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  項 學  院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1 教學傑出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鄭瑋 助理教授

2 教學傑出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謝舒凱 副教授

3 教學傑出 文學院 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陳榮彬 助理教授

4 教學傑出 理學院 化學系 佘瑞琳 講師

5 教學傑出 理學院 心理學系 吳宗祐 教授

6 教學傑出 理學院 數學系 蔡忠潤 副教授

7 教學傑出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林敬軒 助理教授

8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科 倪衍玄 教授

9 教學傑出 醫學院 腫瘤醫學研究所 許 駿 教授

10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系藥理學科 蔡丰喬 助理教授

11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系藥理學科 陳文彬 副教授

12 教學傑出 醫學院 臨床藥學所 林淑文 副教授

13 教學傑出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研究所 游琇伃 助理教授

14 教學傑出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周逸儒 副教授

15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丁宗蘇 教授

16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昆蟲學系 蕭旭峰 教授

17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植物病理與微生物學系 張雅君 教授

18 教學傑出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劉怡靖 助理教授

19 教學傑出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陳佳堃 副教授

20 教學傑出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張耀文 教授

21 教學傑出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江皓森 助理教授

22 教學傑出 共同教育中心 共同教育組 李維晏 助理教授

23 教學傑出 共同課程 中國文學系 侯潔之 副教授

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黃奕珍 教授

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李惠綿 教授

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康韻梅 教授

4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史甄陶 副教授

5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王沐嵐 副教授

6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王珊珊 助理教授

7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史嘉琳 副教授

8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沈曉茵 副教授

9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吳敏嘉 助理教授

10 教學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呂紹理 教授

1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宋家復 助理教授

1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周婉窈 教授

1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哲學系 吳澤玫 助理教授

14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哲學系 鄭義愷 助理教授

15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人類學系 呂欣怡 副教授

16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人類學系 張正衡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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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林慧君 教授

