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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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天然物化學.美白/抗

老化評估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教授 李佳芬

化粧品調製.高分子材料.

化粧品奈米材料.乳化技

術.載體技術.智慧型載體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教授 梁家華

營養生化.化妝品科學.生

物技術.細胞及分子生物

學.皮膚生理生化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教授 郭俊成 毒理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教授 楊朝成
有機合成.抗氧化.美白試

驗.化粧品調製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王詠騰
化粧品GMP.化粧品化學.化

粧品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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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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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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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洪偉章
化妝品配方設計.化妝品功

效性評估.化妝品物性研究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許瑞珍 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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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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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戴火木

有機化學、化粧品原料開

發、化粧品檢驗、化粧品

物性評估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丁淑芸
經營管理.行銷管理.關係

行銷.行銷研究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呂尚謙

分子生物學.皮膚生理生化

學.化妝品原料功能性分

析.中草藥化妝品原料開

發.生技化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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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調製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呂姿瑩
藝術創作、美學、彩繪、

設計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秀珍 造型藝術.色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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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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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林美惠(粧)
整體造型.彩妝技術.專業

護膚.美姿美儀.流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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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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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張妙玲
化粧品安定性研究.配方設

計.物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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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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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行

銷.綠色行銷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國蕙

整體造型.配飾製作.面具

彩繪.彩妝設計.髮型設計.

彩繪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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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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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有效

性評估.精油萃取與應用.

營養與保健.中草藥化粧品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專任 講師 陳建欽
病理學.皮膚疾病.癌症與

相關基因檢測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教授 陳榮秀
天然物化學.中草藥化粧

品.化粧品概論.化粧品功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李秀瀧 化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王伯智
皮膚科學.職業醫學.皮膚

免疫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黃明超 科技與創新管理.智慧財產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楊巧麗 芳香療法實作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葉旭華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天然

物生合成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賴振興 化學.化粧品.材料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文慶 乳房外科.肝膽腸胃外科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石佩巧
芳香療法保養護理.芳香療

法美體保健.整體造型秀場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文　
醫務管理.放射診斷.介入

治療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文娟 彩妝.整體造型.新娘秘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家慧 整體造型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麗香 彩粧.護膚.整體造型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周姿利 企劃撰寫.設計.專案管理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皇文
行銷管理.消費者行為.財

務管理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邱錫訓 攝影概論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施景中 中醫筋絡.健康管理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韋四美 指甲彩繪.芳香療法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送碧秀 護膚美容.彩粧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張乃文
新娘秘書妝髮教學.整體造

型設計.婚禮小物製作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張平煇 生技化粧品學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張素貞 美容衛生.化粧品法規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張瓊文 造型應用設計.社區特色營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梁景堯 泌尿科學.醫學工程.外科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許秀如
美容美體就業輔導.美容乙

丙級考證.整體造型設計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郭祐睿 中醫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郭慧燕
行銷與管理.消費者心理.

美膚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盈如 美容美體.整體造型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曾歆惠
化粧品分析與調製.專業新

娘秘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游榮聖 泌尿科.小兒疾病.針灸治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葉一晃
企業經營管理.醫務管理.

社區醫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嘉惠

美容/醫學美容專業教學.

美容乙丙級證照輔導.醫美

診所經營與管理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盧芃秝 造型素描設計

化粧品應用與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賴輝雄

藥物臨床治療學.藥物特殊

製劑用藥指導.醫院藥學實

習教育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副教授 林文斌
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採

訪寫作.文化傳播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副教授 郭珮君
藝術行政.博物館學.藝術

史.文化產業

文化事業發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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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吳遐功
台灣歷史與文化.日語教

學.導覽與解說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徐正桂 文學.易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張錦昆 應用文書.中國文學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美貴

長笛演奏.藝術與音樂.文

化展演相關.亞歷山大技巧

身心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葉淑麗 中國文學.篆刻藝術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藍美雅
社區營造人才培訓.文史工

作.紀錄片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講師 王淑端 台灣歷史與文化.中國文化

文化事業發展系 專任 講師 陳錦盛 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散文

文化事業發展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趙品灃

廣告策略與媒體計畫.媒體

管理.整合行銷傳播.新聞

採訪與撰稿.數位廣播配

音.媒體分析與批判.廣播

節目企執.公共關係

文化事業發展系 兼任 講師 曾瓊瑤
流行趨勢預測分析.服裝設

計.室內裝飾配置

文化事業發展系 兼任 講師 黃文鍠
新闈採訪.新聞寫作.文化

創意

文化事業發展系 兼任 講師 黃俊能

一般商業管理、傳播管

理、服務業行銷與管理、

服務品質、作業管理、文

化經濟學、編輯與出版

文化事業發展系 兼任 講師 盧定楠 音像製作.影音剪輯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吳明娟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林美惠(生) 腫瘤生化學、營養生化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蕭明達
高分子材料、生醫材料、

天然物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賴雪端 微藻生態與分類

生物科技系 專任 教授 羅怡珮
昆蟲學、生物學、農藥毒

理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王貞雅 生化感測器、儀器分析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田乃月
病毒學、生物學、分子生

物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周淑芬
單株抗體生產及免疫感測

系統(蛋白質晶片)之開發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洪瑞祥
訊息傳遞、腫瘤生物學、

分子生物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品晟
細胞生物學、腫瘤生物

學、血管生物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昱仲
微生物生物技術、微生物

免疫學、基因體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鄭淨月 生化質譜分析、儀器分析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蘇哲弘
生物學、生物化學、分子

生物學、生物技術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田孝威
腫瘤生物學、生物化學、

分子生物技術、真菌藥物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江建民
生物化學、蛋白質工程、

生物物理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國榮 動物基因轉殖、分子生物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沈國愉 免疫學、動物學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周隆武 微生物、生物技術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高毓瑩
植物組織培養、分子生物

技術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莊一全

牛樟菇量產技術、生物資

訊、幹細胞技術、創新商

業模式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郭玫君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

生物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玟雅
生物技術、基因調控、斑

馬魚胚胎發育

生物科技系 兼任 助理教授 張世融
作物科學.土壤肥料學.植

物生理學

生物科技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解熙英

化學(普化、有機、分析、

生化).化學工程(基礎化

工、工廠實務)

生物科技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劉振發
家禽基因轉殖.家畜胚體外

培養.家畜禽繁殖生理

生物科技系 兼任 講師 劉文生 分子技術.行銷管理.微生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教授 王柏森 食品化學.毒理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教授 吳銘斌 臨床醫學、健康評估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教授 陳鴻助

服裝材料.纖維複合材料.

高分子化學.高分子加工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副教授 陳麗珠 膜生化.花藝園藝生活產業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洪培豪
臨床醫學.基礎醫學.腎臟

病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溪清 憲法.不動產經營.法律經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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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松浪 憲法.社會教育.社會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冠華 特殊族群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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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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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

產品作物加工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鍾明廷 婦產科.生殖內分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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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藥膳製

作.膳食設計與研發.營養

學.家政管理與服務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講師 李淑英
生理學，生化，公共衛生

，預防保健，家庭醫學等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專任 講師 張瀝分 家政教育,食品營養與餐飲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副教授 張光遠
生物學、公共衛生學、衛

生行政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副教授 傅利芳

生物.生理.長期照顧管理

規劃與訓練.長青活動設

計,照顧技術實作,單一級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考照輔

導,安寧照顧,照顧服務實

務,茶藝文化與實作,拼貼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助理教授 周銘霆 內科學.重症醫學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鄭博文

西餐丙級.中餐丙乙級、餐

飲服務及管理、食物學原

理、飲食專題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方思婷
護理行政與管理.內外科護

理學.社區護理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朱麗蓉
非營利組管理.老人福利.

