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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一、 師資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副教授 

兼中心主任 

蒲彥光 

Yen-Kuang Pu 

佛光大學 

文學系博士 

唐宋古文、明清經義文、現

代小說 

教授 

兼體育室主任 

林柏化 

Po-Hua Lin 

菲律賓西南大學 

體育碩士 
排球 

副教授 
林立仁 

Li-Jen Lin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博士 

中國古典戲劇、古典詩詞、

現代散文、中國文學史、習

慣領域 

副教授 
潘天財 

Tien-Tsai Pan 

菲律賓西南大學 

體育碩士 
田徑 

副教授 
朱秀瑜 

Hsiu-yu Chu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所博士 
英語教學 

副教授 
郭秋顯 

Chiou-Shian Guo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博士 

中國文學發展史、戲劇與民

間文化、台灣文化史 

助理教授 

兼副圖資長 

王學中 

Hsueh-Chung Wa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碩士 
籃球 

助理教授 

兼副學務長 

黃志成 

Chih-Cheng Huang 

菲律賓西南大學        

體育碩士 
游泳 

助理教授 

兼生輔組組長 

林美良 

Mei-liang Lin  

英國女皇大學 

英語教學博士 
英語教學 

助理教授 

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組長 

沈明得 

Ming-Te Shen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博士 

秦漢史、簡牘學、古代墓葬、

考古與文物 

助理教授 

教學資源中心教

學發展組組長 

黃平宇 

Ping-Yu Huang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英語教學組博士 
英語教學 

助理教授 
陳建彰 

Chien-Chang Chen 

輔仁大學 

體育碩士 
桌球 

助理教授 
郭如蘋 

Ju-ping Kuo 

國立中山大學 

外文所博士 
英語教學、亞瑟王文學 

講師 

兼課務組組長 

陳志霖  

Chih-Lin Che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碩士班 

國立中央大學 

學生發展、服務學習、教育

方案規劃與評估、工程力

學、材料力學、電腦輔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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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工學碩士 圖 

     講師 
吳忠進 

Jong-Jinn Wu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政研所(原三研所)教育碩

士 

憲政與發展、人生哲 

學、文化學、議事學、大陸

學、教學研究 

講師 
張淑芬 

Shu-Fen Chang 

東海大學 

中文碩士 
古典小說、現代小說 

講師 
高如雲 

Ju-yun Kao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英文系碩士 
英語教學 

講師 
劉淑芬 

Su-Fen Liu 

諾丁漢大學 

英語教學碩士 
應用英文、英語聽講 

講師 
葉明倫 

Min-Lun Yeh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聖荷西分校英語教學研

究所碩士 

應用英文、英語聽講  

二、期刊論文 

[1] 潘天財,“規律運動與體重控制對中年婦女生活品質之影響 ”,彰化師大體育學報,無,（第13

期）,pp.16,pp.30,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2] 陳建彰,“校園路跑運動參與程度感受對睡眠品質之比較研究”,台東大學體育學報,0,

（20）,pp.1,pp.13,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3] 沈明得,“漢武帝與衛太子的父子關係－劉據的儲君地位與威脅”,通識教育學報,2,

（2）,pp.103,pp.116,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4] 郭秋顯,“楊萬里《誠齋詩話》與江西派詩論關係新銓－從其詩學淵源及創作歷程論《詩話》

之內容”,明志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報 ,0,（2）,pp.199,pp.222,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

學報 】 

[5] 朱秀瑜,“A Classroom-based Study on Washback: Linking Teaching, Testing and Learning”,明

志科技大通識教育學報,無,（2）,pp.43,pp.64,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6] 沈明得,“漢代邊陲醫簡所見「支滿」試析”,興大歷史學報,28,（28）,pp.27,pp.50,2014,【國

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7] 林立仁 ,“習慣領域與學習成效-以大學國文課程為例”,習慣領域期刊, 第 5卷 2期 

,（2）,pp.65,pp.83,2014,05,【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8] 林立仁 ,“論明代宮廷演劇--—以《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教坊劇為討論範圍”,通識教育

