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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7-711-1951

網址：http://www.nknu.edu.tw/~tni/

所長：廖本瑞

專任教師：2人

本年度招生名額：碩15人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成立時間：碩2002年

地址：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電話：03-571-4153、03-571-5131*34336

傳真：03-571-4113

網址：http://www.tl.nthu.edu.tw/

所長：陳萬益

專任教師：4人

本年度招生名額：碩12人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成立時間：碩1997年、博2003年

地址：300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電話：03-521-3132*3601

傳真：03-561-4515

網址：http://www.nhctc.edu.tw/~gitll/

所長：董忠司

專任教師：4人

本年度招生名額：碩18人、博4人

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成立時間：碩2005年

地址：500彰化市進德路1號

電話：04-723-2105*2655

傳真：04-721-1259

網址：http://163.23.202.1/~taiwun/

所長：林明德

專任教師：1人

本年度招生名額：碩10人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

成立時間：學2003年

地址：433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電話：04-2632-8001*17301~2

傳真：04-2652-4779

網址：http://www.pu.edu.tw/~taiwan/

系主任：陳明柔

專任教師：10人

本年度招生名額：學53人

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成立時間：學2004年

地址：360苗栗市恭敬里聯大1號

電話：037-381-347

傳真：037-381-384

網址：http://www.nuu.edu.tw/~dtlc/index.htm

系主任：葉美利

專任教師：4人

本年度招生名額：學50人

中國文學相關系所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0年、碩1990年、博1993年

地址：80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07-525-2000*3050-*3053

傳真：07-525-3069

網址：http://www.chinese.nsysu.edu.tw/

系主任兼所長：蔡振念

專任教師：1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8人、碩16人、博10人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9年、碩1987年、博1994年

地址：320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話：03-426-7163

傳真：03-422-9294

網址：http://www.ncu.edu.tw/~chi/

系主任兼所長：洪惟助

專任教師：20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8人、碩17人、博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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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2年、碩1990年、博1994年

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路

電話：05-272-0411*21101、*21102

傳真：05-272-0493

網址：http://www.ccunix.ccu.edu.tw/~litera/

系主任兼所長：謝明勳

專任教師：14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8人、碩13人、博8人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5年、碩1992年、博2001年

地址：402台中市國光路250號

電話：04-2285-7078*880

傳真：04-2286-1713

網址：http://www.nchu.edu.tw/~chinese/

系主任兼所長：陳器文

專任教師：18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60人、碩20人、博5人

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8年、碩2005年

地址：320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電話：03-463-8800*2707

傳真：03-455-9142

網址：http://cl.hs.yzu.edu.tw/

系主任兼所長：王潤華

專任教師：8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60人、碩10人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3年、碩1962年、博1968年

地址：111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電話：02-2861-0511*21305、*21405、*21505

傳真：02-2861-8468

網址：http://db.pccu.edu.tw/dept/cra_group/crrmcl/

系主任兼所長：劉兆祐

專任教師：27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80人、碩20人、博10人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成立時間：學1998年、碩2003年

地址：116台北市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話：02-2236-8225*3592

傳真：02-2236-0749

網址：http://cc.shu.edu.tw/~chinese/

系主任兼所長：洪國梁

專任教師：12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50人、碩10人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1年、博2004年

地址：403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電話：04-2218-3432

傳真：04-2218-3430

網址：http://www.ntctc.edu.tw/lan/index.html

系主任：劉瑩

專任教師：16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80人、碩15人、博3人

台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成立時間：2000年

地址：237台北縣三峽鎮大學路151號

電話：02-8674-6708

傳真：02-8671-6583

網址：http://www.ntpu.edu.tw/dcll/index.htm

系主任：范銘如（8月之前）、賴賢宗（8月之後）

專任教師：15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5人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應用語言與文學研究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1998年、博2004年

地址：100台北市愛國西路1號

電話：02-2311-3040*4412（系）、*4472（所）

傳真：02-2383-1139（系）、02-2381-5154（所）

網址：http://www.tmue.edu.tw/~language/（系）、

http://www.tmue.edu.tw/~literacy/（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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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浦忠成

所長：陳光憲

專任教師：13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79人、碩19人、博5人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4年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電話：02-2732-1104*2232

傳真：02-2736-7964

網址：http://s5.ntptc.edu.tw/

系主任：顏國明

專任教師：1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71人、碩15人

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2年

地址：950台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電話：089-318-855*2050、*2051、*2052

傳真：089-340-536

網址：http://www.nttu.edu.tw/dle/index.htm

系主任兼所長：吳淑美

專任教師：14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90人、碩15人

台南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語文應用

研究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3年

地址：700台南市樹林街二段33號

電話：06-213-3111*620、*621、*626

傳真：06-215-9436

網址：http://web.nutn.edu.tw/gac620/default.htm

系主任兼所長：黃宗義

專任教師：20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83人、碩15人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45年、碩1957年、博1967年

地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3366-4001

傳真：02-2363-6496

網址：http://ccms.ntu.edu.tw/~chinlit/

系主任兼所長：葉國良（8月以前）、何寄澎（8月以後）

專任教師：53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68人、碩20人、博10人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46年、碩1956年、博1957年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2362-5270*719（學）；02-2363-0149（碩）

傳真：02-2363-8871（學）；02-2366-0921（碩）

網址：http://140.122.82.194/

系主任：王開府

專任教師：4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60人、碩35人、博15人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6年、碩1991年、博1995年

地址：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

電話：06-275-7575*52100

傳真：06-276-6473

網址：http://www.ncku.edu.tw/~chinese/

系主任兼所長：江建俊（8月以前）、王偉勇（8月以後）

專任教師：2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60人、碩20人、博10人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2年、碩2000年、博2001年

