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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 校長 

本校辦理教學優良教師評選，是近幾年的事，但一辦就辦成三

級，亦即系級、院級、與校級，各級有各級的重點與特色，各自有其

被評選出來的理由。本校這種辦法，在國內可說是獨領風騷，獎金也

高，更重要的是要花很多心力來遴薦，這一次（96 學年度）也不例

外。學校也想在該一基礎之上，來研議是否可以在教師評估與升等上

推動教學及研究雙軌制（dual-track），但做這件事的前提是一定要能

夠先做好教學評鑑與教師評估的工作。 

一位教學優良的老師不應祇是講課時受到學生歡迎，他/她還要

能提出好的教案，給好的適時的啟發，甚至出版重要、具流通性、有

影響力的各類教科書。更重要的，當學生畢業後還會經常想到或回來

看這位老師，在有所成就時不會忘掉這位老師的啟發。 

大家都期待這種老師的典範，能在中國醫藥大學的各個教學角

落，愈來愈多。我們發現，這次被選出來的老師，不管是系、院、或

校級，都多少具有上述的良好特質，可喜可賀。 

四年多來，就因為老師們的努力激發了學生的熱情與認同，因此

學校拿到了教學卓越計畫，且深受肯定。同學們也積極加入教研團隊

參與研究，因此讓學校在「大學生參與國科會研究計畫」項目上，名

列前茅。可以這麼說，沒有我們這些優秀的老師們，就沒有這些榮譽，

也就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教育品質。謝謝您，老師們！ 

 



 



教學典範的塑造教學典範的塑造教學典範的塑造教學典範的塑造 

江舟峰 教務長 

 

本校近年來，在黃榮村校長的卓越領導之下，銳意革新，崛起中

部。於 95 學年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巨額補助，執行本校三

年期的 Foresee (4C) Our Future－前瞻未來教學卓越計畫，以 4C為本

校的教學核心價值：教育能力化(competence)、學習情境化(context)、

培育關懷化(compassion)、知識整合化(constructivism)。我們在這個時

候舉辦教學優良教師之遴選，更深具重大意義。 

    本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分為校、院、系三級，各系所先遴選出系

級教學優良教師，各學院再自系級當選名單中，遴選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最後再由院級當選人中，遴選出校級教學優良教師。96 學年度

共計遴選出 19位「系級」教學優良教師，12位「院級」教學優良教

師，3位「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個人謹代表本校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向所有教學優良

教師表達尊敬與道賀之意，你們的教學風範足堪為全校的楷模與表

率，對於促進本校教學質量之提升及教學典範的塑造，有絕對的助

益。我們也將所有教學優良教師的得獎事蹟編印成冊，並於本校電子

報刊登，讓海內外廣大的校友與學生家長了解你們作育英才的努力與

奉獻，分享你們的典範教學與經驗。我們也期許本校師生藉由典範學

習，共創本校優良的教學環境，作為本校邁向世界 500大的堅固磐石。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 
 

 

中醫學院      林景彬 副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  蔡文正 教授 

中醫學院    陳必誠 副教授 



 



『『『『96969696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度度度校校校校級級級級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優優優優良良良良教教教教師當師當師當師當選選選選人人人人』』』』    
 

    林景彬副教授（Jing-Pin Lin），1977年畢業於中國醫藥

大學藥學系，1979年畢業於本校中藥研究所碩士班，同年 3

月留於本校中醫學系中藥方劑學科擔任助教 1年，次年升為

講師，1987年榮升為部定副教授，並於 1983年至 1998年受

命接任本校圖書館館長，長達 15年，除了積極收集館藏外，

並使本校圖書館邁向自動化。 

    林副教授於教育與學術上表現卓越，對所授課各科均有

擬定明確之教學計畫，所授課各班對林老師有相當好之評

價。各班所授之課均有自編教材，如「常用中藥藥理與應用」、「中藥藥理學」、「中

藥製劑學」及「方劑學實驗」等書，及參與中國長庚中藥小組合編 「中醫中藥

學」，並指導中醫系學生編纂中醫藥學程「中醫藥物學概論」壹書，能使學生方

便學習。至今投 SCI雜誌已有 23篇研究中藥抗癌之論文。十多年前曾獲得臺中

市優良教師殊榮，並擔任教育部認證審查委員、考試院命題委員、閱卷委員；

2004-2008年曾赴美國、法國、希臘等國參加國際抗癌會議，發表論文。30年來

在教學上負責、熱誠，不遲到也不早退，上課前事先給予學生講義作預習，上課

期間全心投入對於授課內容能將知識與生活、臨床結合為主軸，對每一味中藥先

作重點療效說明，再依「來源、成分、藥理、歸經、臨床應用、使用注意、用量

與用法、方例、本草摘錄及與相關中藥作比較」等作詳盡說明，而且均附上原植

物圖、藥材圖、飲片圖及予學生認識真實之藥材。此外，對某些病症用藥及生活

相關之用藥，作收集整理，告訴學生。隨時注意學生對教學的反映意見作檢討改

進。另外，亦將研究成果納入教學，如左旋薄荷（(-)Menthol）、黃連所含之小檗

鹼（Berberine）、槐花所含之芸香苷（Rutin）等研究成果，對學生作簡要說明，

俾使吸收新知。至於方劑學實驗課，lecture完，必親自操作示範予學生觀摩，並

對各組加以指導。至北港上課，已行之 24 年，看到學生之努力與茁壯，致使自

己不覺得疲倦，且越戰越勇。因此林老師任教 30年，已造就不少醫、中醫、藥、

護及醫事人員，這些專業人材在醫療上表現救人救世，貢獻人類良多，使早年（13

歲）承受母親難產而逝之林老師，立志培育醫事人員之願望得以實現，他目前仍

積極從事中藥抑制癌症增生及基因表現之研究，以減輕病人之痛苦。 

    林老師他亦為系上許多委員會之委員、校務會議代表、圖書館委員會委員、

中醫學系課業及預警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及教師或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協

助處理學生及同仁之申訴事務，98 年曾獲得校級優良導師。又他所擔任指導之

土風舞社、中藥研究社，因其盡力指導，致使此兩個社團有優良之表現。也因為

他待人誠懇、為人善良，對同學有困難來找他，必全心全力幫他解決問題，並鼓

勵學生多運動，注意身體健康，才能擔當未來醫療之大任。過去 30 年在教學心

得方面，好的學生能輕鬆學習，快樂而得，但學生每人各有所長，有學習不良的，

他會專心輔導，這正符合了孔夫子所言：「因材施教」。 

1



『『『『96969696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度度度校校校校級級級級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優優優優良良良良教教教教師當師當師當師當選選選選人人人人』』』』    
 

蔡文正教授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美國路易斯安

那州立大學企管碩士（MBA），美國杜蘭大學 (Tulane 

University)醫務管理學博士。1998年 8月至本校醫務管理學

系暨碩士班擔任助理教授，2003年 11月升等為副教授，2007

年 2 月榮升部定教授，並於 2007 年 9 月接任醫務管理學系

暨碩士班系主任兼所長。蔡教授於學術上表現優異，目前榮

任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理事、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理事、台灣健

康經濟學會理事、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理事及台灣公共

衛生雜誌副主編。 

蔡教授於大學畢業服完陸戰隊預官役後，準備出國攻讀化工博士時，不幸出

國前罹患骨癌，當時主治醫師研判生命只剩 3-6個月。為了治療骨癌，蔡教授接

受截肢及一系列化學治療，甚至因為癌細胞轉移至肺部而進行前後共四次之肺部

手術。蔡教授在接受長達兩年半的痛苦治療後，決心轉讀醫院管理。由於蔡教授

過去以病人身份長期接觸國內外醫療照護，因此在教授醫務管理與政策時，常提

醒學生以病人角度思考醫院管理與相關政策問題，並常以志工身份鼓勵癌症病

患，現身說法，激勵癌症病患勇於面對癌症治療之挑戰，激勵病患成效特別良好。 

蔡教授在教學上特別重視互動教學、問題討論，活絡課堂氣氛，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與效果，例如上課學生一定使用名牌以鼓勵學生發言、實施學生分組討

論、首創「我舉手你發言」、即時獎勵發言「得點」等等有趣的上課方式。並常

引用時事與故事為例，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由於蔡教授上課氣氛活潑有趣，學生

學習成效極佳，學生給予極高之評價。蔡教授於 92 學年度榮獲「公共衛生學院

教學優良教師」、94 學年度榮獲「校級教學優良教師」、95 學年度獲頒「台中市

特殊優良教師」等殊榮。 

除了熱心教學外，蔡教授積極投入學術研究，至今已主持或共同主持約 90

件研究計畫，每年獲得許多校外研究經費，並獲頒 96學年度「研究經費績優獎」。

蔡教授每年以大量研究經費提供不少學生參與研究工讀機會，培養學生研究能力

及興趣。另外，每年指導大學部學生專題研究，多次申請並獲得國科會大專生專

題研究計畫；指導碩士班學生多次申請並獲得衛生署或健保局論文獎勵；輔導學

生將論文研究結果發表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每年學生論文成果發表表現優異，

皆獲得許多殊榮，學生研究成果頗受肯定。由於蔡教授積極培養學生研究能力，

激發學生研究興趣，因此目前被其指導之學生已有 15 位攻讀博士學位，並有多

位獲得博士學位擔任助理教授，蔡教授用心培養學術後進不遺餘力，值得肯定。

蔡教授除了個人用心教學及培育學生研究能力外，以系主任身份於醫務管理學系

創立「學生卓越培育基金」，至今向熱心校友、老師、社會人士募集約 55萬元，

提供學生各種獎勵學金，獎勵學生追求卓越。 

蔡教授以一位癌症病患追求生命之經驗，常鼓勵學生懂得珍惜生命及熱愛生

命，希望同學經得起生活中之挫折，學習如何面對壓力，保持身心健康，瞭解生

命的價值。同時蔡教授希望與全體辛苦的老師同仁相互勉勵，面對現代多元的學

生，應該秉持著「熱心、用心、耐心」教育學生，相信未來學生的卓越表現，是

我們老師最好的安慰及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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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教學：陳必誠老師於本校任教近二十年.

