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新春團拜 張董事長祝大家新春快樂
高教深耕獲九成補助款　棒球隊囊括第 10 面冠軍

　【文／李文瑜】2018 新春團拜於體育館八
樓舉行，由張鏡湖董事長親自發送柑橘及小紅
包禮袋，開春文大好消息不斷。代理校長王
淑音教授提到，本校獲高教深耕計畫九成補助
款、棒球隊則囊括隊史第 10 座大專棒球聯賽
冠軍獎盃。此外，本校更成為企業肯定喜愛的
學校，相較去年躍升 10 名之多，在全國大學
院校排名第 23 名。
　王淑音校長還提到，史上第一位女大生鎮瀾
宮搶頭香，抱回「大金媽」，也是本校社福系
的學生卓玟禎，極旺好采頭，將代表中國文化
大學將越來越好，優勢越來越旺。
　張董事長則祝福每一位教職員生新年快樂，
秘書處公共事務室特別設計抽抽樂，讓現場參

與的教職員老師們試試新年大手氣，抽出狗年
旺富禮物。
　王淑音教務長指出，開年新春期間，文化大
學傳出多項好消息，包括本校獲得深耕教育教
育九成補助款，謝謝教資中心王義仲主任這一
年多來帶領師生一起努力寫計畫，讓文化大學
獲得肯定。
　Cheer 雜誌今年公布獲企業青睞的學校，文
化大學較去年躍升 10 名之大。王淑音教務長
提到，文大的學生表現優秀，加上這幾年積極
推廣產學合作，讓學生有機會在大學期間接觸
產業，獲得企業肯定，這是文化大學師生共同
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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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全校師生一起來 DIY 玫瑰花小熊及藍靛染布巾
　【文／李文瑜】配合三月一日
56 周年校慶，首先登場將是《華
岡人創藝市集》，歡迎全校師生
一起來親手製作「玫瑰花熊」一
個溫暖人心的禮物；以及親自體
驗「陽明山的古老產業 藍靛＆
染」自己動手染出一條布的樂趣，
名額有限，快來報名唷！

陽明山的古老產業 —藍靛＆染體驗

　由化學系畢業王道隆學長介紹
「陽明山的古老產業 — 藍靛＆
染」，自己動手染出一條布，課

程費用 ( 含教材 ) 每人 300 元，
上課地點位於陽明山校本部菲華
樓一樓教室，開課時間一堂課 2
小時，分別於 2 月 27 日 10：00-
12：00、14:00-16:00 。想要學
習藍靛染的「摺染技藝」，體驗
染液變化和工藝效果，千萬不要
錯過華岡人 MAKER 教學活動！
每一場可獲得全人護照美育 2 點
唷！

「玫瑰花熊」一個溫暖人心的禮物

　由地質系學姊教學，「一個

禮物，一個微笑熊騏士 knight 
bear」現今社會的改變，讓大家
遺忘了送禮的愉悅，其實送禮很
簡單，我們以一個禮物換一個微
笑的概念為出發點，因為從小的
夢想就是泰迪熊，充滿著溫暖人
心的禮物，不管男女老少皆能接
受，而搭配純手工的製作跟客製
化，還有研發之後的 DIY 教室，
歡迎喜愛自己親手 DIY 製作禮物
的人，其實禮物不一定要送別人，
可以送給過去、現在、未來的自

己喔 !! 課程費用含教材每人 950
元，上課地點位於陽明山校本部
菲華樓 1 樓教室，開課時間一堂
課 2 小時，分別於 2 月 26 日下午
14：00-16：00、3 月 2 日 上 午
10:00-12:00，每一場可獲得全人
護照美育 2 點唷！
　希望藉由華岡人 MAKER 教學
活動，提供全校師生一個結合「想
像」與「實踐」的場欲，分享技
術與交流，發揮「動手做」的精
神，讓在校學生從中體驗，進而
激發創新與創意的創客運動。讓
全球華岡人返校與在校學弟妹分
享創藝與或職場實務操作，期望
藉由校友們大手牽小手，傳遞華
岡人的精神與寶貴經驗，成為華
岡莘莘學子效學的榜樣，也讓創
辦人愛護學子、培育人才的胸懷
綿延不盡。

《華岡人創藝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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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優教師

