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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雅芳　現代主義文學（2選）

盛　鎧　文學理論與批評（2必）

黃育正　台灣閩南語Ⅰ（2選）、閩南語書寫與習作（

2選）

鄧盛有　初級客語Ⅰ（1必）、初級客語實習Ⅰ（1必）

、進階客語Ⅰ（1必）、進階客語實習Ⅰ（1
必）

中國文學相關系所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杜佳倫　語言風格與創作（3選）

楊雅琄　現代小說選與寫作Ⅱ（2選）

劉文強　國文Ⅱ（3必）

鍾志偉　文學概論Ⅱ（2必）、台灣古典文學概論（3
選）

羅景文　閩南民間文學與文化采風（3選）

研究所

張屏生　客家話辭書討論（2選）

莫加南　台灣文學史（3選）

龔顯宗　女性文學（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杜佳倫、陳秋宏、鍾志偉　文學閱讀與生命書寫Ⅰ（3
選）

張屏生　國文Ⅰ（3必）

莫加南　台灣文學作品選讀（3選）

楊雅琄　現代散文選與寫作（2選）

謝薇娜　現代文學理論（3選）

鍾志偉　文學概論Ⅰ（2必）

研究所

張屏生　語言與文化討論（2選）

戴景賢　文史資料討論（3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國文Ⅱ」另有劉昭明；

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國文Ⅰ」另有劉昭明。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學玲　經典閱讀：明清旅遊文學選讀（3必）

呂文翠　近代小說（2選）

李欣倫　人物報導與寫作（3選）

李瑞騰　台灣小說與社會（2選）

胡川安　數位時代的閱讀與創作（3選）

莊宜文　文學概論（2必）、經典改寫與新編（3選）

、經典閱讀：情文學選讀（3必）

張克濟　經典閱讀：近現代散文選讀（3必）

葉振富　現代散文（2選）、閱讀與寫作（2選）

劉力仁　環境新聞採訪與寫作（3選）

研究所

李瑞騰　出版產業與文化發展（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照璵　中文寫作（2必）

王學玲　經典閱讀：旅遊文學選讀（3必）

宋玉雯　文學概論（2必）

呂文翠　經典閱讀：都市文學選讀（3必）

李欣倫　當代小說閱讀與寫作（3選）

李瑞騰　東南亞華文文學概論（2選）

卓清芬　經典閱讀：情文學選讀（3必）

張克濟　經典閱讀：近現代散文選讀（3必）

葉振富　現代詩（2選）、飲食散文（2選）

鄭芳祥　桃園市廟宇文化巡禮（3選）

劉力仁　新聞採訪與寫作（3選）

研究所

李瑞騰　黃春明文學專題研究（3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寫作」另有余姒倩、

李欣倫、李慧琪、林秋芳、林廣一、莊宜文、莊斐喬

、許慈珍、梁雅英、楊宜佩、廖鈺婷、劉心慧、劉毅

鳴、鍾怡彥、羅志強。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瓊玲　寫作指導：小說（2選）

張日郡　現代詩（3選）

莊家瑋　書寫、影像與編輯（3選）

郭亮廷　文藝理論與批評寫作（3選）

游富凱　專題製作與寫作（3選）

黃錦珠　文學概論Ⅱ（2必）

蕭義玲　現代散文（3選）、當代文學思潮（2選）

鍾欣志　華文戲劇選讀（3選）

研究所

毛文芳　文學與圖像專題研究（3選）

王萬睿、江寶釵　地方體驗、敘事應用與數位化—

地方知識與紀錄片製作（3選）

王瓊玲　敘事文學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瓊玲　寫作指導：散文（2選）

楊玉君　民俗與圖像（2選）

黃錦珠　文學概論Ⅰ（2必）

游富凱　戲劇概論（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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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啟　西方現代文學理論（3選）

蕭義玲　現代成長小說選讀（2選）

萇瑞松　茶道與文學（2選）

游富凱　台灣戲劇田野（3選）

郭亮廷　當代戲劇文本與實驗劇場（3選）

鍾欣志　編劇基礎（3選）、讀劇表演（3選）

楊玉君、管中祥　民雄學‧學民雄（3選）

張日郡　現代詩與文化創意（2選）

研究所

江寶釵、童信智　地方體驗、敘事應用與數位化—

地方知識與深度報導（3選）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林溫芳　文學概論（2選）

梁竣瓘　台灣文學史（2選）

熊玉雯　現代文學史（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何厚華　流行音樂填詞創作（2選）

胡清暉　新聞採訪與寫作（2選）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朱雅琪　兩岸當代文學選讀（2必）

何金蘭　旅行文學及習作（2選）

何致和　小說選及習作（2必）、寫作實務（2選）

李　李　散文選及習作（2必）

李宗慈　報導文學（2選）

林彥如　民間文學（2選）

林靜慧　現代通俗小說及習作（2選）

陳勁榛　文學理論（2選）

陳惠美　文學研究方法（2選）

張瑞文　原住民文學（2選）

馮翠珍　兒童文學創作與教學（2選）、故事創作（2
選）

黃同弘　現代詩創作（2選）

鄭慈宏　文學概論（2選）

嚴紀華　文學批評（2必）、現代文學導讀（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朱雅琪　兩岸當代文學選讀（2必）

