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優良教師名單(104－107學年度) 
獲獎教師    獎項 學院 系所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王派洲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系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王淑蕙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組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余兆棠 榮譽教學優良獎(103學年度)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吳文昌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吳忠春 榮譽教學優良獎(104-106學年度)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校級教學優良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李育強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人文社會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李松泰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工學院 生物科技系
李政達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體育教育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
李振宇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商管學院 管理與資訊系
李國陽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科學組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7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7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林克默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凌拯民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馬美娟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組
張崴縉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王佳琪 人文社會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王鶴巘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吳建中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李博明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王振乾 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

杜翌群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李宗勳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沈玫宜 人文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梁丹青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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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5學年度)

郭俊麟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商管學院 財經法律研究所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陳金英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組
陳重任 校級教學特優獎(104學年度) 數位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雯宜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組
陳新福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體育教育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
陳瑜霞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日語系
陳瑞堂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工學院 光電工程系
陳艷麗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體育教育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

校級教學優良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7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7學年度)

馮嘉慧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設計學院 創新產品設計系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7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楊琇媚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日語系
楊雪蘭 榮譽教學優良獎(104-105學年度) 商管學院 企業管理系
楊晴絨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英語系

校級教學優良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特優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榊祐一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人文社會學院 應用日語系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鄭淑勻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商管學院 餐旅管理系

黃識銘 商管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楊維珍 商管學院 國際企業系

陳世芳 工學院 電子工程系

黃綝怡 數位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幼兒保育系

曾信智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歐陽昆 數位設計學院 創新產品設計系

楊淑娥 人文學院

章至豪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系

莊承鑫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曾碧卿 商管學院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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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鄭意琳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商管學院 餐旅管理系
鄭祿平 校級教學甲等獎(104學年度) 數位設計學院 資訊傳播系

校級教學甲等獎(105學年度)
校級教學甲等獎(106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戴子堯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戴守煌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自然科學組
薛清江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4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組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5學年度)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6學年度)
校級教學優良獎(107學年度)

蕭百芳 校級教學甲等獎(107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組
傅慧榕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體育教育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
劉海清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商管學院 財務金融系
施金波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工學院 電機工程系
盧駿葳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人文學院 應用日語系
陳姿光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科學組
林麗美 院級教學優良教師獎(107學年度)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藝術組

蘇嘉祥 工學院 機械工程系

鄭淑真 工學院 資訊工程系

鄭鈺霖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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