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上專任教師學術專長
序 系所 職別 等級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1 藥學系 專任 特聘教授 李冠漢 藥物化學.有機化學.生物資訊.天然藥物化學

2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郭榮華
生醫奈米材料.非病毒性基因傳送系統.控制釋放系統.細胞凋亡

之機轉探討

3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呂玉玲 藥物化學.藥物設計合成.生物活性評估

4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施美份 綠藻生理功能.糖尿病.藥理學

5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劉淑芬 藥理學.基礎醫學

6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楊政哲 本草學.生藥學.中藥藥理學

7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蕭如玲 醫療資訊管理.醫療品質

8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李得响 有機化學合成.macro molecules.有機光譜學

9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恒弘 藥劑學.生物藥劑學.藥物分析學.生物製劑學.臨床藥物動力學

10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指宏 溫泉美容醫學.行為科學

11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唐自強
Ketamine檢測.牙齒美白劑在唾液中殘留測定.虫草酸檢測電化學

分析.電化學分析.毛細管電泳分離

12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江建民 生物物理及光譜應用.蛋白質工程.生化工程.結構生物

13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陳秋蘭 基礎醫學.藥理學.毒理學

14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劉國盛 儀器分析.藥物動力學.減癮劑開發

15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江一民 天然物化學.化學生物學.免疫學

16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正芬 生藥學.天然物化學.藥用化妝品學.本草學.炮製學

17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高惠珍 生理學.生物學

18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嚴淑揚 固體劑型研究

19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吳東和 生物化學.生理學.微生物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藥劑學

20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游慧美 藥物分析學

21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素容 生理學

22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莉螢 天然物化學.儀器分析.微生物培養

23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林千玉 生物學.生理學.免疫學

24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高毓瑩 植物組織培養.分子生物技術

25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葉旭華 生物技術.天然物生合成

26 藥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冠傑 生物化學.基礎醫學.血管生物學

27 藥學系 專任 專案助理教授 蘇歆惠 藥學.生物科技.化妝品

28 藥學系 專任 專案助理教授 羅永光
工業藥學.製藥技術.奈米劑型.控釋劑型.經皮吸收劑型.體內/體

外相關性評估.中草藥劑型開發.專利學名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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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藥學系 專任 專案助理教授 姜文平 藥學.中藥學.藥用真菌培養.中藥種植.天然物化學.藥理及生物

30 藥學系 專任 講師 張麗珍 有機化學.藥物化學.工業化學

3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特聘教授 楊朝成 有機合成.抗氧化.美白試驗.化粧品調製

3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教授 李佳芬 抗老化及美白評估

3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教授 丁秀玉 中草藥化妝品原料開發.中草藥萃取.純化及結構之鑑定

34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教授 郭俊成 毒理

35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教授 梁家華 營養生化.生化工程.化妝品科學.生物技術.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36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林維炤 化妝品奈米載體製造.分析檢驗

37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劉孟春 色料香料學.界面科學.高分子化學.藥物釋放

38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清宮
生技化妝品.中草藥化妝品.化妝品有效性評估.化妝品製造.化妝

品GMP

39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慶輝 醫院行銷.藥妝店行銷.醫療機構行銷

40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何文岳 天然物全合成.離子液體應用技術開發.原料開發

4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劉家全
生理學.營養學.膳食療養學.皮膚生理生化.美容醫學.美容保健

與自由基.化妝品與皮膚病學.生物學

4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汪梅英 分析化學.化粧品調製

4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美惠 消費者行為.網路行銷.行銷研究.行銷管理

44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淵博 化粧品分析.分析化學

45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玟雅 生物技術.胚胎發育.基因調控

46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林朝賢 微生物.生物技術.蛋白質化學

47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呂昆霖 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藻類功效開發

48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蔡玫琳 中草藥化粧品研發.精油萃取.細菌評估

49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劉坤湘 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生理學

50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顏童文 行政管理.老人教育.教育統計.研究方法

51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呂姿瑩 藝術創作

52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張書林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免疫學.基因調控

53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徐又非 整體造型.指甲彩繪.人體彩繪.芳香療法.美體指壓

54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陳國蕙 整體造型.配飾製作.面具彩繪

55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林美惠 整體造型.彩妝技術.專業護膚.快速彩繪.美姿美儀.流行風格分

