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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本中心專任教師 99-102 學年度著作目錄 

期刊文章 

年度 教師 篇名 刊名 

2013 吳智雄 徐邈穀梁學思想要義探賾 政大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3 吳智雄 麋信穀梁學探微 淡江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3 吳智雄 回歸文本：論廖鴻基《討海人》的寫作特色 海洋文化學刊 

2013 顏智英 論歸有光詩中的海戰書寫－－兼述其古文中的禦寇思

想 

成大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3 顏智英 「海神」形象在明代「世情」主題中的象徵意義－－以

《遼陽海神傳》為例 
國文天地 

2013 謝玉玲 織錦的女游—閱讀周芬伶的旅行書寫 海洋文化學刊 

2013 謝玉玲 想望的遠方：元初《長春真人西遊記》初探 藝見學刊 

2013 郭寶文 戴震與荀學關係析論──以人性善惡及成善工夫為中 東吳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3 郭寶文 戴震《中庸補注》反朱熹之道論探微—兼論其與《原善》

成書先後問題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2013 郭寶文 從《橫渠易說》到《正蒙》：張載論本體之一貫脈絡──

兼論張載與戴震氣學進路之差異 

淡江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3 郭寶文 阮元人性論之荀學特色 鵝湖月刊 

2013 周維萱

莊旻達 

世界咖啡館研究架構初探──教學場域之實證性分析 
通識教育學刊 

2012 吳智雄 政權、學官、經義的交結──論漢宣帝與穀梁學 成大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2 顏智英 從斷腸地到華胥國－－論《山谷詞》的巴蜀書寫 文與哲 

(THCI Core) 

2012 胡雲鳳 由簡化字看漢字形聲結構的變化 育達人文社會學報 

2011 吳智雄 論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海洋書寫 海洋文化學刊 

2011 吳智雄 論《穀梁》傳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 政大中文學報 

(THCI Core) 

2011 顏智英 近海古樸的山城：從地域文化看蘇軾詞的密州書寫 海洋文化學刊 

2011 顏智英 相思、悟世與閒適：論關漢卿散曲之春意象 北市大語文學報 

2011 顏智英 論東坡詠物詞意象之開拓－－以詠梅、詠荔枝為例 師大學報 

2011 謝玉玲 儒教聖殿的無盡追尋—論《野叟曝言》中的排佛書寫 文與哲 

(THCI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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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顏智英 從地域文化看蘇軾詞的杭州書寫 文與哲 

(THCI Core) 

2010 顏智英 論蘇軾海南詩詞中的「海」意象 海洋文化學刊 

2010 陳慧珍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検索方法と日本語教育への応用 台湾応用日本語研

究 

2009 吳智雄 試論先秦文學中的海洋書寫 海洋文化學刊 

2009 吳智雄 論春秋學在漢代的政治應用 經學研究集刊 

2009 顏智英 寫實與浪漫－柳永、蘇軾詠潮詞（《望海潮》、《南歌子》）

之比較探析 
中國學術年刊 

2009 陳慧珍 データから見た台湾の日本語教育事情に関する一考

察─東アジア諸国との比較を通して─ 

台湾応用日本語研

究 

專書論文與專書 

年度 教師 篇名（書名）或書名 出版處 

2013 吳智雄 〈論《穀梁》傳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 《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

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2013 吳智雄 

顏智英 

《生命‧海洋‧相遇——詩文精選》 五南出版社 

2013 顏智英 〈論陸游詩的泛海書寫〉 《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學研究

中心 

2013 顏智英 〈「海神」形象在明代「世情」主題中的象徵意

義－－以《遼陽海神傳》為例〉 

《閱讀明清－－明清文學

的文化探索》，萬卷樓出版

社 

2013 胡雲鳳 〈常用形聲字聲符表音功能研究-以手、口二部

首為例〉 

《漢字與漢字教育國際研

討會論文集》，北京中華書

局 

2013 胡雲鳳 〈高職國文教材的漢字教學－以易混字為例〉 《高職國文教材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讀冊文化 

2012 吳智雄 〈試論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 《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

治》，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學

研究中心 

2012 周維萱 〈文化行動主義在台灣-觀《姊妹賣冬瓜》之反

思〉 

《族裔‧他者‧漂流‧變

遷：從電影文本再現移民社

會》 

2011 謝玉玲 《宋濂的道學與文論》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0 顏智英 〈從「感官」、「心靈」與「性別」的觀點考察