何金蘭　飲食文學及習作（2選）

何致和　寫作實務（2選）

李　李　散文選及習作（2必）

李宗慈　報導文學（2選）

林彥如　民間文學（2選）

林靜慧　現代通俗小說及習作（2選）

陳勁榛　文學理論（2選）

陳惠美　文學研究方法（2選）

張瑞文　心靈寫作（2選）、原住民文學（2選）

馮翠珍　兒童文學創作與教學（2選）、故事創作（2
選）

鄭慈宏　文學概論（2選）

嚴紀華　文學批評（2必）、現代文學導讀（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民間

文學」另有黃玉緞。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尤雅姿　文學概論（2選）

王正良　台灣文學（2選）、現代文學（2選）

石美玲　現代小說（2選）

李建福　對聯文學（2選）

沈曼菱　兒童文學（2選）、現代散文（2選）

林仁昱　近現代歌詞選（2選）

趙家琦　近現代都市文學與文化（2選）

研究所

林安梧　文學與文化專題（2選）

羅秀美　女性文學與理論（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尤雅姿　文學概論（2選）

王正良　台灣文學史（2選）、報導文學（2選）

石美玲　現代小說（2選）

李建福　對聯文學（2選）

沈曼菱　兒童文學（2選）、現代詩（2選）

周玟觀　隱喻圖像與創意書寫（2選）

邱貴芬　台灣文學（2選）

解昆樺　田野調查與書寫（2選）

研究所

林仁昱　民間故事研究（2選）

解昆樺　文學文化論（2選）

羅秀美　近代文學研究（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林育信，

「台灣文學」另有邱貴芬；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

學概論」另有林育信。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李翠瑛　現代文學創意習作Ⅱ（2必）、現代詩選讀及

習作Ⅱ（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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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士惠　台灣文學史Ⅱ（2選）、現代小說選讀及習作

Ⅱ（2選）

徐富美　台灣方言概論（3選）

鍾怡雯　寫作Ⅱ（2選）

研究所

洪士惠　現代小說研究專題（3選）

黃智明　俗文學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李奕昀　企畫與編採（2選）

李翠瑛　文學與電影（3選）、現代文學創意習作Ⅰ（

2必）

洪士惠　文學傳播學（2選）

黃智明　俗文學概論Ⅰ（2選）

鍾怡雯　文學概論（3選）

羅志強　現代散文選讀及習作Ⅰ（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現代文學創意習作Ⅱ」另

有洪士惠；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現代文學創意習作

Ⅰ」另有洪士惠。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欣濼、許淮之　故事寫作與社會議題敘事（2選）

向麗頻　現代文學Ⅰ（2必）、新詩寫作（2選）

李　彪　採訪與寫作Ⅱ（3選）、網路新聞學（2選）

林建勳　現代文學Ⅱ（2必）

林雪鈴　文學寫作（2必）

林景蘇　戲劇寫作（2選）

黃彩雲　新聞文選（2選）

歐修梅　寫作實務（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欣濼　近現代女性文學閱讀（2選）、現代文學Ⅱ（

2必）

李　彪　採訪與寫作Ⅰ（3選）

林雪鈴　文學寫作（2必）

林景蘇　繪本文本創作（2選）

陳雙景　散文寫作（2選）

陸冠州　小說寫作（2選）、現代文學Ⅰ（2必）、寫

作實務（2必）

黃彩雲　創意文案（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

寫作」另有陳文豪。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何厚華　流行音樂歌詞寫作（2選）

佘佳燕　紀實文學Ⅱ（2選）

林恕全　現代小說研讀及習作（2選）

徐士賢　台灣詩選（2選）

張雪媃　文學概論（2必）

張韶祁　現代散文研讀及習作（2選）

黃惠英　新聞學入門與基礎採寫Ⅱ（2選）

蔡芳定　現代詩研讀及習作（2選）

鮑孟德　中文劇本寫作（2選）

研究所

蔡芳定　台灣當代文學專題研討甲（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佘佳燕　現代詩研讀及習作（2選）

林恕全　現代小說研讀及習作（2選）

洪逸柔　俗文學（2選）

唐淑珍　中文廣告寫作（2選）

張雪媃　文學概論（2必）

張韶祁　現代散文研讀及習作（2選）

黃惠英　新聞學入門與基礎採寫（2選）

研究所

張雪媃　作家與作品研究（2選）

蔡芳定　現代文學專題研討乙（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現代

散文研讀及習作」另有蘇怡如。

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千宜　繪本選讀（2選）

何寶籃　採訪寫作（3必）

吳惠珍　現代詩選及習作（2選）

林翠鳳　台灣文學史（2必）

洪錦淳　現代小說與習作（3選）

張致苾　神話與寓言（2選）

廖藤葉　文學概論（2選）、戲劇欣賞與習作（3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翠鳳　台灣文學史（2必）

廖藤葉　廣告文案及習作（2選）

劉紹鈴　文學理論與批評（2選）

蔡秀玲　民間文學（2選）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董淑玲　文學概論（3選）、採訪寫作（2選）、現代

