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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所簡介 

一、成立緣起 

    隨著大中華市場的崛起，世界各國紛紛興起一股華語學習熱潮，許多國家均

把華語學習列入外語教育重點發展方向之一。過去幾年來世界各地對於華語師

資的需求有增無減，放眼望去，國內已經有許多大學先後成立華語文教學相關

系所，以多元的課程以及專業化的訓練努力培育能夠走向國際的華語教學師

資。多數相關系所均以本國籍學生作為主要的華語師資培育對象，學生畢業

後，多半都會積極爭取前往國外各地任教的機會，過去多年來，臺灣在專業華

語教學師資的「輸出」方面，交出了極為亮眼的成績。 

    然而，面臨當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華語師資培訓單位「與國際接軌」的目

標不應該只偏重單向的華語教學人才之「輸出」，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國

際人才吸引至臺灣接受專業的華語師資培訓，取得學位後，這些具備華語教學

能力的外籍生將有機會回到各自的祖國推展華語教育，進而具體落實雙向的人

才交流。 

    為了促進教育國際化、打造臺灣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教育部推動「高等

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其中兩大主軸分別為「精進在臺留

學友善環境」以及「強化留學臺灣優勢行銷」。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正是從上述的思考出發，針對 L2 Chinese，也就是華語非母語的國際

學生所規劃的碩士學位學程。 

 

二、發展方向與重點 

    本學程最主要的招生對象為來自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國際學生。從語言學

習的角度來看，對於本國籍的學生而言，中文是母語，即第一語言。對外華語

教學屬於外語教學/第二語言學習的範疇，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與認

知機制是很不一樣的。如果將絕大多數的華語師資訓練重點放在「老師應該如

何教」，很可能會忽略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核心問題：「學習者應該如何學」。 

    當外籍學生來到臺灣的大專院校學習某個主修專業時，同時也在這個中文環

境裡密集訓練自身的華語應用能力。而且，這些有能力在臺灣以華語進行專業

領域學習的國際學生往往都是 L2 Chinese 的成功學習者，他們對於學習策略的

掌握與在華語環境中的親身體驗有助於他們成為具備跨文化交際能力且充滿發

展潛力的國際華語教師。然而，目前有心從事華語教學的國際學生，並沒有太

多針對他們量身設計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可以選擇。 

    東海大學國際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之成立目標在於提供一個友善而優質的

留學環境給國際學生。本學程由東海大學文學院主導籌備，結合本校中文系、

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日文系、英語中心以及國際處華語教學中心等單位

之專業師資和學術資源，呼應教育部「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發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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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東海特色，且能與世界潮流密切接軌之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本校國際化的師資團隊、專業的課程設計及中英雙語授課等三項要素將能有

效建構國際學生對於華語的語言分析能力與課堂教學能力。當這些來自世界各

地的外籍生畢業以後，除了原本主修科系的訓練成果外，還能帶著另一項專長-

-華語教學，回到各自的國家從事華語實務教學，讓臺灣的華語教育推廣能有更

多的機會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具體落實語言及文化之雙向國際交流，進而奠

定臺灣作為國際化華語文師資培育中心之領先地位。 

 

三、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一)教育目標：培育具備國際視野及人文素養之對外華語文教學專業人才 

(二)核心能力： 

1. 具備對外華語文教學能力 

2. 具備雙語及推廣國際華語文教育之能力 

3. 具備多元文化之認知及溝通能力 

 

四、課程與學分 

    本學程課程規劃之理念以培養國際學生對於華語文教學之能力為重心，以國

際化、專業化及實用化為導向，整合跨領域學科之優質師資，協助學生提升學

術知識與專業技能，有效因應未來全球華語文市場之需求與期待。 

(一) 必選修課程 

核心課程 Core Courses（必修） 

外語習得理論 3學分 

漢語語言學 3學分 

華語文教學概論 3學分 

研究方法 3學分 

華語文教學實習 0學分 

華語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領域（至少選修 3 門）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3學分 

華語文教材教法 3學分 

華語語音學與教學 3學分 

華語正音與教學 3學分 

華語文教學觀摩與演練 3學分 

華語文教學專題研究 3學分 

漢語與應用語言學領域（至少選修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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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法學 3學分 

