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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鈺婷　九○年代台灣女性文學（3選）

石婉舜　劇本分析與習作（3選）

安原良　劇場表演創作（3選）

安哲毅　影像敘事書寫（3選）

李癸雲　文學與創作導論（3必）

鄧慧恩　散文鑑賞與習作（3選）

顧坤惠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安原良　當代戲劇演讀（3選）

陳芷凡　族群與書寫（3選）

陳惠齡　台灣文學史（3選）

黃應貴　小說與人類學（3選）

劉柳書琴　小說鑑賞與習作（3選）

鄧慧恩　台語‧歌曲與社會（3選）

蕭菊貞　進階編劇（3選）

謝世宗　台灣電影研究與批評寫作（3選）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
化研究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何純惠　初級客語Ⅱ（3選）

楊名龍　中級客語Ⅱ（3選）

蔣淑貞　文學作品讀法（3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段馨君　戲劇與客家（3選）

楊名龍　初級客語Ⅰ（3選）

蔣淑貞　客家文學（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初級客語Ⅱ」另有楊名龍。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柯榮三　台灣作家與作品專題（2選）

蔡輝振　故事編撰專題（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世豪　文藝創作專題（2選）

柯榮三　閩台文學之文化關聯專題（2選）

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大學部

施世昱　文本改編與繪本製作（2選）

游惠遠　性別議題與文本分析（2選）、藝文評析與編

輯實務（2選）

黃士嘉　台灣閩南語流行歌曲與影音操作（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大學部

盛業信　台灣地方文史導覽（2選）

顏加松　台灣閩南語歌謠與文化變遷（2選）、電子報

編採（2選）

聖約翰科技大學數位文藝系
108學年度下學期

陳秀玲　故事與創意應用（3必）、創意說故事（3選）

、圖文創意寫作（3必）

曾己容　繪本實務（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順治　創作與品味（3選）、資料蒐集與專題寫作（

3必）

藍宜廷　旅遊資源與文藝創作（3必）

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翠松　民族誌與客家紀錄（3選）

范瑞玲　客語口譯與傳播（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范瑞玲、傅柏維　當代客家研究（3必）

通識教育中心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秋傑　中文閱讀與書寫Ⅱ（2必）

吳國宏　台灣民間故事與傳說概論（2選）

邱春美　客家語言通論（2選）

張秀絹　排灣族語言與文化（2選）

郭柏育　原住民文化與創意（2選）

彭素枝　客家文化概論（2選）

黃靜妃　女性與文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秋傑　中文閱讀與書寫Ⅰ（2必）

郭柏育　原住民文化與創意（2選）

張秀絹　排灣族語言與文化（2選）

彭素枝　台灣民間故事與傳說概論（2選）

黃靜妃　女性與文學（2選）

劉貞吟　神話與節慶（2選）

戴錦秀　原住民飲食文化（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書寫Ⅱ」另有

吳秀鳳、吳國宏、林雅鈴、林繼柏、邱春美、陳昱珍

、彭素枝、黃靜妃，「台灣民間故事與傳說概論」另

有劉貞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書寫Ⅰ

」另有吳秀鳳、吳國宏、林雅鈴、林繼柏、邱春美、

陳昱珍、彭素枝、黃靜妃，「原住民文化與創意」另

有謝鎮群，「台灣民間故事與傳說概論」另有劉貞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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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楊寶蓮　客家俗文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楊寶蓮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皇穎　文藝賞析與評論（2選）

卓仕文　彰化學（2選）

林上偉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2選）

林美琪　文學與悲傷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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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文學的美麗與哀

愁（2選）

許揚寧　台灣音樂傳統與現代（2選）

陳正雄　戲劇表演賞析（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玉如　文藝賞析與評論（2選）

吳婷薇　古典小說選讀（2選）

林超群　史傳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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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學現代詩選讀（2選）

莊文福　台灣小說選讀（2選）、彰化文學的美麗與哀

愁（2選）

許揚寧　台灣音樂傳統與現代（2選）

陳正雄　彰化學（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陳鈴美、

蔡琳琳，「文藝賞析與評論」另有許家蓁、歐秀慧，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另有胡清暉，「彰化學」另

有陳正雄、謝國斌；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概論

」另有陳鈴美、蔡琳琳，「文藝賞析與評論」另有李

皇穎、許家蓁，「彰化學」另有謝國斌。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亦昕　飲食與文學（3必）

杜佳倫　台灣閩南語敘事工坊Ⅱ（3選）、語言風格與

創作（3選）

林宜誠　當代劇場藝術的價值與思維（2必）

莫加南　台灣文學與現代世界（3選）

許冠文、黃郁晴　故事創意與數位繪本（2必）

歐淑珍、蔡美智、應廣儀　語言與歌曲創作（3選）

賴淑芳　英譯台灣文學（3選）

鍾志偉　台灣古典文學概論（3選）

顏蘭權　紀錄片與台灣社會（3必）

羅景文　閩南民間文學與文化采風（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亦昕　地方文化採集與應用（3必）

杜佳倫　台灣閩南語文的音字書寫與閱讀（3選）

林宜誠　當代劇場藝術的價值與思維（2必）

莫加南　台灣文學作品選讀（3選）

許冠文、黃郁晴　故事創意與數位繪本（2必）

鄭溪和　台灣音樂（2選）

顏蘭權　紀錄片與台灣社會（3必）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灸珍　文學漫談（2選）

林美蘭　報導文學與人文關懷（2選）

林培雅　台灣醫療文學（2選）、閱讀與書寫（2選）

孫海倫　論壇劇場Ⅱ（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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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灸珍　文學漫談（2選）、粉墨乾坤看戲曲（2選）

