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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林信華 

 專書出版：2018 年的蘭陽平原：那一年我們創造的一場社會運

動 

 宜蘭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兩岸自行車協會總顧問 

 宜蘭縣藝術協會顧問 

鄭祖邦 

 2017-2018 科技部專題計畫「香港本土論述的辯證：中國因素下

在地抗爭的分歧與整合」（MOST 106-2410-H-431-014-MY2）

（第二年） 

 107.11.10 發表論文：佛光大學社會系的發展歷程與前瞻。發表

於「桂台社會工作交流論壇暨“理論對話與現實關照：社會工

作專業本土化的路徑與方法”研討會」 

 107.12.07-08 發表研討會論文：〈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與中國的天

下秩序︰一種歷史社會學的探討〉，發表於「反思現代性：交

互比較的嘗試」工作坊 

 107.12.01-02 會議論文評論： I-LUN SHI,"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in Sunflower Movement"於台灣社會學會年會（行動

中的社會學） 

 107.12.01-02 會議論文評論：李宗棠、許恩恩，〈合作、結盟與

分歧：社運組織網絡的變遷軌跡（2012-2018）〉，表於台灣社

會學會年會（行動中的社會學） 

 專書論文出版：鄭祖邦（2019），〈中國的天朝主義：一個未

／無法完成的現代民族國家〉，收於湯志傑（編），《交互比

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 

 108.05.03 與談人：韋伯的《學術作為志業》經典論壇，東海社

會系舉辦 

 108.05.17 會議主持人：韋伯「政治作為志業」百周年工作坊，

佛光社會系舉辦 

 科技部專題計畫審查（兩案）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審查 

 副教授資格審查：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擔任藝術與文化社會學學會理事 

林 錚 

 2017-2018 科技部專題計畫「什麼樣的想法讓韋伯《新教倫理》

中的清教徒確實有別於其他人？」（MOST 106-2410-H-431-010）

（第二年） 



 林 錚（2018），〈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研討〉，

演講稿刊載於《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8 卷 1 期 

 107.11.16 論文評論人︰丁仁傑〈「當代道教復興？」的社會學

意義與社會學解釋：由 Max Weber 的觀點出發〉，「道教復興

與當代社會生活：劉枝萬先生紀念研討會」 

 108.05.17 論文評論人︰張旺山〈韋伯的「政治性」概念〉。「政

治作為志業紀念研討會」 

 《社會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張國慶 

 科技部國際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台灣與波蘭） 

 10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閱卷委員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試題研發委員 

 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社會分析》期刊編輯委員 

 宜蘭縣志願服務發展協會外聘督導委員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45 週年系慶「區域研究與社會政策」國際學

術研討會擔任評論人 

 專書論文：〈全球化下宜蘭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路徑：杏輝醫

藥集團的創新模式分析〉，收錄於《宜蘭學 2019》 

陳憶芬 

 期刊論文發表： 

 陳憶芬（2018），國民中學數學教科書「線型函數」的內容設

計初探，台灣教育 714 

 楊國揚、王立心、張復萌、陳憶芬、劉奕帆（2019），論壇：

數位教科書，教科書研究，12（1） 

 專書論文發表： 

 陳憶芬（2018），新移民女性在台社會資本建構及其對蘭陽地

區新移民輔導工作之啟示：2001-2010 碩士論文分析，載於陳志

賢主編，宜蘭學 2018 

 陳憶芬（2018），線型函數的教與學：開發本單元數位教科書

之基礎，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編，邁向教育 4.0-智慧學校的想

像與建構 

 研討會論文發表： 

 陳憶芬（107.11.09），線型函數的教與學：開發本單元數位教

科書之基礎。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之「邁向教育 

4.0―智慧學校的想像與建構」國際研討會 

 陳憶芬（107.11.10），兩個原鄉部落的社區營造與公民參與，

發表於「桂台社會工作交流論壇暨“理論對話與現實關照：社會

工作專業本土化的路徑與方法”研討會」 

 學術審查：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委員、專題計

畫研究案評審委員 

 專業服務： 



 宜蘭縣 107 年國中小候用校長命題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7 年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7 年家庭教育推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7 年專業審查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南澳高中 107 學年度校務評鑑委員 

 宜蘭縣 107 學年度實驗學校課程計畫審查委員 

 碩士論文指導與口試： 

 擔任本系碩士生陳俊志、林家棟、强怡芬、陳佳伶等四人論文

指導教授 

 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碩士生葉嘉恩論文口試委

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管理與課程教學領導碩擔任士

在職專班學生黃蓉、賴佑菁、吳佩儒等三人論文口試委員 

林明禛 

 期刊論文（2019），〈部落照顧典範或者薛西弗斯巨石：從偏

遠地區試辦計畫經驗探討泰雅族照顧服務的想像〉，《台灣社

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九卷第 1 期 

 期刊論文（2019），〈探討重複開案受虐兒童家庭分析與處遇〉，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36 期 

 科技部專題研究<宜蘭縣心理暨社會服務專業人力資源調查> 

 行政院原民住民族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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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諮詢委

員 

 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宜蘭市公所市政顧問 

 宜蘭縣政府老人福利權益推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身心障礙福利推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推動委員會 

 宜蘭縣政府福利化旗艦聯合社區輔導委員 

 宜蘭縣政府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醫事審議委員 

 宜蘭縣政府社區育成中心委託經營計畫主持 

 2018 年宜蘭縣老人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主持 

 花蓮縣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委員會委員 

 花蓮縣政府重大機構違規事件調查委員 

 2018 花蓮縣政府社區福利化需求調查主持 

 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原住民行政相關方案評選評鑑

委員 

 深耕計畫本校設置社區照顧資源中心計畫主持 



 考試院考選部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社工師高考命題委員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監察人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監察人 

 財團法人宏仁養護院外聘督導 

 康活日間照顧中心外聘督導 

 德仁日間照顧中心外聘督導 

 聖文生日間照顧中心外聘督導 

 聖方濟養護院外聘督導 

高淑芬 

 2018-2019 科技部專題計畫「地方能源轉型的公民參與、社會學

習與共同設計」（MOST 107-2410-H-431-014-MY2）（第一年） 

 指導陳弘智同學榮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初探愛滋病個

案管理師之情緒勞動》 

 台日綠能社區創生論壇（宜蘭場）主持人（107.08） 

 東亞環境社會學研究學會理事（107.08.01-迄今） 

 擔任期刊《國家發展研究》論文審稿人（107.09） 

 Co-editor, Book project“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in Asia” 

（Routledge）（108.12-迄今） 

 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龍吟欣同學碩士論文計畫書

口試委員（108.01.18） 

 宜蘭縣政府「壯圍歸真綠領人才培育計畫」第一次續約評鑑會

議，審查委員（108.04） 

 期刊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論文審查者（108.05） 

 指導社會系劉欣宜、洪翊珊同學申請勞動部「108 年青年社區

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 計畫」，計畫名稱：寵愛人生（108.05） 

 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龍吟欣同學碩士論文口試委

員（108.07.15） 

 審查 108 年之 108 年度第二梯次暨 109 年度年輕學者養成計畫

之申請案 1 件（108.07.16） 

施怡廷 

 聖母醫院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縣政府老人及身障福利科相關方案評選委員 

 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外聘督導 

 施怡廷（2018），發展遲緩兒童需要的媽媽，桂台社會工作交

流論壇 理論對話與現實關照：社會工作專業本土化的路徑與方

法 

 施怡廷（2018），不再是發展遲緩兒童之後，國立嘉義大學特

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施怡廷（2019），以自我探索及職涯探索為主軸之社會工作概

論，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8 林信華  第三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林錚、陳憶芬、



強怡芬論文發表主持人 

 第三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系友座談會主

持人 

 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協會與華山基金會舉辦"非營利組織進入華

山"架構案評議委員 

 台灣對外關係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 

鄭祖邦 

 2019-2020 科技部專題計畫「反對派是如何煉成的？在中國因素

下 香 港 反 對 運 動 的 敗 局 困 境 」 （ MOST 

108-2410-H-431-020-MY2）（第一年） 

 期刊論文發表：「在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與整合：

2003 至 2016 年」，《台灣社會學》 

 專書論文發表：必須保衛香港：「香港民族」的創建」，收於

《2019 香港風暴》 

 專書論文發表：台灣民主論述的建構：兼論香港民主運動的啟

示，收於《台灣香港專題四——是黎明還是夕陽》 

 「從反送中運動到時代革命：沒有抗爭大台意味著什麼？」於

108.08.27 刊登於巷子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會 

 108.10.15 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部）座談會與談人 

 108.10.26 台灣社會研究年會，解讀香港反修例運動論壇與談人 

 108.10.27 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識讀引言人 

 108.11.01 第三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社會

學/社會工作的相遇與可能性座談會主持人 

 108.11.12 雙和電影節《傘上：遍地開花》放映會與談人 

 108.11.30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From Patriotism to Universal 

