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學制 教師名稱 教師所屬單位 職稱 課程名稱 說明

1 韓  毅 資訊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ＷＥＢ程式設計 前20%課程

2 李香蘭 西灣學院 約聘教授
從英語課程學習多元文

化
前20%課程

3 王啟仲 社會創新研究所 助理教授 社會文化分析 前20%課程

4 劉叔秋
西灣學院博雅教育中

心
副教授 科學的本質

前20%課程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1已獲獎勵(註2)

5 李香蘭 西灣學院 約聘教授
透過實用性英語增進溝

通能力

擇優獎勵學士班課程「從英語課程學習多元文化」

(註1)

6 張純端 企業管理學系 教授 整合行銷溝通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1已獲獎勵(註2)

7 劉祖乾 海洋科學系 教授 海岸地質學

8 黃勝翊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應用力學（一）

9 陳若蘭 政治經濟學系 副教授 政治經濟學（二）

10 程正傑 資訊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微積分（一）

11 施欣宜 企業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組織行為 擇優獎勵碩士班課程「人力資源管理」(註1)

12 羅春光 應用數學系 教授 微積分（一）

13 王郁仁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圖學

14 王朝欽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數位系統設計

15 邱大維 物理學系
約聘助理教

授
普通物理（一）

16 楊政融
人文暨科技跨領領學

士學位學程
助理教授 綠色創新設計

17 陳伯煒 電機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計算機概論

18 魏家博 電機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計算機程式

19 許煜亮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電路學

20 曾乙立 電機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腦機介面與大腦網路 前20%課程

21 陳冠任 經濟學研究所 副教授 景氣循環理論 前20%課程

22 魏君穎
藝術管理與創業研究

所
助理教授 藝術經濟學 前20%課程

23 李啟偉 醫學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病理學 前20%課程

24 張珈健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所
助理教授 東南亞政治與經濟 前20%課程

25 林仕鑫 材料與光電科學學系 副教授 凝態理論 前20%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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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徐志文 生技醫藥研究所 副教授
生物技術於醫學診斷與

治療
前20%課程

27 鄭義 財務管理學系 副教授 選擇權市場理論與策略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1已獲獎勵。(註2)

28 李仲軒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所
助理教授

環境政策、氣候變遷治

理與法律

29 鄭光宏 生物醫學研究所 教授 幹細胞生物學

30 黃勝翊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彈性力學 擇優獎勵學士班課程「應用力學（一）」。(註1)

31 王亮鈞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

學系
助理教授

生物科學寫作及簡報概

論

32 謝孟璋 海下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水下光電

33 陳志偉 應用數學系 助理教授 偏微分方程

34 李英俊 企業管理學系 教授 醫療統計學

35 李宗哲 電機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低功率系統設計

36 郭紹偉 材料與光電科學學系 教授 軟質材料

37 莊豐權 物理學系 教授 計算物理（一）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1已獲獎勵。(註2)

38 劉世慧 生物科學系 助理教授 親緣基因體學

39 張耿崚 環境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環境生物技術

40 陳玟帆 醫學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化工材料

41 楊惠芳 資訊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深度學習

42 吳慧芬 化學系 教授
奈米材料的合成分析與

應用

43 吳偉寧 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 副教授 企業與政府

44 黃俊智 企業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管理統計學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2已獲獎勵。(註2)

45 林遠彬 醫學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腦機介面理論及實務

46 于欽平 光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光電電磁學（一）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1已獲獎勵。(註2)

47 施欣宜 企業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人力資源管理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2已獲獎勵。(註2)

48 林渝亞 化學系 助理教授 高等有機化學

49 邱敬貿 財務管理學系 副教授 衍生性金融商品實證

50 佘健源 企業管理學系 副教授 合授課程(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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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盧 憶 企業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合授課程(註3)

52 王琢堅 化學系 助理教授 電化學

53 彭渰雯 公共事務管理研究所 教授 性別化創新

54 許嘉麟 經濟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數理經濟學

55 徐瑞壕 資訊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密碼學

56 郭育仁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所
教授 美日關係與軍事同盟 前20%課程

57 郭育仁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

所
教授 政治學研究方法

擇優獎勵博士班課程「美日關係與軍事同盟」。(註

1)

58 施欣宜 企業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高等管理理論 擇優獎勵碩士班課程「人力資源管理」。(註1)

59 黃柏榮 環境工程研究所 助理教授 奈米科技與環境 同課程第二次獲獎，109-1已獲獎勵。(註2)

60 張純端 企業管理學系 教授 消費者行為 擇優獎勵學士班課程「整合行銷溝通」。(註1)

61 梁慧玫 企業管理學系 副教授 高等數量方法（一）

62 林淵淙 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英文論文寫作

4.教學意見調查(七分量表)依修課人回收率達70%，始符合獎勵資格。

1.每學期每位教師以獎勵一門課為限，若有兩門課程符合獎勵資格者，擇優獎勵之。

2.每位教師同一門課程至多獎勵2學期(次）。

3.合授課程以教師授課時數進行比例試算。例：3位老師授課比例為各三分之一，獎勵基數*3學分/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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