、閱讀與書寫（2選）

林美蘭　報導文學與人文關懷（2選）

林培雅　台灣醫療文學（2選）

孫丕聖　小說的現實映象（2選）、台灣散文選讀（2
選）

孫海倫　論壇劇場Ⅰ（2選）

黃國超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閱讀與書寫」另有涂淑敏

；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閱讀與書寫」另有林培雅。

中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幸華　台灣小說選讀（2必）

王詩惠　文學賞析與人生探索（2必）

林宜青　青少年小說導讀（2必）

林武佐　台灣新電影與日本電影賞析（2選）

林青蓉　文學故事新讀（2必）

劉智濬　台灣原住民歌謠與文化（2必）、華語電影與

文化觀察（2必）

劉瑞琳　閱讀與寫作（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武佐　台灣新電影與日本電影賞析（2選）、電影與

多元文化（2必）

陳素貞　性別故事與電影敘事（2選）

劉智濬　華語電影與文化觀察（2必）

賴靜慧　性別與電影（2選）

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朱碧靜　資料蒐集與報告寫作（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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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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寶玉　地方知識與社會（2選）

蔣竹山　認識桃園與在地社會（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碧靜　資料蒐集與報告寫作（2選）

杜聖聰　數位敘事（3選）

洪珊慧　文創應用：看小說拍電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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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慧貞　中文閱讀與生命書寫Ⅱ（2選）

李勤岸　台語文會話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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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英傑　鄒族的語言與文化（2選）

蘇全正　台灣民間信仰與生命關懷（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卜　袞　台灣原住民的宗教與祭儀文化（2選）

江寶釵、張日郡　嘉義書寫與文化創意（2選）

吳慧貞　中文閱讀與生命書寫Ⅰ（2選）

李勤岸　台語文讀寫（2選）

周力德　戲劇與人生（2選）

蘇全正　台灣民間信仰與生命關懷（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生命書寫Ⅱ」

另有李映瑾、馬玉紅、莊家瑋、許正平、陳伯謙、陳

厚任、陳康寧、陳逸根、葉書珊、廖浿晴、蔡翔任、

賴柯助、鍾媄媜；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

生命書寫Ⅰ」另有李映瑾、馬玉紅、莊家瑋、許正平

、陳伯謙、陳厚任、陳逸根、游富凱、葉書珊、廖浿

晴、蔡翔任、賴柯助、鍾媄媜。

中州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劉振琪　現代文學（2選）

賴怡如　台灣海洋文學（2選）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皮國立　桃學眷村文史踏察（2選）、眷村文化史與桃

園學（2選）

何石松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何厚華　流行音樂詞曲賞析（2選）

何彩滿　桃學趣（2選）、桃學趣探索（1選）

邱彩韻　馬華文學（2選）

周文鵬　動漫文學（2選）

林麗裡　台灣文學賞析（2選）

陳康芬　黃春明小說導讀（2選）

曾陽晴　現代小說欣賞（2選）

葉俊麟　走讀桃花源（1選）、桃花源尋寶（2選）

賴皆興　布袋戲與台灣文化（2選）

魏立心　說桃園（1選）、藝術說桃園（2選）

簡君玲　旅行文學欣賞（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瓦歷斯‧拉拜　原住民文化與藝術（2選）

向鴻全　在地敘事探究（2選）

何石松　客家語言與文化（2選）

何厚華　流行音樂詞曲賞析（2選）

何彩滿　桃學趣（2選）、桃學趣探索（1選）

邱彩韻　馬華文學（2選）

周文鵬　動漫文學（2選）

曾陽晴　從說故事到敘事力（2選）

葉俊麟　走讀桃花源（1選）、桃花源尋寶（2選）

賴皆興　布袋戲與台灣文化（2選）

魏立心　說桃園（1選）、藝術說桃園（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現代小說欣賞」另有劉清

泉。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秀瑜　音樂劇製作與實務（2必）

李宜珮　音樂與戲曲的藝術（2必）

林玉琪　創造性戲劇（2必）

張瑞文　神話與傳說（2必）

劉美芳　當代台灣歌仔戲的變與常（2必）

嚴紀華　圖像與故事（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牛川海　戲劇藝術導論（2必）

何致和　短篇小說欣賞與習作（2必）

吳承澤　戲曲表演藝術（2必）

李宜珮　傳統及當代音樂賞析（2必）

連憲良　音樂戲劇在台灣（2必）

彭怡雲　當代戲曲名劇賞析（2必）

劉美芳　台灣地方戲曲風華（2必）

鄭春子　華語電影與音樂欣賞（2必）

嚴紀華　圖像與故事（2必）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郝逸杰　台灣社會與文化（2選）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周淑媚　武俠小說文化研究（2選）、閱讀‧書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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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周淑媚　武俠小說文化研究（2選）、閱讀‧書寫‧圖

像（2選）

洪英聖　原住民文化導論（2選）

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姚貴雄　看戲劇電影學法律（2選）

楊若萍　探索台灣客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楊若萍　走讀台灣客家風貌（2選）

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超雄　旅行：文學與影像（2必）

詹閔旭　台灣現當代作家與作品（2必）

趙家琦　華語影視文學（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詹閔旭　台灣現當代作家與作品（2必）

趙家琦　華語影視文學（2必）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怡云　繪本賞析（2選）

林煒舒　島嶼、族群與文化（2選）

張泓斌　客家與台灣（2選）

黃智信　古蹟文化與在地生活（2選）

趙蓮英　鄉土音樂（2選）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陳靜珮、謝忠志　高雄文化探索（1選）

張純華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2選）、跨文化溝通

：台灣印象（2必）

謝忠志　台灣文化探索（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張妮娜　旅行與寫作（2選）

謝忠志　台灣文化探索（2選）、高雄文化探索（2選）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丁肇琴　古典戲曲選讀與欣賞（2選）

