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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9月 9日更新 

 

工學院歷年獲選「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優良教師 

     獎項 

學年度 

傑出獎 優良獎 

系所 教師姓名 得獎人數 系所 教師姓名 得獎人數 

87學年度 機械系 周元昉 3 人 土木系 楊永斌 10人 

化工系 葛煥彰 土木所 田堯彰 

環工所 駱尚廉 機械系 陳明新 

    機械所 伍次寅 

    化工系 李克強 

    造船系 王昭男 

    資訊系 黃肇雄 

    材料所 廖文彬 

    應力所 郭茂坤 

    工工所 周雍強 

88學年度 土木系 楊永斌 3 人 土木系 田堯彰 8人 

機械系 伍次寅 土木所 陳正興 

造船所 黃正利 機械所 呂秀雄 

    化工系 陳立仁 

    造船系 丁肇隆 

    材料所 段維新 

    應力所 劉佩玲 

    建城所 華昌宜 

89學年度 土木系 周家蓓 2 人 土木系 許添本 10人 

化工系 王大銘 土木所 陳正興 

    機械系 陳明新 

    機械系 黃美嬌 

    機械所 陳炳煇 

    造船系 王昭男 

    環工所 吳先琪 

    應力所 吳光鐘 

    應力所 劉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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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工所 林峰輝 

90學年度 應力所 李世光 2 人 土木系 李天浩 9人 

建城所 畢恆達 土木系 田堯彰 

    土木所 黃燦輝 

    機械系 傅增棣 

    機械系 吳錫侃 

    化工系 邱文英 

    工科海洋系 丁肇隆 

    工科海洋所 王昭男 

    材料所 黃坤祥 

91學年度 工科海洋系 王昭男 2 人 土木系 李天浩 10人 

材料所 黃坤祥 土木所 郭斯傑 

    機械系 傅增棣 

    機械所 馬劍清 

    化工系 邱文英 

    化工所 陳立仁 

    環工所 馬鴻文 

    應力所 郭茂坤 

    工工所 楊烽正 

    醫工所 林峰輝 

92學年度 土木系 許添本 3 人 土木所 荷世平 9人 

機械系 傅增棣 機械系 吳錫侃 

醫工所 林峰輝 機械所 顏家鈺 

    化工系 邱文英 

    化工系 陳立仁 

    工科海洋系 丁肇隆 

    材料所 廖文彬 

    環工所 張能復 

    應力所 黃榮山 

93學年度 機械系 伍次寅 2 人 土木系 卡艾瑋 10人 

應力所 郭茂坤 土木所 陳俊杉 

    機械系 黃美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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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所 潘永寧 

    化工系 邱文英 

    工科海洋系 林輝政 

    材料系 陳俊維 

    材料所 林招松 

    環工所 駱尚廉 

    建城所 劉可強 

94學年度 土木系 卡艾瑋 2 人 

  

土木系 李天浩 10人 

  

化工所 王大銘 土木所 郭斯傑 

    機械系 陳希立 

    機械所 黃美嬌 

    機械所 陳明新 

    化工系 邱文英 

    工科系 黃乾綱 

    材料系 林招松 

    應力所 張家歐 

    應力所 劉佩玲 

95學年度 土木系 李天浩 3 人 土木系 陳俊杉 24人 

機械所 黃美嬌 土木系 荷世平 

材料系 林招松 機械系 陳明新 

    機械系 劉正良 

    化工系 王勝仕 

    化工系 林祥泰 

    工科系 黃乾綱 

    工科系 吳文中 

    工科系 宋家驥 

    材料系 薛人愷 

    土木所 曾惠斌 

    土木所 郭斯傑 

    機械所 賴君亮 

    化工所 諶玉真 

    環工所 馬鴻文 

    環工所 吳先琪 

  環工所 李公哲 

    應力所 李世光 

    應力所 胡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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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力所 翁宗賢 

