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附件 6  本校其他系所專任教師支援開設通識教育課程一覽表（99 學年度-102 學年

度第 1 學期） 

（1）99 學年度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開設通識教育課程教師 

編號 課程教師 海大任教學院系所名稱 
通識教育中心 

99.1 99.2 

1. 陳建宏教授 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 ◎ 

2. 黃麗生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3. 胡清華教授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生物科技研究所 ◎ ◎ 

4. 胡健驊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環境資訊系 ◎ ◎ 

5. 吳蕙芳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6. 鄭學淵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 

7. 簡連貴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 

8. 廖正信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 

9. 羅綸新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10. 安嘉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1. 卞鳳奎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2. 許籐繼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13. 周成瑜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 

14. 林志聖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15. 應俊豪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6. 謝寬永副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 

17. 彭家禮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 ◎ 

18. 吳允中副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 ◎ ◎ 

19. 田文國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20. 王嘉陵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21. 王鳳敏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2. 林綠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3. 陳慧珍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24. 黃馨週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5. 周利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6. 林甫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27. 蔣湧濤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專任 ◎ ◎ 

28. 薛梅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29. 林谷蓉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30. 洪思竹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 

31. 劉中平助理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32. 丹尼爾.伍德專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15 

講師 

33. 鍾正倫專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4. 許曉民講師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共計 34 名 34 名 

 

（2）100 學年度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開設通識教育課程教師 

編號 課程教師 海大任教學院系所名稱 
通識教育中心 

100.1 100.2 

1. 陳建宏教授 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 ◎ 

2. 黃麗生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3. 胡健驊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環境資訊系 ◎ ◎ 

4. 吳蕙芳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5. 鄭學淵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 

6. 簡連貴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7. 廖正信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8. 羅綸新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9. 高聖惕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10. 張正傑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11. 安嘉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2. 卞鳳奎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3. 許籐繼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14. 周成瑜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 

15. 林志聖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16. 應俊豪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7. 華  健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輪機工程學系  ◎ 

18. 謝寬永副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19. 彭家禮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  

20. 吳允中副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 ◎ ◎ 

21. 田文國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22. 王嘉陵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23. 王鳳敏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4. 林綠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5. 陳慧珍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26. 黃馨週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7. 林谷蓉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28. 洪思竹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29. 劉中平助理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30. 周利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31. 林甫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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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蔣湧濤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33. 薛梅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4. 丹尼爾.伍德專

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5. 鍾正倫專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6. 許曉民講師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共計 34 名 28 名 

 

（3）101 學年度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開設通識教育課程教師 

編號 課程教師 海大任教學院系所名稱 
通識教育中心 

101.1 101.2 

1. 黃麗生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2. 胡清華教授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生物科技研究所 ◎  

3. 胡健驊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環境資訊系 ◎ ◎ 

4. 吳蕙芳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5. 簡連貴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6. 莊慶達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   ◎ 

7. 張正傑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8. 吳俊仁教授 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  

9. 廖朝軒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10. 臧效義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 

11. 安嘉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2. 卞鳳奎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3. 周成瑜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 

14. 林志聖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 

15. 應俊豪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16. 華  健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輪機工程學系 ◎ ◎ 

17. 蘇惠卿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 

18. 彭家禮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  

19. 吳允中副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光電研究所 ◎ ◎ 

20. 田文國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21. 王鳳敏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2. 林綠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3. 陳慧珍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24. 黃馨週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25. 林谷蓉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 

26. 劉中平助理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 

27. 王世斌助理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 ◎  

28. 周利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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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林甫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0. 黃如瑄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31. 蔣湧濤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 

32. 薛梅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3. 丹尼爾.伍德專

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4. 鍾正倫專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 ◎ 

35. 許曉民講師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共計 33 名 28 名 

 

（4）1021 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開設通識教育課程教師 

編號 課程教師 海大任教學院名稱 
共同教育中心 

102.1 

1. 黃麗生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2. 胡健驊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環境資訊系 ◎ 

3. 吳蕙芳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4. 廖正信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 

5. 李光敦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6. 張正傑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7. 臧效義教授 工學院/河海工程學系 ◎ 

8. 蕭聰淵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9. 安嘉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10. 卞鳳奎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11. 周成瑜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12. 林志聖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 ◎ 

13. 應俊豪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14. 華  健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輪機工程學系 ◎ 