方喜恩　台灣原住民文學選讀（2選）、原住民文化與

社會（2選）

柯岳君　台灣當代散文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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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上學期

丁肇琴　民俗文學賞讀（2選）

柯岳君　新詩（2選）

陳美雪　台灣現代文學欣賞（2選）

高君和　名著選讀（2選）

劉孝春　台灣文學（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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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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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餘佐　現代文學的閱讀與寫作（2選）

楊淳斐　女性主義與人文電影（2選）

蔡政惠　原住民文學（2選）

鄭美惠　民間故事與兒童文學（2選）

蘇卉旻　戲劇與文化（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金儒農　現代小說與當代社會（2選）、類型小說與電

影（2選）

游曉薇　活動採訪與報導（2選）

楊淳斐　女性主義與人文電影（2選）

蔡政惠　原住民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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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下學期

丁鳳珍　台語歌謠（2選）、台灣民間故事（2選）

邱靜珣　華語及台灣流行音樂史（2選）

林瑋慈　文學與音樂賞析（2選）

曾瑞媛　好客之家—認識台灣客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丁鳳珍　台語歌謠（2選）

白紀齡　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2選）

曾瑞媛　好客之家—認識台灣客家（2選）

駱嘉鵬　台灣民間故事（2選）

台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惠玲　文學與人生（2選）

辛法春　閱讀‧悅讀（2選）

林子晴　台灣音樂與文化（2選）、客家音樂戲劇賞析

（2選）

楊奕成　詞曲欣賞（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惠玲　文學與人生（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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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晴　台灣音樂與文化（2選）

蔡怡玟　旅行、文學與地理（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楊果霖

；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黃志祥、

楊奕成。

台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月秀　文藝寫作（2選）

白偉毅　流行音樂（2選）

余欣娟　文學與藝術再現（2選）

洪簡廷卉　原住民族文化與社會（2選）

黃智信　古蹟文化與在地生活（2選）

劉宇陽　阿美語生活會話Ⅰ（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白偉毅　流行音樂（2選）

余欣娟　文學與藝術再現（2選）

洪簡廷卉　原住民族文化與社會（2選）

陳美玲　報導文學（2選）

陳嘉琪　文藝寫作（2選）

陶子珍　文學與生活（2選）

黃智信　古蹟文化與在地生活（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藝

寫作」另有陳姞淨。

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華陽　文學概論（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葉惠蘭　文學概論（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概論」另有高荻華、

葉惠蘭。

台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淇瀁　文學大師講座（2選）

林麗貞　文學與愛情（2選）、經典選讀（2選）

謝欣芩　影像與台灣文史（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憬屏　新聞寫作與採訪（2選）

夏春梅　文學與人生（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愛情」另有夏春梅。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張清泉　醫用客語與客家文化（2選）

張嘉讌　醫用台語與生活（2選）

曾齡儀　台灣電影（2選）

鄭穎、謝宗宜　發現台北（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張清泉　醫用客語與客家文化（2選）

曾齡儀　白先勇及其時代的小說（2選）

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朱國珍　寫作與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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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皓宜　心理覺察與書寫（2必）

連明偉　小說的社會意識（2必）

陳俊斌　聽山海在唱歌――卑南族當代樂舞篇（2必）

簡上仁　台灣歌謠與文化（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國珍　寫作與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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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斌　聽山海在唱歌――卑南族當代樂舞篇（2必）

葉青青　台灣文學與當代音樂（2必）

簡上仁　台語文學（2必）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怡岑　中文現代詩賞析與習作（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張嘉讌　醫護台語初階班（2選）、醫護台語進階班（

2選）

台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友輝　當代戲劇（2選）

王蕙瑄　中文閱讀與寫作Ⅱ（2必）

邱常婷　成長小說與生命探索（2選）

陳怡薇　文學與電影（2選）

葛容均　幻想文學（2選）

黃雅淳　文學概論（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蕙瑄　中文閱讀與寫作Ⅰ（2必）、兒童文學與文化

（2選）

葛容均　文學與愛情（2選）

董恕明　文學概論（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寫作Ⅱ」另有

吳瑋婷、邱常婷、林彤、陳怡薇、陳信安、曾瓊瑤、

謝予騰；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寫作Ⅰ」

另有邱常婷、林彤、洪佳如、曾瓊瑤、謝予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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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姿雯　日治期的台日經典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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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姿雯　日治期的台日經典文學（2選）

郭誌光　台灣原住民文學（2選）、台灣經典文獻選讀

（2選）

黃晉芳　台灣原住民文化概論（2選）

葉秀娥　電影文學（2選）

台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宋千儀　台灣當代小說與電影（2選）

台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張俐璇　戰後台灣短篇小說選讀（3選）

梅家玲　亞洲共同體：東亞文學與文化（3選）

黃宗慧　文學、動物與社會（3選）

劉正忠　台灣現代詩（2選）

鄭芳婷　在地酷兒文學與網路社群文化（3選）、從酷

兒文學與電影凝視台灣（2選）

鍾幸玲　戲曲後花園（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靜美　人工智慧與劇本創作（3選）

汪俊彥　華語劇場與文化批評（3選）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張文薰　東亞近代文學選讀（3選）

張俐璇　性別、歷史與台灣小說（3選）

陳峙維　台灣音樂導論（3選）

楊雅儒　台灣文學與宗教選讀（3選）

鄭芳婷　從酷兒文學與電影凝視台灣（2選）

台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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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榮哲　文學與電影（2必）

郭任峯　探索台灣：台灣電影與台灣社會（2選）

蔡曉雲　部落漫遊（1必）

鄭芳婷　從酷兒文學與電影凝視台灣（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許榮哲　文學與電影（2必）