歷經助教.講師.副教授.教學認真.除醫學本科

外並開創”中醫英文”及”藝術收藏與鑑賞”課

程．頗獲好評. 

� 校內行政：曾擔任本校學士後中醫系主任及立夫中醫藥展示館副

館長 

� 研究：中醫系所最早之國科會前三個 計劃含一個大型計劃均由

其完成.中醫藥研發成果為中醫系所第一且唯一獲得美國.歐盟.台

灣..多國專利者出版英文版"中醫學基礎"及"Oriental Medecine" 

� 國際化： 曾獲邀數十次出國講學中醫並獲聘客座教授(美國.澳洲.

羅馬尼亞.波蘭.格瑞那達.千里達.韓國.中國大陸....等) 

� 校外行政：曾任台中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創 60 年來之首次紀錄

中醫全民健保中保會主任委員現任中醫全民健保中保會督導及

繼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 獲獎：曾獲得台灣工業銀行第一届全國網路創業大賽全國第四名

台中市醫療奉獻獎及優良醫師獎榮登 2007年亞太名人錄 

� 進行中之規劃：推動成立台灣唯一之”中醫藥控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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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 
 

 

醫 學 院  傅立志 副教授 

醫 學 院  林靜茹 助理教授 

醫 學 院  謝文聰 副教授 

醫 學 院  蔡崇豪 教授 

醫 學 院  詹淑秦 副教授 

中醫學院  王敏弘 副教授 

藥 學 院  郭昭麟 副教授 

藥 學 院  吳金濱 副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  趙克平 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林孟亮 副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楊新玲 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孫世恆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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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專業素也之外，喜好音樂和藝術的傅立志老師為本校牙醫學系第 3 屆校

友，他，非常重視學生具宏觀的視野和終身學習的能力。民國 77自本校畢業後即留

校擔任助教一職，隨後於民國 80 或國科會第 31 屆科技人才獎學補助前往美國貝勒

大學進修，民國 85 獲得博士學位。進修期間優異的表現受美國主管和指導教授器

重，力邀他能繼續留校擔任教職；然而他對母校的牙醫學系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民

國 85 年回國後持續於本校牙醫學系服務達 13 年，主要負責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贗復

牙科學（全口補綴學和固定補綴學）、人工植體學、咬合學、牙醫學概論和口腔醫學

等專業課程。著重學士班學生課程設計與學生事務的規劃；碩士班學生次專科訓練與研究能力的培養。

以學生為本位、解決問題為核心，透過發表、討論、質疑、辯證及澄清的過程，讓學生除了獲得專業知

識外，也培養其以批判性思考眼光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他於牙醫倫理學時念茲在茲的提醒學生每個人

心中都有一把尺，那把尺應該是一把經得起考驗的專業尺。以培育學生具有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

獨立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以及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能力的教育目標來達到培養具備豐富精湛

之醫學和牙醫學知識與技術，且擁有高尚品格及醫德之優秀牙醫師的教育宗旨而努力。基本的教育理念

是「教學科技化、研究生活化」。他是一位入世主義者，以感同身受的心治療每一位臨床病患，積極的

尋找解決的方案，以改善和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質。 

教學材料及課程特色: 

1. 實物化、video teaching 、自製教材和考題情境化：牙醫學教育以臨床教育為主，為避免傳統的課堂

授課造成知識傳授之盲點首位將教材”e”化的老師，榮獲 89年度教育部自製教材佳作。  

2. 教學設備數位化，設置以人為本的牙”e”學苑：著眼於未來是數位化的時代和因應科技進步的趨勢，

積極爭取系上經費來提升學生上課設備及教學品質如設置情境導引學習系統（VRBT）---DentSim

數位模擬系統和口腔診斷學遠距教學系統，以達成全面數位化之一貫教學。 

3. 落實教育改革以符合學校和系所教育目標：以訓練學生專業化和批判性獨立思考為前提，力求設計

並規劃課程及教學內容開放和多元，如牙醫之路、牙醫倫理學和牙科整體治療學，並聘請外籍人士

開設牙醫英文會話課程，以增加國際化能力。 

4. 課程規劃上強調基礎醫學與牙醫學專業科目並重:定期檢討課程安排的合理性與時代、職場的需求

性，以符合國家考試制度及各次專科課程內容之銜接與維持教學品質，協助學生順利進入臨床醫療

服務為前提。 

5. 注重學生的受教權:持續 3 年主持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 S2-1 與職場接軌計畫，在既定專業臨床實

習課程上能落實學校教育與臨床教育之ㄧ致化，加強學系與接受實習學生單位對學生未來進入職場

之實質輔導與協助，藉 PDCA機制以保障達成學生教、考、用一致的教學目標！ 

    響應教學即研究，旨在薪火相傳並提攜後進。在研究方面亦有優良表現，積極提出研究計畫之申請

和產學合作，並將研究結果於國內外研討會以口頭和貼式報告發表；此外輔導服務、推廣服務和專業服

務方面亦能貢獻專業素養，擔任牙醫領域次專科學會重要職務、企業界專家顧問、考試院考選部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命題委員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牙醫學門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有鑑於牙醫教育未來可能面臨之困境，舉凡大學教育的理念、教育的型態、制度的變革、課桯的更

新等等軟硬體設施，均可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變動，應掌握新的改革契機，大學教育方能向上提

升。自 92.11.23 起陸續多次參與中華牙醫學會與台大牙醫學系合辦「台灣牙醫學教育研討會」，積極討

論牙醫學教育的規劃及因應師資培訓的窘境和危機。傅立志老師以敬業的精神十數年如一日，雖同時兼

任人事室主任和牙醫學系主任之行政職務，對學生教育的付出卻不減反增。他是個有智慧、肯用心、能

提供優良學習環境，引導學生自動學習的教師，並將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列為教學的重要課題；

其教學方式求新求變，讓學生能夠愉快學習，讓他們從思考、相互討論中達到學習目標，熱誠專業的為

教育奉獻心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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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茹老師 (Chingju Lin, Ph.D.)，畢業於國立台灣

大學動物學系，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生理學博士。曾任美國猶他大學 

(University of Utah) 醫學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博士後研究員。2002 年 8 月至本校醫學系生理

學科任教。   

林老師平時教學認真，主要配合生理學科其他老

師共同教授校內生理學及生理學實驗等課程，並參與 PBL tutoring與

教案撰寫。上課不遲到早退，秉著因材施教之原則，針對不同系級之

需要，編排適合各系級的教材內容。課前給予講義以方便學生預習。

林老師會針對上課內容或配合最新相關科學領域的發展，設計趣味性

問題，來提高上課時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其教學方法，學生多給予肯

定。此外，針對需要的系級，撰寫 clinical correlation cases，在課堂加

入 case study討論，引導並鼓勵同學們藉由腦力激盪與討論過程中來

連結所學的基礎理論與臨床案例。對於專題研究的學生，盡心指導的

同時也給予同學自由度去學習發揮、鼓勵他們涉獵文獻及最新發展、

參與研討會；幫助學生尋找自己的研究興趣領域(如考研究所或就

業)。另外，鼓勵支持實驗室同學們要有「立足台灣，放眼國際」(Act 

locally, but think globally)的精神，爭取參與暑期海外交換學生機會以

擴展自身的境界或到海外就讀研究所。有一畢業於 96 學年度的生科

系專題研究生，申請到美國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的全額獎學

金，目前正在該校攻讀博士班。林老師目前亦擔任生物科技發展育成

中心技術授權組組長，在育成主任領導及同事們共同努力下，幫忙籌

辦一系列的智財講座、創業學苑等課程，提供同學們延伸其除研究室

之外的觸角；也有同學因上這些課程而找到自己的未來興趣領域。 

林老師認為：老師最大的成就莫過於看到學生的學業及生命的成

長。而藉由與學生的互動與輔導，老師的知識、生命也一起成長--「教

學相長」是許久以來不變的道理。林老師感謝並珍惜在生命旅程中「陪

她一段」一起成長的每位學生。而一個大學生與老師接觸的時間或許

有限，但希望因著雙方的努力與付出，把握住這短暫的接觸，能幫助

學生略窺那生命方向與知識之門，這就是老師最大的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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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聰副教授(Wen-TsongHsiehPh.D.)，畢業於本校藥學系，由於秉持

