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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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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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學務處學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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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學務處課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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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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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學歷 專長 

動組組長、服務

學習中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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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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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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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研發處國際合

作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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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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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u-yu Chu,“An Exploration into Test-oriented Teaching in a Language Classroom”,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Review,6,（6）,pp.387,pp.397,2016,【非SCI＆非EI－英（外）文發表 】 

[2] Hsiu-yu Chu (朱秀瑜),“An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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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and Difficulties for School Purposes(台灣大學生課業上英語需求及困難之調查)”,通

識教育學報,4,（4）,pp.45,pp.60,2016,【TCI－HSS 】 

[3] 陳建彰,游鳳芸,陸雲鳳,“奧運桌球女子選手三段技術之分析”,交大體育學刊,0,

（11）,pp.25,pp.32,2016,【TCI－HSS 】 

[4] 陳建彰,吳文郁,洪光燦,“運動行為與技職院校學生體適能和睡眠困擾的關係：以明志科技

大學為例”,淡江體育學刊,19,（19）,pp.12,pp.25,2016,【TCI－HSS 】 

[5] 林立仁,“鄭之珍《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之語言特色--從文學性、劇場性論之”,通識教育學

報,4,（4）,pp.121,pp.151,2016,【TCI－HSS 】 

[6] 張淑芬,“「正念減壓五日密集課程」有感”,臺灣心理治療學會電子報,0,（0）,pp.1,pp.9,2016,

【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7] 張淑芬,“走進妙語說書圖卡的奇妙世界(上)”,旭立文教基金會有機空間電子

報,19,pp.1,pp.1,2016,【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8] 沈明得,“漢武帝與衛太子的父子關係 ――太子教育與政治危機”,止善,21,

（21）,pp.87,pp.104,2016,【TCI－HSS 】 

[9] Chih-Hsien Huang,“Students’ Use of Intuitive Reasoning to Decide on the Validity of 

Mathematical Statements”,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4,

（14）,pp.1025,pp.1029,2016,【非SCI＆非EI－英（外）文發表 】 

[10] Chih-Hsien Huang,“Examples as Mediating Artifacts in Conjecturing.”,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4,（19）,pp.1295,pp.1299,2016,【非SCI＆非EI－英（外）文發表 】 

[11] 黃鐘禎,“Trans-Planckian Effects on Bohm Quantum Trajectories of Scalar Field in Conformal 

Inflation”,通識教育學報,4,（4）,pp.195,pp.214,2016,【TCI－HSS 】 

[12] Jung-Jeng Huang,“Evaluation of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from de Broglie Pilot-Wave 

Dynamics: Inflation with Conformal Coupl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Physical Science,3,（7）,pp.18,pp.33,2016,【非SCI＆非EI－英（外）文發表 】 

[13] 潘天財,“運動員的理財認知研究”,國立臺中科大體育學刊,0,（12）,pp.67,pp.76,2016,【TCI

－HSS 】 

[14] 林聯喜，王學中，何易璇,“臺灣大學大一新生體適能檢測研究分析”,臺大體育學報,30,

（30）,pp.47,pp.62,2016,【TCI－HSS 】 

[15] 王學中,“大學生運動參與程度對幸福感之調查研究 -以明志科技大學為例”,通識教育學

報,4,（4）,pp.27,pp.44,2016,【TCI－HSS 】 

[16] 蒲彥光,“唐順之四書文研究”,教育與考試,56,（2）,pp.54,pp.61,2016,【其他 】 

[17] 蒲彥光,“文學與世變──略論數位時代之敘事變遷”,通識教育學報,4,

（4）,pp.167,pp.184,2016,【TCI－HSS 】 

[18] 張淑芬,“走進妙語說書圖卡的奇妙世界(下)”,旭立文教基金會有機空間電子

報,20,pp.1,pp.1,2016,【國內學術中文期刊與學報 】 

[19] 郭秋顯,“陳化成與臺灣關係考--兼論孫爾準《臺陽籌筆集》相關詩作”,通識教育學報,4,

（4）,pp.153,pp.165,2016,【TCI－H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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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論文  

[1] Hsiu-yu Chu (朱秀瑜),“Investig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Needs and EFL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第三十三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究國際研討會 (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彰化市,中華民國 ,2016/5/28,【國

