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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量 傑出名單 

有效平均值 5.50 分（含）以上 

 



‧105學年 第1學期 _ 傑出「課程評量」名單：有效平均值5.50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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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曾銀助  9961105  體育-籃球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曾銀助  9961121  體育-籃球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王東衡  0263006  基礎呼吸治療實習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胡淑惠  7615004  疾病、營養與膳食療養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關皚麗  0263002  外科學概論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玲麗  0033001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玲麗  0033002  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顏銘宏  0032003  本草學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朝裕  9961126  體育-游泳 

必修  藥學院  藥碩專  吳寶珠  7001006  研究方法特論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張基隆  0411002  營養與免疫學（上）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3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

(1)-案例教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4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

(2)-案例教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5  身體檢查與評估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6 
台灣醫學研究趨勢分析-

專題報告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7  醫學重要疾病概論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郭弘典  7614002  腎臟學專題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王文岑  0025002  口腔診斷學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陳玉昆  0024002  牙科放射線影像學(II)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碩  林淑媛  5401004  健康評估特論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李淑莉  0044011  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I)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許超群  0263007  重症呼吸照護學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蔡忠榮  0263009  臨床心肺檢驗監測學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蔡忠榮  0263010 
臨床心肺檢驗監測學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劉玫舫  0193002  骨科物理治療學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曾于娟  0024008  齒顎矯正學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楊志仁  0263005  呼吸照護藥理學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柯薰貴  0042003  基本護理學實習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柯薰貴  0042006  基本護理學實習 

必修  藥學院  天然所  吳志中  5311015  天然藥物研發特論(1)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蔡宜純  7614001  腎衰竭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蔡宜純  7614005  血液淨化(含設備)學 

必修  口腔醫學院  口衛碩專  何佩珊  7021006 
公共衛生學特論(含口腔

公共衛生學) 

必修  醫學院  運動碩專  吳汶蘭  7071001  專題討論（一）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國均  9961077  英文閱讀(2) 

必修  醫學院  運動碩專  郭藍遠  7071002  運動醫學特論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余靜雲  0044004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張素玉  0203009  社會工作實習(一) 

必修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王錠釧  0092005  生理學 

必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王昭仁  0122002  生理學(A) 

必修  口腔醫學院  口衛碩專  黃曉靈  7021003  專題討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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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傑 西  9961234  英文閱讀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劉怡  0044007 
綜合臨床護理學實習(II)

 

必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顏峰霖  0121003  香粧品導論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陳克恭  0022009  牙體形態學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謝雅茹  0151002  普通生物學(一)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蔡宇哲  0072005  生理心理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周銘鐘  0152001  應用數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周銘鐘  0152006  醫學(專業)英文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林韋婷  0044006  護理行政概論實習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蔡婉琪  0254002  醫學分子檢驗學 

必修  藥學院  天然所  陳宜芳  5311004  專題討論（一） 

必修  藥學院  藥碩專  曾志華  7001001  專題討論（一）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林錦宏  0071002  普通心理學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王曉慧  9961037  英語聽講實習(2)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王曉慧  9961074  英文閱讀(3)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林明彥  7614006  流行病學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殷郁婷  9961096  體育-排球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殷郁婷  9961101  體育-排球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偉民  9961095  體育-籃球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2009  生藥學（2）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2014  生藥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3003  生藥學（2） 

必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張訓碩  0121006  藥用植物學(含實驗)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蔡貴蘭  9961124  體育-桌球 

必修  醫學院  運動碩專  張文心  7071003  運動醫學研究法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康靜宜  9961019  國文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簡晉龍  0071003  心理及教育統計學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黃淑秀  9961080  進修英文-B1 Threshold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林俊清  0033019  方劑學(含實驗) 

選修  護理學院  護博  王瑞霞  8402002 
介入性研究及臨床試驗方

法論 

選修  口腔醫學院  口衛碩專  黃純德  7021005 
長期照護與口腔照護特論

 

選修  口腔醫學院  口衛碩專  黃純德  7021007 
口腔預防醫學特論(含見

習) 

選修  口腔醫學院  口衛碩專  黃純德  7021008 
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學特

論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溫燕霞  0033016  藥學實習(C)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陳武宗  0204010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專

題討論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林怡伶  0152008  血庫學 

選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林怡伶  0191006  美容醫學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莊勝發  0073003  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莊勝發  5651013  心理健康專題 

選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陳麗糸  0043013  針炙護理學 

選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陳麗糸  0043015  傷科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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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社碩  鄭夙芬  5661010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選修  生命科學院  生物系  張永福  0232005  生物實驗技術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余麗樺  0074003  量表編製與應用 

選修  健康科學院  公衛系  李建宏  0063010  病媒管制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黃莉文  0254003  血液疾病病例討論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黃莉文  0263001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

基礎）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黃友利  0252003  儀器分析 

選修  健康科學院  公衛系  王姿乃  0063015  應用流行病學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陳秀玲  0264004  小兒呼吸照護臨床技能 

選修  醫學院  醫博  楊奕馨  8001013  高級生物統計學特論 

選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劉玫舫  0193010  病歷書寫 

選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蕭世芬  0191003  動作科學概論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王柔惠  0011006  法文(一)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蕭宜菁  0012003  日文(II) 

選修  醫學院  運動碩專  郭藍遠  7071005 
生物統計學特論(含操作)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郭姿蘭  0121007 
彩粧藝術學(含技術實習)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郭姿蘭  0122003  護膚技術實習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王心運  0012009  醫學與思辨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林妍安  0123003  美姿美儀學 (含實習) 

選修  健康科學院  職治系  楊育昇  0181014  認識身心障礙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劉博侖  0262005  組織學概論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劉博侖  0262008  分子生物學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劉博侖  0263011  心肺血管疾病特論 

選修  藥學院  藥碩專  蔡尚學  7001007 
基礎生物統計學實習

(SPSS)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董宜青  0254001  臨床病毒學總論 

選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劉怡  0044010  重症護理學（含實習） 

選修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王士虹  0091006  日文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顏峰霖  0121011  科學與美學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李志恒  0034015  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陳彥伶  0123011  藥理學 (二) 

選修  醫學院  運動碩專  朱奕華  7071007 
健身與競技運動心理學特

論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林宜美  5651014 
心理腫瘤學與安寧療護心

理治療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林宜美  5651017  生理回饋衡鑑 

選修  護理學院  長照碩  陳桂敏  5421007  高齡養生另類療護特論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張滿玲  0073005  應用社會心理學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張滿玲  0074005  心理學論文閱讀與寫作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張滿玲  0074009  消費者行為 

選修  藥學院  藥碩專  譚延輝  7001011  藥事經濟學特論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羅時強  0203018  犯罪學理論與實務 

選修  健康科學院  公衛系  謝慧敏  0063009  會計學 

選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周碧玲  0044008  海外護理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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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學院  長照碩  陳昱名  5421004  長期照護政策與法規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吳育澤  0033012  工業藥學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吳育澤  0033014  工業藥學實驗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吳育澤  0033017  藥品劑型學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林錦宏  0074008  心理學專題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林錦宏  5651007  臨床神經心理學專題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吳相儀  0074006  應用心理學實習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吳相儀  5651004  正向心理學專題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簡晉龍  5651009  高等統計學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玲珠  9961176  紅樓夢導讀與詮釋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玲珠  9961177  世說新語的智慧與美學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玲珠  9961178  經典裡的人性論述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王聖凱  9961184  藝術與生命探索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林丁國  9961164  世界文明史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林丁國  9961165  臺灣歷史與人物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林丁國  9961167  電影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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