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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 
會 議 紀 錄 

 
時  間：1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地  點：視訊會議(Google Meet)  
主  席：趙校長涵㨗                                                紀錄：石佳玉 
出席委員：孟培傑委員、張德勝委員、李俊鴻委員、陳復委員、洪莫愁委員、徐裕奎委員、 

許甄倚委員、翁若敏委員 
請假委員：林達榮委員、賴兩陽委員 
列席人員：吳冠宏院長、潘文福院長、石忠山院長、許芳銘院長、馬遠榮院長、張文彥院長、 

柯學初組長 
 
壹、主席致詞 

（略） 

貳、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花師教育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管理學院、 

理工學院、環境暨海洋學院 
案    由：111 學年度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申請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與本校「延攬

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給與辦法」辦理。 
二、依本校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獎勵教師加給每點折合率，每年視國科會補助經

費狀況另訂之。 

【本案迴避說明】  

一、 各院院長說明審議原則及表達意見，說明結束後離線。 

二、 討論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申請案時，許甄倚委員迴避。 

三、 討論花師教育學院申請案時，張德勝委員迴避。 

四、 討論理工學院申請案時，主席趙涵捷校長、徐裕奎委員、柯學初組長迴避。 

五、 討論環境暨海洋學院申請案時，李俊鴻委員、孟培傑委員迴避。 

【主席說明】  

在全校共同努力下，今年本校自籌款與人事費支出比例表現可圈可點，所遵節之經

費將回饋於獎勵教學研究各方面表現績優教師等，期能透過表揚與激勵機制，留任

本校優秀人才。 

決    議： 
一、 各院額度內名單，照案通過。 
二、 各院額度外名單，由排序第一者獲「研究優良二」獎勵。惟新聘任優秀研究

人員依規定核給獎勵額度每月三萬元整。 
三、 獲獎點數每點金額為一萬元整，超過國科會補助金額部分，由校務基金支應。 



2 
 

四、 111 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表： 
院別 系所名稱 獲獎教師 獎勵類別 獲獎點數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劉鎮維 研究傑出 4 
理工學院 物理系 柯學初 研究傑出 4 
理工學院 電機系 趙涵捷 研究優良一 2 
理工學院 光電系 徐裕奎 研究優良一 2 
理工學院 物理系 賴建智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張秀華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材料系 傅彥培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生科系 邱紫文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應數系 黃延安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電機系 陳美娟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物理系 馬遠榮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物理系 鄭嘉良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資工系 楊慶隆 研究優良二 1 
理工學院 物理系 吳勝允 研究優良二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系 梁文榮 研究優良二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英美系 許甄倚 研究優良二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文系 謝明陽 研究優良二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法律系 蔡志偉 研究優良二 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法律系 范耕維 新聘任優秀

研究人員 3 

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系 王令儀 研究優良二 1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系 劉佩雲 研究優良二 1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系 張德勝 研究優良二 1 
原住民民族學院 族文系 謝若蘭 研究優良一 2 
原住民民族學院 語傳系 簡月真 研究優良二 1 
原住民民族學院 語傳系 李佩容 研究優良二 1 

管理學院 企管系暨

運籌所 
陳珮綺 新聘任優秀

研究人員 
3 

管理學院 資管系 陳林志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李光中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李俊鴻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海生所 孟培傑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孫義方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張文彥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張世杰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許世璋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戴興盛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資系 顏君毅 研究優良二 1 
環境暨海洋學院 海生所 呂美津 研究優良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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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提案單位：理工學院、管理學院 

案    由：111 學年度東華學術獎章申請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獎章及榮譽學術獎座實施辦法」辦理。 
二、 本學年度東華學術獎章申請案共 6 名，詳如下表。 

學院 申請者 申請條款 院複審結果 
理工學院 賴建智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等獎章 

理工學院 傅彥培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二等獎章 
理工學院 郭永綱 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 二等獎章 

管理學院 葉國暉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二目 
二等獎章 

管理學院 侯介澤 第四條第一項四款 三等獎章 
管理學院 黃瑞卿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三目 三等獎章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花師教育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管理學院、 