對中醫藥的熱愛，就讀於本校中國醫藥研究所碩士班，當時海內外無中

醫藥相關博士班，畢業後隨即入伍，退伍後即任教於本校醫學系藥理學

科，當本校成立中國醫藥博士班之初，隨即考進就讀，畢業後為本校藥

學博士。 

    謝老師表現積極，曾榮獲王民寧基金會學術獎、2005年榮獲本校

績優導師，2006榮獲第五屆「許鴻源教授中醫藥學術獎」、2007榮獲國際

華夏醫藥糖尿病與心腦腎血管病醫院管理高峰論壇優秀論文獎等，並擔任

2007年第一屆海峽兩岸三地醫學院藥理學教學研討會及2008年第八屆希臘舉辦的國際抗癌會議

的受邀演講者。 

謝老師多年來在教學上積極追求卓越，努力方向大至如下： 

1.精進教學品質：每年對不同學生皆擬訂完整教學計畫，並因材施教，編製英文為主之精美

教材，針對需要的學生編製中文輔助教材，以藥理學為例，至少有三套以上教材，供學生使

用，並且課程隨時更新，教材力求精美。積極改善教學內容，鼓勵學生以國考教科書為主學

習及主動學習。教學融入案例學習(Casestudy)及問題導向教學(PBL)使學生學習，更活潑、

多樣化及有效率，並申請教育部跨領域大專生培育計畫，鼓勵大學部學生進研究室，鼓勵

學生多元學習。平時非常注重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靈活運用10分鐘學習評估、隨堂學習評

估及自我評估，並給予適度鼓勵，學生皆非常願意接受評估，教學成果頗獲學生好評。 

2.改善教學設施：鑒於動物保護及精進藥理學實驗課程，致力於藥理學實驗設施改善，積極

申請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開發購置”模擬藥理學實驗教學軟體”，並積極申請教學卓越計

畫，改善藥理學實驗教學硬體設施，達數位化及整合化目標。 

3.出版教學書籍：積極申請教學卓越計畫，整合藥理學科全體教師資源，合力編製”圖解藥

理學實驗”一書，供本校及全國醫學相關學生使用，並竭力開發其它教學資源。由於長期從

事中藥成分藥理研究及教學，謝老師也致力於中藥教學教材開發，於是編寫圖文並茂的”輕

鬆認識中藥”及主編”常用中藥炮製實務”等書，供本校師生使用，並對外發行。 

4.開發教學資源：由於學習不應受限於時間或空間，謝老師除善用學校”數位學習平台”教學

資源外，自己常年維護個人”藥理學教學網站”外並開發建構”中藥知識學習網”於本校首

頁-電子刊物中，供師生學習運用。 

5.鄰近社區教學：鑒於回饋社會及提升市民身體健康，特地配合本校教學卓越-鄰近社區關懷

計畫，義務主持社區健康講座，每月聘請本校相關教師及附設醫院或社區醫院醫師，主講醫

藥學知識，提供社區居民健康知識學習教育機會。 

  教學是教師的天職，教學必需追求卓越。能讓學生自主快樂學習並有收穫，就是老師在教

學上最大的成就。謝老師和大多數的老師一樣，戰戰競競的在自己崗位上努力，讓我們攜手並進

共創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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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豪教授(Chon•HawTsai,MD,PhD)畢業於中國醫藥大

學醫學系，長庚醫學院臨床醫學研究所博士，澳洲

RoyalAdelaideHospital神經內科動作障礙研究員。曾任林

口長庚神經內科主治醫師及長庚醫學院副教授。自2000

年返回母校及附設醫院任職，即戮力於將基礎及臨床醫

學知能結合，並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學習，期間深受學

生喜愛肯定，並連續獲選91、93、94、97年度優良主治

醫師。據此，校方委其擔任醫學研究所所長，此擘畫高階醫學研究人才培育

教學策略，得以厚植研究人才基礎。除此外，亦擔任附設醫院醫學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教學部首任部主任﹔統籌規劃醫院各級醫師、實習醫學生教學

方針，其成效獲得醫策會高度關注。蔡老師以豐富的實務教學經驗為基石，

進而逐步轉化訂定為醫院整體教學策略，而獲致成效者，當屬不易﹔亦可為校內

教師之模範。在研究方面，多年來蔡老師以他所擅長的電生理學帶領團隊專門

研究運動障礙疾病和巴金森氏病，幾年下來對很多病患均有實質上的幫助，

其 成 果 亦 發 表 於 著 名 的 國 際 期 刊 如

Neurology,MovementDisorders,ExperimentalNeurology,ClinicalNeurophysiology,B

rain…等。在漫長的醫學訓練過程中有六位老師(洪瑞松教授，施茂雄教授，

朱迺欣教授，陸清松教授，陳君侃教授，PhilipDThompson教授)對他有十分

關鍵而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診斷疾病及對待病人及研究態度方面。這樣的

傳承深深烙印在蔡老師的心中也影響了他對學生與住院醫師教育的重視。在

醫學生的教育上他特別注意學生與住院醫師的學習態度、思考的邏輯與理學

檢查的技巧。跟他的Intern在結束訓練前一定要會做基本的神經學檢查。他常

告訴學生要謙卑不要驕傲、但要有自信。此外他也鼓勵學生要積極努力樂觀

認真，盡心盡力忠於所託，有十足的熱忱去完成每件所做的事。像箴言十六

章三節所說的﹕「你所作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立。」。誠實是

蔡老師對學生的要求，有時候這樣會吃一點虧，但只要對得起良心，不要太

在意他人的評斷。因為聰明的人很多，但是若人的聰明沒有本著誠實和憐憫

恩慈的出發點，有時為了達到目的不擇手段，那是很危險的。此外他也常跟學

生強調這不是個單打獨鬥的世代，團隊合作很重要，不要被自己的想法限

制，好好認真地做，有機會可以出國開會或進修拓展領域，不要預設自己所

能做，畢竟你手裡所要做的事沒有人可以預測!這些年來蔡老師要感謝林院

長、李正淳主秘、許總執行長、黃校長、陳副校長、沈院長、李英雄教授、

林哲男教授、鄭院長、黃秋錦教授的器重及多年來一起在醫學教育上打拼的

夥伴林嘉德醫師、明志、吳錫金主任、徐武輝主任、黃偉師醫師及蘇百弘主任

的協助，更要感謝蔡董事長的支持，得以在臨床、教學以及研究上有發揮的空

間，但願這些能對學生、病患和家屬帶來祝福!教育是生根與建造的工作能

看到學生的成就是老師最大的鼓勵與安慰。 

8



『『『『96969696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度度度院院院院級級級級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優優優優良良良良教教教教師當師當師當師當選選選選人人人人』』』』    
 

    詹淑秦老師（Hsu-Chin Chan Ph.D.），畢業

於中國醫藥學院藥學系，中國醫藥學院藥物化

學研究所碩士，中國醫藥學院藥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曾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組長

兩年。1989年 11月至本校醫學系生化學科歷經

助教、講師，2004年 2月榮升部定副教授，於 2006年 8月 1日接任

本校醫學系生化學科主任一職，亦擔任校務會議委員、醫學系系務委

員、醫學系課程委員及醫學系導師，協助科務及系務之推行。 

    詹老師在教學上採取深入淺出的方式，教學前必擬訂教學計畫，

依據各系學生屬性及需求，訂定核心課程內容，選擇適當的教科書。

適時提供學生課前及課後作業與輔導，所有教材內容皆置於數位學習

平台，讓學生可以隨時參考。設置補救教學班協助學生對課程內容之

學習，獲得學生良好之回饋。積極參與學校 PBL課程訓練，擔任 PBL

引導教師及 PBL 教案寫作，於教案討論時適切引導學生，提升學生

自我學習、表達與溝通能力、團隊合作之默契。詹老師也鼓勵學生參

與研究，培養學生研究能力。詹老師相當關心學生，透過與學生個別

座談與聚餐，了解學生的一些想法及生涯規劃，給予適度的建議，在

平日教學中能觀察到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也會從旁輔導，並適時給

予鼓勵與支持。 

    詹老師具高度教學熱誠，並熱心於服務，獲院級教學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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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敏 弘 副 教 授  (Min-Hung Wang MD., 

Ph.D.) ，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中

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士，中國醫藥大學中

國醫學研究所博士。1992年起於本校任教迄今。 

    王副教授於教學上積極培養啟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教學採用

問答式上課方式，全方位回答學生各式各樣的疑問，藉此引導學生廣

泛閱讀，並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 

中醫為一門古老且實用的醫學，「離開臨床沒有醫學離開臨床沒有醫學離開臨床沒有醫學離開臨床沒有醫學；；；；離開療效離開療效離開療效離開療效

沒有臨床沒有臨床沒有臨床沒有臨床！！！！」因此，教導學生將在課本上所學的醫學理論轉化為臨床

看診時的技巧是十分重要的。王副教授臨床經驗豐富，更經常於課堂

上隨機示範治療學生的病痛，增加學生們學習中醫的信心並且學習臨

診的技巧。 

優良醫師的培育除了醫術之外，醫德的培育亦不容忽視，王副教

授經常帶隊參加社區義診，除服務社會外更希望能在醫學生們的心中

灑下回饋社會的種子。更期盼如此用心於醫學教育能為社會培育出優

秀具仁心仁術之醫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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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昭麟副教授對教學充滿熱忱，在課程上充分準