際學術研討會】 

[2] Hsiu-yu Chu (朱秀瑜),“Using learner corpora for effective EFL i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第

二十五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 (The 2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6/11/11,【國際學術研討會】 

[3] 鄒宗山,劉小篔,“A unified robust score statistic for population means comparison”,第二十五

屆南區統計研討會 暨2016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暨2016 中華資料採礦

協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高雄市,中華民國 ,2016/6/24,【國內學術研討會】 

[4] RUBY JU-PING KUO (郭如蘋),“A Mock Social Participation Course: A Case of English 

Poetry Class”,明志科技大學第四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新北市 ,中華民

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討會】 

[5] Jian-Cheng Chen, Fou-Lai Lin, Ying-Hao Cheng, Hui-Yu Hsu,“Validating Design Principles of 

Diagnostic Conjecturing Teaching”,4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PME 40),賽格德,匈牙利 ,2016/8/3,【國際學術研討

會】 

[6] Hui-Yu Hsu, Ying-Hao Cheng, Jian-Cheng Chen, Min-Ching Chen,“Fourth Graders' 

Understanding of Inclusion Realtions in Quadrilaterals”,40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PME 40),賽格德,匈牙

利 ,2016/8/3,【國際學術研討會】 

[7] 林立仁 ,“論鄭之珍《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之語言特色”,第四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

討會,新北市泰山區,中華民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討會】 

[8] 林立仁,“晚明家樂對戲劇發展的影響--以張岱《陶庵夢憶》為討論範圍”,王靜芝教授百歲

誕辰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市新莊區,中華民國 ,2016/6/17,【國際學術研討會】 

[9] 林立仁 ,“跳脫、轉化與整合—以通識「習慣領域」課程為例”,第二屆 後現代整合學及通

識教育與終身學習研討會,桃園市,中華民國 ,2016/9/24,【國內學術研討會】 

[10] 吳忠進,“從經典閱讀談讀書會學習型組織設計─以《論語與算盤》導讀為例”,明志科技大

學第四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

討會】 

[11] 黃平宇, 曹乃龍,“Using A Corpus-based Collocation Network Explorer to Detect/Correct L2 

Learners’ Miscollocations”,Teaching and Language Corpora Conference(TaLC 2016),吉森,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 ,2016/7/20,【國際學術研討會】 

[12] 黃平宇 , 曹乃龍 ,“Using Collocation Networks to Enrich Lexicographical Resourc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or Technical Dictionaries”,第十屆亞洲辭典編纂學學會國際研討會

(Asialex2016),馬尼拉,菲律賓共和國 ,2016/6/1,【國際學術研討會】 

[13] Chih-Hsien Huang,“Engineering students’use of intuition to decide on the validity of 

mathematical statements”,the 40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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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Education,Szeged,匈牙利 ,2016/8/3,【國際學術研討會】 

[14] 李如平，黃志成,“規律運動與睡眠品質”,2016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中華民國 ,2016/4/23,【國內學術研討會】 

[15] 李如平，黃志成,“高齡者與規律運動”,2016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中華民國 ,2016/4/23,【國內學術研討會】 

[16] 葉明倫 ,“An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small-sized EFL class.: Learners' 

self-reported perceptions”,第四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新北市 ,中華民

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討會】 

[17] 葉明倫,“Learners' perceptions for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a smallsized EFL class”,2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6/11/11,

【國際學術研討會】 

[18] 游能揚， 潘旭章， 林柏化,“大專女子排球聯賽技術表現與得分結構分析-以公開一級為

例”,2016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6/4/23,【國內學術研

討會】 

[19] 王學中,“大學生運動參與程度對幸福感之調查研究 -以明志科技大學為例”,第四屆通識教

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討會】 

[20] 趙祐慶，王學中,“人工草皮和天然草皮的差異性探討－以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足球場為

例”,2016 年國際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發展趨勢研討會,嘉義市,中華民國 ,2016/12/9,【國內

學術研討會】 

[21] 蒲彥光,“2016慕尼黑兒少國際影展科學教育類節目之借鏡”,2016科學傳播研討會,新北市,

中華民國 ,2016/10/14,【國內學術研討會】 

[22] 蒲彥光,“馬一浮《孝經大義》研究”,明志科技大學第四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討會】 