18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黃鈺涵 副教授

19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朱秋而 教授

20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戲劇學系 謝筱玫 副教授

2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藝術史研究所 邱函妮 助理教授

2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音樂學研究所 山內文登 教授

2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臺灣文學研究所 鄭芳婷 副教授

24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蔡宜妮 助理教授

25 教學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張志中 副教授

26 教學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沈俊嚴 副教授

27 教學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莊武諺 副教授

28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高涌泉 教授

29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管希聖 教授

30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邱雅萍 教授

31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謝馬利歐 副教授

32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朱士維 教授

33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梁啟德 教授

34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李弘文 教授

35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汪根欉 教授

36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陳平 教授

37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徐丞志 助理教授

38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質科學系 王昱 助理教授

39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質科學系 陳文山 教授

40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質科學系 鄧茂華 教授

41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趙儀珊 副教授

42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李怡青 教授

43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林耀盛 教授

44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洪廣冀 助理教授

45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林楨家 教授

46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郭鴻基 教授

47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洪惠敏 副教授

48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吳健銘 副教授

49 教學優良 理學院 海洋研究所 賀詩琳 助理教授

50 教學優良 理學院 海洋研究所 陳世楠 副教授

51 教學優良 理學院 海洋研究所 張以杰 助理教授

52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黃長玲 教授

53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吳玉山 教授

54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李鳳玉 副教授

55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李宗穎 助理教授

56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王泓仁 教授

57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陳旭昇 教授

58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古慧雯 教授

59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林明仁 教授

60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郭貞蘭 助理教授

61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陳毓文 教授

62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鄧志松 副教授

63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李宥霆 助理教授

64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新聞研究所 謝吉隆 副教授



65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研究所 洪美仁 助理教授

6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余明俊 教授

6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生理學科 湯志永 教授

6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病理學科 張逸良 教授

6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賴逸儒 教授

7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龔秀妮 副教授

7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熱帶醫學暨寄生蟲學科 洪健清 教授

7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熱帶醫學暨寄生蟲學科 蕭信宏 副教授

7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生醫倫理學科 蔡詩力 助理教授

7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生醫倫理學科 陳彥元 教授

7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醫學教育暨生醫倫理學科 吳建昌 副教授

7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療器材與影像醫學研究所 曾文毅 教授

7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科 李秉穎 副教授

7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張上淳 教授

7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田郁文 教授

8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何明志 教授

8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林明燦 教授

8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許文明 教授

8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許榮彬 教授

8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蔡孟昆 教授

8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戴浩志 助理教授

8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泌尿科 蒲永孝 教授

8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急診醫學科 陳文鍾 教授

8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家庭醫學科 蔡兆勳 副教授

8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神經科 吳瑞美 教授

9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婦產科 施景中 副教授

9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復健科 吳爵宏 助理教授

9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周祖述 教授

9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高嘉宏 教授

9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詩凱 助理教授

9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趙遠宏 助理教授

9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黃正雅 副教授

9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薛漪平 教授

9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黃小玲 副教授

9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郭靜穎 助理教授

10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楊雅倩 教授

10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方偉宏 副教授

10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藥學系 張琳巧 助理教授

10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護理學系 張皓媛 助理教授

10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護理學系 張榮珍 副教授

105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歐昱辰 教授

106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賴勇成 教授

107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黃尹男 副教授

108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荷世平 教授

109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曾惠斌 教授

110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伍次寅 教授

111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張鈞棣 助理教授

112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林沛群 教授



113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蔡協澄 助理教授

114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馬劍清 教授

115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康敦彥 副教授

116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王勝仕 教授

117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研究所 王大銘 教授

118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蔡武廷 教授

119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研究所 江茂雄 教授

120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顏鴻威 副教授

121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段維新 教授

122 教學優良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闕蓓德 教授

123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李尉彰 助理教授

124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陳建彰 教授

125 教學優良 工學院 醫學工程研究所 陳中明 教授

126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王志弘 教授

127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洪一薰 教授

128 教學優良 工學院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賴育英 助理教授

129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藝學系 蔡政安 教授

130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許少瑜 副教授

131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鄭克聲 教授

132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賴喜美 教授

133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許正一 教授

134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朱有田 教授

135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吳珮瑛 教授

136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陸怡蕙 教授

137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林書妍 助理教授

138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許富鈞 助理教授

139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獸醫學系 張芳嘉 教授

140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獸醫學系 蔡沛學 副教授

141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邱玉蟬 副教授

142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陳世芳 助理教授

143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陳林祈 教授

144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植微病理與微生物學系 鍾嘉綾 副教授

145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謝淑貞 教授

146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陳宏彰 助理教授

147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所 劉啟德 副教授

148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所 葉信宏 副教授

149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臨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李雅珍 副教授

150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臨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張雅珮 助理教授

151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分子暨比較病理生物學研究所 張惠雯 副教授

152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曾智揚 助理教授

153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陳業寧 教授

154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陳建錦 教授

155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吳政衛 副教授

156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朱文儀 教授

157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謝明慧 教授

158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廖珮真 教授

159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張晏誠 副教授

160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魏志平 教授



161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林嬋娟 教授

162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陳瑀屏 助理教授

163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洪弘 教授

164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張齡尹 助理教授

165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盧子彬 副教授

166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張書森 副教授

167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鄭守夏 教授

168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黃俊豪 副教授

169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江蕙如 教授

170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王鈺強 教授

171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吳安宇 教授

172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網路與多媒體研究所 吳家麟 教授

173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李允中 教授

174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李峻霣 副教授

175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林軒田 教授

176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陳景然 副教授

177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陳耀銘 教授

178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黃鐘揚 教授

179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鄭卜壬 教授

180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盧奕璋 副教授

181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蕭旭君 副教授

182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謝宏昀 教授

183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闕志達 教授

184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顏嗣鈞 教授

185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顏佑紘 助理教授

186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黃詩淳 副教授

187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陳瑋佑 副教授

188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陳聰富 教授

189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楊岳平 助理教授

190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系 張麗冠 教授

191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楊淑怡 助理教授

192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朱雪萍 助理教授

193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董桂書 副教授

194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李承叡 助理教授

195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 余榮熾 教授

196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 冀宏源 教授

197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系 楊健志 教授

198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系 林晉玄 副教授

199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鄭石通 教授

200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澤大衛
David

助理教授

201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陳瑞芬 副教授

202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王雅筠 助理教授

203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系 黃楓婷 副教授

204 教學優良 共同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符碧真 教授

205 教學優良 共同教育中心 體育室 呂宛蓁 副教授

206 教學優良 共同教育中心 體育室 蔡秀華 副教授

207 教學優良 共同教育中心 共同教育組 江介維 專案計畫講師



208 教學優良 共同課程 日本語文學系 洪瑟君 副教授

209 教學優良 共同課程 外國語文學系 張嘉倩 教授

210 教學優良 通識課程 心理學系 葉俊毅 助理教授

211 教學優良 通識課程 歷史學系 李文良 教授

212 教學優良 通識課程 哲學系 楊植勝 副教授

213 教學優良 通識課程 社會學系 陳東升 教授

214 教學優良 通識課程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周蓮香 教授

215 教學優良 通識課程 經濟學系 陳虹如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