外國語文學院日文系蔡珮菁副教授
教學用心與熱忱 打造優質教學環境

  106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外國語文學院日文系

蔡珮菁副教授一貫秉持「教學相長」、「結合理論
與實務」、「注重情境模擬」、「讓學生獨立思考
解決問題」的理念從事教學工作。
　近年來學生來源更形多元，蔡珮菁副教授為協助
不同需求的學生在同一班級中打穩外語基礎，在教
學上採循序漸進，同時利用多元的教材激發學生學
習興趣的方式，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在課堂中總
保持熱忱與活力，盡可能為學習者營造一個具快樂

學習氣氛的學習環境。時時付出耐心，在謀求學生最大學習成效的同
時，也維護學生的學習權益、關懷學生個別之學習需求。
　蔡珮菁副教授教學態度認真、負責及具有極大的熱忱，願意投入時間
與精力於教學中，期使能夠提供學生「具情境模擬」、「與實務接軌、
學以致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實際掌握使用該句型之訣竅與場景。蔡
珮菁副教授教希望可以藉此達到因才、因時、變通、變革的教學成效。

理學院光電物理學系程思誠教授
因材施教，促進同學學習熱忱

　程思誠教授表示教學是知識的傳承，沒有程度不
好與不想學習的學生，只有學習興趣須提升的學
生，了解學生困境，熱心協助同學學習，並依據學
生能力，給予適才的指導，引發同學的學習熱忱。
　程思誠教授指出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需要適性
的對待與發展的舞台，以增加學生學習過程的興
趣，給學生們專業性、開創性與挑戰性的教學內
容，身教甚於言教，付出愛心與耐心，不放棄任何
一位具有學習熱誠的同學。教學上，程思誠教授給

予學生們專業性、開創性與挑戰性的教學內容，無論在專業知能或教學
方法上，都需要持續不斷的自我充實，明確的讓學生們知道課程的教學
目標，在課輔系統上填寫完整的教學大綱、課程進度及上課教材，除介
紹課程目標、核心能力及教學內容外，清楚告知成績評量方式，不只考
量紙筆測驗成績，更重視課堂內師生互動與積極參與程度，教導學生如
何思考，以因應未來職場與社會的進步，接受跨領域知識的挑戰。

農學院園藝系黃子彬教授
走出教室進入田野 了解產業情況

　園藝與生物技術係實際應用而非純理論探討之

科學，黃子彬教授將教學結合學術理論、實用技術
與產業實務，學理與實務並重，讓學生保持學習之
興趣與熱忱，除專業學識之探討外，更能熟知當前
產業現況，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法等。
　黃子彬教授原服務於中央農政機關，已累積 30
餘年之經驗，在教學中亦隨時融入講授內容中。專
業學識之傳授有助於學生畢業後繼續深造，政策法
規與產業實務之經驗傳承，使學生能學以致用，盡

速成功創業或順利進入職場。為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黃子彬教授教學經
常佐以田間操作技術或產業實務之相關影片，以及帶領學生前往校外參
訪觀摩以加深學生印象，提升學習成效，並有機會與產業界提早接觸，
認識與互動，有助於日後駕輕就熟，順利銜接就業。

工學院機械系陳震宇助理教授
教學態度認真積極汲取新知  豐富課程內容 

陳震宇助理教授說，除了學理上的教學外，於課
堂中藉由各種實例探討增加學生學習動機，上課強
調理論與實務並重，為學生未來的就業做好準備。
陳震宇助理教授富教學熱忱，除了基本的授課外，
每年指導同學撰寫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鼓
勵學生積極尋找計畫題目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增值
大學履歷。
陳震宇助理教授教學態度認真，並積極汲取新

知，參加國內外學術與校內外教學精進演講，豐富
課程內容與教學觀念。配合學校整體教學政策，陳震宇助理教授在課輔
系統中明列教學大綱、上傳教材，依公告之進度授課；在學校全人教育
的架構下，培育出理論與實務兼備之機械工程人才。

傳播學院資傳系戴維良副教授
鼓勵學生多元發展  啟發內在之潛能

　戴維良副教授認為，教學的重要性不只在於知識
的學習，亦須要注重於發展個人的潛能，因此他也
遵循學校的多元學習理念，提供多元的教學，多元
的評量，朝向多元智慧的開發，啟發同學內在的興
趣與潛能。
　為了讓同學有更充足的時間使用電腦教室，戴維
良副教授的課每學期皆有術科的課，因為實作的關
係，同學們常常實作到晚上還沒離開，他也持續留
下來幫同學解決問題，直到資訊中心來關教室為

