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台灣大學八十七至八十九學年度教學傑出及優良教師名錄 

八十七學年度教學傑出及優良教師名錄 

NO 獎項 學院 系所 教師 職級 

1 傑出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安可思 副教授 

2 傑出 文學院 哲學系 林正弘 教授 

3 傑出 理學院 化學系 方俊民 教授 

4 傑出 理學院 植物學系 蔡嘉寅 教授 

5 傑出 理學院 心理學系 梁庚辰 教授 

6 傑出 法學院 經濟學系 陳添枝 教授 

7 傑出 法學院 政治學系 吳玉山 教授 

8 傑出 醫學院 解剖學科 曾國藩 教授 

9 傑出 醫學院 內科 楊泮池 教授 

10 傑出 醫學院 精神科 李明濱 教授 

11 傑出 醫學院 護理學系 張 媚 副教授 

12 傑出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周元昉 教授 

13 傑出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葛煥彰 教授 



14 傑出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駱尚廉 教授 

15 傑出 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許文富 教授 

16 傑出 農學院 農藝學系 謝兆樞 教授 

17 傑出 農學院 農業機械學系 林達德 教授 

18 傑出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翁景民 教授 

19 傑出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鍾孝文 副教授 

20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王國瓔 教授 

21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鄭毓瑜 教授 

22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彭鏡禧 教授 

23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周樹華 副教授 

24 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黃俊傑 教授 

25 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林維紅 副教授 

26 優良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吳明德 教授 

27 優良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趙姬玉 教授 

28 優良 文學院 藝術史研究所 陳葆真 教授 

29 優良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張顯達 副教授 



30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李白飛 教授 

31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李瑩英 副教授 

32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張慶瑞 教授 

33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彭旭明 教授 

34 優良 理學院 地質學系 陳于高 副教授 

35 優良 理學院 動物學系 黃火鍊 教授 

36 優良 理學院 地理學系 徐美玲 副教授 

37 優良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郭鴻基 教授 

38 優良 理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 張震東 教授 

39 優良 理學院 海洋科學研究所 范光龍 教授 

40 優良 理學院 漁業科學研究所 郭欽明 教授 

41 優良 法學院 法律學系 黃昭元 副教授 

42 優良 法學院 法律學系 邱聯恭 教授 

43 優良 法學院 政治學系 江宜樺 副教授 

44 優良 法學院 經濟學系 管中閔 教授 

45 優良 法學院 經濟學系 葉淑貞 教授 



46 優良 法學院 社會學系 林萬億 教授 

47 優良 醫學院 生理學科 吳美玲 教授 

48 優良 醫學院 生理學科 郭鐘金 副教授 

49 優良 醫學院 藥理學科 鄧哲明 教授 

50 優良 醫學院 病理學科 黃秀芬 講師 

51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張天鈞 教授 

52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鄭安理 副教授 

53 優良 醫學院 皮膚科 紀秀華 副教授 

54 優良 醫學院 小兒科 吳美環 教授 

55 優良 醫學院 婦產科 連義隆 講師 

56 優良 醫學院 復健科 張權維 教授 

57 優良 醫學院 骨科 侯勝茂 教授 

58 優良 醫學院 牙醫學系 江俊斌 副教授 

59 優良 醫學院 藥學系 余秀瑛 教授 

60 優良 醫學院 醫事技術學系 方偉宏 副教授 

61 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胡名霞 副教授 



62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楊永斌 教授 

63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田堯彰 教授 

64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陳明新 教授 

65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伍次寅 副教授 

66 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李克強 副教授 

67 優良 工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 王昭男 副教授 

68 優良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黃肇雄 教授 

69 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廖文彬 副教授 

70 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郭茂坤 教授 

71 優良 工學院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周雍強 教授 

72 優良 農學院 農業工程學系 鄭克聲 副教授 

73 優良 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莊榮輝 教授 

74 優良 農學院 植物病理學系 謝煥儒 副教授 

75 優良 農學院 昆蟲學系 張慧羽 教授 

76 優良 農學院 森林學系 蘇鴻傑 教授 

77 優良 農學院 畜產學系 徐濟泰 副教授 



78 優良 農學院 獸醫學系 闕玲玲 副教授 

79 優良 農學院 園藝學系 曹幸之 副教授 

80 優良 農學院 農業推廣學系 謝雨生 教授 

81 優良 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孫璐西 教授 

82 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林世銘 副教授 