Values： The Mnemonic Change of the Tiananmen Incident in 

Taiwan （1989-2019）”，評論人（台灣社會學會、中研院社

會所主辦） 

 108.11.30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徘徊在家門之外：「反送中」運

動的政治經濟基礎評論人 

 108.11.30 台灣社會學會年會，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

灣出發的反省新書發表會與談人 

 108.12.01 俯瞰中國系列演講，「香港的考驗/台灣的覺醒：從雨

傘運動到時代革命」（苗栗場）主講人 

 108.12.06「東亞社會中帝國與民族的辯證：香港的實例」，發

表於「現代性的反思：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工作坊 

 108.12.08 俯瞰中國系列演講，「香港的考驗/台灣的覺醒：從雨

傘運動到時代革命」（竹東場）主講人 

 108.12.12-13「台灣高等教育的中國因素：從遍地開花的連儂牆



爭議談起」，發表於「解構銳實力：中國因素 2.0 學術研討會」 

 109.01.08「香港經驗社區分享會」與談人 

 109.03.20 台大「香港社會與政治」課程，講題「在中國因素下

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與整合：2003 至 2016 年」主講人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新進教師資格審查 

 中華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升等審查 

 政大社會系博士資格考試命題委員 

 政大社會系碩士論文審查委員 

 《思與言》學術論文審查人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論文審查人 

 科技部專題計畫審查（2 案） 

 大考中心「公民與社會計畫」協同主持人 

 大考中心「109 年度公民科試辦閱卷」協同主持人 

 獲選為台灣藝術與文化社會學會候補理事 

林 錚 

 2019-2021 年科技部「近代人身上已無任何基督新教倫理的基因

了嗎？重訪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OST 

108-2410-H-431 -019 -MY2）（第一年） 

 林錚（2019），社會學怎麼教？一個老師的反思，第三屆宜蘭

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學術人》（Homo aacdemicus）

（台北，時報文化，2019 年出版）譯文審稿人 

陳憶芬 

 專書論文發表：陳憶芬、李翔（2019），公立高中學生數學補

習與學習態度、學業成就之探討－台北市與宜蘭縣學生之比

較。載於陳志賢主編，宜蘭學 2019 

 研討會論文發表：陳憶芬、強怡芬（2019），公辦公營實驗教

育學校轉型動機與運作：以宜蘭縣兩所學校為例，論文發表於

第三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 

 演講：宜蘭社區大學草根論壇「主題一：專職與志工/談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人力資源運用」場次主持人 

 《社會分析》編輯委員 

 羅東聖母醫院 IRB 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8 年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8 年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8 學年度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108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宜蘭暨羅東社區大學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 108 學年度實驗學校課程計畫審查委員 

 宜蘭縣 109 年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 108 年度樂齡學習中心訪視委員 

 擔任本系碩士生王淑萍論文指導教授，完成碩士學位論文 



 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碩士生葉嘉恩論文口試委

員 

張國慶 

 林大森、張國慶（2019），宜蘭人，您幸福嗎？探析人際信任、

社會網絡對心理幸福感之影響，第三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

會暨系友座談會 

林明禛 

 林明禛（2019），宜蘭地區心理及社會服務—專業人力資源狀

況調查 

 林明禛（2019），自殺與危機人口群探討：東部某縣市自殺案

件通報資料的分析 

高淑芬 

 2018-2019 科技部專題計畫「地方能源轉型的公民參與、社會學

習與共同設計」（MOST 107-2410-H-431-014-MY2）（第二年）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ISESEA）. Plenary Session I： Climate Actions and Climate 

Governance after Paris Agreement, Discussant. Graduat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 

第七屆東亞環境社會學國際論壇，大會主題論壇（ㄧ） 與談人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Taiwan” in the Plenary Session 

II：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ISESEA）. 

Graduat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 第七屆東亞環境社會學國際論壇，大會

主題論壇（二）論文發表人 

 第七屆東亞環境社會學國際論壇，Session：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主持人 

 The Challenges of Energy Transition in Taiwan： Regulatory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in the Session of “Politics of Energy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I）.”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ISESEA）. Graduat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Korea.  

 高淑芬（2019），「環境社會學」的教與學，第三屆宜蘭地方

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 

 108.12.06 格致高中學群講座「唸大學！您準備好了嗎？」演講

人 

 2019 台灣輻射安全與展覽–21 世紀輻射安全公民行動 ABC 演

講人  

施怡廷 

 李怡道、施怡廷（2019），社工可以加你臉書/line 嗎？，第三

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 

 參與「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跨領域整合工作坊

（108.06.06、06.20、06.27） 



 擔任碩士班學生賴若瑤論文口試委員 

 參與「教學實踐研究亮點計畫暨論文撰寫分享」會議 

 參與大考中心「109 年度公民科試辦閱卷」 

 人體試驗研究倫理講習八小時訓練合格 

 施怡廷（2020），從生態系統理論檢視發展遲緩兒童需要的媽

媽特質，身心障礙研究，18（2） 

 施怡廷（2020），佛光大學社工學程畢業生任職經驗之探討，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陳文華 

 陳文華（2019），花蓮奇美部落布農族的地理遷徙與家庭婚姻

的蛻變，第三屆宜蘭地方社會變遷研討會暨系友座談會 

 109 年度宜花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充實專業知識 助人能

力再升級」研習課程演講人 

 109 年 04 月 21 日格致高中學群講座「性別平等」演講人 

 2020 年 PRO 普羅坊：社會科學專業社群工作坊，老人諮商現況

反思與未來前瞻評論人 

 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象圈方案審查委員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審查委員兼東區召集人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董事 

 行政院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專業督導扎根計畫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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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華 
 專書：圖像台灣社會（2020）：一個社會學者的觀察，翰蘆出

版社 

陳憶芬 

 專書論文發表：陳憶芬、強怡芬（2020），公辦公營實驗教育

學校轉型動機與運作：以宜蘭縣兩所學校為例，論文發表於陳

志賢主編，宜蘭學 2020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任務導向學習法應用於「社區組織

與發展」課程之行動研究 

 《社會分析》編輯委員 

 台中教育大學學報論文審查 

 東華大學副教授升等審查 

 羅東聖母醫院 IRB 委員 

 演講：「人口結構變遷與家庭教育」，邀請單位：宜蘭縣家庭

教育中心 

 109.7.27 宜蘭社區大學 2020 草根論壇，擔任「疫情時刻你我他：

疫情帶給我們的省思」主講人。 

 教育部 110 年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計畫審查委員 

 宜蘭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教師專業審查會委員 

 宜蘭縣 11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審查委員 

 宜蘭縣國小課程與教學正常化輔導訪視委員 

 宜蘭縣 109 年度樂齡學習中心訪視委員 



 宜蘭縣政府 109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及C級巷弄長照站 10時段

評核委員 

 擔任本系碩士生陳家彬、蕭雅菁、楊婉靈、等三人論文指導教

授，完成碩士學位論文 

 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管理與課程教學領導碩士

在職專班學生許芳瑀、翟嘉莉、蔡佩臻等三人論文口試委員 

鄭祖邦 

 2019-2021 科技部專題計畫「反對派是如何煉成的？在中國因素

下 香 港 反 對 運 動 的 敗 局 困 境 」 （ MOST 

108-2410-H-431-020-MY2）（第二年） 

 109.12.05 研討會論文發表：從「城邦」到「民族」？韋伯「非

正當性支配」對香港民主困境的思考，韋伯逝世百周年學術研

討會：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的對話 

 110.06 專書論文發表：『中国ファクターの政治社会学―台湾

への影響力の浸透』，白水社 

 期刊論文審查：109.08.03 至 109.09.03，「中國大陸研究季刊」 

 期刊論文審查：109.11.23 至 109.12.23，「社會分析」 

 期刊論文審查：110.01.27 至 110.02.22，《博物館與文化》 

 科技部專題計畫審查：110.02.08 至 110.03.07 

 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課程大綱審查：110.09.10 起  

 演講：109.10.31「島嶼的世界暸望：國安法時代的香港局勢分

析」，主辦單位：經濟民主連合、東華大學學生會 

 演講：109.12.10「島嶼的世界暸望：國安法時代的香港局勢分

析」，主辦單位：經濟民主連合、銘傳大學學生會（桃園校區） 

林  錚 

 2019-2021 科技部專題計畫「近代人身上已無任何基督新教倫理

的基因了嗎？重訪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MOST 108-2410-H-431 -019 -MY2）（第二年） 

 〈韋伯新教倫理的核心概念及其西方中心主義疑雲〉（2021），

《思與言》59 卷 2 期 

 期刊論文：中國佛教與臺灣產業：一種意外共鳴的可能性，思

與言 

林明禛 

 期刊論文：從社會工作方案介入探討自殺防治策略：以自殺通

報單資料分析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2021），第 28 期 

 期刊論文：褪去中的身影：從社區家暴預防方案反思綜融性社

會工作角色，靜宜人文社會學報（2021），第十五卷第 2 期 

 衛生福利部 2020 年（109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委員 

 衛生福利部 2020 年（109 年度）員額評鑑小組委員 

 衛生福利部 2020 年（109 年度）長期照顧機構評鑑委員 

 衛生福利部 2020 年（109 年度）身心障礙機構評鑑委員 

 宜蘭縣身心障礙者獎勵僱用計畫執行調查（2020），宜蘭縣政

府委託 



 宜蘭縣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協同主持（2020），宜蘭縣政

府委託 

 花蓮縣社區福利化暨志工人力資源調查（2020），花蓮縣政府

委託 

 宜蘭縣社區育成發展中心，計畫主持（2020），宜蘭縣政府委

託 

 宜蘭縣社區育成發展中心計畫主持（2021），宜蘭縣政府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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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至今 

 羅東博愛醫院 IRB 人體試驗倫理非醫療類委員 2017 年至今 

 衛福部、立法院、台北、新北、宜蘭、花蓮、桃園、台中、新

竹、台東等，服務委外案審查 

高淑芬 

 109.09.08 期刊論文：周桂田 , Koichi Hasegawa, Dowan Ku, 

Midori Aoyagi, Introduction to Book Chapters, 【Book Launch 

Webinar】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in Asia 

 110.01.06-110.01.30 期刊論文審查：Environmental Soci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RC24） 

 110.03.16-110.04.1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

究專題中心出版的《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期刊，論文審查

人 

 台灣環境社會學的發展與特色（2021），《環境社會學百科全

書》日本環境社會學學會出版（forthcoming），“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Taiwan.”

