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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鄭文惠 教授

研究專長：

• 古典詩歌

• 題畫詩

• 詩意圖

• 書法

• 圖/文的互文性

• 空間∕記憶研究

• 身體∕性別研究

• 觀念史∕概念史

• 數位人文

個人網頁

https://chinese.nccu.edu.tw/PageStaffing/Detail?fid=6121&id=2085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林雯卿 副教授

我的研究專業為現代文學，古典文學與華語文教學，在這些範
疇與領域中有許多可以通過現代科技使我的教學內容更為精進，更
廣泛介紹被學生理解後可以作為文學專業能力認知與延伸的跨領域
引入，例如許多遠古神話母題或現代小說被改編為電視劇與電影或
微電影與桌遊手遊等，這些題材學生們都很感興趣，但因為我對這
些科技非常陌生，所以想通過此交流工作坊，學習與多認識相關運
用，希望日後可以增進自己的教學，與學生感興趣的領域相連結。



長庚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邱惠芬 副教授

教授課程及研究：閱讀寫作/東亞儒學/敘事書
寫/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

希望結合數位人文於教學。



法鼓文理學院 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蕭麗芬 助理教授

•生命教育/老莊思想/中國思想會通

•致力於開放新的教學策略，使理論與實踐
能合一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劉叡穎 副教授

•唐詩研究

•古典詩創作

•華語教學+研究

•作文教學+研究

•文藝鑑賞與創作
（寫作）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許玉青 助理教授

•中國古典文學

•華語教學

•線上教學

•台灣文學

•全英語

•創意思考

個人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1WNNmKYUyZoMQ72IiTBbmw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林以衡 副教授

報刊研究、通俗小說、觀念史



在地文化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林敬智 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 華人宗教

• 華北民間信仰

• 華人教派

• 環境史

• 數位人文

• 口述歷史

• GIS

個人網頁

https://religion.nccu.edu.tw/PageStaffing/Detail?fid=2792&id=285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邱鴻遠 助理教授

• 主要學歷：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博士

• 專長：觀光與地區發展、旅遊目的地形象、企業管理

• 學術期刊：
1. 邱鴻遠、卜遠程（2013）。地區品牌形象識別於CIS創新企劃應用：馬

祖個案。pp31-3。策略評論20。財團法人中華企業研究院學術教育基
金會。台北。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 鄭博文、吳濟華、邱鴻遠、陳如慧（2012），高雄市會展產業發展策
略之研究。城市發展，第14期，p.071- p.106。本人為通訊作者。

個人網頁

http://travel.just.edu.tw/files/15-1015-11727,c3617-1.php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汪淑珍 副教授

•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曾獲「文建會現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國家文學館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
作品多次獲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徵選出版。

• 107、108學年及109學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

• 「108年度教育部議題導向敘事力創新教學發展計畫 子計畫一﹕議題導向敘事力創
新教學發展計畫」協同主持人。

• 「108年度教育部議題導向敘事力創新教學發展計畫『幸福流域˙大肚能榮×多元敘
事˙跨域共創』創新教學發展計畫」協同主持人。

• 「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建構幸福銀髮生態圈」協同主持人。

• 曾帶領靜宜大學中文系「爬格子工作隊」，進入台中四所國小落實專業服務學習。
個人網頁

https://alcat.pu.edu.tw/_research/search/index_search_result.html?department=51&teaname=btesyhzwxAfgbcxbcxna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蔡蕙如 助理教授

於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擔任專任助理教授，並同時教授：跨
媒體行銷與傳播、行銷專題企畫、畢業製製作與展演〈社會行銷
組〉、資訊編輯採訪寫作、傳播理論、文化創意產業導論等課程，
實踐與學生互為主體性的教學方式，每學期都不斷調整教學內容與
形式，重視聆聽學生想法，透過靈活的作業激發學生創新能力。

我進入傳播教學與研究領域後，持續關注社會時勢與傳播文化
與新媒體科技藝術發展，並以此探索更多新的研究主題與社會實踐
的可能性。

個人網頁

http://www.tamx.tku.edu.tw/main/?p=2570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王明志 副教授