理工學院、環境暨海洋學院、藝術學院 

案    由：111 學年度教師執行計畫獎勵申請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執行計畫獎勵辦法」辦理。 
二、提案單位申請案資料請見附檔。 

【本案迴避說明】  
一、討論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申請案時，許甄倚委員迴避。 
二、討論花師教育學院申請案時，張德勝委員迴避。 
三、討論理工學院、環境暨海洋學院申請案時，主席趙涵捷校長、徐裕奎委員、 

孟培傑委員、柯學初組長迴避。 
決  議： 

一、本獎勵案為首度辦理，相關認定及處理原則如下： 
(一) 計畫編列之「校內配合款」非屬「行政管理費」，故不符合申請條件。 
(二) 計畫實際收撥經費以扣除繳回款金額後列計。 
(三) 原屬 110 學年度結案之計畫因故展延者，本次同意先行認列，惟日後不得

重覆提出申請；展延計畫如因故經費變動，致影響原核發獎勵金額時，教

師應據實說明並繳回獎勵金差額。 
二、自明年起，須符合前一學年度結案之計畫始得申請，展延計畫不得先提出申請。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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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孟培傑委員】建議修訂本校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

※第三條：本校現職教師於研究有具體優良成果者須填寫「國立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

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申請表」，其中最具代表性著作至少一篇成果為主要貢

獻者，得獎教師資格之認定，得由各學院依各該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訂定各類頂

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來績效要求，並依規定審議通過後再提送申請案至校「學術

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後，得依下列標準給與績優教師加給。

※第七條：獎勵教師之推薦，各學院需於學校公告期限內審議通過後，將核給獎勵教

師之排序名單及相關資料送校級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者，給與獲獎勵

教師加給。

【主席】請研發處參酌委員建議修訂辦法，並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肆、散會：10 時 4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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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編號 學院 系所 申請教師 職級
校獎審會
決審金額

1 理工-01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黃延安 教授 15,000       

2 理工-02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郭大衛 教授 3,000          

3 理工-03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劉鎮維 教授 40,000       

4 理工-04 理工學院 化學系 何彥鵬 教授 15,000       

5 理工-05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張秀華 教授 15,000       

6 理工-06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張海舟 教授 15,000       

7 理工-07 理工學院 化學系 劉福成 教授 7,500          

8 理工-08 理工學院 化學系 朱家亮 教授 7,500          

9 理工-09 理工學院 化學系 江政剛 助理教授 25,000       

10 理工-10 理工學院 化學系 林哲仁 助理教授 15,000       

11 理工-11 理工學院 化學系 陳國庭 助理教授 15,000       

12 理工-12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郭永綱 教授 25,000       

13 理工-13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鄭嘉良 教授 40,000       

14 理工-14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柯學初 教授 75,000       

15 理工-15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吳勝允 教授 40,000       

16 理工-16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彭文平 教授 15,000       

17 理工-17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曾賢德 教授 7,500          

18 理工-18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賴建智 教授 25,000       

19 理工-19 理工學院 物理學系 馬遠榮 教授 40,000       

20 理工-20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傅彥培 教授 25,000       

21 理工-21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陳俊良 教授 15,000       

22 理工-22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余英松 副教授 25,000       

23 理工-23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趙涵㨗 教授 15,000       

24 理工-24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陳美娟 教授 15,000       

25 理工-25 理工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徐裕奎 教授 15,000       

26 理工-26 理工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林嘉德 助理教授 15,000       

27 理工-27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楊慶隆 教授 7,500          

28 理工-28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顏士淨 教授 15,000       

29 人社-0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吳冠宏 教授 7,500          

30 人社-02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李正芬 教授 75,00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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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社-03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魏慈德 教授 15,000       

