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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93年度第2學期：

黃惠禎、孫榮光  台灣專題講座（2必）

黃儀冠  台灣文化概論（2必）、文學理論與批評

           （2必）

94年度第1學期：

盛   鎧  文學概論（2必）、台灣文學史Ⅰ（2必）

黃儀冠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選讀（2選）

謝蕙風  台灣史（2必）

中國文學相關系所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楊濟襄  台灣民間禁忌（2選）

許長謨  閩南語讀書音（2選）

張屏生  閩南語音韻系統與拼音（2選）

楊雅惠  台灣文學作品選讀（2選）

研究所

王小琳  現代散文專題討論（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林慶勳  台灣謠諺（2選）

龔顯宗  台灣文學專題討論（4選）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莊宜文  台灣文學（2選）、現代小說選讀

           Ⅱ（2選）

葉振富  現代散文（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莊宜文  台灣文學（2選）、現代小說選讀Ⅰ（2選）

李欣倫  當代台灣作家作品選讀（2選）

葉振富  現代詩（2選）

研究所

李瑞騰  琦君文學專題研究（3選）、現代文學資料

學（3選）

葉振富  台灣文學專題（3選）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徐秀慧  戰後台灣新詩（2選）

陳芳明  台灣文學史（2選）

黃敬欽  現代詩（2選）

羅秀美  散文專題（2選）

研究所

陳芳明  台灣文學專題—後殖民理論（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石美玲  現代小說（2選）

徐秀慧  現代文學（2選）

陳建忠  台灣文學史（2選）

羅秀美  現代散文（2選）

研究所

簡政珍  當代文學理論（2選）

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王潤華  文學與電影（3選）

李翠瑛  現代文學欣賞及習作II（2必）

徐富美  台灣文化概論II（2選）

鍾怡雯  現代文學欣賞及習作II（2必）、現代散文

選讀及習作II（2選）

羅智成  現代詩選讀與習作II（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李翠瑛  現代文學欣賞及習作I（2必）

徐富美  台灣文化概論I（2選）

鍾怡雯  現代文學欣賞及習作I（2必）

顏艾琳  現代詩選讀與習作I（2選）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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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雅琪  新文藝選讀及習作（2選）

施淑端  小說與電影（2選）

秦慧珠  近代台灣主流小說1949-1989（2選）

張   健  現代詩創作（2選）

張梅芳  詩選及習作（2必）

陳愛麗  文學批評（2選）、台灣現代文學（2選）

陳碧月  小說創作Ⅰ（2選）

劉效鵬  劇本創作（2選）

蔡美惠  散文創作Ⅰ（2選）

鄭慈宏  民間文學（2選）

鄭   穎  創意寫作（2選）

嚴紀華  現代文學導讀（2必）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朱雅琪  文藝美學（2選）、新文藝選讀及習作（2選）

施淑端  小說與電影（2選）

秦慧珠  近代台灣主流小說1949-1989（2選）

張梅芳  詩選及習作（2必）

陳愛麗  文學批評（2選）、台灣現代文學（2選）

劉效鵬  劇本創作（2選）

鄭慈宏  民間文學（2選）

駱以軍  創作實務（2選）

嚴紀華  現代文學導讀（2必）

蘇偉貞  創作與現代文學（2選）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陳義芝  現代詩研讀及習作（2選）

曾永義  台灣戲曲概論（3選）

廖玉蕙  現代散文研讀與習作（2必）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陳義芝  現代詩研讀及習作（2選）

曾永義  戲曲概論（3選）

廖玉蕙  現代散文研讀與習作（2必）

研究所

柯慶明  當代文學理論專題討論（2選）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周碧香  鄉土語言（2選）

劉君（王告）  民間文學（2選）、兒童戲劇（2選）、

                    戲劇與人生（2選）

研究所

劉君（王告）  戲曲研究（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劉君（王告）  台灣民間故事（2選）、兒童戲劇

