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傑出獎】 

  

教學傑出 績優事蹟 

企管系 
郭敏珣助理教

授 

 

1. 重視終身學習之教學理念，運用學習理論模式實踐於課程設計，強調

實務與理論之結合，具有完整性教學之理念。 
2. 教材內容豐富活潑生動，積極推動英語教學。充分利用虛擬教室傳輸

教材資訊，帶領學生參訪企業，以分組討論訓練團隊精神。 
3. 強調互動式學習與分享，教學熱忱與方式深受學生愛戴，學習問卷調

查結果滿意度很高。 
4. 連續榮獲三年教學績效特優評鑑。 

 

國企系 
廖淑伶副教授 

 

1. 強調系統化教學，教學理念生活化，技巧多元且創新。從身教、言教

傳遞正確教育訊息，因材施教。 
2. 教材內容實用，適時調整教材內容。積極配合英語教學及堆動行銷領

域相關課程，參與教材內容改善與教學研討。 
3. 重視課程管理，提升學習成果，學生給予高度評價。學習問卷調查結

果滿意度很高。 
4. 連續榮獲三年教學績效特優評鑑。 

 

 
 



【研究傑出獎】 

本校研究績效等第 
參審 

類別 
姓名 

92 學年 93 學年 94 學年 

2004-2006 校外獲獎事蹟 

(申請人自述) 

92-94 期刊論文發表情形 

(申請人自述) 

92-94 研究計畫承接情形 

(依研究績效配分比例計算) 

人文 
羅鳳珠 

講 師 

校長 

核定 

(90 傑出)

校長 

核定 

(90 傑出) 

特優 

1. 資策會－第22屆傑出資訊人才獎(資訊教育或資訊學
術研究類)。(2005) 

2. 第 10 屆金學獎優良教學軟體暨網站選拔-網站類佳
作。(2004) 

92 學年度：共 4 篇〈國外 0 篇，國內 4 篇〉

93 學年度：共 1 篇〈國外 0 篇，國內 1 篇〉

94 學年度：共 0 篇〈國外 0 篇，國內 0 篇〉

學術計畫： 6,246,200 元 

建教計畫： 3,555,000 元 

總  合： 9,801,200 元  

工程 
周錫增 

教 授 

校長 

核定 

(90 傑出)

校長 

核定 

(90 傑出) 

特優 

1. 2000 Outstan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er, Cambridge, England. 
(2006) 

2. “Great Minds of the 21st Century”,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USA. (2006) 

3. 中央通訊社－全國十大最發展潛力人物。(2006) 
4.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 2 屆有庠元智講座(2006)

（任期 95/8-96/7）。 
5.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 3 屆有庠傑出教授獎

（2005）。 
6. 中國青年救國團青年獎章。(2005) 
7. 中華民國第 42 屆十大傑出青年。(2004) 
8.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2004) 

92 學年度：共 9 篇〈國外 5 篇，國內 4 篇〉

93 學年度：共 5 篇〈國外 4 篇，國內 1 篇〉

94 學年度：共 16 篇〈國外 13 篇，國內 3 篇〉

學術計畫：  5,749,046 元 

建教計畫： 6,579,199 元 

總  合： 12,328,244 元  

工程 
林志民 

教 授 

校長 

核定 

(90 傑出)

校長 

核定 

(90 傑出) 

特優 

1.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第 8 屆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
(2006)。 

2.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 4 屆有庠傑出教授獎
（2006）。 

92 學年度：共 7 篇〈國外 7 篇，國內 0 篇〉

93 學年度：共 8 篇〈國外 8 篇，國內 0 篇〉

94 學年度：共 7 篇〈國外 7 篇，國內 0 篇〉

學術計畫： 3,008,900 元 

建教計畫： 3,118,880 元 

總  合： 6,127,780 元  

資訊 
謝君偉 

副教授 
優 優 特優 

1. 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學會 CVGIP2006 優秀
論文獎。 

2. 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學會 CVGIP2005 優秀
論文獎。 

3. 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學會 CVGIP2003 佳作
論文獎。 

92 學年度：共 5 篇〈國外 3 篇，國內 2 篇〉

93 學年度：共 2 篇〈國外 2 篇，國內 0 篇〉

94 學年度：共 3 篇〈國外 2 篇，國內 1 篇〉

學術計畫： 2,331,850 元 

建教計畫： 2,721,900 元 

總  合： 5,053,750 元  



 

