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文學院
宗教學研究所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擔任澳洲南天大學董事、校務諮詢委員、教務會議委員、佛教應用
系與人間佛教諮詢委員
 擔任台灣宗教學會監事
 擔任台北市民政局宗教事務委員會諮詢委員
 擔任教育部北二區科技大學品德績優學校遴選委員
 擔任台師大第 49 期 8 門非正規教育課程審查
 擔任《新世紀宗教研究》期刊論文審查

釋永東

 擔任《中華科大學報》論文審查
 擔任 2018 佛光山徒眾論文發表會論文審查
 擔任 2018 本校「人間佛教創新運用計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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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 2018 佛教學院「大師說我說《詩歌人間》」徵文比賽評審
擔任 2018 佛大人文學院與南天大學合辦國際學術會議主持講評
擔任未樂系與廠商合辦 2018 身心靈跨域論壇主持人
擔任傳播系研討會師生論文發表講評
擔任 107 年度大專院校生命教育第一次聯盟會議引言人
擔任南華大學教師升等副教授審查
教授宗教文化課程授課（蘭陽別院）
接待中道中學導師群參訪學務處服務學習
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榮獲 107 學年度校內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專任教研人才-教學類
榮獲「107 教師教學創新教學暨成果展」-「幸福人生與道德
思辨」課程以多元翻轉教學榮獲銅獎
榮獲「108 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計畫名稱「融入 PBL 的跨科際
通識微學分課程創新教學與實踐-以「斜槓人生」為例」
〈宜蘭 Temple Stay 資源開發-以龜山島「普陀巖/（拱蘭宮
）」為例〉，《華人前瞻研究》第 15 卷第 1 期
〈試探華嚴因陀羅網與世界咖啡館的翻轉教學模式〉
，
《哲學與文化
月刊》（A&HCI）46（4）
《台灣病人自主與諮詢學會通訊》第一期電子報—『哲學諮
商專欄』，發表〈哲學諮商提供病人自主與諮詢的斜槓思維〉
擔任 107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各課群規畫小組人文藝術委員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三屆常務理事
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外聘委
員，任期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擔任 107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課程委員會委員
擔任 107 學年度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擔任 107 學年度人文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擔任本校「108 年度教學創新推動小組委員」
「2018 身心靈跨域實務產學論壇與研習」發表《生命教育教學設計
與實踐--以佛光大學課程為例》
東京本栖寺參加「中國佛教與佛教文學研討會」發表〈試探華嚴因
陀羅網與世界咖啡館的翻轉教學模式〉
宗教與文化研討會，發表〈宜蘭 Temple Stay 資源開發-以龜山島「普
陀巖/（拱蘭宮）」為例〉乙文
擔任哲學與文化期刊（A&HCI）論文審查兩次
擔任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期刊（TSSCI）論文審查兩次






















擔任『中國哲學與哲學在台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文審查委
員，審查兩篇論文
擔任『中國哲學與哲學在台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文審查委
員
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第 49 次非正規教育課程
認證審查委員
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中心第 51 期非正規課程認證兩門課程
審查委員
擔任《哲學與文化》月刊「華人修養心理學的哲學基礎與義理開展」
專題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國立臺灣大哲學系謝文綺-「唐代華嚴宗人的唯心思想」碩士論
文學位口試委員
擔任佛教學系博士論文許淑雅〈大慧宗杲看話禪法之研究〉學位口
試委員
擔任華梵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口考委員暨召集人，周怡萍〈電子繪
本提升發展遲緩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個案研究〉
擔任華梵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口考委員暨召集人，許瑋婷〈學前選
擇性緘默症幼兒的階段式輔導計畫之個案研究〉
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中心邀請擔任「107 年非正規教育課程
認證中區宣導工作坊」，至東海大學講演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為課
程審查認證標準與經驗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四期哲學諮商培訓課程授課講授-「中國
哲人的生命智慧」1、「中國哲人的生命智慧」2
受教發中心邀請至雲水雅會講演「銜接高中-大學 PBL 教學經驗分
享」
「宗教人才培訓」講授「佛教生命關懷」，蘭陽別院
受邀至成功大學演講，講題「哲學諮商的生命關懷與療癒」
受通識主任邀請至蘭陽女中，講授高中大學銜接課程-「批判思考與