                    （2選）

台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93年度第2學期：

吳惠玲  文學概論（2必）

范銘如  中西現代文學理論（2選）、現代小說及習

作（2選）、文學批評（2選）

陳大為  現代詩及習作（2選）、亞洲華文文學專題

（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吳惠玲  文學概論（2必）

范銘如  中西現代文學理論（2選）、現代小說及習

作（2選）、文學批評（2選）

陳大為  現代詩及習作（2選）、現代散文及習作

           （2選）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應用語言與文學研究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何石松  客語音韻系統與拼音練習（2選）

程俊源  閩南語音韻系統與拼音練習（2選）

楊馥菱  台灣民俗（2選）

盧廣誠  閩南語音韻系統與拼音練習（2選）

研究所

邱珮萱  台灣現代文學專題研究（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何石松  客語會話（2選）

浦忠成  原住民文學（2選）

陳光憲  閩南語詞彙與語法（2選）

劉醇鑫  客語概論（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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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廣誠  閩南語會話（2選）、閩南語概論（2選）

顏志光  原住民詞彙與語法（2選）

研究所

邱珮萱  台灣現代文學專題研究（2選）

梁淑媛  台灣古典漢詩專題研究（2選）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黃雅歆  台灣當代散文（2選）

鍾正道  台灣當代小說（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林于弘  台灣原住民文學（2選）

林淑慧  台灣文學概論（3選）

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王萬象  文學寫作（2必）、文學與愛情（3選）、

現代文學（2選）、女性主義文學（2選）

周慶華  文學寫作（2必）

洪文珍  少年小說欣賞與創作（3必）

洪文瓊  兒童詩歌欣賞與創作（3必）

張學謙  台語讀寫（2選）

董恕明  文學寫作（2必）、現代詩（2選）、文學

導論（2選）、台灣原住民文學（2選）、

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2選）

藍孟祥  圖畫書欣賞與創作（3必）

研究所

張學謙  閩南語專題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卓淑敏  兒童戲劇（3選）

洪文瓊  兒童詩歌欣賞與創作（3必）

張學謙  母語教材編輯（2選）、母語教學的理論與

實務（2選）

黃瑋琳  童話欣賞與創作（3必）

董恕明  現代詩賞析（2選）、台灣原住民文學

           （2選）、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2選）

台南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語文應用

研究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李漢偉  台灣文學選讀（2選）

張惠貞  閩南語概論（2選）、閩南語教材教法

           （2選）、鄉土語言（2選）研究所

田啟文  台灣古典散文專題研究（2選）

李三榮  閩南語專題研究（2選）

李漢偉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2選）

張惠貞  台灣閩南語歌仔冊專題討論（2選）

蔣為文  台語語文學（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張惠貞  閩南語概論（2選）研究所

田啟文  台灣古典散文專題研究（2選）

張惠貞  台灣閩南語歌仔冊專題討論（2選）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4年度第1學期：

張   健  台灣現代詩選讀（2選）

楊秀芳  閩南語概論（2選）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石曉楓  近代文學史（2選）、青少年文學（2選）

           、新文藝習作（2必）

范宜如  新文藝習作（2必）、報導文學（2選）

徐國能  新文藝習作（2必）

張美煜  客家語概論（2選）、客家文化與客家語

           （2選）

張素貞  新文藝習作（2必）、現代小說選（2選）

楊昌年  近代文學史（2選）

蔡芳定  新文藝習作（2必）

研究所

莊萬壽  台灣文化思想研討（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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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曉楓  新文藝及習作：散文（2必）、青少年文學

（2選）、現代小說選（2選）

李清筠  新文藝習作（2必）

林佳蓉  新文藝習作（2必）

胡衍南  新文藝及習作：散文（2必）、新文藝習作

（2必）

范宜如  新文藝及習作：散文（2必）、新文藝習作

（2必）、報導文學（2選）

徐國能  新文藝及習作：新詩（2必）、新文藝習作

（2必）

張美煜  客家文化與客家語（2選）

張娣明  新文藝習作（2必）

楊如雪  閩南語概論（2選）

楊昌年  近代文學史（2選）

劉   渼  新文藝及習作：新詩（2必）、新文藝習作

           （2必）

潘麗珠  新文藝及習作：新詩（2必）

蔡芳定  新文藝及習作：新詩（2必）

謝靜國  新文藝習作（2必）

謝聰輝  台灣文化與信仰（2選）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陳昌明  現代散文欣賞及習作Ⅱ（4選）