郭任峯　探索台灣：台灣電影與台灣社會（2選）

陳永龍　認識台灣的原住民（2選）

蔡昱宇　環境關懷與生態寫作（2必）

蔡曉雲　部落漫遊（1必）

鄭芳婷　從酷兒文學與電影凝視台灣（2選）

台灣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陳明成　中文閱讀與表達Ⅱ（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陳明成　中文閱讀與表達Ⅰ（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表達Ⅱ」另有

陳景峯、曾怡錦；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

表達Ⅰ」另有陳景峯、曾怡錦、蔡宜穎。

台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香薇　閩南語概論（2選）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陳室如　跟著文學去環島（2選）

許瑞坤　認識台灣的聲音（2選）

馮翊綱　劇本寫作與賞析（2選）

黃玫瑄　台灣文史與城市發展（2選）

蔡孟珍　民間文學與說唱藝術（2選）

鄭怡庭　文學、電影中的情感經驗（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香薇　閩南語概論（2選）

林淑慧　台灣小說選讀（2選）

陳永龍　認識台灣的原住民（2選）

陳　芳　戲曲旋轉門（2選）

陳室如　跟著文學去環島（2選）

許瑞坤　認識台灣的聲音（2選）

黃玫瑄　台灣文史與城市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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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謝玉玲　魚文化與魚文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廖鴻基　海洋文學專題（2選）

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必）

王詩評　現代小說創作與欣賞（2選）

張家勝　台灣新文學作家選讀（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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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瀅靜　現代散文創作與欣賞（2選）、現代詩創作與

欣賞（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必）

王詩評　現代小說創作與欣賞（2選）

徐紀芳　現代詩選及習作（2必）

張家勝　台灣新文學作家選讀（2選）

楊瀅靜　現代散文創作與欣賞（2選、現代詩創作與欣

賞（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閱讀與寫作」另有王詩評

、張家勝、陳瑞芬、黃文正、羅漪文，「現代散文創

作與欣賞」另有羅漪文；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閱讀

與寫作」另有王詩評、張家勝、陳瑞芬、黃文正、羅

漪文。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陳美玲　台灣民間文學（2必）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田志剛　編輯與採訪（2選）

林世治　原住民族文化（2選）

陳秋虹　文學、電影與人生（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田志剛　編輯與採訪（2選）

林世治　原住民族文化（2選）

郭美逢　台灣語言賞析與教學（2選）

蔡季延　文學與電影（2選）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施依吾　網路小說與文學欣賞（2選）

曾美玲　客家采風（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黃慕清　劇本導讀（2選）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彭明偉　文學經典：現代文學選讀（2選）

黃美鈴　文學經典：小說名著選（2選）

黃毓婷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2選）、寫台灣的故事

（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月秀　閱讀與寫作（2選）

彭明偉　文學經典：現代文學選讀（2選）

黃美鈴　文學經典：小說名著選（2選）

黃毓婷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2選）

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明澤、胡紫雲、馬薇茜、陳佳彬、顧盼　戲劇賞析

（2必）

林裕城　客家文化導論（2必）

胡紫雲　劇本讀演概論（2必）

馬薇茜　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2必）

許長謨　台語語言與文化（2必）

郭美芳、陳文松、陳玉女、楊中平、廖淑芳、熊仲卿

、蔡侑樺、謝仕淵　踏溯台南（1必）

陳佳彬　戲劇與小說（2必）、戲劇與電影（2必）

樂鍇‧祿璞崚岸　Paiwan排灣族語生活應用（2必）、

原住民當代議題與社會實踐（1必）

蔣為文　台語諺語與歷史文化（2必）

賴麗娟　台灣古典文學（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芳慧、林明澤、馬薇茜、陳佳彬、楊哲銘、劉南芳

　戲劇賞析（2必）

李啟彰、郭美芳、陳文松、陳玉女、謝仕淵、鍾國風

　踏溯台南（1必）

林裕城　客家文化導論（2必）

胡紫雲　劇本讀演概論（2必）

馬薇茜　傳統戲曲與表演藝術（2必）

陳佳彬　戲劇與小說（2必）

蔡美慧　講台語答喙鼓（2必）

賴麗娟　台灣古典文學（2必）

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亞澤　國文Ⅱ（3必）

邱怡芬　文學與生活品味（2選）

張美櫻　戲劇選讀（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亞澤　國文Ⅰ（3必） 邱怡芬　文學與生活品味（2
選）

張美櫻　散文選讀（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國文Ⅱ」另有沈雅文、李

明足、徐敏媛、蔡知臻、鮑廣東、戴榮冠、瞿國申，

「文學與生活品味」另有張美櫻；109學年度上學期開

設「國文Ⅰ」另有李明足、林以衡、徐敏媛、康尹貞

、蔡知臻、戴榮冠、瞿國申，「文學與生活品味」另

有張美櫻。

育達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靜芳　文學與電影（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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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晴慧　客家文化風情與電影（2選）、繪本文學欣賞

（2選）

林怡君　小說與社會（2選）

廖淑娟　霧峰學‧學霧峰（2選）

蔡宜勳　生命書寫（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晴慧　客家文化風情與電影（2選）、繪本文學欣賞

