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  項 學  院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1 教學傑出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李欣倫 講師

2 教學傑出 理學院 數學系 陳君明 助理教授

3 教學傑出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吳  庚 教授

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戲劇學系 魏世芬 講師

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何澤恆 教授

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梁庚堯 教授

4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黃佳鈴 講師

5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羅濟立 副教授

6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李妮庭 助理教授

7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敖馨郁 講師

8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馬里奧 講師

9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人類學系 黃川田修 助理教授

10 教學優良 文學院 音樂學研究所 陳峙維 助理教授

1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陳素麗 講師

12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大氣科學系 吳德榮
副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13 教學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陳志偉 助理教授

14 教學優良 理學院 物理學系 易富國 副教授

15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質科學系 吳榮章 副教授

16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柯永河 教授

17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林  全 教授

18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陳嘉銘 助理教授

19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嚴震生 教授

20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梁明義 教授

21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陳  韺 講師

22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所 郝培芝 教授

2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林肇堂 教授

2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陳昭瑩 講師

25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學系所 洪如江 教授

26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谷家嵩 教授

27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黄坤祥 教授

28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藝學系 陳國任 副教授

29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劉育姍 助理教授

30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獸醫學系 許天來 副教授

31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臨床動物醫學研究所 蔣雨青 講師

32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洪瑞燦 講師

33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楊立偉 助理教授

34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黃以達 講師

35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盧聯生 副教授

36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吳岱穎 助理教授

37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 范建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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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徐讚昇 教授

39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劉宗榮 教授

40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李平篤 教授

41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黃火鍊 教授

42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黃啟穎 教授

43 教學優良 共教中心 體育室 曾賢亮 教授

44 教學優良 共教中心 通識教育組 傅皓政 副教授

45 教學優良 共教中心 共同教育組 江介維 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