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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張登翰

The Fugue of Byron’s “Mazeppa”: A
Contrapuntal Reading of the Hero’s
Sufferings in Exile

第一作者 否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否 43 中華民國 12 2021 電子期刊

2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張登翰
Gestalt and the Poet´s Self in John Keats´s
“Hyperion” and “The Fall of Hyperion” 第一作者 否 修平學報 否 42 中華民國 3 2021 電子期刊

3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陳蓮娜
Policies on teaching English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第一作者 否

Thu Dau Mot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3 否 中華民國 9 2021 電子期刊

4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葉佰賢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analysis of
Taiwanese students’ sentiments toward
Asianphobia on the news amid Covid-19

第一作者 否
Austral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 否 2 中華民國 8 2021 電子期刊

5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葉佰賢

The Failed Rhetoric: Presupposition Analysis
On Duterte’s 5th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第二作者 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3 是(跨國合作) 2 中華民國 6 2021 電子期刊

6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盧美妃

Societal Entrepreneurship for Sustainable
Asian Rural Societies: A Multi-Sectoral
Social Capital Approach in Thailand,
Taiwan, and Japan

第二作者 否 Sustainability 13 是(跨國合作) 5 中華民國 3 2021 電子期刊

7 法國語文系 黃彬茹

La continuité pédagogique en temps d'épidé
mie : Un nouveau défi avec les outils numé
riques

第一作者 否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 否 34 中華民國 12 2021 電子期刊

8 法國語文系 劉政彰 西洋藝術裡的向日葵：1600-1850 第一作者 否 藝術學刋 13 否 1 中華民國 5 2021 紙本

9 法國語文系 謝忠志
通識教育課程數位學習的可行性評估：以

繪製數位地圖為策略
第一作者 否 樹德通識教育專刊 否 15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

10 日本語文系 李姵蓉
戰後日本核能政策的「國民國家論」分

析：3.11福島核災事故十周年的反思
第一作者 否 台日法政研究 ---- 否 5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11 日本語文系 段裕行
宮沢賢治「実験室小景」の生成―一九二

五年から一九三二年まで―
第一作者 否 台灣日本語文學報 ---- 否 49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

110年度教師期刊論文
Teachers' Publications for Journal Papers in 2021

資料來源：111-03填報雲科大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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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本語文系 倉本知明

戦後日台両国における人間回復の試みと

その失敗 ―呉明益『睡眠的航線』におけ

る三島由紀夫表象を手がかりに―
第一作者 否 天理臺灣學報 ---- 否 30 日本 7 2021 紙本

13 日本語文系 陳美瑤
文化他者としての黒人―山田詠美の『ベ

ッドタイムアイズ』論―
第一作者 否 政大日本研究 ---- 否 18 中華民國 1 2021 紙本

14 日本語文系 賴美麗
台湾における技術系後期中等教育日本語

専門課程の日本語教育
第一作者 否

別府大学日本語教育

研究
是(跨國合作) 11 中華民國 5 2021 紙本

15 日本語文系 謝惠貞
在日台湾人作家温又柔『空港時光』研究

:「内なる外地」と自他表象の連動
第一作者 否 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 33 否 1 日本 7 2021 紙本

16 德國語文系 黃士元
克萊斯特中篇小說〈米歇爾柯爾哈斯〉裡

法律的失敗
第一作者 否

Deutsch-Taiwanische
Hefte 否 28 中華民國 7 2021 紙本

17 德國語文系 薛欣怡
新冠肺炎對德國學校教育的衝擊：中等教

育體系的探析
第一作者 否 教育研究月刊 否 328 中華民國 8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18 德國語文系 薛欣怡 德國STEM人才培育策略之探究 第一作者 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0 否 8 中華民國 8 2021 電子期刊

19 西班牙語文系 甘荷西

DIEGO URDIALES EN EL CENTRO DE
LA AMISTAD Y DE LA TORERÍA
ANTIGUA

第一作者 否
ENCUENTROS EN

CATAY 否 34 中華民國 1 2021 紙本

20 西班牙語文系 吳仙凰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課程實施自主學習之成

效探討
第一作者 否 語文與國際研究 否 26 中華民國 12 2021 紙本

21 西班牙語文系 呂郁婷
Twitter in Brazil: Discourses on China in
times of coronavirus

第四(以上)作
者

否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3 是(跨國合作) 1 荷蘭王國 1 2021 電子期刊