（2選）

林怡君　小說與社會（2選）

廖淑娟　霧峰學‧學霧峰（2選）

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美琴　現代小說（2必）

王進發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2選）

吳鳳珠、郭建慧、陳志鈞、陳麗貞、張允瓊、楊淳皓

、蔣忠慈、鄭辰旋、薛方杰、鍾鴻銘　蘭陽

采風（2選）

邱怡芬　國文Ⅱ（2必）

林湘敏　戲曲文創：歌仔戲嬉遊記（2選）

陳雀倩　電影文學（2必）

陳麗貞　黃春明文學（2必）

陳麗蓮　宜蘭文學（2必）、宜蘭文學地景（2選）

許佩玉　旅行文學與行旅心靈（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美琴　現代小說（2選）

王進發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2選）

吳鳳珠、郭建慧、陳志鈞、陳麗貞、張允瓊、楊淳皓

、蔣忠慈、鄭辰旋、薛方杰、鍾鴻銘　蘭陽

采風（2選）

邱怡芬　國文Ⅰ（2必）

林湘敏　戲曲文創：歌仔戲嬉遊記（2選）

陳雀倩　電影文學（2必）

陳麗貞　黃春明文學（2必）

陳麗蓮　宜蘭文學（2必）、宜蘭文學地景（2選）

許佩玉　旅行文學與行旅心靈（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旅行文學與行旅心靈」另

有劉怡伶，「國文Ⅱ」另有陳雀倩、陳韻妃、陳麗貞

、陳麗蓮、許佩玉、葉嘉中、楊郁彥、蔣忠慈、趙詠

寬、劉怡伶、鮑廣東；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國文Ⅰ

」另有陳雀倩、陳韻妃、陳麗貞、陳麗蓮、許佩玉、

葉嘉中、楊郁彥、蔣忠慈、趙詠寬、劉怡伶、鮑廣東。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呂湘瑜　旅行與旅行書寫（2選）

李桂芳　現代詩及習作（2選）

張家禎　自然書寫（2選）

張淑惠　客家文化概論（2選）

陳玲碧　愛情小說選（2選）

蒲彥光　報導文學選讀（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淑慧　台灣新電影欣賞（2選）

張淑芬　現代小說選讀（2選）

蒲彥光　鄉土文學賞析（2選）

鄭銘德　流行音樂與台灣社會（2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台灣新電影欣賞」另有李

桂芳。

明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兵界勇　閱讀與書寫（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全敏瑜　閱讀與書寫（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閱讀與書寫」另有林超群

、邱敏文、洪至璋、薛雅文、譚立忠、蘇英田；109學
年度上學期開設「閱讀與書寫」另有林超群、林慈玟

、邱敏文、詹皓中、薛雅文、蘇英田。

東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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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俗與信仰（2必）

陳勁甫　現代文學概論（2必）

陳翔羚　台灣傳統戲曲之詮釋與認識（2必）

黃懷寧　文學經典選讀（2必）

楊瀅靜　現代文學作品選讀（2必）

鍾正道　作家論佳作（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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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勁甫　現代文學概論（2必）

陳翔羚　台灣傳統戲曲之詮釋與認識（2必）

楊瀅靜　現代文學作品選讀（2必）

葉嘉中　文學經典選讀（2必）、台灣布袋戲之認識與

欣賞（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經典選讀」另有葉嘉

中，「現代文學概論」另有蘇鈺恩。

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惠加　兒童文學（2必）

高禎臨　當代戲曲與劇場（3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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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任峯　台灣電影與社會文化（2必）

郭應哲　合境平安――台灣在地客家信仰與族群融合

（2必）

陳俊啟　中西小說賞析（2必）

陳順龍　詩之光中（3必）

鄭秉泓　台灣文學與台灣電影（2必）、華語電影與國

族認同（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李惠加　兒童文學（2必）

高禎臨　古典戲曲（3必）

張文鴻　繪本的溫度（2必）

陳俊啟　中西小說賞析（2必）

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儀鳳　華文經典選讀（3選）

劉秀美　從文學看台灣（3選）

顏進雄　詩與人生（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儀鳳　華文經典選讀（3選）

張蜀蕙　詩與人生（2選）

童春發　原住民族故事與文化（3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詩與人生」另有顏進雄。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温毓詩　文學與情愛關係（2選）

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一德　原住民文化賞析（2必）

林黛琿　華文女作家選讀（2必）

陳奇中　台語歌曲賞析（2必）

陳榮昌　新聞採訪與寫作（2必）

楊天厚　金門學導讀（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陳奇中　台語歌曲賞析（2必）

陳榮昌　報導文學（2必）

楊天厚　金門學導讀（2必）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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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選讀及寫作（3選）

劉德玲　現代詩與當代文化（3選）

韓學宏　自然生態文學（2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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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選讀及寫作（3選）

劉德玲　現代詩與當代文化（3選）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黃文正　愛情小說（2選）

羅文賜　流行音樂的脈動（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芳玲　愛情小說（2選）

羅文賜　流行音樂的脈動（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愛情小說」另有洪如薇、

朱芳玲；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愛情小說」另有吳德

玲。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周少豪　神、神話與生活（2必）

孫國華　藝文賞析（2必）

黃勇中　當代華文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邱才銘　當代華文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周少豪　神、神話與生活（2必）

孫國華　藝文賞析（2必）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淳美　戲劇與文化（3必）

邱亭雅　台灣流行音樂概論（3必）

陳雯宜　探索府城—五條港（3必）

陳憶蘇　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3必）

陳憶蘇、駱育萱　電影與文學人生處方簽（3必）

馬美娟　小說選讀（3必）、遊戲式學習—詩歌與小

說（3必）

葉瓊霞　府城‧游於藝（3必）

蔡蕙如　民間文學之跨文化意象（3必）、故事學：從

傳統故事到新故事（3必）

劉淑玲　南瀛探索（3必）

蕭百芳　走讀在地文化—五條港vs.月津港（3必）

盧彥光　台灣原住民文化探討（3必）

羅夏美　旅行文學與電影（3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淳美　戲劇與文化（3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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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亭雅　台灣流行音樂概論（3必）

陳雯宜　探索府城—五條港（3必）

陳憶蘇　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3必）

馬美娟　小說選讀（3必）

蔡蕙如　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3必）、故事學：

從傳統故事到新故事（3必）

劉淑玲　南瀛探索（3必）

駱育萱　電影與文學人生處方簽（3必）

盧彥光　台灣原住民文化探討（3必）

羅夏美　現代文學導讀（3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台灣

流行音樂概論」另有陳姿光。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芝瑩　台灣宗教民俗與文學（2選）

