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社會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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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森 

 專題研究獎勵，臺灣碩士生主修領域轉換與勞力市場表現之分

析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台灣社會學會理事 

 103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鄭祖邦 
 專題研究獎勵，家國之外的主體追尋：對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論

述建構的探討 

林  錚 
 專題研究獎勵，「佛教中國化」概念起源與作用：一種社會學的

想像 

陳憶芬  執行國教院研究計畫：數位教科書在國中數學教學應用之研究 

高淑芬 

 專題研究獎勵，科技風險爭議中的風險感知、風險溝通與風險治

理創新：以電磁波為例 

 指導社會學系學士班江佳穎同學榮獲「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東亞環境社會學學會理事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 

1. Shu-Fen Kao (2015, Jul). Scientific Uncertainty, Risk Percep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of Expertise: Envisioning Participatory Risk 

Governance of EMF in Taiwan. SRA World Congress on Risk 2015, 

新加坡.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2. Shu-Fen Kao (2014, Aug). Nuclear Risk Controversies and Risk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 2014 Society of Risk Analysis - Asia Confer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本人為 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專書文章：電磁輻射風險。台灣風險的十堂課：食安、科技與環

境（頁 146-159）。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施怡廷  103學年度特優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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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森 

 專題研究獎勵，教育分流理念與實踐的再檢視：一般大學╱技職

院校社會工作學系差異分析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鄭祖邦 

 專題研究獎勵，家國之外的主體追尋：對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論

述建構的探討 

 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歷史比較（分支計畫：公

民身分、專業主義與現代性：從功能分化的觀點重探西歐社會與

近代中國的公民觀） 



 台灣藝術與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林  錚 

 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對於《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

重新解讀︰在一種複合性觀點之下 

 期刊獎勵費 THCI Core「思與言」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當余英

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遇上韋伯式觀點 

 104學年度優良導師 

陳憶芬 

 執行國教院研究計畫：數學數位教科書單元設計之研究 

 宜蘭縣 105年國小候用校長甄選命題委員 

 宜蘭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林明禛 

 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傳統部落照顧與當代專業服務的合併或

抉擇：以大同鄉泰雅族部落社區照顧試辦計畫為例」 

 宜蘭縣自殺通報個案分析之研究，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委託 

 宜蘭縣政府委託兒童保護個案社工處遇之研究 

 行政院原民住民事務委員會原住民家庭及婦女中心、日間關懷

站專業諮詢委員 

 行政院原民會家庭及婦女服務中心績效評鑑委員。 

 衛生福利部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委員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宜蘭醫院 IRB人體試驗倫理非醫療類委員 

 考試院考選部專技高考社會工作師類命題委員 

 宜蘭縣政府身心障礙福利委員會委員、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委

員、公益彩券監督委員會委員 

 花蓮縣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委員會委員/台東縣政府老人福利委

員會委員/地方政府社會福利行政相關方案評選委員 

高淑芬 

 專題研究獎勵，科技風險爭議中的風險感知、風險溝通與風險治

理創新：以電磁波為例 

 指導社會學系學士班江佳穎同學榮獲「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東亞環境社會學學會理事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 

1.Shu-Fen Kao (2016, Jul). Journalists As Cosmopolitan Actors i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Exploring Taiwan Case. The Third 

ISA Forum of Sociology, Vienna, Austria.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

作者. 

2.Shu-Fen Kao (2016, Jul). Citizen's Initiatives and Energy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The Third ISA Forum of Sociology, 

Vienna, Austria.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3.Shu-Fen Kao (2016, Jun). Transition to Green Energy in Taiwan: 

Current Problems and Innovative Strategies.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Smart Governance: 

Asian Perspectives, Taipei, Taiwan.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4.Shu-Fen Kao (2015, Oct). Barriers and Possible Path Towards 



Innovative Risk Governance: EMF Case in Taiwan.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Sendai, Japan. 本人為第一作者、通訊作者. 