    建城所 畢恆達 

    醫工所 黃義侑 

    醫工所 楊台鴻 

    高分所 廖文彬 

96學年度 工科系 黃乾綱 2 人 土木系 周家蓓 23人 

應力所  吳光鐘 土木系 康仕仲 

    土木所 曾惠斌 

    土木所 曹壽民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系 陳明新 

    機械系 盧中仁 

    機械系 蘇金佳 

    機械所 賴君亮 

    機械所 馬劍清 

    化工系 王勝仕 

    化工系 林祥泰 

    化工系 何國川 

    化工所 吳乃立 

    工科系 丁肇隆 

    工科系 王昭男 

    材料系 薛人愷 

    材料系 謝宗霖 

    環工所 李公哲  

    環工所 張能復 

    應力所 劉佩玲 

    應力所 故文聰 

    醫工所 黃義侑 

97學年度 土木系 周家蓓 3 人 土木系 謝尚賢 23人 

機械系 陳明新 土木系 黃世建 

環工所 馬鴻文 土木所 呂良正 

    土木所 陳俊杉 

    機械系 盧中仁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所 賴君亮 

    機械所 馬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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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系 邱文英 

    化工系 陳立仁 

    化工所 林祥泰 

    工科系 王昭男 

    工科系 謝傳璋 

    工科所 江茂雄 

    材料系 薛人愷 

    材料系 蔡豐羽 

    材料所 黃坤祥 

    應力所 劉佩玲 

    應力所 李 雨 

    應力所 陳瑞琳 

    建城所 劉可強 

    工工所 楊烽正 

    醫工所 林峰輝 

98學年度 機械所 盧中仁 3 人 土木系 謝尚賢 24人 

化工系 邱文英 土木系 陳俊杉 

材料系 郭錦龍 土木系 田堯彰 

    土木所 周義華 

    土木所 呂良正 

    機械系 林沛群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所 楊馥菱 

    化工系 林祥泰 

    化工所 諶玉真 

    工科系 謝傳璋 

    工科所 江茂雄 

    材料系 蔡豐羽 

    環工所 李公哲 

    應力所 劉佩玲 

    應力所 陳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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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力所 郭茂坤 

    建城所 劉可強 

    建城所 畢恆達 

    工工所 楊烽正 

    醫工所 林峰輝 

    醫工所 林頌然 

    高分所 林江珍 

99學年度 土木所 陳俊杉 2 人 土木系 賴勇成 25人 

工科系 丁肇隆 土木系 卡艾瑋 

    土木系 田堯彰 

    土木所 曾惠斌 

    土木所 呂良正 

    機械系 林沛群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所 馬劍清 

    機械所 陳復國 

    化工系 王大銘 

    化工系 林祥泰 

    化工系 謝之真 

    化工所 徐振哲 

    工科系 王昭男 

    工科所 吳文中 

    材料系 蔡豐羽 

    材料所 薛景中 

    環工所 吳先琪 

    環工所 李公哲 

    應力所 李雨 

    應力所 劉佩玲 

    建城所 畢恆達 

    醫工所 林峰輝 

    高分所 童世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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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  應力所 郭茂坤 3 人 

  

土木系  賴勇成 25人 

  工工所 
周雍強 土木系 卡艾瑋 

醫工所 林峰輝 土木系 李天浩 

    土木所 黃燦輝 

    土木所 曾惠斌 

    機械系  林沛群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蕭浩明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所 賴君亮 

    機械所 陳復國 

    化工系 王勝仕 

    化工系 王大銘 

    化工所 林祥泰 

    工科系  王昭男 

    工科所 吳文中 

    工科所 洪振發 

    材料系 林招松 

    材料系 蔡豐羽 

    材料所 薛景中 

    環工所 李公哲 

    應力所 胡文聰 

    應力所 李雨 

    應力所 劉佩玲 

    建城所 王志弘 

101學年度 土木系 賴勇成 3 人 土木系 廖文正 24人 

機械系 林沛群 土木系 李天浩 

化工系 王勝仕 土木所 韓仁毓 

    土木所 許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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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蕭浩明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所 賴君亮 

