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更新日期：2019/10/01 

 鍾榮富 老師簡歷 

【105-108授課課程】105-108 Course offering 

學年度 

School Year-

Semester 

開設課程 

Course Offering 

學制* 

(大學/碩士) 

Program 

年級 

Year 

108-1 普通語言學 碩研 一 

108-1 研究方法(一) 碩專 一 

108-1 英語語音教學研究 碩專 一 

107-2 語言對比分析研究 碩研 一 

107-2 研究方法(二) 碩專 一 

107-2 翻譯與實務研究 碩專 一 

107-1 普通語言學 碩研 一 

107-1 研究方法(ㄧ) 碩專 一 

107-1 普通語言學 碩專 一 

106-2 翻譯理論研究 碩研 二 

106-2 研究方法(二) 碩專 一 

106-2 語言與文化研究 碩專 一 

106-1 英語語音學研究 碩專 二 

106-1 翻譯理論與實務 碩專 一 

106-1 研究方法(ㄧ) 碩專 一 

105-2 語言與文化 碩專 一 

105-2 研究方法(二) 碩專 一 

105-1 研究方法(ㄧ) 碩專 一 

105-1 英語語音學 碩專 一 

 

【校外專業服務】Off-campus Professional Service 

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108 

國立臺南大學 
專任教師升等副教授論文、博士論文之評

審 

國立臺北大學 教師升等著作之校外專家評審 

教育部 「客家語常用語辭典」編輯委員暨南四縣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8&semes=1&subcode=C0M14T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8&semes=1&subcode=C0Q08R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8&semes=1&subcode=C0Q09S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7&semes=2&subcode=C0M16A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7&semes=2&subcode=C0Q08S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7&semes=2&subcode=C0Q09R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7&semes=1&subcode=C0M14T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7&semes=1&subcode=C0Q08R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7&semes=1&subcode=C0Q099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6&semes=2&subcode=C0M16S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6&semes=2&subcode=C0Q08S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6&semes=2&subcode=C0Q09O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6&semes=1&subcode=C0M16R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6&semes=1&subcode=C0Q087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6&semes=1&subcode=C0Q08R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5&semes=2&subcode=C0Q045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5&semes=2&subcode=C0Q08S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5&semes=1&subcode=C0Q08R01
https://webap.stust.edu.tw/courinfo/CourseInfo.aspx?year=105&semes=1&subcode=C0Q0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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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腔總編輯 

教育部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客家話文教科圖書審

查小組」委員 

教育部 
「108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試務小組」委員 

107 

教育部 
參加研商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

試題庫建置會議 

應用英語系 
擔任 107年度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鑑小組

委員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擔任學會行政職務 

教育部 擔任專業考試典試人員 

世界華語文教學學會 擔任國內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107學年度應用英語系教

評委員會 
委員 

107學年應用英語系學術

發展組召集人 
召集人 

2018全球化英語教學與學

習研討會 諮詢委員會 
委員 

2018全球化英語教學與學

習研討會論文議程組 
組員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教師評鑑小組會議代表 

應用英語系 107-1校教評會委員 

明道大學 擔任外校教師資格審查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院教評會委員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教師評鑑小組會議代表 

106學年度應用英語系教

評委員會 
委員 

106學年應用英語系學術

發展組召集人 

 

召集人 

 

應用英語系 106-2校教評會委員 

應用英語系 語言中心教評會委員(106-2) 

嘉義縣政府教育部 「107年全國語文競賽」申述評議會委員 

嘉義縣政府教育部 
「107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演説」評判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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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 107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 

社團法人台灣客家語文學

會 
第六屆理事 

台灣師範大學 
「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研發暨種

子講師培力計劃」輔導咨詢委員 

雲林科技大學 新進教師評審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本土語領域知識架構審定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 碩士班口試委員 

高雄市政府 擔任客家地區校長甄試口試委員 

國立暨南大學 教授升等評審委員 

台南市政府 107年本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 

嘉義縣政府 107年全國語文競賽（客語組）籌備委員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華語文教學研究》期刊第十五卷第一期

副主編 

106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

士班學 
研究生口試委員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

系 
擔任外校國際學術研討會-特約討論人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囯 106年全國語文競賽」申訴評

議委員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囯 106年全國語文競賽」評判委

員 

教育部 本土教育第六屆委員 

應用英語系 第十八期南臺人文社會學報審查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107年語言知識領域研究計畫諮詢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 擔任外校研究所論文指導委員 

應用英語系 語言中心教評會委員(106-1) 

應用英語系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院教評會委員 

106學年度應用英語系教

評委員會 
委員 

106學年應用英語系學術

發展組召集人 
召集人 

應用英語系 106-1校教評會委員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教師評鑑小組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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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擔任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專書審查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客家語文委員兼招集人 

高雄師範大學 
擔任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學生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 
擔任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同學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高雄師範大學 
擔任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同學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本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議委員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擔任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期刊編輯委員 