22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教

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周牧璇

The impact of the English listening test in the
high-stakes national entrance examination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第一作者 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tening 35 否 1 英國 1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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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教

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周牧璇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EFL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and
strategy use

第一作者 否
Language Education

& Assessment 4 否 1 澳大利亞 4 2021 電子期刊

24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教

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周牧璇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ctional
clarity,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reading
strategies

第一作者 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1 否 5 英國 7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25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教

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周牧璇

Modeling the relations among task value,
strategies, social factors, and English
achievement

第一作者 否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14 否 4 美國 9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26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教

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張雅惠

Complexity, Conflict, and Uncertainty:
Smartphone Use and the Efficacy to
Learning o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EFL
Classrooms

第一作者 否
Studi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9 否 3 中華民國 6 2021 電子期刊

27 應用華語文系 盧秀滿
宋代之醫者群像及醫德觀探討－以文言小

說為考察中心
第一作者 否 國文學報 否 69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

28 通識教育中心 李雪甄

A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steady flows across an unconfined square
cylinder placed symmetrically in a plane
channel 

第一作者 否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504 否 2 荷蘭王國 12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29 通識教育中心 李雪甄

An adaptive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Giesekus viscoelastic flow
problems 

第一作者 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98 是(跨國合作) 10 英國 10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30 通識教育中心 李雪甄

An a posteriori error estimator based on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solutions for
viscoelastic fluid flows

第一作者 是
Electronic Research

Archive 29 是(跨國合作) 4 美國 9 2021 電子期刊

31 通識教育中心 謝東利

Piezoelectric Sensor for the Monitoring of
Arterial Pulse Wave: Detection of
Arrhythmia Occurring in PAC/PVC Patients 

第一作者 是 Sensors 21 否 20 瑞士 10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32 通識教育中心 謝東利

Highly Proton-Conducting Membranes
Based on Poly(arylene ether)s with Densely
Sulfonated and Partially Fluorinated
Multiphenyl for Fuel Cell Applications 

第二作者 否 Membranes 11 否 8 瑞士 8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33 通識教育中心 謝東利
A Novel Dentary Bone Conduction Device
Equipped with Laser Communication in DSP 第一作者 是 Sensors 21 否 12 瑞士 6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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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林翠雲
以Adobe Connect平臺設計華語同步教學合

作學習活動
第一作者 否 華文世界 否 127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35 吳甦樂教育中心 張淑芬
為當代女性提出對神操的要求：基於關係

自我理論的女性主義觀點
第一作者 否 天主教研究學報 否 12 中華民國 12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36 體育教學中心 林忠程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運動博弈消費者參

與行為模式
第一作者 否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

刊
第二十卷 否 第一期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

37 體育教學中心 張弘文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運動博弈消費者參

與行為模式
第二作者 否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

刊
第二十卷 否 第一期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

38 歐洲研究所 華明儀

Framing Covid-19 as an Environmental
Health Issue: Narratives in Europe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第二作者 否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語文與國際研究)

否 25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39 歐洲研究所 華明儀

Deutschland auf dem Weg zu einer
Kreislaufwirtschaft: Dekarbonisierung durch
Digitalisierung?

第一作者 否
Deutsch-Taiwanische

Hefte 否 28 中華民國 7 2021 紙本

40 歐洲研究所 羅文笙

Shaping European Union’s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s. What role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第一作者 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JCES)

否 中華民國 5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41 歐洲研究所 羅文笙

Framing Covid-19 as an Environmental
Health Issue: Narratives in Europe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第一作者 否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語文與國際研究)

否 25 中華民國 6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42 歐洲研究所 羅文笙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Modalities, Utility, and Challenges

第一作者 否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5 否 1 中華民國 8 2021 紙本及電子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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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羅宜柔

Blending local culture in an English
literary course (BLCELC): A case study
of using Taiwanese Puppetry in
Approaches to Literary Works