Web-bas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combined with Visual Reality (VR) techniques is an emerging
platform to handle geospatial and attributes information. The platform has potential to display contents (e.g.,
artifacts) of digital archiv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latform is an ideal way to providea student-centered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an instance of initiates to the platform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VR
techniqu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echniques implementation to integrate a web-based Virtual Environment
(VE) for digital archive and education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fession. In order toachieve this aim the VR
techniques of photogrammetric 3D modeling, panoramic VR modeling and web-based VE modeling were
implemented and integrated to confirm the applicability and viability of the VE platform for representation and
visualization.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how VR and web-based VE modeling have been integrated to extend
traditional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and why the products from the integration could be used to enrich contents of
educational archive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Perceived benefits of doing so are indicated by further works
which have been raising awareness of Web VRGIS techniques across thespectrum of digital archive, education
and surveying disciplines.

個人網頁

https://social.utaipei.edu.tw/var/file/67/1067/img/588/424761877.pdf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共同教育中心

曾聖文 副教授

Sheng-Wen Ts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Liberal
Education Division,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NTOU). His fields of research cover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studies,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China’s
economy.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林莉萍 副教授

休閒旅遊場域或目的地之規劃設計，結合
環境教育和永續發展之主軸，近幾年則不吝使
用高科技的發展融入研究 (例如：VR)

個人網頁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n313B1MAAAAJ&hl=zh-TW


語言小組(1)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何德華 教授

研究專長：

• Sociolinguistics

•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 Applied Linguistics
個人網頁

http://personal.ccu.edu.tw/%7Elngrau/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廖佳慧 助理教授

• 最高學歷：英國華威大學 翻譯研究博士
• 研究專長：翻譯理論與實務、口譯教學、社區口譯、粉絲翻譯、王維
詩英譯、鳩摩羅什的現代改作與譯寫

• 經歷：
1. 國立中山大學 外文系 兼任講師

2. 國立高雄大學 西語系 兼任助理教授

3. 國立嘉義大學 外語系 兼任助理教授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外系 專任助理教授

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譯研所 兼任助理教授
個人網頁

https://www.dafl.yuntech.edu.tw/teacherview.php?id=%E5%BB%96%E4%BD%B3%E6%85%A7


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玟君 副教授

Wen-Chun Chen received her Ph.D.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t
Texas A&M University, College Station, and a M.A. in TESOL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s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in Taiwan. Her primary interests include
teacher’s education for technology enhanced language education,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reation-design of digital content. Infusing
research into teaching, she has been awarded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as Outstanding Young Scholar.

個人網頁

https://www.ginawenchunchen.com/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徐琿輝 副教授

資訊科技的應用於外語的學習，如何透過網路
豐富的資訊，研究網路閱讀策略，以達到多元學習
的方式，提升學習的動機，鑽研自主學習為目標。

個人網頁

http://teacher.tku.edu.tw/PsnCat.aspx?t=psh_d_meeting_data&u=t976877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怡安 助理教授

語法學、語言習得、語文數位教學

個人網頁

https://cge.ntub.edu.tw/var/file/19/1019/img/1004/linyian.pdf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梁一萍 教授

語言教學



語言小組(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吳怡萍 教授

研究專長：

• 美國少數民族文學

• 美國現代主義文學

• 美國女性文學

• 文學與翻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阮家慶 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 計算機語言學

• 語料庫語言學

• 語言學與統計

• 應用語言學



馬偕醫學院 全人教育中心

蔡碧華 副教授

本人的研究領域為英語教學，特別是電腦輔助英語發音訓練，
但研究計畫已跨域到醫學人文領域，多年來執行的教育部計畫則放
在USR，目前已將所有的三芝在地文化藝術的記錄放在以下網址：
http://sanchi.mugtech.net/