56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講師 陳盈如 美髮/頭皮管理.整體造型.化妝品化學

57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專任 專技講師 許淑燕 芳香保健實務.美容保健實務

58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范晉嘉 食品微生物及發酵.食品衛生管理.保健食品

59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羅怡珮 昆蟲抗藥性.農藥毒理學.生物學.昆蟲學

60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洪瑞祥 訊息傳遞.腫瘤生物學.分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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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陳麗珠 膜生化.花藝園藝

62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田孝威 癌症生物學.生物化學.基因體學.分子生物技術.真菌藥物開發

63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李淑婉 藥物化學.化妝品化學.天然物化學

64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郭玉萍 儀器分析.物理化學

65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郭俊榕 材料化學.生醫材料

66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汪文忠 無機化學.有機合成

67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葉錦芬 分析化學.儀器分析

68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翠霜 化妝品製造.生醫材料.特用化學品.分析化學

69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凌櫻玫 儀器分析

70 醫藥化學系 專任 講師 施佩禎 藥物化學

71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專案專技講師 陳俊吉
儀器分析(GC,GC-MASS,LC,LC-MASS,AA,FTIR等).Chemical市場銷

售、分析與開發、品管確認.SOP流程制定.商品公証與稽核認証

72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副教授 蘇哲弘 生物學.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

73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副教授 藍麗春 文化資產專題.文化行政與政策分析

74 藥用植物與保健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蔡新茂 生理學

75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副教授 陳昭昭 台灣文學.神話

76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副教授 王四切 藥事照護.藥物分析學.藥物化學.有機合成.分子生物學

77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副教授 鄭淨月 生物質譜學.生化分析.中草藥物成份分析

78 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溪清 法律經濟

79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教授 吳明娟 生物技術.營養免疫.分子藥理.活性天然物

80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教授 王柏森 食品化學.毒理學

81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教授 陳品晟 細胞生物學.腫瘤生物學.血管生物學

82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顏名聰
食藥用菇類.機能性食品.食品檢驗分析.食品科學.膳食設計與研

發.營養學.家事管理

83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蕭雁如
幼兒課程設計.嬰幼兒環境規劃.托育機構行政管理.外籍子女發

展及親職教育

84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戴三堡 食品加工.產品開發

85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張瀝分 婚姻與家庭.食品營養

86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吳淑靜 高等生化.藥膳與食療.藥膳與食療.分子藥理學

87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陳師瑩 保健食品開發與功能性評估.臨床營養研究.膳食療養.酵素化學

88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林美惠 營養生化.腫瘤生物

89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蕭慧美 營養生化.維生素E生理與分子調控

90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陳怡伶 營養學.免疫學.生物化學.腫瘤免疫學.生理學.細胞分子生物學

91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楊彩秀 營養生化.自由基.細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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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淑芬 真菌學.分類學.傳統分類學.分子系統分類學.生物顯微鏡技術學

93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夏彩蘭 營養免疫

94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林翠品 中草藥抗病毒及抗腫瘤研究.中草藥抗菌及抗生物膜研究

95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孫芳明 營養生化.分析化學

96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昱仲 生物技術學.微生物基因功能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97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黃惠玲 營養生化.礦物質營養學

98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姿秀 營養學.公共衛生營養.腦的營養

99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鄭裕耀 營養教育.飲食行為.社區營養

100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國榮 轉殖生物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技術.細胞生物技術

101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張宜平 營養教育.飲食行為.問卷調查

102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明雄 食品分析與檢驗.食品衛生安全.食品化學.食品毒物學

103 保健營養系 專任 講師 王櫻娟 基礎醫學

10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特聘教授 杜平惪 機能性食品.抗氧化性.護肝效應.抗癌效應

105 食品科技系 專任 教授 王淑珍 病原微生物檢測.微生物發酵技術

106 食品科技系 專任 教授 王美苓 食品分析檢驗.油脂化學.香料化學.食品包裝

107 食品科技系 專任 教授 鍾玉明
食品分析.食品化學.農化.生物資源應用.怏速檢測試劑研發.化

妝品研發

108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張淑玉 基因工程.生物技術.生理學

109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馮惠萍 食品抗氧化性.生物資源

110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椒華 生物技術.微生物.輻射生物.電磁輻射環境調查

