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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中國文學系 王俊傑 國文０５組中Ｃ
2 2 中國文學系 林宜陵 國文４５組巨Ｂ
3 3 中國文學系 林宜陵 數位人文遊戲與實境應用類別二
4 4 哲學系 黃筱慧 美學導論類別二
5 5 師資培育中心 古正欣 學習策略與創造力類別六
6 6 德國文化學系 林柏圻 德文（一）溪一組
7 7 法律學系 盧子揚 憲法原理、人權與政府體制
8 8 通識中心 黃朝鍵 ＰＨＰ網頁進階程式開發－ＣＩ框架
9 9 通識中心 柯金章 職場服務與溝通城中校區
10 10 通識中心(停開) 丁后儀 視覺文化藝術
11 11 通識中心(停開) 丁后儀 簡報美學類別二
12 12 通識中心 廖芝萱 超時空服務學
13 13 體育室 林鈺萍 養生氣功發展史
14 1 中國文學系 鹿憶鹿 文學概論
15 2 中國文學系 侯淑娟 曲選及習作
16 3 中國文學系 羅麗容 曲選及習作(中三C)
17 4 中國文學系 沈惠如 飲食文學
18 5 中國文學系 沈心慧 文字學進階
19 6 中國文學系 陳逸文 文字學進階
20 7 中國文學系 謝靜國 現代文學概論
21 8 中國文學系 蘇淑芬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22 9 中國文學系 賴信宏 治學方法及習作
23 10 中國文學系 叢培凱 上古音
24 11 中國文學系 陳恆嵩 治學方法及習作
25 12 歷史學系 劉龍心 史學導論A組
26 13 歷史學系 楊俊峰 史學導論B組
27 14 歷史學系 黃兆強 史學方法
28 15 歷史學系 林慈淑 史學方法  B組
29 16 歷史學系 鄭螢憶 台灣史