（2021）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JAES]  

 Air Pollution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專書作者、編輯、導論章

撰寫 

 109.09.08【Book Launch Webinar】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in 

Asia 

 109.11.14 宜蘭縣尚德社區《社區節能與創能工作坊》主講人 

 109.11.29 2021 年台灣社會學學會，《亞洲氣候變遷治理》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in Asia）【新書座談】與談人 

 109.12.03 暖暖高中教師研習講員，講題：「相愛容易，相處難?–

從社會科學談「愛」...」 

 2021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碩士和博士論文獎」複審委

員 

 社會分析第十八期編輯委員 

 東亞環境社會學國際論壇理事 

施怡廷  施怡廷（2020），從生態系統理論檢視發展遲緩兒童需要的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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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怡廷（2020），發展遲緩兒童的母親學到了什麼？—淺談增

能與賦權，社區發展季刊（171） 

 施怡廷（2020），選擇在宜蘭縣任職的畢業生們，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20 年第三屆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責任的新思維與

跨領域實踐」國際研討會 

 施怡廷（2021），隱身於「為母則強」背後的為母「責」強，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21 年臺灣障礙研究學會年會地方翻轉×

緯度南移≒南方障礙研究 

 110.01.18 參與跨域自學-自學力研討會-110 年度第一屆「全國椰

林講堂」自主學習論壇 

 【雲水雅會】109.12.16 英國經驗分享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臺灣教育 評論月刊》2021 年度第十卷

第六期輪值主編 

陳文華 

 專書論文發表：社會工作概論：理論與實務 

 陳文華（2020），花蓮縣瑞穗鄉奇美部族布農族人口遷徙與婚

姻家庭蛻變，玉山神學院學報 

 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象圈方案審查委員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審查委員兼東區召集人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董事 

 行政院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專業督導扎根計畫諮詢委員 

 社團法人花蓮智能障礙協進會外聘社工督導 

李佩芳 
 期刊發表：從整合照顧發展檢視台灣社區整合照顧系統之建

置，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公共事務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107 張中勇 

 107.10.30擔任本校受陸委會委辦之「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

區）座談會」與談人 

 108.05.18-19 第 18 屆國際社會科學大會；題目 Intelligence 

sharing in fighting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in Taiwan（情報分享對

抗組織犯罪-台灣為例） 

 戰略安全研析（政治大學國防大學出版）編輯委員 

 Strategic vision（政治大學/國防大學出版）編輯委員 

 前瞻與管理（中央大學出版）編輯委員 

 安全與情報（警察大學出版）編輯委員 

 行政院國土安全關鍵基礎設施小組委員 

 關鍵基礎設施評核委員 

 107 年警察人員三等特考典試委員、命題委員 



 107-9 年國防大學博碩士論文審查委員、口試召集人 

 淡江大學博碩士論文審查委員、口試委員 

 警察大學碩士論文審查委員、口試召集人 

 政治大學博士論文審查委員、口試委員 

陳尚懋 

 泰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分析（107.08.01-108.07.31） 

 107.10.12-15 執行教育部新南向計畫：菲律賓境外拓點行銷-華

語學習班 

 107.10.31 執行科技部「泰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政治經濟分析」

研究計畫，前往大陸廣州參與國際研討會 

 107.10.30擔任本校受陸委會委辦之「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

區）座談會」主持人 

 107.11.11-14 前往泰國洽談與泰國湄州大學行政研究學院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Studies, Maejo University）簽訂合作

備忘錄；與泰國藝術大學管理學院（Faculty of Management 

Science, Silpakorn University）洽談碩士雙聯學制 

 107.11.15-17 至泰國暹羅珠寶集團進行銷售技巧培訓課程，並執

行科技部計畫進行田野調 

 107.11 前往泰國簽署「與藝術大學商討雙聯學制合作案」 

 107.12 專書《泰國發展進行式：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整合》 

 108 年度新南向計畫之「個別學校申請項目」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o-Thai Ethnic Relations（泰國華人族

群關係的政經分析）， the Eighth Chinese-Thai Strategic Research 

Seminar 

張世杰 

 107.09.05 北京市中國大陸國家行政學院港澳培訓中心 G301 會

議室發表論文：「複雜理論在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應用之研

究」，發表於「海峽兩岸“中華文化與政府治理現代化”學術

研討會」 

 107.11.11-14 前往泰國洽談與泰國湄州大學行政研究學院

（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Studies, Maejo University）簽訂合作

備忘錄；與泰國藝術大學管理學院（Faculty of Management 

Science, Silpakorn University）洽談碩士雙聯學制 

 前往泰國簽署「與藝術大學商討雙聯學制合作案」 

 108.05.25 第四屆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學術研討會：題目：鮮

乳坊在社會企業網絡平台經營模式之探討：活動理論的觀點 

 108.05.25 第四屆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學術研討會： 與談題

目：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從法制面探討 

 鮮乳坊在社會企業網絡平台經營模式之探討：活動理論的觀

點，2019 年第四屆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學術研討會 

 複雜理論在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應用之研究，海峽兩岸“中華

文化與政府治理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郭冠廷 

 107.10 擔任東華大學受陸委會委辦之「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

（東區）座談會」與談人 

 107.12 佛教的利他精神與社會企業實踐，發展與前瞻 

許文傑 

 107.10.15-11.19 籌辦宜蘭智庫地方治理「參與、政策與選舉」

系列講座 

 107.11.06 籌辦「宜蘭智庫旅宿業的競爭與合作論壇論壇」 

 107.11.15 籌辦宜蘭智庫「如何發揮大學的 USR 及協助推動地方

創生發展策略」論壇 

 107.11.30 宜蘭青年創業論壇 

 107.12.04 籌辦宜蘭智庫「長期照顧與預防延緩失能論壇」 

陳衍宏 

 107.08 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社區走讀」計畫諮詢學者 

 107.08 外交部「績效管理」課程講座 

 107.08-12 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城市治理與社區韌力」計畫參

與、規劃與諮詢學者 

 107.08-11 宜蘭縣政府服務品質專案諮詢學者 

 107.08-09 宜蘭縣羅東鎮長照 2.0 銀髮養生系列演講講座 

 107.08-09 國家文官學院升等訓練「績效管理」課程講座 

 107.10 國立空中大學金門中心「社區教育」論壇主持人 

 108.01 文官學院績效管理講座 

 108.01 中興大學法政學院地方創生與社區韌力 諮詢學者 

 108.01 國家考試行政類科命題委員 

 108.01 宜蘭縣新住民長照社區教育講座 

 108.01 行政院服務品質獎宜蘭縣政府輔導委員 

 108.02 南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演講：跨域聯合治理與地方創生 

 108.03 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108.03 宜蘭縣政府廉政委員 

 108.05 兩岸區域治理與地方創生研討會；題目：城市合作與縣

市發展關係 

 108.05.25 第四屆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學術研討會：題目：非

營利組織經營社區產業的困境與突破：以宜蘭市行健有機村為

例 

 108.05.25 第四屆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學術研討會：與談題

目：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從法制面探討 

 108.05.31 區域創新與科技政策座談與談學者  

 論文題目：自學力課程設計的制度性邏輯，2019 佛光大學「跨

域自學力」學術研討會 

 108.06-09「108 年羅東鎮免費社區觀光巴士服務品質滿意度調

查」補助計畫，校外 1：產學合作計畫 

劉義鈞 
 107.09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107.09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107.10 接受洛杉磯時報專訪 

孫以清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及社會議題調查案-107.08.30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及社會議題調查案（二）-107.09.13 

 2018 年澎湖馬公市長選舉調查案-107.10.01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及社會議題調查案（三）-107.10.08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及社會議題調查案（五）-107.10.13 

 2018 年九合一選舉調查案-107.10.29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及社會議題調查案（四）-107.11.01 