漢語教學語法 3學分 

漢字學：理論與應用 3學分 

社會語言學 3學分 

語言學專題研究 3學分 

華人社會與文化領域（至少選修 1 門） 

華人社會與文化 3學分 

跨文化溝通 3學分 

學習心理學 3學分 

人文教育前瞻議題研究 3學分 

其他文史哲相關課程 3學分 
  
畢業論文 3學分 

 

(二) 學分規劃 

 科目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必

修 

外語習得理論 3 3       

漢語語言學 3 3       

華語文教學概論 3   3     

研究方法 3   3     

華語文教學實習 0         

碩士論文 3       3 

必修學分數 15 

選修學分數 18 

畢業學分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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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資 

一、學程主任 

姓名/職稱： 江丕賢 特聘教授兼華語文學程主任 

最高學歷：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 

研究領域： 第二語言習得、第二語言句法學、比較句法學 

開設課程： 第二語言習得、漢語語法學 

二、學程專任教師 

姓名/職稱： 林建宏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博士 

研究領域： 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認知語言學、篇章分析 

開設課程： 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職稱： 黃郁欣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 

研究領域： 二語習得與教學，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比較語法 

開設課程： 外語習得理論 

三、學程支援教師 

姓名/職稱： 何萬順 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 

研究領域： 句法學、漢語語言學、社會語言學 

開設課程： 漢語語法學 

 

姓名/職稱： 丘為君 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研究領域： 中國思想史、近代中國、史學方法與理論、西方近代思想

史、政治社會學 

開設課程： 華人社會與文化、其他文史哲相關課程  

姓名/職稱： 周玟慧 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 語言學、修辭學、聲韻學、古代漢語、漢語語法學 

開設課程： 華語語言學、華語教材教法、華語語音學與教學、華語正音

及口語表達、華語文教學導論  

姓名/職稱： 北川修一 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漢日語言對比研究、漢語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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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課程： 漢語語言學  

姓名/職稱： 邱嘉慧 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愛荷華大學外語及英語二外語教育博士 

研究領域： 英語做為第二外語之字彙習得、閱讀發展 

開設課程： 跨文化溝通  

姓名/職稱： 郭俊銘 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語言教育博士 

研究領域： 批判識讀法、繪本、質性研究、應用流行文化於 EFL教室  

姓名/職稱： 陳中漢 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外語教育博士 

研究領域： 外語教學  

姓名/職稱： 陳順龍 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英國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 英美語文  

姓名/職稱： 陳玫樺 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計算語言學

程博士 

研究領域：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英語教學、計算語言學、學習科技 

開設課程： 研究方法  

姓名/職稱： 廖敏旬 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研究博士 

研究領域： 第二外語閱讀教學、師資培育 

開設課程： 華語文教學實習、華語文教學觀摩與演練、學習心理學  

姓名/職稱： 黃繼立 副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 宋明思想、儒家思想、身體哲學、中國文學理論、宋明儒

學、身體理論、文化研究、古典文學理論 

開設課程： 華人社會與文化、跨文化溝通、其他文史哲相關課程  

姓名/職稱： 劉美惠 副教授 

最高學歷： 澳洲昆士蘭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 

研究領域： 應用語言學、第二外語教師培育、質性研究 

開設課程： 華語文教學實習、華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文教材教法、華

語文教學觀摩與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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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 蕭季樺 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應用語言學博士 

研究領域： 語言人類學、社會語言學、翻譯研究、傳播民族誌、言談分

析 

開設課程： 社會語言學  

姓名/職稱： 羅正佳 副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第二外語教學博士 

研究領域： 英語教學、閱讀與寫作、戲劇教育  

姓名/職稱： 吳凱琳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愛荷華大學英語教育博士 

研究領域： 第二外語寫作、對比修辭、民族誌研究 

開設課程： 華人社會與文化、跨文化溝通  

姓名/職稱： 李蕙容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博士 

研究領域： 心理哲學、行動哲學、語言哲學 

開設課程： 文史哲相關課程  

姓名/職稱： 邱妙津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博士 

研究領域： 英語教學、華語教學、認知語言學  

姓名/職稱： 郭宜蕙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香檳分校語言及讀寫教育博士 

研究領域： 寫作與修辭研究、言談分析 

開設課程： 研究方法  

姓名/職稱： 陳南妤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西班牙瓦倫西亞大學英語博士 

研究領域： 外語教學、文學翻譯  

姓名/職稱： 陳筱琪 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 聲韻學、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語言學 