30 17
歷史學系(107-2新進
教師申請) 曾寶滿 世界史（五）

31 18 哲學系 米建國 知識論
32 19 哲學系 蕭銘源 邏輯問題討論Ｂ組
33 20 哲學系 劉保禧 中國哲學史（II）
34 21 哲學系 張峰賓 邏輯A組
35 22 哲學系 林璿之 西洋哲學史（II）
36 23 政治學系 劉必榮 國際政治
37 24 政治學系 林瓊珠 比較政府與政治
38 25 政治學系 劉書彬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39 26 政治學系 湯智貿 國際政治
40 27 政治學系 黃  默 西洋政治思想概論
41 28 政治學系 陳立剛 行政學
42 29 政治學系 吳雨蒼 國際組織
43 30 政治學系 沈筱綺 投票行為與競選策略
44 31 政治學系 許雅棠 中國政治思想概論
45 32 社會學系 何撒娜 社會學
46 33 社會學系 鄭得興 社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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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34 社會學系 黃朗文 社會統計
48 35 社會學系 范綱華 社會研究方法
49 36 社會學系 周怡君 社會學
50 37 社會學系 吳明燁 社會統計
51 38 社會工作學系 萬心蕊 社會工作實習（一）
52 39 社會工作學系 虞立莉 社會團體工作
53 40 社會工作學系 李婉萍 社會個案工作
54 41 社會工作學系 李佳儒 社區工作
55 42 社會工作學系 許凱翔 社會個案工作
56 43 社會工作學系 廖美蓮 社會個案工作
57 44 社會工作學系 廖美蓮 與性別對話
58 45 音樂學系 周久渝 和聲學 (一) A組
59 46 音樂學系 羅珮尹 音樂分析（一）Ａ組
60 47 師資培育中心 賴光真 課程發展與設計
61 48 師資培育中心 巫淑華 閱讀理解策略
62 49 師資培育中心 古正欣 生命教育
63 1 英文學系 歐冠宇 英文新聞採訪寫作編譯
64 2 英文學系 蔡佳瑾 西洋文學概論
65 3 英文學系 蘇秋華 浪漫時期前英國文學
66 4 英文學系 袁鶴翔 浪漫時期前英國文學
67 5 英文學系 陳品如 英文寫作（一）
68 6 英文學系 葉卓爾 美國文學
69 7 英文學系 謝瑤玲 浪漫時期起英國文學
70 8 日本語文學系 陳若婷 日語讀本（一）Ｂ組
71 9 日本語文學系 阮文雅 日中翻譯實務A組
72 10 日本語文學系 阮文雅 初級日語A組
73 11 日本語文學系 林蔚榕 日語語法（一）Ｃ組
74 12 日本語文學系 林蔚榕 日語讀本（二）Ｂ組
75 13 日本語文學系 劉怡伶 日語讀本（二）
76 14 日本語文學系 賴雲莊 中級日語
77 15 日本語文學系 吳美嬅 日語會話(二)
78 16 日本語文學系 吳美嬅 日語會話
79 17 日本語文學系 許夏珮 高級日語B組
80 18 日本語文學系 許夏珮 日語會話（一）B組
81 19 日本語文學系 盧月珠 日語聽力訓練(1)D組日1A
82 20 日本語文學系 陳世娟 初級日語B組
83 21 日本語文學系 陳世娟 日語語法(二)B組
84 22 日本語文學系 羅濟立 中級日語Ｂ組
85 23 日本語文學系 林雪星 高級日語A組
86 24 日本語文學系 李宗禾 日語語法(二)D組
87 25 日本語文學系 李宗禾 日語語法(ㄧ)A組
88 26 日本語文學系 陳相州 初級日語C組
89 27 日本語文學系 陳相州 日語語法一D組
90 28 日本語文學系 莊筑婷 日語聽力訓練（一）Ａ組
91 29 日本語文學系 張桂娥 高級日語D組
92 30 日本語文學系 陳美玲 日語聽力訓練
93 31 日本語文學系 陳美玲 日語讀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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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32 德國文化學系 萬壹遵 德語文法ＩＣ組
95 33 德國文化學系 白秋石 中級德語會話ＩＣ組
96 34 德國文化學系 林柏圻 德語讀本ＩＩＣ組
97 35 德國文化學系 黃靖時 德語文法ＩＩＡ組
98 36 德國文化學系 廖揆祥 德國文化概論
99 37 德國文化學系 陳姿君 德語文法
100 1 數學系 洪斌哲 代數學 (二)
101 2 數學系 葉麗娜 微積分(上)
102 3 數學系 葉麗娜 計算機概論
103 4 數學系 林惠文 統計計算
104 5 數學系 梅長生 普通物理
105 6 心理學系 王叢桂 社會心理學
106 7 心理學系 張建妤 普通心理學
107 8 心理學系 徐儷瑜 兒童心理衡鑑
108 9 心理學系 曾幼涵 諮商與心理治療之理論與實務
109 10 心理學系 王韋婷 心理健康學專題研究
110 11 心理學系 邱耀初 認知心理學
111 12 心理學系 陳俊宏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
112 13 心理學系 陳俊宏 量表編製與應用
113 14 心理學系 陳俊宏 社群媒體聲量分析
114 15 心理學系 葉芸芝 自殺與自傷
115 16 心理學系 楊牧貞 心理實驗法
116 17 物理學系 郭鳳珠 普通化學
117 18 物理學系 巫俊賢 普物實驗B組
118 19 物理學系 巫俊賢 電磁學
119 20 物理學系 巫俊賢 普通物理
120 21 物理學系 張有毅 應用數學
121 22 物理學系 齊祖康 普通物理實驗A組
122 23 化學系 王志傑 化學數學
123 24 化學系 王志傑 無機化學（二）
124 25 化學系 王榮輝 物理化學（一）
125 26 化學系 呂世伊 普通化學（二）
126 27 化學系 張秀瑜 化一微積分
127 28 化學系 謝伊婷 普通化學
128 29 微生物學系 黃顯宗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Ａ組
129 30 微生物學系 應靜雯 微生物生理學實驗Ａ組
130 31 微生物學系 應靜雯 普通微生物學(一)
131 32 微生物學系 楊鉅文 普通微生物學(三)
132 33 微生物學系 楊鉅文 普通生物學實驗
133 34 微生物學系 張碧芬 應用微生物學實驗