83 優良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李存修 教授 

84 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李吉仁 副教授 

85 優良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林永松 副教授 

86 優良 公衛學院 衛生政策與管理研究所 李 蘭 教授 

87 優良 公衛學院 流行病學研究所 陳秀熙 助理教授 

88 優良 公衛學院 醫療機構管理學研究所 楊銘欽 副教授 

89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胡振國 教授 

90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呂學士 教授 

91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馮蟻剛 教授 

八十八學年度教學傑出及優良教師名錄 

NO 獎項 學院 系??所 教??師 職??級 



1 傑出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張漢良 教授 

2 傑出 文學院 人類學系 童元昭 副教授 

3 傑出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鄭雪玫 教授 

4 傑出 文學院 藝術史研究所 傅 申 教授 

5 傑出 理學院 數學系 翁秉仁 副教授 

6 傑出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陳義裕 教授 

7 傑出 理學院 地質學系 魏國彥 教授 

8 傑出 理學院 植物學系 陳其昌 教授 

9 傑出 社科院 社會學系 陳毓文 助理教授 

10 傑出 社科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 陳明通 教授 

11 傑出 醫學院 藥理學科 鄧哲明 教授 

12 傑出 醫學院 小兒科 李秉穎 副教授 

13 傑出 醫學院 復健科 林銘川 講師 

14 傑出 醫學院 護理學系 邱艷芬 副教授 

15 傑出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楊永斌 教授 

16 傑出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伍次寅 教授 



17 傑出 工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研究所 黃正利 教授 

18 傑出 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莊榮輝 教授 

19 傑出 農學院 植物病理學系 吳文希 教授 

20 傑出 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孫璐西 教授 

21 傑出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李存修 教授 

22 傑出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廖婉君 教授 

23 傑出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王泰升 教授 

24 傑出 共教會 體育室 陳天香 教授 

25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沈 冬 副教授 

26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王國瓔 教授 

27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康韻梅 副教授 

28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鄭毓瑜 教授 

29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方 瑜 教授 

30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胥嘉陵 副教授 

31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曾麗玲 副教授 

32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張小虹 教授 



33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葉德蘭 副教授 

34 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林維紅 副教授 

35 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吳密察 副教授 

36 優良 文學院 哲學系 孫效智 副教授 

37 優良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盧秀菊 教授 

38 優良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蘇以文 教授 

39 優良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張顯達 副教授 

40 優良 文學院 音樂研究所 王櫻芬 副教授 

41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朱 樺 教授 

42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吳貴美 副教授 

43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鄭以禎 教授 

44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高涌泉 教授 

45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龐寧寧 副教授 

46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陳竹亭 教授 

47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陳逸聰 教授 

48 優良 理學院 動物學系 宋延齡 教授 



49 優良 理學院 動物學系 林瑞萍 副教授 

50 優良 理學院 植物學系 王淑美 副教授 

51 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雷庚玲 副教授 

52 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陳淑惠 助理教授 

53 優良 理學院 地理學系 王秋原 教授 

54 優良 理學院 地理學系 周素卿 副教授 

55 優良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李清勝 教授 

56 優良 理學院 海洋研究所 劉家瑄 教授 

57 優良 理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 張震東 教授 

58 優良 社科院 政治學系 江宜樺 教授 

59 優良 社科院 政治學系 蘇彩足 教授 

60 優良 社科院 經濟學系 謝德宗 教授 

61 優良 社科院 經濟學系 陳正澄 教授 

62 優良 社科院 社會學系 陳東升 教授 

63 優良 社科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 李碧涵 副教授 

64 優良 社科院 新聞研究所 林鶴玲 副教授 



65 優良 醫學院 生化學科 許金玉 副教授 

66 優良 醫學院 生理學科 郭鐘金 教授 

