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原住民專班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學程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本校敬業樓 3樓 原住民專班辦公室 

主席：伍院長鴻沂                                記錄：曾華慈 

出（列）席人員：伍鴻沂院長、林春鳳主任、林瑞興主任、易毅成主任、 

劉立敏主任、胡曉涵同學 

壹、宣讀上次（101年 10月 29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訂定本學程「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修正通過 原住民專班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原住民專班  

案由：推選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 檢附本校教授師資名單(如附件一)。 

辦法：通過後，提送院務會議核備。 

決議：推選黃冬富副校長(教授)、伍鴻沂院長(教授)、林瑞興主任(教授)、易毅成

主任(副教授)、林春鳳主任(副教授)為本學程教師評委員會之委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上午 11:00 
 

 

 

 

 

 

 

 

 

 



 



 人文社會學院教授師資名單：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職稱 學校名稱 

陳藝苑 女 博士 音樂學系 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 

伍鴻沂 男 博士 音樂學系 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 

李美燕 女 博士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 

簡光明 男 博士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 

陳劍鍠 男 博士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 

鍾屏蘭 女 博士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高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 

吳宗立 男 博士 社會發展學系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黃冬富 男 碩士 視覺藝術學系 教授 師大藝術碩士 

焦正一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哲學博士 

李堅萍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體育系教授師資名單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職稱 學校名稱 

林耀豐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李勝雄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陳坤檸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運動科學博士 

涂瑞洪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林新龍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湖北省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博士 

林瑞興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附件一 



 本校教授師資名單：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職稱 學校名稱 

顏慶祥 男 博士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劉慶中 男 博士 校長室 教授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李賢哲 男 博士 學術副校長室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博士 

陳坤檸 男 博士 秘書室 教授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運動科學博士 

孫敏芝 女 博士 教務處 教授 英國約克大學教育研究所哲學博士 

鍾屏蘭 女 博士 學務處 教授 高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 

林新龍 男 博士 總務處 教授 湖北省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博士 

楊政興 男 博士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計算機科學博士 

張英鵬 男 博士 研究發展處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 

高慧蓮 女 博士 數理教育研究所 教授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博士 

王靜如 女 博士 數理教育研究所 教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博士 

劉曼麗 女 博士 數理教育研究所 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數學教育哲學博士 

簡成熙 男 博士 教育行政研究所 教授 高雄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 

莊麗娟 女 博士 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博士 

陳淑敏 女 博士 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 威斯康辛大學兒童與家庭研究博士 

林瑞興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林耀豐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李勝雄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黃天佑 男 博士 資訊科學系 教授 台灣大學電機研究所計算機科學組博士 

施釗德 男 博士 資訊科學系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電機博士 

陳慶福 男 博士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 彰師大教育學博士 

邱珍琬 女 博士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授 美國德州理工大學諮商教育博士 

陳藝苑 女 博士 音樂學系 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 

郭錦煌 男 博士 應用數學系 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統計所 



詹勳國 男 博士 應用數學系 教授 美國猶他大學數學系博士 

李美燕 女 博士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 

陳劍鍠 男 博士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 

焦正一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哲學博士 

李堅萍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何偉雲 男 博士 應用物理系 教授 美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哲學博士 

樊琳 女 博士 化學生物系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生物化學博士 

陳存仁 男 博士 化學生物系 教授 中原大學化學博士 

林曉雯 女 博士 理學院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教博士 

伍鴻沂 男 博士 人文社會學院 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博士 

簡光明 男 博士 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 

張慶勳 男 博士 教育學院 教授 高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 

涂瑞洪 男 博士 進修暨研究學院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吳宗立 男 博士 進修暨研究學院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