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技大學 94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系 講師 黃祥穎 

2 企業管理系 教授 嚴國慶 

3 保險金融管理系 講師 陳美夙 

4 

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卓重光 

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陳協慶 

6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副教授 王桂沰 

7 

人文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副教授 郭昭蘭 

8 師資培育中心 助理教授 王為國 

9 資訊學院 資工系 助理教授 廖珗洲 

10 通識中心 通識中心 講師 張俐雯 

共 計 10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4 學年度院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會計系 講師 楊麗文 

2 休閒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鄭政宗 

3 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徐茂練 

4 

理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教授 王敏昭 

5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李明君 

6 生物技術研究所 助理教授 李孟真 

7 

設計學院 

建築系  講師 賴怡成 

8 工業設計系  講師 蕭明瑜 

9 

人文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講師 施孟琪 

10 幼兒保育系 助理教授 李宜娟 

11 

資訊學院 

資管系 助理教授 薛夙珍 

12 資科所 教授 王淑卿 

13 通識中心 通識中心 講師 張婷翔 

共 計 13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王聖嘉 

2 休閒事業管理系 副教授 李宜玲 

3 

理工學院 

應用化學系 助理教授 錢偉鈞 

4 生物技術研究所 助理教授 陳靖棻 

5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講師 劉棠思 

6 建築系 助理教授 劉克峰 

7 

人文社會學院 

傳播藝術系 助理教授 安碧芸 

8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林進瑛 

9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 副教授 李朱慧 

10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黃翠芬 

共 計 10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5 學年度院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系 副教授 邱國欽 

2 財務金融系 講師 張輝鑫 

3 會計系 副教授 陳慶隆 

4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賴志松 

5 

理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教授 王順成 

6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干裕成 

7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講師 劉季旋 

8 設計學院 都景系 副教授 許國威 

9 

人文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講師 劉冷琴 

10 幼兒保育系 助理教授 黃儒傑 

11 社會工作系 講師 王慧琦 

12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張本杰 

13 網通所 副教授 黃永發 

14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劉振維 

共 計 14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保險金融管理系 副教授 王言 

2 會計系 助理教授 黃素慧 

3 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張純莉 

4 

理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助理教授 賴俊仁 

5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陳鶴文 

6 設計學院 建築系 講師 陳清山 

7 

人文社會暨學院 

幼兒保育系 助理教授 曹俊德 

8 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林建良 

9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 助理教授 陳隆昇 

10 通識中心 通識中心 副教授 何孟興 

共 計 10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6 學年度院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系 副教授 林益倍 

2 休閒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張君如 

3 

理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陳銘芷 

4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黃金德 

5 

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周文智 

6 視覺傳達設計系 講師 邱順應 

7 

人文社會暨學院 

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陳馨馨 

8 幼兒保育系 講師 魏宗明 

9 老人服務系 助理教授 孫彰良 

10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助理教授 吳世弘 

11 資訊與通訊系 助理教授 廖俊鑑 

共 計 11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楊文華 

2 休閒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朱瑞淵 

3 

理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洪弘祈 

4 營建工程系 助理教授 蔡佩勳 

5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助理教授 林媛婉 

6 

人文社會暨學院 

幼兒保育系 講師 倪麗娟 

7 師資培育中心 助理教授 曾素秋 

8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 助理教授 戴紹國 

9 資訊工程系 助理教授 姚志佳 

10 通識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教授 耿慧玲 

共 計 10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7 學年度院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保險金融管理系 講師 陳聰賢 

2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黃淑琴 

3 財務金融系 助理教授 鄒建中 

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教授 黃勇富 

5 

理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林宏嶽 

6 生化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詹効松 

7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劉炳嵐 

8 設計學院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講師 簡伃貞 

9 

人文社會暨學院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李延熹 

10 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陳斐虹 

11 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李玲玉 

12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 教授 李麗華 

13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林政言 

14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楊欽城 

共 計 14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會計系 講師 楊麗文 

2 保險金融管理系 助理教授 張婉玲 

3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助理教授 凃鈺城 

4 財務金融系 副教授 洪振義 

5 

理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助理教授 黃怡碩 

6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教授 王敏昭 

7 設計學院 建築系 副教授 郭章淵 

8 人文暨社會學院 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倪用直 

9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助理教授 王德譽 

10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顏清梅 

共 計 10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8 學年度院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劉興郁 