道德思辨」課程
雲水雅會「107-2 創新教學暨跨域共授小型研討會」發表三門創新
教學課程
執行完成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計畫五深耕蘭陽地方創生-子計畫三
社區關懷健康照護-銀髮預防照護體系-宗教所子計畫 1 樂齡藍海佛教哲學諮商專題
執行完成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提升共識強化社群-107 年度教師
專業成長社群：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討論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參加「107 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育中心研習系列（一）
『生命教育教
材開發及評量工具整合』」
參加「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討論」8 次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開會
參加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擔任理事長）




參加雲水雅會，由陳毓文教授演講「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參加雲水雅會遠距課程，王秀槐老師〈教研相長的秘訣-教學實踐研
究的原理與方法〉




參加「人文學院課程規畫與研討工作坊」
參加國際處舉辦西來大學教師線上教學培訓課程

 台大佛學研究編審委員
 佛光文學院學報編審委員
 接待來台訪問外籍學者 Ann Heirman, Golden Melton, Holly Folk,
Massimo Intrvigine
 獲聘牛津佛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受邀至北京人民大學講學
姚玉霜

 青雁基金會榮譽顧問
 參 加 巴 黎 大 學 第 三 大 學 參 加 佛 教 年 會 The Metamorphosis of






Buddhism in new Era China
台灣推廣教育學會副秘書長
西北師範大學第二屆人文論壇
舉辦台灣宗教百科工作坊（2）
教學績優教師
升等正教授

 明德弘道會理事長
 受邀至明德弘道會演講

張美櫻









受邀至全真龍門派傳戒大會演講
擔任明德道院主任委員
發表論文：道教解冤經典與《梁皇寶懺解冤品》的解冤意涵
發表論文：《道藏》紫微斗數紫微星意象的生命文化意涵
執行宗教人才培訓課程規畫並教授兩門課程
擔任道教與民間宗教經典學術研討會論文評論人
佛光文學院學報執行編輯

 擔任學校總務及系所教評、圖書委員會委員
 應邀至蘇澳指南宮演講
 擔任師大國文系碩士研究生論文審查
 擔任中華道家推廣學會顧問
 續聘台大佛學研究編審委員
 佛光文學院學報編審委員
 接待來台訪問外籍學者 Ann Heirman, Golden Melton, Holly Folk,
Massimo Intrvigine
 續聘聘牛津佛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受邀至海南講學
 參 加 巴 黎 大 學 第 三 大 學 參 加 佛 教 年 會 The Metamorphosis of

姚玉霜

108













Buddhism in new Era China
舉辦台灣宗教百科工作坊（2）
擔任《佛光人文學報》主編
台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理事
員林社區大學副校長
台灣民主工黨副黨主席
參加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
受邀成功大學碩士口試委員
受邀政治大學博士口試委員
受邀輔仁大學碩士口試委員
率團至義大利參加 CESNUR 年會
組織東亞宗教學年會佛光山 Panel

 參加國際宗教社會學年會及主持人
 參加成功大學宗教與暴力研討會

釋永東










澳洲南天大學董事
澳洲南天大學校務諮詢委員
澳洲南天大學教務會議校外委員
應邀佛教三傳論壇英語演講（圓山飯店）
審查南天大學佛學應用系研究生研究計畫
陸軍官校通識新聘講師資格審查《台灣現代詩中的禪境探究》
審查《臺大佛學研究》期刊論文〈當代正念課程批評者的雄辯修辭〉
審查《哲學與文化》三篇論文〈「無路用」人文學科的未來〉〈小乘

