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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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9 3.3%

6.047 26.1%
5.091 20.7%
5.048 27.8%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喧應 教授 16.823 8.4%
5.436 10.9%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庫碼 副教授 14.224 3.2%
8.943 11.8%
8.943 11.8%
8.943 11.8%
8.035 13.4%
6.206 10.5%
5.578 21.4%
4.672 2.9%
4.672 2.9%
4.672 2.9%
4.672 2.9%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世賢 教授 13.391 11.3%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陳桂敏 教授 11.567 2.2%

6.846 15.6%
5.110 12.9%
4.680 2.4%
4.423 3.3%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鉦 教授 11.034 12.9%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莊萬龍 教授 10.864 9.8%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彥雄 教授 10.723 3.3%

6.206 10.5%
藥學院 藥學系 林宏糧 副教授 10.723 3.3%

7.033 11.1%
6.819 12.2%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黃友利 教授 10.273 12.5%
醫學院 醫學系生理學科 鄭琮霖 教授 10.171 6.9%

6.081 15.4%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添祿 教授 9.969 14.0%

9.429 8.9%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9.867 9.7%

6.639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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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人，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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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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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學科 王森稔 教授 9.756 14.3%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吳明蒼 教授 9.621 5.1%

7.086 11.0%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羅怡卿 教授 9.473 6.5%

6.208 23.3%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蘇詠超 副教授 9.160 7.8%

2.592 6.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虹綾 助理教授 9.079 3.3%

9.079 3.3%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林文瑋 助理教授 8.786 20.5%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王述綺 副教授 8.754 19.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麗芳 教授 8.457 18.2%

5.999 15.3%
5.999 15.3%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王志光 教授 8.457 18.2%
5.532 10.3%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曾嵩斌 教授 8.457 18.2%
5.215 24.7%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彭瓊瑜 副教授 8.431 13.3%
6.434 5.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立宗 教授 8.410 10.7%
8.110 14.2%
5.550 32.2%
5.519 12.5%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溫慶豐 教授 8.263 16.0%
8.233 9.8%
4.186 3.4%
2.175 9.0%
2.175 9.0%
2.175 9.0%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洪仁宇 副教授 8.168 14.9%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莊弘毅 教授 8.140 5.4%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義龍 教授 8.039 4.8%
藥學院 藥學系 吳寶珠 教授 8.025 6.7%

6.525 14.0%
6.510 14.3%
5.215 25.4%
5.215 25.4%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田育彰 教授 8.025 6.7%
6.314 17.2%
6.208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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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學偉 教授 7.675 6.4%

7.675 6.4%
7.675 6.4%
7.675 8.4%
7.310 28.4%
6.575 24.5%
6.313 20.3%
5.215 24.7%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謝翠娟 教授 7.675 6.4%
7.129 7.5%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邱建智 教授 7.675 6.4%
7.675 6.4%
7.310 28.4%
6.575 24.5%
6.208 23.3%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顏峰霖 教授 7.675 6.4%
7.033 11.1%
6.525 14.0%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顏嘉宏 副教授 7.675 6.4%
7.675 6.4%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吳炳男 教授 7.666 26.3%
7.666 26.3%
6.656 3.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林盈廷 副教授 7.666 26.3%
5.075 21.3%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廖偉廷 教授 7.590 7.4%
5.955 37.1%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雅玲 教授 7.519 9.7%
7.519 9.7%
6.688 7.0%
6.575 24.5%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劉佩芬 助理教授 7.419 9.3%
6.575 24.5%
6.208 23.3%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梁富文 副教授 7.331 8.2%
6.706 16.7%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鄭景暉 教授 7.328 17.5%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柯建志 助理教授 7.033 11.1%

6.208 23.3%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蔡英美 教授 6.968 21.0%

5.958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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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洪志興 教授 6.922 22.2%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楊玉嬌 副教授 6.760 16.9%

5.304 19.5%
醫學院 醫學系病理學科 張孔昭 教授 6.716 20.7%

6.394 11.7%
6.148 21.4%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張瑞根 教授 6.684 14.6%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宜純 教授 6.684 14.6%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吳進欽 教授 6.684 7.7%

3.293 9.1%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吳志中 教授 6.656 8.0%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李建興 副教授 6.656 3.3%

6.100 16.5%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王照元 教授 6.639 21.1%

6.081 12.0%
5.923 22.5%
5.574 31.4%
5.574 31.4%
5.279 8.6%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宜珍 教授 6.639 21.1%
醫學院 醫學系耳鼻喉學科 吳哲維 教授 6.639 21.1%

5.555 22.1%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葉明倫 副教授 6.639 21.1%

6.047 26.1%
醫學院 醫學系泌尿學科 葉信志 教授 6.639 21.1%

6.081 12.0%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李香瑩 副教授 6.639 21.1%

6.244 25.6%
5.554 17.8%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黃子晏 助理教授 6.639 21.1%
5.555 22.1%

生命科學院 生物科技學系 陳逸夫 教授 6.634 4.7%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林佳儒 助理教授 6.612 0.8%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李碧娥 教授 6.612 0.8%

4.423 3.3%
3.906 6.5%
3.906 6.5%
3.430 8.9%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李建宏 教授 6.575 24.5%
5.551 25.6%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周銘鐘 教授 6.57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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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丙何 教授 6.575 24.5%
醫學院 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李英瑞 副教授 6.575 24.5%