備教材，授課認真而有系統，使學生易懂，樂與互動。

課程內容，適時運用網路資源，提供最新的科學資

料，使課程跟的上科技脈動，讓課程內容活潑化，進

而收到教學效果。信守教育是一輩子良心事業的信

念，堅持教育理念與熱忱的特質，對學生的教導秉持

愛心、細心及耐心，並全心付出有教無類。 

為使課程更務實化，善用現有的校內資源達到相

輔相成的效果，例如授課的藥用植物學，在正規的課堂授課外，配合學

校的藥園及一個月一次的野外採集、標本製作，同時結合學校的卓越計

畫之 S1-1 中藥知識推廣訓練及 P1-5G 中藥藥材學及藥用植物學課程專

業教材，輔導學生至科學博物館藥園當解說志工，達到教學相長的目

的，並與學生合作出版教材，95 學年度出版藥園導覽手冊，96 學年度

出版輕鬆認識中藥，今年度將出版科學博物館的藥園解說手冊，讓學生

樂於學習，享受學習，分享學習。 

為使學生瞭解所學課程與畢業後就業相關的環境，利用課餘時間帶

學生至中茉藥相關單位參訪，例如新社種苗場、勝昌藥廠、順天藥廠、

杏輝藥廠、杏豪中藥材貿易公司及金保安中藥材貿易公司等，使學生所

學能有所啟發、引導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興趣，進而進行討論，並適時給

予回饋，讓學生的學習、吸收更加擴大及延伸，進而達成教學的目的。

配合學校國際化的政策於 96.12.2~4 帶本系學生至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參加第十四屆國際東洋醫學大會，提昇學生的國際觀。

97.4.4~8 帶領本校學生至日本藥科大學漢方藥學科師生交流訪問，面對

面的與日本學生交流，對學生的國際視野的提昇助益甚大。 

教學、行政、研究及服務，如何在當中拿捏的好，是一位好老師要

用心調配的，也是要時時要求自己的。秉持教育是一輩子良心事業的信

念，堅持教育理念與熱忱是老師必須備有的特質，對學生的教導秉持愛

心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奉獻的精神，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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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金濱副教授(Jin-Bin Wu, Ph.D.)，於民國 65 

年畢業於本校藥學系，67 年畢業於本校中國藥學研 

究所，取得碩士資格後，任職國立清華大學厡子科 
學研究所。民國 69 年赴日本國立東京大學進修，於

74 年 4 月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於東京 TOBISHI 製 

藥工業株式會社，77 年以客座副教授返校服務於藥

物化學研究所迄今。 吳副教授專精於天然物有效成分研究，早期以

任職日本公司經驗進行新藥開發之研究，以後由於國內健康食品的

發展，近年來致力教 導學生開發天然物有用成分應用在預防醫學上

的研究。90年起參與國 家型農業生技計畫產學合作，開發「台灣金

線連」的新科技應用。推 動「台灣金線連」的健康食品產業化，成

果獲得國科會95年度「技術 移轉個案獎第一名，並先後技轉研究成

果給中部科學園區廠商和濟生 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在校內吳副教授協助學校和日本藥科大學建立姐妹校關係，獲

得 日本藥科大學捐款一億日圓，使本校得以成立「都築傳統藥物研

究中 心」，現在每年日方還有繼續捐贈研究經費。本人也每年應邀

赴日本 藥科大學授課。並且利用與日本大學藥學部共同研究的方

案，申請日 本交流協會獎學金，讓三名實驗室碩，博士生留學日

本。平時教導學 生教學研究外，帶領學生實際參與對廠商的技術轉

移，並且指導學生 學以致用進行技術產業化，讓天然物的生物科技

得以傳承，現在在學 學生白手創業的生技公司產品已經拓展到十

餘國家。並以先進技術申 請經濟部工業局補助，除了用於購買學校

的技術轉移費用以外，也提 供經費委託學校進行研究，實際回饋實

驗室和學校。因此吳副教授不 愧是一位從教學，解惑到傳承的教

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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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克平教授於 1997 年獲得美國紐約大學理工學院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YU)博士，1996年曾於愛荷華州

立大學進行論文研究工作。1997年本校職業安全與衛生學

系成立後，趙老師受聘擔任助理教授一職，2006年榮升部

定教授，並於 2008年 8月接任職安系主任及環安室主任。

趙老師之教學涵蓋環境衛生及環境管理相關課程，研究領

域主要是探討物質在工程及自然系統之傳輸現象。 

教學首先要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趙老師所教授之課程均依其性質而

擬訂教學計畫，著重學生之吸收能力，避免因授課內容過度艱深，而影響

學生之學習動機。趙老師依據學生對國考、研究所考試及就業實務之需求，

各課程均編製詳細講義，並參與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課程講義之撰寫。

針對職安系所教授之環境化學、環境工程概論等著重計算設計的課程，趙

老師帶領學生講解演算例題，學生反應良好且大幅提升學習成效。96 學年

度因必修課程學分調整，趙老師將職安系與公衛學院課程進行規劃整合，

向教育部分別申請設置「環境管理跨領域學分學程」及「災害防救科技專

業學分學程」，此乃國內醫學大學之先例。透過學程可整合跨校及校內之教

學資源，協助學生修課規劃並增加學習誘因，開拓學生在科技產業之就業

機會及競爭力。 

學生在學習過程需要鼓勵並建立信心，趙老師充分將研究成果融入課

程內容，與學生分享實驗經驗及論文發表成果，有助於提升學生研究能力

及自信。趙老師每年均指導大學部學生參與國科會及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熱心輔導學生於研究所繼續升學，畢業生考取國立大學研究所之成績優

異。趙老師所指導之碩士研究生，其論文兼具理論與實務之應用，研究成

果不僅發表於國際期刊，畢業後亦大多服務於高科技產業；目前所指導之

碩士班研究生，於畢業前已考取工業安全技師(每年通過者約 10名)。 

近幾年有感於學生之質量變化，趙老師特別注重同學之上課秩序，戮

力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及讀書風氣；此外，趙老師依據學生學習態度及能

力，訂定個別評量標準，希望學生不因學習障礙而放棄課業。趙老師重視

與學生之互動，不斷瞭解並回應學生的意見，期許藉由教學相長而喚回學

生對學習的熱情；而同學亦能因身為中國醫藥大學的學生，而感到自信與

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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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亮老師衷心感謝中國醫藥大學的栽

培，讓我從 82 年中國醫技系畢業後，就在這

一片心愛的校園中成長，期間在職進修陽明大

學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而後中興大學

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從助教、講師、ㄧ

直到現任副教授，所以也努力回饋服務母校，

自教師會成立以來一直是醫技系的聯絡人，現

在是監事，協助理事長推動服務教職員等相關

事宜與活動，並且也是台中市教師會監事及醫

技系系友會理事，熱心公益不遺餘力。 

   在年輕的奮鬥歲月中，老師對我有深遠的影響，而醫院的服務經

歷也讓我對醫療服務及生命與人生有了更深的體認，期待自己成為對

學生在醫療照護及醫學教育上有正面影響力的老師，更成為學生心目

中有位置、亦師亦友的好老師；所以更督促自己要努力學習，每一次

上課都非常認真準備，希望求新求效果，堅持教育理念為學生第一、

教學優先，培養學生將心比心的同理心，終身學習的態度及將此當作

百年樹人的工作，在教育能力上，以專業教學在醫檢與生技充實認知

與技能、負責關懷以學生為中心、以情境為主軸、邁向全人發展的目

標，特別情繫北港，在真正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用心經營「醫

技導論」與「醫檢與人生」課程，期許自己成為北港大一學生的楷模

及其進入專業領域的啟蒙老師。 

    對於教授之各個科目的課程皆擬定完整教學計畫，教學前依不同

屬性課程其教學目標、學前評估、瞭解學生、編寫教材、擬訂計畫、

編組學生、教學進度、教學方法、教學媒體、適當教具、佈置教室、

引導預習、於課前討論加以訂定；教學中引起動機、提出目標、展現

教材、引導學習、使用媒體、師生互動、營造氣氛、並即時回饋；教

學後依教學評量修正計劃、作業指導、輔導教學、補救措施、成績處

理、連繫導師、連絡家長等。為了提升教學即參與教師培育暨發展中

心(CFD)舉辦之教學研討會（取得「中區中階生命倫理學種子教師」

之證書）、自我省思吸取經驗、改善教學品質、教學檔案、授課組織、

增進教學技巧，使課堂討論更有效率、學習和學生的溝通技巧、有效

教學、為提高上課出席率即利用隨堂測驗、馬上回饋、學生評分表、

分組進行活動與討論；並善用教學回饋、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維持良

好教學品質。本人亦致力於創新教學、教材更新、教學多樣化如專題

討論、錄影帶教學、PBL教學、實地參訪等，一切都是為了更好的教

學，但願以熱情、愛心、專業，陪伴學生盡情揮灑年輕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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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新玲教授 (Hsing-Ling Yang, Ph.D.)，學士畢

業於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畢業於台灣

大學農學院生化所營養組，並進一步博士畢業於台

灣大學醫學院生化所，曾至中研院生醫所訓練及長

庚大學醫技系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楊博士於 1995

年至本校營養學系服務，陸續擔任營養學系主任、

營養學系研究所所長及健康推廣中心主任。 

楊教授任職於本校十四年，教學認真及用心，上課教材隨時更新，

留意最新相關資訊，並且將新資訊加入教材，落實教、考、用三者充分

配合。培育優質營養相關之專業人才，上課方式以快樂學習及開發創意

為主軸，並同時強調保健食品與生物科技之營養研究並重。建立學生正

確價值觀、培養自信心、肯定自己及尊重別人的信念。革新教材內容，

參與編撰專書膳食療養學實驗(2005/8)和營養學 (2008/2)等有價值之教

材，並編撰健康食品-甘蔗原素 (2004年)之書籍。 

楊教授長時間待在研究室，讓同學有任何私人、課業及研究問題時

能隨時找到老師。自1996年起指導學生撰寫計畫，至今已通過12件大專

生參與國科會計畫，指導的同學除了營養學系以外，還有醫學系及中醫

學系的學生。輔導大學部專題生之讀書計畫、研究成果與報告，並多人

考取研究所。指導學生研究發表多篇國際期刊之論文。每年帶領同學參

加校內、外營養相關學會及研討會，並協助學生參加口頭或壁報競賽，

讓學生真正體驗營養相關研究的新知及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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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世恆副教授(Shih-Heng Sun, EdD)畢業於中