志願服務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何美華
飲料調製.餐飲製作(中西

餐及烘焙點心)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呂慧蘭 老人學.安寧照顧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邱家惠
美容保養.新娘秘書.預防

保健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孫義智
管理學概論、健康促進活

動設計、消費者行為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張育甄
餐飲服務、中西餐製作、

食物學原理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莊育冠
急救技術、健康促進、社

區規劃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許綠芳

照顧服務實務、公共衛

生、長期照顧與護理、健

康檢查評估、急救技術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黃育梅
中餐烹調.西餐烹調.餐飲

管理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黃淑珍
休閒事業管理.餐旅管理.

企業管理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黃復明

門市經營管理.門市服務乙

丙級證照教學.POS收銀機

系統教學.國際物流SOLE-

CPL證照教學.創業開店管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楊惇祺 公共衛生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劉育明
營養學.食品分析檢驗.菇

類化學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鄭哲霖

西餐丙級.中餐丙乙級.飲

料調飲監評.haccp證

照.chs美國旅館協會管理

人員證照.中華人名共和國

特級廚師.烘焙蛋糕丙級.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鄭惠萍
心理衛生,高齡與長期照

護,居家照顧與實作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顏秀珍
哲學與佛學.老莊與人生.

幼稚教育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顏智卿
觀光餐飲管理領域.法律保

險及商業管理領域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兼任 講師 羅麗春

中餐乙級.男子理髮乙級.

美容乙級.美容乙丙級監

評.男子理髮乙丙級監評.

芳香療法.養生經絡學、舒

壓療法.親職教育、婚姻與

家庭.家庭資源管理.新娘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教授 何東波
量化分析方法.公共經濟

學.都市計劃.制度經濟學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教授 杜烱烽 休閒資訊系統與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教授 黃戊田 基礎醫學.生理學.健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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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編創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張秀卿
體適能、運動訓練學、幼

兒體能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張進宏
顱內腫瘤.三叉神經痛.脊

椎腫瘤.頭部外傷.腦瘤手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張鳴珊
人力資源發展.人力資源管

理.專案管理.教育訓練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曾倫崇

休閒行銷.文化觀光.綠色

休閒.城市行銷.宗教行銷.

文化創意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董志明
休閒量化研究.休閒資源分

析.遊憩效益評估.流體力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褚錦承
心臟血管麻醉.經食道心臟

超音波.神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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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白宗易

休閒產業組織領導.旅遊行

程規劃與設計.休閒活動設

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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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吳濟民
領導. 組織行為.人力資源

管理.策略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巧雯
美國華人史、世界近代

史、臺灣方志及檔案研究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周偉倪
復健醫學.運動傷害防護.

急救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張玉明 領隊導遊.行銷管理.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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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佳欣 住宅分析.休閒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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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尉平
活動企劃.遊戲化行銷.溫

泉資源調查與開發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欽明 胸腔暨重症專科.傷害防護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宗誠
休閒事業管理.土地管理與

開發.公共事務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詹達穎
都市計劃、運輸規劃.土地

開發、營建管理、運籌管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蔡新茂 生理學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謝俊民 醫藥與生活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講師 吳致中 運動科學.冒險(探索)教育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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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保健管理系 專任 講師 許淑燕
芳香保健實務.美容保健實

務.經絡保健實務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呂昭宏
都市計劃.住宅發展與規

劃.社區營造.經濟統計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蕭珮琦 復健醫學.運動醫學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蘇慧真 藥理學.臨床治療學.生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思傑
人力資源管理.訓練品質管

理系統.統計分析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見飛

都市計畫.不動產市場分

析.運輸規畫.空間設計應

用.計畫分析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邱瑩
都市計畫.景觀規劃設計.

設計應用.都市再生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邱謝明
國際貿易.管理學.行銷企

劃．經濟學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施孟亨
環境規劃.景觀生態.景觀

設計.綠色建築.都市計畫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夏　清
都市計畫.活動行為分析.

計畫分析方法．空間規劃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孫延淵
建築設計.景觀規劃．土地

開發與規劃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張郁敏

溝通與領導技巧.企劃團體

休閒活動領隊與解說.規劃

管理與生涯諮商輔導．商

圈經營與行銷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許甫丞
休閒旅遊觀光管理.市場行

銷.人力資源管理．英文教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郭純學

經營管理/HR制度輔導與培

訓.TTQS輔導與培訓.共通

核心職能課程培

訓.ISO/TOSHMS等國內外管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仲晟
管理學.行銷學.休閒事業

經營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光哲
領隊與導遊實務．休閒農

場管理．遊程規劃．活動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美顏
安全衛生管理.就業服務.

訓練品質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孟哲 休閒活動.健康促進.體育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茂容

觀光行政與法規.節慶活動

管理.森林遊樂.休閒農業.

生態旅遊.民宿管理.風景

區規劃.鄉村規劃.節慶規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玉敏 護膚保健.彩粧造形設計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謝明振
人力資源.服務管理.專案

管理

休閒保健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鍾焜明
一般內科學.肝膽胃腸醫

學.醫學教育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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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教授 孫嘉鴻 道教.禪宗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教授 張立東
輔具設計與應用.長期照

顧,老人安全,兒童安全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沈姍姍
統計學.財務管理.資料分

析.研究方法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林達森

老人活動設計.老人教育.

教育研究法.生命科學.學

習心理學.課程與教學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怡伶

營養學.疾病營養學.生物

化學.生理學.癌症生物學.

基礎醫學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葉慧容 公共衛生學.環境醫學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龔玉齡
社會福祉政策.高齡者照護

管理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田凱仁

糖尿病等代謝性疾病.甲狀

腺等內分泌疾病.各種內科

慢性疾病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吳敏欣
家庭暴力.兒童保護.婦女

福利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林秀碧
創意思考.社會保險.行銷

管理.銀髮桌遊設計、個案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許瑛珍

銀髮族音樂照顧.老人活動

設計.高齡教案.幼兒與兒

童音樂教育.鋼琴教學.音

樂賞析.日文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郭行道 消化醫學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貞吟
營養學.生物學.生理學.免

疫學.疼痛醫療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姝文
悲傷輔導.心理諮商.質性

研究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鄒碧鶴

幼兒體能.老人健康體適

能.體適能瑜珈.運動舞蹈.

運動休閒活動設計與實務.

高齡者養生運動與實作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劉嘉蕙
心理學、運動心理學、性

別平等教育、情緒壓力調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賴德聰 復健醫學.輔具.老人醫學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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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鄭乃彰
網路行銷.組織行為.人力

資源管理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甘士照

老人照顧服務.長期照顧.

非營利組織.老人服務事業

經營與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石哲綺
青少年社會工作.家庭社會

工作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艷玲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與管

理.照顧服務員訓練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呂思嫺
身心障礙研究.性別研究.

長期照護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玉媚
行政管理.內外科護理.急

重症護理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詠傑 人力資源管理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唐偉誠
中醫基礎理論.針灸醫學.