散文選讀（2選）

劉君 　少兒文學原理與創作（2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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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劉君 　兒童文學與語文教學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董淑玲　少年小說選讀（2選）、現代小說選讀（2選）

、現代詩選讀（2選）

劉君 　兒童戲劇理論與實務（2選）

研究所

王　珩　語言與文化研究（3選）

董淑玲　現代文學與語文教學研究（3選）

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吳惠玲　文學概論（2必）

林熙強　都市文學與文化（2選）

許珮馨　現代小說及習作（2選）、現代散文及習作（

2選）

陳大為　亞太華文新詩研讀（2選）

趙雪君　中西戲劇發展與交流（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吳惠玲　文學概論（2必）

許珮馨　現代散文寫作（2選）、華語小說與電影改編

（2選）

曾琮琇　20世紀台灣文學史（2選）、現代詩寫作（2
選）

趙雪君　亞太華文劇本研讀（2選）、劇本寫作（2選）

蔡月娥　兒童文學（2選）

台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何永清　兒童文學及習作（2必）、廣告文案寫作（2選）

余欣娟　女性文學選（2選）、文學概論（2必）、現

代詩及習作（2選）

陳思齊　現代文學史（2選）

張淑萍　閩南語會話Ⅱ（2選）

許琇禎　現代小說及習作（2選）

梁淑媛　台灣古典文學暨文化導論Ⅱ（2選）

楊馥菱　台灣戲劇（2選）

研究所

邱珮萱　現代散文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何永清　兒童文學及習作（2必）、廣告文案寫作（2
選）

余欣娟　女性文學選（2選）、文學概論（2必）、現

代詩及習作Ⅰ（2選）

陳思齊　文學理論（2必）、現代文學史Ⅰ（2選）

張淑萍　台灣閩南語讀寫（2選）

許琇禎　敘事學概Ⅰ（2選）、現代小說及習作Ⅰ（2選）

梁淑媛　台灣古典文學暨文化導	（2選）

楊馥菱　台灣戲劇（2選）

研究所

邱珮萱　日治台灣文學專題研究（3選）

馮永敏　散文專題研究（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楊文惠。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李嘉瑜　散文創作下（2必）

林文韵　兒童文學與華語文教學（2選）

林以德　廣告文案寫作（2選）

林淇瀁　台灣文學史下（2必）

郝譽翔　小說創作下（2必）

張春榮　專家文學：鍾玲（2選）

郭強生　現當代小說選讀下（2選）

陳文成　現代詩創作下（2必）

陳玉金　少年小說創作（2選）

曾世豪　文學概論下（2必）

黃雅歆　專題文學：台灣當代女性散文（3選）

廖卓成　兒童文學（2必）

研究所

郝譽翔　現代小說研究（3選）

鄭柏彥　俗文學專題（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林于弘　現代詩創作上（2必）

殷豪飛　廣告文案寫作（2選）

翁聖峯　台灣文學概論（3選）

郝譽翔　小說創作上（2必）、中外女性文學（3選）

張春榮　專家文學：王鼎鈞（2選）

郭強生　散文創作上（2必）

陳玉金　童話創作（2選）

陳俊榮　台灣文學史上（2必）、當代文學理論（2必）

曾世豪　文學概論上（2必）

黃雅歆　現代散文及習作（3選）

廖卓成　兒童文學（2必）

鄭柏彥　俗文學（3選）

研究所

郝譽翔　女性文學專題（3選）

陳俊榮　文學理論與批評（3必）

曾世豪　文學作品改編研究（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小說創作下」另有郭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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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概論下」另有鄭柏彥，「現代詩創作下」另

有顧蕙倩，「散文創作下」另有黃雅歆；109學年度上

學期開設「小說創作上」另有郭強生，「文學概論上

」另有鄭柏彥，「現代詩創作上」另有陳文成，「散

文創作上」另有黃雅歆。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董恕明　創意閱讀與寫作（2必）、文學概論下（2必）

、現代小說與創意書寫（3必）、現代詩選及

應用（3選）

簡齊儒　創意閱讀與寫作（2必）、古典小說與應用（

3必）

簡齊儒、蘇凰蘭　文學專題與應用上（2必）

蘇凰蘭　台灣文學概論（3必）

研究所

王萬象　比較文學方法論專題（3選）

簡齊儒　華語電影與文學專題（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張學謙　進階閱讀與寫作（2必）