佛法的自我觀念及其德性基礎意義〉
〈明清律宗古林、千華正統之辨
——兼論弘一大師的律學旨趣〉
 佛光人文學報審稿四篇〈星雲大師詩歌創作的人間佛教關懷〉
、
〈《法
華經》七譬喻人間性〉
、
〈雲棲袾宏《答淨土四十八問》初探〉
〈圓測
《解深密經疏》之性質與體例析論──以與傳統儒家經疏對照為中
心〉
 佛光山文化院徒眾著作《如是我聞》出版審查

 審查 108 年度佛光山徒眾會議論文六篇
 審查台師大第 53 期與第 54 期共六門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
 擔任台灣宗教學會年會會議主持人
 擔任本校人文學院秋讀書會新書《星雲大師著述運用譬喻研究》分
享與《大師自學之道》新書發表主講
 擔任南華大學兩位碩士生學位口試委員

張美櫻








明德弘道會理事長
受邀至明德弘道會演講
礁溪明德道院主任委員
擔任明德道院主任委員
執行宗教人才培訓課程規畫並教授兩門課程
擔任道教與民間宗教經典學術研討會論文評論人













高雄醫學大學「生命倫理與醫學人文」學術研討會論文評論人
佛光文學院學報編輯委員
本所圖書委員會委員
應邀至明德道院演講
擔任師大國文系碩士研究生論文審查
玄奘佛學研究論文審查委員
師大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台陽研究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中華道家推廣學會顧問
擔任中華海峽兩岸炎帝神農學會顧問
獲優良教師獎

 獲特優導師獎
 前瞻研究期刊論文：玄天上帝與關聖帝君信仰的心靈療癒內涵







許鶴齡

榮獲教育部 108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三屆常務理事
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委員
擔任《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TSSCI）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哲學與文化》（A&HCI）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哲學與文化》
（A&HCI）
「墨學的典範移轉以及其與基督宗教
之相遇」專題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臺大佛學研究》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臺灣通識教育策略聯盟暨品質策進會」出版之學術刊物《通
識學刊：理念與實務》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新世紀宗教研究》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2 次
 擔任佛光大學《人文學院學報》期刊文章審查委員 3 次
 擔任佛光大學《跨域自學力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
 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非正規課程認證課程訪視委員

 擔任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全人教育中心課程教學計畫審查委員
 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108 年度第 53 期非正規課程









認證審查兩門課程
擔任臺師大成教中心-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 55 期評議委員，審查共
四門課程
擔任政治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口考委員
擔任東海中文系博士資格考命題與試卷委員
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成功大學中文學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輔仁大學宗教系碩士大綱口考委員
擔任輔仁大學宗教系碩士學位口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生命組碩士論文指導與口試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創意與科技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校課程會議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師評鑑小組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人文藝術課群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課程各課群規劃小組-現代書院實踐課程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課程各課群規劃小組-人文藝術課群課程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研發處研究發展會議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教學創新推動小組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圖書館審議小組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校務會議院代表
擔任「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討論」教師社群召集人
擔任教學實踐計畫東部區域基地「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三創」跨校
教師社群召集人
 參加宜蘭大學教學實踐計畫東部區域基地「宜花皆牧」跨校教師社
群
 受邀雲水雅會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分享」
 受邀「非正規教育師資交流暨課程審查宣導工作坊（南區）」「課程
審查標準與範例說明」至高雄演講
 受邀至成功大學通識哲學應用學程舉辦一天「哲學諮商工作坊」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哲學諮商師精進班課程督導
 擔任臺灣哲學諮商學會（108）「哲學諮商師培訓課程」講授「中國
哲人的生命智慧」
 發表「試從《華嚴經》建構生命境遇的哲學諮商與靈性關懷」乙文，