67 優良 醫學院 細菌學科 張 鑫 副教授 

68 優良 醫學院 病理學科 蔡建誠 講師 

69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張天鈞 教授 

70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鄭安理 教授 

71 優良 醫學院 外科 張金堅 教授 

72 優良 醫學院 婦產科 謝豐舟 教授 

73 優良 醫學院 骨科 侯勝茂 教授 

74 優良 醫學院 急診醫學科 林芳郁 教授 

75 優良 醫學院 藥學系 陳基旺 教授 

76 優良 醫學院 醫事技術學系 楊雅倩 講師 

77 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柴惠敏 講師 

78 優良 醫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林克忠 副教授 

79 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賴明陽 教授 

80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田堯彰 教授 



81 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陳立仁 教授 

82 優良 工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 丁肇隆 教授 

83 優良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陳俊良 教授 

84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陳正興 教授 

85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呂秀雄 教授 

86 優良 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研究所 吳家麟 教授 

87 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段維新 教授 

88 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劉佩玲 教授 

89 優良 工學院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華昌宜 教授 

90 優良 農學院 農藝學系 廖振鐸 助理教授 

91 優良 農學院 農業工程學系 吳富春 助理教授 

92 優良 農學院 昆蟲學系 張慧羽 教授 

93 優良 農學院 昆蟲學系 楊平世 教授 

94 優良 農學院 森林學系 陳信雄 教授 

95 優良 農學院 畜產學系 徐濟泰 教授 

96 優良 農學院 獸醫學系 龐 飛 教授 



97 優良 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陳郁惠 副教授 

98 優良 農學院 園藝學系 李 哖 教授 

99 優良 農學院 農業推廣學系 謝雨生 教授 

100 優良 農學院 農業機械工程學系 周瑞仁 教授 

101 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林世銘 副教授 

102 優良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郭瑞祥 副教授 

103 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李吉仁 副教授 

104 優良 公衛學院 環境衛生研究所 林嘉明 教授 

105 優良 公衛學院 環境衛生研究所 宋鴻樟 教授 

106 優良 公衛學院 流行病學研究所 于明暉 教授 

107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胡振國 教授 

108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馮蟻剛 教授 

109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李琳山 教授 

110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廖義男 教授 

111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劉宗榮 教授 

112 優良 共教會 體育室 盧居福 副教授 



113 優良 教務處 教育學程中心 符碧真 副教授 

八十九學年度教學傑出及優良教師名錄 

NO 獎項 學院 系??所 教??師 職??級 

1 傑出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王國瓔 教授 

2 傑出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彭鏡禧 教授 

3 傑出 文學院 歷史學系 林維紅 副教授 

4 傑出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張顯達 副教授 

5 傑出 理學院 數學系 張海潮 教授 

6 傑出 理學院 化學系 陳逸聰 教授 

7 傑出 理學院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王 鑫 教授 

8 傑出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陳泰然 教授 

9 傑出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毛慶生 副教授 

10 傑出 醫學院 生理學科 郭鐘金 教授 

11 傑出 醫學院 小兒科 吳美環 教授 

12 傑出 醫學院 藥學系 林慧玲 講師 

13 傑出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周家蓓 教授 



14 傑出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研究所 王大銘 教授 

15 傑出 農學院 農藝學系 高景輝 教授 

16 傑出 農學院 昆蟲學系 張慧羽 教授 

17 傑出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張重昭 教授 

18 傑出 公衛學院 流行病學研究所 陳秀熙 副教授 

19 傑出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李琳山 教授 

20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李隆獻 副教授 

21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康韻梅 副教授 

22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鄭毓瑜 教授 

23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黃奕珍 副教授 

24 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沈 冬 教授 

25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貝儒斯 講師 

26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陳竺筠 副教授 

27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周樹華 副教授 

28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葉德蘭 副教授 

