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歷年特優教師及優良教師獲獎名單 

獲獎學年度 獎別 學院 系別 教師 

95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李景恆 

95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陳中政 

95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李武鉦 

95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李建興 

95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葉俊郎 

95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陳大正 

95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體育室 洪櫻花 

95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 戴守谷 

96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許永和 

96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許振聲 

96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黃社振 

96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詹益聚 

96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胡念祖 

96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王妙純 

96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丁慕玉 

97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曾春風 

97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藍友烽 

9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劉俊佑 

9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車輛工程系 鐘證達 

97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體育室 林文煌 

97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唐蓋文 

98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系 李興生 

98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黃志祥 

98 教學特優教師 文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 彭及忠 

98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劉偉行 

9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車輛工程系 邱青煌 

99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王榮爵 

99 教學特優教師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白弘毅 

99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許江河 

99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謝龍昌 

99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郭央諶 

99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徐元寶 

9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王清煌 

100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林明宗 

100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林中彥 

100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曾春風 

100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毛偉龍 

100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胡念祖 

100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沈明月 

100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 葉怡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歷年特優教師及優良教師獲獎名單 

獲獎學年度 獎別 學院 系別 教師 

101 教學特優教師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副教授 廖敦如 

101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藍友烽 

101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徐元寶 

101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教授 蔡木村 

101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休閒遊憩系助理教授 顏宏旭 

102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王榮爵 

102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黃社振 

102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陳大正 

102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江季翰 

102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許源泉 

102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吳文忠 

103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許坤明 

103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林明宗 

103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楊授印 

103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黃世昌 

103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楊達立 

103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沈思岑 

103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蔣俊岳 

104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鄒杰烔 

104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許江河 

104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宋啟嘉 

104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學系 王生美 

104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 李孟澤 

104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許乙清 

104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休閒遊憩系 梁大慶 

104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蕭俊卿 

105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陳國益 

105 教學特優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吳純慧 

105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王榮爵 

105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黃社振 

105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曾春風 

106 教學特優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宋朝宗 

106 教學特優教師 文理學院 體育室 游立椿 

106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梁直青 

106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林明宗 

106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 李政道 

106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張凱雄 

106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江季翰 

106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 游信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歷年特優教師及優良教師獲獎名單 

獲獎學年度 獎別 學院 系別 教師 

107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蔡建峰 

107 教學特優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黃珮雯 

10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李榮全 

10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車輛工程系 吳建勳 

10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林中彥 

10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鍾淑茹 

10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張信良 

107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張文陽 

107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呂啟彰 

107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王榮爵 

107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陳政宏 

107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江季翰 

107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蔡振凱 

107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劉慶湘 

107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工業管理系 李孟樺 

107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體育室 林文瑜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 李政道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系 洪政豪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張文陽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林明宗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劉文忠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劉昇祥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粘永堂 

108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黃和悅 

108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宋啟嘉 

108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林武杰 

108 教學優良教師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王榮爵 

108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胡念祖 

108 教學優良教師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蔡璞 

108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休閒遊憩系 王文瑛 

108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阿姆斯壯 

108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體育室 陳裕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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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教學特優教師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鄭佳炘 

109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吳文忠 

109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陳裕愷 

109 教學優良教師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林明宗 

10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農業科技系 戴守谷 

10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休閒遊憩系 李彥希 

10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生物科技系 林家驊 

10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河尻和也 

10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廖敦如 

109 教學優良教師 文理學院 體育室 蔡協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