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特聘教授
◎研發處

學　　院 系　　所 姓　名 學　　院 系　　所 姓　名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張郁雯 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劉遠楨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林志明 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蕭瑛東

理學院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盧玉玲 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陳永昇

理學院 體育學系 翁梓林 理學院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陳友倫

110學年度教學優良獎獲獎教師
◎教務處

系　　所 教師姓名 系　　所 教師姓名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林曜聖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王維元

教育學系 賴秋琳 體育學系 吳忠誼

特殊教育學系 鄒小蘭 體育學系 楊啟文

語文與創作學系 張金蘭 師資培育處 辛懷梓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何東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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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左 4）
與特聘教授合影。

（左起：劉遠楨教

授、林志明教授、

陳友倫教授、陳慶

和校長、張郁文教

授、蕭瑛東教授、

陳永昇教授、盧玉

玲教授）

 ▲陳慶和校長（左 6）
與 110 學年度教學
優 良 獲 獎 教 師 合

影。（左起：鄒小

蘭老師、林曜聖老

師、賴秋琳老師、

張金蘭老師、王維

元老師、陳慶和校

長、楊啟文老師、

何東憲老師、吳忠

誼老師、辛懷梓老

師）



111年度資深優良教師
◎人事室

系　　所 職　稱 教師姓名 獎勵年屆

體育學系 教授 李水碧 40年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講師 林明德 40年

教育學系 教授 張郁雯 30年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授 王俊斌 30年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教授 曾慧佳 30年

音樂學系 教授 裘尚芬 30年

資訊科學系 教授 王鄭慈 30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林曜聖 30年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王維元 30年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副教授 張自立 30年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建誠 30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教授 張芳全 20年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教授 游章雄 20年

臺灣文化研究所 教授 何義麟 20年

教育學系 副教授 林佑真 20年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郭葉珍 20年

體育學系 副教授 林顯丞 20年

音樂學系 教授 林玲慧 10年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教授 鄭彥修 10年

體育學系 教授 楊啟文 10年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教授 許一珍 10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鄭川如 10年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副教授 廖子賢 10年

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盧欣宜 10年

師資培育處 助理教授 蔡欣玶 10年

（合計 25人：40年 2人，30年 9人，20年 6人，10年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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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左 4）與 111年度任教
30年資深優良教師合影。（左起：
張郁雯老師、王俊斌老師、林曜聖

老師、陳慶和校長、王維元老師、

陳建誠老師）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人事室

系　　所 職　稱 姓　名 學術專長 生效日

語文與創作學系 副教授 楊宗翰
編輯、採訪與出版研究、創作指導與文學評

論、臺灣文學、現代詩學
111.2.1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張家豪 演化生物學、親緣基因體學、魚類學 111.2.1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鄭秉漢
科學教育、地科教育、遊戲式學習、非制式學

習、議題教育、遊戲設計
111.2.1

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張育萍
數學課程、數學教學、數學學習、教師專業

展、師資培育 
111.8.1

心理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游勝翔
臨床心理學、健康心理學、心理病理與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生理與神經回饋
111.8.1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黃照津
金屬藝術與造形研究、金屬工藝設計、工藝設

計美學
111.8.1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教授 周建興
人工智慧、影像分析與辨識、人機互動、互動

式學習
1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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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左 3）與 111年度任教
20年資深優良教師合影。（左起：
張芳全老師、何義麟老師、陳慶和

校長、林佑真老師、郭葉珍老師、

林顯丞老師）

 
▲

陳慶和校長（左 3）與 111年度任教
10年資深優良教師合影。（左起：
楊啟文老師、廖子賢老師、陳慶和

校長、鄭彥修老師、許一珍老師）



賀！本校校友及合球代表隊參賽
第 11屆伯明罕世界運動會獲銅牌殊榮 !
◎學務處體育室

第 11屆伯明罕世界運動會—中華臺北合球
國家代表隊榮獲銅牌（美國時間 7月 7日至 17
日舉行），團本部與合球代表隊隊員共 42人，
其中 14人為本校校友及合球代表隊，成員包含
本校體育學系黃英哲教授（領隊）、87級豐群
政（助理教練）、89級吳錫佳（經理 /合球協
會秘書長）、101級黃丹臨（國際裁判員）、99
級吳俊賢（球員）、101級陳沁（球員）、102
級高禎佑（球員）、106級林雅雯（球員）、
106 級陳俊達（球員）、106 級詹雅涵（球
員）、107級張傑勝（球員）、108級邰煒哲
（球員）、112級王怡文（球員）、108級游婷
茵（管理 /翻譯）。

合球國家代表隊在伯明罕世界運動會賽事

中一路過關斬將，直到四強賽以一分之差惜敗

強敵比利時，緊接著在銅牌賽迎戰勁敵德國，

成功克服一度落後 5分的劣勢，在比賽最後 2
分 35秒，靠著林雅雯接獲陳沁傳球，投進關鍵
致勝分，最後以 23：22逆轉摘下銅牌。此役
林雅雯扛下得分重擔，攻下全隊最高得分（8
分），更是此次賽事中的得分王（5場賽事共得
27分）。林雅雯參與了三屆（2013哥倫比亞、
2017波蘭及 2022美國）世界運動會，賽事經驗

見證了自己的成長，而這次奪銅殊榮讓球員生涯

再登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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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校合球隊於銅牌賽後合影。（照

片 擁 有 者 Actiefotografie.nl， 載
自 https://www.flickr.com/photos/
actiefotografie/52221544507/in/
album-72177720300392134/）
（左 1領隊楊英哲老師，右 8謝芳
怡總教練，右 1豐群政助理教練）



賀！本校參加「第四屆全國大專校院資源教室運動賽事」
榮獲 2面金牌
◎學務處資源教室

本校參加「第四屆全國大專校院資源教室

運動賽事」，榮獲「男子三對三籃球團體賽」冠

軍、「女子羽球單打」冠軍，表現亮眼！賽事

於 111年 10月 1日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舉行，
資源教室輔導員帶領同學們親臨現場為選手們加

油，士氣高昂。

恭喜以下獲獎選手：

 「男子三對三籃球團體賽」冠軍：

心諮二王耀筠、心諮一孫敏貴、特教四楊恩睿

 「女子羽球單打」冠軍：

特教二劉忻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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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校師生於頒獎前開心合

影。（右 1為資源教室李
佩芳老師，左 1為林佩華
老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