開設課程： 漢語語言學、華語語音及教學、漢語音韻學、漢語歷史與文

化、漢字理論與應用  

姓名/職稱： 白恆旭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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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學歷：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研究領域： 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先秦古典儒家思想研究、先秦古典道家

思想研究、佛學思想研究、華語文教學研究 

開設課程： 華人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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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作夥伴 

區域 國家 校名 網址 

歐洲 

Europe 

捷克 

Czech 

Republic 

Charles 

University 
https://cckisc.ff.cuni.cz/en/ 

Palacky 

University 

Olomouc 

https://www.upol.cz/en/ 

Masaryk 

University 
https://cinskastudia.phil.muni.cz/en 

美洲 

America 

加州 

California 

South Bay 

Chinese 

School 

https://www.southbaychineseschool.org/ 

Mandarin Fun 

Academy 
暫無 

亞洲 

Asia 

泰國 

Thailand 

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https://www.tcis.ac.th/cn 

越南

Vietnam 

ULIS-

SUNWAH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Centre,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en.ulis.vnu.edu.vn/aboutulis-

organizational-structure/faculty-of-chinese-

language-and-culture/ulis-sunwah-chinese-

teaching-and-research-centre-ulis-sun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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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專題系列講座與工作坊 

一、110 學年華語文專題系列講座 

為了幫助學生增加華語教學的實務與專業度、拓展國際視野與認識華語教

學在各國的現況，學程每年皆開辦 3~5場的華語文專題系列講座，邀請各方華

語教學專家學者與相關領域專業之高階主管親自蒞臨分享學術研究成果、教學

相關經驗與各國華語教學發展現況，使校內對華語教學有興趣的學生與教師能

接收到新的專業知識並提升華語教學相關技能。本學年共開辦 8場講座，110-1

開設共 5場，110-2原開設 4場，最後一場因應疫情停辦，因此實際開設場次

共 3場。總參與人數共有 273人。 

  
110-1華語文專題系列演講 110-2華語文專題系列演講 

 
1、 【波蘭境內大學的華語教學現況及相關議題討論】 

演講者：卡基米日維爾基大學語言學院東方語言學系—陳力綺助理教授 

波蘭不少大學都設有漢學系或採雙主修方式讓學生修的中文學位，如曾孕

育出不少波蘭漢學家的華沙大學、波茲南的亞當密坎凱維奇大學和比得哥什卡

基米日維爾基大學的東方語言學系等。在這次的分享中，陳力綺老師以卡基米

日維爾基大學的俄、中文學程為例來介紹波蘭境內大學的華語教學現況，包括

華師在波蘭所面對的困境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此外，陳老師也進一步討論台灣

各大學華語文相關系所師生所關心的議題，包括：（一）台灣籍學生前往波蘭

擔任華語教師或教學助理的管道及注意事項；（二）台灣從波蘭招募華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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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來台學習的管道及策略，期望透過這次的經驗分享讓台灣和波蘭在未來有更

多的交流機會，並讓與會者對波蘭華語教學現況有更多了解。 

 
109.9.28【波蘭境內大學的華語教學現況及相關議題討論】 陳力綺教授－演講

合照 

 

2、 【華語教學的本質與國際化】 

演講者：清華大學— 信世昌教授 

信世昌教授現為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及跨院國際博碩士學程教授。曾任臺

灣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所長與海外多間大學漢學相關科系的客座教授，也

擔任過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理事長等職。研究興趣包括華語教學設計、電腦遠

距華語教學、語言政策、國際華語傳播、海外華裔華文教育等。曾主辦二十餘

個華語教學及電腦教學相關的國際研討會，擔任十餘種海內外學術期刊的編輯

委員，並出版了十幾套漢語教材及專書。在此次的演講當中，信世昌教授透過

分享豐富的教學經驗，讓聽講者們更加了解到華語教學的本質，從本質開始發

想目前在學校所學習到的專業知識與華語教學邁向國際化的進程，讓與會學生

與老師對海內外華語教學發展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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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08【華語教學的本質與國際化】 信世昌教授－演講合照 