本人相信學術研究是需跨域的，也需要跟學校附近的居民有所
互動且對他們的生活提升有所助益。

個人網頁

http://sanchi.mugtech.net/
http://www.holistic.mmc.edu.tw/Tech1_Detail.asp?hidPage1=1&hidPeopleID=5


開南大學 應用華語學系

劉慧娟 副教授

研究領域從閩、客語音韻延伸至華語語音教學與語音
習得研究、以及漢字教學。教學主要對象為華語師資培訓
研究生以及外籍華語學習者，教學科目為華語語音、漢語
音韻學、華語發音、跨文化比較、及綜合華語課程，目前
的研究主題為華語語音習得，希望進一步延伸至以下幾方
面的跨領域合作： 1) 華語習得 2) 華語數位教學課程
3) 語言與文化

個人網頁

https://tcsl.knu.edu.tw/p/404-1011-20904.php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應用研究所

王世豪 副教授

畢業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專長於經典
文獻思想與考據學、語言文字學及閱讀寫作教學。

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及共同教育委員會國文組，參與推動國文思辨
與寫作課程革新，推動美國賓州大學「深度討論(Quality Talk)教學法」。期間也
參加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出題。主編有《深度討論力─高教深耕的國文閱讀思辨素養課程》(五南圖
書，2019)、《深度討論教學法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擔任《國語
周刊》「國字方塊舞」專欄主筆；聯合報系「一刻鯨選」之「故宮那些玩意」線上
數位課程主講。

目前任職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開設「文學與創新─
文學與人生」、「文學與創新─表達與經典閱讀」、「哲學思考」、「文化創意應
用專題」、「文藝創作專題」、「應用中文」、「漢學英文」等課程。 個人網頁

http://www.ghc.yuntech.edu.tw/ch/index.php?c=member&m=fulltime


中國科技大學 互動娛樂設計系

陳貴麟 教授

•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 文學博士
• 研究專長：中國文學、華語教學、語言學、漢語方言學、數位行動教學、創新創意教學、應用文實務、
研究方法。

• 經歷：臺大、世新大學、臺北師院、中國技術學院、中國科技大學等學校兼任講師(8年)、兼任助理
教授(3年)、專任副教授(6年) 、專任教授(14年，截至2020)

• 學術論文(五年以上深具學術影響力著作類)：
1. 陳貴麟. 2001.1〈「嚴、凡」開合分韻後例外字的分析〉，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CL). 29.1: 69-83. (A&HCI)
2. 陳貴麟. 2001.10〈重紐的區別性音素與中心音素〉，《聲韻論叢》第11輯，頁137-168，臺北：

學生書局。 (自本輯開始轉型為期刊) (NSC語言學門優良期刊)
3. 陳貴麟. 2004.12〈中古「流、通」兩攝在吳語縉雲西鄉方言-m尾的特殊表現之研究〉，《語言

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四《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787-806。臺北：中央
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NSC90-2411-H-163-002, NSC92-2411-H-163-002 ) (SSCI, A&HCI)

4. 陳貴麟. 2009.12.〈《廣韻》和《七音略》之重紐字研究〉，《聲韻論叢》16，47-72。臺北：
學生書局 個人網頁

http://ied.cute.edu.tw/glchen.html


明道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蘇秀芬 助理教授

從事語言學和口語和手語比較研究，後在
英語系任教，希望可以結合手語的象似性，開
發語言學習利器。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蔡嘉琪 副教授

世新日文系教師。

關注中日比較文學、形象學、日語教學、教學
方法研究等。

個人網頁

http://jp.wp.shu.edu.tw/%e8%94%a1%e5%98%89%e7%90%aa-tsai-chia-chi/


財經及管理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王信實 副教授

研究專長：

•產業經濟

•財務經濟

個人網頁

https://econo.nccu.edu.tw/PageStaffing/Detail?fid=3274&id=1832#accesskey-l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陳建良 教授

Chien-Liang Chen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ean of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ith a 
Bachelor and a Master in Economics in 1987 and in 1989, respectively. 
He received his Ph.D. in Economics from UCLA in 1995.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issues related to household 
saving, housing demand, and wag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s.

