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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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學務處校友服

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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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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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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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助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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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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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黃鐘禎 

Jung-Jeng Hua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物理研究所碩士 

粒子物理、重力物理、光電

物理 

副教授 
蔡宗謀 

Tzong-Mo Tsa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所博士 

泛函分析、古典分析、複變

數函數論 

副教授 
黃志賢 

Chih-hsien Hua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博士 
數學教育 

副教授 
劉小篔 

Hsiao-Yun Liu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博士 
強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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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語言中心主任 

林美良 

Mei-liang Lin  

英國女皇大學 

英語教學博士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2018研發年報   144 

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助理教授 

兼教學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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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語言學、

第二語言習得 

助理教授 

兼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卓越專案組

組長 

陳建誠 

Jian-Cheng Che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所博士 
數學教育 

助理教授 

兼研發處國際事

務中心主任 

李潔嵐 

Chieh-lan Li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課程

與教學所兒童文學博士 

英語教學、英美兒童文學、 

兒童識讀能力培養、課程設 

計 

助理教授 
陳建彰 

Chien-Chang Chen 

國立體育大學 

體研所博士班 
桌球、運動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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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教務處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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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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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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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 
張盛義 

Sheng-Yi Chang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博士班 
光學量測、基礎光學 

二、 期刊論文 

[1] 郭秋顯,“朱熹勸學述道哲理詩探析”,通識教育學報,6,（6）,pp.235,pp.264,2018,【TCI－HSS 】 

[2] 朱秀瑜，林柏翰 ,“跨領域專業英文簡報教學—創新與反思 ”,通識教育學報 ,6,

（6）,pp.79,pp.98,2018,【TCI－HSS 】 

[3] Hsiu-yu Chu (朱秀瑜),“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Needs and EFL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Journal of Education & Social Policy,5,（3）,pp.35,pp.47,2018,【非SCI＆非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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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外）文發表 】 

[4] 葉明倫,“An investigation of the use of English listening strategies by college students”,通識教

育學報,6,（6）,pp.311,pp.328,2018,【TCI－HSS 】 

[5] 劉小篔,“微積分的學習成效評估: 以明志科技大學環資學院93-105學年度大一學生為例”,

通識教育學報,6,（6）,pp.351,pp.387,2018,【TCI－HSS 】 

[6] 吳文郁、劉羿德、陳建彰 ,“桌球裁判養成與執法實務之探討 ”,運動教練科學 ,49,

（49）,pp.55,pp.64,2018,【TCI－HSS 】 

[7] Chih-Hsien Huang,“Investigating Engineer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ency”,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6,（12）,pp.1668,pp.1672,2018,【非

SCI＆非EI－英（外）文發表 】 

[8] 黃志賢 ,“工程學生面對數學敘述的舉例過程 -解題的觀點 ”,通識教育學報 ,6,

（6）,pp.265,pp.294,2018,【TCI－HSS 】 

[9] 吳忠進,“由未來主義教育建構通識課程之教學設計模式 —以「憲政與發展」課程為例”,

通識教育學報,6,（6）,pp.99,pp.128,2018,【TCI－HSS 】 

[10] 廖清海，王學中，廖振幃,“台灣主要報紙對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報導差異分析-以

第四十屆(2018年)男子組賽事為例”,明志學報,46,（）,pp.17,pp.24,2018,【TCI－HSS 】 

[11] 林立仁,“正念體驗融入教學創新—以通識課程「正念幸福與創造力」為例”,通識教育學報,6,

（6）,pp.129,pp.157,2018,【TCI－HSS 】 

[12] 張淑芬  ,“ 「正念種子教師研習班」研習心得 ”, 台灣心理治療學會電子報 

http://www.tap.org.tw/,5,（5）,pp.1,pp.4,2018,【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13] 張淑芬,“藝術治療媒材運用課程心得”,臺灣心理治療學會電子報http://www.tap.org.tw/,8,