111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謝峻旭
食品衛生管理.餐飲衛生管理.食品加工.保健食品研發.ISO

9000/ 22000 認證.HACCP 認證.有機農產加工品認證

112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陳佳慧 食品營養.飲食健康管理.即食餐食開發.保健食品

113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邱致廣 食品及餐飲工廠衛生管理認證輔導.建教推廣

11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林盈君 休閒食品開發.統計學應用.食品工程

115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吳鴻程 生物技術.生物化學.食品工加

116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朱惠鈴 酪氨酸純化及性質.酪氨酸抑制劑.對b16黑色素細胞調控

117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張瓈文 機能性食品之功效評估.食品微生物檢

118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晏文潔 食品分析與檢驗.機能性食品之功效評估

119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李家璞 食品加工.食品分析

120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林國民 食品加工技術.食品化學.機能性食品製備技術

121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常振鎧 中草藥植物組織培養.發酵工程.單株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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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郭玫君

天然物的抗氧化篩選與開發.天然物的抗發炎機轉探討.天然物的

抗動脈粥狀硬化機轉探討.具免疫調節活性的保健食品的開發.具

美白功效的天然物的開發與機轉探討.遺傳疾病與基因多型性的

123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麗淑 天然物對抗血管粥狀硬化.抗發炎抗氧化功效評估

124 餐旅管理系 專任 講座教授 陳鴻助 纖維複合材料

125 餐旅管理系 專任 教授 王瑞顯 食品營養.餐飲衛生管理

126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教授 吳昆崙 烘焙學.烘焙與中式麵食實務製作.蛋糕裝飾

127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黃輝雄 行銷管理.行為決策.消費者行為.服務失誤

128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副教授 龔聖雄 服務失誤與補救.消費者決策行為.品牌管理

129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副教授 戴揚飛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轉換意圖.旅館管理

130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明德 中國哲學.陰陽五行.應用文

131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康志強 安全性評估.食品分析

132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高曉光 餐旅管理.餐旅採購.觀光學.觀光旅遊實務.管理學.人力資源管

133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吳蕙君 餐飲衛生安全.食品營養與保健

134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林美芳 營養與免疫

135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美貴 藝術與音樂.文化展演相關.亞歷山大技巧身心學

136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曾鑫順 食品化學.食品加工

137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吳正雄 行銷策略.服務品質.餐旅管理.消費者行為

138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謝煒頻 管理學.統計學.專題討論.企業概論

139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昭穎 智慧資本管理.策略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管理

140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孫靖玲 烘焙加工.食品加工

141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李虹萱 消費者行為.行銷策略.服務品質

142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鄧杞祝 飲料與調酒.餐飲服務

143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講師 沈瑞君 旅館櫃台管理與實務.房務管理.餐旅資訊管理

144 餐旅管理系 專任 專技講師 王明煌 中餐烹調.飲食文化.宴會管理

145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副教授 林佳蓉 幼兒營養.營養教育

146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嘉珩 幼兒語文發展與教學.兒童文學.親職教育

147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瑤惠 發展心理學：認知發展.兒童文學.兒童故事說演

148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邱秀月 嬰幼兒遊戲.兒童福利概論.學習環境規劃與運用

149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賴怜蜜 急救學.兒科護理.婦嬰護理.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150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藍芳英 社會科教學.公民教育.課程設計與管理.文化教育.幼兒社會學

151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羅晧誠
家庭研究.兒童心理學.親職教育.諮商輔導.發展心理學.婚姻與

家庭.行為觀察與記錄

152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梁振翊 急救學.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公共衛生.衛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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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心宜 特殊教育.早期療育.幼兒情緒教育.幼兒數學

154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悅綾 鋼琴演奏.鋼琴教學.鋼琴伴奏.音樂理論.音樂研究

155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講師 王茜瑩 幼教思潮.學前學習環境.幼兒美術教育

156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教授 蘇致遠 資訊科技應用.網路技術.能源科技.生醫資訊.數位學習

157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副教授 徐宏修 資訊網路.資訊安全

158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副教授 郭珮君 藝術行政.博物館學.藝術史.文化產業

159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副教授 劉川綱 網路通訊.寬頻接取網路.網路協定.網路效能分析