柳金財 

 107.08 展望與探索雜誌審查人 

 107.08.07 當前有必要探討和平協議，中國時報 

 107.08.14 實踐轉型正義 停止歧視陸配，聯合報 

 107.08.20 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中國時報 

 107.08.21 歧視陸配 違反普世價值，旺報 

 107.08.28 讓人盡胃口的藍綠，中國時報 

 107.09 專書《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第一冊）》負責章節：

大陸當局惠台措施：實踐、反制與問題 

 爭辯台灣公民投票之反思：從獨立公投到統一公投，第 249 期，

2018 年 9 月號 

 「大陸當局惠台措施：實踐、問題與影響」，收錄周世雄主編，

《國家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台北：克毅文化，2018 年 9 月 

 擔任 2018 年 9 月長庚人文社會學報審查人 

 107.09.05 社區經驗西進 台青發揮正能量，旺報 

 107.09.14 蔡政府恐陷入塔西陀效應，中國時報 

 107.09.24 地方大選不宜綁公投，中國時報 

 107.09.25 公投擺脫鳥籠 卻成出柙猛虎，聯合報 

 107.09.28 民進黨為何與公民團體漸行漸遠，旺報 

 擔任東華大學受陸委會委辦之「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區）

座談會」與談人 

 107.10.30擔任本校受陸委會委辦之「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

區）座談會」與談人 

 107.10.03 中美衝突下失衡的台灣，中國時報 

 107.10.04 文金會一笑泯恩仇的智慧，中國時報 

 107.10 高餐通識教育學刊審查人 

 107.10.28 第十屆發展研究年會論文評論人 

 107.10.12 美台海軍演 莫誤判情勢，中國時報  

 107.10.19 台灣應自信面對居住證，旺報 

 107.10.25 激進路線 難把選票極大化，聯合報 

 107.10.30 川普打中國牌催票？旺報 

 中共黨政社會綜述，中共年報 

 2018 年中共反腐敗運動成效之探討，中共年報 



 2018 年大陸群體性事件發展之探討，中共年報 

 兩岸政治互動的挑戰與機遇，中共年報 

 以法抗統？民進黨當局兩岸政策之法律戰：策略、侷限及影響，

第 28 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曾于蓁 

 曾于蓁（2018）, Taiwanese professionals are stuck between a rock 

and a red embrace, East Asia Forum 

 107.10.30擔任本校受陸委會委辦之「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

區）座談會」與談人 

 國防部第九屆委託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 

 108-109 年桃園市政府兩岸事務小組委員 

 大陸委員會研究案「中國大陸推動兩岸中小學交流策略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8.05.24 東吳大學認識當代中國研討會發表人，與談題目：統

戰的制度場域：青創基地與臺青的利益連結 

 國防大學「軍事與社會科學專刊」審查人 

 展望與探索，時評，「中國大陸近期宣佈提供臺企轉型升級融

資意涵研析」 

 桃園市政府公務人員講習，演講題目：中共銳實力之運用及對

我國青年族群之影響 

 辦理陸委會陳明祺副主委到校演講，題目：認識身邊的巨人：

中國大陸 

 國防部三戰會議，發表「論習近平「告臺灣同胞書 40 週年」後

中共對臺三戰策略」 

 Taiwanese professionals are stuck between a rock and a red 

embrace，East Asia Forum 

 統戰的制度場域：青創基地與臺青的利益連結，國家發展研究 

 統戰的制度場域 青創基地與台青的利益連結，國家發展研究 

 Local elections strike a heavy blow for Taiwan’s DPP，East Asia 

Forum 

陳鴻章 

 陳鴻章、宋秉仁（2019），〈誰來監督監督者-以檢察總長任命

的國會與監督為例〉，收錄於黃秀端主編《國會立法與國會監

督》 

108 張中勇 

 科技部「人道協助與災變救援區域合作之實踐與挑戰–兼論對

我方之啟示」計畫主持人（108.09.01-109.12.15） 

 How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Respond to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strategic vision for taiw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haring in Fighting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Taiwan，安全與情報研究 

 Epidemic Outbreak as A New Deadly and Costly Security Risk：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strategic vision for taiwan security 



 國防雜誌 （國防大學出版）編輯委員 

 108 年警察人員三等特考命題委員 

 109 年廉政署政風人員南區精進講習講座 

陳尚懋 

 108.05 泰國大選的政治分析，戰略安全研析 

 108.12 解析中國一帶一路和東南亞：自由貿易區 2.0？ 香港社

會科學學報 

 108.12 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在泰國的實踐，台灣國際研究季

刊 

 108.12 新南向及先進國家優秀外國青年學子來臺蹲點

（TEEP@AsiaPlus）計畫 

 108-2 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109 年度「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 

張世杰 

 考選部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及考試暨普通考試閱卷委員 

 複雜性理論在公共行政應用之研究，科技整合月刊 

 宜蘭縣政府縣政顧問 

郭冠廷 

 108 年擔任日月光集團委託之「日月光吉祥樂學專案」主持人 

 108.11.15 擔任「南澳地方創生暨跨部落共識論壇」總主持人 

 109.04.27 主持「蘇澳鎮與佛光大學產官學合作」簽約儀式 

 擔任「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委員 

許文傑 

 宜蘭縣教育審議委員會第 19 屆委員 

 宜蘭縣 108 年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 108 年度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公益彩券盈餘經費管理委員會委員 

 國家文官學院 108 年公務人員高考基礎訓練課程講座 

 宜蘭縣社區育成中心輔導委員 

 2019 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持人、評論人 

 宜蘭縣社區大學審議委員會第一屆委員 

陳衍宏 

 「108 年羅東鎮免費社區觀光巴士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補助

計畫，校外 1：產學合作計畫（108.06-09） 

 國家考試行政類科命題委員 

 台中市台中學地方創生與談學者 

 國家考試行政類科命題委員 

 宜蘭縣政府廉政委員會委員 

 中興大學、警察大學、文化大學碩士（碩專）學位論文審查召

集人與審查委員 

劉義鈞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8 月 Foreign Minister： Taiwan-US Relations 

Probably at Their Best Ever） 

 接受中國郵報訪問（10 月 Q&A  How a woman’s death got 

tangled in Taiwan, Hong Kong politics） 

https://www.beijingnews.net/news/262256534/foreign-minister-taiwan-us-relations-probably-at-their-best-ever
https://www.beijingnews.net/news/262256534/foreign-minister-taiwan-us-relations-probably-at-their-best-ever


 108.12.03 赴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進行專題講座 主持人廈門大

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鵬，演講題目-2019 年台灣大選分析 

 與政大張台麟教授聯合舉辦歐盟論壇 

 宜蘭縣政府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政府國賠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 

 宜蘭縣縣政顧問 

 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以英文講授「政治

傳播」課程 

孫以清 

 108 學年校務滿意度調查案主持人 

 108 學年大學招生專業化調查案主持人 

 108 年度客戶滿意度委外調查-聯禾有線主持人 

柳金財 

 「第壹篇黨政社會（綜述）」，2020 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

研究雜誌社 

 「2019 年中共開展反腐敗工作成效之探討」，2020 年中共年

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2019 年大陸應處群體性事件之探討」，2020 年中共年報，台

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民進黨當局對 26 條措施之反制與局限」，中國評論，2020

年 6 月號 

 兩岸城市交流之探討：發展與困境第四屆兩岸關係天府論壇 

 中國地方政府經營城市策略之探討：土地財政視角，第十一屆

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

論與成果」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土地徵收行為與公眾維權抗爭：地方治理視

角，第十八屆公共事務研討會暨第十五屆公共事務與公共行政

青年論壇：當前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的議題和省思 

 台灣政黨支持度變化與第三勢力發展之蠡測，南大人文基金兩

岸論壇：2020 台灣「二合一」選舉與兩岸關係發展學術研討會 

曾于蓁 

 第十三屆全國國際關係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反思全球政經秩序

變動評論人 

 2019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社群媒體時代的政治學：新資訊

社會中的台灣民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人 

 展望與探索時評，中國大陸暫停臺灣學生來台就讀之影響評析 

 東吳大學人社院中國研究系列演講「中共銳實力-中共近年大外

宣對我國青年之影響」 

 獲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透過準實驗設計探索臺生赴陸交換對

政治態度之影響」兩年期（109.08.01-111.07.31） 

 China’s Strategy to Charm Taiwanese Youth ：  Policies, 

Developments, and Effects，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61ST ANNU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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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章 

 2019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社群媒體時代的政治學：新資訊

社會中的台灣民主」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人 

 宜蘭縣政府員額評鑑委員 

 獲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大法官背景及流動研究（1948-2019）」

一年期 

 臺科大人文社會學報評閱委員 

 新冠疫情下中國大陸公共治理座談會發表人 

 臺師大東亞系碩士學位論文計劃審查召集人與審查委員） 

109 

張中勇 

 109.08.01 海基會顧問 

 109.10.28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戰略研析組戰略與安全研

究論壇評論人 

 109.11.03 文藻大學系所評鑒評核委員 

 109.12.08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演講 

 110.04.09 廉政署研習中心專題演講 

 110.06.02 國家安全局訓練中心專題演講 

 戰略安全研析編輯委員 

 安全與情報研究編輯委員 

 前瞻科技與管理編輯委員 

 國防雜誌編輯委員 

 Strategic Vision 編輯委員 

陳尚懋 

 109.10.2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演

講，講題：解析泰國最新政經發展情勢 

 109.12.22 國立台灣大學演講，講題：泰國文化創意產業 

 109.11.19 國立暨南大學演講，講題：泰國學運解釋：政變、民

主轉型與不平等發展 

 109.11.1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演講，講題：從新制度論看產業經

營 

 110.03.06 國立暨南大學碩士在職專班演講，講題：東南亞民主

化的逆流以泰國學運與緬甸政變為例 

 109.11.21 自主發展或依賴發展？泰國 4.0 或一帶一路？泰國經

濟發展路徑的選擇研討會論文發表 

 109 學年度開設僑務課程經費補助案主持人

（110.02.01-110.07.31） 

 泰國臺商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主持人（110.04.01-110.11.30） 