29 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古佳艷 講師 



30 優良 文學院 人類學系 胡家瑜 講師 

31 優良 文學院 圖書資訊學系 黃慕萱 教授 

32 優良 文學院 藝術史研究所 陳葆真 教授 

33 優良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江文瑜 副教授 

34 優良 文學院 音樂學研究所 康嘉鐸 教授 

35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楊宏章 副教授 

36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陳金次 教授 

37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張志中 副教授 

38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賀培銘 助理教授 

39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陳義裕 教授 

40 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高涌泉 教授 

41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梁文傑 教授 

42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陳昭岑 助理教授 

43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汪根欉 助理教授 

44 優良 理學院 動物學系 齊肖琪 副教授 

45 優良 理學院 動物學系 施秀惠 副教授 



46 優良 理學院 植物學系 王淑美 副教授 

47 優良 理學院 植物學系 鄭石通 副教授 

48 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陳淑惠 助理教授 

49 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雷庚玲 副教授 

50 優良 理學院 海洋科學研究所 陳汝勤 教授 

51 優良 理學院 生化科學研究所 張震東 教授 

52 優良 社科院 政治學系 江宜樺 教授 

53 優良 社科院 經濟學系 陳正順 教授 

54 優良 社科院 社會學系 葉啟政 教授 

55 優良 社科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陳春生 教授 

56 優良 社科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洪鎌德 教授 

57 優良 醫學院 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呂俊宏 副教授 

58 優良 醫學院 寄生蟲學科 呂森吉 副教授 

59 優良 醫學院 藥理學科 蘇銘嘉 教授 

60 優良 醫學院 病理學科 蔡建誠 講師 

61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張天鈞 教授 



62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林肇堂 教授 

63 優良 醫學院 外科 杜永光 教授 

64 優良 醫學院 精神科 李宇宙 講師 

65 優良 醫學院 復健科 王亭貴 講師 

66 優良 醫學院 骨科 王崇禮 教授 

67 優良 醫學院 護理學系 戴玉慈 副教授 

68 優良 醫學院 牙醫學系 江俊斌 教授 

69 優良 醫學院 醫事技術學系 楊雅倩 講師 

70 優良 醫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林克忠 副教授 

71 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周祖述 助理教授 

72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許添本 教授 

73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陳明新 教授 

74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黃美嬌 教授 

75 優良 工學院 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 王昭男 教授 

76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陳正興 教授 

77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陳炳煇 教授 



78 優良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吳先琪 教授 

79 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吳光鐘 教授 

80 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劉佩玲 教授 

81 優良 工學院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林峰輝 教授 

82 優良 農學院 農業工程學系 吳富春 副教授 

83 優良 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陳尊賢 教授 

84 優良 農學院 植物病理學系 林長平 教授 

85 優良 農學院 森林學系 郭幸榮 教授 

86 優良 農學院 畜產學系 徐濟泰 教授 

87 優良 農學院 獸醫學系 龐 飛 教授 

88 優良 農學院 農業經濟學系 陳郁蕙 副教授 

89 優良 農學院 園藝學系 杜宜殷 助理教授 

90 優良 農學院 農業推廣學系 謝雨生 教授 

91 優良 農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葉仲基 副教授 

92 優良 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呂廷璋 助理教授 

93 優良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郭瑞祥 教授 



94 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林世銘 副教授 

95 優良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胡星陽 副教授 

96 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李吉仁 副教授 

97 優良 管理學院 資訊管理學系 李瑞庭 副教授 

98 優良 電機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陳俊良 副教授 

99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汪重光 教授 

100 優良 電機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吳忠幟 助理教授 

101 優良 電機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許舜欽 教授 

102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陳聰富 副教授 

103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陳忠五 助理教授 

104 優良 共教會 體育室 楊裕隆 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