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系 老師 課程名稱 助理姓名

中文系 沈心慧 文字學 卓欣蘋

中文系 沈惠如 中國文學史(一) 邱永祺

中文系 沈惠如 飲食文學 黃懷寧

中文系 陳松雄 歷代文選及習作 鄭宇辰

中文系 陳恆嵩 治學方法及習作 劉鎮溢

中文系 陳恆嵩 國學導讀 王瑞升

中文系 鍾正道 現代文學概論 靶耐．歐兒

靶耐．歐兒

張雅筑

中文系 羅麗容 曲選及習作 3A 陳新瑜

中文系 羅麗容 曲選及習作 3C 陳翔羚

中文系 羅麗容 文學概論 任偉榕

中文系 羅麗容 古典戲劇 盧柏勳

中文系 蘇淑芬 詞選及習作 涂意敏

社工系 李淑容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蘇玥蓉

社工系 李淑容 方案實習課群所屬課程 黃資茵

社工系 李憶微 方案實習課群所屬課程 林芳如

社工系 洪惠芬 方案實習課群所屬課程 李雅萍

社工系 馬宗潔 社會工作思想與倫理 翁秋真

社工系 馬宗潔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翁秋真

社工系 萬心蕊 方案實習課群所屬課程 張庭榕 

社工系 廖美蓮 社會個案工作 高宛如

社工系 廖美蓮 方案實習課群所屬課程 謝昱衡

社工系 趙碧華 社會福利行政 陳嬿婷

社工系 謝秀芬 社會個案工作 王    淇

社工系 謝秀芬 家庭社會工作 林家偉

社工系 闕漢中 社區工作 黃筠媛

社工系 羅國英 方案實習課群所屬課程 陳若瑋

社會系 石計生 社會學 蔡欣洲

社會系 石計生 台灣流行音樂的數位地圖典藏 周汝育

社會系 吳明燁 社會研究方法 戴猷

社會系 林素雯 社會研究方法 李卓嘉

社會系 黃朗文 社會統計 郭子龍

社會系 鄭得興 社會統計 鄭岳翔

政治系 王輝煌 公共政策 賴競民

政治系 王輝煌 行政學 王姿云

政治系 王輝煌 政治學方法論 林承正

政治系 吳文程 比較政府與政治 劉祐龍

政治系 吳志中 國際政治 陳冠諭

101學年度第1學期隨堂助理計畫 審查結果公告

　　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案，經101年6月28日「教學

助理複審會議」決議，共補助164門課程。獲補助名單如下表：

一、人文社會學院，共計72門。

鍾正道 現代文學史中文系



學系 老師 課程名稱 助理姓名

政治系 林月珠 人力資源管理 李啟綸

政治系 林月珠 人群關係 潘盈諭

政治系 林瓊珠 政治心理學 洪鳳謙

政治系 許雅棠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王姿云

政治系 陳立剛 行政學 潘盈諭

政治系 陳立剛
公共管理實務個案討論

(全英語授課)
黎安娜

政治系 陳俊宏 人權倡議 侯希婷

政治系 陳瑞崇 西洋政治思想史 許依凡

政治系 黃秀端 政治學C 王逸萍

政治系 黃默 人權當代議題 劉恆君

梁璋政

張琬真

政治系 劉書彬 人權與民主 熊唯呈

政治系 蔡秀涓 行政學 陳慧穎

政治系 蔡秀涓 台灣重大公共議題入門 林育任

政治系 蔡韻竹 比較國會政治 廖偉堯

政治系 謝政諭 中國政治思想史 陳亦歡

哲學系 林正弘 邏輯與邏輯問題討論B組 林欣梅

哲學系 馬愷之 西洋哲學史B組 張凱傑

哲學系 莊文瑞 邏輯與邏輯問題討論A組 鄭穆鴻

哲學系 郭梨華 中國哲學史A組 王怡雯

哲學系 黃筱慧 哲學概論 楊禮蔚

哲學系 黃筱慧 符號與敘事 李佳馨

哲學系 蔡政宏 知識論 林欣梅

師培中心 古正欣 青少年心理學 吳炯漢

師培中心 李逢堅 教學實習（一）（二） 吳炯漢

師培中心 濮世緯 教學實習（一）BC組 邱羿盛

師培中心 濮世緯 教育測驗與評量 林已婷

歷史系 李聖光 世界史一A組 江豐兆

歷史系 李聖光 史學導論B組 藍潁誠

歷史系 林慈淑 史學方法B組 鍾孟津

歷史系 徐  泓 中國史一A組 黃翊峰

歷史系 徐  泓 中國史四A組 柯淑芳

歷史系 黃兆強 史學方法A組 呂亞韓

歷史系 劉龍心 史學導論A組 黃琬柔

日文系 王世和 高級日語C組 蘇沛紳

日文系 李宗禾 日語語法（一） 林滋俞

日文系 李宗禾 日語讀本（三） 林滋俞

日文系 李翠芳 日語聽力訓練（三）D組 林冠霖

日文系 阮文雅 日本小說選讀 陳子逸

日文系 林雪星 初級日語B組 廖珮婷

日文系 陳世娟 日語聽力訓練（一）B組 歐明俊

日文系 陳世娟 日語讀本（二）A組 龔柏榮

二、外語學院，共計28門。