第一作者 否

The 3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7-23 2021-07-24 2021

2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王慧娟

University English Majors’ Perspective
toward a USR-based Volunteer
Translation Task: Taiwanese Glove
Puppet Show’s Subtitle Translation

第一作者 否

The 3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7-23 2021-07-24 2021

3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王慧娟
SDGs 性別平等為導向之 USR 場域翻

譯教學實踐研究
第一作者 否

第 17 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

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0-28 2021-10-29 2021

4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吳秋慧
以英語為母語教師觀點探討外籍教師

在中小學任教之經驗
第一作者 否

2021雙語教育課程與教學研討

會暨第43屆課程與教學論壇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4-23 2021-04-23 2021

5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邱怡靜

Investigating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djustment in Australian working
holiday makers program

第一作者 否
2021旅樂食藝博覽暨國際學術

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5-07 2021-05-09 2021

6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邱怡靜

Exploring Vietnamese Employe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Workplace in Taiwan

第二作者 否
2021年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國

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0-22 2021-10-22 2021

7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李怡瑩

Lessons about Human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Pandemics and Life in
Gabriel Garcia Marquez’s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第一作者 否

The 3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7-23 2021-07-24 2021

110年度教師研討會論文
Teachers' Published Papers in Seminars in 2021

資料來源：111-03填報雲科大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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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李怡瑩

Becoming a Femme Fatale or Revealing
Female Frailty: Ta-Chun Chang’s My
Kid Sister

第一作者 否

Modernity, Memory, and Asian
Childho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南 2021-11-20 2021-11-20 2021

9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林文川
當雙語教育碰上多語現實： 探究台灣

跨語言教育的可能性與挑戰
第一作者 否

2021教育政策研討會:台灣的雙

語教育:挑戰與對策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12-11 2021-12-11 2021

10 法國語文系 謝忠志 明代鶴的形象與意義 第一作者 否
第14屆江南社會史國際學術研

討會 
NATCHN-大

陸地區
杭州 2021-10-22 2021-10-24 2021

11 法國語文系 謝忠志
通識教育核心能力的培育與提升：以

繪製史地數位地圖為評估
第一作者 否

2021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研

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5-07 2021-05-07 2021

12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普羅旺斯木馬樂舞之探析 À la dé
couverte de la danse provençale Lei
Chivau Frus

第一作者 否
2021 民族音樂學術研討會——

傳統音樂的過去與未來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12-18 2021-12-18 2021

13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Vers une catachrèse du terme générique
FOS ? 第一作者 否

Rencontres Pédagogiques de Taï
wan - Session sud 2021 

NATTWN-中
華民國

台中 2021-11-19 2021-11-20 2021

14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Analyse de la danse occitane « La danse
du béjouet » 第一作者 否

異地與在地：2021 藝術風格國

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南 2021-11-11 2021-11-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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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Correspondance commerciale et
formation à distance : un mariage de rêve
? 

第一作者 否

XVe Congrès mondial des
professeurs de français de la Féd

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Professeurs de Français

NATTUN-突
尼西亞共和國

納布勒 2021-07-09 2021-07-14 2021

16 法國語文系 劉政彰 進階法語教學裡的跨文化溝通 第一作者 否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2021教學實

踐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新北 2021-06-02 2021-06-02 2021

17 法國語文系 劉政彰

De la fête galante de Watteau à la scène
de genre de Greuze : la peinture dans l’
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u XVIIIe siè
cle 

第一作者 否
Rencontres Pédagogiques de Taï

wan-Session Nord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04-23 2021-04-24 2021

18 法國語文系 梅瑞明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for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第一作者 否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2021教學實

踐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新北 2021-06-02 2021-06-02 2021

19 日本語文系 謝惠貞
台湾における横光利一研究　―学際

的な研究視点から考えて― 第一作者 否 横光利一文学会第20回大会 NATJPN-日本 東京 2021-03-20 2021-03-20 2021

20 日本語文系 謝惠貞 在日台湾人作家李琴峰『独舞』研究 第一作者 否 日本台湾学会第23回学術大会 NATJPN-日本 東京 2021-05-29 2021-05-30 2021

