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台灣大學九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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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 康韻梅 副教授 

2 傑出 文學院 歷史系 閻鴻中 助理教授 

3 傑出 文學院 藝術史所 陳葆真 教授 

4 傑出 文學院 音樂學所 王育雯 助理教授 

5 傑出 理學院 數學系 楊維哲 教授 

6 傑出 理學院 化學系 周必泰 教授 

7 傑出 理學院 海洋所 陳汝勤 教授 

8 傑出 社科院 政治系 蘇彩足 教授 

9 傑出 社科院 經濟系 劉鶯釧 教授 

10 傑出 社科院 國發所 周繼祥 教授 

11 傑出 醫學院 藥理學科 賴凌平 助理教授 

12 傑出 醫學院 婦產科 何弘能 教授 

13 傑出 醫學院 臨床醫學所 周祖述 助理教授 

14 傑出 醫學院 護理學系 于博芮 講師 



15 傑出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許添本 副教授 

16 傑出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傅增棣 助理教授 

17 傑出 工學院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林峰輝 教授 

18 傑出 生農學院 生工系 王如意 教授 

19 傑出 生農學院 植微系 謝煥儒 副教授 

20 傑出 生農學院 農經系 陳郁蕙 教授 

21 傑出 管理學院 財金系 陳業寧 副教授 

22 傑出 管理學院 資管系 李瑞庭 副教授 

23 傑出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鄭士康 教授 

24 傑出 法律學院 法律系 曾宛如 副教授 

25 傑出 法律學院 法律系 陳聰富 副教授 

26 傑出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系 王淑美 副教授 

27 優良 文學院 中文系 方 瑜 教授 

28 優良 文學院 中文系 劉少雄 副教授 

29 優良 文學院 中文系 李隆獻 副教授 

30 優良 文學院 中文系 蔡璧名 副教授 



31 優良 文學院 外文系 貝儒斯 講師 

32 優良 文學院 外文系 胥嘉陵 副教授 

33 優良 文學院 外文系 林素英 助理教授 

34 優良 文學院 外文系 戎之光 講師 

35 優良 文學院 歷史系 甘懷真 教授 

36 優良 文學院 哲學系 傅佩榮 教授 

37 優良 文學院 圖資系 吳明德 教授 

38 優良 文學院 日文系 范淑文 助理教授 

39 優良 文學院 戲劇系 姚坤君 講師 

40 優良 文學院 戲劇系 施舜晟 講師 

41 優良 文學院 語言所 安可思 教授 

42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林紹雄 副教授 

43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江金倉 副教授 

44 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吳貴美 副教授 

45 優良 理學院 天文所 吳俊輝 助理教授 

46 優良 理學院 物理系 董成淵 助理教授 



47 優良 理學院 物理系 石明豐 副教授 

48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金必耀 副教授 

49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陳昭岑 副教授 

50 優良 理學院 化學系 佘瑞琳 講師 

51 優良 理學院 地質系 胡植慶 助理教授 

52 優良 理學院 心理系 葉素玲 副教授 

53 優良 理學院 地理系 蔡博文 助理教授 

54 優良 理學院 大氣系 李清勝 教授 

55 優良 社科院 政治系 林俊宏 副教授 

56 優良 社科院 經濟系 李怡庭 教授 

57 優良 社科院 經濟系 黃 鴻 教授 

58 優良 社科院 社會學系 吳嘉苓 副教授 

59 優良 社科院 國發所 李炳南 教授 

60 優良 社科院 國發所 吳秀玲 講師 

61 優良 社科院 新聞所 張錦華 教授 

62 優良 醫學院 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科 王淑美 教授 



63 優良 醫學院 病理學科 鄭永銘 講師 

64 優良 醫學院 病理學科 吳木榮 講師 

65 優良 醫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 陳瑞華 教授 

66 優良 醫學院 內科 鄭安理 教授 

67 優良 醫學院 眼科 胡芳蓉 教授 

68 優良 醫學院 精神科 高淑芬 助理教授 

69 優良 醫學院 檢驗醫學科 薛博仁 副教授 

70 優良 醫學院 家庭醫學科 邱泰源 助理教授 

71 優良 醫學院 骨科 侯勝茂 教授 

72 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所 陳培哲 教授 

73 優良 醫學院 藥學系 忻凌偉 助理教授 

74 優良 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拯宗 副教授 

75 優良 醫學院 醫事技術學系 楊雅倩 助理教授 

76 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柴惠敏 講師 

77 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所 荷世平 助理教授 

78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吳錫侃 教授 



79 優良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顏家鈺 教授 

80 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陳立仁 教授 

81 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邱文英 教授 

82 優良 工學院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丁肇隆 副教授 

83 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廖文彬 教授 

84 優良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張能復 教授 

85 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黃榮山 助理教授 

86 優良 生農學院 農藝系 常玉強 助理教授 

87 優良 生農學院 農化系 王一雄 教授 

88 優良 生農學院 昆蟲系 洪淑彬 教授 

89 優良 生農學院 森林系 張上鎮 教授 

90 優良 生農學院 畜產系 徐濟泰 教授 

91 優良 生農學院 獸醫系 徐久忠 副教授 

92 優良 生農學院 園藝系 葉德銘 副教授 

93 優良 生農學院 農推系 王俊豪 助理教授 

94 優良 生農學院 生機系 江昭皚 助理教授 



95 優良 生農學院 食科所 呂廷璋 助理教授 

96 優良 生農學院 園藝系 林宗賢 教授 

97 優良 生農學院 食科所 蔣丙煌 教授 

98 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系 林蕙真 副教授 

99 優良 管理學院 工管系 蔣明晃 副教授 

100 優良 管理學院 國企系 林修葳 教授 

101 優良 公衛學院 環境衛生研究所 林嘉明 教授 

102 優良 公衛學院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陳保中 副教授 

103 優良 電資學院 資工系 郭大維 教授 

104 優良 電資學院 電子所 張耀文 副教授 

105 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系 顏嗣鈞 教授 

106 優良 電資學院 資工系 楊佳玲 助理教授 

107 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系 李嗣涔 教授 

108 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系 呂學士 教授 

109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王兆鵬 副教授 

110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林鈺雄 助理教授 



111 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系 王能君 助理教授 

112 優良 生科院 動物學研究所 羅竹芳 教授 

113 優良 生科院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李玲玲 副教授 

114 優良 生科院 生化科技學系 王愛玉 教授 

115 優良 生科院 植物學研究所 鄭石通 教授 

116 優良 共教會 體育室 王傑賢 講師 

117 優良 共教會 體育室 逄廣華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