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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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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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第 1學期  –  特優「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 分 

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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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臟照護學系 

蔡哲嘉  7613003 腎臟解剖生理與功能導論 

黃尚志  7613004 腎臟照護導論 

黃茂雄  7615002 復健醫學 

張榮叁  7613002 一般內科學 

呼吸治療學系 劉博侖  0264005 呼吸照護專題研討 

運動醫學系 

王錠釧  0093005 運動生理學 

朱奕華  0093011 運動處方 

朱奕華  0093012 運動處方實習 

林槐庭  0092003 普通物理學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陳克恭  0022009 牙體形態學實驗 

洪純正  0024007 咬合學 

王震乾  0025002 牙科植體學 

陳俊明  0025004 口腔顎面外科學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1007 藥用植物學 

楊世群  0032015 有機化學(2) 

林俊清  0032016 中藥概論 

張玲麗  0033001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實驗 

張玲麗  0033002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張訓碩  0033003 生藥學（2） 

洪秀貞  0033006 藥理學 

吳寶珠  0033007 藥劑學(2) 

吳寶珠  0033009 藥劑學實驗 

吳寶珠  0033010 藥劑學實驗 

黃耀斌  0034001 臨床藥物動力學 

陳素惠  0034002 藥物治療學（2） 

蔡東榮  0034003 調劑學 

蔡東榮  0034004 調劑學實驗 

蔡東榮  0034005 調劑學實驗 

蔡東榮  0034018 臨床技能 

吳信昇  0034009 非處方藥品 

藥碩 
吳秀梅  5301001 儀器分析特論 

吳秀梅  5301007 研究方法特論 

香粧品學系 

陳彥伶  0122014 香粧品原料化學 

陳彥伶  0123001 香粧品調製學 

石啟仁  0123009 香粧品調製學實驗 

王惠民  0122011 服務學習 

馮嘉嫻  0122012 分析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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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第 1學期  –  特優「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 分 

必選修 學院  開課系所 
主負責教師

姓名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必修 

藥學院 天然所 
顏嘉宏  5311004 專題討論(一) 

吳志中  5311015 天然藥物研發特論(1) 

護理學院 護碩 
楊玉娥  5401001 護理理論 

許心恬  5401003 護理綜論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王慧儀  0193006 小兒物理治療學 

王慧儀  0193007 小兒物理治療學實習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陳慧芬  0211004 化學實驗(一)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理碩  林錦宏  5651001 心理學研究方法 

醫社系 

陳建州  0201003 社會統計 

陳桂英  0203006 社會工作實習(一) 

林東龍  0203016 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程泰運  0204001 社會工作管理 

選修 

口腔醫學院  口衛系  林英助  0173007 口腔衛生研究實務研討 

藥學院 

藥學系 

顏銘宏  0032003 本草學 

蔡東榮  0033012 工業藥學 

溫燕霞  0033016 藥學實習(1) 

蔡東榮  0033018 藥品劑型學 

林俊清  0033022 方劑學(含實驗) 

林俊清  0034010 方劑學(含實驗) 

林英琦  0034015 藥品資訊分析 

吳信昇  0034021 社區藥學 

香粧品學系 

陳冠年  0122005 消費者行為分析 

顏峰霖  0122015 書報討論 

黃耀斌  0123006 藥物動力學 

陳彥伶  0123011 藥理學(二) 

護理學院 

護理系  王俊傑  0042013 寄生蟲學(含實驗) 

護碩  黃昱瞳  5401005 應用護理統計與實作 

長照碩 
郭藍遠  5421003 高齡健康促進特論 

陳武宗  5421004 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陳淑媚  0192007 基礎骨科觸診學 

蕭世芬  0193012 老人物理治療 

職治系  林怡伶  0181012 美容醫學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謝寶森  0232006 動物行為學 

謝寶森  0232007 動物行為學實驗 

游仲逸  0233004 分子生物學技術 

黃斌  0233009 生物多樣性產業實務 

生技系  劉旺達  0223011 水生動物基因轉殖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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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第 1學期  –  特優「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 5.25(含)~5.49 分 

必選修 學院  開課系所 
主負責教師

姓名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選修 
人文社會 

科學院 

心理系 
吳相儀  0073006 正向心理學導論 

余麗樺  0074003 量表編製與應用 

心理碩  林錦宏  5651010 臨床神經心理學專題 

醫社系 
陳政智  0203018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 

鄭夙芬  0203019 精神病理社會工作 

通識 
人文社會 

科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林津如  9961003 性別與日常生活 

胡郁盈  9961087 同志文化與電影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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