160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謝愛家 資訊安全.演算法.資料庫系統

161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梁育誠 醫學資訊系統

162 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專任 專案講師 張家鈞 自媒體行銷.Podcast製作與管理.互動程式設計.服務設計思考

163 社會工作系 專任 教授 余元傑 憲法.立法論.研究方法

164 社會工作系 專任 教授 薛雅明 適性化學習.多媒體學習.數位落差

165 社會工作系 專任 教授 謝聖哲 社會福利.社會政策與立法.研究方法

166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副教授 洪萬吉 統計.應用統計.微積分.應用數學.時間序列分析

167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副教授 劉嘉蕙 運動心理學.性別平等教育.職場論理.生理學

168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江承曉
諮商輔導.性別平等教育.青少年輔導.性教育.壓力調適.健康促

進.心理衛生.自殺防治

169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趙學維 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學分析

170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春展 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就業服務師.心理諮商.情緒壓力

171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麗雲 親職教育.婚姻與家庭.社會學.人際關係.兩性關係.早期療育

172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振盛 青少年偏差行為矯治.倫理學.學校社會工作.兒童青少年社會工

173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温如慧 老人社會工作.醫療社會工作.社區照顧

174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曾仁杰 優勢觀點社會工作.助人關係

175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盧禹璁 社區工作.城鄉發展.計量分析.經濟社會學

176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易蓁 家庭暴力.高風險少年.藥物濫用.社會工作臨床工作方法

177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吳敏欣 家庭暴力.兒童保護.婦女福利

178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黃姝文 悲傷輔導.心理諮商.質性研究

179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曾薔霓
社會福利.社會政策.長期照護.社會學.福利財政.老人、女性、

家庭照顧與福利政策

180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張智雅
社會福利.社會政策.社會心理學.多元文化社會工作.性別及文化

研究.婦女福利服務.兒童少年社會工作

181 社會工作系 專任 講師 葛揚漢 社會福利.社會政策.非營利組織.質性研究

182 智慧健康數位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吳聰慧 醫療資訊.程式設計

183 智慧健康數位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陶舜華 微積分.電腦軟體應用.程式語言.影像處理軟體.管理數學.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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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智慧健康數位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徐正桂 文學.易學

185 資訊管理系 專任 教授 王嘉穗 藝術概論.現代藝術欣賞與市場分析

186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李豐良 系統分析與設計.人機介面.數位內容.管理學.人因工程

187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張瓊文 資料結構演算法.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188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洪健文 企業資源管理.資料探勘.顧客關係管理.資料庫系統.知識管理

189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怡君
資訊科技發展與應用.資訊科技教育.性別與資訊科技.資訊科技

與社會

190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陳瑞甫 決策支援系統.電子病歷.電子商務.資訊安全.資訊系統績效評估

191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楊勝凱
資料隱藏.影像處理.網頁製作.多媒體.軟體應用.資料庫管理.計

算機概論

192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邱曉婷 生物統計.臨床試驗.縱貫性資料分析

193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關繼敏 資料庫系統.統計學.系統分析

194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盛夢徽 數位內容.數位學習.數值電磁.光電材料

195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江啟惠 網路管理.資訊管理.作業系統.程式設計

196 資訊管理系 專任 專案專技講師 曾國章 APP軟體應用.互動多媒體製作.數位學習媒體製作

197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范春銀 語言教學 (TESL).語音學 (Phonetics)

198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振文 Metaphor.Discourse Analysis.Political Discourse

199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李立柏 Romanticism.Film Theory

200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王雅瑩 中英文寫作.英美兒童文學欣賞

201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許美華 課程與教學.英語教學.數學教育

202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李登慧 英詩.語言評量.專業英文(ESP)

203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董幸正 語言測驗.英語語言學及教學

20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揮偉 Stylistics.literary awareness.rhetoric

205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劉怡君 英文寫作

206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理教授 Damien

Business English.Multiliteracie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Discourse

Analysis.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207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黃勻萱 教育科技.語言學.英語教學

208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邱顯懿 語言學.英語教學

209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劉酈嫺 美國文學.美國近代小說.英文寫作

210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葉惠蓮 華美文學

211 應用外語系 專任 講師 黃培斌 英語教學.觀光旅遊.旅遊史

212 應用外語系 專任 講師 杜德瑞 基礎(進階)英語會話.應用外語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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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專案講師 李榕
英語閱讀.英語聽力.英語文法.英語寫作.英語短篇小說.基礎日