中醫養生保健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張墩卿

社會資源運用、老人機構

行政與管理、人力資源管

理.非營利組織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許瑞津
居家護理.長期照護.急救

照護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郭姵伶
老人福利.老人照顧實務.

社會工作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楊小萱
老人福利相關領域工作.社

會團體工作.兒童及少年褔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楊禮謙
內外科護理.護理行政.老

人護理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廖建華 泌尿科.腎移植.內視鏡手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潘美純
社區營造.老人照顧工作.

活動設計及組織經營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和蓁
身心障礙服務.方案規劃與

管理.服務督導

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蘇家震

老人醫學科.小兒泌尿科

學.一般男性不孕和一般泌

尿疾病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專任 助理教授 丁信中

科學傳播與教育、學習與

認知科學、創意開發與生

活應用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專任 助理教授 孫自宜

臨床神經生理學.護理學.

輔具設計,兒童安全、玩具

遊具設計製造、家具木工

設計製造、專案管理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專任 助理教授 藍芳英

K-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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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設計職涯、輔導、繪本

社會工作系 專任 教授 張進上

諮商理論與實務.團體諮商

與治療.親職教育與諮商.

助人技巧.人類行為與社會

環境.個案工作.社會心理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副教授 余元傑 憲法.立法論.研究方法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副教授 曾淑芬
老人健康與長期照護.衛生

政策分析.醫護法規.公共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副教授 謝聖哲
社會福利.社會政策與立

法.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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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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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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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麗雲 親職教育.社會學.婚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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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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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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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工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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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隆正 心理學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溫如慧
老人社會工作.醫療社會工

作.長期照顧、社工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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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比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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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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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蘇培人

醫療社會工作.志願服務與

志工管理.社工管理.社區

工作.社工實習.死亡與善

終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鐘文君
方案規劃與評估.兒少輔導

實務、團體領導

社會工作系 專任 講師 邱美珠
社會個案工作、安寧療護

與哀傷輔導

社會工作系 專任 講師 黃勝春

社會工作.非營利組織經營

管理.公共關係、人際關係

與溝通

社會工作系 專任 講師 錢師霖

心理學.人際關係.生涯規

劃.政治學.社會學.生命教

育.情緒與壓力管理.諮商

理論與實務

社會工作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林俊仁
行政法、青少年偏差行為

矯治

社會工作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羅時強 法學緒論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社會工作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譚子文
青少年觀護與保護.犯罪防

治、暴力防治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王秀玲
長期照護管理.老人護理

學.社區衛生教育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王明勳 心理學.社會工作理論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吳佳賢 社會個案工作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吳孟姿
愛滋社會工作.性別教育.

性教育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吳慧美
社會工作實務.輔導諮商.

團體工作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洪千惠 醫務社會工作.老人社會工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張惠華
家族治療、精神醫療社會

工作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張瑋純
社會個案工作、精神醫療

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梁美榮
社會工作.志工服務、身心

障礙、早期療育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陳宜珍 心理學.性別研究與社會工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陳昭宏 社區工作.平埔族群文化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陳潔如 心理學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黃良矜
幼兒童教育.親職教育.教

案設計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楊逸宏 社會福利行政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劉金鎮
性別研究與社會工作.社會

保障法.法律與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謝懿慧 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鍾美智

個案評估與處遇、方案設

計與評估、身心障礙社會

工作、專業倫理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顏莉璟 家庭暴力.性侵害.性別平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蘇育賢

家庭暴力與社會工作實務.

兒童青少年社會工作.家庭

社會工作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社會工作系 兼任 講師 蘇悅中
物質濫用防治.矯正社會工

作.社區健康營造與志工管

保健營養系 專任 教授 吳淑靜

保健食品開發與功效性評

估.藥膳與食療.中草藥研

究開發.團體膳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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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王敏英 營養生化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田宇峯
一般外科.移植醫學科.消

化外科.大腸直腸外科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杜艷櫻 食品營養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林翠品

保健食品開發與功能性評

估,中草藥抗病毒及抗腫瘤

研究.中草藥抗菌及抗生物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夏彩蘭 營養免疫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孫芳明 營養生化.分析化學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高嬿婷 營養保健.微生物應用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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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淑芬

生物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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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楊彩秀 營養生化.自由基.細胞研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副教授 蔣士仁 醫藥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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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姿秀
營養學.公共衛生營養.腦

的營養.團體膳食管理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湯宏仁 感染症.微生物學

保健營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惠玲 營養生化.礦物質營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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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營養系 專任 講師 王櫻娟 基礎醫學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保健營養系 專任 講師 盧彥哲 免疫學

保健營養系 兼任 教授 劉瑞生 病理學

保健營養系 兼任 副教授 彭巧珍 流行病學.營養學

保健營養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林凱元
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分

子生物學.腫瘤生物學

保健營養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陳奇祥 營養醫學.高等營養學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王柏勝 臨床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王雅君 臨床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石娉雯
病膳飲食供應.臨床營養.

營養教育衛教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林珈汶 臨床營養.團膳.社區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施水鳳 臨床營養.營養門診諮詢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張麗娟
臨床營養.營養諮詢.團體

膳食管理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許鈺喬 營養學.公衛營養.營養教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郭家伶
重症營養.老人營養.慢性

病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郭素娥 臨床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郭常勝 臨床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劉明宜 臨床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劉燕居 臨床營養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賴春宏 臨床營養.營養學

保健營養系 兼任 講師 閻靜玉
社區營養.營養教育活動設

計.健康促進

食品科技系 專任 教授 王淑珍
病原微生物檢測, 食品微

生物及發酵技術

食品科技系 專任 教授 杜平惪
機能性食品.抗氧化性.護

肝效應.抗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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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王美苓
食品分析檢驗.油脂化學.

香料化學.食品包裝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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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吳鴻程
生物技術.生物化學.食品

加工、產品開發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李家璞 食品加工.食品分析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杜東峻
癌症篩檢/PET、CT.輻射防

護.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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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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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柯易昌

素食(組織肉)加工.豆類加

工.穀類膨發加工.低咖啡

因咖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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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張淑玉 基因工程.生物技術.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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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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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椒華
生物技術.微生物.輻射生

物.環境監測及環境教育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馮惠萍 食品抗氧化性.生物資源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副教授 黃宗璋

調香技術.調味技術.品評

技術.穀類加工.美食開發.

美食心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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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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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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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技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常振鎧
食品發酵技術.食品生物技

術.食品行銷

食品科技系 兼任 講師 方勝德
食品加工.食品添加物.工

廠管理

食品科技系 兼任 講師 林紘臆
企業管理.西點烘焙.中式

麵食加工

食品科技系 兼任 講師 孫定平
肝臟移植.肝臟手術.肝膽

腸胃道手術

食品科技系 兼任 講師 董榮政 行銷管理.消費者行為

食品科技系 兼任 講師 鄭清和
品質管理.經營管理.食品

衛生管理

通識敎育中心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如萍

東西方音樂研究、大提琴

音樂與技巧、台灣音樂美

學、藝術教育籌運與推廣

通識敎育中心 專任 助理教授 黃明棋
經濟學.政治學.憲法.政治

經濟學.三民主義教育

通識敎育中心 專任 助理教授 錢國盈 魏晉思想.中國文學

通識敎育中心 專任 講師 黃坤山 憲法與人權.選舉.民主政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教授 田博元
儒家思想.儒家管理哲學.