 專書文章：電磁輻射風險。台灣風險的十堂課：食安、科技與環

境（頁 146-159）。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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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森 

 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教育分流理念與實踐的再檢視：一般大

學╱技職院校社會工作學系差異分析」(第二年)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論文〈當今大學教師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解析：Weber學派

的觀點〉刊登於《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第 17卷第 1期，頁 1-

42，此為教育學門 TSSCI第一級刊物。 

《台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 

《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編輯委員 

鄭祖邦 

 專題研究獎勵，進擊未來的年輕世代：在中國因素下「年輕世代」

本土意識的形塑 

 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歷史比較（分支計畫：公

民身分、專業主義與現代性：從功能分化的觀點重探西歐社會與

近代中國的公民觀） 

 台灣藝術與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林 錚  105學年度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特優導師 

張國慶 
 台灣金融研訓院研究計畫，台灣銀行業至中東歐發展金融業務

的環境評估 

陳憶芬 

 執行國教院研究計畫：國中數學科數位教科書單元發展與實作

研究 

 105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宜蘭縣 106年國小候用校長甄選命題委員 

 宜蘭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林明禛 

 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傳統部落照顧與當代專業服務的合併或

抉擇：以大同鄉泰雅族部落社區照顧試辦計畫為例」 

 任行政院原民會福利處兒少福利權益委員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IRB人體試驗倫理非醫療類委員 

 博愛醫院 IRB人體試驗倫理非醫療類委員 

 行政院原民住民事務委員會原住民家庭及婦女中心、日間關懷

站專業諮詢委員 

 行政院原民會家庭及婦女服務中心績效評鑑委員。 

 衛福部社家署第 10次身心障礙機構績效評鑑委員 

 宜蘭縣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權益委員會委員、社區營造推動委員

會委員 

 花蓮縣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委員會委員/台東縣政府老人福利委

員會委員/地方政府社會福利行政相關方案評選委員 



 本校社區照顧資源中心推動計畫主持人 

 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 National Indigenous Social Work 

Conference 2016,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innipeg, Canada. 

 專書／東台灣社會福利探悉：高齡族群與性別/ch2 東部老人生

活狀況與福利需求：外省客家原住民閩南四個族群差異的比較，

松慧出版 

 專書／社會工作管理/ch3,ch10,ch13，洪葉文化出版 

高淑芬 

 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邁向能源轉型之治理、法制與社會研究-

(子計畫四)公民行動倡議與能源轉型的公眾論述(第一年) 

 台灣風險分析學會理事 

 東亞環境社會學學會理事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受核事故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

險評估」計畫諮詢委員 

 演講：2017 年 5 月 26 日在台灣風險分析學會主辦之「智慧城

市與風險治理國際研討會暨台灣風險分析學會年會」以 “Risk 

Governance Deficits and Possible Path Towards Innovative Risk 

Governance: EMF Case in Taiwan” 為題演講。 

 專書文章：地方能源轉型的社會學習與公民參與。【能】怎麼 轉：

啟動台灣能源轉型鑰匙（ISBN：978-986-05-1886-3）（頁 103-

118）。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施怡廷 

 聖母醫院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儲備委員 

 聖母醫院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社會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回首來時路-以社會模式探討身為宜蘭發

展遲緩兒童母親所習的經驗」 

應用經濟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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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谷劦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整合有益？歐元區實證經驗的啟示」 

賴宗福 

 103學年度優良導師 

 專題研究計畫獎勵：「石化工業政策影響評估」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石化工業政策影響評估」 

 執行教育部計畫：「子計畫 1：改造加值脫胎換骨 

李杰憲 

 承辦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委託之「臺北市路跑產業經濟效益調查

與評估案」 

 獲期刊發表校內獎勵 TSSCI「臺灣地區代謝症候群相關疾病改

善之經濟效益」 

王景南 
 香港城市大學研究訪問學者 

 獲科技部學術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衡量長期尾端風險：平方根     



時間調整法的績效衡量」 

戴孟宜 

 獲期刊發表校內獎勵「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Dynamics in a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科技部專題計畫獎勵「廣告、政府政策與福利」 

李杰憲 

 承辦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委託之「104年臺北市競技運動賽會及路

跑經濟效益評估與分析」 

 獲計畫發表校內獎勵「104 年臺北市競技運動賽會及路跑經濟效

益評估與分析」 

104 

陳谷劦 科技部專題計畫：台灣信用合作社的美麗與哀愁：效率的觀點 

王景南 刊登 TSSCI 管理類 A 級期刊-認定與刻劃價格跳躍的新方法  

戴孟宜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論文刊登獎勵「Pollution, Health and EconomicGrowth」 