 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群搭橋（僑）



小組：跨文化學生族群的教學實踐與探索 

張世杰 

 研討會論文發表：行政風格與鑑賞系統：文化理論導向分析，

中國政治學會 2020 年會暨「新媒體時代下的解構與重構：公共

治理、民主政治與國際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論文發表：柬埔寨洞里薩湖漁業資源的協力治理，2020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全球民主退潮？政治學的反思與應對」

國際學術研討會 

郭冠廷 

 109.09.07-109.12.31 產學合作：擔任「109 年度宜蘭縣高齡生活

大學」計畫主持人 

 109.10.12 產學合作：擔任「2020 兩岸經貿產學議題分區（東部）

座談會」計畫主持人 

 109.11.26-27 舉辦學術活動：擔任「第十九屆公共事務研討會暨

第十六屆公共事務與公共行政青年論壇」計畫主持人 

 109.11.26“台灣地方創生的行銷策略”， 「第十九屆公共事務研

討會暨第十六屆公共事務與公共行政青年論壇」研討會論文發

表 

 110 年度宜蘭縣高齡生活大學計畫主持人（110.03.23-110.12.31） 

曾于蓁 

 專題計畫「透過準實驗設計探索臺生赴陸交換對政治態度之影

響」主持人（109.08.01-110.07.31） 

 109.09.01 期刊、學報論文：中國大陸疫情防控與維穩：融媒體

之功能與作用，展望與探索 

 109.12.01 期刊、學報論文：網路安全對國家安全之重要性：以

台灣的網路安全為例，發展與前瞻學報 

 專題計畫「109 年深耕計畫五-集思共學社會創新-宜蘭智庫政策

驅動」主持人（109.10.01-110.07.31） 

 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群（科技跨

域教學研習社群） 

柳金財 

 期刊、學報論文：新冠疫情下中國大陸地方治理變異：以大理

徵用重慶口罩為例 

 期刊、學報論文：從驚弓之鳥到耀眼明星？中國私營企業主的

政治參與：類型、發展與限制 

孫以清 

 校外委託案「109-110 學年大學招生專業化調查案」主持人

（109.08.23-110.07.31） 

 109 年度客戶滿意度委外調查-聯禾有線（109.09.01-109.11.01） 

 109 年 COVID-19 疫苗研發與應用之倫理、法律、社會影響調

查案（109.09.30-109.10.31） 



陳鴻章 

 專題計畫「大法官背景及流動研究（1948~2019）」主持人

（109.08.01-110.07.31） 

 期刊、學報論文：中國大陸 SARS 與新冠病毒防疫比較：人事

安排與調動的觀點 

 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跨校教師社群搭橋（僑）

小組：跨文化學生族群的教學實踐與探索 

心理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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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瑾 

 獲 107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物體特徵與空間脈絡對物體大

小知覺的影響 

 發表會議論文：Wu, C. C., & Chen, C. C.（2019）.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ectral slope and symmetry on visual aesthetic 

preference. Vision Science Society 19th Annual Meeting, St Pete 

Beach, Florida, USA.  

吳慧敏 

 獲加拿大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ersonal Meaning 學會傑出行

政服務獎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TSSCI）論文審查委員 

周蔚倫  第二屆中華心理學刊最佳評閱人獎 

林烘煜 

 獲 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以隱式評價性條件化程序讓

吸菸者不喜歡菸品而降低吸菸量 

 任校外委員：獲邀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

會」審查委員 

 發表會議論文：陳伯勳、周蔚倫、林烘煜（2018），情緒性聲

音對中性圖像的評價性條件化之持續性，第 57 屆台灣心理學會

年會 

 期刊論文發表：藍玉玲、林烘煜（2018 年），家事分工性別化

內隱與外顯測驗發展之初探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0（2），

189-217，（TSSCI），科技部：105-2410-H-259-015 補助 

 發表會議論文：游勝翔、王倫婷、林烘煜（2019），以分層合

作學習模式進行臨床心理實務見習之成效，教學實踐研究暨校

務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發表會議論文：Chang, Y., Lin, W., & Lin, H. （2019）.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ldren’s learning-to-learn inventory. 

The 16th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 Moscow, Russia. July 

2-5. 

 獲邀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研究倫

理研討會會議演講人《心理與教育領域的研究倫理審查經驗分



享》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以隱式評價性條件化程序讓

吸菸者不喜歡菸品而降低吸菸量（第二年） 

 獲邀擔任共同主持人： 

1.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大學生時間意識及其學業

投入程度之研究：從理解到介入。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學系唐淑華教授 

2.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健康照護體系的言語攻擊:

護理人員的經驗、測量與因應處置之相關因素探討。主持

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陳杏佳副教授 

林緯倫 

 獲 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以創造力的雙歷程論探討青

少年不同創造力潛能的發展趨勢 

 發表論文：Lin, W. L., Shih, Y. L., Wang, S. W., & Tang, Y. W. 

（2018）. Improving junior high students’ thinking and creative 

abilities with an executive function training program.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9, 87-96 

游勝翔 

 獲 106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高頻 alpha 波神經回饋對憂

鬱個體認知表現與憂鬱症狀之效用探討（第二年） 

 發表會議論文： 

1. Walking through the valley： 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Patients’ Caregiver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burden on their 

caring behavior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1s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Bridging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y （ REBAMP ） Intermational 

Conference,Tainan,Taiwan. 

2. 憂鬱照顧者主客觀照顧負荷量表之因素建構，發表於台灣

臨床心理學會 2019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3. 雙人之舞？：憂鬱患者照顧者對患者之依存感對其照顧行

為的影響，發表於台灣臨床心理學會 2019 會員大會暨學

術研討會 

黃智偉 

 獲 107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成癮藥物的矛盾效果假設大腦

機制之研究 

 研 究 論 文 「 Motor function in an animal model with 

ouabain-induced bipolar disorder and comorbid anxiety behavior.」

獲國際 SCI期刊 Psychiatry Research 接受登刊 

 獲邀擔任「中華民國基礎神經科學會年會」口頭報告演講（Oral 

Blitz） 

 獲邀擔任「台灣心理學年會」－生理心理學組研討會會議召集

人 

 獲邀擔任「台灣心理學年會」－生理心理學研討會會議英文演



講人 

 獲邀中央研究院統計學研究所專題演講 

 美國發明專利申請：無線遙控磁共振光刺激調控腦神經細胞裝

置（A WIRELESS MAGNETIC RESONANCE DEVICE FOR 

OPTOGENETIC APPLICATIONS IN ANIMAL MODEL）（申請

專利編號：O104-18002US） 

 美國發明專利申請：線圈磁感應偵測癲癇行為症狀設備（A 

device for detecting epileptic behaviors using the coil measure 

magnet-induced voltage changes in magnetic field）（申請專利中） 

 與鑫鼎奈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計畫案：「奈米

金在憂鬱、焦慮、躁症的影響：前測實驗」 

 專利申請之佛光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共同研發成果“線圈磁感應

偵測癲癇行為症狀設備”（中研院覽號 12A-1070815），專利案

之協議書議定中 

 擔任第 34 屆（2019）生物醫學聯合年會生理學會海報論文競賽

初審之評審委員 

 Book Chapter（專書論文）（黃智偉= Huang, A.C.W.）： 

Shyu, B.C. and Huang, A.C.W.（2018, October） . Central 

poststroke pain, comorbidity, and associated symptoms in animal 

and human models. In B.C. Shyu and M. Tominaga. Advances in 

Pain Research：Mechanisms and Modulation of Chronic Pain. 

Vol 1099. pp 253-265. Springer Publishers, Inc. （Book chapter）

（ MOST 105-2410-H-431-005 and MOST 

106-2410-H-431-006） 

 發表會議論文（黃智偉= Huang, A.C.W.）： 

1. Yu, Y.H., He, A.B.H., Huang, A.C.W.（2018）. Whether th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expressions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involve in fear behavior of PTSD in rat：test BDNF proteins 

and mRNA bdnf expressions. Oral presentation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 Lim, Y.S., Yu, Y.H., and Huang, A.C.W. （ 2018 ） .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components （motor activity and 

housing style） affect fear behavior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ral presentation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 Cheng, C.N. and Huang, A.C.W.（2018）. Different roles of 

nucleus accumbens core and shell for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induced by methamphetamine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http://eproofing.springer.com/books_v2/mainpage.php?token=G-RAOCxYAwT5JwVGraLVMK2mQHHDl3_ZsS7lUSj0-8E
http://eproofing.springer.com/books_v2/mainpage.php?token=G-RAOCxYAwT5JwVGraLVMK2mQHHDl3_ZsS7lUSj0-8E
http://eproofing.springer.com/books_v2/mainpage.php?token=G-RAOCxYAwT5JwVGraLVMK2mQHHDl3_ZsS7lUSj0-8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 Ou, C.Y., Wu, C.W., and Huang, A.C.W.（2018）.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for different 

doses of morphine’s reward and aversion.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 Lu, Y.R and Huang, A.C.W.（2018）. Footshock alters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 Wu, F.Y. and Huang, A.C.W.（2018）. Does morphine or 

group housing reduce th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 Huang, C.L. and Huang, A.C.W.（2018） . Does acute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ffect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duced by morphine or methamphetamine in animal 

model？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8. Cheng, H.L., Wu, F.Y., Yu, Y.H., and Huang, A.C.W.（2018）. 