學報,（2）,pp.117,pp.158,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9] 王學中,“明志科技大學大一新生健康體能商與血液生化值比較研究”,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學報,第二期,pp.1,pp.16,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10] 吳本元，王學中,“成就動機與目標設定對大專生運動學習成效及內在動機的影響”,東南學

報,0,（第三十九期）,pp.273,pp.283,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11] Pamela Cowan, Mei-Liang Lin,“Taiwanese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Completing an Online Distance Education Course During a One Year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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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Sino-US English Teaching ,11,（7）,pp.477,pp.494,2014,【非SCI＆非EI】 

[12] 陳上元,張淑芬,胡正倫,“探索家庭能源覺察系統”,智慧化居住空間產業聯盟技術專題,0,

（0）,pp.無,pp.無,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13] 蒲彥光,“周志文《黑暗咖啡廳的故事》研究”,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0,

（2）,pp.223,pp.245,2014,【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三、研討會論文 

[1] 黃秋香,潘天財,曾慶裕,“優秀運動員對企業形象與企業效益的影響—以合庫桌球選手為

例”,2014國際體育學術研討會,新北巿,中華民國 ,2014/4/19,【國內學術研討會】 

[2] 陳建彰,“技專校院學生課業壓力與睡眠品質之探討”,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學術研

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3] 沈明得,“略論衛太子儲君地位與危機”,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

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4] 黃平宇, 陳建名, 曹乃龍,“Corpus-derived Lexical-collocational Knowledge for 

Discipline-specific Studies”,第二屆亞太區語料庫語言學研討會,香港,大陸地區 ,2014/3/7,

【國際學術研討會】 

[5] 黃平宇,“TechCollo: An Online Tool for Exploring Domain-Specific Collocational 

Knowledge”,第二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

術研討會】 

[6] Hsiu-yu Chu (朱秀瑜),“Testing the NPAH on the GEPT Test-takers in Taiwan”,11th Asian 

EFL Journal International TESOL Conference, Clark Freeport Zone,菲律賓共和

國 ,2014/11/28,【國際學術研討會】 

[7] Hsiu-yu Chu (朱秀瑜),“Helping Students Become Metacognitively Aware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The Twenty-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台北,中華民

國 ,2014/11/14,【國際學術研討會】 

[8] 林立仁,“論明代宮廷演劇—以教坊劇為討論範圍”,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人文與

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9] 吳忠進,“《中庸》核心價值〜「誠」之通識觀點建構”,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人

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10] 王學中,“明志科技大學大一新生健康體適能商與血液生化值比較研究”,明志科技大學第二

屆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11] 朱秀瑜,“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aching, test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washback perspectives”,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

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12] Liu, Hung-chun, Liu, Juan-jun, Lin, Mei-liang,“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operative 

Strategy-Based Instruction in a Reading Program–A Case Study of Weekend Students at 

LHU”,The Twenty-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台北市,中華民

國 ,2014/11/14,【國際學術研討會】 

[13] Mei-liang Lin,“E-learning Language Course Design and Evaluation”,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

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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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郭秋顯 ,“楊萬里《誠齋詩話》與江西派詩論關係新銓”,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人

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15] 蒲彥光,“周志文《黑暗咖啡廳的故事》研究”,明志科技大學第二屆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4/4/11,【國內學術研討會】 

四、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 

項
次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起訖日期 總計 政府 企業 本校 

1 郭如蘋 
English for Life and 
Business 教材與教學
光碟內容修訂 

文鶴出版有
限公司 

103/08/01 
104/07/31 

350,000 0 350,000 0 

2 蒲彥光 
深化人文內涵厚植美
學感知 

教育部 
103/01/01 
103/12/31 

242,000 220,000 0 22,000 

合計 592,000 220,000 350,000 22,000 

五、榮譽 

姓名 作品名稱 獲獎或榮譽名稱 頒獎機構名稱 獲獎日期 

沈明得 中國歷史的傳統與變遷  數位教材組第二名  明志科技大學  103/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