翁文嫻  現代詩欣賞及習作Ⅱ（4選）

林幸慧、翁文嫻  文學概論Ⅱ（4必）

許長謨  語言學導論Ⅱ（4選）

廖玉如  現代戲劇欣賞及習作Ⅱ（4必）、讀劇與演

出（2選）

蔡玫姿  現代小說欣賞及習作Ⅱ（4必）

研究所

陳昌明  現代散文專題討論（2選）

施懿琳  台灣古典文學史料專題（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仇小屏  現代散文欣賞及習作Ⅰ（4選）

翁文嫻  現代詩欣賞及習作Ⅰ（4選）

林幸慧、翁文嫻  文學概論Ⅰ（4必）

許長謨  語言學導論Ⅰ（4選）

廖玉如  現代戲劇欣賞及習作Ⅰ（4必）、戲劇制演

（2選）

蔡玫姿  現代小說欣賞及習作Ⅰ（4必）

研究所

施懿琳  台灣古典文學史料專題（3選）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朱嘉雯  文學與愛情（2選）

陳信元  文學出版與行銷（2選）

陳俊榮  文學與電影（2選）

趙孝萱  文學與繪畫（2選）

研究所

朱嘉雯  文學與傳記（2選）

林明昌  文學與音樂（2選）

黃維樑  比較文學理論研究（3選）

楊松年  文學與傳播（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朱嘉雯  文學概論（2必）

黃維樑  文學研究與論文寫作（2必）

研究所

朱嘉雯  類型文學專題（3選）

李紀祥  電影與歷史專題（3選）

馬   森  文學研究專題講座（2必）、作家創作經驗

談（2選）、作家創作經驗研究（2選）、

戲劇專題研究（2選）

陳信元  台灣文學研究專題：20世紀部份（2選）

明道管理學院中國文學系

93年度第2學期：

莊文福  台灣小說選讀（2通）

陳憲仁  現代文學Ⅱ（2選）

鄭定國  台灣文學古典詩歌欣賞（2通）

蕭水順  新詩選讀及習作Ⅱ（2選）、台灣文學選讀

Ⅱ（2選）、小說選讀及習作Ⅱ（2選）、

文學與人生（2通）

94年度第1學期：

莊文福  台灣小說選讀（2通）

陳憲仁  現代文學Ⅰ（2選）

鄭定國  台灣漢詩賞析（2通）

蕭水順  新詩選讀及習作Ⅰ（2選）、台灣文學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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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2選）、小說選讀及習作Ⅰ（2選）、

文學與人生（2通）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陳明台  台灣文學概論（2選）、台灣文學專題（3選）

研究所

鹿憶鹿  原住民神話比較專題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陳明台  台灣文學概論（2選）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吳福助  台灣鄉土文化與文學（3選）

李金星  短篇小說分析（3選）、文學批評（3選）

阮桃園  報導文學選讀及習作（3選）

周世箴  語言與文學（3選）

周芬伶  現代小說選讀及習作（3選）

林香伶  近代詩（3選）

陳兆南  民間文學（3選）

鍾慧玲  女性主義與文學（3選）

研究所

薛順雄  賴和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李金星  台灣小說（3選）、現代文學史（3選）

沈志方  現代詩歌選讀及習作（3選）

阮美慧  台灣新詩選讀（3選）

周芬伶  現代散文選讀及習作（3選）

林香伶  近代詩（3選）

許建崑  兒童文學（3選）

彭錦堂  文學概論（2必）

研究所

吳福助  台灣文學文獻學（2選）

洪銘水  台灣原住民文學專題研究（2選）

魏仲佑  台灣文學史專題（2選）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吳明益  台灣原住民文學專題（3選）、區域文學與