參加「第六屆基督宗教諮商輔導研討會-多元他者中一神信仰的諮商
輔導」
 發表〈從教師社群發展跨域共授的教學實踐模式〉乙文，
「2020 中亞
聯大教學實踐研究與創新線上研討會」
 發表〈試依《華嚴經》建構生命境遇的哲學諮商與靈性關懷模式〉
《哲學與文化月刊》（A&HCI）第 47 卷第 4 期。
 108-1「斜槓人生」微學分課程指導學生參加「2019 宜蘭遊程競賽」
宜蘭組、宜花組，分別榮獲佳作
 獲得宜蘭大學教學實踐計畫東部區域基地「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三
創」跨校教師社群補助案（召集人）
 獲得宜蘭大學教學實踐計畫東部區域基地「宜花皆牧」跨校教師社
群補助案（社群成員）
 獲得「108-2 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案
 獲得「108-2 教師社群」補助案（召集人）

姚玉霜







參加佛光山神明聯誼會共識營
參與第七屆漢傳佛教論壇：擔任發表人與兩場與談人
審查玄奘大學副教授著作
舉辦國際東亞宗教地緣宗教研討會
台大佛學研究編審委員

 審查《哲學與文化》期刊論文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Wu as the Ultimate
Reality in China
 審查《哲學與文化》期刊論文〈初期佛教的病苦觀兼論其現實意義
——以漢譯《雜阿含經》病相應為例〉

釋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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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全民供僧團蒞校舉行供僧法會
 審查臺師大成教中心 57 期非正規教育三門認證課程
 審查《佛光人文學報》期刊論文〈在地社會的參與促成佛教組織跨
國發展：以馬來西亞佛光山為例〉
 審查玄奘大學劉宇光老師副教授升等《左翼佛教和公民社會：泰國
和馬來西亞公共之佛教介入之研究》
 審查台師大第 49 期非正軌課程五門
 法鼓學報審稿〈佛學數位分析《華嚴》心–初探直心與身心的詞意
轉變〉
 教育部 108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識學門成果發表暨交流會，發表〈融

許鶴齡

入 PBL 的跨科際通識微學分創新教學與實踐-以「斜槓人生」為例〉
 在｢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三創討論社群」演講「我的跨域『教』
『學』
經驗」
 109.10.16 宜蘭大學 2020 通識教育在地連結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
發表「人生思桌遊設計-以拍賣會為例」乙文
 109.10.23 參加宜蘭大學「109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計
畫【2020 泛太平洋大學聯盟會議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論壇】 」

發表暨分享【東部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群成果交流】- 「人文與數位
科技跨域三創」跨校教師社群
 109.10.23 參加宜蘭大學「109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計
畫【2020 泛太平洋大學聯盟會議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論壇】 」
「人文與數位科技跨域三創」跨校教師社群」榮獲特優
 109.10.23 參加宜蘭大學「109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計
畫【2020 泛太平洋大學聯盟會議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論壇】 」
「宜花皆牧跨校教師社群」榮獲優等
 109.10.31 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理監事會議暨會員大學（擔任理事長）
 109.11.01 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四屆常務理事
 109.11.01 臺灣哲學諮商學會第四屆副理事長
 109.11.07 參加教育部設計思考 T 型苗圃初階培訓
 109.11.11 受學務長邀請籌組生命教育社群，並擔任召集人
 109.12.25-110.01.05 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中心 109 年度
第 57 期非正規教育課程-三門課程認證審查審查委員
 擔任《哲學與文化》（A&HCI）「童年哲學」專題論文審查委員
 110.05.04-宗教與全球化研討會-發表《從易經哲學諮商反思因應
「COVID-19」疫情實施遠距上課的「教」與「學」》與議程主持人
 《玄奘佛學研究》期刊論文審查
 獲得 109 學年度教師發表獎勵案
 獲得 109 學年度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案
 擔任因材施教實驗課程 12 門補助案校內審查委員
 「疫情免費諮商方案」-線上公益哲學諮商-遇見哲學諮商師/協助免








費哲學諮商
擔任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學位口考-馬樹林《「負責任的自由人」
的生命實踐-哲學系統及哲學諮商視域的彼得・杜拉克人學》口試委
員
佛光大學第一屆生命教育教案教材研討會發表「選擇與風險-雙師跨
域共授斜槓人生課程設計」
考取（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推廣人員證書
考取（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書
考取進階芳療證照
《哲學與文化》月刊審查委員