止。此外，不只課堂上，晚上、假日也時常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來回應同
學們的問題，展現教育熱忱與耐心。戴維良副教授教學期間皆未有遲到
早退的現象，教學態度認真且負責，同學們的回饋也反應了他認真負責
的教學態度。

藝術學院音樂學系洪千貴教授
鼓勵學生參與比賽　肯定自己為大學履歷增值

　洪千貴教授教學態度熱忱而敬業，時常超時上課
並課後指導學生，因材施教、認真負責。除了時常
鼓勵學生、督促學生用心學習之外，也輔導學生參
與各類音樂比賽、參加大師班研習、校外樂團學習
經驗，更幫助學生出國留學等事宜，學生也屢獲佳
績與各類獎項。

洪千貴教授長達九年來帶領中國文化大學「台灣巴
洛克樂團」貢獻良多，無支薪的奉獻自己，每週固

定的團練，訓練學生們學習古樂器演奏之特殊詮釋法及獨特音樂風格表
現法，付出了許多的精神與時間，多年來培育了許多學生成功學習到演
奏巴洛克古樂器之方法。洪千貴教授在教學政策上完全配合學校整體教
學政策，每學期均完整記錄含教學大綱、授課內容、提供參考書目、依
規定補課、親自主試、依期限繳交學生成績等。

教育學院師培教育中心劉語霏副教授 
鼓勵國際多元文化的理解  培養包容態度與開放胸襟

　劉語霏副教授重視修課學生的個別學習特徵與需

求，因此於學期之初便讓學生填寫「學生基本資料

表」與鼓勵學生上台自我介紹，藉此了解學生的學

習需要與起點行為。同時，設計多元評量方式以因

應不同的學習特徵與需求。

劉語霏副教授尊重且重視學生的自學能力，課程當

中透過不間斷的師生問答，鼓勵師生討論與同儕

互動，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以期確實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鼓勵國際多元文化的理解，有

鑑於近年國際情勢劇烈變動與各國紛爭不斷，以及國內民間的國際交流

與人口移動日益頻繁，劉語霏副教授於課堂上，會針對國內外時事議題

或個案深入比較探討，引導學生立足台灣、放眼國際，進行國際多元文

化的理解，從而建立學生的國際觀，及化差異之包容的態度與開放的胸

襟。

認真教學研究與輔導 春風化雨暖華岡
為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學成效特優教師，每年表彰特優教師，今年有七位老師獲高度肯定，獲頒全校特優教師，

獲頒獎勵金 12 萬元，春風化雨溫暖華岡，老師們認真其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具卓著貢獻，足為師生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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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哲學系 古秀鈴 副教授 1