 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教學績優教師 

賴宗福 

 104學年度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特優導師 

 專題研究計畫獎勵：「石化產業發展研析」研究計畫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運輸成本在不同匯率體制下之效果分析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投資大陸地區乙烯等七項產品變更申請」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石化產業發展研析」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各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研析」 

 執行教育部計畫：「教育部 105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

計畫：走出校園、擁抱社會」 

 執行教育部計畫：「104 至 105 年度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105 

陳谷劦 科技部-台灣信用合作社的美麗與哀愁：效率的觀點 

戴孟宜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周國偉 
論文刊登獎勵「Oil prices, exchange rate, and the price asymmetry in 

the Taiwanese retail gasoline market」 

林啟智 

刊登 SSCI期刊- Lin, C. C. (2016). Can total deregulation be a better 

option than partial deregulation? Singapore Economics Review, 61, 

1550044, DOI: 10.1142/S0217590815500447. 

執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計畫「固定通信網路接續費監理機制研

究」。 

曾銘深 

賴宗福 

 榮獲佛光大學 105學年度產學合作績優教師 

 榮獲佛光大學 105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水泥產業（含上游主要礦石原料開採）發

展研析與建議」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石化產業發展研析與建議」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開放赴陸生產乙烯等產品之風險及效益分



析」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赴大陸地區從事下游化工產品投資申請」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高值化石化產業發展評析」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新設（含擴建）科學園區政策社會與經濟

面影響評估」 

 執行教育部計畫：「教育部 105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

計畫：走出校園、擁抱社會」 

 執行教育部計畫：「104 至 105年度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執行教育部計畫：「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1：

改造加值脫胎換骨（分項計畫一）」 

李喬銘 

 論文刊登獎勵「The Relation Between Bond Fund Investor Flows 

and Volatility」 

 論文刊登獎勵「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王緁妶 
 獲期刊發表校內獎勵「Do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flows 

drive China’s asset markets?」 

公共事務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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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尚懋 泰國人類安全的政治經濟分析(I) 

陳衍宏 

 臺東縣政府「建立施政績效衡量機制與參考指標」專業服務規劃

案-協同主持人 

 文官學院講座、宜蘭縣政府服務品質審查/諮詢/輔導委員、考試

院保訓會命題(審)委員 

劉義鈞 

 宜蘭縣觀光事業拓展計畫：宜蘭縣擴大陸客自由行之策略研究 

 陸客來宜觀光發展限制與未來發展願景及策略 

 宜蘭縣政府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宜蘭縣政府公益彩券盈餘經

費管理運用委員會、宜蘭縣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宜蘭縣政府法規審查小組委

員、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許文傑 
 宜蘭縣政府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委員 

 政治大學公民社會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周力行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華光智能發展中心權益會委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社區發展協會顧問 

孫以清 

 佛光大學畢業生流向調查、「全民節電行動」節能意向調查

案、聯禾有線電視服務品質及滿意度調查、台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顧客滿意度調查 



 2014年選舉研究案(一)、2014年選舉研究案(二) 

 103年「全民節電行動」節能意向調查案、103年校務滿意度調

查 

張中勇 

 我國情報體制與能力之策進 MOST、《戰略安全研析》月刊編

輯委員、《前瞻科技與管理》半年刊編輯委員。 

《戰略安全研析》、《國防雜誌》、《展望與探索》、《遠景季刊》、

《警學叢刊》、《空大行政學報》；《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中山大學》、《海洋大學》、《淡江大學》、《實踐大學》、《陸軍

專科學校》教師升等審查人 

 國教院【高中全民國防教育】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臺灣

公共治理研究中心評估委員會評估委員、中華民國亞太安全合

作理事會(CSCAP)理事 

 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理事、警察大學幹部

升等訓練課、文官高考及格與簡任升等訓練所、消防與警政人

員佐升正與正升簡訓練等講座   

王漢國 

 國防大學第五屆通識教育設計委員會校外委員、國防大學戰略

所教育諮詢委員會校外委員、財團法人高等評鑑中心基金會大

學校院校務評鑑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

研修小組」委員 

104 

陳尚懋 台灣東南亞學會常務理事/泰國人類安全的政治經濟分析 MOST 

陳衍宏 
文官學院講座、宜蘭縣政府服務品質審查/諮詢/輔導委員、考試

院保訓會命題(審)委員 

劉義鈞 

宜蘭縣政府委託研討本縣與中國大陸城市交流之定位略、宜蘭縣

政府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宜蘭縣政府國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法規審查小組委員 