地址：262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電話：03-987-1000*21101

傳真：03-987-4812

網址：http://www.fgu.edu.tw/~literary/

系主任兼所長：潘美月

專任教師：12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35人、碩24人、博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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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管理學院中國文學系

成立時間：2002年

地址：523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電話：04-887-6660*7001

傳真：04-887-9014

網址：http://www.mdu.edu.tw/~dcl/index.htm

系主任兼國學研究所所長：陳維德

專任教師：13人

94年度招生名額：140人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8年、碩1974年、博1977年

地址：111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電話：02-2881-9471*6132（學）、*6142（碩）

傳真：02-2888-1437（學）；02-2883-8555（碩）

網址：http://www.scu.edu.tw/chinese/

系主任：陳松雄

專任教師：25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71人、碩10人、博5人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5年、碩1970年、博1989年

地址：407台中市中港路三段181號

電話：04-2359-1574（學）；04-2359-0208（碩）

傳真：04-2350-1249

網址：http://www2.thu.edu.tw/~chinese/

系主任兼所長：王建生

專任教師：1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15人、碩16人、博6人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6年、碩2000年

地址：974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

電話：03-863-5261

傳真：03-863-5260

網址：http://www.ndhu.edu.tw/~dchin/

系主任兼所長：謝明勳

專任教師：17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9人、碩12人、博5人

花蓮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5年

地址：970花蓮市華西路123號

電話：03-822-7106*2210

傳真：03-822-4675

網址：http://www.nhltc.edu.tw/~lang/

系主任兼所長：林明珠

專任教師：13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0人、碩10人

南華大學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1年、碩1999年

地址：622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32號

電話：05-272-1001*2131

傳真：05-242-7146

網址：http://mail.nhu.edu.tw/~literary/index.htm

系主任：賴麗容

專任教師：8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50人、碩16人

屏東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1年

地址：900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電話：08-722-6141*8801

傳真：08-722-1530

網址：http://language.npttc.edu.tw/

系主任兼所長：簡貴雀

專任教師：14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33人、碩14人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6年、碩1964年、博1969年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041

傳真：02-2939-3834

網址：http://www.chinese.nccu.edu.tw/

系主任：王文顏

專任教師：34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84人、碩21人、博10人



名錄／文學研究與教學機構‧�1�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7年、碩1974年、博1990年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電話：07-717-2930*2552~*2556

傳真：07-711-1906

網址：http://www.nknu.edu.tw/~chin/（學）；http://

stu93.nknu.edu.tw/~f9311002/index.htm（碩）

系主任兼所長：蔡崇名

專任教師：21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90人、碩20人、博15人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6年、碩1988年、博1999年

地址：251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1-5656*2330、*2331

傳真：（02）2620-9930

網址：http://www2.tku.edu.tw/~tacx/index.htm

系主任兼所長：呂正惠

專任教師：31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20人、碩20人、博9人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0年、碩1989年、博1994年

地址：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電話：03-571-3677、03-571-5131*4340

傳真：03-572-5973

網址：http://www.cl.nthu.edu.tw/

系主任兼所長：朱曉海（8月以前）、劉人鵬（8月以後）

專任教師：12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50人、碩14人、博9人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0年、碩1988年、博2002年

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電話：04-2451-7250*5351

傳真：04-2452-1790

網址：http://www.fcu.edu.tw/~cl/

系主任兼所長：謝海平

專任教師：20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60人、碩11人、博1人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3年、碩2005年

地址：223台北縣石碇鄉華梵路1號

電話：02-2663-2102*4911

傳真：02-2663-2102*4925

網址：http://www.hfu.edu.tw/~cl/

系主任兼所長：王隆升

專任教師：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61人、碩10人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中文組

成立時間：學2001年

地址：970花蓮是中央路三段701號

電話：03-856-53017*7318

傳真：03-857-8203

網址：http://www.easternlanguage.tcu.edu.tw/

系主任：鍾柏生

專任教師：14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80人

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4年

地址：300新竹市南大路521號

電話：03-521-3132*2600、*2601

傳真：03-525-7291

網址：http://www.nhcue.edu.tw/~gdlle/

系主任：楊榮蘭

專任教師：15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0人、碩10人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0年、碩2001年年

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電話：05-226-3411*2101

傳真：05-226-6570

網址：http://140.130.48.5/

系主任：徐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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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22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50人、碩15人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1年、碩1996年、博2001年

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1號

電話：04-723-2105*2605

傳真：04-721-1181

網址：http://www.chinese.ncue.edu.tw/

系主任兼所長：林明德

專任教師：25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80人、碩18人、博7人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6年、碩1995年

地址：545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電話：049-291-0960*2601

傳真：049-291-5283

網址：http://www.cll.ncnu.edu.tw/new.htm

系主任：范長華

專任教師：14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45人、碩15人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3年、碩1967年、博1991年

地址：242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電話：02-2905-2323、2905-3272、02-2905-3297

傳真：02-2906-2971

網址：http://www.chinese.fju.edu.tw/index.htm

系主任：李添富

專任教師：18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20人、碩16人、博9人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4年、碩2000年

地址：333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3217

傳真：03-359-3868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app-Lang/china/

           index.html

所長：陳德昭

系主任：徐亞萍

專任教師：22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20人、碩15人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3年、碩1996年

地址：433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電話：04-2632-8001*17011

傳真：04-2631-1163

網址：http://www.pu.edu.tw/~chinese/

系主任：魯瑞菁

專任教師：19人

94年度招生名額：學110人、碩1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