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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
捐贈表揚



國文學系62級
金仁寶集團公司

許董事長 勝雄



李董事長 義發

理化學系50級校友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 貴賢



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林董事長 鴻道



黃董事長 清章

英語系55級校友
台灣美耐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趙總經理 惠仙



教育學系

杜教授 源芳



涂董事長 鐵雄

衛生教育學系56級校友
泉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總裁 洸照

藝術學系49級校友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前教育學院院長

陳教授 榮華



化學系52級校友
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蔡董事長 有涼



社會教育學系65級校友
社會教育研究所

林教授 振春



106年度
傑出教師獎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調和超越的想像調和超越的想像延伸延伸
──實踐創新實踐創新

湯湯 仁仁 燕燕
副 教 授



國文學系

陽春白雪陽春白雪‧‧度曲度曲風華風華
──崑曲教育家崑曲教育家

蔡蔡 孟孟 珍珍
教 授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簡簡 佑佑 宏宏

躍然躍然指尖的科技指尖的科技美學美學
──福祉工適生活家福祉工適生活家

副 教 授



工業教育學系

燃起燃起，未來之，未來之路路
──實務創業領航員實務創業領航員

洪洪 翊翊 軒軒
教 授



106年度教學傑出獎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湯仁燕副教授

國文學系 蔡孟珍教授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簡佑宏副教授

工業教育學系 洪翊軒教授



105年度
研究績優獎



科學教育研究所

吳心楷教授

榮獲「科技部105年度傑出研究獎」
吳教授為師大化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
教育博士，已第三度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吳教授曾獲美國科學教育學會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美國科學教育學會年
輕學者獎等，目前亦擔任南非約翰尼斯堡大學教育
學院特聘訪問教授。
吳教授學術研究方向主要在探討科學教育領域中，
學習科技的設計、建置、和應用，透過多重的理論
觀點，了解師生在不同的科技環境中，如何進行科
學的教與學。



工業教育學系

洪榮昭教授

榮獲「科技部105年度傑出研究獎」
洪教授為師大工教系學士、美國伊利諾大學碩博士
，已第二度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洪教授研究範疇包含學習者的特質影響學習情境與
認知、學習環境設計影響學習情境與認知以及科技
應用與技職教育。
近3年研究成果：於SSCI發表24篇論文、於國際硏
討會上發表30篇論文；有3項美國專利、16項中華
民國專利及6項中國大陸專利；另開發7款教育遊戲
App，內容包括語文、科學、綜合學科，已有來自
全球44個國家人員下載使用。



運動競技學系

相子元教授

榮獲「科技部105年度傑出研究獎」
相教授為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士、美國布拉德利大
學機械工程碩士、賓州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生物力學
)博士，曾任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總召集人、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理事長，現任臺灣運動科技
發展協會理事長。
相教授將學術成果與實務應用完整結合，使研究成
果能充分發揮於訓練實務，建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科學訓練基礎，協助奧運選手取得佳績，亦將研究
成果應用於產業發展，協助國內外運動產業開發創
新。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林坤誼副教授

榮獲

「科技部10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林副教授畢業於師大科技系博士班，曾任弘光科大文
化事業發展系助理教授3年，曾獲國際科技與工程教
育者協會頒發21世紀領先學術獎、2015 Leaders to 
Watch、3度榮獲師大獎勵特殊優秀人才、2度榮獲科
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師大優聘教授等獎勵。

林副教授近年研究主軸以實作活動、STEM科際整合
教育為主，依據複雜問題解決理論來設計具體的教學
方式以引導學生學習，獲得相當不錯的成果。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林舒柔副教授

榮獲「科技部10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林副教授為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曾任長
庚科技大學助理教授3年，在師大全球經營與策略管
理所從事教職邁入第6年，連續3年榮獲師大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
林副教授就讀博士班期間，即開始研究策略管理相
關議題，奠立理論與實證分析的能力。曾受科技部
千里馬計畫補助，赴美國密西根大學進行訪問研究
，並學習運用人基模擬(agent-based simulation)方法
，進行策略管理理論的建構，應用主題包括線上社
群的經營策略、組織成員的學習模式在不同環境下
的績效意涵，以及不同的個人類推模式對策略議題
診斷精準度間的影響。