山醫學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組學士(1990)之

後，1992年就到本校物理治療學系(前復健醫學系)

擔任助教，1994 年獲本校補助至美國紐約大學進

修，1996 年獲得碩士學位後返校任教升等為講

師，2000年至 2006年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帶職進修獲得博士學位，並於 2006 年升等

為副教授持續任教至今。 

在教學表現方面，孫世恆副教授負責「小兒物理治療」相關專業

課程之授課。在課程規劃上，依照美國及台灣對於小兒物理治療專業

要求，設計相關必修及選修課程，以培養同學在此一領域的專業能

力。在授課內容方面，依照實證醫學原則，廣泛運用個人研究成果及

相關期刊資料編寫講義。在授課方式方面，態度認真，幽默風趣，運

用空格講義及抽籤問答方式，加強學生注意力，配合課程需要，拍攝

製作各類型兒童評估及治療的教學錄影帶，加強同學學習效果。在學

習引導方面，運用分組報告或是研究仿做，訓練學生搜尋分析資料，

思考與批判之能力。在課業要求方面，要求嚴格，以多元方式評估學

生學習成效，除傳統紙筆測驗之外，創新考試方法，運用幼兒動作評

估錄影帶考核學生評估與觀察能力，實作考試立即給予回饋，讓學生

由做中學習。在引導學生研究學習方面，孫世恆老師主持「兒童發展

研究學習群」，帶領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參與各項研究計劃，每年都

有學生提出「大專生國科會計劃」，今年六月也將帶領復健科學研究

所碩士班研究生至美國巴爾的摩發表研究成果，經由這些活動，學生

在畢業後進修的比例也逐年增加。 

    在教學行政方面，擔任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主委，規劃全系

課程架構調整及課程改革事項，透過收集師生對於課程意見調查及定

期課程檢討會議，建立課程評鑑機制，孫世恆老師也設計了本系生涯

進路圖及課程地圖，以幫助學生修課及生涯規劃。在專業服務方面，

除了擔任「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學會」及「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協會」的理事，並擔任中部多個縣市的「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推動委員會」委員以及「特教諮詢委員會」委員，在學術服務方面，

擔任專業期刊「物理治療」及「中華心理衛生學刊」審查委員。 

孫世恆老師深信透過良好的課程規劃與教材準備，學生可以有

最大的收穫。在教學過程中，幽默有趣的教學方式，可以引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持續調整教學策略，運用多元方法引導學生自主學習，透

過各種評量方式，暸解學生學習的困難，給予適當的輔導，才能達到

最大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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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 
 

 

醫 學 院 陳三餘 教授 

醫 學 院 楊婷婷 助理教授 

醫 學 院 周明加 副教授 

醫 學 院 王惠暢 講師 

醫 學 院 李昭宏 副教授 

醫 學 院 周德陽 教授 

中醫學院 李德茂 副教授 

中醫學院 陳慧毅 教授 

中醫學院 謝慶良 教授 

藥 學 院 李鳳琴 教授 

藥 學 院 蔡尚元 副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 李郁芬 助理教授 

公共衛生學院 王文忻 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曾雅玲 副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黃立琪 助理教授 

健康照護學院 劉國慶 講師 

生命科學院 徐媛曼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洪武雄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黃雯雯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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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系教授陳三餘，1951年生，台北市人。台

北醫學院牙醫系畢業，於 1988 年取得日本國

立東京醫科齒學科大學齒學博士學位之後即

到本校牙醫系服務。主授牙科材料學及局部補

綴學，課餘時間則專心致力於牙科材料之研究

エ作。20年來歷任牙醫系主任、分部主任等行政職務。曾於 1991及

1998年獲選台中市優良牙醫師。1999及 2006年獲選台中市特殊優良

教師，2003 年榮獲中台灣醫學科雜誌年度優良論文獎。2005 年獲選

中國醫藥大學教學優良教師。2001及 2005獲選中國醫藥大學績優導

師。2001至 2003年擔任 Dental Materials journal(日本)編輯委員，2005

至 2008年擔任 Chinese Dental Journal(台灣) 編輯顧問，2006至 2008

擔任 Journal of applied oral science(拉丁美洲) 論文審查委員。因深感

提升英文能力之重要性，曾邀請學生一起參加學校推廣教育中心舉辨

的英語會話課程，並為參加的學生代付學費。目前也每月提供五仟元

當作學生的獎學金以鼓勵同學用功讀書。個人的信念為：身為人師言

行當為學生之表率，守規矩、重誠信乃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除了教學

生專業的知識以外為人處事的方法更是重要，尤其所要培養的是為病

人服務的牙醫師，將來做個良醫此名醫更有意義。因己多次承蒙同仁

好意獲得多次殊榮，故自動放棄院校級的選舉，將機會讓與其他更優

良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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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進所辦借電話，為了回覆學生簡訊詢問星期

一可以不可以和他們一起聚餐。打完電話正準備轉身
離開時，被所秘書叫住：「楊老師，所長想麻煩您代
表我們所，參加優良教學教師的選拔，不知道可不可
以？」「我？」我驚訝的反問。 

我畢業於日本長崎大學醫學研究所。boss希望我
能留下來做Postdoc，派我到厚生省國立公眾衛生院
做研究員。國立公眾衛生院建築物的外形和國立東京

大學很像，是一棟有百年以上歷史的美麗建築。其內部裝飾也看得到
歷史痕跡，尤其是電梯古老到無法及時反應現在行進樓層，令人印象
深刻。據三井工程師言:「這種電梯雖然裝置簡陋，但其實比有著花
俏裝飾的現代電梯，其安全性考慮更周詳、安檢程序上也更要求。」
另外實驗室的生活也讓人懷念。秘書每天下午在10坪大的會議室內準
備下午茶，研究員吃著點心、喝啤酒或茶，天南地北閒聊。許多問題
的解決常常就在就在「吃」的愉悅氣氛中迎刃而解。我在東京的日子
裡，見識到了日本第一大都市的繁華及緊湊，但也感受到他們對於傳
統的保護與珍惜。每天就在現代科技與古老傳統衝突中激盪，藉著
「吃」的雰囲搭起歷史的電梯一步步進行。 
歸國後，在中國醫藥大學執教。在國立公眾衛生院做研究員的那

一段生活經驗，意外地給了我和學生的相處互動上有很大啟示。我希
望能教育出誠懇、不虛浮、努力學習、有責任的心，可以適度地為他
人著想、溫柔的處事。因此我經常泡一壺茶等學生在我辦公室個別座
談，從多聽他們講開始，給他們充分的時間與尊重，然後引導他們在
生活上、課業上能夠誠懇、精進。同時也抽時間找一群學生吃飯，關
心他們外宿生活、增進師生感情。而當有一次我在跟學生談論起專有
名詞大部分都是以最精簡的來下定義時，腦海裡突然出現了國立公眾
衛生院那部「簡陋的電梯」。原來任何學問應該都有最基本知識的傳
授，不能因為社會不斷地變遷或是科學研究快速地發展，因應知識暴
漲，課教不完就捨本逐末。就像國立公眾衛生院那部電梯雖然簡陋，
卻嚴格把守最基本的搭梯者安全。 
在過去的八年中，教學從生澀到熟練，我一直都在學習。我很驚

訝會被推薦參加這次優良教學教師的選拔。也許任何貴重的儀器也要
有小螺絲釘這個角色去彰顯他的偉大。而我可以成為優良教學教師應
該會給許多年輕的教師一種他們一定也可以的激勵吧。我要謝謝的是
我教過的學生們，因為和他們的互動，常讓我有機會去思考該用什麼
方式去增進授課技巧，改善教學品質；強迫自我吸收多元化新知並學
習有效的教學方法，來成就每一天都有進步的我。因此如果我是優良
教學教師的話，他們才是真正讓我成長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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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加老師(Ming-Jia Jou, Ph.D.)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

院解剖學研究所博士，1993年擔任本校醫學系解剖學科副

教授，時負責醫學系、中醫學系，及牙醫學系大體解剖學

課程（正課與實習）的講授，以及醫學系及中醫學系胚胎

學的講授。於1996年8月至2002年7月，兼任教務處課務組

組長一職。2002年8月至2006年7月，轉任教務處註冊組組

長。 

    教學（尤其是大體解剖學實習課）是他所熱愛的工作，

秉持著教育理念與信心，兢兢業業準備每一課程。當每堂實習課結束後，看見

學生多時的埋頭苦幹有了收穫，就有種成就感湧上心頭。經過多年的教學，學

生們暱稱他為「周大刀」，原因很多，其中之一為「實習課時動刀技術一流」。

茲節錄課程結束後，學生寫給老師們謝卡內有關周老師的謝語： 

 

