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通識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委員會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擔任 2018 臺灣圍棋公開賽審判委員
擔任 2018 年第一屆林燈盃青年籃球邀請賽裁判
擔任 107 學年度中小學籃球錦標賽裁判
擔任第十六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裁判
擔任 108 宜蘭縣運動會籃球比賽裁判
指導陳俊道同學參加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北區錦標賽一
般男生組單打第 8 名

 指導陳俊道同學參加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一般男生組單打比賽
 指導甲三男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北區分
組預賽第二名

吳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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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甲三男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北區決
賽
 指導甲三女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北區分
組預賽第一名
 指導甲三女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北區決
賽第二名
 指導甲三女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全國決
賽第三名
 指導賴冠傑同學參加 108 全國大專輕艇錦標賽男子組單人加拿大式
艇 500 公尺第一名
 指導賴冠傑同學參加 108 全國大專輕艇錦標賽男子組單人加拿大式
艇 200 公尺第一名
 參加中華民國匹克球協會 108 年度丙級教練講習會
 擔任 108 年全國運動會籃球資格賽裁判
 擔任 2019 第 41 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男子組裁判
 擔任 108 年第 42 屆經國紀念盃全國籃球錦標賽技術顧問及審判委
員
 擔任 107 學年度佛光大學體育發展委員會委員

周俊三









擔任中華民國雪橇雪車協會理事
擔任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
擔任台北市體育總會籃球協會常務理事兼教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擔任宜蘭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顧問
擔任 107 年度新北市 C 級籃球教練講習會顧問
擔任 107 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審判委員
擔任 2019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盃全國學生圍棋賽審判委員

 擔任「2018 年第 18 屆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男子籃球隊總教練
 擔任 107 學年度彰化線西國中「2018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講座






教師
擔任 107 學年度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座種子教師
擔任 107 學年度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阿三哥的籃球世界」
講座講師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進入
複賽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比賽，未樂系
駱文翊同學獲得一般女生組（46kg 級）第五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比賽，傳播系
林晴雯同學獲得一般女生組（49kg 級）第五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跆拳道隊，獲得一般
女生組團體錦標賽第五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盃國術錦標賽-射箭項目
 擔任佛光大學 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林安廸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大學生圍棋賽團體總錦標第二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大學生圍棋賽女子組冠軍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大學生圍棋賽團體組第六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世界大學生圍棋賽女子組季軍
圍棋隊學生方識棠同學榮升六段

 擔任 108 年全運會宜蘭縣籃球女子組教練
 辦理佛光大學高中職邀請賽，擔任活動聯絡人




李琬茹

指導學生獲得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全國第三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北區複賽
指導學生參加 107 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項目男子組單打比賽
指導管理系陳孝禎同學獲得第五屆台北大專院校滑板聯賽個人賽
跳高第一名
 指導管理系陳孝禎同學獲得第五屆台北大專院校滑板聯賽個人賽
跳遠第一名
 指導管理系陳孝禎同學、傳播系于崇柏同學獲得第五屆台北大專院
校滑板聯賽 SKATE GAME 團體賽第二名
 指導陳家軒同學取得 HFI 國際私人體適能教練證照
 獲得 107 學年度教學績效教師獎

陳旻青

 擔任 107 語文教育中心英語成果展負責人（包含規劃、執行、協調、
成果報告等）
 擔任 107 學年度「深耕計畫」英語輔導課規劃執行老師
 擔任 107 學年度通識中心英文課程委員
 輔導產品與媒體設計系林聖淵交換生計畫
 協助心理系黃宏兒、葉家俊、楊善鈞同學至美國西來大學參加 2+2