董恕明　文學概論上（2必）、原住民文學（3選）

簡齊儒　民間文學（3選）、雲端的行腳：自然書寫與

實踐（3選）

簡齊儒、蘇凰蘭　文學專題與應用下（2必）

蘇凰蘭　台灣電影與文化（3選）

研究所

王萬象　文學主題與文化現象專題（3選）

簡齊儒　民間文學研究（3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進階閱讀與寫作」另有劉

靜宜。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建國　文學理論與批評Ⅱ（2必）、台灣文學概論（

2選）、現代文學Ⅱ（2必）

許舜傑　文學作品影視改編（2選）、現代散文寫作（

2選）

陳光明　寫作教學（2選）

陳昭吟　女性文學Ⅱ（2選）、兒童文學概論（2必）

、繪本賞析與創作（2選）

蔡玲婉　文學概論（2必）

嚴伯和　報導文學（2選）

龔韻蘅　當代小說（2選）

研究所

張清榮　兒童文學專題研究下（2選）

許舜傑　中文創意寫作專題研究下（2選）

陳光明　寫作教學專題研究下（2選）、閱讀教學專題

研究下（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建國　文學理論與批評Ⅰ（2必）、台灣文學史Ⅰ（

2選）、現代文學Ⅰ（2必）

莊雅雯　閩南語概論（2選）

許舜傑　文學作品影視改編（2選）、文學概論（2必）

、現代詩寫作（2選）

陳昭吟　女性文學Ⅰ（2選）、兒童文學概論（2必）

、類型文學（2選）

馮勝雄　閩南語語音教學（2選）

嚴伯和　新聞採訪與寫作（2選）

龔韻蘅　現代華文文學Ⅰ（2選）

研究所

王建國　台灣文學史專題研究上（2選）

陳光明　寫作教學專題研究上（2選）、閱讀教學專題

研究上（2選）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吳旻旻　文學編輯的當代型態與數位實作（3選）

林貝珊　台灣閩南語Ⅱ（2選）

洪淑苓　民間文學（2選）、現代詩選下（2必）

康韻梅　小說選下（2必）

陳昭瑛　文學概論下（2必）

潘少瑜　近現代文學史下（2必）

研究所

洪淑苓　現代詩學專題（3選）

曾永義　戲曲史專題下（2選）

劉正忠　文章與現代性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汪詩珮　古典戲劇：文本與展演上（2選）

林貝珊　台灣閩南語Ⅰ（2選）

高嘉謙　現代小說選上（2必）

陳昭瑛　文學概論上（2必）

劉正忠　現代散文選上（2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石曉楓　現代散文（2選）

陳室如　台灣文學Ⅱ（2選）、旅行文學（2選）

鍾宗憲　文學概論（3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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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曉楓　現代小說專題研究（2選）

范宜如　散文教學研究（3選）

張春榮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2選）、極短篇小說研究

（2選）

陳義芝　現代散文專題研究（2選）

鄭怡庭　成長小說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石曉楓　成長小說Ⅰ（2選）、現代散文（2選）

李志宏　文學概論（3選）

林香薇　閩南語概論（2選）

張春榮　極短篇小說（2選）

陳室如　台灣文學Ⅰ（2選）、兒童文學（2選）

須文蔚　文學批評（3選）、現代詩（2選）

研究所

林保淳　現代通俗小說研究（3選）

范宜如　空間與文學專題研究（3選）、現代散文專題

研究（2選）

許俊雅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3選）

陳　芳　小說與戲劇專題（3選）

陳義芝　現代詩專題研究（3選）

須文蔚　文學社會學專題研究（3選）

鄭怡庭　成長小說專題研究（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現代散文」另有范宜如、

陳室如。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李京珮　文學概論Ⅱ（2必）

秦嘉嫄　現代戲劇欣賞及習作Ⅱ（2必）

翁文嫻　現代詩欣賞及習作Ⅱ（2選）

陳家煌　台灣古典詩選讀（2選）

蘇偉貞　現代小說欣賞及習作Ⅱ（2必）

蘇敏逸　現代散文欣賞及習作Ⅱ（2選）

研究所

陳益源　民俗學專題研究（2選）

萬胥亭　當代文藝思潮專題研究（2選）

蘇敏逸　現代作家專題Ⅱ（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林幸慧　劇本選讀Ⅰ（2選）

秦嘉嫄　現代戲劇欣賞及習作Ⅰ（2必）、讀劇與演出

（2選）

翁文嫻　現代詩欣賞及習作Ⅰ（2選）

賴麗娟　台灣文學史Ⅰ（2選）

蘇偉貞　現代小說欣賞及習作Ⅰ（2必）

蘇敏逸　文學概論Ⅰ（2必）、現代散文欣賞及習作Ⅰ

（2選）

研究所

林幸慧　台灣當代戲曲專題研究（3選）

陳益源　民俗學專題研究Ⅰ（2選）

萬胥亭　現代文學與影像媒介專題研究（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現代小說欣賞及習作Ⅱ」

另有蘇敏逸；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現代小說欣賞及

習作Ⅰ」另有蘇敏逸。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田運良　企劃與文案（3必）、現代詩選及習作（3選）

、編採寫作（3必）

康尹貞　古典戲劇選（2選）

黃庭頎　報導文學與寫作（2選）

黃憲作　台灣文學與文化講座（3選）、報導文學與寫

作（2選）

研究所

林以衡　台灣文學專題（3選）

林明昌　現代文學專題（3選）

黃憲作　文學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3必）

蕭麗華　文學研究法專題（3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瑜楨、許聖和　文史導覽（3選）

田運良　現代詩選及習作（3選）

林以衡　文學研究與論文寫作（2選）、文學概論（3
必）

張瑋儀　現代散文選及習作（3選）

簡文志　類型文學（2選）

研究所

張瑋儀　人文地理學與空間書寫專題（3選）、類型文

學專題（3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人文地理學與空間書寫專

題」另有黃憲作。

明道大學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研究所

謝瑞隆　民俗學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謝瑞隆　俗文學（3選）

羅文玲　中華文學與文化Ⅰ（3必）

研究所

蕭水順　現代文學專題（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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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　浩　文學與傳播（2選）、新聞編採及習作（2選）