語.中級日語

21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專案講師 江姃慈 英文閱讀寫作.觀光英文

215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專案講師 林武明 日本語教育學

216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特聘教授 錢紀銘 水質淨化生態工法.環境影響評估.廢棄物處理.環境工程.水資源

217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特聘教授 蘇銘宏

消防法規.火災學.工業安全與衛生.熱輻射.熱傳導.熱對流.熱力

學.熱機學.內燃機.燃燒學.流體力學.流體機械.計算流體力學.

分子動力學

218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教授 鍾隆宇
人工智慧.電子電路.控制系統整合.射頻電路運用.電腦硬

體.Android 程式設計.資訊工程.消防系統設計

219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副教授 蔡百豐 高分子材料合成.天然物分析.化學性作業環境測定

220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副教授 王正誠 地震學.數值模擬.程式設計

221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副教授 高清雲 地震工程.結構健康診斷.結構系統識別

222 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專任 專案講師 王煊丞 建築防火.火場煙霧控制.消防安全.火災模擬.避難模擬

223 公共安全及消防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沈孫儒 製程安全.火災爆炸分析模擬.營建施工安全

224 公共安全及消防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 助理教授 張曜麟 休閒空間規劃.地理資訊系統.休閒行為分析

225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克群 影像處理.機電整合.機器人視覺.程式設計

226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吳慶烜
文化管理.文化資源規劃與管理.古蹟保存與都市再生.文化資產.

文化活動參與.行銷管理.節慶與禮俗.法學緒論

227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彥傑

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測學(RS).大地測量(GPS、雷射測距儀、

Leveling).地球科學(地質學、海洋學、大氣科學、天文學).地

科教育.數值地形學(DTM).泥泉與泥火山.環境監測與防災

228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劉鼎昱 資訊管理.圖書資訊.雲端服務.社群媒體.網路學習.數位影像

229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佩芬 圖書館管理.圖書館教育.中國文學

230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歐陽宇
綠色產業管理.行為模式與決策.都市更新與開發.環境規劃與設

計.休閒不動產開發.國土規劃與都市計畫

23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講座教授 李孫榮 溫泉資源保育.土壤/地下水污染復育.環境影響評估

23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特聘教授 廖志祥
水處理技術.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環境奈米技術.空氣污染監

測.低碳管理

23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張錦松 水及廢水處理.分離技術.噪音控制

23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荊樹人 生態工程.自然淨化系統.人工濕地.環境工程.化學工程

23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林瑩峰 廢水工程.環境生物技術.生態工程.環境微生物.水再生利用

23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余光昌
底泥污染整治.環境化學.地下水污染整治.溫泉水質管理.固體廢

棄物.事業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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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張家源 水及廢水處理.薄膜技術應用.生物環境工程.環境工程

23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陳世雄
碳觸媒製備與應用.薄膜分離技術.中空纖維膜成型技術.氮氧化

物觸媒還原技術.廢水高級氧化技術.水回收與精製處理技術

239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米孝萱
空氣污染學.毒性化學物質分析.環境品質管理.氣膠學.環境影響

評估.環境系統分析.環境工程.麥金塔作業系統

240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蔡瀛逸 環境工程.氣膠科技.大氣化學

241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萬孟瑋
環境採樣與分析.高級廢水處理技術.超音波學及應用.氧化脫硫

技術.高分子生物聚合物之反應及其應用.溫泉抗垢處理技術

242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副教授 蔡利局 重金屬去除.奈米科技.廢棄物資源化.河川底泥整治

243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文福 溫泉地質.水質分析

24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楊奇儒
環境管理系統建置.綠色產品開發.微量環境化學分析.空氣污染

總量管制.室內空氣污染防制

245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洪睦雅 Water Quality Analysis

246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煜斌 AOPs.CWAO.LCCS

247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謝國鎔 廢棄物再生利用

248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專案講師 施凱鐘 水質分析.污水處理.自然處理技術.再生水處理實務