Footshock induces freezing and anxiety behaviors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9. Yu, Y.H., Wang. Y.C., and Huang, A.C.W.（2018）. Anxiety 

behaviors assessments in ouabain-induced animal model of 

bipolar disorder.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0. Yu, Y.H. and Huang, A.C.W.（2018）. Examinatio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r pharmacological and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s in animal model.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1. Shan, S.C. and Huang, A.C.W.（2018）. Footshock stress 

alters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induced by 

methamphetamine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2. Liu, Y.Q. and Huang, A.C.W.（2018）. A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Ethanol-induced rewarding 

effect in conditioned place and aversive effect in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3. Huang, A.C.W.（2018）.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 Neural substrates of conditioned taste 

suppression induced by morphine. Oral blitz presented in 

Neuroscience Society of Taiwan 

14. Huang, A.C.W.（2018）.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nimal model. Oral blitz 

presented in Neuroscience Society of Taiwan 

15. Ou, C.Y., Wu, C.W., and Huang, A.C.W.（2018）.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Testing 

morphine’s reward and aversion. Poster presented in 

Neuroscience Society of Taiwan 

16. Lim, Y.S., Yu, Y.H., and Huang, A.C.W. （ 2018 ） .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lters fear behavior in mi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motor activity vs housing 

style. Poster presented in Neuroscience Society of Taiwan 

17. Lu, Y.R. and Huang, A.C.W.（2018）. Footshock enhances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induced by morphine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Neuroscience Society of Taiwan 

18. Kozłowska, A. Wojtacha, P., Równiak, M., Kolenkiewicz, 

M., and Huang, A.C.W. （2019）. ADHD pathogenesis in the 

immune, endocrine and nervous systems of juvenile and 

maturating SHR and WKY rats. Psychopharmacology. 

19. Kozłowska, A., Wojtacha, P., Równiak, M., Kolenkiewicz, 

M., & Huang, A. C. W. （2019）. ADHD pathogenesis in the 

immune, endocrine and nervous systems of juvenile and 

maturating SHR and WKY rats. Psychopharmacology, 1-22. 

20. Stress influences conditioned placepreference induced by 

methamphetamine in rats.發表於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

術年會 

21. 21.A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drugs ：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and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duced byethanol in the animal model.發表於第 34 屆生物

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2. Examinations of freezing and anxietybehaviors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發表於第 34 屆生物

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3. Elucidations of the components of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in the animal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發表於

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4.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morphineinjections reduce 

th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mice. 發

表於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5.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affect 

methamphetamine-induced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發表於

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6. Morphine’s reward and aversion：The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drugs. 發表於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

學術年會 

27. Behavior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rpharmacological and nonpharmacologicaltreatments in 

animal model. 發表於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8.Stress and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place aversion 

in rats.發表於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黃玉蓮 

 獲 106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兒時不當對待經驗之心理機制

與正念介入之療效初探：非安全依戀與社會認知缺損的角色（第

二年） 

 擔任 PsyCh 期刊 reviewer 

 受邀到中山醫學大學演講 

 發表會議論文： 

1. Huang, Y. L., & Chow, C. C. （2018, September）.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and Filial Piety 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in Taiwa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Mind & Lif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 黃玉蓮、周嘉娸（201810），中文版反思功能量表之心

理計量特性，Poster presented at the 57th Congress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 Yu-Lien Huang & Chia-Chi Chow. （201809）. 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and Filial Piety 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in Taiwa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Mind & Lif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Kyoto, Japan. 

4. Huang, Y. L., Chen, S. H., & Tseng, H. H.（2018）.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Fearful Prosodic Emotion 

Recognition Predict Depression Maintenance. Psychiatry 

Research. （Accepted）. [SSCI]  

5. Huang, Y. L., Chen, S. H., & Tseng, H. H. （2019）. 

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fearful prosodic emotion 

recognition predict depression maintenance. Psychiatry 



research, 272 

6. THEORY OF MIND, EMOTION REOCGNITION, AND 

CLICNIAL SYMPTOMS IN SCHIZOPHERNIA.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1s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Bridging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y（REBAMP） 

Intermational Conference 

7. Huang, Y. L., Kung, Y. W. & Chen, S. H. （201906）. 

Insecure Attachmen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mong survivors in Taiwa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Conference 

8. Chow, C. C., & Huang, Y. L.（20190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ilial beliefs, psychological maladaptation and 

attachment in young adult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Biennial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9. 修改版親密關係經歷量表之中文版心理計量特性，發表

於台灣臨床心理學會 2019 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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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瑾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物體特徵與空間脈絡對物體

大小知覺的影響（第二年） 

 參與 Vision Science Society 19th Annual Meeting 

吳慧敏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國小數學補救教學之遊戲式

合作活動與活動式作業之設計與成效評估 

 幸福需求落差與兒童學習力的關係之研究 

周蔚倫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不同類型手機使用行為與特

定注意力功能之關係 

林文瑛 
 發表會議論文：幸福需求落差與兒童學習力的關係之研究 

 出版專書：心理學第三版簡明版（第二章-人的發展） 

林烘煜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以隱式評價性條件化程序讓

吸菸者不喜歡菸品而降低吸菸量（第二年） 

 獲邀擔任共同主持人：1.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大學生

時間意識及其學業投入程度之研究：從理解到介入。2.108 年度

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健康照護體系的言語攻擊：護理人員的

經驗、測量與因應處置之相關因素探討 

 發表會議論文：幸福需求落差與兒童學習力的關係之研究 

 出版專書：心理學（第三版簡明版） 

林緯倫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雙語如何影響思考與創造力

表現？執行功能的中介效果 

 發表論文： 

1. 幸福需求落差與兒童學習力的關係之研究 

2. 生活中雙語使用經驗愈平衡，創意點子就多？ 



3. 幸福感來源量表之編製以探討不同面向的幸福需求 

4. 以認知發展觀點探討青少年不同創造力潛能的發展趨勢 

5. 兒童版幸福感來源量表之編製及其信效度考驗 

6. 宜蘭地區居民之自殺意念預測迴歸模型 

7. 宜蘭地區居民之身心症狀預測迴歸模型 

游勝翔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結合正念技術的神經回饋訓

練對反芻與憂鬱症狀之效用探討 

 獲 108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獎勵：「以專題導向

學習模式發展在地化心理健康促進方案：以「生理回饋」為例」 

 擔任第 20 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口試委員 

 擔任「臨床心理學刊」期刊審查委員 

 獲選擔任台灣生理與神經回饋學會第二屆理事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宜蘭地區居民之自殺意念預測迴歸模型 

2. 宜蘭居民幸福嗎？宜蘭地區居民之心理健康特性分析與

自殺風險因子初探 

3. 照顧者依存感、接納及患者憂鬱程度對主客觀負荷的影 

4. “A Neurofeedback Protocol for Executive Function to 

Reduce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a controlled study”.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and Neuroscience 03 （2020） 

5. “The Caregivers’ Dilemma: Care Burden, Rejection, and 

Caregiving Behaviors Among the Caregivers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s” . Psychiatry Research 03 

（2020） 

6. 王治凱、游勝翔，台灣大學生之偏差飲食行為及其預測

因子探討，臨床心理學刊 

黃玉蓮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情緒辨識介入方案運用於思

覺失調症患者之療效初探：心智化功能的關鍵角色 

 擔任科技部申請案的審查委員 

 擔任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第 20 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口試委員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Huang, Fonagy, Feigenbaum, Montague & Nolte（2020）. 

Multidirectional Pathways between Attachment, 

Mentalizing,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at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hildhood Trauma. Psychopathology 

2. 宜蘭地區居民之自殺意念預測迴歸模型 

3. 宜蘭地區居民之身心症狀預測迴歸模型 

4. 宜蘭居民幸福嗎？宜蘭地區居民之心理健康特性與自殺



風險因子初探 

5. 中文版解離症狀量表之心理計量檢驗 

6. 創傷後成長模型初探侵入式與精緻化反芻於核心信念撼

動與創傷後成長的中介關係 

7. Chen, T. T., Huang, Y. L., Tseng, H. H., & Wang, W. S. 

（202007）. A movie for the assessment of social cognition 

（MASC）: A validation study in Taiwa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Bridging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BAMP） 

8. Li, Z. W., & Huang, Y. L. （202007）.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e belief challenge, rumination,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ait mindfulnes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Bridging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BAMP） 

9. Ting, H. E., Huang, Y. L., & Wu, H. M. （20200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age 

activities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Yilan.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of Bridging Asia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iat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BAMP）, Tainan, Taiwan. 