21 日本語文系 謝惠貞

在日台湾人作家東山彰良『小さな場

所』研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ユー

トピアの虚実

第一作者 否

東アジアと同時代日本語文学

フォーラム第9回オンライン大

会 2021
NATJPN-日本 東京 2021-10-16 2021-10-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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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語文系 謝惠貞

日本文藝復興期思潮在日治時期台灣

文學的傳播―從楊逵、劉捷的評論到

巫永福〈慾〉對橫光利一的〈家族會

議〉的接受

第一作者 否
帝國、民國與黨國：文本、思

想與意識形態的纏鬥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12-09 2021-12-10 2021

23 德國語文系 周欣
多種學習集於一身的兒童青少年讀

本：《彼得與狼》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

教師協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

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3-27 2021-03-27 2021

24 德國語文系 梅安德
以書寫為任務導向之德文閱讀課程–藉
文學課培養及提升化語言能力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

教師協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

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3-27 2021-03-27 2021

25 德國語文系 楊燕詒
「在德國一起生活的人們」–針對「德

國文化」之課程設計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

教師協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

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3-27 2021-03-27 2021

26 德國語文系 鄧文龍
親近籤詩、瞭解籤詩──寺廟文化的

推廣與國際化
第一作者 否 2021籤詩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南 2021-11-05 2021-11-05 2021

27 德國語文系 鄧文龍
一個期待的節慶：繞境青山宮暗訪暨

繞境祭典
第一作者 否

2021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

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南 2021-10-23 2021-10-23 2021

28 西班牙語文系 吳仙凰

Análisis de la competencia estratégica de
los estudiantes a la hora de procesar las
deficiencias del texto de partida en la
enseñanza de traducción español-chino

第一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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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西班牙語文系 林震宇

La memoria reconstruida y los ojos que
hablan: El secreto de sus ojos de Juan
José Campanella

第一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30 西班牙語文系 毛蓓雯

Errores y aciertos en la asignatura
transversal:guía de cultura local en españ
ol

第一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31 西班牙語文系 貝羅菈

Errores y aciertos en la asignatura
transversal:guía de cultura local en españ
ol

第二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32 西班牙語文系 李宜靜

Propuestas didácticas para aumentar la
motivación de los alumnos en la clase de
redacción

第一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33 西班牙語文系 貝羅菈 ¿Innovar o morir? 第一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34 西班牙語文系 魯四維

Retos conversacionales en la docencia de
ELE dentro del entorno sinohablante
académico

第一作者 否

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亞洲

西語研究的挑戰」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safíos del Españ

ol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CIDEWEN) Primeros retos del

español en Asia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7 2021-11-2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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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

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

班)
周牧璇

Using literature circles to teach graded
readers in English: An investigation into
reading performance and strategy use

第一作者 否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 Language

Teaching (ALLT)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04-16 2021-04-17 2021

36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

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

班)
周牧璇

The Effect of Using Interactive e-Books
on EFL Young Learners’ Cambridge
English YLE Test

第二作者 否

The 3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7-23 2021-07-24 2021

37
外語教學系(含外語文

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

班)
周牧璇

Strategies for Interactive Listening in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第一作者 否

2021外語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

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6 2021-11-26 2021

38 應用華語文系 陳智賢
寇培深先生書畫生涯七十年錄音整理

及生平述要
第一作者 否 2021寇培深書畫傳承論壇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05-01 2021-05-01 2021

39 應用華語文系 李家豪
中級以上密集型華語課程提問設計的

教學能力發展
第一作者 否

第20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12-17 2021-12-19 2021

40 應用華語文系 戴俊芬
短期強效密集班線上華語課程之規劃

與成效-以美國高中生為例
第一作者 否

第20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12-17 2021-12-19 2021

41 應用華語文系 陳文豪
詩的充盈與超現實主義-商禽詩的黑與

夜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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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應用華語文系 卓福安 由愛情三角理論析鄭風中的愛情觀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43 應用華語文系 黃彩雲 跨文化在標題與文案中流動之研究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44 應用華語文系 陸冠州
從凝視景物的視覺框架探討議題導向

跨領域教學策略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45 應用華語文系 林建勳
表達與理解的不對稱關係與跨文化溝

