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證規範5/9.5：教師 
 



專任教師 

教授 4 人【博士3人、碩士1人】 

副教授 10 人【博士10人】 

助理教授 5人【博士2人、碩士3人】 

講師 2 人【碩士2人】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91% 

姓名 職級 學歷 學術專長 
湯兆緯 教授兼主任 博士 輕質混凝土、鋼骨鋼筋混凝土 
楊全成 教授 碩士 大地工程、網際網路 
王琳麒 教授 博士 環境工程、空氣污染、微量化學分析 
王金鐘 教授 博士 再生材料、大地材料、混凝土材料 
林冠洲 副教授 博士 大地工程與防災、基礎工程 
單明陽 副教授 博士 鋼結構、結構學、生態工程 
彭俊翔 副教授 博士 道路工程、鋪面技術、路面材料 
趙    鳴 副教授 博士 結構分析、防災科技、量測技術 
王建智 副教授 博士 大地工程、深開挖工程、土壤行為學 
潘坤勝 副教授 博士 材料、結構力學 
曾文哲 副教授 博士 流體力學、水利工程、下水道工程 
周煌燦 副教授 博士 結構力學、耐震設計、鋼筋混凝土力學 
賴怡潔 副教授 博士 綠色能源技術、廢棄物資源化 
林聖倫 副教授 博士 燃燒與污染防制、奈米綠色油品 
田坤國 助理教授 博士 大地工程、岩石力學、坡地災害分析 
楊秉蒼 助理教授 碩士 人工智慧、管理科學、營建管理 
柯武德 助理教授 碩士 基礎施工、隧道工程 
謝坤宏 助理教授 碩士 深開挖工程、大地工程 
陳志賢 助理教授 博士 營建材料、結構工程 
莊惠群 講師 碩士 測量學、電腦繪圖 
羅晨晃 講師 碩士 材料、測量、結構 



參與學程目標之制定及執行 

學術發展 

教學成效評量 

課程規劃 

招生考試規劃 

教師聘任 

與升等 

系所經費規劃 

與管理 學士班 

進修 

學士班 
碩士班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促進節能減碳永續環保 

安全、健康、便利、 
舒適、節能、永續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安全健康、便利舒適、 
節能減碳又環保 

帶動科技產業發展 

因應社會發展趨勢 
配合國家永續政策 



教師專業分析 

證照名稱 人數 

土木技師  12 

大地技師 2 

結構技師 3 

水利技師  1 

測量技師  1 

甲級廢水處理技術員 8 

甲級廢棄物清除處理專責人員 1 

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1 

工地主任 3 

CNLA試驗室負責人 11 

安全衛生監督人員 6 

品管工程師 2 

CPMS專案管理師 18 

PMA+專案技術師 18 

乙級建築管理技術士 1 

學門名稱 研究範疇 人數 

結構工程 
探討鋼筋混凝土、非破壞檢測研究、耐震分
析及設計研究、鋼結構相關研究、結構力學
及分析、構件補強研究、地震工程等課題。 

5 

大地工程 
探討土石流相關研究、土壤液化研究、土壤
力學及卵礫石層力學特性研究、鋪面工程研
究、地下水工程相關研究、隧道工程等課題

5 

工程材料 
探討高性能混凝土、輕質混凝土相關研究、
複合材料研究、再生建材、綠建材等課題。 5 

工程管理 
探討營建管理、工程專案研究、成本管理、
原料裁切最適化研究、施工技術、電腦應用
等課題。 

2 

工程資訊 
探討航空攝影測量、遙感探測與影像處理、
地理資訊系統、大地測量及變形測量、衛星
定位測量等課題。 

5 

平均  4張/教師 



師生間互動與輔導成效 

輔導運動績優生 晤談及課業輔導 生源分析掌握資訊 

協助學生碩士班甄試及撰寫推薦函 

與導師有約活動 

訓練學生向校長及外賓簡報 

 關懷手冊 

 CSU-Portfolio平台提供就業職缺、職涯進路地圖、導生
GPS教練網 

 數位教學平台、社群經營、學習歷程、課程地圖與部落格 

 導師有約、導師滿意度調查、「吾愛吾師愛師宣言」徵
文活動、身心障礙學生關懷、原住民技職教育計畫、活力
教師選拔 



教師與業界交流(1/2) 