陳旻志　文學與生活（2選）

趙慶華　性別、文學與社會（3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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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傑儒　文學欣賞（2選）

林秀蓉　小說選讀（2選）

簡光明　文學與電影（2選）

簡銘宏　文學與人生（2選）、台灣文學欣賞（2選）

、現代文學欣賞（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翁瓊華　文學欣賞（2選）

張義東　台灣電影（2選）

黃文車　文學與創作（2選）

黃惠菁　文學與人生（2選）

蘇哲儀　電影與人生（2選）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國安　台灣小說與公民意識（2必）

姜宜君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國安　台灣歷史與文學（2必）

杜奉賢　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2必）

姜宜君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2必）

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琰玲　民間文學（2選）

李孟君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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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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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琰玲　民間文學（2選）

李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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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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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施慧敏　現代散文選讀（3選）

范銘如　東亞與當代女性文學（3選）

崔末順　從文學看戰後台韓歷史（3選）

張惠珍　台灣文學選讀（3選）

許嘉瑋　現代詩歌選讀（3選）

陳佩甄　台灣電影與文學中的性別（3選）

黃璿璋　現代小說選讀（3選）

蔡欣欣　大眾文化中的戲曲身影（3選）

賴惠玲　客家語言與文化（3選）

謝獻誼　文藝寫作（3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施慧敏　現代散文選讀（3選）

紀大偉　性別與文學理論入門（3選）

范銘如　東亞與當代女性文學（3選）

崔末順　台灣文學選讀（3選）

張堂錡　現代小說選讀（3選）

陳佩甄　台灣現代文學選讀（3選）

蔡欣欣　古典戲曲選讀（3選）

謝獻誼　現代詩歌選讀（3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台灣文學選讀」另有詹宜

穎；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台灣文學選讀」另有曾守

正，「現代小說選讀」另有黃璿璋。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田啟文　台灣廟宇文學賞析（2選）

李俊寬　與李天祿布袋戲有約（2選）

陳昭銘　台灣民謠與文化（2選）

黃麗容　寫作方法（2選）

劉沛慈　台語概論（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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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造珉　電影與文學（2選）

錢鴻鈞　竹塹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田啟文　台灣廟宇文學賞析（2選）

李俊寬　與李天祿布袋戲有約（2選）

林裕凱　台語會話（2選）

陳昭銘　台灣民謠與文化（2選）

劉沛慈　台語概論（2選）

戴華萱　愛情文學（2選）

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惠民　台灣歌謠及音樂劇賞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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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文學與文化（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惠民　台灣歌謠及音樂劇賞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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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慶雄　飲食文學與文化（2選）

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海玲　戲曲藝術入門與賞析（2選）

林富水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2選）、原住民族語言課

程（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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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海玲　戲曲藝術入門與賞析（2選）

林富水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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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靜　台灣之流行音樂與社會變遷（2選）

陳海雲　原住民族語言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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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下學期

丁旭輝　現代詩欣賞（2必）

沈姚汝　讀劇與演劇（2必）

李敏忠　人文思潮與名著選讀（2必）

李筱倩　文學與電影（2必）

林俞佑　故事創作與文案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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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孟寬　戲劇賞析（2必）

陳怡君　創意故事影響力（2必）

陳鍾琇　華語流行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蔣忠益　台灣海洋文學（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丁旭輝　現代詩欣賞（2必）

沈姚汝　讀劇與演劇（2必）

李敏忠　人文思潮與名著選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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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孟寬　戲劇賞析（2必）

陳素鳳　創意故事影響力（2必）

陳鍾琇　華語流行歌詞欣賞與寫作（2必）

蔣忠益　台灣海洋文學（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人文思潮與名著選讀」、

「台灣文學賞析」另有謝春馨，「華語流行歌詞欣賞

與寫作」另有黃勇中，「現代詩欣賞」另有李敏忠，

「創意故事影響力」另有陳素鳳，「戲劇賞析」另有

劉處英；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人文思潮與名著選讀

」、「台灣文學賞析」另有謝春馨，「現代詩欣賞」

另有李敏忠，「戲劇賞析」另有劉處英。

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海玲　戲曲欣賞（2選）

陳韋銓　旅遊文學與人文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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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下學期

朱心怡　中文寫作（2必）

林玉萍　台灣通俗戲曲（2必）

施拓全　生命閱讀與書寫（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心怡　中文寫作（2必）

施拓全　生命閱讀與書寫（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生命閱讀與書寫」另有莊

坤成、陳詠琳、劉禹賢；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

寫作」另有劉禹賢，「生命閱讀與書寫」另有陳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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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賢。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婉甄　文學與生命（2必）、經典閱讀與書寫（2必）

吳常青　文學與電影賞析（2選）、流行歌詞與現代詩

（2選）

施慧敏　飲食文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婉甄　經典閱讀與書寫（2必）

施慧敏　飲食文學（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生命」另有沈子杰

，「經典閱讀與書寫」另有呂怡菁、林芬芳、林菁菁

、施慧敏、陳秀玲、陳進益、趙佩玉、劉惠華、劉萬

青；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經典閱讀與書寫」另有王

婉甄、余佩芳、呂怡菁、沈子杰、林菁菁、洪俊彥、

趙佩玉、劉惠華、劉萬青。

康寧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美惠　文學與電影（2選）

蕭愛蓉　台灣文學選讀（2選）

薛惠琪　文學與人生（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李美惠　台灣旅遊文學（2必）

鍾瑞明　文學與電影（2選）

敏實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惠蓉　性別關係與文化（2選）

李右婷　在地文化導覽（2選）

林玉玫　科幻小說（2選）

邱世芬　應用中文（1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玉玫　閱讀與表達（2必）、應用中文（1必）