1. 老師是實習課笑容最燦爛的一位，……，因為我相信那是一種教學的成就

感與充滿自信的肯定。 

2. 感謝您一學期的教導，您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及可愛的舞蹈，總是使實習

課上地十分快樂。 

3. 大三一開始常耳聞老師的「大刀」事蹟，但是時間一久，發現老師其實是

非常平易近人，實習課常散發一股「不可一世」的尊爵氣質，真是讓人又

畏又愛呀﹗老師腦中似乎有一幅「人體地圖」，每條神經、血管，每塊肌

肉走向都能流暢的說出，簡直……。 

4. 謝謝老師這學期的教導，能被老師教到真的很幸運，每次上課（尤其是實

習課！）看到老師親切的笑容，雖然心中會毛毛的想：大刀該不會在想跑

考的題目吧！？但是老師都親切的講解，這時就會有一種：天啊，真是神

乎其技的感覺！！ 

5. 每次請到老師過來「光顧」我們這組時，總是不得不抱著既期待又害怕的

一顆心。期待的是老師精闢詳盡的指導、教學；害怕的是答不出或答錯老

師隨機的問題，這時老師眉頭一皺：「小ㄗ

ㄟˇ……」，我就很……。 

6. 我對於老師所上的brachial plexus印象非常深刻，……很少有老師會用板書

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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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暢醫師(HWEI-CHUNG WANG,M.D)

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因成績優

異，留任陽明大學醫學院臨床助教，並兼任台

北榮民總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經過五年完整

的臨床教學及外科技術養成教育訓練後，於

1989年升任教育部定講師及台北榮民總醫院外

科部一般外科主治醫師。1995年赴美加州舊金

山分校附屬醫院接受一年臨床研究員進修，

1999年離開陽明大學及台北榮總，加入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至今。 

    臨床醫學教育的傳授有別於一般教育方式，因醫學院畢業生絕大

多數就業內涵與其校內所受教育緊密相關，再者，未來所服務的對象

都是帶有生理或心理病痛狀態的病人或家屬。所以，醫學教育的傳授

雖然不能免俗地有大課堂口授知識的傳達，但任何期許醫學畢業生能

有悲天憫人的胸懷又具有全人醫療的宏觀能力的醫學教育，就絕不是

課堂內口授知識所能涵蓋的。醫學大學應在醫學生未進入醫學專業知

識的頭兩年，廣開人文關懷課程，涵蓋人道精神，弱勢關懷，社區融

入及人本主義等內容，並要求實質個案的參與（如寒暑假輔導弱勢家

庭學生)，當作成效評估，而非考試成績。至於進入實質臨床醫學教

育部份(也就是醫學生已在醫院開始見實習的五、六、七年級)，具有

醫學傳承使命感的臨床教師，就絕不該只注重醫學專業知識的傳達而

已，更該引導醫學見實習準醫師了解醫病關係的和諧起始於對病患人

格上的尊重及罹病後心理生理不適所誘發情緒表現的同理心體認。當

然，成功的醫學傳承就因此植基於臨床教師的身教，這身教涵蓋範圍

包括追求專業知識的執著、善解人意的人際互動、人文素養的深植，

診斷治療技術的落實及自我反省態度的表現。 

    現代教育評估的另一項迷思是教育者為了討好被教育者的較佳

評分，有時會喪失對教育水平的堅持，這是現代教師必須隨時提醒自

己的陷阱。真心善意盡全力教導但卻要求嚴格的老師雖然不見得隨時

有掌聲相隨，但那份真誠會在時間粹鍊中漸漸發光發熱，為師者固然

希望有獎項名銜加持，但三不五時接到過往教導啟發學生的來信，提

及漸漸了解當年所言何事，如何影響自己一生的待人處事及思考方

式，那才是為人師者最深層的撫慰，謹以此與全校所有可敬的老師共

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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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宏副教授於 1979 年畢業於本校醫學系

(M15)；於 1980 年起至本院外科部服務至今已滿

29 個年頭。1989 年設立臨床營養科，推廣 Total 

Parental Nutrition 

(TPN)的臨床應用，嘉惠無數病患；1990年起擔任肝膽外科主任一職

迄今；1991年曾兼任北港附設醫院副院長。 

在職期間，於 1983年赴日本 St Marianna Medical University 研習

肝膽疾病及膽道鏡在肝內結石的臨床運用；1985 年 9 月赴 UCLA 

Medical School交換學者 10個月進修消化道與肝膽疾病的研究；2000

年 5月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研究荷爾蒙、腫瘤標記與乳

癌的關係。 

同時在任職本院期間，與鍾景光教授及醫院同仁們共同努力，發

表過約 27篇文獻；在學術的領域中，多謝各位師表的指導與栽培。 

由年輕到中年，在本校服務已 29 年頭，由無至有，一切點滴在

心頭，教育與醫療卻是良心事業，希望透過良心的教育，學習態度，

使我們的下一代更茁壯更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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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陽教授畢業於陽明醫學院，曾任舊金山加州

大學小兒神經外科研究員。自民國 85年至本院服務，

擔任本院神經外科主任，並在學校授課任職講師，期

間至台中健康管理學院進行以及臨床創新技術發

展、研究。2007年榮升教育部部定教授，目前為本校

免疫研究所主聘教授及臨床醫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周教授在醫學界不論是臨床或學術上都有優越表現。在臨床上積極

研發微創手術，包括腦部(腦內視鏡手術，並發明「顱內出血清洗器」榮

獲專利設計登記在案)及脊椎(土撥鼠手術)。除了可以縮小手術傷口、縮

短手術時間、減少併發症外，更保存了患者神經功能及修復的機會；並

將結果整理分析發表於國外期刊(SCI)，並數次於國際醫學會議進行口頭

論文報告，與國際神經外科專家交流，其發表的文章也被多次引用。神

經外科界公認最棘手惡性腦瘤(GBM)的治療也在楊文光教授的合作之

下，發展免疫治療，使得此惡性腦瘤治療的二年存活率可提高至 78%，

此結果也在美國神經外科年會報告過。另外本院七大醫學中心之腦中風

中心也在周副院長的領導下，整合各科菁英共同於腦中風的診斷治療及

預防做全方位的醫療：全新發明腦中風指數新應用(MICH score)，讓所

有從事腦中風醫療人員有明確判定及處置方向，同時更榮獲腦中風學會

頒發「卓越成就獎」及「頂尖研究獎」二項殊榮。周教授始終站在醫療

的最前線，努力不懈和創新總是以身作則，給部屬及學生當一個學習的

好榜樣；不愧為商業周刊推蔫的各科好醫生名單的「百大良醫」。 

 

周教授曾說過：他要像他美國的老師一樣要開刀開到不能開為止，

何況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還有責任教導更多的莘莘學子及年輕醫師，

幫助他們找到學習意願目標，期待未來優秀的下一代去救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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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茂副教授(Te-Mao Li MD,Ph.D)，畢業於中國醫藥

大學中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兼具中西醫師及

中華民國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李教授自 1996年起開

始擔任中醫學系副教授至今。並曾任本校針灸研究中心主

任(2003-2008)、針灸研究所所長(2005-2008)，並於 2008年

12月 1日起接任中醫學院中醫基礎學科主任一職。 

李教授多年來致力於醫學教育方面，在大學部教授的

科目是「中醫學史」、「醫學史」及「針灸科學」，而在研究所所教授的科目是「針

灸教學專論」及「針灸文獻學專論」。針對不同的課程，李教授均設計完善的課

程規劃，在學期初將課程進度表上網並且於每堂課授課前發放課前講義給學生預

習。在大學部的「中醫學史」、「醫學史」課程，李教授授課方式結合大堂授課及

分組報告，除了讓同學實際參與資料之蒐集外並訓練同學團隊合作的精神且增加

課程之趣味性以加深上課內容之印象。而在「針灸科學」課程方面，李教授創新

教學，主導設計「臨床技能訓練課程」，使大學部學生除了課堂的學習外，更增

加了實做的經驗，並完成針灸臨床技能訓練課程手冊之編寫及針灸臨床技能教育

影片之錄製，使針灸臨床教學課程有統一之授課內容，避免同學分組操作學習之

差異及方便課後複習。而以往「臨床技能訓練課程」評量方式不易，因此引進「跑

台」考試之方式評量學生，以訓練學生臨床思路速度及實際操作的技巧。為讓學

生及早適應未來針灸國家考試之方式，因此在課程結束前之期末考試，加入「國

家考試模擬試題」內容，以讓學生瞭解國家考試之方向。 

在培育未來師資方面，李教授更在針灸研究所開設「針灸教學專論」課程，

讓針灸研究所具醫師背景碩士班研究生直接指導大學部學生實際操作針、灸、拔

罐等手法，達到培育研究生成為針灸學科師資的初步訓練。而李教授在擔任針灸

研究所所長期間，籌辦針灸研究所碩士班國際針灸學程，並獲教育部核准自 97

學年度設立，除了可以達到協助友邦訓練具針灸診療人力，還可以藉以推動國際

衛生外交，並結合中西醫療，推廣針灸教育推動及國際針灸醫療服務。 

在研究方面，李德茂教授 96 學年度指導兩名碩士班研究生，其中一名學生

研究論文更獲得第五十五屆美國骨科研究學會年度會議接受並赴美發表。研究成

果堪稱優異。在服務方面，李教授在課餘期間，擔任各中醫師公會、學會及本校

推廣教育中心針灸研習班教師，在推廣中醫方面不遺餘力。 

由以上優良事跡可知，李德茂教授無論在「教學」、「研究」或「服務」方面

均具熱忱且富創造力，因此本次獲得中醫學系學生票選為教學優良教師可說是名

至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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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毅教授 (Huey-Yi  Chen  MD,PhD)，