249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教授 劉瑞美 土壤學.環境微生物學.觸媒氧化

250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教授 黃大駿 環境生態.污染生物學.生理生態學

251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楊英賢 生命週期評估.環境系統分析.綠色產品設計管理.碳足跡

252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意銘 環境復育.環境污染變遷.土壤污染調查整治

253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張峻彬
管理科學.作業研究.資源管理.系統模擬.計劃評估.人工智慧.類

神經網路

254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鄭蕙玲 生物多樣性.魚類分類學.潛水調查技術.生態觀光.環境教育

255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董志明 流體力學.計算流力.休閒量化研究.休閒時序列分析.休閒資源分

256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政賢 污水處理.水質檢驗

257 環境資源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彭衍順 環境政策與評量.廢水物化處理.社區營造

258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教授 黃小林 氣膠技術.室內空氣品質.生物性危害控制.工業通風.風險評估

259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教授 賴振立 水及廢水處理.薄膜蒸餾.溶劑純化及回收

260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許錦明
高分子材料回收.抗震橡膠.難燃高分子材料.風險評估.化工製程

安全與評估

261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蕭景祥 安全教育

262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許嘉衿 工業衛生.作業環境測定.勞動生理.水質分析.環境微生物

263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李美貴 儀器分析.作業環境測定.分析化學

264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莊依文 化學因子作業環境測定.工業衛生.有機化學



序 系所 職別 等級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265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葉慧容 公共衛生學.老人照顧

266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嚴聖博 機械安全.綠色設計.創新設計.人因工程

267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鴻瑩 微奈米機電系統.機械工程.航太工程

268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專案講師 林正龍 普通物理學.噪音學

269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專案講師 王睿騰 水質採樣分析.溫泉監測作業.地下水出入滲調查

270 醫務管理系 專任 教授 陳珹箖 不完全菌鑑定.真菌分類學

271 醫務管理系 專任 教授 羅萱
策略管理.產業分析與研究.組織研究.醫院集團研究.組織群聚.

競爭與合作策略

272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隋安莉 生理.生化.疾病與健康照護

273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陳俞成 生態統計.資料分析

274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張碩芳 醫療品質管理.知識管理.質性研究

275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謝碧容 醫療資訊管理.資訊管理.醫務管理

276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吳世望
醫療策略管理.醫療行銷管理.組織學習.醫療品質管理.醫療創新

管理.醫療專案管理

277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許雅雯
健康行為.健康促進.預防醫學.生物統計.健康傳播.肥胖與代謝

症候群風險.衛生教育.國際文化與健康行為比較

278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惠芳 醫務管理.醫療人力資源管理.績效管理

279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魏美珠 公共衛生.流行病學.醫院環保

280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謝明娟 醫療會計學.醫療財務管理.管理會計.醫務管理

281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潘大永 病歷管理.醫院管理.醫療資材管理

282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靜雯 會計學.管理會計學.財務管理

283 醫務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郭彥宏 醫療決策分析.醫療品質管理.醫療資訊管理

284 醫務管理系 專任 講師 尤榮輝 資料庫管理系統.資訊網路.程式設計.影像處理.3D建模

285 醫務管理系 專任 講師 范春寶 醫療品質管理.醫務管理

286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教授 張翊峰 觀光決策分析.生態旅遊.環境資源管理.能源與環境政策評估

287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教授 甘其銓
淨水工程.溫泉資源開發.水質安全與消毒.節水技術.深層海水資

源開發.污泥處理與再利用.高科技產業廢水處理

288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張麗蓉 行銷管理.觀光產業研究

289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洪于婷

觀光區規劃理論與實務.溫泉區環境規劃開發與管理.永續理論之

發展與應用.休閒遊憩規劃.都市計劃.規劃分析方法.資源規劃與

管理.觀光經濟學

290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王怡潔 服務品質.旅館管理.感性行銷.顧客關係管理

291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忠偉
溫泉與地下水文地質.水資源管理與調配.數值與最佳化分析.地

下水污染物傳輸模擬



序 系所 職別 等級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292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耀德 台灣史.日文.日本近代史.中國近代史

293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黃源謀
憲法與立國精神.台灣歷史與文化.民主法治與生活.法治教育.古

蹟導覽

294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信安 文化資產.文化觀光.社區營造.建築學.世界遺產.台灣建築史