105年度研究績優獎
科學教育研究所 吳心楷教授

工業教育學系 洪榮昭教授

運動競技學系 相子元教授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林坤誼副教授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林舒柔副教授



105學年度
服務傑出教師獎



英語學英語學系系
高瑪麗高瑪麗教授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英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英美美文學文學博士博士

從事臺灣師大教職二十餘年，於本校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多所貢獻，較顯著成果如下：

• 擔任英語系文學組課程委員會召集人，負責協調英文寫作、學術演講和辯論，以及英
語系大一英文課程內容統籌；擔任學士班及碩士班導師，親自撰文推薦希望深造的同
學準備入學考試並申請國內外研究所獎學金；因教學認真、熱心助人，數度獲頒優良
教師紀念獎。

• 多年來應邀擔任全國各類英語競賽評審，包含寫作、辯論、短劇和簡報比賽；擔任學
術期刊《同心圓：文學與文化研究》主編及編輯委員；參與各類英語招生考試命題及
審題；協助審查國際學術合作交流文件。

• 積極參加國際性研討會 （特別是MLA 和IABA舉辦的年會），透過擔任小組研討會主席
小組研討會主席；發表關於台灣過去和現在的文學研究報告，提升國際社會對台灣的
社會對台灣的了解，並提升本校在學術界的能見度。

• 積極參與全球性公益活動，如Women's March Taiwan台灣女性長征organizer、March for 
March for Science -- Taiwan 台灣科學向前行、Indivisible Taiwan founder 。也鼓勵學生參加
鼓勵學生參加類似活動來表達對台灣的愛和關懷。



物理學系

徐鏞元助理教授

1. 自101學年度開始管理普通物理教學實驗室，
進行普通物理實驗教學改進。102年起擔任物
理系系友會秘書長，協助系友會運作。

2. 多年帶隊出國參加「國際青年物理辯論競賽」，
成績優良。並自2010年起協助培訓台灣代表隊。

3. 協助物理系主辦「第26屆國際青年物理辯論競
賽」（26th IYPT, 2013/7/24-31, Taipei, Taiwan）

4. 舉辦「台灣高中大學中文物裡辯論賽」和「大
專生物裡辯論賽」推廣探索是物理教育。

5. 多年擔任「台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
究獎助計畫」、「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
學科能力競賽」物理科評審委員，幫助
物理科學教育的發展。



音樂學系音樂學系
葉葉樹樹涵教授涵教授

〠〠校內服務校內服務
從校慶到畢業典禮，指揮師從校慶到畢業典禮，指揮師
大管樂隊，為校園注入高雅大管樂隊，為校園注入高雅
的音樂氛圍。的音樂氛圍。

〠〠校校外外服務服務
持續在國內外舞台上演出，持續在國內外舞台上演出，
以呈現最高的藝術表現，擦以呈現最高的藝術表現，擦
亮師大的招牌。亮師大的招牌。
指導的學生遍及國內外樂團。指導的學生遍及國內外樂團。



105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獎
英語學系 高瑪麗教授

物理學系 徐鏞元助理教授

音樂學系 葉樹涵教授



105學年度
優良導師獎



 以「投其所好，動之

以情」，輔導學生看

到自我的獨特性，發

展優勢。

 以學生需求為中心，

連結心理與生活支持

網絡，化危機為轉機。

 發揮心理專業影響力，

協助建立校園心理與

危機事件處遇模式。

鄔佩麗 教授

教育學院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秉持正義關懷精神，

以自治、自律為目標，

陪伴學生成長與面對

挑戰。

 運用FB班網與moodle，

分享資訊，並關心學

生學習與生活情形。

 辦理學生職涯工作坊，

使學生了解職場能力

需求，增進學習動機，

提昇自我能力。

李琪明 教授

教育學院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定期進行個別晤談及班

級活動，關懷學生生活

與學習情形，並提供生

涯規劃的諮詢。

 指導服務學習課程，輔

導學生募集圖書捐贈偏

鄉國小、參與人文季表

演及美化學系學習環境。

 輔導學生生涯規劃並協

助學生解決就醫、就學

等問題。

郭乃禎 副教授

文學院 國文學系



 指導學生系學會，給予

課程、活動設計之協助

等，凝聚師生情誼。

 帶領學生為弱勢學生進

行課輔，使學生獲得榮

譽感，並加強學生的社

會責任。

 協助解決學生面臨之課

業、生活、家庭、生涯

等困擾，並獲學生、家

長之肯定。

吳順德副教授

科技與工程學院 機電工程學系



 依據學生之組別與背景，

提供課業、生活與職涯

等適性輔導。

 了解學生需求，扮演溝

通橋樑，爭取學生學習

空間與設施，加強學習

效果。

 促進學術展演之交流，

提升研究生專業表現，

輔導學生求職、參加教

師甄選等。

陳曉雰副教授

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105學年度優良導師獎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鄔佩麗教授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李琪明教授