32 人社-04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劉惠萍 教授 7,500          

33 人社-05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李秀華 教授 7,500          

34 人社-06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謝明陽 教授 3,000          

35 人社-07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 梁文榮 教授 7,500          

36 人社-08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 林燕淑 教授 7,500          

37 人社-09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 林忠樑 副教授 7,500          

38 人社-10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系 黎德星 教授 15,000       

39 人社-1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系 莊致嘉 副教授 7,500          

40 人社-12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系 梁莉芳 副教授 15,000       

41 人社-13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學系 黃華彥 助理教授 15,000       

42 人社-14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朱景鵬 教授 15,000       

43 人社-15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王鴻濬 教授 40,000       

44 人社-16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石忠山 教授 7,500          

45 人社-17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魯炳炎 教授 7,500          

46 人社-18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 賴昀辰 副教授 15,000       

47 人社-19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法律學系 石世豪 教授 7,500          

48 人社-20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法律學系 蔡志偉 副教授 7,500          

49 人社-21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法律學系 賴宇松 副教授 7,500          

50 人社-22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法律學系 范耕維 助理教授 7,500          

51 人社-23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藍玉玲 教授 15,000       

52 人社-24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李沐齊 副教授 7,500          

53 人社-25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英美語文學系 許甄倚 教授 3,000          

54 花師-01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張德勝 教授 15,000       

55 花師-02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劉佩雲 教授 7,500          

56 花師-03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劉明洲 教授 7,500          

57 花師-04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李暉 教授 7,500          

58 花師-05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蔣佳玲 教授 7,500          

59 花師-06 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王令儀 教授 7,500          

60 花師-07 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林如瀚 教授 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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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獎審會
決審金額

61 花師-08 花師教育學院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徐偉庭 教授 7,500          

62 花師-09 花師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廖永堃 副教授 15,000       

63 環海-01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顏君毅 教授 75,000       

64 環海-02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許世璋 教授 15,000       

65 環海-03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許育誠 副教授 15,000       

66 環海-04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張文彥 教授 100,000     

67 環海-05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孫義方 教授 15,000       

68 環海-06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蘇銘千 教授 25,000       

69 環海-07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戴興盛 教授 75,000       

70 環海-08 環境暨海洋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張世杰 教授 25,000       

71 環海-09 環境暨海洋學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 孟培傑 教授 15,000       

72 環海-10 環境暨海洋學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 謝泓諺 教授 15,000       

73 原民-01 原住民民族學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林徐達 教授 7,500          

74 原民-02 原住民民族學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吳天泰 教授 3,000          

75 原民-03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陳毅鋒 副教授 7,500          

76 原民-04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黃盈豪 副教授 15,000       

77 原民-05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李佩容 教授 40,000       

78 原民-06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簡月真 教授 7,500          

79 原民-07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湯愛玉 副教授 3,000          

80 管理-0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池文海 教授 7,500          

81 管理-02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褚志鵬 教授 7,500          

82 管理-03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林家五 教授 15,000       

83 管理-04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陳淑玲 教授 7,500          

84 管理-05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陳建男 副教授 7,500          

85 管理-06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陳正杰 副教授 7,500          

86 管理-07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陳雯虹 副教授 7,500          

87 管理-08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陳珮綺 助理教授 3,000          

88 管理-09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楊國彬 教授 7,500          

89 管理-10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欒錦榮 教授 7,500          

90 管理-11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周慧君 副教授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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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管理-12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陳怡廷 副教授 3,000          

92 管理-13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張益誠 副教授 3,000          

93 管理-14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 謝佩蓁 助理教授 3,000          

94 管理-15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陳林志 教授 7,500          

95 管理-16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劉英和 副教授 7,500          

96 管理-17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侯佳利 副教授 3,000          

97 管理-18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葉國暉 教授 15,000       

98 管理-19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池翔萱 教授 7,500          

99 管理-20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 黃瑞卿 教授 7,500          

100 管理-21 管理學院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陳上迪 助理教授 7,500          

101 管理-22 管理學院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陳麗如 副教授 3,000          

102 藝術-01 藝術學院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萬煜瑤 教授 7,500          

103 藝術-02 藝術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系 湯運添 副教授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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