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醫學 士，中國

醫藥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

學院博士。曾任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婦產部

住院醫師、總醫師、及研究醫師。1994 年 7 月升

任主 治醫師迄今。曾於 1993 年至台北馬偕紀念

醫院婦產科進修，於 2004 年至澳洲 雪梨復活者醫院骨盆重建手術

中心進修。陳教授於 1997 年 6 月至本校醫學系 擔任講師一職，

2001 年 8 月至本校中醫學系擔任助理教授一職，2005年1月升任

部定副教授，2008 年 5 月至本校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擔任副教授一

職，2008 年 10 月榮升部定教授。 陳教授於臨床醫學服務與學術上

表現優越，目前擔任中華民國婦女泌尿暨骨盆鬆弛醫學會常務理

事，2005  年獲得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優良醫師殊榮，並

擔任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International Urogynecology Journal 等編審委員。2005 

年至 2009 年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年會暨擴大 學術研討會的受邀

演講者及主持人，2008 年受邀擔任國際婦女泌尿醫學會地區學術

委員，2008 年亞  太婦科內視鏡醫學會學術研討會的受邀演講

者。 

陳教授多年來在教學上不遲到也不早退，上課前講義事先給予

學生預習，上課期間除了講授教科書之內容外，並舉例課程相關的

例子，使學生提高學習興趣，及提問課程相關的知識。指導學生參

與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劃，積極推動轉譯醫學於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的講授課程。教育是一輩子的良心事業，堅持教育理念與信心是老師

必須備有的特質。學生的努力與收穫，就是老師在教學上最大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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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慶良教授 (Ching-Liang Hsieh M.D., Ph.D)，畢業

於中國醫藥大學（前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1978

年），日本國立熊本大學內科學第一講座研究員

（1986,07～1987,12），日本國立九州大學醫學部

腦神經病研究所醫學博士（1991,04～1995,03）。1995年歸國擔任本

校副教授、中醫學系系主任、中國醫學研究所所長。2002榮升長庚大

學教授、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臨床教授。2002年為本校附設醫院中醫副

院長、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教授，2008年為本校針灸研究所代理所長、

針灸研究中心主任。 

謝教授於教育與學術上表現優越，擔任國際東洋醫學會理事爭取

第十四屆國際東洋醫學學術大會在台灣舉辦，擔任大會秘書長及受邀

演講者及主持人。中華針灸醫學會總編輯，也曾擔任附設醫院中醫醫

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規劃中醫醫學生、實習醫學生臨床教學，以

及每週固定時間帶領實習醫師及實習醫學生展開西醫住院中醫會診

床邊教學。上課前事先講義給予學生預習，除了講授教科書之內容

外，編寫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教案讓學生進入實際臨床之

情境。教育是百年樹人的良心事業，多給予一份灌溉，更能使其成為

ㄧ棵堅韌挺拔、毅立不搖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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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鳳琴教授(Hong-Zin Lee Ph.D.)，畢業於台 

                  灣中國醫藥 學院藥學系。自 1987年 9月開始在 

                  本校藥學系服務，擔任助教一職。1992年帶職 

                  進修博士學位，於 1998年獲得中國醫藥學院藥 

                  學博士，且在當年進級為部定副教授，2006 年

榮升部定教授。 

    在 20 年的教學生涯中，是本著熱心負責及一直隨著時代脈動提

昇自己的教學內容及品質之態度為教學宗旨及目標，讓學生能在快樂

的心境下輕易的接受所修習的學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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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元副教授 (Shang-Yuan Tsai, Ph.D.)大學畢

業於本校藥學系，服完預官役後即開始其迄今近三

十年的教育生涯。進入本校藥學系服務後，以在職

進修方式取得本校藥化所碩、博士學位；攻讀碩士

時主修藥物合成，而博士學位則主攻藥劑學。本校北港附設醫院創立

初期，在藥學系系主任郭盛助教授帶領下籌劃藥劑部西藥局之設立，

兩年後辭去北港附醫之兼職，專任學校教職迄今。蔡老師堅持教育理

念，教學時提供學生詳盡之課前講義，上課內容兼顧近代研究趨勢及

未來生活上可能面臨之挑戰。在指導實驗課程時，主題內容盡量與日

常生活貼近，以加深學生學習印象及興趣；課前會隨同助教(研究生) 

預習，一再模擬演練，以減少學生學習上的缺失。對學生上課態度要

求甚嚴，考核學生成績力求情、理、法；也常鼓勵學生能拓展視野，

學習多種專長，以便將來在職場上可立於不敗之地。在指導碩士班研

究生及專題生上也有不錯之成果，去年度分別各有一位同學考上交大

博士班及陽明/成大碩士班。大體而言，他在學生心目中是個認真、

熱心、嚴謹且條理分明的好老師；其對上課方式和教學態度的堅持，

亦深得畢業校友之津津樂道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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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郁芬李郁芬李郁芬李郁芬 (Yu-Fen Li, Ph.D. M.P.H.)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助理教授 

畢業於台灣大學農藝系，完成台灣大學農藝所

生統碩士學業後至美國深造，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UCLA)取得流行病學碩士及美國南加州大學

(USC) 生統博士學位，並於 USC 預防醫學所工作數

年，2005年至本校公共衛生學系/環境醫學所執教。 

 

授課科目皆是與生物統計相關之科目並提供統計諮詢。敎授課程之資

訊一律上網，每門課皆有專屬網頁，傳遞課程大綱、方便學生下載每週課

程講義、以及公布重要訊息，希望提供學生最即時也較現代的上課方式。

教學嚴謹負責有耐心，教學評量的正向回應就是最大的鼓勵；但是對於學

生的基本要求絕不讓步，期望能提升學生的競爭力，看到學生的努力與收

穫，就是最大的成就。 

 

當選 96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是很大的榮譽也是很大的負擔，自認無

愧於教學責任，但是教學認真之教師甚多，感謝其他老師的成全與禮讓；

往後教學會更加鞭策自己，雖然自己喜歡統計分析與寫程式，仍須努力思

考如何使學生也一樣覺得生物統計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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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忻教授，畢業於靜宜大學化學系，美國

肯薩斯州立大學分析化學博士。於民國85年8月至

本校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擔副教授一職，92年晉

升部定教授，並於91年8 月至97年7月期間擔任

本校公共衛生學院職 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主任一

職。期間歷經本校於92年改名大學，本系於93年

成立碩士班，參與本校與本系的發展與成長的同

時，個人也獲得寶貴之學習成長的經驗。 

 

王教授全心致力於教學，注重學生學習成效，並以身體力行身

教為 原則，準時上下課，並以此要求學生養成守時的習慣。每學

期初即將授 課大綱及講義上網，讓學生先行下載，以便學生於課

前能預習，上課期 間除了講授教材中之理論內容外，並以課程相

關的實務案例為輔助，藉 由事實的狀況描述，拉近現實與似乎高

深的理論間的距離，加深印象，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學習成效。

配合課程的需要，開設實驗課程，使學生藉由實際操作儀器設備，

能務實了解及學習實作，累積經驗。鼓勵 職安系大學部與碩士班

學生加強英文能力，利用個人自修、收聽廣播或 電視媒體英語教

學節目等管道自我充實，並選擇適當的英文教材，做為 專業課程

指定教材，使學生同時獲得專業知識並增加英文能力，積極成 立

大學部學生研究學習群，鼓勵並輔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 

劃。藉由授課及導師輔導時，提供學生生涯規劃的建議，鼓勵學生

依自 己的興趣，報考各種不同學門研究所，繼續深造；或提供進

入職場相關訊息，供學生參考。對碩士班學生，於論文研究訓練過

程中，同時將職 場需求的專業知識與行事態度，以機會教育潛移

默化方式，建立學生正確處世與行事態度，使其了解職場生態。 

教學是無止盡的過程，需配合時代的進展而調整，老師也需時

時追 求進步，秉持教育熱忱與理念，教導學生成為國家社會棟樑

之材。今後 個人將持續致力於提昇學生的學習態度及成效而努力，

使學生於求取專業知識的同時，也能具備人文素養及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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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雅玲老師（Ya-Ling Tzeng, PhD），畢業於中國

醫藥大學護理學系，並於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護理
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於 1990 年至本校服
務，現為護理系副教授。2005-2006 年間曾至伊利諾
大學-芝加哥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護理學院擔任訪問學者，並接受半年之研究訓
練，以提昇教學及研究能力。 

曾老師對教學及研究工作皆具有高度熱忱，其
所進行之研究及學術性論述多與臨床護理或護理教育習習相關。除了
將所發表的學術性論著編輯成講義外，並將之列為課室討論案例、學
生的補充教材及參考文獻，以落實”情境化教學”以及”融合研究成果
於教學內容”之護理教育理念。此外，並多次擔任考選部題庫試題命
題委員，所發表之論文，亦有數篇成為國考參考用書所引用之參考文
獻。 

    在教學實務方面，除透過多媒體及模型教具等增進學生對授課內
容的理解外，曾老師亦藉臨床案例的講授、分析、討論、分組報告、
角色扮演、技術演練、觀賞影片和課堂問答等多元教學方法，引導學
生學習重要的專業概念並訓練關懷、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解決問
題與自我學習等護理核心能力。同時因重視學生的臨床學習經驗，經
常花費額外的時間進行課後輔導以幫助學生適應複雜的醫療情境，例
如實習前準備，課後技術練習、實習後討論等。除指導學生實習外，
亦常利用 office hour 解答學生課業及實習問題。並針對預警學生提供
個別課後輔導。而進行實習課程時，除引導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
實際應用於個案的照護外，並以身作則參與學生的個案護理，藉此傳
遞護理的意義與照護技巧，讓學生從模仿、重複練習與討論自省中，
體會護理的價值，進而不斷地學習、修正自己的專業知能。此外，為
強化學生照護病患之臨床能力，達到執行正確安全護理技術之學習目
標，護理課程須安排技術示教及分組技術練習。在本系產科護理師資
有限的狀況下，曾老師積極爭取任用教學助理，並用心訓練教學助
理，以提升分組實作效果，增加學生技術操作之正確性與熟練度，落
實教學與實習課程相互銜接之目標。為提高教學品質，曾老師亦針對
課程評值結果，持續檢討及改進教學內容。並參酌社會的發展與醫療
的變革，充實課程內容。如近年來醫療衛生政策強調母乳哺餵，推行
母嬰親善醫院評鑑，即於課室加強此部份之教學；又因我國醫療朝向
社區化、強調社區照護，因此除醫院實習之外，亦增闢社區產後照護
機構單位的實習，以豐富學生的實務經驗。 