國文學系 郭乃禎副教授

機電工程學系 吳順德副教授

音樂學系 陳曉雰副教授



106年度
特優職員獎



總務處

 擔任採購組長期間，帶領採購團隊完成
各類採購案2,460件，總採購金額達新臺
幣58億8,072萬7,944元

 運用PDCA戴明循環與回饋控制概念，設
計「採購組承辦採購案件控管表」，確保
採購目標有效達成

 建置完善採購組網路，將採購公文表格化及簽辦內容標
準化，提供各單位下載正確使用，增進採購時效及品質

 擔任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委員、本校內部控制小組委員
、考績(核)委員會委員

 當選教育部99年度模範公務人員
 督辦本校綠色採購業務均達主管機關規定比例，整體績
效成績優異

翁秀霞 組長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熟稔師資培育法規並積極配合法令函釋之
修訂，保障師資生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之權益

 與行政團隊同心爭取地方政府師培公費生名
額，創下本校歷年新高及各師培大學之冠

 協調各項制度之規劃與籌備，成立「資優教
育學程」， 於104學年度順利開辦，有助本校學生提升職
場競爭力，進而增加地方政府願意提供公費生名額

 針對教育部新興政策能提出本校師資培育具體興革意見，有
助表達本校立場並維護學生權益

 對於上級交辦事務，積極達成不推諉；能勇於任事，有效率
分析問題並克服，有助各項行政工作之推動

陳汝君 輔導員



主計室

 設計經費動支表單，簡化行政流程
 建置各項經費一致性審核標準，提升行
政效率

 協助修訂產學合作計畫相關法規，精進經費執行之彈性
 縮短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結餘分配時程，提高經費使用

效益
 彙編計畫經費報支作業流程及實務案例，俾利經費報支

有所遵循

陳月汝 專員



106年度特優職員獎

總務處 翁秀霞組長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陳汝君輔導員

主計室 陳月汝專員



105學年度
傑出學生獎



地理學系

 發表數篇學士團體論文，多有獲獎，可為觀光
地理學學士班學術研究與方法之表率。

 擔任本校兒童教育研究社活動長，籌辦營隊前
往育幼院及臺東縣國小服務，致力於促進兒童
身心健全發展。

 參與青年團隊政策研發、StoryMap校園及尋找
感動地圖計畫等競賽與計畫多次優勝與獲獎，
為校爭光。

許肄亞



機電工程學系

 多方參與校內外社團活動並擔任數個社團幹部，

表現傑出優異，足體現團隊合作之精神，可為
本校學生群育模範。

 積極投入國民中學課業輔導，且參與本校海外
教學服務團隊，前往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進
行教學，服務心得刊登師大青年，以揚本校教
育精神。

張碩文



資訊教育研究所

 發表虛擬寵物論文並設計程式，以鼓勵並增進
國中小學童閱讀學習興趣。

 創辦「資訊教育服務社」且擔任青年發展署
「大手拉小手」計畫主持人，總籌大專生營隊
服務弱勢學童，並從服務學習提升自我生涯輔
導知能。

 當選2015年本校大專優秀青年榮獲肯定。

周映竹



體育學系碩士班

 發表學術論文，提供聽覺障礙選手學習成長與
心路歷程，增進身心障礙體育學術研究依據。

 多次擔任「聽語實驗」與「高中職視、聽障學
生生涯轉銜輔導座談會」講師，增進語言治療
臨床依據與高中職生楷模。

 參與國際性、全國性游泳競賽，榮獲8金5銀3銅
面獎牌，為本校及國家爭光。

陳涓妮



105學年度傑出學生獎
地理學系 許肄亞

機電工程學系 張碩文

資訊教育研究所 周映竹

體育學系 陳涓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