李振聲、曹郁美　現代詞曲創作（2選）

沈惠如　戲曲劇本寫作（2選）

侯淑娟　文學概論（2必）、現代戲劇及習作（2選）

洪慧敏　廣告企劃與文學（2選）

許蓓苓　現代散文選讀及習作（2選）

連文萍　兒童文學及習作（2選）

楊瀅靜　現代詩選讀及習作（2選）

劉文淑　現代小說選讀及習作（2選）

謝靜國　現代文學概論（2必）、飲食文學（2選）

鍾正道　文學與電影（2選）、現代文學史（2選）

羅麗容　傳統戲曲之欣賞與詮釋（2選）

研究所

沈惠如　戲曲文化學專題研究（2選）

侯淑娟　戲劇跨文類研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李振聲、曹郁美　現代詞曲創作（2選）

沈惠如　旅行文學（2選）

侯淑娟　現代戲劇及習作（2選）

范玉廷　文學概論（2必）

夏婉雲　現代詩與生活（2選）

許蓓苓　故事書寫（2選）、現代散文選讀及習作（2選）

連文萍　兒童文學及習作（2選）

鹿憶鹿　民間文學概論（2選）

游淑珺　台灣民俗（2選）

劉文淑　現代小說選讀及習作（2選）

謝靜國　台灣文學史（2選）、現代文學概論（2必）

、華文大眾小說（2選）

簡崇元　民間歌謠（2選）

羅麗容　傳統戲曲之欣賞與詮釋（2選）

研究所

沈惠如　台灣電影史專題研究（3選）

蘇淑芬　清領時期台灣詞研究（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范玉廷、

陳翔羚，「現代文學概論」另有鍾正道；109學年度上

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陳翔羚、鹿憶鹿。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阮美慧　文學概論（2必）、台灣文學史（3選）

李佳蓮　俗文學概論（2選）

李皇誼　文學與電影（2選）

周芬伶　現代小說閱讀與創作Ⅱ（3選）、創作實務Ⅱ

（3選）

周玟慧　創意寫作教學（2選）

高禎臨　當代戲曲與劇場（3選）、當代戲曲與劇場實

作（1選）

劉淑貞　現代小說閱讀與創作Ⅰ（3選）

研究所

阮美慧　戰後台灣現代詩專題（2選）

周芬伶　長篇小說創作專題（3選）

林香伶　近代文學史專題（3選）

劉淑貞　戰後現代主義小說專題（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阮美慧　文學概論（2必）、台灣文學作家與作品（3
選）

李佳蓮　台灣地方戲曲欣賞（3選）

李皇誼　文學與電影（2選）

周芬伶　現代小說閱讀及創作（3選）、創作實務（3
選）

林餘佐　現代詩閱讀及創作（2選）

劉淑貞　現代散文閱讀及創作（3選）、影像閱讀與創

作（3選）

研究所

朱衣仙　當代華文文學專題（3選）

阮美慧　台灣當代文學思潮與變遷專題（2選）

周芬伶　小說與劇場創作專題（3選）、現代小說美學

研究（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

概論」另有高禎臨。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吳儀鳳　現代小說選讀（3選）

郭澤寬　劇本寫作（3選）

黃如焄　現代散文選讀（3選）

劉慧珍　人文思維與文學想像（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張啟超　文學概論（3選）

郭澤寬　現代戲劇選讀（3選）

黃如焄　現代散文選讀（3選）

劉惠萍　民間文學概論（2選）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華文文學系碩士
班暨文化研究組、創作組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李進益　華文文學選Ⅰ台灣文學（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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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寶云　華文文學史暨基礎閱讀Ⅴ當代（4選）

許又方　文學概論（3選）

須文蔚　報導文學寫作（3選）

楊　翠　華文文學作品讀法下（3選）

劉秀美　華文文學與地景（3選）

魏貽君　文學與藝術思潮（3選）

研究所

吳明益　小說創作Ⅱ（3選）

李進益　華文文學專題Ⅰ台灣文學：1945以前（3選）

須文蔚　詩創作Ⅱ（3選）

魏貽君　文藝思潮專題（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李進益　華文文學史暨基礎閱讀Ⅲ現代（4選）

張寶云　現代華文詩選讀（3選）

許子漢　華文舞台劇本選讀（3選）

游宗蓉　華文文學作品讀法Ⅰ（3選）

劉秀美　華文文學導論（3選）

研究所

李依倩　文學批評專題（3選）

李進益　現代華文散文專題（3選）

張寶云　詩創作Ⅰ（3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現代華文散文專題」另有

楊翠。

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108學年度下學期

宋惠如　影像文學與人生（2選）

林黛琿　當代戲曲（2選）

侯建州　當代文藝思潮（2必）、詩詞選讀及習作（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侯建州　現代文學史（2必）