【輔導傑出獎】 

  

輔導傑出 績優事蹟 

化材系 

林昇佃副教授 

1. 傾聽與關懷：藉著參加學生各項活動，與同學討論生活、學業、

心理與週遭的各種問題，花時間了解他們的想法，並願盡量照顧

他們的需求，或站在不同的立場說明個人的意見與看法，讓同學

能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2. 擔任學系導師：自去年學校推行雙軌/學系導師，林昇佃老師即主

動擔任本系試行之學系導師，未領任何鐘點費，主動規劃本系師

生活動，為本年度學系導師奠定基礎，並於本年度繼續擔任學系

導師，對於促進師生互動之貢獻不凡。 
3. 課外活動之互動：帶領本系學生之籃球運動，以球會友，與同學

相處十分融洽熟稔，幫助學生在功課壓力之餘，強健體魄，保持

身心健康。 
4. 熱心校、院、系務：近三年擔任校課程委員會院教師代表、院務

會議系教師代表、系課程委員會、學系導師、新進教師資料初審

及面談等事務，對於本系行政運作不遺餘力。 

工管系 

梁韵嘉助理教授 

1. 每學期定期與導生聚餐，並隨時注意導生的學習與生活狀況，針

對其中評量學習狀況不佳(4D 及部分 3D 和 2D)同學進行約談，了

解問題並加以輔導，並視需要轉介至諮商輔導組。 
2. 幫助學生申請國內外研究所及獎助學金，並撰寫推薦信，此外亦

曾協助畢業學生聯絡國外學校，處理入學證明文件之相關事宜。

3. 指導學生實習與參加校外比賽：九十二至九十四學年度共計指導

學生專題及專業實習共計十一組。 
4. 九十四學年度擔任「新世紀領袖指導教授團」指導教授，參與工

作如新進團員之甄選面試、不定期與指導團員聚餐、擔任成果發

表評審及指導協辦相關活動等。 
5. 九十三學年度「94 元智未來招生宣傳大使養成培訓營」專題演講

暨考核評審委員，參與工作如介紹工學院，宣傳大使之甄選評審

等。 

 

 

 

 



 

 

【服務傑出獎】 

  

服務傑出 績優事蹟 

企管系 

湯玲郎副教授 

1. 全校性服務工作：擔任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委員，教學服務組

學習問卷改版小組委員，教學卓越中心創新教學專案期末審查委

員。執行校內行政管理改進計畫「行政與教學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調查研究」…等。籌劃學術性研討會「全面品質與六標準差管理

研討會」、…等。協助終身教育部課程規劃與教學「元智大學光電

顯示元件人才培訓—供應鏈管理概況」…等。並擔任院任院系輔

導老師及新世紀領袖培育計畫團指導教授。 
2. 系所服務：代理系主任參加研究生招生委員會、擔任管研所所長

遴選委員、管研所博士班企業 e 化管理組口試委員、指導企管系

學會學術活動，擔任企管個案競賽評審，代表學校到平鎮高中做

生涯輔導「認識學群」介紹。 
3. 對外服務：擔任學術研究機構「中華民國六標準差管理學會監

事」、代表參加日本東京「國際品質研討會」。協助學術申請案件

審查，擔任國際會議及全國性研討會主持評論。協助桃園縣政府

改善服務品質、提昇績效，獲得桃園縣朱縣長致贈感謝獎(93 年)
暨獎座(94 年)、獲行政院三等服務獎章。 

電機系 

黃英哲教授 

1. 擔任各項委員會職務：獎助金審核委員會委員、經濟協助委員會

委員、教授宿舍委員會委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招生工作策

進委員會委員、超卓越研究所暨 EMBA 博覽會、大學招生宣傳演

講與撰稿工作及校務發展基金委員會委員。 
2. 擔任系所服務及輔導：大二到大四班導師、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電機系碩士班學位考試口試委員、認證及評鑑委員、辦理師

生參訪友達光電公司、中華映管公司、規劃並管理控制工程實驗

室及機電整合實驗室、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委員以及獎學金審核委

員會委員。 
3. 對外服務：擔任其他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暨有交通大學、

中興大學，擔任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內外

期刊及會議論文審稿工作及會議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