哲學系 曾春海 教授 3

哲學系 黃藿 教授 1

史學系 王明蓀 教授 1

史學系 林冠群 教授 2

史學系 連啟元 副教授 1

韓文系 許怡齡 副教授 1

應數系 江哲賢 教授 1

應數系 林豐澤 教授 1

應數系 鄭文巧 教授 2

光電物理系 王建亞 教授 2

光電物理系 程思誠 教授 3

化學系 陳輝龍 教授 4

化學系 鄭豐裕 助理教授 1

化學系 賴昱衡 助理教授 1

化學系 蘇平貴 教授 2

地學所 洪念民 教授 1

地學所 謝雨潔 助理教授 1

大氣系 張偉裕 助理教授 1

大氣系 劉清煌 副教授 1

地質系 黃瑞德 教授 1

生科系 吳賜猛 教授 6

生科系 廖政 副教授 2

法律系 王紀軒 助理教授 2

法律系 吳盈德 副教授 1

法律系 李寧修 副教授 3

法律系 陳盈如 副教授 2

政治系 鄭子真 副教授 1

經濟系 馬泰成 教授 3

經濟系 張瑞雲 副教授 2

經濟系 陳宛君 教授 1

經濟系 廖志興 副教授 2

經濟系 歐陽利姝 副教授 2

勞工系 李健鴻 教授 2

社福系 陳正芬 教授 2

行管系 蔡馨芳 副教授 1

行管系 蘇子喬 副教授 3

國發大陸所 龐建國 教授 1

園生系 阮素芬 副教授 1

園生系 林冠宏 教授 8

園生系 陳麗如 助理教授 4

園生系 黃子彬 教授 1

園生系 黃盟元 助理教授 3

園生系 熊同銓 副教授 3

動科系 王翰聰 教授 1

動科系 林詠凱 教授 2

森保系 王義仲 教授 1

土資系 李家儂 教授 1

土資系 陳起鳳 副教授 2

土資系 葉惠中 副教授 1

土資系 謝祖光 助理教授 1

生應系 王惠珠 副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哲學系 黎惟東 副教授 1

文學組 徐紀芳 教授 2

文學組 陳惠美 副教授 1

史學系 林冠群 教授 1

史學系 湯瑞弘 助理教授 1

日文系 蔡珮菁 副教授 1

韓文系 吳忠信 副教授 1

韓文系 金善孝 助理教授 1

英文系 單傳國 副教授 1

英文系 黃嘉音 副教授 1

法律系 何曜琛 教授 1

法律系 周佳宥 副教授 1

法律系 戴銘昇 教授 2

政治系 閻嘯平 教授 3

社福系 郭靜晃 教授 3

社福系 黃志成 教授 1

土資系 謝祖光 助理教授 1

廣告系 羅雁紅 教授 1

戲劇系 井迎兆 教授 1

建築系 江益璋 助理教授 1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1

心輔系 江學瀅 助理教授 1

心輔系 黃政昌 副教授 2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生應系 柯澍馨 副教授 1

生應系 陳欣怡 助理教授 4

生應系 劉馨嵐 副教授 1

保健系 葉秋莉 兼任教授 4

生科所 林彥昌 副教授 5

生科所 黃鵬林 教授 3

化材系 王子奇 教授 2

化材系 吳玉娟 兼任教授 3

化材系 施漢章 兼任特約講座 1

化材系 張玲玲 教授 1

化材系 曹春暉 教授 2

化材系 陳文智 副教授 1

化材系 陳景祥 教授 1

化材系 曾梨子 教授 1

化材系 雷健明 副教授 1

電機系 王明浩 副教授 5

電機系 杜翰艷 副教授 1

電機系 張家宏 助理教授 1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1

機械系 張珩 副教授 1

機械系 張達元 教授 1

機械系 陳為仁 教授 4

機械系 陳震宇 助理教授 2

紡工系 邢文灝 教授 4

資工系 洪敏雄 教授 1

資工系 劉仲鑫 副教授 1

國貿系 李政德 教授 2

國貿系 林少龍 教授 4

國貿系 柯勝揮 教授 1

國貿系 郭國誠 副教授 1

國貿系 郭國興 副教授 2

