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教師研究成果獎勵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姓名 職稱 

1 理學院 科教所 段曉林 特聘教授 

2 理學院 科教所 林淑梤 教授 

3 理學院 科教所 簡頌沛 助理教授 

4 理學院 化學系 林泱蔚 特聘教授 

5 理學院 化學系 吳安台 教授 

6 理學院 化學系 李漢文 教授 

7 理學院 化學系 胡景瀚 教授 

8 理學院 化學系 張智煒 教授 

9 理學院 化學系 劉敏瑛 教授 

10 理學院 化學系 許銘華 助理教授 

11 理學院 生物系 李奇英 特聘教授 

12 理學院 生物系 鄭夢慈 特聘教授 

14 理學院 生物系 林宗岐 教授 

13 理學院 生物系 周睿鈺 教授 

15 理學院 光電所 林祐仲 特聘教授 

16 理學院 光電所 黃啟炎 教授 

17 理學院 光電所 蘇威佳 教授 

18 理學院 物理系 洪連輝 特聘教授 

19 理學院 物理系 劉嘉吉 特聘教授 

20 理學院 物理系 郭艶光 教授 

21 理學院 物理系 吳仲卿 教授 

22 理學院 物理系 林世昀 教授 

23 理學院 物理系 王柏堯 副教授 

24 理學院 物理系 石豫臺 副教授 

25 理學院 物理系 鄭智豪 副教授 

26 理學院 物理系 周至品 助理教授 

27 理學院 物理系 胡欽評 助理教授 

28 理學院 統資所 連怡斌 特聘教授 

29 理學院 統資所 蔡政容 教授 

30 理學院 統資所 鄭宗琳 教授 

31 理學院 統資所 魏裕中 助理教授 

32 理學院 數學系 曾旭堯 教授 

33 理學院 數學系 曾育民 教授 

34 理學院 數學系 劉承楷 教授 

35 工學院 資工系 鄧德雋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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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學院 資工系 丁德榮 教授 

37 工學院 電子系 林得裕 教授 

38 工學院 電子系 吳正信 副教授 

39 工學院 電信所 何明華 教授 

40 工學院 電機系 陳財榮 特聘教授 

41 工學院 電機系 張譽鐘 教授 

42 工學院 電機系 羅鈞壎 教授 

43 工學院 電機系 楊文然 副教授 

44 工學院 機電系 賴永齡 特聘教授 

45 工學院 機電系 沈志雄 教授 

46 工學院 機電系 林俊佑 副教授 

47 工學院 機電系 陳淑容 副教授 

48 技職學院 工教系 陳菁徽 特聘教授 

49 技職學院 工教系 姚凱超 特聘教授 

50 技職學院 工教系 石文傑 教授 

51 技職學院 工教系 陳狄成 教授 

52 技職學院 工教系 黃維澤 教授 

53 技職學院 工教系 盧建余 教授 

54 技職學院 工教系 楊學成 教授 

55 文學院 台文所 邱湘雲 教授 

56 文學院 地理系 王素芬 教授 

57 文學院 地理系 涂建翊 教授 

58 文學院 地理系 陳清目 專案副教授 

59 文學院 歷史所  莊世滋 助理教授 

60 文學院 國文系 許麗芳 教授 

61 文學院 國文系 黃忠慎 教授 

62 文學院 國文系 盧世達 專案助理教授 

63 教育學院 復健所 鳳華 特聘教授 

64 教育學院 特教系 陳怡慧 副教授 

65 教育學院 教研所 龔心怡 教授 

66 教育學院 輔諮系 王翊涵 教授 

67 教育學院 輔諮系 王智弘 教授 

68 教育學院 輔諮系 張景然 教授 

69 教育學院 輔諮系 白倩如 助理教授 

70 管理學院 資管系 王怡舜 特聘教授 

71 管理學院 資管系 吳東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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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管理學院 資管系 梁文耀 教授 

74 管理學院 企管系 吳信宏 教授 

73 管理學院 企管系 白凢芸 教授 

75 管理學院 財金系 吳明政 教授 

76 管理學院 財金系 林淑惠 副教授 

77 管理學院 財金系 郭志安 副教授 

78 管理學院 會計系 邱垂昌 教授 

79 管理學院 會計系 彭智偉 教授 

80 管理學院 會計系 黃木榮 教授 

81 管理學院 會計系 方俊儒 副教授 

82 管理學院 會計系 陳瑞斌 副教授 

83 管理學院 會計系 林宜君 專案助理教授 

84 社科體院 運健所 古博文 特聘教授 

85 社科體院 公育系 劉兆隆 副教授 

86 社科體院 運動學系 王信民 助理教授 

87   師培中心 劉世雄 教授 

 

研究頂級獎：資訊管理學系王怡舜教授、化學系林泱蔚教授、會計系邱垂昌教授、運

動健康研究所古博文教授、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陳菁徽教授、統計資訊

研究所蔡政容教授、光電科技研究所黃啟炎教授、物理系劉嘉吉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鄧德雋教授、企業管理學系白凢芸教授。(計 10 位) 

研究精實獎：資訊管理學系王怡舜教授、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陳菁徽教授、物理系劉

嘉吉教授、統計資訊研究所蔡政容教授。(計 4 位) 

研究新人楷模獎：無 

研究潛力新人獎：化學系許銘華助理教授、科教所簡頌沛助理教授。(計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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