環境關係專題（3選）

李依倩  當代文學批評專題（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吳明益  台灣原住民文學專題（3選）、區域文學與

環境關係專題（3選）

李依倩  當代文學批評專題（3選）

花蓮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呂嵩雁  鄉土語文（客家語）概論（2選）

張啟超  戲劇選讀（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張啟超  戲劇選讀（2選）

游子宜  鄉土語文（閩南語）概論（2選）

南華大學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李正治  文學研究方法論（2必）

侯作珍  台灣文學史Ⅱ（2必）

陳旻志  新詩欣賞與創作（2必）、旅行文學（2選）

陳章錫  散文欣賞與創作（2必）

鄭幸雅  小說欣賞與創作（2必）、兒童文學（2選）

鄭阿財  台灣民間文學（2選）

賴麗蓉  語言與文學（2必）

研究所

侯作珍  戰後台灣小說專題（2選）

陳旻志  現代文學專題：報導文學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江俊亮  文學傳播與新聞編採（2選）

侯作珍  台灣文學史Ⅰ（2必）、現代作家研究

           （2選）

嚴忠政  新世代詩人介讀（2選）

研究所

侯作珍  台灣鄉土文學研究（2選）

陳旻志  旅行文學研究（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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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朱書萱  寫作（2選）

余昭玟  女性文學（2選）、散文及習作（2選）、

現代文學（2選）

徐守濤  兒童文學（2選）、兒童圖畫書導覽

           （2選）、童詩指導（2選）

柯明傑  閩南語俗諺與歌謠（2選）、鄉土語言

           （2選）、語言與文化（2選）

簡貴雀  閩南語語音（2選）

研究所

余昭玟  小說研究（2選）

柯明傑  語言與文化專題討論（2選）

陸又新  說話教學專題討論（2選）、應用語文專題

討論（2選）

陳劍鍠  詩歌與語文教學（2選）

簡貴雀  閩南語教學專題討論（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江俊龍  客家語（2選）

朱書萱  寫作（2選）

余昭玟  小說選讀（2選）、散文及習作（2選）

林秀蓉  兒童文學（2必）

柯明傑  閩南語概論（2選）、鄉土語言（閩南語）

（2選）、閩南語語法（2選）

蔡榮昌  作文指導（2必）、應用文（2選）

劉明宗  兒童詩（2選）、應用文及習作（2選）

簡光明  文學與人生（2選）

簡貴雀  閩南語教材教法（2選）

鍾屏蘭  鄉土語言（客家語）（2選）

研究所

余昭玟  小說研究（2選）

簡貴雀  閩南語教學研究（2選）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李癸雲  電影文學（2選）

孫小英  青少年刊物（2選）

張雙英  現當代文藝思潮（2選）

陳正治  兒童文學（2選）

陳芳明  文學批評（2必）、台灣文學史（2選）

黃美娥  台灣文學選讀（2選）

鄭黛瓊  兒童戲劇（2選）

研究所

尉天驄  現代小說研究（2選）

張雙英  當代文學理論專題研究（3選）、現代詩歌

專題研究與教學（3選）

陳芳明  台灣文學史專題研究：80年代以後（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李癸雲  電影文學（2選）

張雙英 現當代文藝思潮（2選）

陳正治  兒童文學（2選）

陳芳明  文學批評（2必）、台灣文學史（2選）

黃美娥  台灣文學選讀（2選）

鄭黛瓊  兒童戲劇（2選）

研究所

尉天驄  當代作家專題（2選）

陳芳明  文學理論專題研究與教學（3選）、現代文

學理論專題研究（3選）、台灣文學史專題

研究：20至30年代（3選）

黃美娥  台灣古典文學史專題（3選）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93年度：

大學部

張屏生  鄉土語言（閩南語）（2選）、鄉土語言

           （客家語）（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張屏生  鄉土語言（閩南語）（2選）、鄉土語言

