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職稱 學歷 授課領域 

王戰 教授 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管絃樂指揮最

高演奏文憑 

管樂合奏 

王美齡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美國費城寇蒂斯音樂院鋼琴演奏學士 /美國曼尼斯音

樂院鋼琴演奏碩士 

鋼琴、室內樂 

朱宗慶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院打擊樂演奏家文憑 擊樂 

宋威德 教授 法國 FRESNES 音樂院高級演奏文憑 單簧管 

宗緒嫻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美國茱麗亞音樂院演奏博士 小提琴、室內樂 

林玉卿 教授 義大利國立羅馬音樂學院及德國國立科隆音樂學院 聲樂 

段富軒 教授 巴黎師範學院演奏家文憑 低音號 

張佳韻 教授 美國南加大豎笛及管絃樂指揮碩士 室內樂合奏、指揮 

莊思遠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院藝術家文憑 法國號 

黃荻 教授 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單簧管演奏碩士 單簧管 

葉孟儒 教授 莫斯科國立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 鋼琴 

葉樹涵 教授 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小號演奏第一獎文憑 小號 

潘世姬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作曲博士 

 

作曲、和聲學 

劉榮義 教授 德國魯爾音樂大學埃森福克旺音樂院 雙簧管 

劉慧芬 教授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戲劇研究所碩士 戲曲劇種賞析與京劇聲腔習唱 

潘皇龍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瑞士蘇黎士音樂學院 作曲 

鄭伊晴 教授 法國高等巴黎音樂學院 大提琴 

賴德和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奧地利莫札特音樂院 作曲 

簡名彥 教授  美國茱麗亞音樂院演奏碩士 小提琴、中提琴、室內樂 



(本校退休教師) 

顏綠芬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音樂學博士 二十世紀音樂、臺灣音樂史、音

樂評論、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

音樂理論與實際、音樂文獻選

讀、十九世紀音樂 

魏樂富 

(本校退休教師) 

教授  德國漢諾威音樂與戲劇學院；美國紐約曼哈頓音樂院

音樂藝術博士   

鋼琴、室內樂 

蘇秀華 教授 義大利國立米蘭音樂院演唱家文憑；奧地利維也納音

樂院歌劇班演唱家文憑 

聲樂 

宋允鵬 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學院鋼琴演奏家文憑 

奧地利薩爾茲堡莫札特音樂學院大鍵琴演奏家文憑 

鋼琴 

李秀琴 

(本校退休教師) 

副教授 柏林自由大學古代史學系哲學博士 台灣音樂史研究 

何君恆 副教授 國立巴黎高等音樂學院高級室內樂文憑及高級演奏家

文憑 

中提琴 

宋正宏 副教授 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 音響學 

宋麗曼 副教授 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院 長笛 

林佩筠 副教授 美國新英格蘭音樂院單簧管演奏碩士 單簧管 

徐以琳 副教授 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聲樂演唱博士 聲樂 

張釗銘 副教授 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 長號 

張覺文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擊樂 

許明鐘 副教授 美國馬利蘭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作曲理論 

郭宗恆 副教授 德國北西德音樂院 低音管 

陳宜貞 副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曲式學 

陳威稜 副教授 美國費城音樂院及鄧普大學研究所 單簧管 

黃渼娟 副教授 美國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鋼琴演奏碩士 音樂即興與生命關懷、音樂與舞

蹈、藝術人的生命教育 

鄧詩屏 副教授 美國新英格蘭音樂學院 小號 



鄭夙娟 副教授 美國伊士曼音樂院音樂藝術博士文憑 鋼琴 

嚴俊傑 副教授 德國漢諾威大學最高演奏家文憑 鋼琴 

嚴福榮 副教授 英國威爾斯大學哲學博士 作曲理論 

饒大鷗 

(本校退休教師) 

副教授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 低音提琴 

王怡靜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德國國立德特摩德音樂院 樂團排練實習、管絃樂作品演奏

與實習(木管) 

朱玫玲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法國國立瑪爾美松音樂院 樂團排練實習、管絃樂作品演奏

與實習(木管) 

吳庭毓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法國國立馬爾梅松音樂院演奏家文憑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小提

琴) 

李靜芳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歌仔戲 

梶間聡夫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美國密西根大學 管絃樂合奏 

傅永和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法國巴黎高等音樂院第一獎文憑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低音大

提琴 

鄧皓敦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國立藝術學院 樂團排練實習、管絃樂作品演奏

與實習(小提琴) 

樊曼儂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研究所 長笛 

簡凱玉 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德國國立德特摩德音樂院 樂團排練實習、管絃樂作品演奏

與實習(木管) 

安德石 助理教授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藝術碩士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木管) 

卓涵涵 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現代音樂演奏博士 低音大提琴 

林士凱 助理教授 新英格蘭音樂學院音樂藝術小提琴博士 小提琴 

林嘉瑋 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范婷玉 助理教授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博士 聲樂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2987222/?index=1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2987222/?index=1


連亦先 助理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演奏博士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大提

琴) 

陳恩加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 弦樂實驗室 

陳品樺 助理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音樂藝術博士 薩克斯風 

張詩欣 助理教授 美國伊士曼音樂院博士 鋼琴專題講座 

張簡文婷 助理教授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音樂藝術博士 低音大提琴 

黃堃儼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博士 擊樂 

黃瑤慧 助理教授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南管 

楊湘玲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音樂學博士 中國音樂美學 

解瑄 助理教授 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 豎琴 

劉宜欣 助理教授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法國

號) 

劉忠欣 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博士 鋼琴 

蔡佳融 助理教授 德國國立德特蒙音樂院藝術家文憑 長號 

蔡孟昕 助理教授 德國杜塞朵夫舒曼音樂院最高級演奏文憑 低音號 

蔡采璇 助理教授 德國柏林藝術大學 雙簧管 

謝宛臻 助理教授 德國柏林藝術大學雙簧管演奏碩士 雙簧管 

魏廣晧 助理教授 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爵士小號演奏碩士 爵士大樂團 

蘇鈴雅 助理教授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 專題-個別課教學議題研究 

王瑞 講師 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州立大學音樂系研究所 中提琴 

何鴻棋 講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 擊樂 

林子祥 講師 英國皇家伯明罕音樂學院碩士 上低音號 

林孟君 講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 聲樂 

林舉嫻 講師 美國羅格斯大學音樂系碩士 合唱、合唱指揮法 

翁若珮 講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琵琶第音樂院碩士 聲樂 

張尹芳 講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碩士 總譜彈奏 

郭姿妤 講師 美國紐約曼哈頓音樂院鋼琴演奏碩士；美國紐約曼哈

頓音樂院鋼琴教育文憑 

鋼琴 



陳子涵 講師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曼陀林音樂演奏 

陳昌靖 講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 古琴 

黃瑞儀 講師 美國茱麗亞音樂院碩士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中提

琴) 

管伊文 講師 德國烏茲堡音樂院豎琴演奏大師級最高文憑 豎琴 

蔡佳修 講師 美國鮑林格林州立大學演奏家及演奏碩士學位 薩克斯風 

蔣啟真 講師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琵琶地音樂學院碩士 聲樂 

謝欣容 講師 維也納音樂大學「聲樂伴奏家」文憑 伴奏-聲樂 

謝琼崎 講師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北管 

簡荿玄 講師 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碩士 管絃樂作品演奏與實習-大提琴 

莊步超 講師級 

專業技術人員 

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歌仔戲科 鑼鼓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