科技部人文司 
「延攬科技人才及兩岸科技交流」申請案

審查委員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學報社會科學類第 2卷論文審查委員 

科技部人文司 
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專題研究計畫線上審

查委員 

應用英語系 第十七期南臺人文社會學報審查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送審教師學位論文審

查委員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全國語文競賽籌備委員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升等著作審查委員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發展司 

106年度「東協及南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

畫」-初審人 

國立師範大學 論文審查委員 

教育部 
教育部客家語辭典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南四

縣腔總編輯 

東吳大學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審查委員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

會 
擔任申請案審查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院教評會委員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教師評鑑小組會議代表 

105學年度應用英語系教

評委員會 
委員 

105學年應用英語系學術

發展組召集人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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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應用英語系 語言中心教評會委員(105-2) 

秘書室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 

秘書室 105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院教評會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院務發展規劃諮詢委員

會委員 

應用英語系 第十七期南臺人文社會學報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

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5學年度人文社會學院應用日語系系所自

我評鑑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5學年度人文社會學院教育領導與評鑑所

系所自我評鑑委員 

台南市客家教育學會 擔任政府機構專業委員會委員 

華語文教學研究 論文編輯委員 

105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擔任政府機構專業委員會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擔任助理教授李台元博士代表著作審查委

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擔任政府機構專業委員會委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度第二梯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階段種子講師培訓回

流研習計畫領域講師 

國立臺北大學 助理教授升等教授著作評審委員 

苗栗縣政府 擔任 105年全國語文競賽評判委員 

教育部 
擔任「中華民國 105年全國語文競賽」客

家語演說評判委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擔任 105年度第二梯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階段種子講師

培訓回流研習計畫領域講師 

國立成功大學 擔任外校陳麗美老師之著作審查人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第 18期新生學報審查委員 

科技部 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審查「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客語口

語語料庫(二)」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語文競賽市賽客家語演說國中及社會

組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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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 擔任國內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南臺科技大學 擔任國內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應用英語系 語言中心教評會委員(105-1) 

105學年度應用英語系教

評委員會 
委員 

105學年應用英語系學術

發展組召集人 
召集人 

2016ESP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議程組 
組員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教師評鑑小組會議代表 

秘書室 105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 

秘書室 105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院教評會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擔任高雄市 105年度語文競賽市賽命題委

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本土語文

(客家語文)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委員兼召集

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

文學系 
擔任國內專業期刊編審及評審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

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 

擔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班論文口試

委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擔任外校教師升等教授之著作審查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擔任外校專任教師之代表著作審查委員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擔任外校研究生博士論文評論教授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 
擔任外校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外國語文學

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

傳播研究所 
擔任外校外部評鑑委員 

長榮大學 
擔任外校翻譯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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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School Year- 

Semester 

服務單位/服務廠商 

Organization 

服務性質/名稱 

Service Type/Job Title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客家語演說】項

目評審委員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學報 40卷英文摘要編審委員 

應用英語系 104學年度教評所系所自我評鑑委員 

應用英語系 語言中心教評會委員(104-2) 

秘書室 104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 

秘書室 104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104學年度應用英語系教

評委員會 
委員 

104學年應用英語系學術

發展組召集人 
召集人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擔任國立聯合大學-鄭明中教師之代表著作

審查人 

教育部 擔任第 5屆本土教育會第 1次會議委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

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擔任外校「語言學術研究」系列講座擔任

講師 

南臺科技大學 南臺學報 40卷英文摘要編審委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擔任 10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本土語言

組常務委員 

 

 

 

【研究計畫、產學合作】Gov./IAC Project 

年度

Year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補助機構 

Organization 

108 

108.8.1~109.7.31執行科科技部專案（MOST 108-

2410-H-218-003 -）【兩岸詔安客家話擦音聲母的

比較研究】 

科技部 

107 

107.8.1~108.9.30執行科科技部專案（MOST 107-

2410-H-218-007 -）【客家話的語用與語調關係之

研究】 

科技部 

106 

106.8.1~107.7.31執行科科技部專案（MOST 106-

2410-H-218-009 -）【台灣南部四縣客家話的語調

初探】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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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Year 

計畫名稱 

Project Title 

補助機構 

Organization 

 

106.2.1~106.11.30執行客委會輔助大專院校教授之

專案研究計畫【台灣南部客家孩童的母音發展現

象】 

客委會 

105 

105.8.1~106.7.31執行科技部專案計畫（MOST 

105-2410-H-218-015 -）【台灣四縣與海陸家話母

語發展特性之比較研究(II)】 

 

科技部 

105.1.1~105.11.30 執行政府機關專案（411050023-

GP）【海陸客家話的母音聲學研究】 
政府機關專案 

 

【期刊論文】Journal 

1. 106 Children’s vowel developments in Hakka. Linguistica Lettica (Latvia) 2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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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7 出版「台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 五南書局。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