           （客家語）（2選）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施淑女  台灣文學（2必）、台灣文學史（2選）

陳恆嘉  台灣文學（2必）、當代台灣文學（2選）

陳雀倩  現代文學及習作（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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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鳳  現代散文及理論（2選）

葉連鵬  台灣文學（2必）

趙衛民  現代文學及習作（2選）、現代詩及習作

           （2選）

研究所

呂正惠  現代文學專題研究（2選）

施淑女  文學與文化專題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陳恆嘉  台灣文學（2必）、台灣文學史（2選）

黃慧鳳  台灣文學（2必）

葉連鵬  台灣文學（2必）

趙衛民  現代文學及習作（2選）、現代詩及習作

           （2選）

研究所

何金蘭  文學社會學（2選）

施淑女  台灣現代文學專題（2選）

呂正惠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2選）、現代文學專題

研究（2選）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王萬儀  現代散文選讀（2選）

黃琪椿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2選）、50年代台

灣小說選（3選）

蔡明諺  現代詩（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張光宇  閩客方言概論（2選）

彭明偉  現代詩選讀（2選）、現代長篇小說選（3選）

黃琪椿  眷村文學選讀（2選）

楊晉綺  新詩選讀（2選）

蔡明諺  現代小說選讀（2選）

藍建春  戰後台灣小說（3選）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余美玲  台灣人文概論Ⅱ（2選）、台灣文學Ⅱ

           （2選）

張瑞芬  現代散文（2選）

研究所

陳兆南  民間文學專題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余美玲  台灣文學Ⅰ（2選）

陳兆南  俗文學概論（2選）

鄭慧如  台灣人文概論Ⅰ（2選）

研究所

余美玲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2選）

張瑞芬  現代散文專題研究（2選）

陳兆南  民間文學專題研究（2選）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王隆升  現代詩及習作Ⅱ（2選）

鄭錠堅  現代小說Ⅱ（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王隆升  現代詩及習作Ⅰ（2選）

鄭錠堅  現代小說Ⅰ（2選）

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范文芳  鄉土語文教材教法（2選）

陳淑娟  鄉土語文教材教法（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徐貴榮  鄉土語文教材教法（2選）

陳淑娟  鄉土語文教材教法（2選）

簡翠貞  台灣文學史（2選）

研究所

張金城  鄉土語文閩南語教學專題研究（2選）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王玫珍  現代文學導讀（2必）、現代小說賞析（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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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淑瑛  現代小說賞析（2選）、台灣文學欣賞（2選）

吳盈靜  台灣文學史（2必）、女性文學（2選）

吳  晟  現代詩（2選）

宋筱蕙  兒童文學（2選）

汪天成  現代小說選讀（2選）

陳茂仁  民間文學（2選）

研究所

徐志平  文學批評研究（2選）

蔡尚志  台灣當代小說研究（2選）

江寶釵  民間文學專題（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余淑瑛  現代散文（2選）、現代小說賞析（2選）

           、台灣文學欣賞（2選）

吳盈靜  台灣文學史（2必）

吳  晟  現代詩（2選）、現代詩創意寫作（2選）

宋筱蕙  兒童文學（2選）

汪天成  現代小說選讀（2選）、現代小說賞析

           （2選）

徐志平 鄉土語言（客語）（2選）

蔡勝德  兒童文學（2選）

研究所

江寶釵  民間文學專題（2選）

吳盈靜  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文化（2選）

徐志平  文學理論研究（2選）

陳靜琪  台灣戲曲與曲藝專題研究（2選）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吳有能  電影與文學（3選）

林明德  民間文學（3選）

林素珍  兒童文學（3選）

張麗珠  新文藝及習作（2必）

許麗芳  新文藝及習作（2必）

游志誠  新文藝及習作（2必）

蔣美華  新文藝及習作（2必）、短篇小說選讀（2選）

陳啟佑  現代小說選讀（3選）

研究所

林明德  民間文學研究（2選）、台灣文化思想研究

（2選）

王年双  小說研究（2選）

陳啟佑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2選）

臧汀生  台灣語文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徐秀慧  新文藝及習作（2必）

張麗珠  新文藝及習作（2必）

游志誠  新文藝及習作（2必）

黃文吉  台灣文學史（3選）

蔣美華  新文藝及習作（2必）、小品文（3選）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呂文翠  台灣文學（2選）、近代都市文學（2選）