 獲 108 學年度優良教師
 台灣宗教學會 2020 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會議論文發表-道教醫學溫疫預測及治療與人文關懷
張美櫻

 期刊論文：碧霞宮籤詩內涵分析
 華人前瞻研究
 宗教全球化：東亞地緣與發展研討會道教生命文化中的生命教育內
涵發表人及會議主持人

 佛光大學第一屆生命教育教案教材研討會發表教案：道教解冤釋結
儀式的生命教育內涵：人與天地自然及他者的關係
 參加馬偕醫院醫學與人文國際學術會議

外國語文學系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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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廖高成

 獲得科技部人社中心補助 108 年「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
與諮詢」補助，計畫名稱：「跨性別想像：規範、失敗、與倫理」
 獲得 108 年科技部計畫補助「民主與共同體：
《覺醒後》的家國政治」
 論文〈吾家即無家：
《溫夫人的扇子》與《理想丈夫》中的家庭政治〉
獲得《英美文學評論》（THCI Core）第 33 期（2018）刊登

王梅春

Canadian Studies（A&HCI）

黃東秋






黃耀弘

 獲選「107 學年度特優導師」

廖高成

 通過科技部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吳素真

 通過科技部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王梅春

 升等副教授
 論 文 發 表 “ Landscape and History in Jane Urquhart ’ s A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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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 Landscape and History in Jane Urquhart's Away/British Journal of

余信賢

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台南部落大學評鑑委員主席
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嘉義部落大學評鑑委員
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台東部落大學評鑑委員
宜蘭縣史館宜蘭阿美族口述訪談第二期計畫審查委員

British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31.2（2018）
 發表專書論文 2 篇（合著），已於 110.04.15 出版
1. 蔡雅薰、余信賢（2021），IBDP 國際華語教師教學知能指標，
IBDP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中文教學實踐研究
2. 蔡雅薰、洪榮昭、余信賢（2021）
，國際華語教師教學能力素養
分析，IBDP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中文教學實踐研究
 受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邀請協助審核「第十三屆世界華語文教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中「紀念董鵬程先生優秀論文獎」論文一篇，並於
110.06.11 完成審查
 獲本校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補助 110-1 學期「語言學概論」製作數
位化教材，以協助學生多元理解專業學科內容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學年度
107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蕭麗華

 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
「和尚家風」與宋代禪宗寺
院禪茶的關係（2/2）
 擔任《東吳中文學報》第 36 期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陳自強同學碩士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國家教育院「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國語文Ⅰ」審查委員











擔任《清華中文學報》第 20 期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 105 年【科技部成果報告公共利益審查送審通知】審查委員
擔任《編譯論叢》審查委員
擔任《淡江中文學報》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東華漢學》第 28 期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圓光佛學》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文與哲》第 33 期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清華學報》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台大中文學報》第 63 期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成大中文學報》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佛光人文學報》第 3 期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臺大文史哲學報》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東吳中文學報》第 37 期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成大中文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佛學與科學》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政大中文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漢學研究》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台北大學中文學報》論文審查委員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期刊補助獎勵、特色計畫、教
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
《佛光大學王雲五紀念圖書
張寶三

室藏線裝古籍提要》之撰作及其相關研究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黃憲作

 擔任《台灣文學研究學報》論文審查
 本校承接文化局委託產學合作計劃案：
「經典蘭陽─宜蘭縣國家文化
記憶庫計畫」
，由本系黃憲作老師擔任子計畫「蘭陽藝文」協同主持
人

林以衡

 榮升副教授
 獲選本校「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失落於劇場史的黃金時代

康尹貞

-台灣大正時期日人商業劇場之研究（Ⅱ）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許聖和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黃庭頎

 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名稱：日本漢學家白川靜的古文
字學研究
 榮獲日本立命館大學「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賞獎勵賞」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田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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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選本校「106 學年度特優導師」
 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教師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蕭麗華