[23] 蒲彥光 ,“略論數位時代之敘事變遷 ”,2016年第七屆全球傳播論壇 ,貴州 ,大陸地

區 ,2016/7/16,【國際學術研討會】 

[24] 蒲彥光,“試析《夕堂永日緒論》之經義觀點”,第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

大陸地區 ,2016/11/19,【國際學術研討會】 

[25] 郭國隆，李士範，游能揚，林柏化，林榮培,“排球最新規則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2016

國際體育運動與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華民國 ,2016/4/23,【國內學術研討會】 

[26] 郭秋顯,“陳化成與臺灣關係考--兼論孫爾準《臺陽籌筆集》詩”,第四屆通識教育人文與教

學學術研討會,新北市,中華民國 ,2016/4/15,【國內學術研討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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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明得 

第二章 校園生態系統服務/大自

然生態系統服務：以明志科技大學

校園為例  

致知學術出版社  9789865681692  

林立仁,郭秋顯, 悅讀：中文鑑賞與表達 五南圖書出版社 978957118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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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芬,蒲彥光, 

李桂芳,李慧琪, 

施依吾,陳玲碧, 

張家禎,諸葛俊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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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陳建誠 

以設計為本的「就是要學

好數學」之研究－數學奠

基活動設計教師培育模式

之個案探究(1/2) 

科技部 
105/07/01 
106/06/30 

590,000 

2 黃志成 

105 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

施計畫-營養滿滿健康久

久 

教育部 
105/01/01 
105/12/31 

336,654 

3 蒲彥光 
發展社會參與激發人文感

知 
教育部 

105/01/01 
105/12/31 

242,000 

4 朱秀瑜 多益文法習題題庫開發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5/11/01 
106/07/31 

50,000 

5 李潔嵐 First Steps to Your Career 3 

教學光碟 Test Bank 內容

更新與擴充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5/12/01 
106/07/31 

50,000 

6 林美良 Ready to GO 4 教學光碟

聽力測驗練習題補充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5/11/01 
106/07/31 

50,000 

7 高如雲 All About the USA 3 教材

與考題內容修訂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5/12/01 
106/06/30 

50,000 

8 郭如蘋 Ready to GO 4 教材職場

與生活字彙九宮格研發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5/12/01 
106/07/31 

50,000 

9 葉明倫 First Steps to Your Career 1 

測驗教材增訂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105/11/01 
106/07/31 

50,000 

10 陳建彰 太極拳介入睡眠障礙改善

職場員工健康之成效 

誼展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105/04/01 
105/06/30 

50,000 

 

 

 

六、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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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作品名稱 獲獎或榮譽名稱 頒獎機構名稱 獲獎日期 

劉小篔 
A unified robust score statistic for 

population means comparison  
研究成果表現傑出  台灣聯合大學  105/05/28  

林美良 英文故事選讀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實務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高如雲   大一英文(初級班)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實務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朱秀瑜 大一英文初級班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實務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郭如蘋 親英語環境：多益情境海報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實務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黃平宇 大一英文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實務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葉明倫 大一英文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實務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朱秀瑜 大一英文初級班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數位教材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林美良 
1041_英文故事選讀_通識中心四技

一甲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教材上網1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吳忠進 1041_憲政與發展_四技經管系二乙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教材上網1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陳建誠 1041_微積分(一)_四技電機系一甲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教材上網1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張淑芬 
1041_現代小說選讀_通識中心四技

一甲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教材上網1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朱秀瑜 
1041_英語聽講(中級)(一)_英文組

-四技(日)二甲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教材上網1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吳忠進 
1042_人生哲學_通識中心進修部一

甲 

優良教材競賽獲獎-

教材上網2 

明志科技大學 105/06/16 

蔡宗謀 
105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

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試題  

105學年度科技校院

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

年制統一入學測驗命

題品質優異  

技專校院入學

測驗中心  
105/09/26  

林美良 明志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泰崗教學師鐸獎  明志科技大學  105/09/28  

陳建彰 明志科技大學輔導優良教師遴選 泰崗輔導師鐸獎 明志科技大學 10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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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彥光 文以載數詩歌  詩歌類佳作  
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  
105/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