6.208 23.3%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林宜美 教授 6.533 20.4%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王志文 助理教授 6.498 7.9%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瑞霞 教授 6.461 9.9%

4.423 3.3%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翁世峰 教授 6.439 7.1%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王聖帆 教授 6.350 8.3%

6.208 23.3%
藥學院 藥學系 張訓碩 副教授 6.317 16.8%

6.208 23.3%
5.724 24.1%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英明 副教授 6.244 25.6%
5.079 17.2%

醫學院 醫學系生物化學科 張基隆 教授 6.208 23.3%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洪義人 教授 6.208 23.3%

6.064 25.3%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王錠釧 副教授 6.208 23.3%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王志煜 副教授 6.208 23.3%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李佳陽 教授 6.208 23.3%

5.988 17.9%
5.215 24.7%
5.215 24.7%
5.075 28.0%

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 黃詠愷 教授 6.208 23.3%
藥學院 毒理學碩士學位學程 李志恒 教授 6.157 16.1%
醫學院 醫學系解剖學科 陳永佳 副教授 6.157 16.1%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王耀廣 助理教授 6.126 15.2%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柯麥可 助理教授 6.100 16.5%

5.988 17.9%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王惠君 教授 6.085 15.9%

5.988 17.9%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譚漢詩 教授 6.085 15.9%
醫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陳崇桓 教授 6.081 21.8%

5.923 22.6%
5.853 4.9%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林韋佑 副教授 6.072 7.1%
6.072 7.1%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王焰增 副教授 6.064 25.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志富 教授 6.047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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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蘇河名 教授 6.041 18.5%

5.717 19.3%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張芳榮 教授 5.988 17.9%

5.988 17.9%
5.895 10.2%

藥學院 藥學系 陳崇鈺 副教授 5.988 17.9%
5.988 17.9%
5.988 17.9%
5.988 17.9%
5.988 17.9%
5.988 17.9%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張夢揚 教授 5.981 10.7%
醫學院 醫學系骨科學科 盧政昌 副教授 5.924 22.7%
醫學院 醫學系泌尿學科 阮雍順 教授 5.923 22.5%

5.079 17.2%
5.079 17.2%

醫學院 呼吸治療學系 鄭孟軒 副教授 5.923 22.5%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惇杰 助理教授 5.923 22.5%
藥學院 毒理學博士學位學程 林宜靜 副教授 5.923 22.5%
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 李坤宗 副教授 5.923 22.5%
醫學院 醫學系外科學科 吳界欣 副教授 5.923 22.6%

5.923 22.6%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卓士傑 助理教授 5.923 22.5%
藥學院 藥學系 張值維 助理教授 5.895 10.2%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許文鴻 助理教授 5.863 13.8%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柯良胤 教授 5.818 37.8%
醫學院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劉校生 教授 5.818 37.8%

5.818 37.8%
醫學院 醫學系麻醉學科 吳之芾 副教授 5.810 14.6%
醫學院 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洪薇鈞 副教授 5.758 19.4%

5.215 24.7%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登強 教授 5.753 19.7%
醫學院 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思嘉 教授 5.719 19.3%

5.719 19.3%
4.433 9.8%
4.433 9.8%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陳瑩容 副教授 5.719 23.0%
5.532 10.3%
5.215 24.7%
5.168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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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單位 姓名 職稱 IF Rank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黃俊祺 副教授 5.717 19.3%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卓士峯 副教授 5.717 19.1%
醫學院 醫學系家庭醫學科 蔡惠如 助理教授 5.717 19.1%

4.433 9.8%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陳以德 副教授 5.697 12.8%
醫學院 醫學系神經學科 黃柏穎 副教授 5.682 18.9%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謝侑霖 副教授 5.502 20.8%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俊嬴 教授 5.464 29.0%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李雋元 助理教授 5.322 17.4%

5.078 22.8%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陳宜芳 助理教授 5.307 14.3%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石啟仁 教授 5.215 24.7%

5.215 24.7%
藥學院 藥學系 王俊棋 副教授 5.215 24.7%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林尚儀 助理教授 5.191 28.5%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黃釧峰 教授 5.175 21.6%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彥旭 教授 5.085 24.5%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林俊祐 助理教授 5.085 24.5%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陳雪芬 副教授 5.058 19.8%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林松彥 助理教授 5.014 7.2%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林淑媛 教授 4.615 1.4%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秀紅 教授 4.423 3.3%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吳麗敏 教授 4.347 4.1%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謝慧敏 教授 4.634 6.7%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林憶婷 助理教授 4.433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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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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後醫學系 楊淵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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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內科學科 余明隆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蔡英美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譚俊祥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登強 教授
醫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陳崇桓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潘美仁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雅玲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黃書彬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林明宏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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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藥物研究所 顏嘉宏 副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吳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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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學系 邱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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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衛生學系 陳培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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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宜美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 吳進欽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洪瑞兒 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黃芷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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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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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內科學科 余明隆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陳立宗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雅玲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莊萬龍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吳登強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袁行修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世賢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蔡宜純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李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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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嘉言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藥理學科 羅怡卿 教授
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潘美仁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生理學科 何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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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桂敏 教授
護理學院 護理學系 王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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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王聖帆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曾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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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基礎科學教育中心 黃芷翎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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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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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系內科學科 卓士峯 副教授
醫學院 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黃釧峰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系內科學科 葉明倫 副教授
醫學院 學士後醫學系 胡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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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