 新書《佛光，文學之道》出版

張瑋儀

 取得會議展覽專業英文管理師（CEPEM）、會議展覽活動規劃管理
師（CEEPM）甲級證照
 取得會議展覽接待禮儀、國際商務接待禮儀、國際商務社交禮儀乙
級證照並具國際會展 MICE 接待禮儀種子講師資格
 取得領隊導遊專業英文管理師（PETLM）甲級證照

黃憲作

 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校外研究獎勵

林以衡

 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特色研究計畫
 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論文發表獎勵
 獲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康尹貞

 赴東京執行科技部計畫移地研究
 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論文發表獎勵
 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校外研究獎勵

田運良

 出版佛大中文系《致我己，幾樣禮》散文集

蕭麗華






林明昌

 榮獲教育部 110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案

黃憲作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張瑋儀







簡文志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林以衡

 榮獲教育部 110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案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論文發表獎勵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康尹貞

 獲科技部補助 11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許聖和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田運良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楊治平

 獲科技部補助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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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中文系師生共同創作並出版《蘭陽飲食文學食單》
獲科技部補助 11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特色研究計畫補助
榮獲本校 10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執行校外計畫獎勵

取得觀光餐旅經營管理規劃師乙級證照
取得觀光餐旅經營管理管理師甲級證照
取得觀光餐旅人力資源規劃師乙級證照
取得觀光餐旅人力資源管理師甲級證照
榮獲教育部 110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案

歷史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台南德化堂所藏的經卷與文獻新書發表會，擔任引言人
 107.11.22-24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1920-30 年代中國宗教團體坐功
與社會靜坐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五四運動與
中國宗教的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北市文化局民俗類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7.09.29-30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恐懼的總合-1923 年中國社會世
界末日預言的傳播與影響〉，（美國紐約羅徹斯特大學宗教與經典
學系舉辦「Text , Context and acts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practice」
國際學術研討會 9 月 29–30 日）

范純武

 擔任中國歷史學會第四十九屆理事
 107/12/13 新港高中演講講題為 AR 和 VR 在歷史教學的應用
 107/12 王見川、柯若樸（Philip Clart）、侯沖、范純武等教授共同合
編出版明清以來善書叢編初輯（台北:新文豐）18 冊
 107/12 宜蘭縣縣史館出版宜蘭的宗教與信仰，陳進傳教授 從捐題匾
額論頭城喚醒堂在台灣鸞堂的地位之評論稿
 107/12/21 東海大學歷史系主辦校史、會堂史、機構史的編撰與書寫，
學術研討會發表佛光大學校史編纂緣起--兼談編寫校史時的一些問
題
 108-1/24-25 於本校興學會館會議室籌辦歷史學的危機與新契機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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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2 月擔任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申請審查委員
王舒津

韓承樺

 助理教授榮升副教授
 受邀時報出版-「故事」暑假學堂演獎「被放棄的選擇：民初對於帝
制與國家的思考」
 擔任第六期《華岡史學》專題論文審查人
 參加中央研究院明清推動委員會讀書會計畫「思想史中的近代世
界」，擔任翻譯與論文集編纂工作。論文集預計於 2019 完成，2020
年出版
 參加「南一出版社 108 高中歷史教育課綱探究與實作教科書撰寫團
隊」
 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講論會評論人。評論論文為：潘
光哲，〈蔡元培學術的日本淵源（一）：以《中國倫理學史》為中
心〉

溫楨文

 擔任文化大學《華岡史學》學報第 6 期之論文審查委員
 指導歷史系黃宇晨同學甄試計畫，錄取政大臺灣史研究所

 107.11.03-05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言論為活」：黑血革命潮流裡
的黃遠生〉，中華傳統文化與區域文化高端學術論壇」國際學術研