交換生計畫
 指導圍棋交流活動包含：三月與六月，與南向辦公室合作前進菲律

徐偉庭

賓開設中華文化工作坊，將書法和圍棋體驗課程帶進當地高中、大
學及社教機構，參與人次超過三百人四月赴美國圍棋交流、五月與
台大進行圍棋交流、六月預計赴泰國圍棋交流此外，六月份預計將
再次參與南向辦公室的計畫赴菲律賓推廣圍棋
 指導圍棋競賽包含：九華山地藏王盃、新苗盃、台灣圍棋公開賽、
世界大學生圍棋賽、全國大學生圍棋賽、青年盃圍棋賽、桃園盃圍
棋賽、泰國邀請盃
 指導四月份佛光大學與小小林圍棋菁英班、名人兒童棋院、長清棋
院、智多星兒童棋院、碁人中華兒童棋院簽訂產學合作協議簽約儀
式
 指導辦理 2019 台灣圍棋公開賽、108 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暨
FGU 亞洲區大學生圍棋賽、2019 佛光大學國際圍棋學術論壇暨交
流活動、108 學年度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世界大學生圍棋賽女子組季軍
 指導學生參加第四屆花蓮女中中教育基金盃全國圍棋公開賽第四
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臺灣圍棋公開賽大學組第三名、第八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臺灣圍棋公開賽六七段組第二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亞洲大專盃圍棋錦標賽亞洲團體第六名
 指導學生參加第十一屆佛乘盃圍棋大賽團體組第十八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第 14 屆 榮三盃高段組第七名

林安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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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參加海峽兩岸業餘圍棋錦標賽女子組第三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19 翔安盃海峽四城圍棋邀請賽男子團體組第一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年大森盃年終棋王爭霸賽第七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暨 2019FGU 亞洲區大
學生圍棋賽團體組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協會盃圍棋賽第二名、第八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台塑企業雲林麥寮「六輕盃」五段組冠軍
指導學生參加樂在安棋菁英圍棋賽六段組第一名
圍棋隊學生謝昌逸榮升六段
圍棋隊學生林修德榮升七段

 指導圍棋隊學生考取圍棋 C 級裁判證 17 人獲得證照，持有率 100%
 指導非圍棋隊學生考取圍棋 C 級裁判證 3 人獲得證照
沈雅文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三好讀書會」
 擔任語文教育中心戴榮冠老師的領航教師
 108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系課程會議中文能力課群委員

戴榮冠

 申請成功「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中文主題畫成果展」負責人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電影與文學」工作坊
 擔任 2019 年第二屆威林燈盃青年籃球邀請賽裁判







擔任 108 年全國運動會籃球比賽裁判
擔任宜蘭縣 108 年度縣長盃中小學籃球比賽錦標賽裁判
擔任 107 學年度中小學籃球錦標賽裁判
擔任第十六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裁判
擔任 108 宜蘭縣運動會籃球比賽裁判
指導陳俊道同學參加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北區錦標賽一
般男生組單打第 8 名
 指導陳俊道同學參加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一般男生組單打比賽
 指導甲三男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北區分
組預賽第二名
 指導甲三男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男子組北區決
賽
 指導甲三女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北區分
吳良民












組預賽第一名
指導甲三女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北區決
賽第二名
指導甲三女子參加 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全國決
賽第三名
指導賴冠傑同學參加 108 全國大專輕艇錦標賽男子組單人加拿大式
艇 500 公尺第一名
指導賴冠傑同學參加 108 全國大專輕艇錦標賽男子組單人加拿大式
艇 200 公尺第一名
參加中華民國匹克球協會 108 年度丙級教練講習會
指導本校桌球隊參加 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北區錦標賽一
般男生組團體賽
擔任 108 年全國運動會籃球資格賽裁判
擔任 108 宜蘭縣運動會籃球比賽裁判
擔任 2019 第 41 屆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男子組裁判
擔任 108 年第 42 屆經國紀念盃全國籃球錦標賽技術顧問及審判委
員

 擔任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體育發展委員會委員

周俊三

 擔任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運動績優獨立招生會委員及考試評審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 108 學年度男籃隊學術導師
 擔任全校拔河比賽裁判
 擔任佛光大學女子籃球隊總教練並指導學生獲得 108 學年度大專籃
球聯賽公開女生組第三名