2 休閒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鄭政宗 

3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蕭文高 

4 

理工學院 

生化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李孟真 

5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王順生 

6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陳家鐘 

7 

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副教授 徐洵蔚 

8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助理教授 江怡錚 

9 

人文暨社會學院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徐碧霙 

10 外語中心 講師 薛珍華 

11 傳播藝術系 講師 胡美芳 

12 

資訊學院 

資訊管理系 副教授 羅有隆 

13 資訊與通訊系 副教授 許志宇 

14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廖顯謨 

共 計 14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經本校 100 年度第 2 次獎補助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核通過(100.12.7)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李宗政 

2 會計系 助理教授 呂珮珊 

3 保險金融管理系 助理教授 唐明曦 

4 理工學院 營建工程系 助理教授 周慧瑜 

5 設計學院 建築系 講師 郭其綱 

6 
人文暨社會學院 

外語中心 講師 鄧廣袤 

7 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洪伯毅 

8 
資訊學院 

資訊與通訊系 助理教授 朱鴻棋 

9 資訊管理系 教授 王淑卿 

10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莊舜旭 

共 計 10 名 

 



朝陽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院級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經本校 100 年度第 2 次獎補助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核通過(100.12.7) 

序號 學院 系所 職  級 姓  名 

1 

管理學院 

財務金融系 助理教授 周宗南   

2 銀髮產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洪瑞英 

3 休閒事業管理系 副教授 楊文廣 

4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助理教授 李冠穎 

5 

理工學院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副教授 程淑芬 

6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助理教授 曾兆堂 

7 應用化學系 助理教授 謝定國 

8 生化科技研究所 助理教授 廖雅芳 

9 
設計學院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副教授 楊敏芝 

10 工業設計系 講師 路威 

11 
人文暨社會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 助理教授 陳薏如 

12 幼兒保育系 助理教授 孫扶志 

13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助理教授 施再繁 

14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劉福田 

共 計 14 名 

 



朝陽科技大學 100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經本校 101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1.12.05) 

獎  項 單  位 姓  名 備註 

教學傑出獎(5 名) 

財務金融系 劉定焜  

企業管理系 陳悅琴  

營建工程系 許世宗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王順成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許國威  

教學優良獎(10 名) 

企業管理系 周中理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李冠穎  

保險金融管理系 田靜婷  

工業設計系 曾永玲  

傳播藝術系 安碧芸  

應用外語系 平澤佳代  

師資培育中心 曾素秋  

資訊管理系 薛夙珍  

通識教育中心 彭德富  

通識教育中心 王明月  

 



 

朝陽科技大學 101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名單 

經本校 102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2.11.15) 

獎  項 單  位 姓  名 備註 

教學傑出獎(5 名) 

營建工程系 伍勝民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宋鵬程 
 

師資培育中心 林以凱 
 

企業管理系 黃淑琴 
 

通識教育中心 黃翠芬 
 

教學優良獎(10 名) 

會計系 王若蓮 
 

資訊工程系 王德譽 
 

資訊管理系 呂慈純 
 

應用英語系 李延熹 
 

幼兒保育系 施孟琪 
 

工業設計系 黃台生 
 

休閒事業管理系 楊欽城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劉敏信 
 

視覺傳達設計系 劉棠思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謝銘峰 
 

 



 

朝陽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3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3.11.12) 

獎  項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教學傑出獎 
(5 名) 

社會工作系 方孝鼎 助理教授 

休閒事業管理系 徐暐亭 助理教授 

企業管理系 陳悅琴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曾素秋 副教授 

通識學院 顏清梅 副教授 

教學優良獎 
(10 名) 

會計系 呂明哲 助理教授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李冠穎 助理教授 

營建工程系 吳獻堂 助理教授 

財務金融系 周宗南 助理教授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林基源 副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系 邱順應 副教授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孫德修 副教授 

資訊管理系 陳宏益 副教授 

資訊管理系 陳隆昇 副教授 

語言中心 薛珍華 講師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3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4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4.11.18) 

獎  項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教學傑出獎 
(5 名) 

保險金融管理系 徐璧君 副教授 

工業設計系 曾永玲 助理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俊明 助理教授 

企業管理系 黃淑琴 助理教授 

通識學院 黃翠芬 副教授 

教學優良獎 
(10 名) 