討會
107.11.19-20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1957 年中央研究院院長選舉的
「 浙江潮」風波〉，「東亞冷戰史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擔任「東亞冷戰史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108.05.25 竹林高中演講 講題：你大學讀文史哲？兩億人都驚呆
了！
108.05.30 大溪高中演講 講題：故事的創意與創價：歷史學和你想
的不一樣
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現代中國的戰爭、政治與外交」
工作坊評論人

趙太順

 擔任中國歷史學會第四十九屆理事

李紀祥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
〈走出困境或中心主義--廖平的經學與圖像〉
（韓
國成均館大學主辦「第三屆世界儒敎學術大會“世界文明的轉換與
儒學”」）
 韓國首爾成均館大學主辦「國際儒學大會」，擔任閉幕式主題演講
 曲阜孔子研究院主辦「聖域論麟經：2018《春秋》學國際論壇》」，
擔任德國慕尼黑大學副校長 Hans von Ess 教授開幕式主題演講主持
人與評論人
 曲阜孔子研究院主辦「聖域論麟經：2018《春秋》學國際論壇》」
會議總召集人

朱浩毅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至中國曲阜市中國孔子研究院參加「聖域論麟
經：2018《春秋》學論壇」
，發表〈《穀梁傳》
「二伯」時期中的「楚」
及其闡發〉
 研討會議論文發表：至南韓慶尚大學參加「歐亞人文七十年──建
校七十週年祝祭」
，發表〈民國以來《長春真人西遊記》地理考釋七
十年〉

宋美瑩

 擔任佛光人文學報編輯委員（108/2/1-109/1/31）
 於《漫遊藝術史部落格》發表論文「女神還是女巫? ─威廉‧布雷克
的單版彩色版畫之謎」
 以 研 究 計 畫 “The Charnley-Dodd Woodblocks at the Huntington
Library”獲耶魯大學位於倫敦的 Paul Mellon Centre 研究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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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紀祥

 規劃曲阜孔子研究院「文廟釋奠」系列演講
 擔任曲阜孔子研究院八月系列演講之開場

趙太順

 榮膺韓國文在寅政府海外統一國策咨問委員
 中國近代史學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評論人

王舒津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考委員

 出版〈「取景」山水：民初山水畫的時代氣息〉，《典藏・古美術》
334 期
 專書論文：〈民初山水畫中的風景〉《溝通與協作：國立臺北大學
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擔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考委員
 期刊論文：〈文以載道：夏荊山晚年鍾馗創作與傳統書畫的對話〉
《夏荊山藝術論衡》第九期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考委員
 大觀藝術空間「四任：石允文先收藏展」展覽開幕座談會與談
 大觀藝術空間「逸景、珍觀、戲山水」展覽開幕座談會與談
 會議論文〈文以載道：夏荊山晚年創作與傳統書畫的對話〉，發表
於《般若．丹青：2019 夏荊山學術研討會》

朱浩毅

溫楨文

韓承樺

 會議論文：〈顏師古注「祁連山即天山」之原由及影響〉，「第十
回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亞的民族與文化」
 期刊論文：〈《折獄龜鑑》「尚德緩刑」芻議──以「宥過」、「矜
謹」〉兩門為例〉，《史學彙刊》（臺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 38 期
 《華岡史學》第 7 期審查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口考委員
 受邀執行新文豐出版公司創辦人高本釗先生口述歷史訪問計畫
 參與李又寧教授編輯《先總統蔣公時代的台灣教育》一書的撰寫團
隊，負責撰寫〈體承上意中的銳意革新：張其昀的教育革新措施推
動與影響（1954-1958）〉一章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
 受邀擔任蔣渭水文化基金會主辦「『讀報社』–1925 年《臺灣民報》
新年特刊解碼講座，講題：「同仁均養：北師事件糾結的對立」
 受邀擔任「口述歷史工作坊」講師，講題：口述歷史大爆炸
 專書論文出版：〈語言、知識與政治文化：「意識」的概念史（18901940）〉，《多維視野下的思想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9）0
 主編專書出版：韓承樺、張仲民編，《多維視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專書論文出版：
〈被放棄的皇帝：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思考與選擇〉
，
《重新思考皇帝：從秦始皇到末代皇帝》
 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研究》期刊論文審查
人
 參與 Michael Szonyi 編輯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一書的翻
譯團隊，負責翻譯部分章節
 舉辦人文學院歷史學系職涯探索暨發展講座，講題「在虛實之間：
人文媒體這樣玩」

