳

　文學鑑賞（2選）

張淑媚　故事敘說與自我成長（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進發　台灣原住民概論（2必）

徐志平、陳伯謙、陳政彥、曾金承　文學鑑賞（2必）

張淑媚　故事敘說與自我成長（2選）

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明德　台灣布袋戲的藝術與欣賞（2選）

邱湘雲　客家文化（2選）

徐秀慧　女性意識與女性文化（2選）

葉連鵬　台灣文學欣賞（2選）

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林為正　短劇創作與演出（2選）

高大威　兒童繪本藝術（2選）

郭任峯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2選）

趙啟明　原住民文學（2選）

蔡曉晴　電影與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乜寇‧索克魯曼　台灣與南島文化（2選）

邱正略　台灣慶典與地方文化（2選）

高大威　兒童繪本藝術（2選）

輔仁大學全人課程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柯景棋　台灣社會與文化（2選）

陳筠安　繪本與故事劇場（2選）

黃銘亮　台灣歌謠社會文化史（2選）

蔡昱宇　生態文學（2選）

蘇慶俊　台灣歌謠欣賞（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陳筠安　繪本與故事劇場（2選）

黃銘亮　台灣歌謠社會文化史（2選）

蔡昱宇　生態文學（2選）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宋邦珍、張百蓉、簡銘宏　文學與人生（2選）

陳金現、陳雲卿　台灣文學（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宋邦珍、林淑怡　台灣文學（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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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現、簡銘宏　文學與人生（2選）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蔡玲玲　生活美學與書寫（2必）

黃秀仍　文學電影與愛情（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蔡玲玲　生活美學與書寫（2必）

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胡蘊玉　歌謠與時代（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周舜瑾　澎湖民間信仰（2選）

胡蘊玉　歌謠與時代（2選）

陳禮彰　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2選）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靜禪、白崢勇、朱輝章、周振興、林于盛、邱君奎

、柯莉純、孫佩詩、曹世耘、郭國泰、陳雅萍、陳猷

青、曾敬宗、曾議漢、黃文慧、黃文樹、黃勇中、劉

幼嫻、蔡榮凱、顏妙容、嚴立仁、蘇容立　文學欣賞

（3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李永義　客家歌謠與文化之美（2選）

嚴立仁　文學欣賞（3必）

醒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孔令宜　台灣文學（2必）

柯淑惠　中文閱讀與寫作（2必）

夏怡芸、張慧蓮、郭啟傳、曾德宜、劉香蘭、劉智妙

、盧景商　中文閱讀與表達（2必）

張裕龍　生活原民語（2選）

黃銘亮　台灣歌謠的社會與文化（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林勝彩　中文閱讀與思維（2必）

林勝彩、夏怡芸、郭啟傳、曾德宜、劉香蘭、劉智妙

　中文閱讀與表達（2必）

于文正、林建發　戲劇、電影與當代議題（2必）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呂素端、林宗毅、黃文成　文學經典與人文關懷（2選）

李欣倫　飲食文學與生活美學（2選）

張靜茹　通俗文化中的愛情書寫（2選）

陳瑤玲　文學與文化（2選）

黃國超、賴松輝　文學實踐與社會關懷（2選）

蘇全正　山海觀—海洋文化思想起（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呂素端、陳瑤玲、黃文成　文學經典與人文關懷（2選）

李欣倫　飲食文學與生活美學（2選）

張靜茹　通俗文化中的愛情書寫（2選）

黃國超、賴松輝　文學實踐與社會關懷（2選）

蘇全正　山海觀—海洋文化思想起（2選）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雷家聖　客家社會與文化（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莫嘉廉　客家社會與文化（2必）

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吳宇娟　奇幻文學與再創（2必）

熊道麟　夢文化與夢文學（2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吳宇娟　文學與影像比讀（2必）、創意說故事（2必）

熊道麟　夢文化與夢文學（2必）

魏美玲　文學地景與鄉土關懷（2必）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王憲斌、林恒昌、林顯達、孫傳仁、游宗新、黃忠勛

　雲林學、學雲林（1必）

107學年度上學期

王憲斌、孫傳仁、曾裕仁、游宗新、黃于恬　雲林學

、學雲林（1必）

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6學年度下學期

楊醒輝　戲劇與人生（2選）、戲劇欣賞（2選）

劉煥雲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107學年度上學期

胡愈寧　飲食文學（2選）

楊醒輝　戲劇與人生（2選）、戲劇欣賞（2選）

劉煥雲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苗栗客家信仰與民

俗（2選）

鍾雄秀　台灣客家：影像紀事與傳播（2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