唐蕙韻　文學概論（2必）

鄭大行　採訪與編輯實務（2選）

南華大學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祥穎　影視劇本編寫（2選）

江江明、高知遠　影像文學（2選）

陳旻志　新詩賞析與創作（3選）

高知遠　現代歌詞賞析與創作（2選）

研究所

陳旻志　傳記文學研究（2選）

張家琪　網路自媒體的寫作與報導（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邱正祥　多元文化與文學（2選）、科幻文學（2選）

李艷梅　文學原理（2選）

陳旻志　旅行文學寫作與出版（2選）、報導文學（2選）

高知遠　散文賞析與創作（2必）

張家琪　文學傳播與新聞編採（2選）

廖秀芬　文學與動畫（2選）

研究所

陳旻志　旅行文學研究（2選）

高知遠　文學社會學（3選）

張家琪　深度報導與文學研究（2選）

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余昭玟　台灣文學史（2必）

林秀蓉　現代小說選讀及習作（3選）

簡貴雀　文學概論（3必）

研究所

余昭玟 散文專題研究（3選）

嚴立模 閩南語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余昭玟　現代散文選讀及習作（3選）

黃文車　民間文學（3選）

研究所

林秀蓉　小說專題研究（3選）

黃文車　民間文學專題研究（3選）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吳瑞文　台灣語言概論（2選）

洪燕梅　電影文學（3選）

張惠珍　台灣文學選讀（3選）

陳芳明　台灣文學史（3選）

鄭文惠　文學概論（3選）

研究所

蔡欣欣　古典戲曲專題研究（3選）

鄭文惠　媒介‧話語‧認同：文學／圖像的互文性研

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洪燕梅　電影文學（3選）

陳芳明　台灣文學史（3選）

楊明璋　民俗與文學（3選）

聞天祥　台灣電影研討：類型、作者與電影運動（3選）

蔡欣欣　台灣地方戲曲概說（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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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洪靖婷　傳統劇本創作Ⅱ（2選）

唐毓麗　現代小說選（2選）、現代散文選（2選）

徐慧珠　編輯與採訪（2選）

許正平　劇本創作與當代議題（2選）

曾進豐　台灣文學史（2選）、現代詩選（2選）

雷僑雲　兒童文學（2選）

鄭婷尹　文學概論（2選）、文學繪本創作（2選）

顏美娟　鄉土文學Ⅱ（2選）

研究所

唐毓麗　現代小說研究（2選）

曾進豐　現代詩專題研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洪靖婷　影視文學Ⅰ（2選）

唐毓麗　現代小說選（2選）、現代散文選（2選）

徐慧珠　電視新聞製作（2選）

許正平　劇本創作概論（2選）

陳玟惠　戲曲概論（2選）

曾進豐　台灣文學史（2選）、現代詩選（2選）

雷僑雲　兒童文學（2選）

鄭婷尹　文學繪本創作Ⅰ（2選）

研究所

唐毓麗　現代小說研究（2選）

曾進豐　戰後現代詩專題研究（2選）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龍風　民俗與文學（2選）

林偉淑　文學概論（2必）

林黛嫚　採訪寫作（2選）

侯如綺　現代文學及習作（2選）

涂芳祥　劇本寫作（2選）

陳伊婷　戲曲選（2必）

陳惠鈴　台灣現代文學史（2選）

陳慧勻　現代戲劇（2選）

楊宗翰　現代詩及習作（2選）

謝旻琪　兒童文學（2選）

研究所

何金蘭　飲食文學專題（2選）

陳大道　域外華人文學專題—移民小說（2選）

楊宗翰　台灣文學與雜誌編輯專題（2選）

趙衛民　台灣現代詩風潮（2選）、現代詩專題研究

—風格樹立（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龍風　民俗與文學（2選）

林偉淑　文學概論（2必）

林黛嫚　採訪寫作（2選）、寫作訓練（2選）

侯如綺　現代文學及習作（2選）

陳惠鈴　台灣現代文學史（2選）

陳慧勻　現代戲劇（2選）

黃文倩　現代文藝思潮（2選）

楊宗翰　現代詩及習作（2選）

謝旻琪　兒童文學（2選）

研究所

何金蘭　旅行與文學專題研究Ⅰ（2選）

黃文倩　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Ⅰ（2選）

趙衛民　現代詩專題研究—風格樹立（2選）、當代

文藝思潮專題研究Ⅰ（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劉依潔，

「台灣現代文學史」另有黃文倩，「民俗與文學」另

有林偉淑，「現代詩及習作」另有趙衛民；109學年度

上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侯如綺，「現代詩及習

作」另有趙衛民。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吳億偉　大學中文寫作：類型文學與創作（3選）

楊富閔　大學中文寫作：小說創作（3選）

蔡孟哲　同志文學與社會思潮（3選）

蔡英俊　當代文學理論（3選）

羅仕龍　現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3選）、現當代戲劇

（3選）

研究所

楊佳嫻　現當代華文女性文學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吳億偉　大學中文寫作：散文創作（3選）

陳平浩　文學與電影（3選）

楊佳嫻　文學概論（3必）

劉人鵬　文學與文化研究（3選）

蔡英俊　閱讀寫作的理論與方法（3選）

顏健富　近現代文學史（3必）、現代小說（3選）

研究所

陳國球　現代文論專題（3選）

羅仕龍　現代文學的跨文化實踐（3選）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丁威仁　現代詩創作專題（3選）