 舉辦人文學院歷史學系職涯探索暨發展講座，講題「用好奇心說故
事：人文素養與新媒體發展趨勢」
 出版〈探究與實作教材：「給年輕史家的漫遊指南」的設計與教學
應用〉，《歷史教學誌》
 出版〈從脖子以上的地方滑落下來：思想史研究的變化與趨勢〉，
《歷史學科中心電子報》第六期
 受邀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專題演講〈當「數位原住民」遇
上人文學〉
 擔任國立臺大歷史學系《史原》稿件審查人
 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東華漢學》稿件審查人
 擔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委員
 擔任義大利羅馬智慧大學《東方研究期刊》（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稿件審查人
 通過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科技部新進人員研究計
畫（個別型）「數字做為建構世界的工具：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統
計知識與數字概念的建立」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431 -017 MY3

李紀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傅范維《明萬曆迄清乾隆
間「東林」建構與歷史書寫》，受邀擔任口試委員
 受邀擔任人文學院《佛光人文學報》第四期審查委員，協助審查投
稿論文一篇
 〈再現大九州：春秋鄒氏學與中國居中之經學前景圖像建構〉，山
東：山東大學《文史哲》期刊，2020 年第五期
 一篇期刊論文，曲阜孔子研究院編，孔子學刊第 11 輯

趙太順

 擔任《第七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宋美瑩

 《漫遊藝術史》網站發表「葛蘭傑式書籍」一文（110.01.08）

王舒津

 出版專書論文：〈民初山水畫中的風景〉，收錄於《溝通與協作：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Ainosco
Press，2020）
 組織與主持 Panel: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Modern East Asia Art, 2020
AAS-in-Asia 國際研討會（Kobe & Webinar, 2020.8.31-9.4）並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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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in the Republican Mountain-and-Water Paintings: The
Contemporaneity in the 1920s Jingjin Painting School
 擔任《書寫、消費與生活：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美術風景》一書審
查委員
 專書論文：
〈《穀梁傳》
「二伯」時期中的「楚」及其闡發〉
，
《聖域麟
朱浩毅

溫楨文

經：世界漢學與春秋學論集》
 擔任《華岡史學》第八期審查委員
 〈「言論為活」：黑血革命潮流裡的黃遠生（1912-1915）〉一文投
稿《國史館館刊》

 完成〈「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走出學潮夢魘與 1950 年
代臺灣高等教育的擴張〉一文，收入李又寧主編《先總統蔣公時代
的台灣教育》專書論文集

韓承樺

 出版：《給年輕史家的漫遊指南：在語言與詞彙的世界跨境》，本
書為教育部頒訂 108 課綱「高中探究與實作：歷史學探究」部定教
科書
 109.11.18-19 發表會議論文：〈心理知識引介與「情緒」/emotion 在
近代中國社會的建構與經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跨界的
性別史研究：理論與實踐」工作坊
 109.11.27-28 發表會議論文：〈從「心靈學」到「群眾心理」的建設：
近代中國心理知識的譯介和挪用（1870-1950）〉，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系「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學術研討會
 〈《先秦政治思想史》與梁啟超晚年的思想主張〉一文投稿《思想
史》（THCI）
 〈以「概念」來勾勒近代中國的意義之網：評方維規著《概念的歷
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一文投稿《東亞觀念史集刊》
 陳思仁、韓承樺主編《課綱中的世界史：從全球化、文化交流到現
代性的反思，綜觀世界的形成與展望》專書出版

鍾佳伶

 110.05.07 於第七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會議論
文〈老娘來了---宋代產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