個人網頁

https://www.econ.ncnu.edu.tw/about/staffs/%E9%99%B3%E5%BB%BA%E8%89%AF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黃麗蓮 助理教授

我對健康促進有興趣。我教授通識課程醫
學與健康，以及醫管系的選修課程管理學、人
力資源管理等。我想了解數位技術如何應用在
我的課程。

個人網頁

http://www.him.mcu.edu.tw/teacher_intro/0_teacher_detail.aspx?name=%E9%BB%83%E9%BA%97%E8%93%AE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田麗珠 副教授

•數位教材

•商管教育

•數位教學策略

個人網頁

https://it.ocu.edu.tw/var/file/47/1047/img/254/798141277.pdf


佛光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吳承恩 兼任講師

應用大數據在觀光休閒旅遊及

運動管理方面探討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鄭凱文 副教授

近年教學研究領域集中於商業教育及管理教育。

個人網頁

http://www.nkuht.edu.tw/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吳志文 副教授

研究專長：

•國際行銷管理

•策略行銷與管理

•大數據分析



設計及藝術小組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學系

洪榮澤 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品牌設計

•平面視覺設計

•數位影音製作

•文創商品開發

個人網頁

https://ttm.dyu.edu.tw/teachers.html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張弘旻 助理教授

學術專業為藝術與設計教育，著重於視覺文化與學習之相關議題探究及展
覽企劃相關教學，近幾年持續採專題式學習的視覺文化取向教學法運用在藝
術與設計教育之基礎課程，已連續數個學年採視覺文化取向教學法於USR計畫
與「展演規劃與設計」課程，以大學生所熟悉及感興趣的視覺文化來發展課
程設計，視覺文化取向的藝術與設計教學以連結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
強調資料蒐集、影像紀錄、創作與模擬策展的作業演練，企能提昇學生對生
活環境與日常視覺文化的敏銳觀察與關懷，課程呼應藝術設計院核心能力
「藝術設計之評論與鑑賞能力」與「企劃與行銷能力」的培訓與養成，在數
位平台即可策展的世代，希望培養學生瞭解展演規劃與設計的基礎知識與發
展，進而啟發創新創業的潛能。 個人網頁

http://www.hcu.edu.tw/vcd/vcd/zh-tw/886B83A8EE654E29AD6B39F3D18FE80E/0EA0A25D99AF4046A69441D6616C1250/7654F19924744014AA008FB26864E0E2


銘傳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周兆良 助理教授

大家好，我是周兆良，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最終
學歷是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國際傳播博士。並無深厚的學術專業，
主要授課及研究內容是新媒體影音內容產製、華語文教學、國文科
教學、新聞採訪寫作、及新聞原理與編輯等。經歷也不多，目前是
銘傳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現任）、及輔仁大學進修部中文系兼任
助理教授（現任）。過去曾經做過名古屋大學教學助理、日本豐田
汽車與大同特殊鋼中國語教師、經濟日報採訪中心記者、中央日報
恆春特派記者等。



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香延 兼任助理教授

個人從大學開始所學為設計領域專長(視覺傳達
設計、設計學、傳統工藝、設計文化等)，但目前工
作卻是於社區營造、地方創生、人文科技領域有更
多之接觸，實際施作場域為雲林古坑樟湖與大埔兩
社區，大學教學科目為創意思考課程。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羅崇銘 副教授

研究專長為影像處理與人工智慧，包括：

• 數位多媒體典藏

• 大數據探勘

• 感知型人工智慧

• 影像辨識

• 分類/檢索/推薦
個人網頁

https://lias.nccu.edu.tw/PageStaffing/Detail?fid=4640&id=1417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王淑慧 助理教授

個人網頁

研究專長：

•數位文化與創新設計

•文創商品和服務設計

•同感設計

•設計品牌與美學

•跨領域設計

•數位典藏與學習

•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http://www.ddd.mdu.edu.tw/zh_tw/Members/%E7%8E%8B-%E6%B7%91%E6%85%A7-79472919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博雅教育中心