地方政府產業規劃 

勞委會產業 
人才培訓班 

工地主任回訓班 

國科會產學計畫 

TAF能力試驗 

工程會原住民鋼筋 
技術士培訓班 

政府採購 
專業人員 
訓練班  

產官學結合 
 

工地主任220小時 
職能訓練課程 
講習訓練班 

材料檢測試驗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 
訓練班及回訓班 

內政部建研所 
防火試驗專案計畫 

水岸美綠化規劃設計 



教師與業界交流(2/2) 

擔任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審查委員 

與國內業者結合 

陪同馬來西亞國家能源大學教授拜會建研所 

與全國認證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教師學術/專業活動/專業服務統計表 

96~101 
年度 

進修研習 參加研討會 

人次 場次 國內 國外 
人次 場次 人次 場次 

合計 739 192 390 110 34 24 

96~101 
學年度 

參與各服務性質之專任教師人次 

專業考試命
題委員 

學會行政職
務 

國內專業期
刊編審及評

審 

國外專業期
刊編審及評

審 

校外公民營
機構顧問或

委員 

政府機構專
業委員會委

員 
其他 

總計 7 38 3 18 27 586 255 



教師執行專案計畫經費統計 

年度 
國科會計畫 政府部會計畫 產學計畫 校內補助案 合計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96 5 220 19 371 37 378 0 0 61 969 
97 5 261 23 1070 17 1672 6 16 51 3019 
98 6 371 19 958 15 1798 3 11 43 3138 
99 6 316 26 1253 8 104 2 7 42 1680 

100 7 250 38 950 36 676 1 4 82 1880 
101 6 251 24 306 69 561 2 10 101 1128 
合計 35 1669 149 4908 182 5189 32 48 380 11814 

(金額單位：萬元) 

2.9件/每人每年 

89.5萬/每人每年 



教師專利統計 

年度 教師姓名 專利/新品種名稱 證書字號   
96 王金鐘 可抑制回脹及重金屬溶出之改良轉爐石材料－波索蘭材料添加法  I 287582   
96 王金鐘 可抑制毒性溶出及回脹之改良焚化爐底灰填築材－濕裹法  I 271492   
97 王金鐘 污泥骨材的製造方法 申請案號096105078   
98 楊全成 加州載重比試驗儀自動化系統      
99 楊全成 應用於加州載重比試驗儀的電源自動控制系統      
99 楊全成 應用於加州載重比試驗儀的電源自動控制系統  M393673   
99 楊全成 加州載重比試驗儀自動化系統  M378374   
99 楊全成 懸臂式版樁牆分析方法      
99 楊全成 錨式版樁牆分析方法      
99 楊全成 土壤壓力試驗分析方法      

100 王金鐘 鋁渣輕質骨材燒結產製方法  申請案號100122029   
100 王金鐘 泥岩輕質骨材及其燒結製作方法  申請案號100137783   
100 楊全成 應用於馬歇爾穩定值試驗儀之電源自動控制系統      
100 王金鐘 底渣骨材及其製造方法  I 351391   
100 楊全成 應用於馬歇爾穩定值試驗儀之電源自動控制系統  M412181   
100 彭俊翔 應用於馬歇爾穩定值試驗儀之電源自動控制系統  M412181   
101 王金鐘 污泥骨材混凝土及其製造方法 I 358398   
101 王金鐘 鋁冶煉集塵灰骨材製造方法 申請案號101122688   
101 王金鐘 焊道渣輕質骨材製造方法 申請案號101144789 