 

3、 【華語教學新南向：越南及泰國的華語教育現況與展望】 

演講者：高雄師範大學— 鍾鎮城教授 

鍾鎮城為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他以華語雙語習得、閱讀

理論、語言政策與跨域研究為觀點，至今已於台灣華語文教學領域開創出四項

先驅議題：(1)移民華語、(2)國際學校華語文教育、(3)客華雙語教育、(4)跨國

銜轉學生語言習得規劃。在本次的演講當中，講者分享他所開創出四項先驅的

議題讓老師和學生們獲得許多啟發，在大家交流的過程當中激盪出許多不同的

火花。 

  
109.10.19【華語教學新南向：越南及

泰國的華語教育現況與展望】鍾鎮城

教授-演講情形 

109.10.19【華語教學新南向：越南及

泰國的華語教育現況與展望】鍾鎮城

教授-演講合照 

 

4、 【當你和華語文教育戀愛時：你必須具備的三種素養！】 



13 

 

演講者：臺中科技大學— 張群副教授 

張副教授為台中科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專長於語言學和華語文教學。此

次來到本系的演講帶給同學們關於華語文教學上新的思維。他所指出的三大素

養分別是：研究、教學、服務。在研究方面，主要是期刊、專書和會議論文，

也包含了以下範疇(語言學、漢語語法、語料庫語言學、華語文教學)。在教學

方面，主要是專題自編教材，以旅遊觀光為主題，達到學用合一的目的。透過

本次演講，張副教授用著幽默風趣的內容帶領與會學生與老師更加了解華語文

教學的有趣與奧妙。 

 
109.10.20【當你和華語文教育戀愛時：你必須具備的三種素養！】張群副教授-

演講情形 

 

5、 【一語語法、二語語法及語法教學】 

演講者：臺灣師範大學—鄧守信教授 

鄧教授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國立聯合大學講座教授、國立師範大學名

譽教授、中原大學兼任教授、清華大學諮詢顧問。鄧博士的研究專長為漢語語

言學﹑漢語語義學﹑漢語教學語法、漢語測驗與評量等。本次演講鄧教授針對

一語、二語語法的差異與教學經驗分享，幫助與會學生與教師解答許多教學場

域中遇到的文法問題與教學困難，透過本次演講幫助講者與與會者激盪出許多

想法與經驗分享，讓每位來賓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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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30【一語語法、二語語法及語

法教學】鄧守信教授-演講情形 

109.11.30【一語語法、二語語法及語

法教學】鄧守信教授-演講合照 

 

6、 【華語文口說測驗正確度與流利度診斷評量】 

演講者：臺灣師範大學—曾金金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的曾金金教授為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

士，曾出版專書《華語語音資料庫及數位學習應用》，並開設過中介語研究、

漢語實驗語音學及海外華語教學實務等相關課程。豐富教學經驗與語音研究經

驗的曾教授透過本次講座，幫助與會學生對華語文口說測驗的評量方式更認識，

並了解自身口說易犯的錯誤與學生易犯錯誤，幫助與會者提升對語音教學的掌

握與方法，讓學生收穫良多。 

  
110.02.22【華語文口說測驗正確度與

流利度診斷評量】曾金金教授-演講情

形 

110.02.22【華語文口說測驗正確度與

流利度診斷評量】曾金金教授-演講合

照 

 

7、 【語料庫輔助華語教學】 

演講者：臺灣大學— 張莉萍主任 

張莉萍主任現為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學程主任，張主

任曾負責台灣華語教材與評量的研發工作，開發過華語文能力測驗、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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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華語教材，廣為學習者使用。近年研究著重在學習者語料庫的建置、不同

語料庫之間的對比分析、應用語料庫輔助於華語教學。本次研究特邀張莉萍主

任來為與會者分享語料庫的使用方式與華語教師如何運用語料庫輔助華語教學，

幫助華語教師們在教材籌備與教學研究能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與專業度，讓與會

者皆收穫滿滿。 

  
110.03.29【語料庫輔助華語教學】張

莉萍主任-演講情形 

110.03.29【語料庫輔助華語教學】張

莉萍主任-演講合照 

 

