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評量 傑出名單 

有效平均值 5.50 分（含）以上 

 



‧105學年 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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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  醫學系  楊曉芳  0015010  法醫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職治系  何宛怡  0182008  解剖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1023  生藥學（1）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林俊清  0031025  中藥概論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王俊棋  0033004  藥物分析學 (2)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許勤  0031024  生理學(A)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黃耀斌  0033001  生物藥劑學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葉竹來  0032010  藥理學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楊世群  0031002  有機化學(2)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莊富雄  0024001  牙髓病學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莊富雄  0024002  牙髓病學實驗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藍鼎勛  0024003  全口補綴學實驗 

必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曾于娟  0024008  齒顎矯正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羅怡卿  0033006  藥理學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陳永佳  0041009  解剖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王俊棋  0032005  藥物分析學 (2) 

必修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張乃仁  0091012  表面解剖學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柯黃盛  0032014  藥物分析學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饒若琪  0153010  診斷影像之品質管制(含實驗) 

必修  醫學院  後醫系  王鵬為  0002008  心理衛生與精神醫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周銘鐘  0152006 
醫學影像處理暨儲傳系統（含

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黃志仁  0153001  放射線治療技術 (含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黃英峰  0153003  核醫技術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高一峰  0153005  放射線診斷技術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高一峰  0153006  放射線診斷技術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趙垂勳  0153007  放射線學概論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鍾相彬  0153009 
核子醫學技術品質管制(含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黃志仁  0153011 
放射治療技術品質管制(含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鍾相彬  0153012  放射免疫分析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黃志仁  0153013  放射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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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  柯黃盛  0033018  藥物分析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柯黃盛  0033019  藥物分析學實驗 

必修  藥學院  藥學系  方逸萍  0032008  藥劑學實驗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饒若琪  0151005  醫學電子電路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蕭世芬  0192001  基礎物理治療學(二） 

必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陳淑媚  0192006  肌動學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柯薰貴  0042004  基本護理學實習 

必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蕭世芬  0192002  基礎物理治療學實習(二) 

必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呂怡靜  0192003  操作治療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呂怡靜  0192004  操作治療學實習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吳麗敏  0043006  兒科護理學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葉錦雪  0043004  產科護理學 

必修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林雅凡  0212002  化學實驗四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葉錦雪  0043005  產科護理學實習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理系  周碧玲  0043009  內外科護理學實習（Ⅱ）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蔡明儒  0263004  睡眠醫學 

必修  護理學院  長照碩  陳昱名  5421003  高齡化社會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蔡明儒  0263003  重症呼吸照護學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戴任恭  0263009  小兒呼吸照護學 

必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陳秀玲  0263010  新生兒呼吸治療學 

必修  醫學院  後醫系  龍震宇  0003003  醫學生婦產科學實習 

必修  醫學院  後醫系  田英俊  0003005  醫學生骨科學實習 

必修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鄭琮霖  0223005  生理學實驗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蔡蕙如  7614001  生命倫理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陳思嘉  7614002  腹膜透析學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蕭璧容  7614005  糖尿病照護導論 

必修  護理學院  長照碩  王瑞霞  5421001  研究方法特論 

必修  護理學院  長照碩  陳桂敏  5421002  專業議題研討 

必修  藥學院  藥碩專  曾志華  7001001  專題討論(二) 

必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胡潔瑩  7614006  護理研究概論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碩  洪志秀  5401001  護理研究 

必修  護理學院  護碩  林秋菊  5401002 
成人衛生護理學特論（含實習) I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鄭筱翎  0411002  臨床藥物學 



必選

修
學院 開課系所

主負責教

師姓名
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3  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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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

教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5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4)-案例

教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張基隆  0411007  營養與免疫學（下）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黃莉文  0411008  血液檢驗診斷學 

必修  健康科學院  醫檢學程  陳姿伶  0411009  輸血醫學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林錦宏  0072008  認知心理學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康靜宜  9961019  國文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陳信智  9961071  英文閱讀(2)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蔡貴蘭  9961132  體育-桌球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蔡貴蘭  9961143  體育-桌球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王曉慧  996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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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國均  9961077  英文閱讀(2)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傑 西  9961248  英文閱讀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許碧芬  0204002  社會工作實習(三)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性別碩  李淑君  5411005  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殷郁婷  9961109  體育-排球 