中國哲學導論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教授 張建雄
生藥學與臨床生藥學.中草

藥.中國醫藥概論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教授 歐天發 詩經學.辭賦學.俗賦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副教授 王順合 民主法治與生活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副教授 謝　治 中國哲學.中國文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江忠益
資料探勘.人工智慧.模糊

理論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吳姍姍
蘇雪林.晚清詩論.中國現

代文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吳明國 佛學.敦煌藝術.文化與宗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杜春治 健康推廣.瑜珈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林怡薇
表演藝術.音樂教育.音樂

史.肢體表演藝術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施穗鈺 中國思想史.當代新儒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柯鴻章

刑事司法政策及犯罪防治

及公共安全.民主與法治.

憲法與人權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高敬堯
寫作教學.作文理論.閱讀

教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張蜀誠
兩岸關係.民主法治.公共

關係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梅政清 台灣歷史與文化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許克文

比較憲政與基本人權.國際

關係與兩岸實務.臺灣經濟

發展史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黃志成
程式語言.作業系統.控制

系統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黃海深

群體決策支援系統.資訊系

統內的跨文化研究.物流管

理.專業英文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趙全鋐
Microsoft Office.程式設

計.APP軟體應用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賴文彬 兒科.急症.一般疾病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助理教授 顧博明 心導管手術.循環學.內科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王欣文
企業管理.資訊軟體.資訊

科技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王俊傑 中國史.中國文化史.台灣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王重陽
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大陸研

究.兩岸關係研究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田偉成
經營策略.人力資源管理.

電子商務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伊藤宏晃 日語教育.日本文化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江啟賓 資訊安全.資料探勘.語意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江學通
政治經濟.人文社會.公共

行政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吳明遠 台灣歷史與文化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吳東晟 應用文.中國哲學導論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吳玲君 台灣歷史與文化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吳濬清

移民法規.警察法規.智慧

財產權法規.外籍婚姻移民

本國實務.移民政策與人口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吳謹伎 台灣歷史與文化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宋俊毅
資料探勘.影像處理.電腦

視覺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巫啟后

導遊領隊實務.不動產開發

與經營.休閒觀光.人力資

源管理.餐旅業管理與實

務.渡假村經營管理.公共

事務管理.休閒空間設計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李自揚 民主法治與生活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李育禹 民主法治與生活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李蒲
國際關係.國際政治與經

濟.憲法與法學緒論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杜正宇
文史研究.社區總體營造.

傳播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林永德 電腦軟體應用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林淑怡
中國文學.中國神話.語文

教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林勝祥 甲骨學.古文字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林景嘉 電腦軟體應用.程式設計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林德雄
專案管理.經營管理.創意

創新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林澤助
經營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職場倫理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邱忠民 應用文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邱重銘 台灣史.中國史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邱涵永 法律.公共政策.政治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康　銘 民主法治與生活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曹世耘
古典戲劇.現代戲劇.現代

小說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莊雅雯 台灣文學.中國文學欣賞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許國鐘 體育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許耀文
人際關係與溝通.企業管

理.行銷管理.人力資源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郭菁菁
油畫技法.複合媒材.藝術

概論.英文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郭璉謙 應用文.國語文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陳治平 柔道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陳瀅州 現代文學.台灣文學.現代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黃乙珊

寵物業經營管理.寵物食品

品牌建立與市場開發.寵物

美容教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黃竹懋 古典吉他演奏教學.音樂賞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黃煒能 網路應用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黃聖維
雲端運算.計算機網路.作

業系統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黃繼堯

國際鋼鐵經營銷售與管理.

管理策略實務與管理.銷售

談判實務與管理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楊佳元
運動生物力學.籃球.健康

體適能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楊明泉 電腦軟體應用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楊俊誠 國語文.佛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楊浚銘 神經系統疾病.一般醫學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楊蒼嵐 中文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葉華軒 技能檢定.網路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趙學瑾
有氧舞蹈及瑜珈.體適能與

運動處方.運動營養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劉秀梅

拼布藝術創作.台灣植物

染-桃花心木及福木等.立

體雕塑-複合媒材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劉俊延
資訊系統開發與維護.資訊

與醫療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歐陽良全
電腦軟體應用.醫療資訊系

統與實作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蔡志鵬 體育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蔡舜智
電腦網路.資訊安全.網站

程式設計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蔡華齡
基礎資訊科技應用.策略管

理.目標規劃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蔡麗芬 電影音樂欣賞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鄭琮生 多媒體應用與設計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鄭葉敏芬

幼稚教育/海外華文師資培

訓.海外企業養成培訓.學

生領導才能培訓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盧秀華 台灣歷史與文化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錢鋒銘 化工類產品檢驗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戴秀倫
大提琴.室內樂.音樂史.古

典音樂賞析.電影音樂賞析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薛詔朧 網球.軟式網球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謝姍姍 有氧舞蹈.瑜珈.體適能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鍾沛原 資訊安全管理.商業應用軟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韓瑞信 語言與人生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顏銘俊 道家思想.中國思想史

通識敎育中心 兼任 講師 蘇明欣 油畫.素描.藝術史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教授 林文彥
文字造形與編排.設計類教

學實習.設計管理實務.攝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副教授 徐宏修 資訊網路.資訊安全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副教授 劉川綱
遊戲製作,多媒體互動遊戲

製作,網路效能分析,資訊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副教授 薛雅明
3D動畫、數位學習、互動

科技應用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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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伊鎔

視傳與文創設計、空間規

劃與設計管理、資訊流通

與行銷管理、傳媒與消費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永銘
2D\3D遊戲設計.教育性遊

戲設計.遊戲式學習.數位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蕭淳豐
Java程式設計.Java網頁元

件開發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謝愛家
手機程式設計.Kinect應

用.資料庫系統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闕文賜
計算機應用.FUZZY理論.圖

論..NET程式設計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專任 講師 蕭弘林

企劃原案.動畫創作.劇本

寫作.電腦動畫.影片拍製.

影像合成.電影語言.非線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王致堯 3D動畫.後製特效.設計繪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孫國輝 3D MAX.PAOTOSHOP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連佳惠

電腦繪圖設計、繪本設

計.VI視覺識別系統形象設

計.平面廣告設計、品牌設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陳彥碩
平面設計電腦繪圖.攝影.

平面設計.包裝設計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黃淑賢
數位學習.教學回饋評量系

統.行動與無所不在學習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萬盈琪
市調研究與行銷策略.廣告

與視覺意像研究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潘兆鴻

商業/時尚攝影/數位攝影.

平面設計/色彩計畫.影片

配樂創作

資訊多媒體應用系 兼任 講師 蔡孟喬 角色動畫.3D動畫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資訊管理系 專任 教授 吳森琪

組織理論與管理.人力資源

管理.作業管理.科技管理.

策略管理

資訊管理系 專任 教授 陸海林 資料分析.統計參數估計

資訊管理系 專任 教授 蘇致遠
資訊科技應用.網路技術.

專案管理.醫療資訊.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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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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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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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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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劉忠峰 醫療資訊管理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王嘉穗

資訊教育、教育服務、3D

數位建模設計、資訊模擬

設計及行動商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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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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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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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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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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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莊承翃

電子化供應鏈.電子商務.

系統分析與設計.資料庫.

