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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2學期 

優良「課程評量」之科目 

有效平均值 5.00(含)~5.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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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年第 2學期  –  優良「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00(含)~5.24 分 

選必修  學院  開課系所 
主負責教師

姓名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療學系 

洪仁宇  0263001  臨床心肺檢驗監測學 

許超群  0263003  重症呼吸照護學 

徐崇堯  0263004  睡眠醫學 

陳秀玲  0263012  新生兒呼吸治療學 

運動醫學系 

林槐庭  0091008  服務學習 

郭藍遠  0093003  儀器治療 

郭藍遠  0093004  儀器治療實習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王文岑  0025005  口腔內科學 

口衛系  趙明毅  0171020  體育‐桌球 

藥學院  藥學系 

陳益昇  0031006  藥用植物學 

侯自銓  0032001  生物化學(含分子生物學） 

蔡志仁  0032004  病理學 

陳益昇  0032005  生藥學（1） 

吳寶珠  0032007  藥劑學(1) 

陳素惠  0033002  藥物治療學（I） 

蔡東榮  0033003  調劑學 

鍾美英  0033007  藥物化學 

護理學院  護理系 

陳永佳  0041016  解剖學實驗 

侯自銓  0042001  生物化學概論 

杜鴻賓  0042002  生物統計學 

簡淑媛  0044002  社區衛生護理學實習 

林韋婷  0044004  護理行政概論實習 

賴倩瑜  0044005  護理專業問題研討 

吳麗敏  0044009  護理研究概論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王曉慧  0191010  英語聽講實習(2) 

職治系 

林錦宏  0181010  普通心理學 

蔡宜蓉  0182001  職能治療評估學(II) 

蔡宜蓉  0182002  職能治療評估學實習(II) 

郭昶志  0182003  職能治療理論與參考架構(一) 

蘇純瑩  0182006  職業輔導評量學 

蘇純瑩  0182007  職業輔導評量學實習 

醫技系 
黃友利  0251001  分析化學 

黃莉文  0253007  血液學 

醫放系  蔡志仁  0152004  病理學 

醫檢學程  黎俊蔚  0411006  醫學影像原理與判讀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黃俊贏  0211002  普通化學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理系 

莊勝發  0071002  普通心理學 

蔡克勵  0071003  生理學(C) 

王議賢  0071004  心理及教育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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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年第 2學期  –  優良「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00(含)~5.24 分 

選必修  學院  開課系所 
主負責教師

姓名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必修 
人文社會 

科學院 
醫社系 

陳建州  0201003  社會統計 

陳建州  0201004  社會統計學實習 

邱大昕  0202002  醫學社會學概論 

陳政智  0202008  社會福利概論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療學系  黃孟娟  0263005  疾病營養學 

口腔醫學院 
口衛系  王彥雄  0173004  醫學材料應用概論 

口腔衛生專班  林英助  7624008  流行病學 

藥學院  藥學系 
楊世群  0032002  有機化學(3) 

林俊清  0032015  中藥學（漢方生藥學） 

護理學院  護理系 
張夢揚  0041013  有機化學 

林淑媛  0042006  老人護理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劉玫舫  0193011  運動傷害與物理治療 

醫技系  林怡伶  0251002  美容醫學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林盈廷  0222011  生物資訊學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理系 

林耿樟  0073002  臨床心理學導論 

蔡宇哲  0073007  表達技巧 

吳進欽  0073012  兒童偏差行為 

張娟鳳  0074002  婚姻與家庭諮商 

醫社系 
張江清  0202005  家庭社會工作 

林美專  0202015  早期療育 

通識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丁羣展  0023009  醫病溝通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吳慶軒  0251005  醫檢生技職涯規劃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張仲羽  0222009  微生物世界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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