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須知
一、 獎勵目的：藉以提升教師教學成效，獎勵教師教學卓越貢獻，肯定其在教學上的
努力與貢獻。
二、 執行單位：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三、 獎勵對象資格規定：
(一)在本校任教滿一年之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年資採計至前一學年度七月三
十一日)且達到各該教學單位平均授課時數以上者。
(二)教學評量五點量表平均成績 3.8 以上者。
(三)即時完成課程 Portal 規定之基本項目及教材上網。
(四)無本辦法第八條第三款所訂不再推薦之情況者。
四、 獎勵項目：(可從缺)
(一)教學優良獎：一般教師組及臨床教師組(含專案教師) 。每名頒給獎牌一面，
另頒發獎金新台幣一萬元。
(二)教學傑出獎：一般教師組及臨床教師組(含專案教師) 。每名致贈獎牌一面，
另頒發獎金新台幣貳萬元。
五、 推薦與甄選作業：下列兩種方式擇其一
(一)經各教學單位系教評會推薦。(請各教學單位在每年 11 月 30 日前召開系教評
會，會後備齊應繳交之相關資料，將推薦人選檢送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二)由本校兩個(含)以上教學單位 8 位專任教師連署推薦。(被連署推薦人於 11
月 30 日前備齊應繳交之相關資料，送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六、 各教學單位推薦人數規定：每一教學單位推薦人數上限為該單位教師人數百分之
二十五，連署推薦者除外。
七、 各教學單位獲獎人數規定：依各教學單位教師人數百分之十五(四捨五入)比例為
分配名額之上限。但若無教師達獎勵標準得從缺。
八、 被推薦人應繳交之資料：
(一)系所推薦的老師應繳交資料：
1. 馬偕醫學院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主管推薦表
2. 馬偕醫學院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系(所、中心)教評委員評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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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偕醫學院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系(所、中心)教評會評分總
表
(二)連署推薦的老師應繳交資料：
1. 馬偕醫學院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推薦及評分表
2. 馬偕醫學院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推薦評分總表
(三)教學優良事蹟佐證資料，以 150 頁為限，請以電子檔 mail 至教務處教師發展
中心黃素霞信箱(ae9604@mmc.edu.tw)。送件時，申請人必須親筆簽名，佐證
資料參考如下：
1. 有一定審查制度之教學、研究計畫，如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科技部或衛福
部研究相關計畫等。
2. 課程大綱、上課教材、學生課程表現成果。
3. 校內、外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等參與研習證明。
4. 其他與教學表現優良相關之資料。
以上資料以該次遴選之前一學年度(本次為 105 學年度之教學表現)為繳交範
圍。
九、 作業日程：
時間

工作項目
第一階段：下列兩種方式擇其一
1. 請各教學單位在每年 11 月 30 日前召開系教評

教 106 年 11 月 30 日(四)

會，會後備齊應繳交之相關資料，將推薦人選

學 下班前截止

檢送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優

2. 被連署推薦人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備齊應繳交

良

之相關資料，送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教
師

第二階段：
107 年 01 月 10 日(三)
下午 13:00-15:00

教 107 年 2 月 07 日(三)
學 下午 13:00-16:00

1. 召開第一次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
2. 審查結果送人事室校教評會備查

辦理「教學優良教師教學觀摩暨心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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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出 107 年 2 月 07 日(三)

1. 召開第二次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

教 下午 16:00-17:00

2. 審查結果送人事室校教評會備查

師
107 年 3 月 21 日

校慶典禮，由校長公開頒獎

十、 注意事項:
凡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者，皆須在本校辦理之「教學優良教師教學觀摩暨心得分
享會」分享教學經驗。
十一、 聯絡人：教務處教師發展中心 黃素霞小姐，聯絡電話：2636-0303 分機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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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符合遴選資格者名單：
醫學系

護理學系

全人教育中心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生物醫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截至 106 1. 李居仁教授(臨床)

1. 邱艶芬教授

1. 林一真教授

1. 林鴻清教授(臨床)

1. 卓文隆教授

年 7 月 31 2. 王豊裕教授

2. 陳怡亨副教授

2. 楊順聰教授

2. 吳尚諭助理教授

2. 李燕晉教授(臨床) 2. 黃耀榮教授

日前在職 3. 周逸鵬教授

3. 王凱微副教授

3. 蔡承志教授

3. 李沛群助理教授

3. 楊崑德教授(臨床) 3. 張元玫副教授

滿一年者 4. 鄭仁坤教授(臨床)

4. 李靜芳副教授

4. 申永順副教授

4. 葉麗莉助理教授

4. 蔡懷楨客座教授

5. 吳子維副教授

5. 謝珮琳助理教授

5. 蔡碧華副教授

5. 劉靜如助理教授

5. 賴宗聖副教授

(案)教師 6. 王順德副教授

6. 黃升苗助理教授

6. 楊明正副教授

6. 蘇珮甄助理教授

6. 莊育梩副教授

7. 熊誼芳助理教授

7. 黃國欽助理教授

7. 周芳綺助理教授

7. 許益超助理教授

8. 鄭淑利助理教授

8. 蕭旭府助理教授

8. 張秀雯助理教授

8. 陳怡成副教授

9. 楊星瑜助理教授

9. 林聖縈助理教授

9. 詹妍玲助理教授

9. 王士維副教授

10. 洪佳黛助理教授

10. 張順全助理教授

10. 王瀛標專案助理

之專任
名單

7. 吳懿哲副教授(臨
床)

10. 張志隆副教授(臨 11. 郭惠敏助理教授
床)

教授(臨床)

12. 酈欽菁助理教授

11. 謝麗君專案助理

11. 彭賢祐副教授

13. 李美銀助理教授

教授(臨床)

12. 陳春妃副教授

14. 陳貞蓉助理教授

13. 曾廣文副教授
14. 鍾鏡湖副教授
15. 李朝雄副教授(臨
床)
16. 陳震宇副教授(臨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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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淑惠教授

4. 葉明莉副教授

醫學系

護理學系

全人教育中心

17. 陳明仁助理教授
(臨床)
18. 王學孝助理教授
19. 陳立強助理教授
20. 李安生助理教授
21. 黃苓嵐助理教授
22. 吳育弘助理教授
(臨床)
23. 胡國琦助理教授
(臨床)
24. 洪崇烈助理教授
(臨床)
25. 陳冀寬助理教授
(臨床)
26. 何昱征助理教授
27. 廖恩慈助理教授
28. 吳保樹助理教授
(臨床)
29. 邱美妙講師
30. 胡玉銘專案副教
授(臨床)
31. 陳銘仁專案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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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生物醫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醫學系

護理學系

全人教育中心

授(臨床)
32. 楊俊仁專案副教
授(臨床)
33. 鄭世平專案副教
授(臨床)
34. 蘇正煌專案副教
授(臨床)
35. 王蒼恩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36. 吳南霖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37. 吳書儀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38. 李君儀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39. 周碩彬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0. 林達雄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1. 林慶忠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2. 姜義彬專案助理
6

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生物醫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醫學系

護理學系

全人教育中心

教授(臨床)
43. 紀鑫專案助理教
授(臨床)
44. 翁順隆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5. 張定國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6. 陳旭照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7. 陳治豪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8. 曾祥洸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49. 黃明源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50. 楊博勝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51. 葉樹人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52. 劉家源專案助理
教授(臨床)
53. 林君璐專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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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生物醫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醫學系

護理學系

全人教育中心

(臨床)
54. 徐堅棋專案講師
(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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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生物醫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