劉玉山　在地文化導覽（2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閱讀與表達」、「應用中

文」另有鄭倖朱。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桂芳　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活（2必）

周偉弘　文學名篇選讀：群己與生命（2必）

林黛嫚　科幻小說選讀（2必）

侯如綺　台灣文學選讀（2必）

陳慧勻　台灣劇場講座（2必）、從文本到舞台—讀

劇概論（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李桂芳　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活（2必）

周君璞　文學名篇選讀：群己與生命（2必）

林黛嫚　科幻小說選讀（2必）

侯如綺　台灣文學選讀（2必）

陳慧勻　從文本到舞台—讀劇概論（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名篇選讀：愛戀與生

活」另有范凱婷、林偉淑、洪婕寧、陳大道、陳淑玲

、張溶玲，「文學名篇選讀：群己與生命」另有孟慶

延、高柏園、絲凱郁；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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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道

、陳淑玲、張溶玲、謝旻琪，「文學名篇選讀：群己

與生命」另有周偉弘、孟慶延、林彥邦、翁廷云。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安原良　劇本演讀（2選）

吳岳霖　台灣當代戲曲（2選）

李癸雲　文學與創作導論（3選）

陳千惠　媒體與寫作（3選）

陳建成　舞台劇劇本分析與創作（2選）

梁偉賢　武俠小說之賞析（2選）

游惠貞　非劇情電影賞析（2選）

蔣興立　城市與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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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歌謠發展史（2選）

顧坤惠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鈺婷　文學經典：台灣文學選讀（3選）

安原良　劇本演讀（2選）

吳岳霖　台灣當代戲曲（2選）

陳柏伶　現代詩選讀（2選）

梁偉賢　武俠小說之賞析（2選）

游惠貞　非劇情電影賞析（2選）

黃仁俊　法律與文學（2選）

蔣興立　小說閱讀與創意書寫（2選）

鄧慧恩　台語‧歌曲與社會（2選）

蕭菊貞　進階編劇（2選）

簡上仁　台灣民謠與文化（2選）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金尚浩　台灣文學（2選）

張瑞芬　現代散文（2選）、當代文學閱讀與寫作（2選）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曾文瑩　小說散文佳作欣賞（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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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莊雅雯　戲劇欣賞（2選）

陳雪麗　文字影像說故事（2選）、文學、電影與生命

敘說（2選）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美蘭　報導文學與人文關懷（2選）

曹世耘　好故事的誕生――文本與創作專題（2選）

許揚寧　台灣音樂傳統與現代（2選）

陳淑婷　聲活小劇場—游於「劇」（2選）

劉育嘉　台灣文獻選讀（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張瑞呈　文創布袋戲人物創作賞析（2選）

曹世耘　書寫的歧路花園：書寫與閱讀專題（2選）、

做戲瘋看戲傻：劇本創作與實務（2選）

陳淑婷　聲活小劇場—玩轉創造力（2選）

簡端良　文學電影中的哲學智慧（2選）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胡馨丹　現代文學（2選）

蕭鳳嫻　女性文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胡錦媛　旅行：文學與影像（2選）

蕭鳳嫻　流行音樂與文化（2選）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靖純　華語文學與思想Ⅱ（2必）

李幸長　台語四界通—醫護前線（2選）、台灣布袋

戲（2選）

林天祥　現代詩欣賞與創作（2選）

羅志平　台灣歌謠的歷史發展與賞析（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江志遠　華語文學與思想Ⅰ（2必）

李幸長　台語四界通—醫護前線（2選）、台灣布袋

戲（2選）

林天祥　現代詩欣賞與創作（2選）

柯俊傑　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2選）

劉怡廷　小說與社會（2選）、醫學與文學心靈對話（

2選）

羅志平　台灣歌謠的歷史發展與賞析（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華語文學與思想Ⅱ」另有

杜正宇、郭璉謙、張永昇、黃子馨、黃志盛、蔣忠益

；109年度上學期開設「華語文學與思想Ⅰ」另有吳靖

純、張永昇、黃子馨、黃志盛、鄭榮祿。

聖約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陳怡蓉　文學與電影欣賞（2選）

黃寶瑛　戲說人權（2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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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瑞卿　現代文學（2選）

僑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黃騰萱　漫步台中文化地景（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劉素玲　漫步台中文化地景（2選）

簡秀娟　創意寫作（2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嘉弘　從台灣文學看歷史（2選）

李立柏　流行音樂與文化（2選）

李宏夫　原住民部落導覽（2選）

陳瑤惠　電影與文學（2選）

蕭景祥　客家歌謠賞析（2選）

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盈靜　文學鑑賞（2選）

林和君　台灣原住民概論（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和君　文學鑑賞（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鑑賞」另有陳伯謙、

陳政彥、張家豪、曾金承、劉沛琳；109學年度上學期

開設「文學鑑賞」另有胡婉庭、陳政彥、張家豪、鄧

郁生、劉沛琳。

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明德　台灣布袋戲的藝術與欣賞（2選）

葉連鵬　台灣文學欣賞（2選）

按：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台灣文學欣賞」另有劉威

廷。

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古珮琪、范心怡　賽德克族傳統的農事與祭儀（2選）

孫介珩、曾獻緯　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2選）

高大威　兒童繪本藝術（2選）

趙啟明　原住民文學（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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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上學期

孫介珩、曾獻緯　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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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怡君　巷弄、文學與生活（2選）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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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得興　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2選）

蔡昱宇　生態文學（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朱曼妮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2選）

許峰源　樂曲中的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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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得興　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2選）

