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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成立時間：2004年
地　　址：36003苗栗市南勢里聯大2號
電　　話：037- 382731
傳　　真：037- 382742
網　　址：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

mp?mp=39
單位主管：孫榮光

專任教師：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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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專1999年、博1993

年

地　　址：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　　話：07-5252000*3050～3
傳　　真：07-5253069
網　　址：http://www.chinese.nsysu.edu.tw/
單位主管：劉昭明

專任教師：18名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9年、碩1987年、碩專2003年、戲曲

碩2009年、博1994年
地　　址：32001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　　話：03-4267163～4
傳　　真：03-4229294
網　　址：http://140.115.90.50/
單位主管：王力堅

專任教師：2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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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2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電　　話：05-2720411*21101～2
傳　　真：05-2720493
網　　址：http://litera.ccu.edu.tw/main.php
單位主管：賴錫三

專任教師：17名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3年、碩2007年
地　　址：32023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電　　話：03-2656902
傳　　真：03-2656949
網　　址：http://tcsl.cycu.edu.tw/wSite/mp?mp=8700

單位主管：彭妮絲

專任教師：10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116人、碩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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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電　　話：02-28610511*21305、21405、21505
傳　　真：02-28618468
網　　址：http://classic.pccu.edu.tw/（中國文學組）、

http://clcw.pccu.edu.tw/（文藝創作組）、

http://crrmcl.pccu.edu.tw/（碩博班）

單位主管：王俊彥

專任教師：24名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5年、進學1968年、碩1992年、碩專

1999年、博2001年
地　　址：40227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電　　話：04-22857078
傳　　真：04-22861713
網　　址：http://chinese.nchu.edu.tw/main.php
單位主管：林淑貞

專任教師：21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60人、進學40人、碩20人、碩專

17人、博5人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8年、碩2005年
地　　址：32003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
電　　話：03-4638800*2706～7
傳　　真：03-4559142
網　　址：http://cl.hs.yzu.edu.tw/
單位主管：鍾雲鶯

專任教師：9名

世新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8年、碩2003年、博2007年
地　　址：11604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　　話：02-22368225*3592
傳　　真：02-22360749
網　　址：http://chinese.aladdin.shu.edu.tw/schoolpad/

front/bin/home.phtml
單位主管：蔡芳定

專任教師：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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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成立時間：2003年
地　　址：40401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電　　話：04-22196420
傳　　真：04-22196421
網　　址：http://ac.nutc.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林翠鳳

專任教師：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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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6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電　　話：04-22183432～3
傳　　真：04-22183430
網　　址：http://lle.ntcu.edu.tw/
單位主管：楊裕貿

專任教師：16名

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0年、碩2007年
地　　址：23741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電　　話：02-8674 1111*66705～9
傳　　真：02-86716583
網　　址：http://www.chinese.ntpu.edu.tw/
單位主管：馬寶蓮

專任教師：15名

台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1997年、博2004年
地　　址：10048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電　　話：02-23113040*4412
傳　　真：02-23831139
網　　址：http://literacy.utaipei.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張曉生

專任教師：15名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語文教學碩班2004年、華語文

教學碩班2012年、暑期語文教學碩班2002
年

地　　址：1067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電　　話：02-27321104*62232
傳　　真：02-27367964
網　　址：http://s5.ntue.edu.tw/newwebsite/
單位主管：周美慧

專任教師：23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91人、碩26人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2006年
地　　址：95092台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電　　話：089-517764
傳　　真：089-517763
網　　址：http://dcll.nttu.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傅濟功

專任教師：9名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3年
地　　址：70005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電　　話：06-2133111*621
傳　　真：06-3017128
網　　址：http://www.chinese.nutn.edu.tw/main.php?site_

id=0
單位主管：張惠貞

專任教師：1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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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7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　　話：02-33664002～7
傳　　真：02-23636496
網　　址：http://www.cl.ntu.edu.tw/
單位主管：李隆獻