通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46 應用華語文系 趙靜雅

擴增實境華語輔助教材初探:以國際扶

輪3510地區青少年交換生華語教學實

習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47 應用華語文系 鄭國瑞
黃庭堅《山谷題跋》之書法觀念論

「韻」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48 應用華語文系 盧秀滿
清代筆記小說所載「縊鬼求代」故事

研究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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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應用華語文系 林景蘇

短期強效密集華語課程線上教學規畫

與實踐--以台灣文藻外語大學執行

NSLI-Y Virtual Summer Intensive
Program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50 應用華語文系 蘇淑貞 論適當的華語閱讀教材與實例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51 通識教育中心 李雪甄

Two-dimensional laminar flow of the
generalized fluid across an unconfined
inclined square cylinder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s 

第一作者 否
HAPPENING VIRTUALLY:
2021 SIAM Annual Meeting

NATUSA-美
國

Spokane,
Washington 2021-07-19 2021-07-23 2021

52 通識教育中心 陳靜珮 社區本位的戶外教學設計與探究 第一作者 否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2021教學

實踐研究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07-09 2021-07-09 2021

53 通識教育中心 張慧美
以月桂方法探討文藻學生參與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之學習成效
第二作者 否

2021文化、社會與地方創生國

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0-29 2021-10-29 2021

54 通識教育中心 陳靜珮 地圖在環境教學與敘事的創新應用 第一作者 否

2021跨域、永續、創新：人工

智慧時代的高等教育典範研討

會

NATTWN-中
華民國

新竹 2021-11-19 2021-11-19 2021

55 翻譯系(含碩士班) 黃翠玲
PBL導入新聞媒體議題-筆譯課程之行

動研究
第一作者 否

《2021外語與翻譯國際學術研

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6 2021-11-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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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翻譯系(含碩士班) 林虹秀
正念課程對口譯表現與口譯焦慮的影

響
第二作者 否

《2021外語與翻譯國際學術研

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1-26 2021-11-26 2021

57 翻譯系(含碩士班) 黃翠玲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Translation
in Museum─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第一作者 否
7th IATIS CONFERENCE: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ranslation

NATESP-西班

牙王國
Barcelona 2021-09-14 2021-09-17 2021

58 翻譯系(含碩士班) 林虹秀
結合大學社會責任USR之主題式逐步

口譯教學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七屆海峽兩岸外語

教學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0-28 2021-10-29 2021

59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林翠雲
線上華語教師培訓暨認證專業能力及

辦理成效分析
第一作者 否 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7-07 2021-07-09 2021

60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許長謨
華語教學真實語料蒐集及標記分類之

應用實務探討
第一作者 否

第20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12-17 2021-12-19 2021

61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林翠雲
實體與線上華語教學互動設計差異分

析
第一作者 否

第20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12-17 2021-12-19 2021

62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廖淑慧
華語職前教師文化教學課室言談分析

之個案研究
第一作者 否

第20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12-17 2021-12-1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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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鐘明彥 現代漢字圖像符號表義渡分析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64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許長謨
類詞標記系統在詞構理論之應用--新
聞語料庫為本之研究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65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林雪鈴
「思維模型」作為華語文閱讀教學設

計策略探討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第十二屆古典與現代國

際學術研討會-應華新世紀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市 2021-06-05 2021-06-06 2021

66 吳甦樂教育中心 王學良
以月桂方法探討文藻學生參與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之學習成效
第三作者 否

2021文化、社會與地方創生國

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0-29 2021-10-29 2021

67 吳甦樂教育中心 張淑芬 榮格理論視角之靈修輔導歷程分析 第一作者 否

2021年台灣心理學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Going邁向60年：癮

的研究‧研究的癮」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10-18 2021-10-19 2021

68 英語教學中心 潘偉琪

Using a Genre-Based Approach to Raise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Use of
Discourse Markers for Improving
Discourse Competence in Oral
Communication

第一作者 否
2021應用語言學暨語言教學國

際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市 2021-04-16 2021-04-17 2021

69 英語教學中心 邱宜敏
EFL College Students’ Engagement with
Teacher’s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第一作者 否