資訊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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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廖奕雯

資訊管理.電子商務.數位

學習.知識管理.行銷管理.

策略管理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劉育寰

影像處理.資訊網路.醫學

工程.程式設計.電腦圖

學.Unix/Linux 系統管理

與網站架設

資訊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劉致中
專案管理.知識管理.電子

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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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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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梁永昌 醫療資訊管理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敏筑
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

企業電子化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佑儒
統計與品質管理.電腦套裝

軟體.生產管理與管理學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志盈

網站設計與php程式設計.

平面設計與

Actionscript3.0.網路行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春財 微積分.基礎電腦.網路應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澤叡 人工智慧.電子商務.資料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邱昭榮
人機互動介面設計.創意影

像製作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邱聰倚 3D動畫設計.室內空間設計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范雍泰
Visual Basic.NET.Access

及MS SQL.OFFICE及VBS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徐牧群
行動商務程式開發.電子商

務.專案管理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佳蓉
醫療資訊系統規劃.系統分

析.統計分析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信豪 行銷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耿諒
資訊管理.知識管理.專案

管理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國峰
資訊安全.網際網路應用.

多媒體設計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劉奕賢
電腦網路.資料庫系統.程

式設計

資訊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良哲
行銷管理.電子商務.策略

管理

運動管理系 專任 教授 黃永賢
體育行政.運動心理學.

運動體適能.網球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王憲奕
內科學.腎臟學.醫學教育.

蛋白質體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林明珠
運動管理.體適能、有氧運

動、水適能運動指導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林瑜瑩
組織行為.人力資源發展.

管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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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蔡永杰 人體解剖學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盧浩貴 企業概論.足球.棒球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盧素娥

運動心理學.運動心理諮詢

師.

運動研究法.運動處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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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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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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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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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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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生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明鎮 外科學.移植醫學.外傷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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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營養學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劉佳樂
足球課程.運動裁判法.運

動指導法與實務

運動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蔡蘇南

體育史.管理學.游泳教學.

休閒運動俱樂部管理與經

營.運動訓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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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管理系 專任 講師 康明杉
運動指導法.職業運動概

論.健康檢測.體能訓練實

運動管理系 專任 講師 游慧宜 藥物分析學

運動管理系 專任 講師 黃儀鴻

微創髖關節及膝關節置換

手術.脊椎微創手術.頸椎

椎間盤凸出病變

運動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黃菊馨
行銷管理.策略管理.財務

管理

運動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王鈺霖 復健醫學.醫學工程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丁裕娥
高低衝擊有氧.瑜珈(皮拉

提斯).階梯有氧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尤欽弘
運動管理.運動行銷與贊

助.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方怡堯

運動傷害防護.體適能健康

管理.休閒研究.體育運動

教學.生態解說教育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石罕池
運動科學.運動指導.球類

運動.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呂孟倫
休閒產業經營管理.品牌行

銷學.專案計劃撰寫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依齡 有氧舞蹈.瑜咖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志誠
企業運動賽會實務.一般體

育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柏青
運動管理.運動行銷.運動

處方.人際溝通.生涯規劃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漢斯
運動生理學.運動營養學.

肌力與體能訓練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洪榮臨
休閒運動產業經營管理.休

閒運動產業行銷規劃.職業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文杰 水上活動.籃球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振裕
復健醫學與物理治療.運動

傷害防護.體適能與運動處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曾啟洲
商業經營診斷輔導.電子商

務與行銷.專案企畫與管理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游明偉 跆拳道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俊生
直排輪教學.運動心理諮詢

師.運動傷害防護及運動按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楗翔

運動管理與休閒.游泳及潛

水

運動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萬吉

電子工業產品設計.工廠管

理系統建置輔導.專案計劃

規劃與執行

儒學研究所 專任 教授 汪中文
三禮.文字學.金文.中國文

學.中國哲學

儒學研究所 專任 副教授 張靜環 漢代哲學.詩經

儒學研究所 專任 副教授 陳昭昭
台灣文學.左傳.神話、文

案寫作

儒學研究所 專任 副教授 黃金榔
魏晉思想.中國文學.唐宋

詩學.中國哲學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儒學研究所 專任 副教授 藍麗春
經學.詩經.左傳.中國哲

學.文化資產專題.

儒學研究所 專任 助理教授 郭瓊瑜
史記學.傳記文學.中國文

學.中國哲學

餐旅管理系 專任 教授 王瑞顯 食品營養.餐飲衛生管理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吳昆崙

烘焙學.烘焙食品實作.中

式麵食實務製作.蛋糕裝

飾.實作專題研究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龔聖雄
服務失誤與補救.消費者決

策行為.品牌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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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吳銘如
基礎日語.餐旅專業日文.

中國語文.應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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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成本控制與分

析.風味學.餐旅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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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周政輝
食品分析.生物化學.烘焙

技術. 食品加工. 創新創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林美芳
營養學, 菜單設計, 膳食

設計與製備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康志強 安全性評估.食品分析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張至忠

餐旅人力資源管理.物流管

理.餐廳經營管理，共通核

心職能， HACCP稽核、制

度建立與教育訓練，門市

經營管理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張宜平
營養教育.飲食行為.問卷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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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度史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曾鑫順 食品製備原理與應用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輝雄
行銷管理.行為決策.消費

者行為.服務失誤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楊萃渚
餐飲營養.餐飲衛生安全與

稽查.食品微生物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鄧杞祝
茶飲與咖啡技術.吧檯經

營.餐飲服務

餐旅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謝煒頻
策略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行銷管理.消費者行為

餐旅管理系 專任 講師 李虹萱
消費者行為.餐旅英文.服

務品質

餐旅管理系 專任 講師 沈瑞君
旅館櫃台管理與實務.房務

管理.餐旅資訊管理

餐旅管理系 專任 講師 孫靖玲

烘焙食品製作.中式麵食實

務製作.中式點心實務製作

.食品加工.

餐旅管理系 專任 講師 高曉光
餐飲管理.餐旅採購.觀光

學.觀光旅遊實務

餐旅管理系 專任 講師 趙偉廷 西餐烹調.廚房管理與規劃

餐旅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吳世煌
日本料理.地方小吃.台灣

料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黃淑敏
餐旅行銷.餐旅服務業管

理.旅館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李建興
餐飲管理.消費者行為與服

務業管理.餐旅行銷與創新

餐旅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張乃仁

行銷管理.策略管理.消費

者行為.人力資源管理.顧

客關係管理.產業分析.服

務業行銷與管理.組織行

餐旅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劉嘉麒 量化研究.服務行銷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明煌
中餐烹調.飲食文化.台菜

料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柔懿
飲食文化概論.咖啡調製/

飲料調製.餐旅服務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茂鑫

企管顧問輔導.餐飲創業/

營運規劃輔導.企業/商店

管理教育訓練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古璧慎
觀光行銷.觀光餐旅教育.

觀光人力資源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甘志展
餐飲行銷管理.餐飲人力資

源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余燕姍 烘焙食品實作.蛋糕裝飾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宋承先

生產及企業管理與品質管

理.餐旅與觀光管理與服務

業管理.心理學與社會學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木生
中餐烹調.中式點心.菜單

設計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映萱
服務業管理.餐飲服務技

巧.飲料調製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宗民
連鎖餐飲管理.策略管理.

消費行為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林麗芬
人力資源管理.財務管理.

