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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補助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
專院校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獲補助名單 
一、大學院校（計 67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1 國立體育大學 社會科學 張育愷 50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社會科學 劉嘉茹 50 

3 國立體育大學 社會科學 陳子軒 30 

4 馬偕醫學院 社會科學 蘇珮甄 30 

5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 陳谷劦 30 

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社會科學 黃瓊蓉 30 

7 台北市立大學 社會科學 黃宏宇 30 

8 國立嘉義大學 社會科學 楊德清 30 

9 玄奘大學 社會科學 高旭繁 30 

10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 周蔚倫 30 

11 馬偕醫學院 社會科學 蔡淑芬 30 

12 馬偕醫學院 社會科學 楊星瑜 30 

13 台北市立大學 社會科學 黃思華 30 

14 台北市立大學 社會科學 李心儀 30 

1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人文及藝術 林曼麗 50 

16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人文及藝術 林榮泰 50 

17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文及藝術 黃久娟 50 

1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人文及藝術 黃忠慎 50 

1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人文及藝術 郭博州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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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院校（計 67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20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人文及藝術 林珮淳 50 

21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人文及藝術 井迎瑞 50 

22 大同大學 人文及藝術 吳志富 30 

23 玄奘大學 人文及藝術 顧兆仁 30 

2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人文及藝術 吳明烈 30 

25 國立聯合大學 人文及藝術 徐義權 30 

26 國立台東大學 人文及藝術 葉淑綾 30 

27 輔仁大學 人文及藝術 劉紀雯 30 

28 法鼓佛教學院 人文及藝術 杜正民 30 

29 佛光大學 人文及藝術 廖高成 30 

30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蔡嘉哲 50 

31 輔仁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洪啟峯 50 

32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艾群 50 

33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翁瑞宏 50 

34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郭東益 50 

35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王淳厚 30 

36 輔仁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吳文彬 30 

37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楊登傑 30 

38 馬偕醫學院 生物及醫農科學 王學孝 30 

39 國立台南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張德生 30 

4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李清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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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院校（計 67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41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及醫農科學 朱紀實 30 

4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林佑昇 50 

4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陳榮杰 50 

44 國立台南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黃鎮江 50 

45 國立高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洪宗貝 30 

4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林祐仲 30 

4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鄧德雋 30 

48 國立聯合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余瑞芳 30 

49 國立台南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許世昌 30 

5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蔡榮輝 30 

51 國立聯合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陳南光 30 

52 國立台南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呂英治 30 

53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張林煌 30 

54 大同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林鴻明 30 

5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游象甫 30 

56 長榮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吳永基 30 

57 開南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翁永進 30 

58 國立高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張保榮 30 

5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許佳興 30 

60 國立高雄大學 工程及應用科學 林宏殷 30 

6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李漢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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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院校（計 67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6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李冠明 50 

6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林敬堯 50 

6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吳仲卿 50 

65 國立台東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陳以文 30 

66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劉晉良 30 

67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數學及自然科學 劉宣谷 30 

 
 

二、技專院校（計 31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文、法、其他 戴君安 30 

2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文、法、其他 鄭榮興 30 

3 僑光科技大學 商 林淑真 50 

4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商 謝富順 30 

5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

學院 
商 王信智 30 

6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商 林心慧 30 

7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理、工 陸瑞漢 50 

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理、工 董正釱 50 

9 明新科技大學 理、工 黃信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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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專院校（計 31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1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理、工 洪健倫 30 

11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理、工 陳弘明 30 

12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理、工 韓端勇 30 

1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理、工 胡武誌 30 

14 東方設計學院 理、工 林博川 30 

15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

學院 
理、工 洪明輝 30 

16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理、工 蔡加正 30 

17 樹德科技大學 理、工 顏錦柱 30 

18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理、工 陳秋妏 30 

1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農、醫、生技、

護 
楊堉麟 50 

20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農、醫、生技、

護 
邱采新 50 

21 大仁科技大學 
農、醫、生技、

護 
謝登恩 50 

22 輔英科技大學 
農、醫、生技、

護 
陳中一 50 

23 輔英科技大學 
農、醫、生技、

護 
葉耀宗 30 

24 美和科技大學 
農、醫、生技、

護 
吳裕仁 30 

25 東方設計學院 設計、文創、餐 陳念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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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專院校（計 31人） 

序號 學校名稱 領域 獲補助人 
獲補助金額 
（萬/年） 

旅、休閒 

26 景文科技大學 
設計、文創、餐

旅、休閒 
胡夢蕾 50 

27 大同技術學院 
設計、文創、餐

旅、休閒 
王穎愷 50 

28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設計、文創、餐

旅、休閒 
呂瓊珷 30 

29 華夏技術學院 
設計、文創、餐

旅、休閒 
朱啟銘 30 

30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設計、文創、餐

旅、休閒 
吳昆崙 30 

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設計、文創、餐

旅、休閒 
李佩玲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