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學年度教師評鑑與獎勵傑出獎教師績優事蹟
【教學傑出獎】
序號
1

教學傑出
藝設系
林楚卿老師

1.
2.
3.

4.
5.
6.
7.
8.

評審意見與評分
非常用心，有教學熱誠的老師。
課程的多元化設計很棒。
教學績效連續兩年皆是特優。由學生學習反應可知是位教
學熱忱認真付出、嚴謹且受學生肯定的老師。教學內容透
過創意教學的課程設計，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連續兩
年榮獲創新教學獎，實屬不易。
教學設計與教材多元，善用各類教具。
對教學十分投入，創意十足，多次帶領學生參加設計競賽
獲獎，非常值得鼓勵之新進老師。
學生整體學習成果具體而豐碩，有許多課堂作品參賽之實
力，值得表揚。
所投注的心力及完善的教學方式具體反應在學生作品。
林老師所授課程多與創意有關，其教學方式亦處處見創新

之用心。以不斷之教學互動提高學生之學習效果，且極關
心學生學習狀況。
9. 不但教師本身準備充分，對同學亦要求嚴格。
10. 林老師教學認真嚴謹，積極付出，教學技巧與成效不斷精
進，能主動收集學生意見以提升教學，栽培學生獲益甚
多，普受學生敬愛，值得嘉許。也請林老師多保重身體，
以造福更多學生。
1.

2
禹良治老師

2.
3.
4.
5.

6.

由學生學習反應可知老師是位教學熱忱認真、幽默風趣、
樂與學生互動且受學生肯定的老師。能將資訊科學領域的
課程講述生動與讓學生可接受並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實屬
不易。
引導式的教學值得參考。
連續三年獲選教學特優，足見其對教學長期投入，教學年
資雖不長，已能發展出完整教學理念。
是一位樂於投注心力且與學生互動優良，十分難得的好老
師。才新進 3 年便能得到如此好評及迴響，實屬不易。
積極鼓勵學生的學習動機，深入淺出的講授內容，大量運
用 E 化教室之功能協助教學。所授課程相當受學生歡迎，
其教學評量反應出學生相當高之學習滿意度。
學生的學習成效充分顯示禹教授的教學績效。

3

管院財金學群

7.

禹老師對課堂氣氛營造頗為成功，擅長引導學生思考，能
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教學技巧與成效優異。

1.

教學績效連續兩年皆是特優。由學生學習反應可之事為教
學熱忱認真、嚴謹有原則、且受學生肯定的老師。能將經
濟學領域的基礎課程講述讓學生可接受與理解，並提高學
生學習興趣，實屬不易。
教學技巧佳，善用課案與資料庫，使理論能夠搭配實務。
教學理念清晰且具體落實於教學方法及技巧中。
善用日常生活元素輔助學生學習，獲得學生大部分的肯

黃宜侯老師

2.
3.
4.
5.
6.
7.

4

管院會計學群

1.

吳瑞萱老師
2.
3.
4.
5.
6.

7.
8.

定。
黃老師重視專業知識與觀念之傳授，注重學生在教學時之
互動，有效地引發學生之學習興趣。
學校應肯定這麼認真用心的教師。
黃老師教學非常認真，授課清晰有調理，能深入淺出引導
學生思考，授課技巧與內容受到學生高度好評，並能持續
提升教學成效，殊為難得。
教學績效有兩年是特優。由學生學習反應可之事為教學熱
忱認真且受學生肯定的老師，能將會計學領域的基礎課程
以英語講述讓學生可接受與理解，實屬不易。
教學認真、解說清楚與仔細。
多次獲得教學特優，足見其在教學上之長期投入，對英語
授課的教學方法有深入注意。
充分落實 12 學分英語授課課程教學方式，普遍反應良好，
值得肯定。
指導碩士論文及大專生專題獲得校外競賽獎項，表現優
異。
吳老師十分用心於教學之事先準備，以主動、盡心的協助
學生對於知識之理解，以落實最基本的教學目的，為一溫
暖且極關心學生學習狀況的老師。
這麼認真用心的教師是本校的寶貴資產。
吳老師教學認真熱忱，重視學生需要，教學技巧傑出，教
學成效優異，值得嘉許。

【研究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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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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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依賢 資訊 資工系 特優 特優 特優

陳家祥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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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大專生專題計畫及技轉金。
** 資料來源：WOS 資料庫 (updated 2010-10-30)
*** 資料來源：本校教師研究成果資料庫

1,159,000

2

97-99 研究獲獎

200907 九十七年度教育部顧問室大學跨學
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 97 優良計畫審查競
賽(榮獲優等計畫獎)
201012 2010 JMBE annual paper competition
- Annual excellent paper award
201010 2010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發明競賽金牌
200812 2008 數位內容研討會 最佳論文優
等
200808 Certificate of Merit for The 200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Internet Engineering
200903 The 2009 IAE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Certificate of Merit
201004 The 2010 IAE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Best Paper Award
201004 The 2010 IAE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Certificate of
Merit
200904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七屆有庠
傑出教授獎