關漢卿散曲中的女性形象〉 

《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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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學館 

2010 顏智英 〈從章法變化律看連雅堂詩的時空設計〉 《章法論叢四：第四屆辭章

章法學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萬卷樓圖書公司 

2010 張長臺

謝玉玲 

《臺灣現代海洋文選》 三民書局 

2010 謝玉玲 〈浮槎仙鄉遇奇獸─論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

和《倚天屠龍記》的海洋傳奇圖景〉 

《海洋文化論集》，國立中

山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 

2010 謝玉玲 〈宋濂之傳記文探析─以《浦陽人物記》為考

察重心〉 

《章法論叢四》，萬卷樓圖

書公司 

2010 謝玉玲 《空間與意象的交融：海洋文學研究論述》 文史哲出版社 

2010 謝玉玲 《土地與生活的交響詩─台灣地區客語聯章體

歌謠研究》 

秀威資訊 

2010 周維萱 《放生還是放死-從樂生療養院議題看台灣公

民資格實踐之現況》 

巨流出版社 

2010 周維萱 《全球化下的族群風貌（ethnoscapes）：電影

《衝擊效應》的省思》 

巨流出版社 

2009 顏智英 〈論李清照詞的空間變換藝術－以幾首相思詞

為例〉 

《章法論叢三：第三屆辭章

章法學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萬卷樓圖書公司 

研討會論文 

年度 教師 發表篇名 研討會 

2013 吳智雄 徐邈《春秋穀梁傳注義》析論 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13 謝玉玲 試論「探索導向學習」模式對提升國文教學效能的策

略與實踐 

通識教學策略研討會 

2013 謝玉玲 元代前期記遊散文探析─以王惲作品為考察重心 第八屆辭章章法學術

學術研討會 

2013 謝玉玲 元明之際詩人方文的詠物詩探析 紅樓夢暨明清文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13 謝玉玲 靠岸航行：台灣女作家的海洋書寫 2013 香港亞洲研究

學會第八屆研討會 

2013 郭寶文 從《橫渠易說》到《正蒙》──試析張載論本體與氣

之一貫脈絡 

第二屆東亞經典詮釋

中的語文分析學術研

討會 

2013 胡雲鳳 兩岸現代形聲字形符研究評述－兼以形符「心」為例

探討正體字形符的表意能力 

第二十四屆中國文字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謝玉玲 傳統與現代對話下的客家女性 全國客家文經高峰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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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2012 謝玉玲 臺灣女作家海洋書寫初探——以《水手之妻》和《航

海日記》為例 

2012 海洋教育與文

化學術研討會 

2012 胡雲鳳 高職國文教材的漢字教學－以易混字為例 2012 高職國文教材

學術研討會 

2012 胡雲鳳 常用形聲字聲符表音功能研究-以手、口二部首為例 第三屆漢字與漢字教

育國際研討會 

2011 顏智英 從斷腸地到華胥國──自心靈視角觀山谷詞的巴蜀

印象 

跨越「辭格」研究之

新視野學術研討會 

2010 吳智雄 試論廖鴻基的討海書寫—以《討海人》為討論範圍 海峽兩岸海洋文化專

題學術研討會 

2010 謝玉玲 論《廣東新語》之水族書寫 第五屆辭章章法學術

學術研討會 

2010 謝玉玲 文學視域的海圖：論臺灣現代散文中的海洋記憶、認

同與回歸 

第一屆兩岸「海洋暨

海事大學藍海策略」

校長論壇暨海洋科學

與人文研討會 

2010 謝玉玲 文本‧空間‧風景─臺灣地誌書寫中的基隆圖象 2010 中國海洋文化

論壇 

2010 顏智英 感官、心靈與性別－－關漢卿散曲中的女性形象 「感官素材與人性辯

證」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 黃駿 BODY & BEAUTY IN THE ERA OF SCIENCE & 

CONSUMERISM 

葡萄牙 Lisbon “The 
Beautiful and the Ugly: 
Body Representations”國
際研討會 

2010 周維萱 世界咖啡館融入新移民通識課程之教學研究 台灣藝術大學「藝術

與人文課程探索」研

討會 

2009 吳智雄 試論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海洋書寫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9 吳智雄 論《穀梁》之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以詔令奏議為