許文傑 宜蘭縣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周力行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華光智能發展中心權益會委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社區發展協會顧問 

孫以清 104 年度校務滿意度調查主持人 

105 張中勇 

105 學年 警察人員特考 三等考試典試委員、命題與閱卷委員 

105 學年 國家安全人員三等特考 命題與閱卷委員 

105 學年 移民行政人員三等特考 命題委員 

105 學年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關鍵基礎設施諮詢小組委員 

105 學年 行政院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演習(板橋車站,台中港) 

評核委員 

105 學年 外交部補助學者海外研究(蹲點)計畫(日本) 

105 學年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106年)諮詢委員 



105 學年 警政署 反恐與危機談判研習 講座 

105 學年 調查局 情報整合研析專題演講  講座 

105 學年 國家安全局戰略班 非傳統安全專題 講座 

105 學年 中華民國亞太安全理事會(CSCAP) 印尼網路安全會議

代表 

105 學年 亞太政策研究協會 副理事長 

105 學年《戰略與安全研析 》月刊 編輯委員 

105 學年《前瞻科技與管理》半年刊 編輯委員 

陳衍宏 
文官學院講座、宜蘭縣政府服務品質審查/諮詢/輔導委員、考試

院保訓會命題(審)委員 

許文傑 宜蘭縣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劉義鈞 

獲得宜蘭縣政府「研討增進宜蘭縣與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之實質交

流：以振興觀光產業為焦點」計畫案 

宜蘭縣政府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國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法規審查小組委員 

宜蘭縣縣政顧問 

宜蘭縣政府公益彩券分配委員 

宜蘭縣政府公投審議委員 

宜蘭縣政府醫審委員 

周力行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華光智能發展中心權益會委員 

 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社區發展協會顧問 

孫以清 105 年度校務滿意度調查主持人 

柳金財 

1.政治大學問題與研究季刊 TSSCI審查 

2.政治大學大陸中國研究季 TSSCI審查 

3.調查局展望與探索審查 

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報審查 

5.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學生輔導季刊審查 

6.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副理事長、理事 

7.中華學生社團學會理事、監事 

8.台灣服務學習學會秘書長、理事 

曾于蓁 
陸委會「中國大陸對在陸國人實施國民待遇之作為及因應」委託

研究計劃案 偕同主持人 

管理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103 
蔡明達 教育部『觀光旅遊學程課程分流計畫』 

陳志賢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龜山島遊客需



求調查暨生態旅遊管理策略』 

曲靜芳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臺灣權證的市場品質」 

林衍伶 經濟部商業司委託「瑞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通路重整計畫」 

盧俊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旅館業餐旅服務』 

陳志賢 社科院 103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104 

盧俊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住宿服務業人力培訓』 

王慧茹 科技部二年期專案補助「綠色城市品牌：多重厲害關係人的知覺」 

盧俊吉 榮獲 103學年度優良導師 

蔡明達 教育部『觀光旅遊學程課程分流計畫第二年』 

陳志賢 10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104學年度產學合作績效獎 

105 

徐郁倫 榮獲 104學年度特優導師 

徐郁倫 勞動部補助大專院校就業學程-105年財富管理行銷人才學程 

盧俊吉 勞動部補助大專院校就業學程-105年住宿服務業人力資源學程 

盧俊吉 榮獲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陳亮均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協同主持人 

 2017 年全國計算機會議－數位鑑識、醫療私密與網駭安全研討

會 Publicity Chair 

心理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103 

吳慧敏  103學年度特優導師 

林緯倫 
 科技部「103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103學年度特優導師 

黃智偉 

 科技部「103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中央研究院 103年度第一梯短期訪問學人 

 應邀擔任「台灣心理學會研討會-生理心理學組」會議召集人 

吳佳瑾 

 103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103學年度評鑑績優教師 

 103學年度優良導師 

 103學年度優良學術導師家族 

104 

林緯倫 

 科技部「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104學年度特優導師 

 104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周蔚倫  104學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黃智偉 
 104學年度優良導師 

 科技部「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105 林烘煜  105年度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黃智偉  升等教授 

游勝翔  105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吳佳瑾  105學年度特優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