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優秀論文獎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余明隆 教授 20.582 2.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立宗 教授 18.274 3.7%

7.275 12.7%
5.762 12.3%
5.175 21.6%

醫學院 醫學系解剖學科 施耀翔 助理教授 14.919 5.5%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柯良胤 教授 10.995 8.8%

8.694 9.0%
6.081 12.0%
5.191 15.1%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教授 10.182 11.7%
10.182 11.7%
5.837 12.3%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黃釧峰 教授 10.171 8.0%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吳明蒼 教授 9.038 3.0%

6.792 7.9%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祿 教授 8.947 11.1%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世賢 教授 8.807 11.1%
醫學院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劉校生 教授 8.410 10.7%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宜純 教授 8.402 4.9%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洪啟智 副教授 8.306 6.3%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楊志仁 教授 7.971 7.9%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陳培詩 教授 7.963 9.1%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孫昭玲 教授 7.561 14.8%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楊玉嬌 副教授 7.514 4.9%
藥學院 藥學系 王俊棋 副教授 7.460 8.4%

6.558 12.1%
6.079 8.3%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彥雄 教授 7.328 17.5%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照元 教授 7.275 12.7%

5.526 11.8%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李碧娥 教授 7.104 15.0%
醫學院 醫學系生理學科 鄭琮霖 副教授 7.069 4.3%

6.741 13.1%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麗芳 教授 6.988 5.7%

6.400 10.2%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邱建智 教授 6.639 21.1%

6.543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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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人，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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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研究績優教師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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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許弘毅 教授 6.639 21.1%

5.682 18.9%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田育彰 教授 6.639 21.1%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林常申 副教授 6.639 21.1%
醫學院 醫學系實驗診斷學科 陳昭儒 助理教授 6.634 8.6%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林憶婷 助理教授 6.618 6.2%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庫碼 副教授 6.609 14.0%

6.609 14.0%
6.609 14.0%
6.609 14.0%
6.609 14.0%
6.609 14.0%
5.275 15.8%
5.164 2.9%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吳炳男 教授 6.600 27.2%
5.340 9.4%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科 侯自銓 教授 6.543 27.7%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顏嘉宏 副教授 6.529 9.1%
醫學院 醫學系公共衛生暨環境職業醫蔡世盟 副教授 6.529 9.1%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6.508 12.6%

6.126 15.2%
4.825 9.4%

藥學院 藥學系 林宏糧 副教授 6.400 10.2%
6.321 10.6%

藥學院 藥學系 方逸萍 副教授 6.400 10.2%
醫學院 醫學系小兒學科 林龍昌 教授 6.400 7.5%

5.604 13.2%
醫學院 醫學系生理學科 陳贊如 副教授 6.384 8.6%
藥學院 藥學系 吳寶珠 教授 6.321 10.6%

5.863 13.8%
5.863 13.8%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顏峰霖 教授 6.321 10.6%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葉竹來 教授 6.312 20.1%

5.162 21.5%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學偉 教授 6.312 7.6%

6.312 7.6%
6.312 7.6%
6.312 7.6%
5.923 22.5%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潘美仁 副教授 6.280 11.2%
6.166 26.5%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余幸司 教授 6.252 11.1%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溫慶豐 教授 6.212 7.7%

3.34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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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張乃仁 教授 6.202 3.7%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泊余 教授 6.165 10.8%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何文獻 教授 6.146 26.1%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鄭孟軒 副教授 6.126 15.2%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科 呂濟宇 教授 6.057 14.5%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王聖帆 教授 5.923 22.5%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黃烱瑋 助理教授 5.923 22.5%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李建興 副教授 5.923 22.5%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羅怡卿 教授 5.923 22.5%
藥學院 藥學系 吳育澤 副教授 5.923 22.5%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吳志中 教授 5.923 22.5%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王昭仁 教授 5.923 22.5%

5.923 22.5%
5.191 15.1%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杜哲光 教授 5.880 18.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張夢揚 教授 5.837 12.3%

5.837 12.3%
藥學院 藥學系 陳崇鈺 副教授 5.810 14.6%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李建宏 教授 5.717 19.1%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許美智 教授 5.717 19.1%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秉勳 助理教授 5.688 9.4%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蘇河名 教授 5.688 9.4%
醫學院 醫學系泌尿學科 葉信志 副教授 5.688 9.4%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鄭景暉 教授 5.682 34.4%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曾志華 教授 5.640 20.4%
醫學院 醫學系泌尿學科 柯宏龍 副教授 5.391 9.2%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石啟仁 教授 5.316 7.5%

5.076 30.7%
醫學院 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洪薇鈞 副教授 5.283 19.3%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曾嵩斌 教授 5.283 19.3%
醫學院 醫學系神經學科 黃柏穎 副教授 5.280 12.3%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周世華 教授 5.261 4.4%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楊淵韓 教授 5.201 14.6%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學科 郭耀仁 教授 5.116 18.8%
醫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陳崇桓 教授 5.115 8.9%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俊嬴 教授 5.097 30.2%
醫學院 醫學系骨科學科 李天慶 助理教授 5.067 17.2%
醫學院 醫學系精神學科 顏正芳 教授 5.034 7.4%

3.116 5.8%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劉怡 副教授 3.442 4.9%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洪志秀 教授 3.325 5.7%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曾櫻花 助理教授 3.187 7.4%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李淑莉 助理教授 3.18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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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績優獎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立宗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鐘育志 教授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吳明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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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君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郭昭宏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洪義人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登強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虹綾 助理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骨科學科 張瑞根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泌尿學科 黃書彬 教授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楊淵韓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宜純 教授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藍政哲 教授
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 黃曉靈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玉昆 教授
藥學院 毒理學碩士學位學程 李志恒 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顏嘉宏 副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陳桂敏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吳麗敏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黃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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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姿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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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佳麟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葉佩文 助理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性別研究所 林津如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洪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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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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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研究所 許雅玲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余明隆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照元 教授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藍政哲 教授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吳明蒼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世賢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橫山一成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潘美仁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楊玉嬌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莊萬龍 教授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戴嘉言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羅怡卿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生理學科 何美泠 教授
醫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陳崇桓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彥雄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汪硯雲 副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張芳榮 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顏嘉宏 副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瑞霞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秀紅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柯良胤 教授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李建宏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許弘毅 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學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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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溫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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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人（獲獎名單分學院依得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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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績優獎年輕教師組

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庫碼 副教授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胡楚松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譚俊祥 助理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耳鼻喉學科 吳哲維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明儒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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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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