    機械所 陳復國 

    化工系 王大銘 

    化工系 林祥泰 

    化工所 徐振哲 

    工科系 王昭男 

    工科所 吳文中 

    材料系 薛人愷 

    材料所 溫政彥 

    環工所 吳先琪 

    應力所 胡文聰 

    應力所 劉佩玲 

    建城所 王志弘 

    工工所 洪一薰 

    醫工所 黃義侑 

    醫工所 林頌然 

    高分所 童世煌 

102學年度 環工所 李公哲 2 人 土木系所 黃尹男 24人 

建城所 王志弘 土木系所 廖文正 

    土木系所 陳柏華 

    土木系所 許添本 

    土木系所 葛宇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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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所 伍次寅 

    機械系所 賴君亮 

    機械系所 陳明新 

    機械系所 黃信富 

    機械系所 吳錫侃 

    化工系所 王大銘 

    化工系所 葛煥彰 

    化工系所 陳立仁 

    工科系所 王昭男 

    工科系所 吳文中 

    材料系所 溫政彥 

    材料系所 蔡豐羽 

    環工所 吳先琪 

    應力所 周逸儒 

    應力所 陳瑞琳 

    應力所 劉佩玲 

    工工所 洪一薰 

    醫工所 黃義侑 

      高分所 童世煌 

103 學年度 機械系 陳明新 3 人 工科系所 王昭男 24人 

土木系 黃尹男 材料系所 郭錦龍 

化工系 徐振哲 高分子所 童世煌 

  機械系所 伍次寅 

  應力所 周逸儒 

  土木系所 陳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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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所 許添本 

  土木系所 葛宇甯 

  土木系所 廖文正 

  土木系所 陳柏華 

  機械系所 周元昉 

  機械系所 盧中仁 

  機械系所 范士岡 

  化工系所 邱文英 

  化工系所 諶玉真 

  化工系所 吳哲夫 

  工科系所 吳文中 

  工科系所 陳昭宏 

  材料系所 溫政彥 

  環工所 吳先琪 

  應力所 劉佩玲 

  應力所 張培仁 

  醫工所 黃義侑 

  醫工所 呂東武 

104學年度 土木系 陳俊杉 3 人 土木系 廖文正 28人 

（包含 3

位兼任教

師） 

機械系 賴君亮 機械系 伍次寅 

工科系 王昭男 材料系 溫政彥 

  應力所 許聿翔 

  醫工所 林發暄 

  土木系 葛宇甯 

  土木系 蔡宛珊 

  土木系 曾惠斌 

  機械系 施文彬 

  機械系 黄美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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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系 盧中仁 

  機械系 周元昉 

  機械系 王富正 

  化工系 葛煥彰 

  化工系 吳哲夫 

  化工系 康敦彥 

  工科系 吳文中 

  工科系 江茂雄 

  材料系 薛人愷 

  環工所 吳先琪 

  環工所 闕蓓德 

  應力所 周逸儒 

  應力所 劉佩玲 

  建城所 陳良治 

  工工所 吳政鴻 

  土木系 洪如江 

  化工系 谷家嵩 

  材料系 黄坤祥 

105 學年度 機械系 施文彬 3 人 土木系 廖文正 27人 

（包含 2

位兼任教

師） 

化工系 林祥泰 土木系 葛宇甯 

材料系 溫政彥 土木系 鄭富書 

  土木所 曾惠斌 

  土木所 陳柏華 

  土木所 許聿廷 

  機械系 黄信富 

  機械所 王富正 

  機械系所 盧中仁 

  機械所 顏家鈺 

  化工系所 葛煥彰 

  化工所 諶玉真 

  化工所 王大銘 

  工科海洋系 陳昭宏 

  工科海洋所 蔡進發 

  材料所 顏鴻威 

  材料所 段維新 

  環工所 席行正 

  應力所 許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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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力所 周逸儒 