丁威仁、林佳儀、黃雅莉、蔣興立　世界華文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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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

林佳儀　戲曲傳播專題（3選）

陳惠齡　華文文學理論專題（3選）

黃雅莉　當代華文散文專題（3選）

蔣興立　城市與文學專題（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安哲毅　影視劇本改編Ⅰ（3選）

林佳儀　現當代戲曲專題（3選）

蔣興立　流行文化與時尚文學專題（3選）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余　風　文字與圖像創意傳達（2選）

張瑞芬　現代小說及習作（2選）

楊美美　文學概論Ⅱ（2必）

鄭慧如　現代文學導讀（2選）

研究所

林聰明　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2選）

陳兆南　民間文學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余美玲　文學概論Ⅰ（2必）

張瑞芬　文本閱讀與創意寫作（2選）

劉仲倫　現代戲劇（2選）

研究所

余美玲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3選）

鄭慧如　現代文學研究（3選）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隆升　人文旅遊：旅行文學（2選）

陳秀慧　生命書寫工作坊（2選）

楊瀅靜　現代小說Ⅱ（2選）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所（中文組）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胡馨丹　文學概論（2必）

陳啟文　現代詩選及習作（2選）

蕭鳳嫻　流行音樂歌詞創作（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胡馨丹　劇本寫作（2選）

陳啟文　文案企劃設計與撰寫（2選）

蕭鳳嫻　女性文學（2選）

研究所

蕭鳳嫻　數位文學與文化專題（3選）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玫珍　台灣文學選讀（2選）、現代文學導讀（2必）

余淑瑛　現代散文Ⅱ（2選）

吳盈靜　台灣文學史Ⅱ（2必）

周盈秀　劇本寫作（2選）

林和君　民間文學（2選）

徐志平　文學概論Ⅱ（2必）、現代小說選讀Ⅱ（2選）

陳政彥　現代詩（2選）

張家琪　新聞編輯與採訪Ⅱ（2選）

曾金承　報導文學（2選）

研究所

吳盈靜　戰後台灣小說家專題研究（2選）

陳靜琪　台灣戲曲與曲藝專題研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卜敏正　新聞編輯與採訪Ⅰ（2選）

王玫珍　旅行文學（2選）

余淑瑛　女性文學（2選）、現代散文Ⅰ（2選）

吳盈靜　台灣文學史Ⅰ（2必）

周盈秀　文學概論I（2選）

林和君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品選讀（2選）、台灣戲

曲（2選）

陳政彥　現代詩（2選）、現代詩創意寫作I（2選）

曾金承　報導文學（2選）

研究所

吳盈靜　台灣文學史專題研究（2選）

陳茂仁　吟詩專題研究（2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概論Ⅰ」另有陳政彥

，「新聞編輯與採訪Ⅰ」另有張家琪。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陳憲仁　新文藝及習作Ⅱ（2必）

葉連鵬　台灣文學史（2選）

蔣美華　現代詩選讀（2選）

研究所

丘慧瑩　講唱文學研究（3選）

吳明德　台灣傳統戲曲研究（3選）

林明德　台灣民間文學研究（3選）

邱湘雲　台灣語言研究（3選）

許麗芳　敘事文學研究（3選）

黃儀冠　女性主義與台灣女性文學（3選）

葉連鵬　台灣縣市文學研究（3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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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威廷　台灣文學名著專題研究（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呂光華　文學批評（3必）

胡瀚平　區域文學選讀（3選）

張瑞楨、陳彥斌、陳憲仁、黃儀冠、楊秋蘋、楊錦郁

、路寒袖、簡慧珍　編輯採訪（2選）

許麗芳　文學概論（3必）

陳憲仁　新文藝及習作Ⅰ（2必）

蔣美華　現代散文選讀（3選）

研究所

吳明德　鄉土教學（3選）

林素珍　兒童文學專題研究（3選）

黃儀冠　台灣小說專題（3選）

葉連鵬　台灣文學史專題研究（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新文藝及習作Ⅱ」另有游

志誠、黃儀冠、蔣美華；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

批評」另有黃儀冠，「文學概論」另有葉連鵬，「新

文藝及習作I」另有游志誠、黃儀冠、蔣美華。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高大威　兒童繪本分析（3選）