政治系 劉必榮 國際政治



學系 老師 課程名稱 助理姓名

日文系 陳美玲 日語聽力訓練（一）A組 陳儀婷

日文系 陳美玲 日語聽力訓練（二）B組 李虹儀

日文系 陳美玲 日語讀本（一）B組 蘇沛紳

日文系 彭思遠 初級日語D組 楊明翰

日文系 盧月珠 日語會話（二）D組 鄧宜欣

日文系 盧月珠 日語會話（一）K組 歐明俊

日文系 蘇克保 初級日語C組 宋雅純

英文系 吳志中 法文（一） 張琬真

英文系 金堅 兒童英語教學法 蔡宜庭

英文系 紀澤然 西洋戲劇表演與製作 陳翊齊

英文系 約翰巴特勒 英文寫作（一） 黃靖雅

英文系 孫克強 英美兒童文學中的傳統脈絡 黃怡蒨

英文系 袁鶴翔 浪漫時期前英國文學 張慧敏

英文系 葉卓爾 美國文學 廖紋雪

英文系 謝瑤玲 浪漫時期起英國文學 林書瑜

德文系 林愛華 德語文法I A組 郭昱彣

德文系 陳姿君 德國文化概論 B組 王敏

德文系 陳姿君 德語讀本III  A組 向倚辰

德文系 黃靖時 德語讀本III  B組 陳怡均

德文系 廖揆祥 德國文化概論A組 林佩諭

法律系 王煦棋 商事法總論與公司法 王肇鼎

法律系 成永裕 英美契約法 陳威呈

法律系 何佳芳 民事訴訟法 劉威宏

法律系 何婉君 國際私法 林其樺

法律系 余啟民 英美侵權行為法 羅健瑋

法律系 余啟民 英美契約法 陳婕妤

法律系 林三欽 行政法 羅天綱

法律系 林三欽 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 林彥宏

法律系 林育廷 票據法 宋美侖

法律系 林育廷 保險法 韓靜宜

法律系 法思齊 刑法總則 郭盈君

法律系 洪家殷 行政法 陳泰勳

法律系 胡博硯 中華民國憲法 陳長文

法律系 范文清 中華民國憲法 蔡政晏

法律系 范文清 行政法 洪永志

法律系 莊永丞 證券交易法 李協旻

法律系 莊永丞 金融法總論 林子陽

法律系 陳清秀 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 李俊緯

法律系 彭美英 刑法總則 龔書翩

法律系 程明修 行政法 康家穎

法律系 黃陽壽 民法總則 林彥宏

法律系 蕭宏宜 刑事訴訟法 黃鼎軒

企管系 賈凱傑 企業概論 趙孟涵

三、法學院，共計22門。

四、商學院，共計7門。



學系 老師 課程名稱 助理姓名

企管系 劉敏熙 人力資源管理 王樂捷

國貿系 林炳文 個體經濟學 黃韻樺

國貿系 林炳文 國際貿易A組 陳靜佳

會計系 陳專塗 成本會計 蔡逸璇

會計系 楊葉承 稅務法規 洪湘綺

會計系 楊葉承 租稅申報實務 許佳純

王心瑀

王盈方

化學系 何美霖 分析化學(一) 鄭昆益

化學系 何美霖、林遵遠 儀器分析 陳怡廷

化學系 林遵遠 有機化學(一)&(二) 蔡傑峰

化學系 郭鳳珠 普通化學 林兆龍

心理系 朱錦鳳 心理測驗 馮建宇

心理系 汪曼穎 知覺心理學 林芷瑩

心理系 汪曼穎 心理實驗法實驗B組 陳弘三

心理系 徐儷瑜 行為改變技術 徐于乃

心理系 張本聖 性格心理衡鑑 簡名秀

心理系 張建妤 發展心理學 林湘涵

心理系 張建妤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 李霖

心理系 楊牧貞 心理實驗法 雲筱婷

心理系 楊牧貞 心理實驗法實驗A組 呂孟家

心理系 劉惠琴 性格心理學 蔡承恩

物理系 巫俊賢 普通物理 何依黛

張肇宸

張文睿

微生物系 應靜雯 普通微生物學(二) 熊耀筠

數學系 符之琪 微積分(化學系) 林昱伶

數學系 葉麗娜 數學軟體 楊承軒

數學系 葉麗娜 微積分(微生物系) 吳思瑩

中文系 鄭明娳 國文 周俊吉

政治系 林月珠 人權與民主 劉芳彣

政治系 陳俊宏 人權與民主 李盈萱

政治系 劉書彬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謝仁烜

政治系 劉書彬 人權與民主 湯文馨

政治系 蔡秀涓 人權與民主 吳鎮宇

政治系 蔡韻竹 人權與民主 廖偉堯

政治系 蔡韻竹 人權與民主 蔡明昌

政治系 謝政諭 人權與民主 蔡明昌

哲學系 黃筱慧 美學導論 楊禮蔚

師培中心 濮世緯 服務學習與生命關懷 盧晏如

微生物系 黃顯宗 生命科學導論 范芯芫

會計系 陳專塗 商業概論 汪俐彣

歷史系 楊俊峰 歷史僑生班 王澤民

六、通識教育中心，共計14門。

五、理學院，共計21門。

化學系 王志傑 普通化學

微生物系 宋宏紅 普通生物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