 擔任佛光大學男子籃球隊總教練並帶隊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
賽
 擔任佛光大學跆拳道隊教練
 擔任佛光大學國術-射箭隊教練並指導學生獲得 108 學年度大專國
術錦標賽團體第三名，楊珮偲獲得兩項賽事第二名
 校外演講-108.10.22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2019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
座講座教師-南投縣立仁愛國中
 校外演講-108.10.15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2019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
座講座教師-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校外演講-109.05.05 大師講座-籃球與我講座教師-明新科技大學運
動管理系
 擔任佛光大學排球社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籃球社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射箭社指導老師
 擔任 2020 協會盃全國學生圍棋賽審判委員









擔任 108 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審判委員
擔任台北市體育總會籃球協會常務理事兼教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雪橇雪車協會理事
擔任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
擔任財團法人體育運動發展促進基金會董事
榮獲第十七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年度最佳教練
榮獲第十七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年度總冠軍
榮獲 108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公開女生組年度優秀教練

 帶領佛光大學男籃隊至頭城國中辦理 109 年度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
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帶領佛光大學女籃隊至復興國中辦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三好四給
佛大全人品德雕塑計畫
 帶領佛光大學男籃隊在本校辦理在地社區連結-佛光社區籃球動一
動




李琬茹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預賽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北區複賽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全國決賽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運動會羽球項目一般男子組-男子單

個人組
 指導學生參加 108 學年度大專運動會羽球項目一般男子組-男子雙
打組
 指導梁瑜玲學生參加台灣全適能健身協會取得 C 級個人指導教練
證
 指導洪萱珈學生參加台灣全適能健身協會取得 C 級個人指導教練
證

 指導陳郁婷學生參加台灣全適能健身協會取得 C 級個人指導教練
證
 擔任 108 年全國運動會宜蘭縣女子籃球代表隊教練
 指導學生社團（佛光三對三鬥牛社）舉辦佛光校際三對三籃球賽推
廣校內運動風氣

吳品慧

 擔任漢英中學雙語課程營隊移地教學之全英文講師
 帶領華語教育中心完成 108 年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優
化計畫工作項目並通過評鑑，計劃總金額為 60 萬
 帶領華語教育中心通過 109 年教育部輔導及補助華語文教育機構優
化計畫申請案，計劃總金額為 84 萬
 參與通識教育委員會語文教育中心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各項工作
之規劃與執行
 參與國際處華語教學中心 108 學年度深耕計畫各項工作之規劃、執
行與結案

周彼得







108 學年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系課程會議外語課群委員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外語主題化成果站的召集人
擔任 108 深耕計劃英語能力工作坊執行老師
協助管理教授孫遜擔任最終考試課程介紹的陪審員
協助學生寧甫心攥寫西來大學交流計畫推薦信

陳旻青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英語加值工作坊」規劃及執行老師
擔任 108 通識教育中心「英語課程委員」
推薦文資系蘇詩倪到「礁溪老爺飯店」實習
協助文資系大四生許芳瑜申請日本公司實習

林安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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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台灣運動管理學報審查委員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年 全國大學生圍棋十傑賽獲得四傑、七傑、九
傑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第十五屆榮三盃全國學生棋王賽比賽獲得第三
名、第十一名、第十二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台灣圍棋公開賽 團體組第三名、第四名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東鋼盃全國圍棋賽高段組冠軍
 指導學生參加 2021 協會盃六段組第七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團體組第二名、第三
名、第四名、第六名、團體總錦標第一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團體女子組第一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全國大學生圍棋賽段位 A 組第一名、第二
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
 圍棋隊-曾品傑職業初段晉升職業二段

沈雅文

 擔任 109 年度深耕計畫「中文主題化成果展」負責人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三好讀書會」

 執行 109-110 年度深耕計畫「電影與文學」工作坊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109-1 文學史密斯工作坊」

