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經歷 

  

 現任元智大學中語系專任助理教授 

  

 

 學  歷 

  

 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 

 

 

 研究領域 

 

語言文字學 

詩經學 

圖書文獻學 

 

 

 學術著作 

 

 [A]期刊論文： 

Huang, Chih-ming. 2018 年 10 月 , “Application AR in Field Experie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i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aoyuan Local Culture”（與 Chor-kheng Lim 合著）,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s, pp. 3-6. 

黃智明。2018 年 01 月，〈淵覽於道，永思厥中——《顧頡剛的學術淵源》

評介〉，《國文天地》第 392 期，頁 89-93。 

黃智明。2017 年 04 月，〈守西漢之專門，續東魯之絕學——《皮錫瑞全集》

評介〉，《國文天地》第 383 期，頁 97-101。 

黃智明。2016 年 12 月，〈通識理念與實踐——以「圖書演進與文化嬗變」

課程為例〉，《長庚科技學刊》第 25 期，頁 1-10。 

黃智明。2015 年 12 月，〈陳錫如儒學思想析論〉，收入《通識跨域研究的



新視野》（臺北：師大書苑），頁 145-157。 

黃智明。2015 年 09 月，〈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與文溯閣四庫全書書前提

要異同述略〉，《中國文哲通訊》第 25 卷第 3 期，頁 167-185。 

黃智明。2015 年 09 月，〈「漢字文化與藝術」課程設計與實踐〉，《通識在

線》第 60 期，頁 53-56。 

黃智明。2011 年 08 月，〈舊學商量加邃密——馮蒸教授的學術成就〉，《國

文天地》第 258 期，頁 99-103。 

黃智明。2010 年 12 月，〈《愚庵小集》版本考述〉，《博雅教育學報》第

6 期，頁 21-38。 

黃智明。2010 年 07 月，〈李鏡池〈詩疊詠譜〉析探〉，《遠東通識學報》第

4 卷第 2 期，頁 91-104。 

黃智明。2010 年 07 月，〈吳闓生《詩義會通》對《詩序》的詮解〉，《樹

人學報》第 8 期，頁 161-172。 

黃智明。2008 年 10 月，〈文章學的寶庫——《歷代文話》簡介〉，《國文天

地》第 281 期，頁 95-98。 

黃智明。2008 年 06 月，〈戒嚴時期《國魂》月刊所刊登的禁書（合撰）〉，

《書目季刊》第 42 卷第 1 期，頁 41-52。 

黃智明。2007 年 12 月，〈李鏡池著作目錄〉，《中國文哲通訊》第 17 卷第

4 期，頁 53-59。 

黃智明。2006 年 12 月，〈《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爾雅部》的文獻價值〉，

《中國文哲通訊》第 16 卷第 4 期，頁 137-162。 

黃智明。2006 年 11 月，〈高文大冊，盡萃斯編——《高亨著作集林》評介〉，

《國文天地》第 258 期，頁 89-93。 

黃智明。2006 年 10 月，〈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漢學師承記箋釋》評

介〉，《國文天地》第 257 期，頁 98-101。 

黃智明。2006 年 09 月，〈徵文考獻，擇善存真——《隋唐文明》簡介〉，《國

文天地》第 256 期，頁 91-94。 

黃智明。2006 年 03 月，〈《朝鮮時代書目叢刊》簡介〉，《國文天地》第

250 期，頁 109-112。 

黃智明。2006 年 02 月，〈《中華再造善本叢書》簡介〉，《國文天地》第

249 期，頁 108-111。 

黃智明。1996 年 12 月，〈敦煌經籍卷子研究概況（下）〉，《中國文哲通

訊》第 6 卷第 4 期，頁 51-74。 

黃智明。1996 年 09 月，〈敦煌經籍卷子研究概況（上）〉，《中國文哲通訊》

第 6 卷第 3 期，頁 89-125。 

 

 

 



 

[B]研討會論文： 

黃智明：〈周中孚、關文瑛二家《通志堂經解》提要述評——以「易類」著

述為考察中心〉，第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香港浸會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中國經學研

究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辦，2019 年 10 月 26-27 日），頁

1-21。 

黃智明：〈《百喻經》的寓言智慧〉，第三屆後現代整合學及通識教育研討會

（桃園：台灣圓智文化創造學會、公益信託吾哈進碧教育基金會，

2019 年 10 月 19 日），頁 1-4。 

黃智明：〈唐宋仕宦文人的處世情懷與陂塘書寫〉，「陂塘與濕地文化的人文

社會關懷」台日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元智大學，2019 年 05 月）。 

黃智明：〈從《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的體制談子學文獻的整理與纂輯〉，

現代諸子學發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屆新子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8 年 11 月）。 

黃智明：〈陂塘書寫與詩意生活——以《全臺詩》為考察對象〉，2018 海峽兩

岸生活美學與文創人才培育論壇暨第八屆文創本科學術聯盟會議

（桃園：元智大學，2018 年 09 月）。 

黃智明：〈《禮記正義引書考》析述及其對文獻研究之價值〉，「戰後臺灣的

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四次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2017 年 07 月）。 