國貿系 駱少康 教授 1

國企系 許嘉霖 副教授 10

國企系 陳彥君 副教授 4

國企系 楊台寧 教授 2

國企系 賴素鈴 副教授 2

國企系 繆敏志 教授 2

會計系 王茂昌 副教授 2

會計系 林欣瑾 副教授 5

會計系 陳富祥 教授 5

會計系 齊德彰 教授 2

觀光系 許家源 助理教授 1

觀光系 陳玟妤 副教授 1

觀光系 劉敏 副教授 1

財金系 王永昌 教授 1

財金系 王譯賢 教授 2

財金系 林宛蓉 副教授 1

財金系 林翠蓉 教授 3

財金系 婁天威 副教授 1

財金系 楊馥如 教授 1

資管系 王美慈 副教授 1

資管系 王福星 教授 1

資管系 余平 助理教授 1

資管系 李惠明 教授 2

資管系 杜淑芬 教授 1

資管系 姚慶邦 助理教授  1

資管系 賴谷鑫 兼任助理教授 1

資管系 謝文恭 教授 1

全商學士學位學程 吳青松 教授 1

新聞系 郭文平 副教授 1

廣告系 羅雁紅 教授 1

資傳系 陳又菁 副教授 1

資傳系 戴維良 副教授 3

大傳系 王毓莉 教授 3

大傳系 林純德 副教授 1

戲劇系 紀家琳 助理教授 1

科藝所 夏至賢 副教授 8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市政系 王思樺 助理教授 1

市政系 李德軒 助理教授 1

市政系 徐國城 副教授 1

建築系 江益璋 助理教授 1

建築系 邱世仁 教授 3

建築系 楊欣潔 副教授 1

景觀系 張琪如 副教授 1

景觀系 鄭祈全 教授 1

教育系 張建成 教授 1

教育系 游振鵬 副教授 1

師培中心 王等元 副教授 1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2

師培中心 廖遠光 教授 1

體育系 王敏憲 副教授 1

體育系 余清芳 教授 1

體育系 吳慧君 教授 5

體育系 彭賢德 教授 4

體育系 盧俊宏 教授 1

體育系 羅興樑 助理教授 1

技擊國術系 宋玉麒 助理教授 2

技擊國術系 魏香明 教授 (技 ) 1

心輔系 邱發忠 教授 1

心輔系 洪瑞斌 教授 1

心輔系 黃政昌 副教授 1

運健系 魏誠佑 兼任助理教授 5

運健系 龔煥文 兼任助理教授 2

推國企系 王鳳奎 教授 (技 ) 2

推國企所 顏敏仁 教授 2

推資管系 王舒民 副教授 2

推財金系 沈毅 副教授 4

推財金系 魏筱昀 講師 1

推廣告系 游慧茹 副教授 1

推廣告系 鄭慕尼 助理教授 1

數媒學程 侯皓之 副教授 1

資訊中心 黃建翔 專員 1

凡經發表之研究論文、著作、e

化課程教材、創作、專利或研究

計畫、建教合作等得依本校學術

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申請獎勵，每

件核給獎勵金 3 千元至 9 萬元。

105 學年度獲獎之教師如下：

( 一 )、 研 究 論 文 獎： 刊 登 於

A & H C I 、 S C I 、 S S C I 、 E I 、

TSSCI、THCI、CSSCI( 校 教 評

會認可 )、SCOPUS 等學術性期

刊，每篇頒給獎狀暨獎金，受獎

教師共 154 位（其中 10 篇有 1 位、

8 篇有 2 位、6 篇有 1 位、5 篇有

6 位、4 篇有 10 位、3 篇有 13 位、

2 篇有 32 位、1 篇有 89 位）。

( 二 ) 專書獎：頒給獎狀暨獎金，

受獎教師共 23 位（其中 3 本有 2

位、2本有 3位、1本有 18位）。

單位 姓名 職稱

創新育成中心 李世聰 主任

生科系 陳亮憲 副教授

動科系 羅玲玲 副教授

專案發展中心 張美華 職員

地質系 陳柔妃 助理教授

森保系 謝佳宏 助理教授

生技所 王淑音 教授

推財務金融學系 魏筱昀 講師

國劇系 劉稀榮 助理教授(技)

