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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授教師一覽表 

107 下學期各科面授教師一覽表 

 

107學年度下學期各科面授教師一覽表 
1. 請同學盡量利用面授日上課時，當面與老師討論課業疑難問題，以減少

電話聯繫的不便。 

2. 各科面授老師的聯絡方式（電話或 email）請同學以帳號、密碼登入『教

務行政資訊系統（在校生）』，點選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表下載點閱，就

可以查閱聯絡方式，或請於面授上課時當面徵詢面授老師。 

3. 跨中心網路面授的科目，其編班代號分別為 6NZ001、6NZ002、6NZ003、

6NZ004...請選修的同學依據個人編入的班別及網路面授時間參加該科

網路面授。 

★ 網路面授班平時作業題目之查詢請同學以帳號、密碼登入『教務行政

資訊系統（在校生）』，點選平時作業題目表下載點閱，至於作業繳交

相關規定，請依據網路面授班老師的說明辦理。 

★ 開啟瀏覽器進入課程網址：http://vc.nou.edu.tw，找尋所修科目點

選【按我進入教室】。 

★ 點選進入後請先確定教室狀態為已經開始，請於您的姓名：輸入學號

＋姓名；電子郵件地址：輸入您的 E-mail 信箱後，點選【加入】進

入課程教室。 

★ 網路面授如要請假，請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在校生）』內，

學生面授線上請假辦理；網路面授老師的聯絡方式請於網路面授上課時

詢問老師或下載該科之第二次作業題目表查閱。 

跨中心網路面授（同步影音虛擬教室)網址：http://vc.nou.edu.tw/。 

★ 跨中心網路面授班仍要參加本中心安排的考試，試場請查閱臺南中

心「考試試場分配表」。 

4. 『學生選課卡』班級代碼說明： 

開頭為：6N6…，6N7…代表一般生實體面授班，必須到成大光復校區面授上課。 

開頭為：6@6…，6@7…代表專班實體面授班，必須到成大光復校區面授上課。 

開頭為：6NZ001,6NZ002…，代表跨中心網路面授班，在家配合所選科目網路上課

時間，打開瀏覽器參與網路面授教學。 

電腦實習班：依據本中心安排的實習時間表至成大光復校區空大電腦教室上機實習。 

 

 

http://vc.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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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學系 科目名稱 
面授教師 

姓名 
班級 1 班級 2 班級 3 

通識教育中心 社區營造與生活 吳比娜 6N6101 6N6202   

通識教育中心 國文文選 楊憶慈 6N6301     

通識教育中心 運動休閒與健康 林欣仕 6N7401 6N7502   

通識教育中心 學習科技入門 黃志燻 6N7201     

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美學 陳鴻恩 6N7101 6N7202   

通識教育中心 當代世界：國際政經趨勢 謝明振 6N7301     

通識教育中心 日本語文與文化 朱戎梅 6N6201 6N6302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倫理關懷 林妙貞 6@75A1（員警專班）     

通識教育中心 公民社會 陳啟杰 6@75A1（員警專班）     

人文學系 新媒體文化與生活 陳東園 6NZ001     

人文學系 小品文選 柯品文 6N7301     

人文學系 隋唐史 石弘毅 6N7501     

人文學系 俄國史 董遠飛 6NZ001     

人文學系 中國哲學精神發展史 李志成 6NZ001     

人文學系 老莊與人生 顏秀珍 6N6301     

人文學系 視覺傳播 楊世凡 6NZ001     

人文學系 網路中的危機 周芊 6NZ001     

人文學系 英文閱讀方法 陳達武 6NZ001     

人文學系 學習英語的策略與方法 鍾淑玫 6N6501     

人文學系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康力平 6NZ001     

人文學系 中階英語 
洪敏琬 

陳達武 
6NZ001   

  

人文學系 聊齋志異選讀 李淑如 6N6201     

人文學系 插畫與繪本 陳昭吟 6N7103     

人文學系 日文(二) 柯明良 6NZ001     

社會科學系 社會統計 謝穎慧 6NZ004  6@Z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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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學系 科目名稱 
面授教師 

姓名 
班級 1 班級 2 班級 3 

社會科學系 教育心理學 黃筠婷 6N7501     

社會科學系 法學德文（一） 林谷燕 6NZ001   

社會科學系 法學德文（二） 林谷燕 6NZ001     

社會科學系 發展心理學 蔡月芬 6N7101     

社會科學系 成人心理衛生 劉俐蓉 6N6301     

社會科學系 人類學習與認知 黃慈 6NZ001     

社會科學系 生命教育 林妙貞 6N6501     

社會科學系 生命教育 丁晨 6NZ001     

社會科學系 民法(身分法篇) 林武震 6N7301     

社會科學系 
商事法(保險法、海商法

篇) 
謝政曄 6N7501   

  

社會科學系 精神病理社會工作 陳興星 6N7201     

社會科學系 社會個案工作 孫大倫 6N6401     

社會科學系 社會個案工作 陳伶珠 6NZ001     

社會科學系 社會福利概論 洪千惠 6@62A1（社工專班） 6N7301   

社會科學系 樂齡生涯學習 蔡幸娟 6N6401     

社會科學系 家庭政策 孫大倫 6N7401     

社會科學系 資訊與法律 杜傳榮 6@63A1（法學專班）     

社會科學系 資訊與法律 黃清德 6NZ001   

社會科學系 刑事訴訟法 謝政曄 6N6301     

社會科學系 刑事訴訟法 楊文仁 6@62A1（法學專班）     

社會科學系 愛情心理學 李洸楚 6N7401     

社會科學系 方案設計與評估 孫大倫 6@63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福利行政 洪千惠 6@61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城瑞蓮 6@64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生活與民法 杜傳榮 6@64A1（法學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蘇碧珠 6@63A1（社工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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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學系 科目名稱 
面授教師 

