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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關芳芳 2602 K69- 1內 漢語語言學、英語教學、專業英語/華語 106入-官方字幕與粉絲字幕比較：以《探險活寶》為例

105入-赴海外之文化適應與實習效益─以某科技大學實習生在各國為例 ffyao@mail.chihlee.edu.tw

1107 張光球 2405 K47- 1內 會展英文、第二外語-西班牙
106入-致理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103-106學年度學生對實習畢業門檻之

反應-以需求理論剖析

105入-CNN對應英系104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ball.paco@mail.chihlee.edu.tw

2436 吳榮惠 2403 K47- 2外 英語教材教法、英文寫作、研究方法
106入-板橋南雅夜市

105入-Handmade drinks:A case Study of consumer Buying Behavior

and Sat i s f act i on among col l ege St udent s - 50 Lan as  an exampl e hui54321@mail.chihlee.edu.tw

1722 周靜婷 2402 K48- 1內 英文閱讀、聽講練習、服務學習 106入-遠距教學滿意度分析與探討—以致理科技大學為例

105入-大學生打工度假之自我成長與跨文化適應探討 emilyc629@mail.chihlee.edu.tw

2973 呂虹瑾 2401 K48- 2外 英美文學、西方文學理論、英文閱讀與寫作
106入-Animal Rights behind Fur In europe America and china

105入-Let's LOHAS Seminar on Research Method hjlu22@mail.chihlee.edu.tw

3455 莫康笙 1121 應英系 英美文學，非裔美人研究，文化研究

p    g g   g g

t o Engl i s h s ongs  as  an exampl e

105入-The Impact of Online 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on

Cr eat or s kangshenmo@gmail.com

2640 簡元瑜 4210 F507- 4
Leader s hi p、Employee attitudes and behavior、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06入-品牌知名度與購買意願關係之研究 --- 飢餓行銷之干擾角色

106入-教師風格與學生成績表現之研究- 數位教學平台之角色效果 yuchien@mail.chihlee.edu.tw

1677 鐘良怡 2605 K68- 1內 英語教材與教法、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lychung@mail.chihlee.edu.tw

1725 高淑華 2603 K68- 2外 應用英文專題實務、商用英文

106入-An inquiry into students of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2019

i n chi hl ee unver s i t y of  Technol ogy t he us age of

ext r acur acur r i cul ar  engl i s h l ear ni ng r es our ces s emi nar on

Res ear d met hod.

105入-外師中師教學時學生的學習策略 shkao@mail.chihlee.edu.tw

1053 陳淑純 2601 K69- 2外 西洋文學概論、文學導讀、翻譯 106入-網路市場行銷研究─以淘寶網為例

105入-Trends in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htf1025@mail.chihlee.edu.tw

2768 柯飛 2729 K708- 1外 商用英文、財務分析、市場行銷
106入-Taiwanese aboriginal culture combine with tourism

i ndus t r i es - Take Ami s  f or  exampl e
wouter@mail.chihlee.edu.tw

1340 陳汝珊 2757 K709- 2 英文閱讀、英文教材與教法、商用英文

106入-Digital Storytelling on Taiwan Tourist Accommodation -

Gues t  Hous e

105入-Pixar’s the concept of creation:Learn something new

about  your s el f . rushan53@mail.chihlee.edu.tw

686 陳樂群 2763 K715- 2外 新聞英文、英美文化、通識法政
106入-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fference between Backpacking

and Couch Sur f i ng
rosachen1688@mail.chihlee.edu.tw

689 賀忠正 2767 K717- 1內 初級英語會話、中級英語會話、高級英語會話 106入-Sex Education
tchrtom@mail.chihlee.edu.tw

1671 姚小虹 2769 K719- 1內 英文、翻譯、英美文學 106入-探究大專學生在遠距教學課程上的學習動機、態度及滿意度
hhyau@mail.chihlee.edu.tw

561 何子祿 2759 K717- 2外 美國文化、英文文法與習作 106入-技職校院應用外語系退場原因之分析

105入-Youtuber的網路黏著度 edwardho@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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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林國榮 4200 外語學院 應用一般均衡分析、國際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charlie@mail.chihlee.edu.tw

241 吳苾雯 2741 K720- 1
商用英文、英語教學、財經英文、辦公室管理與實務、辦公室人才

培育訓練 bewen@mail.chihlee.edu.tw

488 陳錦珊 2743 K722- 1內 師資培訓、敘事研究、電腦中介傳播
106入-慢城Slow City慢遊三義慢城的遊記探析及訪談-自行規劃行程以

本組成員為例

105入-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致理科大學生對於Uber的使用選擇 jschen@mail.chihlee.edu.tw

3232 王怡茜 1131 小語種辦公室 英語教學、電腦輔助語言教學、英文寫作、新聞英文、職場英文

106入-金融網路行銷製作

105入-Exploring Taiwanese Working Holiday-Makers’ Use of

Engl i s h yichienw@gmail.com

1195 吳宗翰 1202 秘書室
語言與文化、公民、國際經濟分析、國際現勢、運動傳播學、媒體

與性別 lasonic@mail.chihlee.edu.tw

1140 陳子周 1312
國際處

(綜大4樓)
英文, 英美文學, 全球議題, 領導力

AE1140@mail.chihlee.edu.tw

3259 劉月華 1296 課務組 英語教學, 語音學, 職場英文, 第二語言習得

106入-Effect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on consumers intentions

of  7- El even ci t y caf é ae an exampl e研究大學生對於廣告置入意識

形態之看法

105入-專題製作議題探索 carolineliuuh@mail.chihlee.edu.tw

3180 高千文 2378 語言中心 文化英語導覽、國際商務英文、字彙與閱讀

105入-The Impact of the 2016 New Government's policy across

t he Tai wan St r ai t  on Mai nl and Chi es e Tour i s t s  I nt ent i on t o

Vi s i t  Tai wan briankao0706@mail.chihlee.edu.tw

3081 丹大維 1614 圖書館6樓 Mus i c and l anguage,  hi s t or y and cul t ur e of  As i a

入  g    g     

Engl i s h Language Teachi ng Vi ewpoi nt  Res ear ch： Chihlee

Uni ver s i t y of  Technol ogy

105入-Influence of Smartphone Use on the Lives of College

St udent s daviddennen@gmail.com

2972 趙書亞 4520
精勤館

G210
Tour i s m,  Des t i nat i on Choi ce,  Col oni al  Hi s t or y

106入-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nime

Fandom

105入-The Customers Stickiness on Netflix Users joshjstc@mail.chihlee.edu.tw 

3517 施美任 2379 語言中心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商用英語、英語寫作
106入-影音平台之互動性及黏著度於學習成效影響之探討

105入-Teach&amp;Touch audreyshih32@gmail.com

3782 林嘉鴻 1129 小語種辦公室 英美文學、商用英語、英語教學
chmaxlin@gmail.com

3805 徐端儀 4212 拉美中心
國際航空產業、客艙安全與服務、博物館實務、藝術賞析、文化觀

光 duck@np.net.tw

3806 常丹楓 2378 語言中心 英美文學、英文作文、亞美與跨族裔研究、文化與翻譯研究

233 許恒嘉 1204 課務組 程式設計、商業套裝軟體應用
hugo@mail.chihle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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