【輔導暨服務傑出獎】
序號
1

輔導暨服務傑出
化材系
謝建德老師

績優事蹟
謝老師任職於化材系 6 年，積極參與各項校內輔導活動，與導
生及研究生互動良好，相處融洽，且對於本系舉辦之全國高中
生創意營與其他鄰近高中專題演講配合度高。對於系上的學生
輔導與服務工作有極大貢獻，具體事蹟如下：
1. 擔任奈米科技人才培訓－奈米材料分析檢測（教育部大學
院校推動奈米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No.120007-3）計畫主
持人，舉辦國／高中生奈米材料應用研習營。
2. 參與全國高中生創意營活動，包含實驗設計（如奈料撥水
布）
、演講活動，並曾指導內壢高中學生獲「2011 台灣國際
科學展覽」化學科四等獎。
3. 與導生定期餐敘，主動關心導生課業與生活習慣之改善，
並主動鼓勵導生積極鑽研於課業，以提升課業成績，以大
餐獎勵系上排名前十名同學，與導生之間相處融洽，溝通
無礙。
4. 參加本校 IEET 工程認證會議。
5.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校內外相關競賽，如：大學部同學參加
化學 E 車競賽，屢獲競賽組及海報競賽前三名。
6. 積極參與兩岸學術交流，曾為元智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學
術交流活動帶隊老師，並以口頭論文發表於第四屆中國化
學工程與生物化工年會。

社政系

劉老師除研究傑出、教學認真外，也十分熱心於校內外服務工

劉宜君老師

作，對系賦予之任務，使命必達。與外界接軌甚頻繁，為政府
單位熱門之諮訽對象，其藉研究遂行，開展熱絡網絡聯結，從
中提升本校的形象與知名度，可謂盡心盡力，其服務表現可圈
可點，具體事蹟如下：
1. 協助社政系民意調查中心之設置辦法研擬，以及擬定行銷
系統服務套餐方案，並爭取調查研究案讓此中心提供服務
機會。
2. 擔任 97 學年度學系導師，積極辦理各項活動，讓學生學習
職涯規劃、人際關係管理等各方面知能。
3. 擔任行政管理研究計畫「97 學年度行政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調查研究」之共同主持人、
「提升畢業校友企業評價之研究」
主持人，除貢獻所長，協助研究生建立研究能力與計畫管
理能力，並提出改進本校行政管理與服務品質、本校學生
職場就業力與職涯發展之建議。
4. 協助完成學務處《我們 II 愛上學的理由：導師專書》之訪
談。
5. 利用個人擔任公職之工作經驗，以及參與公職考試的相關
服務工作，以個人經驗與專業，鼓勵與輔導學生參與公職
考試與升學考試的準備。
3

體育室

陳老師在輔導與服務全心奉獻，對於其專長之體育項目，除了

陳淑貞老師

認真教學外，平日亦熱心指導及訓練校隊，個人亦積極參與賽
事，在校服務奉獻二十年間投入之大量時間與心血，未嘗聽聞
其有任何之怨言。具體事蹟如下：
1. 過去三年所訓練之學生代表隊，計獲得體育各類獎章人
數：成就獎章約 20 名；金質獎章約 30 名；銀質獎章約 20
名。所輔導之元智保齡球代表隊校友－洪安姿，2011 年當
選世界盃女子保齡球錦標賽國手。
2. 除平日授課外，每週三天的額外時間指導校隊練習，每年
更多次帶領校隊南北征戰。保齡球代表隊過去三年參加 15
場全國性賽事，共獲得 27 項冠軍、21 項亞軍、其餘獎項共
計 66 項。跆拳道代表隊過去三年參加 8 場全國性賽事，共
獲得 8 項冠軍、9 項亞軍、其餘獎項共計 13 項。
3. 除上述輔導學生獲獎事蹟外，亦鼓勵學生多參與社會服務
並積極考取相關證照，輔導學生考取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
之 C 級教練證照共 3 人；C 級裁判證照共 27 人。
4. 為了促進教職員工同仁們之身心健康，積極爭取保齡球館
提供免費之每週訓練，個人亦每週親自帶領教職員工保齡
球之練習。過去三年共參加 4 場全國性比賽，榮獲 4 次團
體冠軍，其餘獎項共 24 項。輔導 12 名教職員同仁參與 98
年教學卓越計畫之 C 級保齡球裁判講習會，考取 C 級裁判
證照。個人代表本校與桃園縣代表隊，過去三年共參加 11
場比賽，榮獲 10 項冠軍，其餘獎項共 12 項。
5. 其他對外服務事蹟如下：
（1） 97~99 年擔任桃園縣體育會保齡球委員會常務委員
及副總幹事。
（2） 辦理 98 年運動樂活計畫，績效卓越，榮獲行政院體

委會頒發－特優單位。
（3） 主辦 99 年度桃園縣體育會保齡球委員會 C 級教
練、裁判講習會。
（4）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第六
屆第一任委員。
4

軍訓室

黃教官長期關注學生輔導工作，除本職軍訓教學深受學生歡

黃建成教官

迎，多年來下班時間持續輔導系所學生問題，以愛心及耐心化
解諸多難解個案，成效卓越，深受系所師長的肯定與讚許。具
體事蹟如下：
1. 辦理本校全民國防教育推廣，教學成效卓著，榮獲 9 7 年「全
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殊榮（全國只有二所大專校院獲
獎）。
2. 協辦規劃本校「全民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工作」
，榮獲教育
部 97 學年度大專院校蒞校工作訪視，評定「第一等」殊榮。
3. 策辦 98 年度國防研究－漆彈體驗（三國演義決戰赤壁），
結合經典五十，實施跨領域創意教學活動，榮獲本校創新
課程計畫補助經費 6 萬元。
4. 承辦 100 年 5 月 20 日第五屆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有
效增進校譽。
5. 100 年 7~8 月協助本校學生組隊參加 9 月 5 日及 6 日在濱州
學院舉行第二屆海峽兩岸（濱州）大學生孫子兵法友誼辯
論賽，連續兩個月對學生實施密集導讀孫子兵法，使得學
生能更快入門；比賽結果，本校學生陳世曦榮獲傑出辯手
獎殊榮（第一名），及團體玉璽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