8、 【少兒華語教材中的社交表達與正向心理】 

演講者：成功大學—陳菘霖助理教授 

陳菘霖老師現職為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華語文教學學程助理教授，此次演

講陳老師分享了華語教學現況有兩個使命：學華語到台灣、送華語到世界；與

一個目標：國際華語文教育推廣，其中陳老師以語用角度分享到，在詞彙教學

中，應以正向詞彙進行語言輸入，否定形式應採用低威脅、低衝突，並顧及言

談中的面子問題、禮貌原則、跨文化溝通，幫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與動力，而

社交技能是可學習的行為，使一個人以積極的方式與他人互動回應並協助避免

消極回應，本次演講透過陳老師提供的溝通技巧與經驗分享，幫助與會者認識

少兒學習者的自我調節和語用策略，構建強大的人格特質，並進一步幫助與會

者對少兒學習者再教授時應注意的溝通技巧，讓與會者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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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28【少兒華語教材中的社交表達與正向心理】陳菘霖助理教授-演講合照 

二、專題系列工作坊 

為了幫助學生增加華語教學的實務與專業度，學程除了開辦講座外，同時

也開會辦工作坊，邀請各方華語教學專家學者與相關領域專業之高階主管親自

蒞臨分享實務專業與教學經驗分享，使校內對華語教學有興趣的學生與教師能

接收到新的專業知識並提升華語教學相關技能。本學年共開辦 2場工作坊，上

學期開辦「生動的故事力」工作坊，兩天共 31人參與，下學期開辦「推廣型

命題」工作坊共 55人參與，兩場總參與人數共 86人。 

  
110-1生動的故事力工作坊海報 110-1推廣型命題工作坊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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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動的故事力－繪本時光機】 

演講者：淘喜在這裡教育工作室負責人－徐陶真老師 

徐陶真老師目前為一名繪本培力及兒童遊戲教育工作者，最喜歡跟孩子相

處，並透過粉專 (淘喜在這裡) 紀錄每一段和大家的相遇。曾擔任過國家人權博

物館兒童人權繪本種子教師、竹松社區大學繪本課程講師、竹北社區大學合作

繪本講師、山綠市集故事老師等，經驗豐富的徐老師透過本次工作方坊帶領與

會者們認識許多不同功能的繪本與運用技巧，讓 14位與會者收穫良多。 

  
110.11.04【生動的故事力－繪本時

光機】演講情形 

110.11.04【生動的故事力－繪本時光

機】演講情形 

 

2. 【生動的故事力－繪本直播間】 

演講者：Just Reading 就是閱讀協會監事－王佩瑱老師 

王佩瑱老師擁有幼兒閱讀推廣 7 年經驗，不論在幼兒園、國小、書店或圖

書館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喜愛跟親子分享繪本裡的秘密的她，也很擅長透過

繪本引領大人與小孩一同進入繪本的世界，在本次工作坊中，王老師帶來許多

它本身很推薦的許多不同種類的繪本，並現場示範如何說故事給不同族群、不

同年齡的聽眾們，並分享許多互動方式給現場與會同學與老師，讓現場與會者

皆收穫滿滿，本次工作坊共 17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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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1【生動的故事力－繪本直播

間】演講情形 

110.11.11【生動的故事力－繪本直播

間】演講情形 

 

3. 【推廣型命題講座-進階高階級閱讀測驗】 

演講者：國家華語推動測驗委員會－趙家壁老師 

現職國家華語推動測驗委員會的趙家壁老師以自身豐富的命題出題經驗，

帶領與會學生與老師能共同參與命題出題實作，幫助華語教師更了解TOCFL華

語測驗的命題方向與運用原則，幫助華語老師掌握學生易犯錯誤與能力指標認

定，讓所有與會學生與老師收穫良多，本場活動共 55人參與。 

  
111.4.25【推廣型命題講座-進階高階

級閱讀測驗】線上演講情形 

111.4.25【推廣型命題講座-進階高階

級閱讀測驗】線上演與會者合影 

 