黃智偉 

 獲 108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利用光遺傳學技術檢驗成癮

藥物矛盾效果假設之腦機制研究 

 獲佛光大學校內特色計畫：環境豐富化與嗎啡在創傷後壓力症

候疾患的大腦機制研究 

 奈米金在憂鬱、焦慮、躁症的影響:前測實驗 

 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及側邊底部杏仁核的嗎啡成癮機制研究 

 榮獲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心理系系優良導

師，獎狀一張（107.08.01-108.07.31） 

 榮獲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校級特優導師，獎狀一張

（107.08.01-108.07.31） 

 榮獲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執行校外計畫績優獎，獎狀一張

（108.11.06） 

 “Rewarding and Aversive Effects in Drug Addiction” ,EC 

Neurology 11.12（108） 

 應邀擔任第 35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中國生理學會-海報競

賽摘要初審評審委員（110.01.03） 

 應邀 108-2 新進教師研習暨座談演講：108-2 新進教師研習暨座



談-我帶領學術導生一起做研究的經驗談 

 國外期刊論文審稿： 

1. To be a reviewer for Current Drug Research Reviews, Title: 

“To explore the abnormal signal transduction mediated 

internet addiction and gaming disorders”2020, February 

2. To be a reviewer for Current Drug Safety, Title:

“ Treatment-emergent mania with agomelatine and 

levitiracetam use””2020, April 

 Huang, A.C.W., Shyu, B.C., and A.C.Tsai （黃智偉、徐百川、蔡

志鑫）. （2019-）. A WIRELESS MAGNETIC RESONANCE 

DEVICE FOR OPTOGENETIC APPLICATIONS IN ANIMAL 

MODEL. 專利編號：O104-18002US。提出美國發明專利、台灣

發明專利、中國發明專利正式申請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He, A.B.H., Huang, C.L., Kozłowska, A., Chen, J.C., Wu, 

C.W.,Huang, A.C.W., and Liu, Y.Q.（2019）. Involvement of 

neural substrates in reward and aversion to 

methamphetamine addiction: Testing the reward comparison 

hypothesis and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2. Huang, A.C.W., Huang, C.L., Kozłowska, A., Chen, J.C., 

and Wu,C.W.（2019）.Rewarding and aversiveeffects of 

methamphetamine totest the reward comparison hypothesis 

and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2019） 

3. Wu, F.Y. and Huang, A.C.W.（2019）.Examin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morphine for th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mice.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2019） 

4. Liu, Y.Q. and Huang, A.C.W. （ 2019 ） . Ethanol 

simultaneously produces rewarding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and aversive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 the 

animal model: A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2019） 

5.  Cheng, H.L. and Huang, A.C.W.（2019）. Tests of freezing 

and anxiety behaviors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Neuroscience 2019） 

6. Lu, Y.R. and Huang, A.C.W.（2019）. Stress interferes with 

conditioned place aversion induced by morphine in rats.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49th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2019） 

7. Yu,Y.H. and Huang, A.C.W.（2019.11）. Rewarding and 

aversive effects in drug addiction. EC Neurology 11（12） 

8. Ou, C.Y., Wu, C.W., and Huang, A.C.W.（ 2019） . 

Morphine’s reward and aversion: Testing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2019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壁報論

文發表 

9. Yu, Y.H., Lim, Y.S., and Huang. A.C.W.（ 2019） . 

Examin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cue to fear 

behavior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TSD. 2019 中華實驗動物

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壁

報論文發表 

10. Cheng, C.N. and Huang, A.C.W.（2019）. Roles of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and core in footshock-induced stress 

altering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by methamphetamine in 

acquisition and testing. 2019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第十六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發表 

11. Liu, Y.Q. and Huang, A.C.W.（2019）. A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an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duced by ethanol in the 

animal model. 2019 中華實驗動物學會第十六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暨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發表 

12. Ou, C.Y., Wu, C.W., and Huang, A.C.W.（2019）.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morphine’s 

reward and aversion.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3. Hsu, Y.C., Yu, Y.C., and Huang, A.C.W.（2019）. Does 

footshock stress change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and place preference in animal model of morphine 

addiction?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4. Wu, F.Y. and Huang, A.C.W.（2019）. Testing effects of 

morphine and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in the animal 

model of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5. Yu, Y.H., Wang, Y.C., and Huang, A.C.W.（2019）. Motor 

function in an animal model with ouabain-induced bipolar 

disorder and comorbid anxiety behavior.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6. Chen, Q. M., Lee, L.Y., and Huang, A.C.W.（2019）. 

Examinations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mpulsive 

behaviors for psychopathology of Internet addiction.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7. Cheng, C.N., Huang, A.C.W., and Wu, S.J.（2019）. Roles of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and core in footshock-induced 

stress altering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by methamphetamine 

in acquisitionand testing. Poster presented in the 5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8. Cheng, C.N., Huang, A.C.W., and Wu, S.J.（201912）. Roles 

of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and core in footshock-induced 

stress altering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by methamphetamine 

in acquisitionand testing.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19. “ Roles of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and core in 

footshock-induced stress altering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by 

methamphetamine in acquisition and testing.”.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12  

20. “Involvement of neural substrates in reward and aversion 

to methamphetamine addiction: Testing the reward 

comparison hypothesis and the paradoxical effect hypothesis 

of abused drugs.”.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12 

21. Cheng, C.N., Huang, A.C.W., and Wu, S.J. （2020）. Roles 

of nucleus accumbens shell and core in footshock-induced 

stress altering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by methamphetamine 

in acquisitionand testing.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380 

22. Huang, A.C.W.*, Yu, Y.H., He, A.B.H., and Ou, C.Y. 

（202005） . Interactions between prelimbic cortex and 

basolateral amygdala contribute to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in conditioning and extinctio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23. Yu, Y.H., He, A.B.H., Liou, M., Ou, C.Y., Kozłowska, A., 

Chen, P.W., and Huang, A.C.W.（202005）. Elucidations of 



plasma corticosterone levels and neural substrates on 

conditioning, extinction, and reacquisition phases in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24. Wu, C.W., Ou, C.Y., Yu, Y.H., Shyu, B.C., and Huang, 

A.C.W.202005）. Involvements of ventral tegmental area but 

not periaqueductal gray matter in the paradoxical 

effects-reward and aversion induced by morphin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黃國彰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pression Status, Anxiety 

Degree and Self-injury Tendenc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03 （2020） 

 “ The Construction of Peer Group Supervision Ability 

Scale”.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03 （2020） 

龔怡文 

 109 年宜蘭監獄假釋審查會議委員 

 109 年宜蘭監獄收容人申訴處理小組委員 

 109 年宜蘭監獄妨害性自主暨家庭暴力罪加害人治療、輔導評

估會議委員 

 109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獎勵：檢驗創傷後調適途徑:事件中心

性、創傷記憶特性、反芻及認知逃避 

 發表會議/期刊論文： 

1. 宜蘭地區居民之自殺意念預測迴歸模型 

2. 宜蘭地區居民之身心症狀預測迴歸模型 

3. 宜蘭居民幸福嗎？宜蘭地區居民之心理健康特性與自殺

風險因子初探 

4. 中文版解離症狀量表之心理計量檢驗 

5. 核心假定對特質寬恕與創傷後壓力症狀之調節效果：以 

921 震災居民為例 

6. Su, Y. –J., Kung, Y. –W., Hung, F. –C., & Chen, S.–

H.（2020）. Dimensionality of DSM-5 PTSD symptoms: 

Validation of the Chinses version of the posttraumatic 

diagnostic scale for DSM-5 across multiple trauma sample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109 

吳佳瑾 

 Wu, C. C. & Chen, C. C.（2020） .Symmetry modulates the 

amplitude spectrum slope effect on visual preference. Symmetry 

2020, 12（11） 

吳慧敏 

 獲 109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小數學補救教學之遊戲

式合作活動與活動式作業之設計與成效評估（II） 

 學習幾何圖形的益智遊戲裝置專利發明 

 獲得 109 年度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案-發展心理學 



周蔚倫 

 獲 109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劃：動手做是學習與玩樂的

融合--知覺心理學實作教案之發展與對學習動機和學業表現之

影響 

 擔任中華心理學刊審查委員 

 獲 110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眼動與線索有效性及意識

之 關 係 ： 檢 驗 Utility-Driven Hypothesis 和

Consciousness-Dependent Hypothesis 

 獲得 109 年度數位化教學補助案-心理學實驗法、工程心理學導

論 

林文瑛 

 出版專書：專業倫理：科學與倫理 

 出版專書：企業倫理-商管專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 

 出版專書：專業倫理：設計倫理 

 出版專書：專業倫理：教育倫理 

 出版專書：高等教育跨域學習之理論與實踐 

林烘煜 

 獲 109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華人社會期許反應量表的

編制與向度建構 

 獲得 109 年度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案-專業英文 

林緯倫 

 獲 109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語、閩南語雙語透過執

行功能影響思考與創造力表現之研究探討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Mobile Information Systems： Brain Exercises Anywhere 

Anytime： A Self-Training System for Executive Function 

2. 青少年封閉式創造力潛能測量：「青少年版中文詞彙遠

距聯想測驗」之編製及信、效度研究 

 獲 110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語、閩南語雙語影響國

小學童執行功能、思考與創造力表現之發展研究 

游勝翔 

 109.08.03-109.08.07 擔任科技部全國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經

典閱讀（心理學）課程講師 

 109.08.13 應邀至台北監獄進行專題演講：「神經回饋與其在憂

鬱症上的應用」 

 109.08.22 應邀至東吳大學進行專題演講：「生理回饋之原理與

基礎理論」 

 109.08.18 口頭發表研究計畫成果：108 年教育部教學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 

 獲 109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獎勵： 「實踐自我改

變之心理學課程對學生自學力之影響探討」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Chen, C. –Y., Chen, J. –Hong., Ree, S. –C., Chang, 

C. –Wei., & Yu, S. –H. （2020）. Associations between 

estradiol and testosterone and depressive symptom scores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n ovariectomized 

women： 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of NHANES data. 

