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優秀論文獎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15.916 2.1%
3.347 9.7%
9.556 11.0%
4.773 9.7%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泊余 教授 9.518 1.2%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盧柏樑 教授 9.117 3.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麗芳 教授 8.456 9.2%

8.402 4.9%
5.688 9.4%
8.360 2.8%
5.099 8.7%
8.097 9.1%
7.519 7.2%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祿 教授 8.063 7.4%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登強 教授 7.683 8.8%

7.557 6.3%
7.557 6.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莊萬龍 教授 7.357 3.8%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余明隆 教授 7.357 3.8%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宜珍 教授 7.204 11.3%

6.638 8.8%
4.784 9.2%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義龍 教授 6.508 12.7%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俊嬴 副教授 6.393 7.1%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王聖帆 副教授 6.350 8.3%
藥學院 藥學系 王俊棋 助理教授 6.350 8.3%
藥學院 藥學系 林千如 助理教授 6.212 14.3%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張乃仁 副教授 6.093 1.3%
醫學院 醫學系解剖學科 謝侑霖 副教授 6.029 9.7%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學偉 教授 5.688 9.4%

5.660 10.5%
5.583 9.7%

健康科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汪宜霈 教授 5.627 1.2%
5.451 5.6%
5.451 5.6%
5.451 5.6%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科學院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醫學系耳鼻喉學科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健康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生命科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醫學院

＊本獎項自當年度研究論文獎勵名單中，遴選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之原始著作，刊登於IF≧5或Rank≦10%期刊者，共
50人，63篇論文（獲獎名單依個人最佳論文之IF排序，惟IF<5者依Rank排序）

2018年研究績優教師獲獎名單

醫學系生理學科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醫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生命科學院

教授李建宏

高佳麟 教授

郭柏麟 教授

吳明蒼 教授

袁行修 教授

吳哲維 副教授

何美泠 教授

蔡宜純 副教授

教授王志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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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馮嘉嫻 教授 5.399 5.2%

5.399 5.2%
5.256 11.9%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楊玉嬌 副教授 5.399 5.2%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許超群 副教授 5.394 8.0%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郭昭宏 教授 5.326 20.2%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學科 徐仲豪 教授 5.220 12.8%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思嘉 教授 5.168 20.3%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信允 教授 5.160 21.5%
醫學院 醫學系精神學科 陳正生 教授 5.084 12.7%

2.540 2.5%
2.421 9.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李景欽 教授 4.487 4.8%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季君 副教授 4.367 5.0%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潘美仁 副教授 3.571 5.4%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瑞霞 教授 2.500 5.9%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洪志秀 教授 2.500 5.9%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鄭源斌 教授 4.257 7.0%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黃芷翎 助理教授 3.450 7.1%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光 教授 3.450 7.1%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石啟仁 教授 4.175 7.9%
藥學院 藥學系 曾志華 副教授 4.833 8.2%

4.379 8.5%
4.379 8.5%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陳以德 副教授 4.463 9.7%
醫學院 醫學系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林彥克 助理教授 1.969 9.8%
醫學院 腎臟照護學系 黃尚志 教授 3.857 10.0%

護理學系護理學院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友利 教授

吳麗敏 副教授

劉益昌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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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績優獎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李香君 助理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橫山一成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莊萬龍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骨科學科 陳崇桓 教授
醫學院 腎臟照護學系 黃尚志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照元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骨科學科 張瑞根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精神學科 顏正芳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余明隆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譚俊祥 助理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登強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侯明鋒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志富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雅玲 教授
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 黃曉靈 教授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柯宏慧 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張芳榮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陳桂敏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瑞霞 教授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吳明蒼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田育彰 教授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李建宏 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祿 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林宜美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性別研究所 楊幸真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林慧如 副教授

＊本獎項自經校方備案之研究計畫中，遴選各學院獲政府機關或校外機構補助研究計畫經費
總合最高者，共28人（獲獎名單分學院依研究計畫經費總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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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績優獎一般教師組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郭柏麟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余明隆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吳政毅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雅玲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蔡英美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莊萬龍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戴嘉言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吳登強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照元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藍政哲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楊玉嬌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羅怡卿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 何美泠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橫山一成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彥雄 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張芳榮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秀紅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瑞霞 教授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李建宏 教授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吳明蒼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黃友利 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李景欽 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性別研究所 楊幸真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林宜美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溫慶豐 教授

四、研究成果績優獎年輕教師組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釧峰 副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譚俊祥 助理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宜純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耳鼻喉學科 吳哲維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喧應 教授

＊本獎項開放教師申請，遴選各學院近5年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最佳5篇論文之積分(CJA)
與最佳10篇論文之平均被引用次數得分最高者，共27人（獲獎名單分學院依得分排序）

＊本獎項開放45歲(含)以下教師申請，遴選各學院近5年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最佳3篇論文
之積分(CJA)與最佳5篇論文之平均被引用次數得分最高者，共5人（獲獎名單依得分排序）

第4頁，共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