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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2學期 

特優「課程評量」之科目 

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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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年第 2學期  –  特優「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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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  徐靜輝  0011034  體育‐瑜伽、有氧 

後醫系  楊志仁  0001001  呼吸系統 

運動醫學系 

陳信智  0091012  英文閱讀與寫作(2) 

郭藍遠  0092001  急救學與實驗(含水上救生) 

吳汶蘭  0092002  肌動學 

謝侑霖  0092007  解剖學實驗 

朱奕華  0092009  表面解剖學 

吳汶蘭  0092011  體適能評估與測試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黃純德  0024009  牙醫倫理學 

口衛系  黃曉靈  0172006  衛生教育與健康促進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李朝裕  0121016  體育‐網球 

藥學系 

楊世群  0031003  有機化學(1) 

林双金  0031013  生物統計學 

林双金  0031027  分析化學 

顏全敏  0032003  寄生蟲學 

許勤  0032006  生理學(A) 

陳素惠  0033004  藥物分析學(2) 

楊玉嬌  0033005  藥理學實驗 

顏金鳳  0033008  藥物化學實驗 

顏金鳳  0033009  藥物化學實驗 

楊玉嬌  0033013  藥理學實驗 

柯黃盛  0033019  藥物分析學實驗 

護理學院  護理系 

林佳儒  0041014  人類發展學(含實習) 

曾惠珍  0043001  內外科護理學 

曾惠珍  0043008  內外科護理學實習（Ⅰ） 

許心恬  0044001  綜合臨床護理學實習(二)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林錦宏  0191003  普通心理學 

陳淑媚  0192001  基礎物理治療學(二） 

陳淑媚  0192002  基礎物理治療學實習(二) 

呂怡靜  0192003  操作治療學 

呂怡靜  0192004  操作治療學實習 

陳淑媚  0192008  肌動學 

呂怡靜  0192009  物理因子治療學(二) 

呂怡靜  0192010  物理因子治療學實習(二) 

職治系 

王昭仁  0182004  生理學(A) 

何宛怡  0182008  解剖學實驗 

楊育昇  0182009  肌動學 

醫檢學程 
張基隆  0411002  臨床藥物學 

張基隆  0411007  營養與免疫學（下）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譚棉心  0232011  文獻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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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年第 2學期  –  特優「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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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理系 

黃孆蔚  0071009  體育‐排球 

蔡貴蘭  0071010  體育‐桌球 

林宜美  0072001  性格心理學 

林錦宏  0073001  認知心理學 

心理碩  林錦宏  5651011  心理學專題討論 

醫社系 

鄭夙芬  0202001  社區工作 

林東龍  0202007  社會心理學 

蔡貴蘭  0202013  體育‐桌球 

程泰運  0203001  社會福利行政 

陳政智  0203016  方案設計與評估 

選修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張文心  0093010  運動保健食品應用 

口腔醫學院  口衛系 
林英助  0172005  流行病學 

丁羣展  0173010  牙周病醫療輔助技巧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李昆展  0123017  包裝材料學 

藥學系 

張訓碩  0031004  藥用植物學實驗 

賴宗成  0032011  藥品行銷管理學 

顏金鳳  0032017  專題研究(II) 

譚延輝  0033015  藥事經濟學 

護理學院 

護理系  陳麗糸  0043003  腫瘤護理 

護碩 
林韋婷  5401007  護理行政 

周汎澔  5401009  文化與健康 

健康科學院 

公衛系  王姿乃  0063003  應用流行病學 

物治系  劉玫舫  0192007  生物力學概論 

職治系  林怡伶  0181004  美容醫學 

醫放系  謝雅茹  0151002  普通生物學(二)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1  醫院跨領域實習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黃龍池  0232001  有機化學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理系  張滿玲  0073008  心理學研究方法 

醫社系 

陳建州  0201017  社會問題 

彭武德  0202014  學校社會工作 

吳樹平  0203010  臨終社會工作 

張秀桃  0203011  精神病理社會工作 

黃招換  0203012  婦女福利服務 

通識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許美智  0091009  運動醫學職涯規劃 

人文社會 

科學院 

醫社系  邱大昕  0201011  社會現象顯影 

通識教育中心 

陳朝政  9961003  全球化現象 

陳怡菁  9961013  微生物與人類生活 

周逸衡  9961019  行銷學 

林津如  9961062  性別與日常生活 

胡郁盈  9961064  身體、醫療科技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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