戴榮冠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109-2 文學‧電影‧人生工作坊」
擔任管樂社指導老師
擔任小藍鵲計畫指導老師
擔任學生發展中心 109 年「職涯探索自我表現及社區發展工作坊」
講師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年佛光大學自傳寫作比賽，潘昭逸同學獲得第 2
名，曾心妤同學獲得第 3 名
 擔任本校 109 學年校務與校務發展委員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小組委員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體育科課程召集人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體育發展委員會委員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運動績優入學甄試「考試委員」召集人
擔任本校運動績優入學甄試「籃球項目」考試委員
擔任本校 109 學年度男籃隊學術導師
擔任本校新生盃籃球賽、系際盃籃球賽、拔河比賽裁判
擔任本校男子籃球隊總教練並帶隊參加 109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並
晉級全國複賽
 擔任本校跆拳道隊教練並指導學生張芷陵獲得 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
運動會 53KG 級女生組第三名
周俊三

 擔任佛光大學國術-射箭隊教練並指導學生楊珮偲獲得 109 學年度
大專國術錦標賽個人女生組第二名
 校外演講-110.09.15 菁英選手生命故事-2020 奧林匹克精神巡迴講
座講座教師-屏東縣麟洛國中
 校內演講-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三生講會
 110.07.06 暑期先修營「愛上體育課」講師
 擔任本校排球社、籃球社、射箭社社團指導老師
 擔任 2020 協會盃全國學生圍棋賽審判委員
 擔任 109 學年度中等以下學校圍棋運動錦標賽審判委員
 擔任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
 擔任財團法人體育運動發展促進基金會董事
 擔任台北市體育總會籃球協會常務理事兼教練委員會主任委員
 宜蘭縣體育會「第二十一屆籃球委員會技術顧問」
 「2020-21 佛光大學與台啤籃球隊產學合作計畫」～民間產學合作
計畫主持人
 110 年度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經費計畫-計畫主持人
 110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計畫助主持人

 參加 2021 中華民國 A 級籃球教練講習會
 榮獲第十八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年度最佳教練
 榮獲第十八屆 SBL 超級籃球聯賽年度總冠軍
 帶領佛光大學男籃隊至頭城國中辦理 109 年度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
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帶領佛光大學女籃隊至復興國中辦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三好四給
佛大全人品德雕塑計畫
 帶領佛光大學男籃隊在本校辦理在地社區連結-佛光社區籃球動一
動
 指導學生陳德麟等 20 名同學參加宜蘭縣 CPR+AED 訓練並考取證
照
 擔任佛光大學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各課群課程規畫小組委員」

李琬茹

















吳品慧

擔任佛光三對三鬥牛社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滑板社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棒壘社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 109-1 一般組女籃隊學術導師
擔任 109 學年全校拔河比賽裁判
擔任 109 學年全校三對三鬥牛賽執行規劃教師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一般女子組預賽
指導學生參加 2020 大專院校三對三籃球錦標賽(女子一般組)
指導學生參加 110 年大專運動會羽球項目一般男子組-單打組
指導學生參加 110 學大專運動會羽球項目一般男子組-雙打組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師生盃全國各級飛鏢錦標賽，獲得全國大
專女子團體組全國第三名
學校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師生盃全國各級飛鏢錦標賽，獲得全國大
專女子個人組第六名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師生盃全國各級飛鏢錦標賽，大專男子個
人組
指導學生參加 109 學年度師生盃全國各級飛鏢錦標賽，大專男子團
體組
指導林品漩學生參加台灣全適能健身協會取得 C 級個人指導教練
證

 執行 109 年度深耕計畫「英語加值工作坊」規劃及執行老師
 擔任 109.01 通識教育中心「外語能力課群委員」

周彼得

 執行 109-110 深耕計劃英語能力工作坊執行老師
 擔任 109 語文教育中心委員

陳旻青

 執行 109-110 年度深耕計畫「英語加值工作坊」規劃及執行老師
 擔任 109.02 通識教育中心「外語能力課群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