15. 詹滿色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 ◎ 

16. 蘇惠卿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法律研究所 ◎ 

17. 陳惠芬副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 

18. 吳允中副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光電科學研究所 ◎ 

19. 張竝瑜副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 ◎ 

20. 田文國副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21. 林谷蓉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 

22. 劉中平助理教授 海運暨管理學院/商船學系 ◎ 

23. 王世斌助理教授 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海洋事務與資源管理研究所 ◎ 

24. 王鳳敏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25. 林綠芳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26. 黃馨週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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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周利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28. 林甫雯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29. 黃如瑄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30. 蔣湧濤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31. 薛梅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32. 丹尼爾.伍德專

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33. 鍾正倫專案講師 人文社會科學院/應用英語研究所 ◎ 

共計 33 名 

 

※本校其他系所專任教師支援開設博雅領域 通識教育課程一覽表（98 至 101 學年） 

學年度 課程名稱 教師 支援系所 

98 日本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黑潮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後現代思潮 王嘉陵 教研所 

職場安全 田文國 商船系 

基隆的人文與自然－一個城市的故事  安嘉芳 海文所 

基隆之美 安嘉芳 海文所 

世界海洋文學名著選讀 江愛華 教研所 

物理中看音樂－音樂中看物理  吳允中 光電所 

刑法與人權 周成瑜 海法所 

刑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生涯規劃與發展 林志聖 教研所 

災後的心理輔導與復健 林志聖 教研所 

海洋社會科學概論 林谷蓉 海文所 

智財法律與生活講座 洪思竹 海法所 

法律與生活講座 洪思竹 海法所 

混沌學入門 胡健驊 環資系 

海洋科技導論 胡健驊 環資系 

優質企業人系列講座 孫寶年 食科系 

優質海洋人系列講座 孫寶年 食科系 

生命科學哲理 孫寶年 食科系 

卓越大師講座 張正傑 教研所 

透視藝術─與藝術家面對面 張正傑 教研所 

自然科學概論 許育彰 教研所 

莎士比亞戲劇與人生 許曉民 商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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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學概論 陳秀育 航管系 

工程導論 陳建宏 系工系 

微生物－是朋友還是敵人? 彭家禮 海生所 

永續生活 華健 輪機系 

環境課題 華健 輪機系 

北亞草原文化概論 黃麗生 海文所 

臺灣語文學 廖坤靜 運輸系 

英美文化 應俊豪 海文所 

世界捕魚大觀 謝寬永 環漁系 

環境災害與減災防治 簡連貴 河工系 

創意雕塑 羅綸新 教研所 

視覺藝術與美勞創作 羅綸新 教研所 

99 日本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黑潮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中日關係史 卞鳳奎 海文所 

海洋、漁業與生活 王世斌 海資所 

後現代思潮 王嘉陵 教研所 

職場中的多元文化 田文國 商船系 

職場安全 田文國 商船系 

基隆的人文與自然—一個城市的故事 安嘉芳 海文所 

歷史人物析論 安嘉芳 海文所 

基隆之美 安嘉芳 海文所 

影視史學 安嘉芳 海文所 

物理中看音樂—音樂中看物理 吳允中 光電所 

海港城市與文化 吳蕙芳 海文所 

中國社會史 吳蕙芳 海文所 

刑法與人權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平等與法律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平等教育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刑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議題與親密關係發展 林志聖 教研所 

法律、社會與科技 林谷蓉 海文所 

政治變遷與國家發展 林谷蓉 海文所 

法律與生活講座 洪思竹 海法所 

智財法律與生活講座 洪思竹 海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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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學入門 胡健驊 環資系 