中心的考察 

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

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 吳智雄 試論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 第四屆辭章章法學學

術研討會 

2009 顏智英 從辭章學看《詩經．周南．關雎》 人文之美與通識教育

研討會 

2009 顏智英 從章法變化律看連雅堂詩的時空設計 第四屆辭章章法學學

術研討會 

2009 謝玉玲 儒教聖殿的無盡追尋：論《野叟曝言》的排佛書寫 2009 海峽兩岸夏敬

渠、屠紳與中國古代

才學小說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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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謝玉玲 宋濂《浦陽人物記》探析 第四屆辭章章法學學

術研討會 

2009 謝玉玲 試論金庸作品《射雕英雄傳》、《倚天屠龍記》之海洋

意象與傳奇圖景 

人文之美與通識教育

研討會 

2009 陳慧珍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検索方法と日本語教育への応用 応用日本語教学国際

会議論文集，嘉義呉

鳳技術学院 

研究計畫 

年度 教師 研究計畫 委託單位 

2013 吳智雄 教育部補助 102 學年度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

新 B 類計畫：在生命的海洋‧相惜 

教育部 

2013 顏智英 宋詩海洋書寫研究 國科會 

2013 周維萱 教育部 102 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

推廣計畫－漁村學習與公民行動 

教育部 

2013 周維萱 教育部跨科際問題導向計畫－海洋、未來、想像-身「斗」

小民的公民實踐 

教育部 

2013 周維萱 啟動八斗子數位革命-公民文化行動在通識教育的應用 國科會 

2013 胡雲鳳 教育部 102 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

推廣計畫－漢字文化與智慧生活 

教育部 

2013 胡雲鳳 常用形聲字形符研究 國科會 

2013 陳慧珍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日文

（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3 謝玉玲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探索導向學習通識課程：國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3 謝玉玲 航出去的客家—新世代客家族群投入海運志業之研究 客家委員會 

2013 謝玉玲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A 類）：文學與海洋 教育部 

2012 周維萱 教育部 102 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

推廣計畫漁村探索與公民行動 

教育部 

2012 胡雲鳳 常用形聲字聲符研究 國科會 

2012 謝玉玲 殊方別域的記實與想像―元明域外遊記的地理論述與

文化詮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2 謝玉玲 硬頸‧海洋：台灣資深客籍船長的奮鬥史 客家委員會 

2012 郭慧貞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憲法

總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2 謝玉玲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文學

與海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2 陳慧珍 海洋特色教科書產學計畫補助-海洋基礎科技日語-N5

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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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陳慧珍 海洋特色教科書產學計畫補助-海洋基礎科技日語-N4

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2 吳智雄 教育部補助 101 學年度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

新 B 類計畫：在生命的海洋‧相信 

教育部 

2012 顏智英 陸游詩海洋書寫研 國科會 

2011 謝玉玲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通識課程革新：文學與海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1 謝玉玲 閱讀增能推動計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1 郭展禮 教育部補助 100 學年度大學校院辦理樂齡大學計畫 教育部社教司 

2011 吳智雄 教育部補助 100 學年度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

新 B 類計畫：在生命的海洋‧相遇 

教育部 

2011 吳智雄 漢初經學研究 國科會 

2010 郭展禮 教育部補助 99 學年度大學校院辦理樂齡大學計畫 教育部社教司 

2010 吳智雄 清代穀梁學研究Ⅱ 國科會 

2010 顏智英 教育部補助通識教育課程績優計畫：飲食、旅遊與人生 教育部 

2010 謝玉玲 客家文化事典編纂計畫-「山歌與民謠」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

化觀光局 

2009 郭展禮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良知

教育與人際關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09 吳智雄 清代穀梁學研究 國科會 

2009 顏智英 教育部補助通識教育課程績優計畫：文學中的感情 教育部 

2009 謝玉玲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魚文

化與文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09 謝玉玲 中國文學中的水族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補助教師研

究計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09 謝玉玲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文學

與海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09 黃駿 科技與社會跨領域(STS)教學計畫課程—科學知識、性別

與社會/ 科學知識與社會脈絡 

教育部 

2009 郭慧貞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問題導向學習通識課程—法與

國家權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