134 35 微生物學系 蔡漢彬 微積分
135 1 法律學系 余啟民 英美契約法
136 2 法律學系 林書楷 刑法總則
137 3 法律學系 蕭宏宜 刑事訴訟法
138 4 法律學系 何婉君 英美法導讀全英語授課
139 5 法律學系 莊永丞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140 6 法律學系 程明修 行政法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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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7 法律學系 陳清秀 法理學
142 8 法律學系 林三欽 行政法
143 9 法律學系 黃心怡 全英文英美侵權行為法
144 10 法律學系 洪秀芬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145 11 法律學系 王煦棋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146 12 法律學系 邱玟惠 民法物權
147 13 法律學系 王乃彥 刑法總則
148 14 法律學系 鄭冠宇 民法物權
149 15 法律學系 林  桓 英美契約法F組
150 16 法律學系 林  桓 英美契約法Ｄ組
151 17 法律學系 范秀羽 英美侵權行為法
152 18 法律學系 范秀羽 美國憲法Ｂ組全英語
153 19 法律學系 李春福 刑事訴訟法
154 20 法律學系 宮文祥 美國憲法
155 21 法律學系 何佳芳 國際私法
156 22 法律學系 何佳芳 民法債編總論（二）
157 23 法律學系 胡博硯 行政法
158 24 法律學系 洪令家 證券交易法
159 25 法律學系 張義德 勞工法
160 26 法律學系 陳重陽 民事訴訟法
161 27 法律學系 陳汝吟 民法總則專題
162 28 法律學系 李志峰 票據法
163 29 法律學系 林育廷 保險法
164 30 法律學系 盧子揚 民法債編總論（二）Ｄ組
165 31 法律學系 侯瑞瑗 民法總則專題
166 32 法律學系 鍾  騏 美國憲法（下）
167 33 法律學系 范文清 行政法
168 34 法律學系 法思齊 刑法總則
169 1 經濟學系 邱詩詠 Ｒ基礎程式與經濟應用
170 2 經濟學系 顏廣杰 財務風險管理
171 3 會計學系 黃榆芳 租稅申報實務
172 4 會計學系 楊葉承 租稅專題研究
173 5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溫福星 商用統計學
174 6 資訊管理學系 林娟娟 系統分析與設計A組
175 7 資訊管理學系 林娟娟 系統分析與設計B組
176 8 資訊管理學系 鄭麗珍 決策支援系統
177 9 資訊管理學系 鄭麗珍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Ａ組
178 10 資訊管理學系 曾繼修 金融應用程式設計資訊能力溪
179 11 資訊管理學系 柯淑津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Ｂ組
180 12 資訊管理學系 柯淑津 計算機程式設計Ｃ組
181 13 資訊管理學系 連志誠 離散數學
182 14 資訊管理學系 黃心怡 行銷管理
183 15 資訊管理學系 黃心怡 行銷管理
184 16 資訊管理學系 郭育政 演算法
185 17 資訊管理學系 郭育政 行動技術與應用
186 18 資訊管理學系 朱蕙君 數位學習導論
187 19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鄭宏文 金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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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20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鄭宏文 財務管理（二）B組

189 21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
系 黃雅文 數學專題－壽險數理

190 22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
系

劉文彬 社會保險與退休金規劃

191 23 企業管理學系 鄭鈞云 企業倫理
192 24 企業管理學系 余朝權 行銷管理專題(二)
193 25 企業管理學系 余朝權 理財規劃
194 26 企業管理學系 劉敏熙 人力資源管理
195 27 企業管理學系 劉敏熙 薪資管理
196 28 企業管理學系 黃庭邦 人力資源管理
197 29 企業管理學系 賴治兆 財務報表分析
198 30 企業管理學系 遲淑華 總體經濟學
199 31 企業管理學系 樊學良 創造力管理
200 32 企業管理學系 樊學良 管理心理學
201 33 企業管理學系 林建州 管理數學
202 34 企業管理學系 林建州 管理數學
203 35 科技管理學程 曾修宜 金融應用程式設計
204 1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程 邱詩詠 經濟學
205 2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程 黃怡萍 機率與統計
206 3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程 鄭江宇 程式設計
207 4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程 黃福銘 資料庫導論
208 5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學程 吳政隆 資訊檢索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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