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9 學年度通過教師評量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稱 姓名 評量結果 備註 
1 文學院 中文系 副教授 蔡玫姿 通過  
2 文學院 中文系 副教授 林幸慧 通過  
3 文學院 中文系 副教授 仇小屏 通過  
4 文學院 外文系 副教授 楊哲銘 通過  
5 文學院 外文系 副教授 陳昭芳 通過  
6 文學院 歷史系 副教授 陳計堯 通過  
7 文學院 台文系 副教授 吳毓琪 通過  
8 文學院 台文系 副教授 李承機 通過  
9 文學院 藝術所 副教授 吳奕芳 通過  
10 文學院 外文系 助教 葉洵孜 通過  
11 文學院 歷史系 助教 張宴菖 通過  
12 理學院 物理系 副教授 田興龍 通過  

13 理學院 地科系 副教授 
樂鍇． 
祿璞崚岸 

通過 
 

14 理學院 電漿所 副教授 
西村泰

太郎 
通過 

 

15 理學院 物理系 助教 康慧玲 通過  
16 理學院 物理系 助教 陳思親 通過  
17 理學院 化學系 助教 廖家敏 通過  
18 理學院 化學系 助教 蘇鈺書 通過  
19 工學院 化工系 助理教授 柯碧蓮 通過  
20 工學院 化工系 助理教授 游聲盛 通過  
21 工學院 水利系 助教 蔡世瑛 通過  
22 工學院 測量系 助教 劉家彰 通過  
23 電資學院 電機系 副教授 李炳鈞 通過  
24 設計學院 都計系 副教授 林漢良 通過  
25 設計學院 創產所 副教授 林蕙玟 通過  
26 管理學院 統計系 助教 吳季靜 通過  

27 醫學院 急診科 副教授 莊佳璋 通過 

109 年 8 月 1 號升等教

授，依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六點規定，視同

通過評量。 
28 醫學院 牙醫學系 副教授 黃振勳 通過  

29 醫學院 護理系 講師 張文芸 通過  

30 醫學院 內科 教授 陳彩雲 通過  

31 醫學院 神經科 副教授 陳志弘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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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院 系所 職稱 姓名 評量結果 備註 
32 醫學院 外科學科 助理教授 林寶彥 通過  

33 醫學院 醫技系 助教 程麗菁 通過  

34 醫學院 醫學院 助教 陳瑞楨 通過  

35 社科學院 心理學系 副教授 龔俊嘉 通過  

36 社科學院 法律系 副教授 陳怡凱 通過  

37 社科學院 法律系 副教授 邵靖惠 通過  

38 社科學院 法律系 副教授 陳思廷 通過  

39 社科學院 法律系 副教授 林易典 通過  

40 社科學院 法律系 教授 許忠信 通過  

41 社科學院 政治系 教授 梁文韜 通過  

42 生科學院 生科產業

系 副教授 林鼎晏 通過  

43 生科學院 生科系 副教授 王浩文 通過  

44 非屬學院 教務處 
體育室 副教授 洪甄憶 通過  

45 非屬學院 教務處 
體育室 講師 謝孟志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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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教師評量通過免評量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稱 姓名 評量結果 備註 

1 文學院 外文系 副教授 廖培真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 

2 理學院 物理系 教授 張書銓 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 

3 理學院 電漿所 教授 河森榮

一郎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4 工學院 機械系 副教授 劉彥辰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5 工學院 材料系 副教授 張高碩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6 工學院 水利系 教授 陳璋玲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7 工學院 環工系 教授 吳義林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8 設計學院 建築系 副教授 陳震宇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9 設計學院 工設系 副教授 洪郁修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 

10 醫學院 護理系 副教授 王琪珍 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三點第三項得

免接受評量。 

11 醫學院 職治系 助理教授 黃雅淑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五項得

免接受一次評量。 

12 醫學院 職治系 副教授 林玲伊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五項得

免接受一次評量。 

13 醫學院 藥學系 教授 王明誠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一及五

項得免接受一次評量。 

14 醫學院 藥學系 副教授 鄭靜蘭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一及五

項得免接受一次評量。 

15 醫學院 臨醫所 副教授 林聖翔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一及五

項得免接受一次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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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醫學院 外科 副教授 洪崇傑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六項得

免接受一次評量。 

17 醫學院 婦產科 助理教授 游振祥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七項得

免接受一次評量。 

18 醫學院 小兒學科 臨床助理

教授 何宗憲 一次免評 
符合醫學院教師評量

要點第四點第五項得

免接受一次評量。 

19 社科學院 政治系 教授 楊永年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 

20 社科學院 政治系 副教授 蒙志成 一次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四項規定。 

21 社科學院 經濟系 教授 王富美 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 

22 非屬學院 
教務處 
體育室 

副教授 徐珊惠 免評 
符合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二點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