蔡昱宇　生態文學（2選）

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包基成　台灣原住民狩獵文化與自然生態觀（2選）

宋邦珍　飲食文學與文案設計（2必）

邱君奎　說理人生與專題寫作（2必）、文學選讀：文

學與旅行（1選）、文學選讀：文學與情感（

1選）

邵詩淳　愛情文學與告白攻略（2必）

林淑怡　醫護與文學（2選）

林艷枝　生命敘事與家族書寫（2必）

陳金現　文學與人生（2選）

陳淑滿　旅行文學與創意企劃（2必）

楊淑美　小品文選讀（2選）、歌詩演誦與習作（2選）

戴碧燕　文學選讀：文學與族群（1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包基成　當代原住民社會議題（2選）

宋邦珍　台灣文學（2選）、飲食文學與文案設計（2
必）

邱君奎　愛情文學與告白攻略（2必）、閱讀理解與寫

作Ⅰ（2必）

林淑怡　醫護與文學（2選）、文學選讀：文學與生活

（1選）、文學選讀：文學與戲劇（1選）

洪靖婷　文學選讀：文學與性別（1選）

陳淑滿　旅行文學與創意企劃（2必）、文學與人生（

2選）

張慧珍　文學選讀：文學與經典（1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陳信智

、陳淑滿，「文學選讀：文學與旅行」另有林淑怡、

林艷枝、陳金現、戴碧燕，「文學選讀：文學與情感

」另有林淑怡、林艷枝、陳金現、戴碧燕，「生命敘

事與家族書寫」另有郭忠賢、陳宜青，「旅行文學與

創意企劃」另有盧淑美，「飲食文學與文案設計」另

有謝淑容，「愛情文學與告白攻略」另有陳淑滿，「

醫護與文學」另有林艷枝、謝淑容；109學年度上學期

開設「文學與人生」另有劉靜茹，「文學選讀：文學

與生活」另有洪靖婷、郭忠賢、陳淑滿、張慧珍、謝

予騰，「文學選讀：文學與性別」另有郭忠賢，「旅

行文學與創意企劃」另有李興寧、謝予騰、謝淑容，

「飲食文學與文案設計」另有郭忠賢、陳宜青、劉義

生，「愛情文學與告白攻略」另有陳淑滿，邵詩淳、

薛建蓉、謝予騰，「閱讀理解與寫作Ⅰ」另有林淑怡

、林艷枝、洪靖婷、陳金現、張慧珍、戴碧燕。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9學年度上學期

黃秀仍　他鄉即故鄉――走讀台南（2必）

蔡玲玲　生活美學與書寫（2必）

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林寶安　口述歷史與澎湖記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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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寶安　口述歷史與澎湖記憶（2選）

胡蘊玉　歌謠與時代（2選）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08學年度下學期

王靜禪　文學欣賞（3必）

李永義　認識台灣客家文化（2選）

陳猷青　國文—寫作技巧（2必）

蔡榮凱　寫作技巧（3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靜禪　寫作技巧（3必）

李永義　認識台灣客家文化（2選）

郭翠仰　文學欣賞（2必）

曹世耘　國文—寫作技巧（2必）

蔡榮凱　文學欣賞（3必）

劉詠苒　排灣族文化之美（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欣賞」另有白崢勇、

朱輝章、邱君奎、周振興、林于盛、柯莉純、孫佩詩

、陳雅萍、陳猷青、曹世耘、曾議漢、黃文慧、黃文

樹、黃勇中、蔡榮凱、劉幼嫻、顏妙容、蘇容立，「

國文――寫作技巧」另有曹世耘、蘇容立；109學年度

上學期開設「文學欣賞」另有陳雅萍、陳猷青、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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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蔡欣曄，「國文――寫作技巧」另有蘇容立，「

寫作技巧」另有白崢勇、邱君奎、周振興、林于盛、

柯莉純、孫珮詩、陳雅萍、陳猷青、曹世耘、曾議漢

、黃文慧、黃文樹、劉幼嫻、顏妙容、蘇容立。

醒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夏怡芸　中文閱讀與表達（2必）

盧景商　中文閱讀與寫作（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勝彩　中文閱讀與表達（2必）

夏怡芸　台灣文學（2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表達」另有郭

啟傳、曾德宜、費泰然、劉香蘭、劉智妙、盧景商；

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中文閱讀與表達」另有夏怡芸

、郭啟傳、曾德宜、費泰然、劉智妙。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李珮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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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成　文學經典與人文關懷（2選）

黃國超　文學實踐與社會關懷（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李珮慈　文學經典與人文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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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松輝　文學實踐與社會關懷（2選）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文學實踐與社會關懷」另

有賴松輝；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文學經典與人文關

懷」另有林灸珍。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109學年度上學期

李文玫　客家影像與社會敘事（2必）

洪文琪　客家社會與文化（2必）

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吳宇娟　奇幻文學與再創（2必）、創意說故事（2必）

熊道麟　夢文化與夢文學（2必）

賴玲華　文學與情感的對話（2必）

羅春芳　大家來說族語：排灣族語（2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吳宇娟　奇幻文學與再創（2必）、創意說故事（2必）

邱一峰　台灣地方戲曲與社會生活（2必）

賴玲華　文學與情感的對話（2必）

環球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朱祖德　雲林學、學雲林（1必）

109學年度上學期

林正芳　雲林學、學雲林（1必）

按：108學年度下學期開設「雲林學、學雲林」另有林

正芳、游宗新、葉明陽；109學年度上學期開設「雲林

學、學雲林」另有游宗新、葉明陽。

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8學年度下學期

郭彧岑　文學作品中的性別議題（2選）

鍾雄秀　台灣客家：影像紀事與傳播（2選）

109學年度上學期

王秀瑜　漫談音樂劇—從百老匯到台灣（2選）

胡愈寧　性別與電影（2選）

鍾雄秀　台灣客家：影像紀事與傳播（2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