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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Title 
副教授 

分機 

Extension 

number 

5358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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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Education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

語教學博士 

英國華威大學 英語教

學碩士 

經歷 

Experiences 

◆ 文藻外語大學專任

副教授 

◆ 文藻外語大學專任

助理教授 

◆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

系 兼任助理教授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系 兼任助理教

授 

◆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應用外語系 兼

任助理教授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航運管理系暨

研究所兼任助理教

授 

◆ 義守大學通識中心 

兼任講師 

◆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兼任講師 

教授課程 

Current 

courses 

◆ 專業英語演說                ◆主題討論與寫作 

◆ 本土文化外語導覽            ◆中英翻譯 

◆ 國際禮儀                    ◆觀光英文 

◆ 第二外語習得                ◆英文兒童繪本教學 

mailto:92099@mail.wzu.edu.tw


專長領域 

Specialization 

◆ 英語教學 

◆ 英語演說 

◆ 禮儀與文化                 

◆ 英文城市導覽和觀光           

◆ 英文發音 

 

 

 

 

 

 

研究成果 

Research 

Projects 

 

 

 

 

 

 

 

 

 

 

Huang, H-I. (2021). CREATE: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ging multiple 

pathways to success in the tertiary ESP class. Unpublished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Huang, H. I. (2021, July 23). Which is better? Presenting face to face or 

online?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ptions [Presentation]. The 

3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Kaohsiung, Taiwan.  

 

Huang, H. I. (2020). Learning scenarios in an EMI classroom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perceptions in Taiwan. The 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7(1), 60-72. [Scopus journal] 

 

Huang, H. I. (2020). Fostering university students' employability skills: 

A case study of a short-term work-based universit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 in Taiwan. Ling Tung Academic Research of 

General Education, 8(3), 55-82. 

 

Huang, H. I. (2018). Empowe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rough a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WIL) project. In W. C. Lin, I. J. Weng, & R. 

Godwin-Jones (Eds.), Internationaliz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Globalized Taiwan (pp. 161-193). Taipei: TungHua. 

 

Huang, H. I. (2013). The effects of peer oral critique on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and speech skills. Paper 

presented at 2013 ELT Conference: Time to face the challenge, 

Taichung (pp. 57-74). Taichung: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ang, H. I. (2013). The effects of peer oral feedback on EFL college 

students’ speaking competenc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mode versus 

web-based voice and video mode.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 H. I. (2003). How can learners change their accents through 

self-help learning programm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Warwick.  

 

產學合作 

Academia-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2022益普索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益普索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2020日本仙台聖吳甦樂學院英智高等學校於台灣文藻研習團 

計畫主持人 

 2019 日本仙台聖吳甦樂學院英智高等學校於台灣文藻研習團  

計畫主持人 

 境外學生逐字稿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嬰兒奶粉逐字找及翻譯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加拿大海產客戶簡介翻譯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境外學生啤酒商業翻譯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境外學生逐字稿翻譯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提升境外學生翻譯能力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全能外語口語溝通技巧職訓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 

 提升學生職能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口語表達能力增進互惠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107學年度 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大學部副系主任 

 103學年度 文藻外語大學 境外學生輔導組 組長 

 第三十八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究國際研討會 主持人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oderator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英文口試委員 

 高雄教育廣播 <電台運將 ABC>節目來賓 

 Taiwan International ESP Journal 論文審查委員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研究生碩士論文計畫審查 口試委

員 

 107學年度英文系大學部系學會指導老師 

 英文系境外學生入學申請書審委員 

 左營高中招生申請入學模擬面試委員 

 大同技術學院學報審稿委員 

 科技部科普活動數學與文學研討會暨 2018年全國技專校院「文

以載數創作獎」頒獎主持人 

 2017校內文藻盃高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評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創新英語教學 專題講座 

 陸軍工兵中心 提升英文能力 專題講座 

 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演練與分享教師社群(EMI) 講座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觀光英語城-SHOW出高雄亮點英

文研習班」講座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 「觀光英文班」講座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 「多益檢定密集加強班」講座 

 106學年度「專業英語教學演練與分享」社群講者 

 106年度「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計劃」講座 

 106年度中山大學 英語文教學中心 「如何自我提升英文能力

和跨文化素養」講座 

 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培訓進階課程 「跨

文化【文化碰撞與溝通】-實務經驗」主講人 

 104年度外交部全民外交研習營(青年班) 協辦人  

 104-106學年度 「日本英智高中研習營」英語演說課程講師 

 2015語言教育暨研究國際研討會 摘要審稿人兼公關組組長 

 2014英語文教育暨研究學術論壇 主持人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英文說故事活動 學生實習指導老師 

 2013亞洲羽球錦標賽 新聞戰報英文校編 

 2013高雄偶戲節 英國隊隨隊翻譯 

 不來梅網路行銷 待用天使影片 英文校稿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 「UP你的英文 UP你的公務生

活 – 初級英檢在地化訓練班」講座 

 「99年教育部輔助技專校院建立特色典範之建構暨人才培育

計畫」之「鼎中商圈觀光導覽影片」影片腳本撰寫與製作 

 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外語學習方法講座

系列 – 演說技巧訓練: 如何說得好?」講者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 官學合作「國際事務暨文化交流

學程」講座 

◆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 「公務英語應用班 –市政行銷篇」

講座 

◆  高雄市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合作製播「World Games 英語通」   

 指導老師 

◆ 文藻簡介光牒 英語旁白 

◆ 文藻外語大學英語演講比賽 評審 

◆ 文藻外語大學英語說故事比賽 評審 

◆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英語辯論比賽 評審 

獲獎紀錄 

Awards 

 107學年度 文藻外語大學 「教學優良教師」 

 106學年度 私立教育事業協會 「模範教師」 

 105學年度 文藻外語大學日間部「優良導師」 

 



 指導學生比賽獲獎:  

 110年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21國際大學校院會展城市行

銷競賽「虛擬展覽與展攤設計獎」季軍、「英文導覽獎」

季軍 

 2021年扶輪社全國大專院校解決社會問題英語演講比賽

佳作 

 107、10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技專校

院組詩歌類 佳作 

 2016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文即席演講比賽第三名 

 2015文藻盃全國高中職組英文演講比賽第二名 

 文藻盃一口氣英文演講比賽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