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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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灣大學108學年度全校專任教師教學傑出教師與優良教師名錄

序號 獎  項 學  院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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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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