Annal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 臨床心理學刊：神經回饋訓練對於憂鬱症患者之介入效

果：個案報告 

3. Associations between estradiol and testosterone and 

depressive symptom scores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n ovariectomized women ： 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of NHANES data 

4. Brain Exercises Anywhere Anytime ： A Self-Training 

System for Executive Function 

 擔任宜蘭縣心理健康促進暨自殺防治委員會專家委員（110-112

年度） 

 109-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教學滿意度及學生學習成效位居前 5% 

 獲 110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老年憂鬱症患者之成年子

女照顧者的照顧負荷與憂鬱症狀之關聯性及其影響因素探討 

 獲得教育部補助專題計畫：運用 Google 數位工具於混合式教學

模式之實踐與成效評估：以心理學課程為例 

 獲得 109 年度數位化教學補助案-變態心理學、生理回饋；因材

施教實驗課程補助案-臨床心理專業倫理 

黃玉蓮 

 獲 109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情緒辨識介入方案運用於

思覺失調症患者之療效初探： 心智化功能的關鍵角色 

 獲得 10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域教

學與研究：佛教學與心理學 

 獲得 109 年度數位化教學補助案-基本晤談技巧與演練；因材施

教實驗課程補助案-臨床心理學導論 

 獲得 110 年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科技部跨領域研

究計畫之前置規劃：從創傷後壓力症到酒精使用障礙症：社會

相關因子的潛在影響效果之召集人 

 獲擔任 110 年度：探索早期精神病症刺激性及抑制性神經傳導

平衡之影響：從早年經驗到社會認知的共同主持人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吳秉鍠、黃玉蓮（202010），四週正念訓練對正念特質、

憂鬱反芻及注意力偏誤之介入成效初探，Poster presented 

at the 59th Congress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ipei City 

2. 吳秉鍠、黃玉蓮（202010），初探正念特質對注意力脫

離困難之影響：以苦惱自責型反芻為中介變項，Poster 

presented at the 59th Congress of the Taiw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ipei City 



3. 網路成癮傾向與心理健康度：探討網路活動類型所扮演

的角色 

4. Social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schizophrenia ：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rror types of theory of mind 

and specific symptoms. 

5. Association of visual motor processing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黃智偉 

 榮獲科技部「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擔任國外期刊論文審稿者（1）. To be a reviewer for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Title ： &quot;Quantitative and fiber-selective 

evaluation of pain and sensory dysfunction in central post-stroke 

pain patients with lesion in internal capsule and thalamus &quot; 

2020 

 獲 109 學年度校內特色研究計畫： 腦內多巴胺 D2 受體在創傷

後壓力症候疾患的大腦研究 

 獲 110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利用光遺傳學方法檢驗早

期創傷經驗對嗎啡在前緣皮層和底部側邊杏仁核投射路徑中的

酬償和嫌惡效果之大腦研究 

 無線遙控磁共振光刺激調控腦神經細胞裝置：台灣、中國、美

國發明專利 

 A device for detecting epileptic behaviors using the coil measure 

magnet-induced voltage changes in magnetic field：台灣新型專利 

 獲得 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研究案：從創傷後壓力症到酒精使用

障礙症：社會相關因子的潛在影響效果 

 獲得 109 年度研究案補助： 

1. 有絲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抑制劑 SL-327壓制中間前額葉

皮質區對於嗎啡誘導味覺制約學習效果之腦研究 

2. 檢驗成癮藥物之矛盾效果假設：安非他命戒斷階段正向

與負向效果之大腦研究 

3. 腦內多巴胺 D2 受體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疾患的大腦研究 

4. 壓力對於嗎啡正、負向效果的影響之大腦研究 

5. Sociotherapy as a tool supporting students in dealing with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hronic stress resulting from a 

pandemic state （COVID-19）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Behavioural Neurology：BDNF protein and BDNF mRNA 

expression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during situational reminder in the PTSD 

animal model 

2.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 Involvement of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but not periaqueductal gray matter in the 

paradoxical rewarding and aversive effects of morphine 

3. Neuroscience Letters：Examination of neuroinflammatory 

cytokine interleukin-1 beta expression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for the 

paradoxical effects of reward and aversion induced by 

morphine 

4. Do brain dopamine D2 receptors mediate fear, locomotion, 

and anxiety behaviors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5. Does brain dopamine system mediate stress affecting 

morphine’s reward in conditioned place preference and 

aversion in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6. Does brain glutamate system contributes to stress affecting 

morphine’s reward and aversion? 

7. Optogenetic approach tests whether the cingulate cortex, 

prelimbic cortex, or infralimbic cortex mediates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on 

conditioning and extinction 

8. Do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show a 

different reduction effect in methamphetamine-induced 

behavioral sensitization? 

9. Gold nanoparticle ameliorate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symptoms in rats 

10.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nd cue affect fear behavior in 

the animal model of PTSD：  tests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component 

11. Examinations of morphine and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lter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in mice 

12. Examinations of neuroinflammation cytokines interleukin-1 

beta in morphine-induced reward and aversion 

13. Examining the withdrawal phase for methamphetamine’s 

simultaneous paradoxical effect in reward and aversion in 

rat 

14. Elucidations of footshock stress in morphine-induced 

conditioned taste aversion and place preference in the 

animal model of morphine addiction 

15. A wireless magnetic resonance device for optogenetic 

applications in an animal model 

16. Basolateral amygdala but no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contributes to chronic fluoxetine treatments for PTSD 

symptoms in mice 

17. BDNF protein and BDNF mRNA expression of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during 

situational reminder in the PTSD animal model 

18. Involvement of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but not 

periaqueductal gray matter in the paradoxical rewarding and 

aversive effects of morphine 

黃國彰 

 109.09.26 擔任佛光大學「第 31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

之論文評論人 

 109.10.14 應邀至佛光大學華語中心進行專題演講：「助人溝通

技巧工作坊（一）」 

 109.10.15 應邀至佛光大學華語中心進行專題演講：「助人溝通

技巧工作坊（二）」 

 109.10.22 應邀至佛光大學華語中心進行專題演講：「性別平等

增能工作坊」 

 獲 109 學年度校內特色研究計畫：探討正念減壓應用於增進幸

福感與降低精神困擾之成效 

 獲 109 學年度校內佛教研究中心補助，以佛教學術為主軸的跨

域教學與研究：佛教學與心理學–子計畫二：正念與禪修課程

研發暨成效評量 

 擔任「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第七屆秘書長 

 109.11.12 應邀至宜蘭郵局進行專題演講：「心靈舒壓講座–創

造一致性的內在對話」 

 獲得 109 年度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案-團體諮商與實務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Chang, Y. L., Huang, K.C. (2021).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Awareness Efficiency Scale for Helping Professional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 從電影「82 年生的金智英」探索女性個體化歷程 

3. 校園中青少年同志諮商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4. 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探討及防範 

5. 青少年網路霸凌之特性、行為與解決策略 

賴惠德 

 擔任《特殊教育學報》（彰師大特教系）審查人 

 擔任宜蘭縣蘭陽社教服務協會_第六屆理事 

 擔任宜蘭縣蘭陽文化推展協會_第六屆監事 

 擔任《中國健康心理學雜誌》編委&常務理事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台灣地區心理學的過去與現狀 

龔怡文  獲 109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檢驗創傷後調適途徑：事



件中心性、創傷記憶特性、反芻及認知逃避 

 獲得 109 年度專題計畫補助：從心理學角度初探佛學中的「煩

惱」與「根性」概念 

 獲得 109 年度數位化教學補助案-認知心理治療 

 獲邀擔任共同主持人： 

1. 109 年度科技部防疫科技發展計畫獎勵：COVID-19 疫情

衝擊下的臺灣民眾心理反應與後續影響 

2. 從創傷後壓力症到酒精使用障礙症：社會相關因子的潛

在影響效果 

 發表會議論文/期刊論文： 

1. Su, Y. –J., Kung, Y. –W., Hung, F. –C., & Chen, 

S. –H. （ 2020） . Dimensionality of DSM-5 PTSD 

symptoms：  Validation of the Chinses version of the 

posttraumatic diagnostic scale for DSM-5 across multiple 

trauma sample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 正負事件之事件中心性對創傷後調適的影響 

3. 比較正向事件與創傷事件之事件中心性與自傳式記憶特

性 

4. Traumatic Event Centrality vs. Traumatic Memories in 

Predic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5.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entrality of Event Scale in a Three-wave Follow-up Study 

in Taiwan 

6. The moderation of Trait Forgiveness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7. Dimensionality of DSM-5 PTSD symptoms：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osttraumatic diagnostic scale for 

DSM-5 across multiple trauma samples 

8.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Schema an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pecificity 

in Individuals with Interpersonal Traum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