海洋科技導論 胡健驊 環資系 

卓越大師講座 胡清華 生技所 

優質企業人系列講座 孫寶年 食科系 

優質海洋人系列講座 孫寶年 食科系 

生命科學哲理 孫寶年 食科系 

莎士比亞戲劇與人生 許曉民 商船系 

書法藝術欣賞與創作 許藤繼 教研所 

工程導論 陳建宏 系工系 

生命科學的探索與應用 陳歷歷 生科系 

微生物—是朋友還是敵人？ 彭家禮 海生所 

環境課題 華健 輪機系 

北亞草原文化概論 黃麗生 海文所 

從現代世界體系到全球化 黃麗生 海文所 

海洋生態與經濟永續發展 廖正信 環漁系 

台灣語文學 廖坤靜 運航系 

海巡法規概要 劉中平 商船系 

臺灣海洋巡護政策與經驗之永續發展 劉中平 商船系 

綠能生活與環境 鄭學淵 環漁系 

世界文明與發展 應俊豪 海文所 

世界捕魚大觀 謝寬永 環漁系 

環境災害與減災防治 簡連貴 河工系 

創意雕塑 羅綸新 教研所 

視覺藝術與美勞創作 羅綸新 教研所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羅綸新 教研所 

100 黑潮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臺灣文化變遷與社經結構 卞鳳奎 海文所 

日本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海洋、漁業與生活 王世斌 海資所 

職場中的多元文化 田文國 商船系 

基隆之美 安嘉芳 海文所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安嘉芳 海文所 

歷史人物析論 安嘉芳 海文所 

物理中看音樂—音樂中看物理 吳允中 光電所 

海港城市與文化 吳蕙芳 海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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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史 吳蕙芳 海文所 

刑法與人權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平等與法律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平等教育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刑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議題與親密關係發展 林志聖 教研所 

民主憲政與基本人權 林谷蓉 海文所 

法律、社會與科技 林谷蓉 海文所 

面對全球暖化之海洋科技 胡健驊 環資系 

混沌學入門 胡健驊 環資系 

優質企業人系列講座 孫寶年 食科系 

優質海洋人系列講座 孫寶年 食科系 

國際法概論 高聖惕 海法所 

卓越大師講座 張正傑 教研所 

莎士比亞戲劇欣賞 許曉民 商船系 

管理學概論 陳秀育 航管系 

工程導論 陳建宏 系工系 

邁向成功之道 陳建宏 系工系 

微生物-是朋友還是敵人 彭家禮 海生所 

永續生活 華  健 輪機系 

北亞草原民族與文化 黃麗生 海文所 

從現代世界體系到全球化 黃麗生 海文所 

中國文化史 黃麗生 海文所 

台灣語文學 廖坤靜 運航系 

海洋能源系統導論 臧效義 河工系 

海巡法規概要 劉中平 商船系 

臺灣海洋巡護政策 與經驗之永續發展 劉中平 商船系 

東亞海權發展與演變 應俊豪 海文所 

近代中外關係史 應俊豪 海文所 

環境災害與減災防治 簡連貴 河工系 

創意雕塑 羅綸新 教研所 

101 北亞草原民族與文化 黃麗生 海文所 

海洋移民史 黃麗生 海文所 

從現代世界體系到全球化 黃麗生 海文所 

儒家經典的當代解讀 黃麗生 海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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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暖化之海洋科技 胡健驊 環資系 

混沌學入門 胡健驊 環資系 

卓越大師講座 胡清華 生技所 

卓越大師講座 張正傑 教研所 

中國社會史 吳蕙芳 海文所 

海港城市與文化 吳蕙芳 海文所 

中國文化史 吳蕙芳 海文所 

環境災害與減災防治 簡連貴 河工系 

工程導論 吳俊仁 系工系 

建築、氣候與能資源 廖朝軒 河工系 

海洋能源系統導論 臧效義 河工系 

歷史人物析論 安嘉芳 海文所 

三國志與三國演義 安嘉芳 海文所 

基隆的人文與自然-一個城市的故事 安嘉芳 海文所 

中國海洋發展史 安嘉芳 海文所 

大學歷史 安嘉芳 海文所 

臺灣文化變遷與社經結構 卞鳳奎 海文所 

黑潮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台灣航運史 卞鳳奎 海文所 

日本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中日關係史 卞鳳奎 海文所 

中國近代歷史人物事件與日本文化 卞鳳奎 海文所 

中日關係史 卞鳳奎 海文所 

中國近代歷史人物與事件 卞鳳奎 海文所 

刑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平等教育法概要 周成瑜 海法所 

全球化下保護海洋環境政策與立法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平等與法律 周成瑜 海法所 

刑法與人權 周成瑜 海法所 

性別議題與親密關係發展 林志聖 教研所 

近代中外關係史 應俊豪 海文所 

世界文明與發展 應俊豪 海文所 

東亞海權發展與演變 應俊豪 海文所 

永續生活 華  健 輪機系 

環境課題 華  健 輪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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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生活講座 蘇惠卿 海法所 

微生物-是朋友還是敵人? 彭家禮 海生所 

物理中看音樂 --- 音樂中看物理 吳允中 光電所 

職場中的多元文化 田文國 商船系 

職場安全 田文國 商船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