高大威、陶玉璞  閱讀與寫作指導（2必）

陳旻志  現代散文（2選）

黃錦樹  文學理論與批評（下）（2必）、閱讀

           （3選）

研究所

黃錦樹  台灣文學專題（3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高大威  閱讀與寫作指導（上）（2必）

陳旻志  現代詩（2選）

陶玉璞  閱讀與寫作指導（上）（2必）

黃錦樹  現代小說及習作（3選）、文學理論與批評

（上）（2必）

研究所

楊玉成  文學評點專題（3選）

黃錦樹  現代性專題（3選）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黃美娥  台灣文學史（2選）

鍾宗憲  現在散文與習作（2選）

顧正萍  現代小說與習作（2選）、現代詩與習作

           （2選）、文學概論（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黃美娥  台灣文學史（2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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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宗憲  現在散文與習作（2選）

顧正萍  現代小說與習作（2選）、文學概論（2選）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徐麗霞  台灣文學（2選）

研究所

徐麗霞  台灣文學研究與整理（2選）、台閩地區民

間文學專題研究（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徐麗霞  台灣文學（2選）

研究所

徐麗霞  台灣文學研究與整理（2選）、台閩地區民

間文學專題研究（2選）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93年度第2學期：

大學部

林茂賢  台灣俗語與歌謠（2選）、台灣戲劇表演實

務（2選）

洪敏麟  台灣歷史地理學（3選）

張春凰  台語現代文選（2選）

許素蘭  70年代台灣小說選讀（2選）

陳明柔  台灣女性詩人專題（2選）

彭瑞金、陳明柔  台灣文學史（2必）

楊  翠  台灣文學與女性主義（2選）

趙天儀  實存主義與台灣現代文學（2選）

嚴小實  台灣文學紀事編年及實習（3選）

研究所

王惠珍  台灣日語作家論（2選）

陳明柔  現當代台灣小說專題（2選）

廖振富  台灣古典詩專題（2選）

廖瑞銘  台語小說專題（2選）

趙天儀  現代美學與文學批評討論（2選）

94年度第1學期：

大學部

王惠珍  中國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2選）、戰後初

期台灣文學專題（2選）

林茂賢  台灣俗語（2選）、台灣民俗與文化（2選）

許素蘭  客籍作家小說選讀（2選）

陳明柔  台灣女性詩人專題（2選）

彭瑞金、藍建春  台灣文學史（2必）

楊永智  近代台灣出版史（2選）

臧汀生  台灣文化概論（2必）

劉智濬  台灣電影（3選）

嚴小實  台灣文學紀事編年及實習（3選）

研究所

陳明柔  台灣文學史專題（2選）

彭瑞金  台灣長篇歷史小說專題（2選）

臧汀生  台灣文學訓詁專題（2選）

趙天儀  台灣兒童文學史專題（2選）

藍建春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專題（2選）

通識教育中心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3年度第2學期、94年度第1學期：

吳川鈴  客家文化與音樂（2選）

彭素枝  台灣民間故事與傳說概論（2選）

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93年度第2學期：

陳怡君  旅行文學（2選）

94年度第1學期：

郁台紅  現代散文選讀（2選）

范文芳  客家文化講座：客家文學（2選）

陳怡君  旅行文學（2選）

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93年度第2學期：

林慶勳  平埔族群文化概論（2必）

簡宗修  台灣山川文學（2必）

94年度第1學期：

王小琳  中西現代文學（2必）

林慶勳  台灣謠諺（2必）

簡宗修  台灣山川文學（2必）

劉昭明  台灣民間文學導讀（2必）

按：開設「平埔族群文化概論」課程者另有廖弘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