295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鐘大歡 生態與觀光.觀光電子商務.觀光多媒 體

296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戴文惠
旅行業經營管理.航空票務與實作.觀光遊程設計.旅遊糾紛案例

分析.領隊導遊實務

297 觀光事業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駱菁菁 旅館經營管理

298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龔玉齡 社會福祉政策.高齡者照護管理

299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林為森 衛生教育.生物統計.健康行為.研究方法.人際關係

300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沈姍姍 統計學.財務管理.金融風險管理

301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賴羿蓉 科學教育.兒童發展.感覺統合.高齡體適能.中高齡運動指導

302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鍾麗琴 解剖生理學.醫學術語

303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許瑛珍 幼兒與兒童音樂教育.鋼琴教學.音樂賞析.日文

304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如萍 大提琴演奏與教學.西方音樂研究.台灣音樂研究.藝術行政

305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孫自宜 臨床神經生理.護理學.輔具設計

306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林秀碧 創意思考.健康保險.管理學.個案撰寫

307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專任 專技講師 林常江
中醫藥針灸學.經絡保健調理.身心靈整體醫學.養生藥膳保

健.ARDK經絡檢測與判讀

308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教授 許桂樹 網路監控.虛擬實境.自動控制

309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張秀卿 體育

310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李宏夫 舞蹈人類學.原住民族儀式文化.動作肢體開發.表演藝術.舞蹈編

311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黃宗誠 土地管理與開發.公共事務管理

312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吳濟民 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知識管理.策略管理

313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李伊鎔 資訊流通管理.設計及專案管理.文創及媒宣

314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吳建德 教育經濟與投資.財務分析與決策.鐵道休閒遊憩

315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昆伯 人體生理學.體適能指導.神經科學

316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白宗易
休閒運動組織領導.休閒產業組織行為.旅遊行程規劃與設計.活

動設計與安排

317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尉平 溫泉資源調查分析.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數位產業趨勢分析

318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佳欣 住宅分析.休閒行為

319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嘉鈴 圖書資訊學.中國文學.兒童文學

320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專技助理教授 石心儀 時尚設計.創意設計.影像處理.多媒體設計.國際禮儀

321 休閒保健管理系 專任 講師 邱重銘 台灣史.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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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運動管理系 專任 教授 黃戊田 熱源性發燒.神經生理

323 運動管理系 專任 教授 謝振裕
教育行政與領導.組織行為與文化.社區發展與工作.非營利組織

經營管理.志願服務.學校社會工作

324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林明珠 運動管理.體適能

325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盧素娥 運動心理學

326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副教授 林麗華
體育教學.健康體適能.球類運動.運動按摩與療養.急救學與實

習.運動指導法與實務

327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施正人 排球.休閒潛水.自由車.運動場地器材設計與規劃

328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梁俊煌 運動生理學.競技運動訓練科學

329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莊庭禎 籃球.高爾夫球.運動裁判法.人力資源管理.戶外遊憩

330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秀華
健康體適能.急救學與實務.運動休閒活動規劃.運動傷害防護.運

動生理

331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王明瑞 運動管理學.運動組織與行政.運動組織行為學

332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蔡蘇南 體育史.游泳教學.休閒運動俱樂部管理與經營.運動訓練法

333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鄭欽嬴 自由車.休閒潛水.排球.棒壘球.運動教學.游泳教學

334 運動管理系 專任 助理教授 楊朝行 運動科學概論.運動裁判法.重量訓練理論與實務

335 運動管理系 專任 講師 吳經緯 體育

336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副教授 劉燕儷 中國經濟史.中國婦女史.中國法制史.台灣史.西洋文化史

337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助理教授 邱秀惠 英語教學.英語聽力技巧訓練.英語發音練習指導

338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助理教授 傅世貴 食品成分分析.食品香料化學.營養成分分析

339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助理教授 黃煒盛 資訊管理.演算法.科技管理

340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助理教授 李巧雯 美國華人史.美國社會文化史.世界現代史.德國近現代史

341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助理教授 王博駿 skin delivery.formulation design

342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講師 李晨安 美術史.藝術理論

343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專案講師 吳致中 運動科學.冒險(探索)教育

344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專案講師 藍承炫 資料探勘.網路應用.軟體應用.網路管理.系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