姓名 
班級 1 班級 2 班級 3 

社會科學系 志願服務 蘇碧珠 6@62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民事訴訟法 楊文仁 6@61A1（法學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學 曾子豪 6@62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團體工作 曾子豪 6@61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工作概論 曾子豪 6@63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會工作管理 曾琪富 6@64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社區工作 曾琪富 6@65A1（社工專班）     

社會科學系 心理學 曹玫蓉 6@61A1（社工專班）     

商學系 國際貿易實務 劉正松 6NZ001     

商學系 微積分 陳卓泰 6NZ001     

商學系 顧客服務管理 謝明振 6N7501     

商學系 策略行銷分析 陳淑珍 6N7401     

商學系 策略行銷分析 鍾依霖 6NZ001     

商學系 行銷學原理 李淑貞 6N6201     

商學系 連鎖經營實務 李新榮 6N7103     

商學系 廣告學原理 李錦河 6N7201     

商學系 總體經濟學 吳佩珊 6NZ001     

商學系 貨幣銀行學 黃存建 6NZ001     

商學系 財務報表分析 李炳昌 6N6301     

商學系 財務報表分析 葉輔錩 6NZ001     

商學系 流通管理學 魏毓惠 6N7301     

商學系 流通管理學 盧清城 6NZ001     

商學系 時尚經營管理 魏毓惠 6N6501     

公共行政學系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 

：理論與個案 
邱文智 6@73A1（員警專班） 6@74A1（員警專班） 

  

公共行政學系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 

：理論與個案 
許立一 6NZ001  

 

公共行政學系 考銓制度 林耀淞 6N7501     

mailto:6@65A1（社工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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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學系 科目名稱 
面授教師 

姓名 
班級 1 班級 2 班級 3 

公共行政學系 行政學(下) 邱文智 6N7203     

公共行政學系 公務倫理 陳茂榮 6N7301     

公共行政學系 政府危機管理 陳茂榮 6@71A1（員警專班） 6@72A1（員警專班） 6N7401 

公共行政學系 人事行政 林耀淞 6@71A1（員警專班） 6@72A1（員警專班）   

公共行政學系 人事行政 陳慶霖 6N7101     

公共行政學系 薪資制度與管理 林青青 6N6301     

公共行政學系 公共治理 黃麗如 6@73A1（員警專班） 6@74A1（員警專班）   

公共行政學系 勞動政策 林永裕 6NZ001     

公共行政學系 公民關係管理 廖洲棚 6NZ001     

公共行政學系 
公共治理的 

理論與實務 
許立一 6NZ001   

  

生活科學系 家庭諮商與輔導 劉英蘭 6N7101     

生活科學系 有機環境栽培與健康 劉甯珠 6N7301     

生活科學系 休閒遊憩概論 謝文豐 6N6501     

生活科學系 家庭資源與管理 張乃文 6N6401 6N6502   

生活科學系 家庭資源與管理 李青芬 6NZ001     

生活科學系 兒童及少年福利 郭淑美 6N7401 6N7502   

生活科學系 老人與家庭 黃琴雅 6N6301 6N6402   

生活科學系 臨終與後續關懷 王姿菁 6@75A1（殯葬專班）     

生活科學系 臨終與後續關懷 盧璧珍 6NZ001   

生活科學系 殯葬文書與司儀 王姿菁 6@74A1（殯葬專班） 631101（南監）   

生活科學系 殯葬文書與司儀 陳繼成 6NZ001   

生活科學系 慶典禮俗 曾國棟 6N6401     

生活科學系 銀髮族生活規劃 邱秀如 6N6501     

生活科學系 托育服務 呂崟 6N7401     

生活科學系 遊程規劃 劉芷菱 6N7501     

生活科學系 預防保健 覃尹琳 6N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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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學系 科目名稱 
面授教師 

姓名 
班級 1 班級 2 班級 3 

生活科學系 輔導原理與實務 蔡月芬 6N6201     

生活科學系 殯葬文化學 洪雅臻 6@71A1（殯葬專班）     

生活科學系 殯葬政策與法規 洪雅臻 6@72A1（殯葬專班）     

生活科學系 殯葬歷史與禮俗 洪雅臻 6@73A1（殯葬專班）     

管理與資訊學系 
巨量資料處理 

與應用實務 
張義範 6NZ0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 劉奕賢 6N73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郭秋田 6NZ002     

管理與資訊學系 科技管理概論 陳麒麟 6NZ002     

管理與資訊學系 策略管理 曾俊洲 6NZ0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專案管理概論 曾俊洲 6NZ0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事業組織市場行銷 

—B2B行銷 
楊玫錦 6NZ0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行動無線通訊與應用 陳泗洲 6N72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Word專業文件排版 陳嘉偉 6N7501（617117實習）     

管理與資訊學系 企業管理 蔡侑霖 6N65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新風險管理精要 李科翰 6NZ0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Excel進階技巧 

與專業應用實務 
陳嘉偉 6N6201（617212實習）   

  

管理與資訊學系 電腦網路規劃與管理 陳裔專 6NZ002     

管理與資訊學系 金融機構管理 李科翰 6NZ0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大數據入門 莊惠棋 6N6401     

管理與資訊學系 Google雲端實務應用 周宗元 6NZ002     

管理與資訊學系 
手機動畫文宣製作 

：HTML5之行動裝置應用 
周宗元 6NZ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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