行銷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邱苙溱 烘焙學.餐飲服務.飲食文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洪孟巽
拉糖工藝.西式點心.手製

巧克力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島津幸子 日本語教育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莊立勳
餐飲衛生管理.餐飲衛生稽

查實務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許淦源 中餐烹調.西餐烹調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郭泰麟

主題遊樂園管理實務.休閒

農場管理實務.觀光旅館飯

店管理實務.人際溝通協調

及客訴案件處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阿德 飲料與調酒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靜香 餐飲衛生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于玲
房務實務操作.房務備品管

理.清潔藥劑使用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詠茂
服務業行銷.企業概論.管

理學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葉宗奇
中餐烹調.宴會料理.蔬果

切雕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葉東璋

飲料調製.飲旅服務技術.

餐廳設施規劃.餐旅連鎖.

主題餐廳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劉文剛

房務部實務模組.客訴處理

與客戶關係的建立.清潔藥

劑的認知及使用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劉釗銘
廚房管理.中餐烹調(炒

鍋).飯店行政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劉馨婷 餐旅行銷.飯店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潘益富 餐旅督導.職場倫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木和
麵包烘培.西點蛋糕.中式

點心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靜婷
公共關係.會議管理.客務

實務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鄭淑月 餐旅管理會計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鄭智友 西餐烹調.菜單設計與規劃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謝儀萱 房務管理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鍾承柔 會展產業與相關活動規劃

餐旅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魏名興
英語/日語教學.觀光餐旅

管理.企業管理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副教授 林佳蓉 幼兒營養.營養教育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副教授 高如儀
優生保健.嬰幼兒衛生保

健.嬰幼兒生理學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嘉珩
幼兒語文教育.兒童文學.

親職教育.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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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王麟玉 新生兒科學.健康促進.醫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江世豪
幼兒科學教育.認知學習策

略.師資培育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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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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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保活動課程設計、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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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創華

兒童發展.心理諮商與輔

導.團體治療.團體動力.心

理劇與戲劇輔導.表達性藝

術治療.人文臨床與療癒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葉俊濬
醫學.衛生病理生理.健康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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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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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講師 梁振翊
急救學.流行病學.生物統

計.公共衛生.衛生保健

嬰幼兒保育系 專任 講師 黃慧齡
托育機構經營管理.幼兒教

育課程與教學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李惠明
親職教育.教育行政.婦女

教育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助理教授 楊俊威

身心障礙福利服務.特殊教

育.心理學.諮商理論與技

術.社會心理學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鄧守娟 兒童問題行為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講師 呂建達 急救理論與技術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講師 李惠美 護理.公共衛生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講師 林盈均
嬰幼兒遊戲.幼兒教育哲

學.幼兒教育課程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講師 林憶欣
營養與保健.幼兒餐點設

計.營養諮詢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講師 曾意純
健康照護.身體評估.預防

醫學.研究法

嬰幼兒保育系 兼任 講師 羅翠菊
幼兒教育.托育人員訓練.

鄉土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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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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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沈琇靖
語言學.幼兒語文教育.語

文教育.教育行政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林振文

Metaphor.Discourse

Analysis.Political

Discourse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林揮偉
Stylistics.literary

awareness.rhetoric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范春銀

英語教學 語音學 專業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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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副教授 劉怡君

英語教學 (TESOL), 專業

英文 (ESP), 電腦輔助語

言教學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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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登慧
英詩.語言評量.專業英文

(ESP)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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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邱顯懿 語言學.英語教學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張玉玲 英文閱讀策略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玲蓉
文學教學.英文文法.英語

聽講.英語閱讀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葉惠蓮
華美文學，英文寫作，英

語檢定

應用外語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董幸正 語言測驗.英語語言學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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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講師 江姃慈 英文閱讀寫作.觀光英文

應用外語系 專任 講師 李榕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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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外語系 專任 講師 黃勻萱
數位學習科技.語言學.專

業英文 (ESP)

應用外語系 專任 講師 黃培斌 英語教學.觀光旅遊.旅遊

應用外語系 兼任 教授 吳振榮
英語教學.語言測驗.人文

教育

應用外語系 兼任 助理教授 王巧利

雙語與多元文化教育.閱讀

與寫作合一教學.翻譯及新

聞編譯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Bonnick 進階英語聽力訓練.電影英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Donald 進階英語會話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IAN 外國語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John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王小燕 英文.法律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王凱儀
商務英文.通識英文.美容

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王源良 大學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朱育嫻
聽講訓練.英語教學.職場

英文.旅遊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吳佩珊
英文文法.英語教學概論.

商用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周耀宏 英文.級英文寫作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邱美玲 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柯佳玫
科技英文， 醫療英文，

商用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柯美玲 英聽訓練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洪子喬

Introduc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English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洪佳雯
商用英文.全民英檢.英文

文法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洪嘉鎂 英語閱讀.英語聽力與發音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胡憶華

商務及財經英文.國貿實

務.通識英文.會展實務.觀

光英文.英文閱讀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翁嵐瑜
TESOL.Translation.TOEIC

.GEPT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張晴
英語教學.電腦輔助英語學

習.英語檢定教學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張馨化

口譯/多益/托福iBT聽說讀

寫.國際禮儀.航空服務管

理入門/空地勤形象管理及

面試實務指導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郭馨嬪 進階英語聽力訓練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松筠 英語教學.學齡前兒童教育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建智 大學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柏州 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珈妗 英語教學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書瑩

英語聽說讀寫,商用英文,

多益全民英檢英文,國際貿

易進出口流程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淑華 英文教學.ESP教學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蓓筠

生活與新聞美語.課程設計

與規劃.美語教學.美語師

資培訓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燕燕 通識英文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陳鵬年 跨文化溝通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黃意玲 英語聽講訓練.觀光英語教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黃瑞容 英文教學.個案教學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黃麗麗 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黃馨儀
英語聽說讀寫教學.英語語

言學.英美文學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楊淑華
通識英文,觀光英

文,TOEIC, GEPT,大學語測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葉政忠
藝術學領域.視覺設計領

域.文化創意/社區營造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葉振耀 英美文學.日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劉姝秀
遠距教學.提高台灣學生學

習美語的興趣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劉晉廷 語言習得.語句理解.句法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潘秋文
平面設計.多媒體整合應

用.網路行銷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鄭安勝 翻譯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盧柏蒼 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薛淑華
觀光餐飲英文.多益全民英

檢英文.商用英文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謝慧瑜
多媒體製作.3D動畫製作.

英文教學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簡敬中
語言學概論.語言習得理

論.英語語法

應用外語系 兼任 講師 蘇美旭

英文字彙與閱讀.文法與修

辭.翻譯與習作.英文選讀.

教材分析與教法.閱讀策略

與技巧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教授 許桂樹
網路監控.虛擬實境.自動

控制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教授 魏明治

自來水消毒機制.物理性作

業環境測定(噪音及熱).無

機薄膜之製備及其應用.化

學性作業環境測定.天然物

化學及天然藥物之開發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王正誠 地震學.數值模擬.程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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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周玉端

多媒體技術與應用.創意設

計.空間視覺化設計.機電

整合.遙測資料擷取與應用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徐博賢
測量工程.GPS衛星測

量.GIS.數值影像處理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高清雲
地震工程.結構健康診斷.