必修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蘇其康  9961263  公共演說與致辭 

必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蔡和蓁  0203002  社會工作實習(一)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林怡伶  0251002  美容醫學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顏銘宏  0033010  炮製學(含實驗)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王俊棋  0033011  毒理學 

選修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張夢揚  0213012  有機人名反應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蔡婉琪  0253007  癌症醫學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謝雅茹  0151002  普通生物學(二) 

選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劉玫舫  0193009  運動傷害與物理治療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莊逸君  0263012  進階呼吸治療學 

選修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許美智  0093016  運動與禁藥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賴建成  0122013  網頁實務設計 

選修  健康科學院  職治系  陳明德  0183015  實證職能治療與專業推理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1004  藥用植物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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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陳欣如  0123014  商品設計原理與應用 

選修  生命科學院  生技系  劉旺達  0224005  內分泌學 

選修  健康科學院  公衛系  趙玉英  0063011  環境分析 

選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廖麗君  0193012  物理治療與婦女健康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管資系  魏春旺  0293002  作業系統原理與實務 

選修  健康科學院  物治系  劉玫舫  0192005  生物力學概論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0031003  藥用植物學實驗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管資系  魏春旺  0292010  資訊網路 

選修  醫學院  醫碩  杜鴻賓  5001060  基礎生物統計學特論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王心運  0012030  身體現象學導論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黃莉文  0263006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進

階）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饒若琪  0151010  輻射的應用 

選修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杜采潓  0213008  藥物分析化學 

選修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王惠君  0123012  分子細胞生物學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系  高一峰  0151004  電腦程式設計 

選修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黃孟娟  0263005  疾病營養學 

選修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陳信允  0213021  專題研究(應化A)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蔡婉琪  0253006  科學論文導讀 

選修  醫學院  腎臟照護專班  黃尚志  7614004  休閒教育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黃莉文  0253022 
醫學檢驗數據整合判讀（基

礎） 

選修  藥學院  藥碩專  蔡尚學  7001005  進階生物統計學實習 

選修  口腔醫學院  牙醫系  王文岑  0025006  口腔內科學 

選修  護理學院  長照碩  郭昶志  5421007  高齡職能生活型態再設計 

選修  護理學院  長照碩  黃昱瞳  5422003  長期照護產業創新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成令方  0011040  醫療社會學 

選修  護理學院  護碩  吳麗敏  5402001  實證護理實務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放碩專  田育彰  7081004  輻射生醫應用特論 

選修  藥學院  藥學系  吳育澤  0033014  藥品驗證與確效作業 

選修  健康科學院  醫技系  莊智弘  0253021  組織培養與實驗動物 

選修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王士虹  0091006  日文 

選修  生命科學院  醫藥化學系  王士虹  0211017  日文(2)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蘇文碩  0073001  臨床心理學導論 



必選

修
學院 開課系所

主負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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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序號 科目名稱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蔡宇哲  0073008  心理藥物學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蕭宜菁  0011012  日文(I)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王美懿  0204010  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張滿玲  0073005  心理學研究方法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余麗樺  0073003  統計軟體應用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蔡宇哲  0073007  睡眠管理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陳建州  0203013  組織社會學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蕭宜菁  0012013  日文(II)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鄭夙芬  0204008  團體動力學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葉子銘  0011009  西班牙文(I) 

選修  醫學院  醫學系  王士虹  0011008  日文(I)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系  陳武宗  0203007  社會工作哲理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吳進欽  5651015  兒童心理衡鑑專題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蘇文碩  5651021  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專題研究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碩  蘇文碩  5651020  心理衡鑑專題研究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社碩  陳建州  5661013  組織社會學專題討論 

選修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系  吳相儀  0073006  正向心理學實務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胡淑惠  9961225  餐飲衛生與安全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楊妮蓉  9961206  流行的古典音樂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楊妮蓉  9961205  音樂風格與詮釋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淑君  9961239  親密關係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李玲珠  9961188  紅樓夢導讀與詮釋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蔡蕙如  9961279  臺灣紀錄片賞析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蔡蕙如  9961255  臺灣社會與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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