第30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

際研討會、2021泛亞洲國際研

討會暨第23屆銘傳大學國際應

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

NATTWN-中
華民國

台北 2021-11-12 2021-11-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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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11-03填報雲科大表1-10

70 東南亞學系(含碩士班) 張勤瑩

Wartime Childhood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 A Case Study of "Old
Chefusians" and the Weihsien Paintings
Website 

第一作者 否

Childhood and Time: The IX
Conference on Childhood

Studies 

NATFIN-芬蘭

共和國
Tampere 2021-05-10 2021-05-12 2021

71 東南亞學系(含碩士班) 蔡介裕
以月桂方法探討文藻學生參與大學社

會責任計畫之學習成效
第一作者 否

2021文化、社會與地方創生國

際學術研討會

NATTWN-中
華民國

高雄 2021-10-29 2021-10-29 2021



篇章及所屬專書名稱/或 出版社/
出版處所

專書名稱

(98年度前 專書名稱)

1 英國語文系(含碩士班) 吳秋慧 否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reflective writing / Cultural
Linguistics Applied: Trends, Dir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是 第一作者 否 外文 2021 3 Peter
Lang

978-3-631-
84332-1 紙本 是(跨國合作)

2 日本語文系 江俊賢 是

日中語の条件節由来の非従属化構文

の対照 認知類型論の観点から/認知言

語学の最前線山梨正明教授古希記念

論文集

是 第二作者 否 外文 2021 5
株式会社

ひつじ書

房

978-4-
89476-993-9 紙本 是(跨國合作)

3 德國語文系 方興華 是

Die Coriolan-Ouvertüre op. 62 von
Ludwig van Beethoven und die
Programmmusik

是 第一作者 否 外文 2021 8 GRIN
Verlag

9783346391
100 電子書 否

4 德國語文系 何浩哲 是
Männerrock-Geschlechterrollen in Mode
und Gesellschaft 是 第一作者 否 外文 2021 6 neobooks 978-3-

754136-22-5 紙本 否

5 德國語文系 鄧文龍 否

台灣苗栗客家春節燒龍文化傳承與轉

化/南山有栲-杨松年教授八秩华诞祝寿

论文集

是 第一作者 否 中文 2021 8 河北教育

出版社

978-7-5545-
6632-9 紙本 否

6 德國語文系 鄧文龍 否
台灣青山宮〝暗訪〞及其繞境祭典/青
山王信俗研究

是 第一作者 否 中文 2021 12 九州出版

社

978-7-5108-
7643-1 紙本 否

7 德國語文系 鄧文龍 否

高雄左營傳統中華節慶文化與外語教

育之鏈接/中華情懷、國際視野與當代

外語教育-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

研討會論文集

是 第一作者 否 中文 2021 12
外語教學

與研究出

版社

978-7-5213-
3183-7 紙本 否

8 東南亞學系(含碩士班) 陳立言 否

Life education in Taiwan: School
experienc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
Lif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是 第一作者 否 外文 2021 3 Routledge 978-
0367341466 紙本

是(大陸、港

澳地區合作)

ISBN編號 專書類別
是否為跨國

(地區)合作
序號

110年度教師專書(含篇章)
Teachers' Publications for Books in 2021

(98年度

前 出版

社)

資料來源：111-03填報雲科大表1-11

是否經外

部審稿或

公開發行

作者順序 通訊作者 使用語文 出版年 出版月主聘系所 教師姓名

是否

為專

書



篇章及所屬專書名稱/或 出版社/
出版處所

專書名稱

(98年度前 專書名稱)

ISBN編號 專書類別
是否為跨國

(地區)合作
序號

110年度教師專書(含篇章)
Teachers' Publications for Books in 2021

(98年度

前 出版

社)

資料來源：111-03填報雲科大表1-11

是否經外

部審稿或

公開發行

作者順序 通訊作者 使用語文 出版年 出版月主聘系所 教師姓名

是否

為專

書

9 東南亞學系(含碩士班) 陳立言 否
第三、五章/素養導向系列叢書：高中

生命教育教材教法
是 第一作者 否 中文 2021 5 教育部

978-986-
5461-96-6 紙本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