張佳琳 助理教授

主要教授課程為通識社會課程、性別課程為主。



社會心理及教育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楊立行 副教授

研究專長：

•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個人網頁

https://psy.nccu.edu.tw/PageStaffing/Detail?fid=2874&id=364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劉効樺 副教授

研究專長：

• 認知神經科學

• 實驗心理學

• 視覺心理物理學

• 情緒心理學 個人網頁

https://sys.ndhu.edu.tw/RD/TeacherTreasury/tlist.aspx?tcher=11296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楊育儀 副教授

個人網頁

Peter Yang, PhD, is teach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He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5 years of practice in counseling, he traveled to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his family and pursued a doctoral degree in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t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2018, he finished his second PhD
i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 Statistics.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etworking for careers, workplace counseling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of counseling in Chinese settings. More recentl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as
frequently been employed in his research into careers. He ha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a social capital approach to informal career support at work.

https://web085004.adm.ncyu.edu.tw/eRes.pub/Res.aspx?thrid=A0727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謝穎慧 助理教授

個人對人類行為有很大的興趣。大學社會系、碩班行
為科學、博班社會福利，以及博士後與台、美、荷學者共
同進行台灣日治時期歷史人口研究，更響往對於制度/結
構和個人間關係的探究。目前研究主題為華人家庭之人口
行為、社福系統對個人福址的關係。

個人網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kqbXmzh5dIlc7mYOt2p2ghkeTJ95bbi/view?usp=sharing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通識中心

葛傳宇 副教授

個人網頁

個人專長領域：

•國際關係

•全球反貪運動

•國防貪腐

•全球公民社會

•國際志工

•服務學習

https://gec.ntua.edu.tw/pageQAQ.asp?kk=119


明道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林勤敏 副教授

個人網頁

研究專長：

•教育行政

•成人教育

•藝術教育

•幼兒教育

•創意教學

•實驗教育研究

http://www.ici.mdu.edu.tw/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楊立華 副教授

青少與老人社工、社會統計、醫務與矯治社工

個人網頁

http://www.hcu.edu.tw/sw/sw/zh-tw/7183B26143F3440A8452F34BB0FA59A3/6A70C60FF16F4618876C7B0956CF8598/yang-li-hua--zhu-li-jiao-shou

	教師個人簡介
	文史哲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鄭文惠 教授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林雯卿 副教授
	長庚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邱惠芬 副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 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蕭麗芬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劉叡穎 副教授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		許玉青 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林以衡 副教授
	在地文化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林敬智 助理教授
	景文科技大學 旅遊管理系�		邱鴻遠 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汪淑珍 副教授
	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		蔡蕙如 助理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王明志 副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共同教育中心�		曾聖文 副教授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林莉萍 副教授
	語言小組(1)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何德華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廖佳慧 助理教授
	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玟君 副教授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徐琿輝 副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怡安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梁一萍 教授
	語言小組(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吳怡萍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阮家慶 助理教授
	馬偕醫學院 全人教育中心�		蔡碧華 副教授
	開南大學 應用華語學系�		劉慧娟 副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應用研究所�		王世豪 副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 互動娛樂設計系�		陳貴麟 教授
	明道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蘇秀芬 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蔡嘉琪 副教授
	財經及管理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王信實 副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陳建良 教授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黃麗蓮 助理教授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田麗珠 副教授
	佛光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吳承恩 兼任講師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鄭凱文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吳志文 副教授
	設計及藝術小組
	大葉大學 觀光旅遊學系�		洪榮澤 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張弘旻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 廣播電視學系�		周兆良 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香延 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羅崇銘 副教授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王淑慧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博雅教育中心�		張佳琳 助理教授
	社會心理及教育小組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楊立行 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劉効樺 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		楊育儀 副教授
	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謝穎慧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通識中心�		葛傳宇 副教授
	明道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林勤敏 副教授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楊立華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