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獎  項 學  院 系  所 教師姓名 職  級

1 教學傑出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張麗麗 教授

2 教學傑出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黃山耘 助理教授

3 教學傑出 理學院 物理學系 陳凱風 教授

4 教學傑出 理學院 化學系 詹益慈 助理教授

5 教學傑出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蔡崇聖 教授

6 教學傑出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趙曉芳 副教授

7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系病理學科 連晃駿 助理教授

8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施翔蓉 助理教授

9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系耳鼻喉科 婁培人 教授

10 教學傑出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蘇剛毅 助理教授

11 教學傑出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 施文彬 教授

12 教學傑出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林祥泰 教授

13 教學傑出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溫政彥 副教授

14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農業化學系 羅凱尹 助理教授

15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久米朋宣 副教授

16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陳倩瑜 教授

17 教學傑出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林俊昇 教授

18 教學傑出 公衛學院 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方啟泰 教授

19 教學傑出 電資學院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王奕翔 助理教授

20 教學傑出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邵慶平 教授

21 教學傑出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鄭秋萍 教授

22 教學傑出 共教中心 體育室 趙曉涵 助理教授

23 教學傑出
文學院

(共同課程)
中國文學系 盧桂珍 副教授

24 教學傑出
社會科學院

(通識課程)
國家發展研究所 姜智恩 助理教授

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王珊珊 助理教授

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閻鴻中 助理教授

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哲學系 王榮麟 副教授

4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呂佳蓉 助理教授

5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臺灣文學研究所 蘇碩斌 教授

6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竺靜華 助理教授

7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侯潔之 助理教授

8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吳旻旻 副教授

9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李隆獻 教授

10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張雯媛 專案計畫講師

1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史嘉琳 副教授

1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沈曉茵 副教授

1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柏逸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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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簡妤儒 助理教授

62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陳怡伃 助理教授

63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陳顯武 教授

6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病理學科 梁哲維 講師

6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藥理學科 蔡丰喬 助理教授

6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何明志 副教授

6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科 蔡文友 副教授

6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復健科 王亭貴 教授

6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王湉妮 助理教授

7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陳譽仁 助理教授

7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寄生蟲學科 蕭信宏 助理教授

7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林敬哲 教授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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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藥理學科 楊鎧鍵 助理教授

7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毒理學研究所 姜至剛 副教授

7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法醫學科 吳木榮 講師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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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病理學研究所 鄭永銘 教授

7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 余明俊 副教授

8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皮膚科 邱顯清 副教授

8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黃俊升 教授

8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腫瘤醫學研究所 陳建煒 教授

8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泌尿科 蒲永孝 教授

8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田蕙芬 教授

8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 吳明賢 教授

8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科 張鑾英 教授

8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陳晉興 教授

8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楊偉勛 教授

8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皮膚科 朱家瑜 副教授

9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檢驗醫學科 李麗娜 教授

9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江伯倫 教授

9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腫瘤醫學研究所 楊志新 教授

93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許榮彬 教授

94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藥學系 梁碧惠 副教授

95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護理學系 楊曉玲 助理教授

96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牙醫學系 鄭世榮 副教授

97 教學優良 醫學院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陳信銘 助理教授

98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陳顥齡 副教授

9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臨床藥學研究所 林慧玲 副教授

10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護理學系 羅美芳 教授

10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楊雅倩 教授

102 教學優良 醫學院 藥學系 許麗卿 副教授

103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顏鴻威 助理教授

104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許聿翔 助理教授

105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吳政鴻 副教授

106 教學優良 工學院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楊台鴻 教授

107 教學優良 工學院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童世煌 教授

108 教學優良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廖文正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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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傑出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黃意婷 講師

2 教學傑出 生農學院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 鹿兒陽 助理教授

3 教學傑出 管理學院 會計學系 謝易宏 教授

4 教學傑出 生命科學院 植物科學研究所 黃啟穎 名譽教授

5 教學傑出 共教中心 通識教育組 傅皓政 副教授

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歷史學系 李貞德 教授

2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人類學系 劉子愷 助理教授

3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戲劇學系 趙丹綺 助理教授

4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宋淑萍 副教授

5 教學優良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陳孟君 助理教授

6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葉麗儀 助理教授

7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馬里奧 講師

8 教學優良 文學院 哲學系 曾漢塘 副教授

9 教學優良 文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黃佳鈴 講師

10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臺灣文學研究所 柯慶明 教授

11 教學優良 文學院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薛涵方 講師

12 教學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蔡雅如 助理教授

13 教學優良 理學院 數學系 林大溢 講師

14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地質科學系 吳榮章 副教授

15 教學優良 理學院 心理學系 柯永河 教授

16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胡定邦 實務教師

17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吳中書 教授

18 教學優良 社會科學院 國家發展研究所 徐銘謙 助理教授

19 教學優良 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瑞松 副教授

20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精神科 丘彥南 講師

21 教學優良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 簡雄飛 副教授

22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黄坤祥 教授

23 教學優良 工學院 應用力學研究所 黄君偉 副教授

24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農藝學系 近藤始彥 教授

25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園藝暨景觀學系 劉育姍 助理教授

26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植物病理與微生物學系 葉瑩 教授

27 教學優良 生農學院 食品科技研究所 陳冠翰 助理教授

28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學系 黃以達 講師

29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工商管理學系 林聰賢 講師

30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游孝元 助理教授

31 教學優良 管理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洪瑞燦 講師

32 教學優良 公衛學院 流行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詹珮君 助理教授

33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林則彬 教授

34 教學優良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顏文明 副教授

35 教學優良 法律學院 法律學系 劉宗榮 教授

36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化科技學系 李平篤 名譽教授

37 教學優良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王淑美  副教授

    國立臺灣大學105學年度全校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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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人名單（醫學院）.pdf
	得獎人名單（兼任_醫學院）.pdf
	得獎人名單（醫學院）

	得獎人名單（兼任_醫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