結構系統識別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副教授 郭俊榕 材料化學.生醫材料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李民
地殼應變分析.水文地質.

環境地質.地理資訊系統應

應用空間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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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林宏麟

一般測量.工程測量.衛星

定位測量.航空攝影測量.

遙感探測.休閒保健療養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克群
影像處理.機電整合.機器

人視覺.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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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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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蔡金豐
小波轉換.類神經網路.影

像處理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應用空間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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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講師 石心儀
時尚設計.創意設計.影像

處理.多媒體設計.國際禮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講師 林宗毅

GPS控制測量.土木工程測

量.地理資訊系統.地球科

學.電腦基礎繪圖.空間資

訊概論.網際網路應用.電

腦軟體與應用

應用空間資訊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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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助理教授 王筱嵐 地震學.力學.數學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陳薇羽
土壤生物復育.環境微生

物.分子生物技術與生物資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助理教授 楊曄芬

航空攝影測量.衛星遙測.

影像處理.地理資訊系統.

啟發式演算法於偉星影像

之應用.衛星影像於環境監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講師 李姿靜
語言教學.語言分析.英文

閱讀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講師 邱文傑
空間規劃設計.建築細部設

計.工程實務管理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講師 許耿睿
住宅空間設計.辦公室空間

設計.醫療空間設計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講師 黃勇添
電腦軟體應用.多媒體設計

應用.虛擬實境應用

應用空間資訊系 兼任 講師 黃毅斌
景觀規劃設計施工.企業經

營管理.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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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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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林秀雄
廢水高級處理.觸媒.反應

工程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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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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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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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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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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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教授 劉瑞美
土壤學.環境微生物學.觸

媒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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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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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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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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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副教授 賴振立
水及廢水處理.薄膜蒸餾.

溶劑純化及回收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洪睦雅 環境微生物及檢驗.水質檢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煜斌
水及廢水處理.機電整合與

應用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政賢 污水處理.水質檢驗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謝國鎔 廢棄物再生利用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副教授 黃光輝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王怡敦

環境調查及監測與分

析.ISO/IEC 17025實驗室

管理.儀器分析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陳建良
環保行政.環保稽查.水質

處理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劉惠民
污水處理.河川整治.生態

工法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蔡建成

光電化學材料研究.職業安

全衛生法規.奈米材料合成

分析.綠色能源科技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龔佩怡 環境工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講師 李俊賢
自然基礎科學.環境化學.

化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講師 楊振成 廢水里廠操作與維護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兼任 講師 謝志謙

環工規劃及設計.環工各項

處理設施操作實務.環境管

理系統申報實務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教授 張宗仁
二氧化碳固定技術.有機金

屬.管理哲學與決策分析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教授 陳健民

環境生態、毒化物管理、

自然資源及保育、環境毒

理學、健康風險及生態風

險評估、產業產品生命週

環境資源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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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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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教授 盧明俊 污水及廢水處理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李得元

環境資源與能源.化學工

程.高分子加工.生態工法.

專案管理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林健榮

廢棄物採樣分析.廢棄物資

源回收與再利用.廢污水處

理.環境工程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許菁珊

廢塑膠回收再利用技術開

發.應用綠色消毒劑提升室

內環境品質.環境監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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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黃大駿
環境生態.污染生物學.生

理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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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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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錢紀銘

水質淨化生態工法、環境

影響評估、廢棄物處理、

水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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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資源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葉仲超
綠色行銷管理、環境資

訊、低碳消費行為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張若磐
環境科學.自然科學.地球

科學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黃元照

海洋生態監測與環境影響

評估.海岸濕地復育與經營

管理.底棲生態與環境分析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黃俊穎 環境採樣與分析.水質淨化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楊惠玲 水與廢水處理.薄膜技術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文俊貴
廢污水操作維護與管理.污

水下水道系統規劃與設計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陳嘉惠
資源回收及垃圾減量.環境

教育.廢棄物處理

環境資源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蔡政達
環境調查.水質分析.螺貝

類鑑種與分類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教授 陳連輝
勞工法規.有機化學.環境

測定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教授 劉玉文

營建安全.作業環境控制工

程.結構補強.工業通風.風

險評估與控制.噪音測定與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教授 魏榮男
流行病學.工業衛生.公共

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江昇修
人因工程.機電安全.安全

衛生管理.生物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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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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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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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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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郭明堂

風險知覺.安全認知.安全

行為.職業壓力.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安全文化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淨修
作業環境測定.空氣污染.

環保管理.大氣擴散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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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職業安全衛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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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鄭天浚
職業醫學.環境醫學.神經

學.一般醫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鄭世岳
工業安全.人因工程.電氣

安全.勞動檢查實務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副教授 蕭景祥 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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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胡世明
人體振量暴露評估.噪音暴

露評估.噪音控制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志偉
神經外科.加護重症醫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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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潘宏一
專利研發.安全衛生管理系

統.營建安全

職業安全衛生系 專任 講師 林正龍 普通物理學.噪音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副教授 陳俊六

金屬材料表面處理

作業環境危害因子評估與

控制

製程安全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劉育榕

安衛管理(含營造施工安

全).機械安全與感電危害

預防.墜落倒榻危害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王騰毅
消防安全設備.消防法規.

防火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余文隆

電力系統及電氣設備檢驗.

消防設備及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經營管理實務(失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呂俊彥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理.

建築物室內公共安全檢查.

電力線與弱電線路規劃配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呂學治

防火防爆.消防安全設備及

消防法規.緊急救護訓練、

火災原因調查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李佳松
緊急應變.風險評估.職災

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林明玉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實務.職

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稽核

實務.職業安全與職業傷害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林國寶
職業安全衛生.機械設備安

全.製程安全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林棓司 電氣安全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俞助明 消防法規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孫千芬
緊急應變管理.防災教育訓

練.勞工健康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黃輝林 消防學.都市防災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楊志勻 醫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蔡一主

高架作業與安全措施與設

施.個人防護具.局限空間/

危險物與有害物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蔡易書
公共危險物品管理.消防設

備檢修.緊急救護與防災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賴姿卉
職業安全衛生.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緊急應變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薛宏榮
機械與設備安全.職業衛生

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謝宜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升降

機裝修.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職業安全衛生系 兼任 講師 顏光臨
行政管理.消防與安全防

災.地區發展與規劃

醫務管理系 專任 教授 陳珹箖 不完全菌鑑定.真菌分類學

醫務管理系 專任 教授 楊美雪
疾病分類.醫務管理.健保

資料庫分析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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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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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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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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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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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陳俞成 生態統計.資料分析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慶輝
醫院行銷.藥妝店行銷.醫

療機構行銷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隋安莉 生理.生化.疾病與健康照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蕭如玲
醫療資訊管理.研究方法.

醫療品質與醫療政策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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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吳聰慧 醫療資訊.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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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惠芳
醫務管理.長期照護管理、

醫療人力資源管理.績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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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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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散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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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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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謝碧容
醫療資訊管理.資訊管理.