（8）,pp.1,pp.9,2018,【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14] 林美良,“Placement Year Distance English Course Design and Evaluation”,通識教育學報,6,

（6）,pp.159,pp.186,2018,【TCI－HSS 】 

[15] 蒲彥光,“詮釋主體之朗現：論明代正德、嘉靖年間「以古文為時文」之新變”,通識教育學

報,6,（6）,pp.329,pp.350,2018,【TCI－HSS 】 

[16] Chang, Sheng-Yi Lee, Sanboh Chen, Wei-Ru Lee, Ming-Yih Chou, Chien,“Characterizing the 

elastic shear modulus of a soft medium via a thermally induced elastic shear wave in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29,

（3）,pp.35104-1,pp.35104-8,2018,【SCIE ＆EI 】 

[17] Lin, Fou-Lai; Yang, Kai-Lin; Hsu, Hui-Yu; Chen, Jian-Cheng,“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researchers' perspectives on the use of theory in facilitating teacher growth”,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98,（2）,pp.197,pp.214,2018,【SSCI】 

三、 研討會論文 

[1] 郭秋顯,“通識課程革新教師專業社群--以深耕在地為學習主軸”,明志科技大學第一屆教學

創新實踐研討會,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術研討會】 

[2] 郭秋顯,“在地文化，創新教學 —以「泰山在地文化資產導論」課程為例”,明志科技大學第

一屆教學創新實踐研討會,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術研討會】 

[3] 郭秋顯,“北臺首學明志書院歷史與現況活化”,2018金門學暨閩臺科舉文化學術研討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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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州,大陸地區 ,2018/11/15,【國內學術研討會】 

[4] 張麗君,沙大偉,沈明得,黃志成,陳顗惠,“明志科大實施全人書院教育制度實施成效之研

究”,2018「學生事務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 ,2018/5/18,【國內學術研討

會】 

[5] 沈明得,“通識課程教學革新-社團經營與領導”,明志科技大學第一屆教學創新實踐研討會,

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術研討會】 

[6] 郭秋顯,“朱熹勸學述道哲理詩探析”,明志科技大學第六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

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8/6/15,【國內學術研討會】 

[7] 朱秀瑜，林柏翰,“跨領域專業英文簡報之創新教學”,明志科技大學第一屆 「教學創新實

踐 」研討會,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術研討會】 

[8] Hsiu-yu Chu ( 朱 秀 瑜 ),“A video presentation project for teaching EFL reading 

strategies”,2018/27 th ET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Book Fair,台北,

中華民國 ,2018/11/9,【國際學術研討會】 

[9] 劉小篔,“微積分學習綜合性分析: 以明志科技大學環資學院 100–105學年度大一學生為

例”,明志科技大學第六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8/6/15,

【國內學術研討會】 

[10] Chen Chien-Chang,“The Adaptive Strategies for adolescents’ Anticonformity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ality Therapy”,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7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and Adventure Physical Education,桃園市,中華民國 ,2018/6/29,【國際學術

研討會】 

[11] Chih-Hsien Huang,“Teachers’ Use of Examples and Accompanying Mathematic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Derivative”,the 42n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Umea,瑞典王國 ,2018/7/3,【國際學術研討會】 

[12] Chih-Hsien Huang,“Teachers’ Choice of Examples in and for the Calculus Classroom”,8th 

ICMI-East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EARCOME8),Taipei,中華民

國 ,2018/5/7,【國際學術研討會】 

[13] 莊蕙綺，吳忠進,“視覺科技輔助文史通識課程之教學設計─以「視覺文化與現代生活」課

程為例”,明志科技大學第一屆教學創新實踐研討會 ,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

術研討會】 

[14] 黃平宇,“Using Corpus-derived Co-occurrence Information to Extract Terminology”,THE 4TH 

