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政治大學 108 年度教師及研究人員申請科技部獎勵 

獎勵名單 

                                                 （依單位、姓氏筆畫排序） 

序號 姓名 職稱 院/中心單位 系所 

1 林宏明 特聘教授 文學院 中文系 

2 陳睿宏 教授 文學院 中文系 

3 蔡欣欣 教授 文學院 中文系 

4 林美香 特聘教授 文學院 歷史系 

5 陳秀芬 教授 文學院 歷史系 

6 汪文聖 教授 文學院 哲學系 

7 耿晴 副教授 文學院 哲學系 

8 陳志銘 教授 文學院 圖檔所 

9 蔡明月 特聘教授 文學院 圖檔所 

10 薛化元 教授 文學院 台史所 

11 吳佩珍 副教授 文學院 台文所 

12 范銘如 特聘教授 文學院 台文所 

13 崔末順 副教授 文學院 台文所 

14 陳隆奇 教授 理學院 應數系 

15 陸行 特聘教授 理學院 應數系 

16 林姿葶 助理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17 姜忠信 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18 許文耀 特聘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19 游琇婷 副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20 黃啟泰 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21 楊建銘 特聘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22 廖瑞銘 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23 蔡介立 副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24 顏乃欣 特聘教授 理學院 心理系 

25 李蔡彥 教授 理學院 資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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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張家銘 助理教授 理學院 資科系 

27 廖文宏 副教授 理學院 資科系 

28 劉吉軒 教授 理學院 資科系 

29 劉昭麟 教授 理學院 資科系 

30 蔡子傑 教授 理學院 資科系 

31 廖文霖 副教授 理學院 神科所 

32 林瑜琤 教授 理學院 應物所 

33 楊志開 教授 理學院 應物所 

34 蔡尚岳 教授 理學院 應物所 

35 盛杏湲 教授      社科院 政治系 

36 湯京平 特聘教授 社科院 政治系 

37 楊婉瑩 教授      社科院 政治系 

38 蔡中民 教授 社科院 政治系 

39 蔡宗漢 副教授     社科院 政治系 

40 蘇彥斌 副教授     社科院 政治系 

41 陳宗文 教授 社科院 社會系 

42 關秉寅 教授      社科院 社會系 

43 連賢明 教授      社科院 財政系 

44 賴育邦 教授      社科院 財政系 

45 朱斌妤 教授      社科院 公行系 

46 江明修 教授 社科院 公行系 

47 杜文苓 教授      社科院 公行系 

48 黃東益 教授      社科院 公行系 

49 林士淵 副教授 社科院 地政系 

50 林左裕 教授 社科院 地政系 

51 李浩仲 副教授 社科院 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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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林馨怡 教授      社科院 經濟系 

53 徐士勛 副教授     社科院 經濟系 

54 陳樹衡 特聘教授 社科院 經濟系 

55 王增勇 教授      社科院 社工所 

56 宋麗玉 特聘教授 社科院 社工所 

57 葉啟洲 教授 法學院 法學院 

58 王千維 特聘教授 法學院 （法律系） 

59 江玉林 教授      法學院 （法律系） 

60 許恒達 教授      法學院 （法律系） 

61 許耀明 教授 法學院 （法律系） 

62 王曉丹 特聘教授 法學院 （法科所） 

63 林士貴 教授 商學院 金融系 

64 邱志聖 特聘教授 商學院 國貿系 

65 簡睿哲 特聘教授 商學院 國貿系 

66 顏佑銘 副教授     商學院 國貿系 

67 譚丹琪 特聘教授 商學院 國貿系 

68 蘇威傑 副教授     商學院 國貿系 

69 金成隆 特聘教授 商學院 會計系 

70 戚務君 教授      商學院 會計系 

71 梁嘉紋 教授 商學院 會計系 

72 陳宇紳 教授      商學院 會計系 

73 陳明進 教授      商學院 會計系 

74 諶家蘭 特聘教授 商學院 會計系 

75 洪英超 教授      商學院 統計系 

76 翁久幸 教授      商學院 統計系 

77 楊素芬 特聘教授 商學院 統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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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于卓民 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79 別蓮蒂 特聘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80 巫立宇 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81 胡昌亞 特聘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82 蔡維奇 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83 韓志翔 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84 羅明琇 副教授     商學院 企管系 

85 周彥君 副教授     商學院 資管系 

86 郁方 副教授     商學院 資管系 

87 莊皓鈞 副教授     商學院 資管系 

88 楊亨利 教授      商學院 資管系 

89 周冠男 特聘教授 商學院 財管系 

90 張元晨 特聘教授 商學院 財管系 

91 陳明吉 教授 商學院 財管系 

92 陳嬿如 副教授     商學院 財管系 

93 許永明 教授      商學院 風管系 

94 黃泓智 特聘教授 商學院 風管系 

95 蕭瑞麟 教授 商學院 科管智財所 

96 余明忠 教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97 許立欣 副教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98 陳音頤 教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99 楊麗敏 教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100 趙順良 副教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101 賴惠玲 特聘教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102 鄭家瑜 副教授     外語學院 日文系 

103 張台麟 教授      外語學院 歐洲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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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楊瓊瑩 教授 外語學院 歐洲語文學系 

105 林日璇 教授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 

106 林穎青 特聘教授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 

107 施琮仁 副教授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 

108 陳聖智 副教授 傳播學院 傳播學院 

109 徐美苓 特聘教授 傳播學院 （新聞系） 

110 陳憶寧 教授 傳播學院 （廣告系） 

111 李世暉 教授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 

112 楊昊 教授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 

113 鍾延麟 副教授     國際事務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 

114 陳純一 特聘教授 國際事務學院 （外交系） 

115 余民寧 教授      教育學院 （教育系） 

116 洪煌堯 教授      教育學院 （教育系） 

117 葉玉珠 特聘教授 教育學院 （師培中心） 

118 俞振華 副研究員    選研中心 選研中心 

119 陳陸輝 特聘教授 選研中心 選研中心 

120 蔡佳泓 特聘教授 選研中心 選研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