  應力所 張培仁 

  建城所 黄舒楣 

  工工所 吳政鴻 

  醫工所 楊台鴻 

  高分子所 童世煌 

  材料系所 黄坤祥 

  應力所 黄君偉 

106 學年度 土木系 廖文正 2 人 土木系 賴勇成 24人 

高分子所 童世煌 土木系所 陳柏華 

  土木系 張書瑋 

  土木所 曾惠斌 

  土木所 陳柏翰 

  機械系所 盧中仁 

  機械系 吳錫侃 

  機械系 黃美嬌 

  機械系 黃信富 

  機械系所 林沛群 

  機械所 楊士進 

  化工系所 康敦彥 

  化工系 萬本儒 

  化工系 王大銘 

  化工系 趙玲 

  工科海洋系 陳昭宏 

  工科海洋所 吳文中 

  材料系 郭錦龍 

  材料系 蔡豐羽 

  應力所 許聿翔 

  應力所 李雨 

  工工所 洪一薰 

  建城所 陳良治 

  醫工所 楊台鴻 

107 學年度 機械系 盧中仁 4 人 

（包含 1

位兼任教

師） 

機械系 林沛群 30人 

（包含 4

位兼任教

師） 

工科海洋系 吳文中 工科海洋系 蔡武廷 

應力所 許聿翔 材料系 顏鴻威 

化工系 邱文英 醫工系 楊台鴻 

  土木系 歐昱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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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系 楊國鑫 

  土木所 謝尚賢 

  土木所 陳柏翰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黃信富 

  機械所 馬劍清 

  化工系 游琇伃 

  化工系 康敦彥 

  化工所 王大銘 

  工科海洋系 黃乾綱 

  材料系 蔡豐羽 

  環境所 席行正 

  應力所 李雨 

  應力所 劉佩玲 

  建城所 王志弘 

  高分子所 賴育英 

  土木系 蔡克銓 

  土木系 賴勇成 

  機械系 蘇偉㒞 

  應力所 周逸儒 

  工工所 洪一薰 

  機械系 溫家俊 

  工科海洋系 辛敬業 

  環境所 李公哲 

  應力所 黃君偉 

108 學年度 化工所 游琇伃 3 人 土木系 歐昱辰 30人（包

含 3位兼

任教師） 
應力所 周逸儒 土木系 賴勇成 

土木系 陳柏華 土木系 黃尹男 

  土木所 荷世平 

  土木所 曾惠斌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張鈞棣 

  機械所 林沛群 

  機械所 蔡協澄 

  機械所 馬劍清 

  化工系 康敦彥 

  化工系 王勝仕 



14 
 

  化工所 王大銘 

  工科海洋系 蔡武廷 

  工科海洋所 江茂雄 

  材料系 顏鴻威 

  材料所 段維新 

  環工所 闕蓓德 

  應力所 李尉彰 

  應力所 陳建彰 

  醫工所 陳中明 

  建城所 王志弘 

  工業工程所 洪一薰 

  高分子所 賴育英 

  土木系 鄭富書 

  機械系 蕭浩明 

  材料系 謝宗霖 

  土木系 莊子壽 

  工科海洋系 陳吉紀 

  環工所 顏秀慧 

109 學年度 土木系 歐昱辰 3 人 土木系 黃尹男 33人（包

含 3位兼

任教師） 

材料系 顏鴻威 土木系 楊國鑫 

醫工系 陳中明 土木系 卡艾瑋 

  土木系 許聿廷 

  土木系 陳柏翰 

  土木系 陳俊杉 

  機械系 伍次寅 

  機械系 徐冠倫 

  機械系 張鈞棣 

  機械系 許麗 

  機械系 林沛群 

  機械系 蔡協澄 

  化工系 康敦彥 

  化工系 王勝仕 

  化工系 謝之真 

  化工系 王大銘 

  工科海洋系 黃乾綱 

  工科海洋系 羅弘岳 

  工科海洋系 江茂雄 



15 
 

  材料系 郭錦龍 

  材料系 林招松 

  環工所 闕蓓德 

  環工所 駱尚廉 

  應力所 李尉彰 

  應力所 陳建彰 

  應力所 李世光 

  土木系 賴勇成 

  機械系 黃信富 

  化工系 游文岳 

  應力所 李雨 

  土木系 謝旭昇 

  化工系 吳永連 

  建城所 呂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