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學年度第 1學期隨堂教學助理計畫 審查結果公告 

  103學年度第 1學期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計畫案，經 103年 7月 22日「隨堂教學助理

複審會議」決議，共補助 90門課程。獲補助名單如下表： 

一、人文社會學院，共計 25門。 

項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已提報 

助理名單 

1 中國文學系 沈心慧 BCN20303 文字學   

2 中國文學系 蘇淑芬 BCN20212 中國文學史一   

3 中國文學系 羅麗容 BCN30801 曲選及習作 V 

4 中國文學系 侯淑娟 BCN30802 曲選及習作   

5 社會工作學系 廖美蓮 BSW20302 社會個案工作 B組   

6 社會工作學系 廖美蓮 BSW21001 社會團體工作   

7 社會工作學系 許凱翔 BSW20303 社會個案工作   

8 社會工作學系 闕漢中 BSW30702 社區工作   

9 社會學系 林素雯 BSO10801 社會統計   

10 社會學系 黃朗文 BSO30502 社會研究方法   

11 社會學系 施富盛 BSO10102 社會學   

12 社會學系 周怡君 BSO10101 社會學   

13 社會學系 石計生 BSO30501 社會研究法   

14 政治學系 吳志中 BPO20902 國際政治   

15 政治學系 劉書彬 BPO30103 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   

16 政治學系 林瓊珠 BPO20201 政黨與選舉 V 

17 政治學系 王輝煌 BPO10202 行政學 V 

18 政治學系 蔡秀涓 BPO10203 行政學 C組   

19 哲學系 范芯華 BPH30202 倫理學   

20 哲學系 莊文瑞 BPH10601 《邏輯》與《邏輯問題討論》   

21 哲學系 米建國 BPH10602 邏即與邏輯問題討論   

22 師資培育中心 濮世緯 PED10302 教學原理   

23 歷史學系 林慈淑 BHI20202 史學方法 B   

24 歷史學系 劉龍心 BSP33811 史學導論 A組   

25 歷史學系 黃兆強 BHI20201 史學方法Ａ組   

     
 

二、外國語文學院，共計 18門。     

項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已提報 

助理名單 

1 日本語文學系 葉懿萱 NJP20702 日語讀本（二）   

2 日本語文學系 李宗禾 BJP10803 日語語法（一）Ｃ組   

3 日本語文學系 陳世娟 NJP20701 日語讀本（二）   



4 日本語文學系 陳世娟 NJP11502 日語聽力訓練（一）Ｂ組   

5 日本語文學系 阮文雅 BJP10203 初級日語   

6 日本語文學系 彭思遠 BJP10201 初級日語 A組   

7 日本語文學系 林雪星 BJP102 02 初級日語 B組   

8 日本語文學系 陳相州 NJP10702 日語讀本（一）B組   

9 日本語文學系 陳美玲 NJP107 日語讀本一   

10 日本語文學系 蘇克保 BJP20204 中級日語   

11 英文學系 蔡佳瑾 BEN10201 西洋文學概論 V 

12 英文學系 陳品如 BEN55701 英文寫作（一）   

13 英文學系 吳志中 BSP24701 法文一   

14 德國文化學系 廖揆祥 BGM23601 德國文化概論Ａ組   

15 德國文化學系 陳姿君 BGM11502 德語讀本 I B   

16 德國文化學系 羅海恩 BGM35202 德文閱讀與習作 III V 

17 德國文化學系 黃靖時 BGM58002 德語讀本 III   

18 德國文化學系 林愛華 BGM11301 德語文法ＩＡ組   

三、理學院，共計 14門。 

項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已提報 

助理名單 

1 心理學系 朱錦鳳 BPY22701 心理測驗   

2 數學系 張秀瑜 BMA106 數學概論   

3 物理學系 郭鳳珠 BCM10101 普通化學   

4 微生物學系 何美霖 BMB10801 普通化學 v 

5 微生物學系 應靜雯 BMB20501 普通微生物學（二）   

6 微生物學系 宋宏紅 BMB10401 普通生物學   

7 心理學系 張建妤 BPY102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   

8 心理學系 邱耀初 BPY10101 普通心理學   

9 物理學系 巫俊賢 BPS20201 電磁學   

10 物理學系 蕭先雄 BPS20501 熱物理(一)   

11 微生物學系 林惠婷 BMB11201 微積分   

12 化學系 吳牧恩 BCM10501 微積分 v 

13 物理學系 黃依萍 BPS30201 光學(一)   

14 化學系 王志傑 BCM10301 普通化學   

四、法學院，共計 15門。 

項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已提報 

助理名單 

1 法律學系 范秀羽 BLW20501 英美侵權行為法   

2 法律學系 余啟民 BLW30605 英美契約法全英語授課   

3 法律學系 林  桓 BLW10301 英美法導讀Ａ組   

4 法律學系 范文清 BLW20101 中華民國憲法 v 



5 法律學系 何佳芳 BLW20206 民法債編總論 v 

6 法律學系 邱玟惠 BLW20305 民法物權   

7 法律學系 程明修 BLW30801 行政法   

8 法律學系 何婉君 BLW10309 英美法導論 全英語授課   

9 法律學系 胡博硯 BLW20103 中華民國憲法   

10 法律學系 蕭宏宜 BLW20804 刑法分則 v 

11 法律學系 黃心怡 BLW20503 英美侵權行為法   

12 法律學系 成永裕 BLW306 03 英美契約法   

13 法律學系 李春福 BLW30305 刑事訴訟法 v 

14 法律學系 莊永丞 1519 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   

15 法律學系 陳重陽 BLW20204 民法債編總論   

五、商學院，共計 11門。 

項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已提報 

助理名單 

1 企業管理學系 劉敏熙 BBA30503 人力資源管理 V 

2 企業管理學系 劉敏熙 BBA49301 職涯管理與發展   

3 企業管理學系 黃庭邦 BBA30502 人力資源管理   

4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鄭宏文 BBM666 01 投資學 A組 
  

5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鄭宏文 BBM666 02 投資學 B組 
  

6 

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 謝效昭 BIT20202 行銷學(B組) 
  

7 會計學系 楊葉承 BAC30501 稅務法規   

8 會計學系 楊葉承 BAC30502 稅務法規   

9 會計學系 楊葉承 BAC30504 稅務法規   

10 資訊管理學系 林旭陽 BCP3270350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C組   

11 資訊管理學系 朱蕙君 BCP35101 數位內容設計   

六、通識教育中心，共計 8門。 

項次 開課單位 教師姓名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已提報 

助理名單 

1 中國文學系 沈惠如 BDC681A1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 v 

2 中國文學系 沈惠如 BDC681B1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   

3 中國文學系 鹿憶鹿 BDC683A1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世界   

4 政治學系 劉書彬 BDC715A1 從台灣看世界   

5 師資培育中心 蔡志賢 BDC723A1 服務學習與環境關懷   

6 微生物學系 黃顯宗 BDC32131 生命科學導論   

7 體育室 李昶弘 BDC678 B1 運動賞析   

8 體育室 林鈺萍 BDC682B1 養生氣功發展史 v 



「教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助理填報資料操作說明

一、請老師至 http://ta.nttlrc.scu.edu.tw，並於右上方輸入您電子化校園系統之帳號密碼，按「登入」。

二、至「申請結果查詢」點選「通知信」圖示，通知助理填寫基本資料。

您可以複製文字內容後自行寄信給助理，或填寫助理 Email，由系統直接寄出通知信。
1

2

http://ta.nttlrc.scu.edu.tw


三、待助理填畢資料後，請至本系統「申請結果查詢」頁面，按下「送出助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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