101 王金鐘 METHOD AND COMPOSITION FOR MAKING A CONCRETE 
PRODUCT FROM SLUDGE US 8206503 B2 

101 王金鐘 二次鋁渣骨材的製造方法  I 399355 
101 陳志賢 包含有玻璃基材及/或電子及玻璃纖維之膠結材及該膠結材之應用 1364405 

共22件 



專業持續成長之管道與鼓勵措施行 

國內外進修 

出席國際會議 

研究論文發表 

深度研習 

深耕服務 

專業成 

長方式 

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 

鼓勵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 

補助教師研習實施要點 

補助教師改進教學實施要點 

諮議教授輔導教師升等實施要點 

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 

教師研究績效榮譽狀頒發要點 

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施行細則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相關 

辦法 



專業持續成長之活動 

良師益友教學經驗分享 出席國際研討會 

主辦國內研討會 

國際交流拜會日本土木學會 

國際交流拜會早稻田大學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 

教師專業證照班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101年度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專業訓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PMA/PMA+專案助理/技術師認證培訓課程 正修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研究所 
教師第二專長班-三維建模技術應用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產業高階主管經驗交流-土木校友高階主管經驗交流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校園緣端環境的建立與運用」1場 正修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專業證照班-永續能源與資源管理管理師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教師專業證照班-永續發展碳管理管理師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產業高階主管經驗座談-土木532校友系列座談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教師第二專長班-虛擬實境於防災科技應用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產業高階主管經驗講座-經濟部中區水資源局湖山水庫大壩工程-
實務經驗講座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教師跨領域研習班-UAV防災應用研習班 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從國際發明展省思科大教育」、「教
學觀摩與經驗分享I」、「校園緣端環境的建立與運用」3場 正修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物理演示教學示範及經驗分享活動 正修科技大學 
公共工程經費電腦估價系統訓練班PCCES WIN4.3版 聯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校園緣端環境的建立與運用」、「務
實致用的教學觀」2場 正修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I」、「校園緣端
環境的建立與運用」2場 正修科技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101學年度第1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中研習會 正修科技大學學務處 
101年度環保新趨勢-綠屋頂暨立體綠化技術研討會 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教師發表專書（含篇章）及其他著作資料 

年度 姓名 專書名稱 出版年 出版社/發表處所 ISBN編號 
96 楊秉蒼 建築鋼筋施工圖應用實務 2007 詹氏書局 978-957-705-351-0 
96 楊秉蒼 營建鋼筋損耗控制實務 2007 詹氏書局 978-957-705-364-0 
96 楊秉蒼 營造工程管理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精華解析 2007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21-5857-9 
97 楊秉蒼 營造工程管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精華解析 2008 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21-6051-0 
98 柯武德 潛盾隧道設計及施工準則與解說 2009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655-463-3 
98 楊秉蒼 建築概算估價應用實務（附建築概算估價軟體） 2009 詹氏書局 978-957-705-389-3 
99 羅晨晃 工程測量 2010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86-6216-33-6 

100 楊全成 大地工程程式研發設計應用與大地工程網路教學技術應用 2011 自行出版/升等教授技術報告   
100 周煌燦 精典結構學（下冊） 2011 文笙書局 978-957-41-8363-0 
100 周煌燦 精典結構學（上冊） 2011 文笙書局 978-957-41-8362-3 

96~101 
年度 

期刊論文篇數 研討會論文篇數 

SCI/EI論文 非SCI/EI論文(其他) 小計 國際 非國際 小計 

合計 27 53 80 30 170 200 

教師發表論文著作統計 

教師專書著作統計 



教學、研究與服務之合理機制及升等情形 

職稱 人數 基本鐘點 可超鐘點 授課時數範圍 
教授(兼所長) 1 2 4 2~6 
教授(兼日間導師) 3 8 4 8~12 
副教授(兼日間導師) 6 9 4 9~13 
副教授(兼夜間導師) 1 9 3 9~12 
副教授(兼行政) 3 5 4 5~9 
助理教授(兼夜間導師) 1 10 4 10~14 
助理教授(兼組長) 4 5 4 5~9 
助理教授(兼行政) 1 8 4 8~12 