傳播藝術系 安碧芸 副教授 

資訊管理系 李朱慧 副教授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李冠穎 副教授 

應用英語系 徐碧霙 副教授 

財務金融系 張輝鑫 助理教授 

社會工作系 陳玫伶 助理教授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楊敏芝 教授 

會計系 楊麗文 助理教授 

營建工程系 潘吉齡 教授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鄭宗明 助理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4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5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5.11.24) 

獎  項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教學傑出獎 
(5 名)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桂沰 教授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李冠穎 副教授 

傳播藝術系 許維哲 講師 

資訊與通訊系 蔡文宗 助理教授 

營建工程系 蕭文達 助理教授 

教學優良獎 
(10 名) 

應用英語系 平澤佳代 助理教授 

保險金融管理系 田靜婷 副教授 

幼兒保育系 吳鷰儀 助理教授 

會計系 呂珮珊 助理教授 

通識中心 李亭儀 講師 

企業管理系 周中理 助理教授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許俊欽 副教授 

建築系 陳清山 副教授 

資訊管理系 薛夙珍 副教授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簡伃貞 副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6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6.12.01) 

獎項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教學傑出獎 

（5名） 

視覺傳達設計系 林慶利 助理教授 

資訊管理系 柯秀佳 副教授 

財務金融系 張輝鑫 助理教授 

應用化學系 曾瑞昌 助理教授 

財務金融系 劉定焜 副教授 

教學優良獎 

（10 名） 

社會工作系 方孝鼎 副教授 

企業管理系 王聖嘉 特聘教授 

資訊與通訊系 江茂綸 副教授 

工業設計系 周文智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林以凱 助理教授 

休閒事業管理系 林志偉 副教授 

語言中心 凃秀蓮 講師級專案教師 

傳播藝術系 郭昭蘭 副教授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 曾兆堂 副教授 

企業管理系 劉興郁 副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7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7.11.27) 

獎項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教學傑出獎 

（5名） 

應用化學系 石燕鳳 教授 

語言中心 林翠英 講師 

視覺傳達設計系 郭原昌 助理教授 

傳播藝術系 許維哲 講師 

工業設計系 黃裕哲 助理教授 

教學優良獎 

（3名） 

資訊管理系 王淑卿 教授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張友信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陳中龍 副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7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8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8.12.02) 

獎項 單位 姓名 職稱 

教學傑出獎 

（5名） 

工業設計系 吳俊寬 助理教授 

資訊管理系 李朱慧 副教授 

財務金融系 周宗南 助理教授 

語言中心 黃麗雯 講師級專案教師 

視覺傳達設計系 劉棠思 助理教授 

教學優良獎 

（7名） 

傳播藝術系 李家驊 助理教授 

應用英語系 陳姿青 副教授 

休閒事業管理系 陶冠全 助理教授 

休閒事業管理系 黃有傑 助理教授 

企業管理系 劉興郁 副教授 

應用化學系 曾瑞昌 助理教授 

資訊與通訊系 廖俊鑑 副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8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09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09.12.03) 

獎項 單位 姓名 職稱 

教學傑出獎 

（5名） 

應用英語系 平澤佳代 助理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系 呂昭慧 副教授 

資訊管理系 李麗華 教授 

企業管理系 陳悅琴 副教授 

應用化學系 錢偉鈞 副教授 

教學優良獎 

（7名） 

語言中心 王靖雯 講師級專案教師 

營建工程系 吳獻堂 副教授 

資訊與通訊系 李建緯 助理教授 

傳播藝術系 許維哲 講師 

銀髮產業管理系 郭曉怡 助理教授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黃明弘 副教授 

景觀及都市設計系 謝維芳 助理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朝陽科技大學 109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 

經本校 110 年度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會議通過(110.11.10) 

獎項 單位 姓名 職稱 

教學傑出獎 

（5名） 

休閒事業管理系 毛祚彥 助理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系 王秀如 助理教授 

資訊管理系 呂慈純 教授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 李冠穎 副教授 

保險金融管理系 林庭宇 
助理教授級專案

教師 

教學優良獎 

（7名）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 王文裕 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李亭儀 助理教授 

幼兒保育系 孫扶志 助理教授 

工業設計系 曾永玲 助理教授 

營建工程系 潘吉齡 教授 

資訊管理系 陳宏益 副教授 

建築系 陳清山 副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