專任教師：53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75人、碩26人、博9人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46年、碩1956年、教學碩1999年、碩

專2001年、博1957年
地　　址：10610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　　話：02-77341609、77341614
傳　　真：02-23638871、23660921
網　　址：http://140.122.115.142/
單位主管：鍾宗憲

專任教師：50名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9年、碩1998年、碩專2000年、博2001

年

地　　址：30092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電　　話：03-5302255*4217
傳　　真：03-5391255
網　　址：http://cll.hcu.edu.tw/
單位主管：張蘭石

專任教師：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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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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01台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電　　話：06-2757575*52100
傳　　真：06-2766473
網　　址：http://www.chinese.ncku.edu.tw/
單位主管：葉海煙

專任教師：31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58人、碩23人、博10人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0年、碩2000年、博2001年（原文學

系，2012年更名）

地　　址：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電　　話：03-9871000*21101
傳　　真：03-9875592
網　　址：http://literary.fgu.edu.tw/main.php
單位主管：蕭麗華

專任教師：10名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2年、碩2007年
地　　址：52345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電　　話：04-8876660*7011
傳　　真：04-8870948
網　　址：http://www.mdu.edu.tw/~dcl/new%20html%20

2014/index.html
單位主管：羅文玲

專任教師：7名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6年、進學1997年、碩1974年、碩專

2000年、博1977年
地　　址：11102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電　　話：02-28819471*6131-4
傳　　真：02-28881437
網　　址：http://www.scu.edu.tw/chinese/
單位主管：鍾正道

專任教師：19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193人、進學61人、碩16人、碩

專3人、博5人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5年、碩1970年、碩專2001年、博1989

年

地　　址：40704台中巿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727號
電　　話：04-23591574、23590208
傳　　真：04-23501249

網　　址：http://www2.thu.edu.tw/~chinese/
單位主管：阮美慧

專任教師：17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116人、碩13人、碩專4人、博3

人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2010年（原「花蓮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民間

文學研究所」三系所整併而成）

地　　址：974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
電　　話：03-8635672-3
傳　　真：03-8635670
網　　址：http://www.chinese.ndhu.edu.tw/bin/home.

php?Lang=zh-tw
單位主管：李秀華（2012.02-2014.07）、李正芬（8月

～）

專任教師：20名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6年、碩2000年、博2000年（原中國

語文學系，2010年更名）

地　　址：974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
電　　話：03-8635262-3
傳　　真：03-8635260
網　　址：http://c018.ndhu.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須文蔚

專任教師：12名

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成立時間：2012年
地　　址：89250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1號
電　　話：082-313405
傳　　真：082-313411
網　　址：http://www.nqu.edu.tw/eduCS/index.php
單位主管：謝奇懿

專任教師：5名

南華大學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1年、碩1997年、碩專1999年
地　　址：62248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南華路一段55號
電　　話：05-2721001*2131
傳　　真：05-2427146
網　　址：http://nhulit.nhu.edu.tw
單位主管：陳章錫

專任教師：10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43人、碩8人、碩專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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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2年、語文教學碩班2004

年、碩專2011年
地　　址：90003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電　　話：08-722-6141*35201
傳　　真：08-7221530
網　　址：http://www.cll.nptu.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柯明傑

專任教師：17名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6年、碩1964年、教學碩1999年、博

1969年
地　　址：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02-29393091*62301-3、02-29387041
傳　　真：02-29393834
網　　址：http://www.chinese.nccu.edu.tw/
單位主管：陳逢源

專任教師：3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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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0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電　　話：07-7172930*2550
傳　　真：07-7111906
網　　址：http://www.nknu.edu.tw/~chin/
單位主管：林晉士

專任教師：18名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56年、進學2001年、碩1988年、碩專

2003年、博1999年
地　　址：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2380
傳　　真：02-26209930
網　　址：http://www2.tku.edu.tw/~tacx/
單位主管：殷善培