國劇系 劉慧芬 教授

國劇系 謝俐瑩 助理教授

舞蹈系 何郁玟 助理教授

舞蹈系 張永煜 兼任助理教授 

舞蹈系 顏翠珍 副教授

( 四 ) 研究計畫獎：1. 連續 3 學年

（103、104、105 學年度）獲得「科

技部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者」頒給

獎狀，受獎教師共 60 位。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體育系 吳慧君 教授 1

2.「研究計畫案之總金額達 3 百

萬以上者」頒給獎狀，受獎教師

共 8 位。

單位 姓名 職稱

哲學系 何畫瑰 副教授

史學系 林冠群 教授

應數系 林豐澤 教授

應數系 鄭文巧 教授

光電物理系 程思誠 教授

化學系 陳輝龍 教授

化學系 蘇平貴 教授

大氣系 王嘉琪 副教授

大氣系 周昆炫 副教授

大氣系 張瓊文 副教授

大氣系 蘇世顥 助理教授

地質系 郭欽慧 助理教授

地質系 陳柔妃 助理教授

地質系 黃瑞德 教授

地質系 劉佳玫 助理教授

生科系 巫奇勳 助理教授

法律系 李寧修 副教授

政治系 林炫向 副教授

經濟系 馬泰成 教授

經濟系 張瑞雲 副教授

經濟系 廖志興 副教授

社福系 陳正芬 組員

行管系 黃榮源 副教授

土資系 李家儂 教授

土資系 葉惠中 副教授

營養系 葉秋莉 兼任教授

化材系 施漢章 兼任特約講座

化材系 陳景祥 教授

化材系 曾梨子 教授

電機系 王明浩 副教授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機械系 張達元 教授

機械系 陳震宇 助理教授

機械系 蘇國和 教授

資工系 洪敏雄 教授

國貿系 駱少康 教授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 三 ) 藝術及設計創作獎：符合

「專科以上學校藝術類科教師以

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作

業要點」所認定之個人畫展、演

唱（奏）會、舞蹈創作、演出、

戲劇編劇、導演、設計作品等，

頒給獎狀暨獎金，受獎教師共 14

位（其中5場有1位、3場有2位、

2 場有 3 位、1 場有 8 位）。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音樂系 洪千貴 教授 1

音樂系 許雅民 副教授 1

國樂系 吳宗憲
副教授
( 技 )

2

國樂系 樊慰慈 教授 2

國樂系 鄭曉玫
副教授
( 技 )

1

戲劇系 李柏霖 講師 5

戲劇系 徐堰鈴 助理教授 (技 ) 3

國劇系 李寶春 教授 (技 ) 3

國劇系 劉稀榮 助理教授 (技 ) 1

國劇系 劉慧芬 教授 1

國劇系 謝俐瑩 助理教授 1

舞蹈系 何郁玟 助理教授 1

舞蹈系 張永煜 兼任助理教授 2

舞蹈系 顏翠珍 副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國企系 許嘉霖 副教授

國企系 陳彥君 副教授

會計系 林欣瑾 副教授

觀光系 姜淳方 副教授

觀光系 陳玟妤 副教授

新聞系 江淑琳 副教授

新聞系 郭文平 副教授

資傳系 戴維良 副教授

大傳系 王毓莉 教授

科藝所 夏至賢 副教授

市政系 王思樺 助理教授

市政系 李德軒 助理教授

建築系 張效通 教授

景觀系 張琪如 副教授

景觀系 鄭祈全 教授

教育系 游振鵬 副教授

體育系 吳慧君 教授

體育系 彭賢德 教授

體育系 盧俊宏 教授

國術系 劉國同 教授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 五 )、 研究創作獎 : 指導本校學

生執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之

研究報告，經科技部審定成績優

良且有創意者：頒給獎狀暨獎金，

受獎教師 1 位。

二、服務本校年資滿 30 年之資

深教師、行政同仁： 四、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單位 姓名 職稱

中文系 陳勁榛 副教授

外語學院 張明月 秘書

化學系 劉清揚 教授

地學所 盧光輝 教授

美術系 吳大光 教授

體育系 沈啟賓 教授

體育系 李鴻棋 副教授

秘書處 趙維娟 組員

總務處 李慧美 組長

總務處 鍾雲珠 組員

三、教學特優教師獎：

單位 姓名 職稱

日文系 蔡珮菁 副教授

物理系 程思誠 教授

園生系 黃子彬 教授

機械系 陳震宇 助理教授 

資傳系 戴維良 副教授

音樂系 洪千貴 教授

師培中心 劉語霏 副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史學系 洪玉儒 助理教授

哲學系 傅皓政 副教授

社福系 許碧純 副教授

五、績優行政人員獎：

單位 姓名 職稱

師培中心 劉語霏 副教授

推華語文 方麗娜 教授

推資管系 王舒民 副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組

陳宗顯 組長

秘書處文書組 趙維娟 組員

教學資源中心教
師教學發展組

陳貞玲 組員

哲學系傅皓政副教授
 　哲學系傅皓政副教授獲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其課程教學活潑有趣，多次得到哲學系與文學院
推薦教學優良教師，並多次以優秀的課程內容，
獲得教育部補助，為本校通識課程的跨域與優質
化貢獻良多。
傅皓政副教授提到，作為一個通識課程教師，他
經常思考如何讓非哲學專業的學生欣賞哲學的重
要性，更鼓勵哲學專業的同學能夠多多學習並觀

察其他學系的思考方式，共同合作有助於將來解決問題以及與他人進
行良好溝通能力。因此，跨領域合作與其他系老師組成通識課程群組
相互觀磨與學習，這些通識課程均獲得教育部辦理補助現代公民核心
能力課程計畫的補助，讓參與計畫的教師們及修課同學可獲得許多寶
貴的跨域經驗。