    整體而言，曾老師能將其研究成果納入教學，致力於理論與實務
之整合，除採多元方法教學，並編寫教科書、教案與講義，以提昇學
生之學習成效，因而得到護理系師生之肯定，獲頒 96 學年度系教學
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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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立琪(Li-Chi Huang)助理教授，畢業於中山

醫學院護理系，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獲得教育碩

士，以及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教育博士。黃立琪助

理教授自 1992年起就在本校服務，教學態度相當

認真。 

黃老師依照課程內容的不同與需要，並應用各種不同教學方式，

課程除了講述教學、問答提問、影片欣賞與討論、分組討論與口頭或

書面報告呈現，並邀請相關之學界專家或實務資深工作者演講，也使

用模擬情境活動或試題，於課室中或課後練習，以加強學生學習效果

及激發其潛力。並運用多媒體視聽輔助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教

學效率。在實習指導時，根實習目標，配合臨床特色，擬定實習進度

與指引，引導學生循序漸次的學習，鼓勵學生嘗試、尊重學生意見，

依學生個別差異給予指導，對學生不吝給予肯定。教學經驗豐富、充

滿教育熱忱、真誠關懷學生。 

黃老師教學活潑，關心學生，深受師生愛戴。在 95學年和 96學

年連續兩年獲得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系優良教師及健康照護學院優

良教師。專心致力於教學，改善教學環境促進教學效果，於 95 學年

獲得中國醫藥大學 94 學年度系所提升教學品質計畫成果發表第二

名。指導學生論文寫作研究，曾多次代表本校護理學系參加大護聯誼

學術報告。研究團隊所指導學生、獲得 96 學年度大專生國科會研究

計畫。老師本人亦專心學術研討，曾多次參與國際研習及多篇研究論

文，並獲得 97 學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黃老師參與系務熱心、擔任

學系國際學術交流主委、由規劃到執行全程負責，先後完成多項國際

交流事宜，包括制定英文版系簡介和中醫護理介紹、承辦外籍學者參

訪、接辦客座教授講座教學、帶領學生海外專業實習等業務。成果皆

獲好評迴響、促使學系師生參與國際化的交流。黃立琪老師敬業熱

情，於教學及學生輔導表現優秀，獲優良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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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慶老師為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資深

教師，目前在國立中興大學進修博士學位。歷任

助教、本校北港附設媽祖醫院檢驗部組長，曾任

考選部高考命題委員、中山醫學大學二年制檢驗

技術學系命題委員，校內曾獲優良導師及本次(96學年度)系級教學優

良教師。劉老師一向認真教學，不論正課或實驗課均極重視師生的互

動情形，授課時藉由適度的肢體語言之演繹，常獲得學生正面的回

應，亦讓課堂充斥著活潑的氣氛，因此提昇了學子的學習樂趣，此效

應更進而展現在教授的專業科目之國考成績，在擔任導師的 94 學年

度畢業班醫檢師國考及格率創下全國第三名的佳績。除教學外，對於

學生各方面的困惑，劉老師皆盡力輔導，期幫助他們步向人生的光明

坦途。未來將繼續秉持亦師、亦父、亦友的精神致力教學，期能帶給 

學生快樂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從學習中獲得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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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媛曼副教授 (Yuan-Man Hsu Ph.D.)，畢業於

台灣大學獸醫學系，美國康乃爾大學獸醫學院群體

醫學及診斷學研究所博士。曾任美國康乃爾大學分

子生物及遺傳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2002年12月

至本校生物科技學系擔任助理教授一職，2007年榮

升部定副教授。 

徐老師是參與生科系草創時期的教師之一，負責執行新興科系

的各項系務規劃工作，在人力及各項資源相當貧乏的情況下，徐老師

全力協助生科系務發展，從學生課程規劃、生活問題指導到就業謀職

等皆相當用心負責。其中除積極開設提昇學生參與感之課程，而使得

學生養成活潑向學、主動進取的特質外，並積極參與全英文教學的創

新課程，強化了同學之英文溝通能力。 

    在課堂上，只要學生對於課業稍有疑問，徐老師皆不厭煩的細心

指導，絕不含糊帶過。此外，也設計新穎的上課方式，讓教學內容變

得生動活潑又新鮮有趣，顯著提升了學生學習效率。在課外的時間，

不論同學有學業上、感情上或是生活上的問題，徐老師一定耐心傾聽

並適時分享自身經驗，提供寶貴的建議，能讓同學有新的思考角度，

因此心開意解。 

    在行政服務上，徐老師擔任過本校育成中心組長，實驗動物管理

小組委員，生物多樣性中心組長等，而現為研發處學術研究組組長，

其具有產業及學術界技術合作及互動的實務經驗，在行政資歷已相當

豐富且績效優異。 

    徐老師不管在教學、研究甚至行政服務上，皆有優異的表現，其

對教育的投入、研究的認真以及行政負責的態度，值得予以推薦為本

校優良教師。 

33



『『『『96 96 96 96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系系系系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級教學優良教師得獎人』    

    洪武雄副教授（Wu-Hsiung Hung）畢業於東

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自民國八十年任職於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先後擔任公衛系、中醫系、

營養系一年級導師，曾獲三次優良導師獎勵，期

間亦曾兼任北港分部課務分組、教務分組組長七

年。 

主要授課科目為歷史思維相關領域，並積極開發醫學人文相關

課程。90年 8月至 94年 7月，主持教育部第一梯次「提昇大學基礎

教育計畫」：「西方醫學史、生理醫學研究史、臺灣歷史與本土醫療發

展之課程規畫以及課程數位化整合與電子教學資源共享」（H045）分

項計畫二。在此計畫下，陸續開設「台灣醫療史」、「台灣醫學教育發

展史」等相關課程，並於課程檢討後，發表相關研究論文，供通識課

程教師參考。95、96 學年度，參加「教學卓越計畫之教學技巧改善

推動計畫」（管制代號：CMU-95-P2-3、CMU-96-P2-2），學習將 Big 6 

Model、資訊素養、實作評量等教育方法與理論融入教學中。97學年

度，擔任教學卓越計畫 CMU-97-P1-5【優良教材教案獎勵】：「台灣中

部醫界人物誌」，執行老師。 

多年來教學成效，頗受師長與同學肯定，92 學年度獲醫學系學

生票選為通識教育課程優良教師（金蘋果獎）。95學年度經通識教育

中心教師票選，由學校推薦參加「教育部 96 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師

獎」之遴選。96學年度獲選為系（中心）級教學優良教師。 

通識課程教學尤需熱忱與技巧，熱忱不減、技巧寸進，是十八

年來的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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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雯雯老師 (Wen-Wen Huang Ph.D.)，畢業於中國

醫藥大學藥學系，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研究所碩

士及博士。曾任中國醫藥大學通識中心講師、助理

教授，現任生物科技系助理教授。 

黃老師教學態度認真負責，多年來上課從不遲到早

退，和學生之間互動良好，多次參與 PBL教學，

並為 PBL小組委員之ㄧ且編寫 PBL教案；研究態

度積極用心。並於 95、96學年度主動參與「教學卓越計畫」【教學技

巧改善】進行資訊素養融入通識教學行動計畫，成果豐碩，97年經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票選，由學校推薦參加「教育部 97年度全國傑出

通識教師獎」之遴選。 

黃老師主要擔任醫學系、中醫系、藥學系、生物科技系等科系之普通

生物學及普通生物學實驗，另負責通識課程自然領域中多項課程包括

植物的繁衍、生態影像、資訊素養與主題探索等，並指導醫學系專題

生，除參與 PBL教案之撰寫與審查外，曾多次擔任 PBL tutor。鑑於

傳統大班授課的教學方式不能完全切合現代學生的需求，多樣化的教

學方式有其必要性，因此黃老師近年來對課程改革及如何增進教學方

法及效果皆積極參與，除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方式外，

另外為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習慣，並在今日資訊爆炸時代，加強學生

資訊素養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通識課程中導入 Big6 model，，，，藉由

定義問題，尋找策略，取得資訊，使用資訊，統整資訊，評估等步驟，

訓練學生使用統整及評估資訊；其中，和洪美齡老師及王文景老師在

自然通識領域開設“資訊素養與主題探索”的課程，即是藉 Big6 model

及跨領域的合作授課，利用概念圖的繪製，使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的

過程有更多的腦力激盪，更能掌握重點，一路走來，老師和學生一起

共同成長，學生普遍認為對其自我資訊素養的養成有所幫助，尤其是

統整資訊的能力。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也是一項良心事業，看到學生的成長及

收獲是一個老師最大的成就，也是最大的心願；能夠隨著學生一起成

長，確實是一件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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