專任教師：2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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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電　　話：03-5713677
傳　　真：03-5725973
網　　址：http://www.cl.nthu.edu.tw/
單位主管：劉承慧

專任教師：18名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0年、碩1988年、碩專2003年、博2002

年

地　　址：40724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電　　話：04-24517250*5351
傳　　真：04-24521790
網　　址：http://www.cl.fcu.edu.tw/
單位主管：朱文光

專任教師：18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257、碩28人、碩專3人、博38人

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3年、碩2005年
地　　址：22301新北市石碇區華梵路1號
電　　話：02-26632102*4911
傳　　真：02-26632102*4920
網　　址：http://cl.hfu.edu.tw/main.php
單位主管：林素玟

專任教師：10名

開南大學數位應用華語學系／所
成立時間：2010年
地　　址：33857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一號

電　　話：03-3412500 *4636
傳　　真：03-2705540
網　　址：http://tcsl.knu.edu.tw/knudac/index.php/tw/
單位主管：徐永輝

專任教師：9名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所（中文組）
成立時間：學2001年，碩2011年
地　　址：97074花蓮市介仁街67號
電　　話：03-8572677*3061
傳　　真：03-8578203
網　　址：http://www.ol.tcu.edu.tw/
單位主管：徐信義

專任教師：11名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87年、碩2005年
地　　址：30014新竹市東區南大路521號
電　　話：03-5213132*2601
傳　　真：03-5257291
網　　址：http://clls.web2.nhcue.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陳惠齡

專任教師：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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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2000年、進學2013年、碩2001年、碩專

2001年
地　　址：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電　　話：05-2263411*2101
傳　　真：05-2266570
網　　址：http://www.ncyu.edu.tw/chinese/
單位主管：康世昌

專任教師：18名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1年、碩1999年、博2001年
地　　址：50007彰化市進德路1號
電　　話：04-7232105*2605
傳　　真：04-7211181
網　　址：http://chinese.ncue.edu.tw/
單位主管：王年双

專任教師：17名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6年、碩1995年、博2007年
地　　址：54561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電　　話：049-2910960*2601～2602
傳　　真：049-2915283
網　　址：http://www.cll.ncnu.edu.tw/
單位主管：鄧克銘

專任教師：13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57人、碩7人、博2人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94年、碩2000年、博2008年
地　　址：33348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德明路5號
電　　話：03-3507001*3219
傳　　真：03-3593868
網　　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app-Lang/

china/index.html
單位主管：游秀雲

專任教師：18名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3年、碩1996年、碩專2006年
地　　址：43301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七段200號
電　　話：04-26328001*17011～3
傳　　真：04-26311163
網　　址：http://www.chinese.pu.edu.tw/
單位主管：張繼光

專任教師：14名

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
成立時間：2005年
地　　址：36003苗栗市南勢里聯大2號
電　　話：037-382701*2701　
傳　　真：037-382703
網　　址：http://cll.nuu.edu.tw/main.php
單位主管：何修仁（2011.08-2014.07），劉若緹（8月

～）

專任教師：11名

其他系所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成立時間：學2013年、碩2003年、博2011年
地　　址：32001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300號
電　　話：03-4227151*33458
傳　　真：03-4269724
網　　址：http://hakka.ncu.edu.tw/hakkadepartment/
單位主管：周錦宏

專任教師：12名
103年度新生人數：學18人、碩20人、博4人、碩專25人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所
成立時間：學1963年、碩2009年
地　　址：11114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電　　話：02-28610511*39405、39406　
傳　　真：02-28614854
網　　址：http://dta.pccu.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黃惟馨

專任教師：9名

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成立時間：2011年
地　　址：10608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
電　　話：02-27712171*5603
傳　　真：02-87730872
網　　址：http://www.cvd.ntut.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林鳳儀

專任教師：14名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成立時間：碩1996年、博2003年
地　　址：95092台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電　　話：089-517660
傳　　真：089-517663
網　　址：http://ice.nttu.edu.tw/bin/home.php
單位主管：游珮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