社福系許碧純副教授
　許碧純副教授從民國 97 年即於本校任教。他
提到，由於通識課程的學生很多都是來自全校不
同科系的學生，而通識教育的理念就是要讓學生
在專業課程之外，建立學生廣泛的知識基礎，及
整合的能力，並奠定其終身學習的能力。
　許碧純副教授在性別與外配領域上，獲學生好
評，通識議題活潑具吸引力，選修其通識課程的
學生非常多。許碧純副教授也提到，在開設通識

課程期間與不同科系學生互動與學習，帶領不同背景的學生認識社會
科學的相關知識，謝謝學校的肯定與支持，未來更將秉持對通識教育
的理念與目標，繼續將所學，相關教學經驗及研究成果為文大學生服
務。

史學系洪玉儒助理教授
　洪玉儒助理教授其專業領域在世界史，尤其

是世界近代史以及美國移民史方面，其講授相關
通識課程，能夠充份發揮所長，深入淺出教導學
生，並運用多媒體配合教學，自編教材，獲得學
生愛戴與好評。洪玉儒助理教授並擔任全商系通
識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及編立教材，為校方解決
教學問題作出具體貢獻。
　洪玉儒助理教授經常鼓勵學生就問題進行多方

思考，同時希望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們能就公眾議題、歷史事件與人
物，乃至於社會議題等提出多元意見與討論，以期激發學生對問題思
考與回答的自主能力，並培養其人文觀、世界觀與道德觀，使學生在
未來的人生旅途中能不斷學習有獨立思考能力。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創新創意通識課程　三位教師獲肯定

創新創意通識課程　三位教師獲肯定

績優行政人員

落實學務處軟實力　

學務處課外組陳宗顯組長
　陳宗顯組長從事學務工作已 10 年時間，帶領
同仁戮力推動社團發展、學生自治、服務學習、
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品德教育、全人學習
護照等學務重點工作，並屢獲獎項肯定，落實學
生課外學習成效與軟實力提升。
　具體績效包括：(1)106 年 12 月 8 日榮獲教育
部北一區學務中心頒發「106 年度友善校園獎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
員」；(2) 協助學校榮獲行政院及教育部獎勵，包括獲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獎」殊榮，獲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社團服務學習優
秀承辦單位獎、服務學習示範計畫「優等獎」學校及「友善校園獎卓
越學校」，獲記功嘉獎；(3) 輔導學生社團全國性競賽屢屢獲獎，如
學生會獲 106 年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之「卓越
獎」與金檔獎、國際志工團獲僑委會頒發最佳僑社服務獎；(4) 100-
105 年度協助學生獲 4 次「總統教育獎」。該員協助學生、同仁及學
校成長與獲獎，足為同仁表率。

落實通識課程改革井然有序
教資發展組陳貞玲組員
　教學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陳貞玲組員工作
表現優異、效率高、品質好、主動積極者，待人
處事具服務熱忱，且對人關懷，樂於為校犧牲奉
獻，自民國 82 年起在本校學術與行政單位從事
教務工作，服務期間表現優異，積極主動，執行
各項業務負責且效率高。93 年任職教務處課務
組，負責通識課程改革業務，積極規劃協調各系
通識課程，並安排全校通識課程分門別類井然有序，順利推展業務，
　96 年至 97 年辦理台北 3 區大學聯招指定科目考試試務工作，認真
負責，圓滿達成任務。100 年起任職教學資源中心，參與教學卓越計
畫，擔任總計畫及子計畫執行負責人，認真負責，達成使命，完成每
期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修訂書、完整版計畫書、、期中成果報告書、
自評報告書等，確實掌控時效。

順利推展校務獲肯定
秘書處文書組趙維娟組員
　趙維娟組員能力強，工作效率高，擔任校長各

項演講稿件之撰寫，成效卓著。自調至秘書處文
書組，對各項文稿處理，會議之辦理，法令之掌
握均嫻熟，並熱心指導組內同仁，營造極佳的工
作氣氛，極有貢獻。

 

為鼓勵優秀資深教師投入通識教育，每年表彰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頒

發獎勵金，指導通識課程教學方法創新創意，足能激發學生學習動

機，培養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批判、探索與統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