黃智明：〈叔岷先生斠讎學析述〉，「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四

次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年 11 月）。 

黃智明：〈《聚珍版叢書》書前提要研究〉，「文獻研究新視野——第四屆中

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東吳大學，2016 年 05 月）。 

黃智明：〈江舉謙詩經學研究〉，「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

（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 年 11 月 12 日）。 

黃智明：〈通識教學與地方文化資源結合之探討——以元智大學「區域文化

的歷史想像」課群為例〉，「通識教育與社會文化實踐」學術研討會

（中壢：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2015 年 11 月 20 日）。 

黃智明：〈陳錫如儒學思想析論〉，「臺灣經學的萌發與轉型——從明鄭到日

治時期」第二次學術研討會（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14 年 11 月）。 

黃智明：〈《切韻射標》版本異文初探〉，第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

文（臺中：逢甲大學，1997 年 03 月），頁 1-19。 

黃智明：〈江沅《說文解字音韻表》與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之比較研

究〉，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新竹：新竹師

範學院，1996 年 06 月），頁 345-359。 



黃智明：〈漢語音韻學學術論著的蒐集與整理〉，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四屆全國

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新竹：新竹師範學院，1996 年 06 月）。 

黃智明：〈江沅《說文》學初探〉，第一屆東吳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臺北：東吳大學，1996 年 06 月）。 

 

[C]編輯點校： 

黃智明。2017 年 12 月，《李源澄集新編》〔全三冊，編輯〕，成都：四川大學

出版社。 

黃智明。2008 年 11 月，《李源澄著作集》〔全四冊，編輯〕，南港：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93 頁。 

黃智明。2007 年 06 月，《經學通論》〔新校標點〕，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84 頁。 

黃智明。2005 年 11 月，《胡培翬集》〔新校標點〕，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423 頁。 

黃智明。2005 年 08 月，《通志堂經解研究論集》〔編輯〕，南港：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814 頁。 

黃智明。2001 年 04 月，《清代揚州學術研究》〔編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900 頁。 

黃智明。1999 年 08 月，《點校補正經義考》〔爾雅、群經、毖緯、承師、刊石、

書壁、鏤版、著錄、通說〕，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黃智明。1996 年 06 月，《臺灣五十年來聲韻學暨漢語方音學術論著目錄初稿

（1945-1995）》〔合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D]書籍文章： 

黃智明。2020 年 7 月，〈仁聲入人深，孟子言之醇——《孟子》導讀〉，收入

《自知者明——東方經典導讀》（桃園：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頁 81-94。 

黃智明。2020 年 7 月，〈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莊子》導讀〉，

收入《自知者明——東方經典導讀》（桃園：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頁 95-108。 

黃智明。2020 年 7 月，〈周中孚、關文瑛二家《通志堂經解》提要述評——

以「易類」著述為考察中心〉，收入《第十、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頁 349-378。 

黃智明。2018 年 12 月，〈陂塘書寫與人文關懷——以清領時期及日治時期在

臺文人作品為考察對象〉，收入《地景文化、永續觀光與文創產業》

（新北：千華數位文化公司），頁 99-116。 

黃智明。2018 年 9 月，〈黃淬伯《詩經覈詁》研究〉，收入《林慶彰教授七秩

華誕壽慶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頁 55-84。 



黃智明。2017 年 8 月，〈妙趣巧施興味生——「漢字文化與藝術」課程規劃

設計與實踐〉，收入通識在線雜誌社編著：《通往知識的祕徑 2——如

何上一堂通識課》（臺北：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3-36。 

黃智明。2016 年 07 月，〈通識教學與地方文化資源結合之探討——以元智大

學「文心陶塑與文創開發」課群為例〉，收入《通識教育與文化實踐》

（臺北：師大書苑），頁 1-17。 

黃智明。2015 年 12 月，〈陳錫如儒學思想析論〉，收入《通識跨域研究的新

視野》（臺北：師大書苑），頁 145-157。 

黃智明。2015 年 01 月，〈「聲畫昭精，墨采騰奮」——漢字文化與藝術之美〉，

收入《大學「營養」學分——遇見 16 堂不一樣的通識課》（臺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頁 207-228。 

黃智明。2010 年 09 月，〈劉兆祐教授的宋代文獻學〉，收入《劉兆祐教授春

風化雨五十年紀念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61-80。 

黃智明。2010 年 06 月，〈氣往轢古，辭來切今——談《史記》的法古與創新

在通識學習上的啟發〉，收入《元智經典：古智今用》（臺北：冠唐

國際圖書公司），頁 23-30。 

黃智明。2005 年 11 月，〈《胡培翬集》導言〉，收入《胡培翬集》卷首（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 1-11。 

黃智明。2003 年 05 月，〈五十年來經學文獻整理概況（1950-2000）〉〔合撰〕，

收入《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1950-200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頁 321-353。 

黃智明。2003 年 03 月，〈敦煌遺書的檢索與利用〉，收入《學術資料的檢索

與利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頁 255-272。 

 

 [E]科技部計畫： 

黃智明：「關文瑛《通志堂經解提要》研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

員研究計畫），MOST 109-2410-H-155-032。 

黃智明：「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與《群書跋文》對《四庫全書

總目》之舉正探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MOST 108-2410-H-155-040-MY2。 

 

 

 所獲獎項 

 

元智大學人文類教學傑出獎（106 學年度）。 

元智大學教師輔導暨服務傑出獎（104 學年度）。 

元智大學創新教學佳作獎（104 學年度）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102 學年度

第一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劃」績優計畫，計畫編號

MOE-102-1-2-052。 

教育部顧問室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劃」績優計畫，



計畫編號 MOE-101-2-2-013。 

教育部顧問室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劃」績優計畫，

計畫編號 MOE-100-2-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