伍、110 學年度學生校內獎助學金獲獎名冊 

獎助學金名稱 預算名稱  姓名 金額(元) 

弱勢學生助學金(共同助學金) 政府預算 張〇敏 35,000 

弱勢學生助學金(共同助學金) 政府預算 董〇瑄 27,000 

文殊文教基金會 校外單位 陳〇佳 5,000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殷〇婷 1,704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林〇宏 1,704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陳〇佳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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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黃〇斌 1,703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張〇敏 5,000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林〇翎 8,334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王〇宜 8,334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黃〇芷 5,000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董〇瑄 8,333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政府預算 伊〇娜 1,704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學校預算 伊〇娜 50,000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學校預算 張〇敏 20,000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學校預算 林〇翎 3,333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學校預算 王〇宜 3,333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學校預算 黃〇芷 20,000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學校預算 董〇瑄 3,334 

 

陸、教師學術研究成果 

一、研究計畫 

計畫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起訖日期 總金額 

林建宏

黃郁欣

江丕賢 

心心相印：以在臺

印尼移工為對象之

線上廣播節目 

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 

110/10/01~110/12/31 80,000 

黃郁欣

林建宏

江丕賢 

2022臺越泰華語文

教育研討會暨工作

坊 

教育部新南

向計畫 

110/04/15~110/04/17  

二、學術著作 

教師  學術

類別 

學術成果名稱 

林建宏 研討

會論

文 

林建宏*（2021.11）。探究取向專案學習的華語師培課程設

計：以 IB MYP中文 B為例。論文發表於第八屆國際學校華

語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ISCLE-8)，線上：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林建宏 研討

會論

文 

林建宏*（2021.12）。以概念映射探究華語極致程度補語的表

達與詮釋。論文發表於第 20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

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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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宏 專書

部份

章節 

林建宏*（2021.10）。生態語言教育之實踐-Google Earth 融入

華語文教學。載於林振興（主編），僑教研究第四輯：僑教教

學設計與反思（225-251頁）。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ISBN：978-626-317-317-0） 

林建宏 專書

部份

章節 

林建宏*、羅麗蓓（2021.08）。在地文化元素如何融入語言教

育:以埔里鎮籃城社區和愛蘭台地為例。載於江大樹 張力亞

（主編），建構水沙連學（211-241頁）。南投：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ISBN：978-957-

8825-14-7） 

三、學術活動及獎勵 

教師  學術類別 學術成果名稱 

林建宏 國內外講學

／研究／演

講 

林建宏。台灣手語教學現況及其對二語教育的啟示

（演講），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臺灣師大優華

語（2021.10.30-2021.10.30）。 

林建宏 獎補助紀錄 林建宏，獲東海大學 110學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

助。 

黃郁欣 參與國際學

術活動 

黃郁欣（2022.0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2022臺越泰

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線上會議，TWN, 台灣。 

黃郁欣 獎補助紀錄 黃郁欣，獲東海大學 110學年度延攬特殊優秀人才補

助。 

 

柒、招生庶務 
一、2020年 9月 22日招生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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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 12月 21日招生說明會 

 

 

捌、實習合作 

2022年捷克帕拉茲基大學實習合作，陳〇佳同學通過甄選於 2022年 3月

至 5月到訪捷克當地參與實地教學實習與觀課，透過本次實習讓學生實際體驗

在國外生活與授課現況，同時對實體授課有更深了解與體驗，學生收穫良多。 

  
捷克帕拉茲基大學實習合作甄選通知 捷克帕拉茲基大學實習合作錄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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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陳同學與捷克學生文化課合影 實習生陳同學與捷克學生碩士班合影 

 

玖、國際研討會 

一、2022 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 

「2022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於 2022 年 04 月 15 至 17 日東

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舉辦。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自 2020 年創立以來，今年首次舉辦「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