醫務管理.病歷資訊管理

醫務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鍾麗琴
解剖生理學.醫學術語、病

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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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務管理系 專任 講師 范春寶 醫療品質管理.醫務管理

醫務管理系 專任 講師 黃立中 健康休閒醫學類

醫務管理系 專任 講師 蕭志彥 內科學.公共衛生.醫學倫

醫務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李永盛
傳染病防治.徵生物實驗室

品管與安全.分子生物學

醫務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黃志強 腎臟生理學.病理學

醫務管理系 兼任 副教授 劉明道 解剖生理學.病理學

醫務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錢才瑋 醫療行銷策略

醫務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嚴玉華 醫療品質管理.醫療策略管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卜云淇
醫務管理.醫療品質.醫療

行銷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淑慧 護理師.醫管.長照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申斯靜
醫療資材設備管理.醫療組

織理論與設計.醫療策略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佳玲
財務管理.管理會計.管理

學.財務會計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宗晉 醫務管理.醫療品質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崑池 衛生行政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吳憲明 衛生醫療法規.健康保險制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易璉 策略管理.醫務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敏禎
作業研究.生物統計.醫院

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雯棻 會計學.管理學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耀洲 醫務管理概論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阮建維 醫院機構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周榮美 健保申報.醫務管理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施驊真 疾病分類.病歷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徐寶興 醫療資材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莊聰益
醫務管理.醫療行銷.遠距

照護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彭麗蓉 醫療策略管理.長期照護管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曾婉婷
人力資源管理.醫療品質管

理.醫療資訊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程春美
醫務管理.資材管理.行銷

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辜文聰 復健治療.醫療資訊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玉雯 醫務管理.醫療品質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如霞
組織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專案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彩霖 人力資源管理.教育訓練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劉義民
人力資源管理.策略管理.

行銷管理

醫務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鍾佳容 健保申報.醫務管理

醫藥化學系 專任 教授 王來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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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汪文忠 無機化學.有機合成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姜仁章 化學動力學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張朝明 儀器分析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郭玉萍 儀器分析.物理化學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榮才

天然藥物.活性成分分離與

鑑定.機能性食品功效評

估.有機化學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黃春美 有機合成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副教授 葉錦芬 分析化學.儀器分析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王博駿
生物藥劑學,生物化學,經

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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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林彰泰 高分子化學.藥物釋放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凌櫻玫 儀器分析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許銘仁 腸胃學.肝臟學.內科學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郭素卿

大氣氣膠.中藥重金屬分

析.化妝品分析.精油之相

關研究，中草藥的萃取、

醫藥化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亮惠 有機化學

醫藥化學系 專任 講師 施佩禎 藥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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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療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李冠漢
藥物化學.有機化學.生物

資訊.天然藥物化學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施美份
綠藻生理功能.糖尿病.藥

理學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許立人

藥物經皮吸收.藥物血中濃

度監測.軟膏劑型開發.臨

床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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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 專任 教授 鄭靜玲 生物藥劑學.藥物動力學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方嘉德

分離化學.微量分析.水質

分析.重金屬分析.光譜分

析.電化學分析.質譜分

析.LC/MS分析

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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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王姿文
生物學、植物組織培養、

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李得响

有機化學合成.macro

molecules.有機光譜學.生

質能源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林恆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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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唐自強

儀器分析學.藥物分析學.

層析分離技術.分析化學.

電化學分析.毛細管電泳分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莊世憲 有機化學.藥物化學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陳志成 藥學實習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湯惠平

藥物化學.天然物成分分離

純化與結構鑑定、臨床生

藥治療學、藥局管理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黃秀琴
天然物化學.炮製學.藥用

植物學.中藥學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楊政哲
本草學.生藥學.中藥藥理

學.藥用植物學.中藥學.方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劉國盛
分析化學.儀器分析.藥物

動力學.減癮劑開發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劉淑芬 藥理學.基礎醫學

藥學系 專任 副教授 韓建華
藥物化學.有機化學.營養

學.藥妝與醫學美容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吳文憲
醫藥與生活.藥物科技應用

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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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林千玉
生物學.生理學.微生物免

疫學.分子生物學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高惠珍 生理學.生物學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秋蘭 基礎醫學.藥理學.毒理學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素容 藥劑學.藥物分析學.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莉螢
天然物化學.生藥學.本草

學.炮製學.日文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游慧美
藥物分析學, 調劑學,分析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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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韓若怡 控釋劑型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嚴淑揚
調劑學、臨床藥學、藥事

照顧

藥學系 專任 助理教授 蘇柏安 感染症

藥學系 專任 講師 張麗珍
有機化學.藥物化學.工業

化學

藥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王慧瑜 臨床檢驗

藥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何宗翰 生物統計.流行病學

藥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李建宏 藥事資訊學

藥學系 兼任 助理教授 劉芳宜 臨床藥學

藥學系 兼任 講師 朱麗鈴 藥物治療

藥學系 兼任 講師 林榮貴
生藥學實驗.藥物科技應用

概論

藥學系 兼任 講師 徐生龍
外科學、臨床醫學、基礎

醫學

藥學系 兼任 講師 黃立人
藥業通路經營管理.藥事服

務經營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藥學系 兼任 講師 黃淑芬 藥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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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導覽及

電子商務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王宗彥

旅行業經營與管理.領隊導

遊考照輔導.導覽解說教

育.遊程規劃.航空票務與

GDS訂位.領隊導遊實務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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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林指宏

休閒理療.溫泉美容醫學.

行為科學.創新溫泉高值產

品研發.溫泉養生規劃.觀

光醫療規劃.休閒保健.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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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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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策略研究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陳文福 溫泉地質.水質分析

觀光事業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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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副教授 劉仁民

領隊導遊實務.旅行業經營

管理.觀光行銷.知識管理.

觀光旅遊史.觀光行程規

劃、會議展覽、郵輪觀光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王怡潔
感動服務,服務品質.旅館

管理.感性行銷.顧客關係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王耀德
台灣史.台灣教育史.日文.

日本近代史.中國近代史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陳忠偉

溫泉與地下水文地質.溫泉

水資源管理與調配.數值與

最佳化分析. 溫泉法規.

溫泉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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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黃源謀

文化觀光.領隊導遊考照輔

導.導覽解說實務.英語導

覽.憲法.台灣歷史與文化.

民主法治教育.觀光資源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歐陽宇

消費者行為模式與決策.溫

泉觀光.觀光休閒事業開發

與財務評估.環境規劃與設

計.國土規劃與都市計畫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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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助理教授 戴揚飛
行銷管理.消費者行為.轉

換意圖.旅館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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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導

觀光事業管理系 專任 講師 駱菁菁
旅館經營管理.服務品質管

理.人力資源管理. 教育訓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助理教授 莊惠雯
觀光遊憩資源規劃與管理.

生態社區與社區觀光.主題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王仁星 一般婦產科疾病.婦科癌症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李寧
比較文化.觀光日語.中日

經營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柯酈
地理資訊系統.專案管理.

土地管理.都市規劃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徐珠文
人力資源管理.華語教學.

管理學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符綺芝 日文教學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許勝發 博物館與文物導覽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曾耀德
景觀規劃與設計.環境綠

化.景觀概論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炳生 旅遊安全與急救常識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黃玲美

領隊導遊實務.行程規劃與

團康活動帶領.康輔教育訓

練課程



主聘系所 職別 職級 教師姓名 學術專長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董婉羚
人力資源管理與心理.企業

管理.英文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蔣文清 領隊與導遊.觀光旅遊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蘇榮堯
旅行業經營與管理.領隊與

導覽.旅遊相關法規

觀光事業管理系 兼任 講師 鐘榮愈
旅館經營管理.人力資源管

理.企業管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