ASIA PACIFIC CORPUS LINGUISTICS CONFERENCE 2018(APCLC 2018) ,高松市,日

本 ,2018/9/17,【國際學術研討會】 

[15] 蔡宗謀，張盛義，陳建誠，黃鐘禎，黃志賢，劉小篔,“科學思維與應用橫向連結之研究”,

明志科技大學第一屆教學創新實踐研討會,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術研討

會】 

[16] 林立仁,“正念體驗，教學創新—以通識「正念幸福與創造力」課程為例”,明志科技大學第

一屆「教學創新實踐」研討會,台北,中華民國 ,2018/3/16,【國內學術研討會】 

[17] 游能揚 ，葉芓伶、林柏化，黃志成、王學中,“中國女子排球不同角色選手在身高及跳躍

高度之差異研究 ”,2018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台北市 ,中華民

國 ,2018/4/28,【國內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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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葉芓伶，游能揚，王學中，林柏化，黃志成,“中國女子排球比賽成績表現與得分結構分析

-以2017-2018中國女子排球超級聯賽為例”,2018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台

北市,中華民國 ,2018/4/28,【國內學術研討會】 

[19] 蒲彥光,“見證滄桑：洪繻《寄鶴齋制義文集》初探”,2018金門學暨閩台科舉文化學術研討

會,金門與福州,中華民國 ,2018/11/15,【國內學術研討會】 

[20] 蒲彥光,“從文學觀點探討電影《血觀音》”,明志科技大學第六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

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8/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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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平宇 
開發及建構互動式學術

英語寫作學習平台 
科技部 

107/08/01

108/07/31 
500,000 500,000 0 0 

2 黃志賢 

整合活動理論與論述觀

點建構例子本位微積分

課程(2/3) 

科技部 
107/08/01

108/07/31 
600,000 600,000 0 0 

3 黃志成 
明志科技大學 107 年度

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教育部 

107/01/01

107/12/31 
293,200 244,000 0 49,200 

4 蒲彥光 

搶救歷史記憶．深耕在

地文化-北臺首學文藝

復興計畫 

教育部 
107/04/01

107/12/31 
1,870,000 1,700,000 0 170,000 

5 蒲彥光 
遠渡重洋開新技-關懷

台灣新住民及其子女 
教育部 

107/04/01

107/12/31 
1,870,000 1,700,000 0 170,000 

6 朱秀瑜 
建立以學生為主及策略

為本的英文閱讀課程 
教育部 

107/08/01

108/07/31 
276,000 276,000 0 0 

7 葉明倫 
Reading Keys 2 教材增

訂 

台灣東華

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07/12/01

108/07/31 
50,000 0 50,000 0 

8 李潔嵐 

Side by Side Extra 3/e 

(1)教學光碟 Test Bank 

內容擴充 

台灣東華

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07/12/01

108/07/31 
50,000 0 50,000 0 

9 高如雲 

Top Notch Fundamentals 

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光

碟內容修訂 

台灣東華

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07/12/01

108/06/30 
50,000 0 50,000 0 

10 郭如蘋 
Top Notch 1 教材與教

學內容修訂 

台灣東華

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 

107/12/01

108/07/31 
50,000 0 50,000 0 

11 林美良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多媒體影

台灣東華

書局股份

107/12/01

108/07/31 
50,000 0 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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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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製作 有限公司 

合計 5,659,200 5,020,000 250,000 389,200 

五、專書(含篇章)及其他著作 

姓名 篇章及所屬專書名稱/或專書名稱 出版社/出版處所 ISBN 編號 

郭秋顯 
明志書院歷史簡介/107年客家書院文化

季成果紀念特刊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新北市：明志書院管理委員會  
 

郭秋顯 
朱熹詩文名家書法展/107年客家書院文

化季成果紀念特刊  

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新北市：明志書院管理委員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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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如蘋 
明志科技大學107年度優良

教師教學獎  
優良教師教學獎  明志科技大學  107/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