本次研討會很感謝越南河內外國語大學協助號召，以及泰國聯合國亞太經社會

曼谷區的李育修教授之協助。  

 因應疫情，會議採線上方式進行，論文投稿獲海內外各華語教學與研究相

關單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會議演講及發表者來自美國、越南、泰國、臺灣等

地，投稿數共約 50 篇，經嚴謹審查，錄取口頭發表論文 20 篇進行發表，所選

論文多具時效性、創新、理論與實務兼備。論文除涵蓋語言本體、習得研究、

跨文化溝通、專業華語、教材教法等主題之外，並見多篇論文關注大數據應用、

疫情下的數位教學、線上教學師資培育與機器人科技融入教學等課題。除論文

發表之外，會中也安排了專題演講、教學工作坊等活動，讓與會的來賓們彼此

觀摩、交流與分享。 

研討會開幕式首先由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主任的江丕賢特聘教授致歡迎詞，期勉本次研討會深化兩國的華語文師資

培育機構合作，也祝願所有與會嘉賓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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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丕賢特聘教授-開場致詞 

本屆研討會共有四場大會主題討論/工作坊、四場專題演講及四場論文發表

會。工作坊、演講及論文發表皆採線上進行，參與者可以即時或在聊天室提問

與討論。研討會首日的大會主題討論/工作坊，邀請了本學程主任江丕賢特聘教

授、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阮黃英副教授以及聯合國亞洲總部中文

組/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曼谷)李育修副教授，以「臺越泰三方華語文教學現況、

趨勢與展望」為題拉開研討會的序幕。本次線上研討會參與人數共 150 人，發

表篇數 20篇，透過臺越泰三方教授的演說見解精闢，引起與會者熱烈迴響和討

論。 

 
越南阮黃英教授－工作坊(1) 「臺越泰三方華語文教學現況、趨勢與展望」 

專題演講分別為及聯合國亞洲總部中文組/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曼谷)李育修

副教授演講之「東協之都泰國的空服員華語和泰國的聯合國官員華語」、越南

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阮廷賢博士演講之「從語言學角度談漢語教學」、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何萬順講座教授演講之「華語疑問句的分類與教學」，

以及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鄧守信講座教授演講之「對外漢語教材的國別

化」。此 4場演講內容皆豐富精彩，令與會者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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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修副教授-專題演講(1)「東協之都泰國的空服員華語和泰國的聯合國官員

華語」 

 
越南阮廷賢博士-專題演講(2)「從語言學角度談漢語教學」 

 
何萬順講座教授-專題演講(3)「華語疑問句的分類與教學」 

 
鄧守信講座教授-專題演講(4)「對外漢語教材的國別化」 

工作坊的部分聚焦兩大面向：1. 華語文能力測驗方面，由國家華語測驗推

動工作委員會劉玲君行銷營運長，說明臺灣華語文能力測驗內容及題庫的建置

與發展。2. 線上教學知能方面，邀請到大葉大學丁后儀助理教授及中原大學連

育仁副教授，介紹疫情下的數位教學知能及技能等線上教學課題；除此之外，

本次論文投稿相當踴躍，計有約 50 篇投稿，經專家學者審查後，最終共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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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論文脫穎而出，於大會中進行口頭發表並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張

群副教授、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杜氏清玄博士、國立政治大學華

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杜容玥助理教授、以及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陳菘霖

助理教授，擔任講評人。 

 
劉玲君行銷營運長-工作坊(2)「認識華語文能力測驗 2.0」 

 
丁后儀助理教授-工作坊(3)「線上教學數位知能」 

 
連育仁副教授-工作坊(4)「華語教學數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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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群副教授主持講評-論文發表(1) 

 
越南杜氏清玄博士主持講評-論文發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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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容玥助理教授主持講評-論文發表(3) 

 
陳菘霖助理教授主持講評-論文發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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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海內外學者論文或研究發表 

本屆研討會舉辦之時，值疫情嚴峻、俄烏戰亂之際，承辦單位東海大學華

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籌辦團隊盡心盡力，使大會得以克服困難舉辦，

實難能可貴。大會得各方嘉賓踴躍參與、提供寶貴的意見及熱烈的討論，臺越

泰三方華語文教學先進、學術暨實務成果薈萃於此，也讓研討會增添無限光

彩。研討會共為期 3 天，參與人數約 150人，感謝各方嘉賓與每位與會者的熱

烈參與。 

 
「2022臺越泰華語文教育研討會暨工作坊」大合照 

 

台灣 越南 

台灣

多 

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