96學年度 

曾文哲老師 

升等副教授 

97學年度 

柯武德老師 

升等助理教授 

98學年度 

江慶堂老師 

升等副教授 

99學年度 

湯兆緯老師 

升等教授 

謝坤宏老師 

升等助理教授 

陳志賢老師 

升等助理教授 

101學年度 

王金鐘老師 

升等教授 

100學年度 

楊全成老師 

升等教授 

王琳麒老師 

升等教授 

 

 

104學年度 

賴怡潔老師 

升等副教授 

林聖倫老師 

升等副教授 

著作升等：6位 

學位升等：3位 

技術升等：2位 

3位老師取得博士學位 



研究成果融入教學之情形 

教師 專案計畫名稱 融入課程名稱 

湯兆緯 

場鑄輕質粒料混凝土橋版之施作及其經濟潛力；輕質混凝土圬
工單元之產製技術研發；高性能輕質混凝土圬工單元之產製技
術研發；利用工業區污水處理廠污泥燒製輕質骨材及其量產技
術研發之先期評估；高性能輕質骨材燒製技術之研發；利用回
收碎玻璃燒製黏土磚之量產技術研發；利用自來水廠淨水汙泥
產製控制性低強度材料之研究 

高等工程材料 

高溫對高性能混凝土微結構及力學性質之影響(1)(2)(3)；輕質
骨材之吸水特性及其對輕質骨材混凝土高溫熱學與力學性質之
影響(1)(2)(3) 

高等混凝土 

鋼筋輕質混凝土桿件之開裂行為探討 高等鋼筋混凝土 

王金鐘 

廢金屬混合物燒製成輕質骨材及輕質磚之產製技術與應用；焊
道渣燒製輕質骨材之產製技術與應用；廢液晶玻璃添加泥岩燒
製成磁磚及輕質骨材之工程性質研究；鋁渣燒製輕質骨材之產
製技術與應用；鋁冶煉集塵灰作為粗細骨材產製技術與再利用
之研究；二次鋁渣骨材產製與應用之研究； 

綠建材研發與應
用 

趙    鳴 

無線感測網路之研發並應用於結構健康監測整合系統；整合無
線感測網路與地理資訊系統應用於橋梁安全監測之研發；整合
移動式無線遙控與感測系統應用於地下空間有害氣體之施工安
全維護 

力學分析試驗 

楊全成 
剪力及壓力型試驗機具自動化關鍵技術之研發應用；可程式控
制之試驗機械研發與應用 

土壤力學及 
土壤力學試驗 

Specimen

50 mm 
LVDTs

(load-end slip)

Load from
500 kN MTS

Rigid base

L0

LVDT
holder

Rigid plate

Rigid barRigid bar

Steel bar

5 mm 
strain gauge

Barrier plate 



教師評鑑辦法 

正修科技大學 

教師評鑑辦法 

學年度考核 

3學年總評鑑 

成績優良者得依
教學研究服務獎
勵辦法申請獎勵 

總評鑑 

3年教學服務平均

成績（70%） 

+ 

3年研究成績

（30%) 

學年度考核 

教學（50%） 

服務（50%) 



教師獲頒獎項與榮譽資料 

 96~102年度榮獲本校教學研究服務獎勵共32人次（最高獎金10萬）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論文獎共3人次 

 國科會特殊優秀研究人才獎勵共4人次（彈性薪資）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特殊優秀教學人員共2人次（彈性薪資） 

 本校教師研究績效榮譽狀共1人次（5年免評鑑） 

 興大工程學刊優秀論文獎共1人次 

 國內外研討會大會優秀論文獎共1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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