陳正芳　現代散文及習作（3選）、現代戲劇及習作（

2選）、當代中外女性文學（2選）

彭婉蕙　新聞採訪與編輯（2選）

黃錦樹　文學理論與批評下（2選）

劉恆興　文學概論下（2選）

研究所

劉恆興　語言與文學（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高大威　兒童繪本分析（3選）

陳正芳　現代詩及習作（3選）

黃錦樹　文學理論與批評上（2選）

劉恆興　文學概論上（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現代散文及習作」另有黃

錦樹。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王秀珊　現代散文與習作（2選）

朱玉昌　企劃與文案（2選）

余育婷　台灣文學（2選）

周文鵬　動漫文學與劇本實作（2選）

孟淑華　採編寫作與出版實務（2選）

姚慶康　影像文學與戲劇習作（2選）

陳玉金　兒童文學（2選）、報導文學（2選）

陳冠蓉　文學與醫學的對話—從生命關懷到敘事實

踐（2選）、現代小說—躍上大螢幕：從文

學小說到商業電影（2選）、現代散文及習作

—狂野寫作：生命敘事中的自我療癒（2選）

陳義芝　現代詩及習作（2選）

黃培青　文學概論（2必）

蒯　亮　編輯與採訪（2選）

蔡昱宇　修辭學與創意寫作（2選）

顧正萍　現代小說與習作（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秀珊　現代散文與習作（2選）

余育婷　台灣大眾文學與文化（2選）

孟淑華　採編寫作與出版實務（2選）

曹仲堯　大眾文學創作與實務（2選）

陳玉金　兒童文學（2選）

陳冠蓉　敘事者的誕生：通往小說創作之路（2選）

黃培青　文學概論（2選）

黃淑汝　現代詩及習作：談情寫愛（2選）

蒯　亮　編輯與採訪：傳統與新媒體（2選）

蔡昱宇　修辭學與創意寫作（2選）

譚惠文　台灣文學（2選）

顧正萍　現代小說與習作（2選）、現代文學理論（2
選）、現代戲劇與習作（2選）

研究所

陳義芝　現代詩專題研究（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顧正萍，

「台灣文學」另有譚惠文；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

學概論」另有顧正萍。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徐麗霞　台灣文學史Ⅱ（2選）

研究所

徐麗霞　台灣文學研究與整理Ⅱ（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徐麗霞　台灣文學史Ⅰ（2選）

研究所

徐麗霞　台灣文學研究與整理Ⅰ（2選）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汪淑珍　台灣當代女作家文選（2選）、故事行銷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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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

邱培超　人文書寫與生涯規劃（2選）

呂素端　文學概論Ⅱ（2必）

林茂賢　台灣傳統戲曲Ⅱ（2選）

林餘佐　新詩寫作指導（2選）

陳紹慈　傳記文學與習作Ⅱ（2選）

傅素春　女性主義與文學Ⅱ（2選）、台灣文學史Ⅱ（

2選）

鄭懿瀛　報導文學與習作（2選）

簡佩琦　旅行文學（2選）

羅志強　現代散文寫作指導（2選）

研究所

傅素春　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專題（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汪淑珍　文案寫作（2選）、兒童文學概論（2選）

呂素端　文學概論Ⅰ（2必）、敘事理論與故事行銷（

2選）

陳紹慈　傳記文學與習作Ⅰ（2選）

傅素春　台灣文學史Ⅰ（2選）、現代小說選讀與批評

Ⅰ（2選）、現代散文（2選）

鄭懿瀛　文學與傳播（2選）、新聞採訪寫作（2選）

簡佩琦　文本與圖像（2選）、文學與電影（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Ⅱ」另有傅素春

；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概論Ⅰ」另有傅素春。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108學年度下學期

趙書琴　現代文學Ⅱ（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幼華　文學理論與批評（2選）

溫如梅　文案企劃與出版（2選）

趙書琴　現代文學Ⅰ（2必）

其他系所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杜思慧　創作性戲劇（2選）

許仁豪　現當代華語文戲劇選讀（2選）、戲劇評論（

3選）

許正平　劇本創作Ⅱ（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王璦玲　當代戲曲（2選）、中西戲劇比較（2選）

許仁豪　劇本導讀（2必）

許正平　劇本創作Ⅰ（3必）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江俊龍　客語閱讀與書寫（3必）

陳秀琪　進階客語Ⅱ（2必）

陳秀琪、劉醇鑫　客家文化概論（2必）

黃菊芳、鄭錦全　客家民間文學與數位科技（3選）

黃雯君　客語數位學習與實作（3必）、基礎客語Ⅱ（

2必）

研究所

陳秀琪　客語研究與語料分析（3選）、漢語方言通論

（3必）

黃菊芳　客語文學專題研究（3選）

羅肇錦　客家語文進階（含方法論）專題（3選）、客

語詞彙與文化（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江俊龍　客語概論（3必）

余遠炫　客語新聞採訪與寫作（2選）

邱一帆　客家語文創作（2選）

陳秀琪、劉醇鑫　客家文化概論（2必）

黃菊芳　文學概論與客家文學（3必）

黃雯君　專業客語與應用（3選）、進階客語Ⅰ（2必）

鄭曉峯　閩南語概論（2選）

賴文英　客語田野調查與記音（3必）

賴維凱　基礎客語Ⅰ（2必）

研究所

王保鍵、張翰璧、鄭曉峯　客家文化專題研究（3必）

江敏華　客語語法專題（3選）

陳秀琪　客語音韻研究（3選）

陳秀琪、賴維凱　客語記音與分析（3必）

張翰璧　客家社會文化進階（含方法論）專題（3選）

黃菊芳　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3選）、客家民間文學

研究（3選）

鄭榮興　台灣客家戲曲專題（3選）

鄭曉峯　漢語音韻史（3選）

羅肇錦　客家文化專題（3必）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牛川海　戲劇原理（2必）

李柏霖　戲劇製作Ⅲ（2必）

周靜家　現代劇場（2選）、戲劇理論批評（2必）

紀家琳　兒童及青少年劇場（2選）、戲劇製作Ⅰ（2
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