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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聘系所 中文姓名 專兼任 學術專長及研究

機械工程系 王全盛 專任 鑽石薄膜成長及分析、普物

機械工程系 王釗芬 專任 國語文教學、中國文學史、古典文學、經典閱讀

機械工程系 何惠琳 專任 製造工程、塑性力學、鎂合金製程

機械工程系 呂道揆 專任 機械固力、機械製造、金屬成形加工、有限元素分析

機械工程系 沙建國 專任 材料工程、銲接冶金、機械設計、製造

機械工程系 林進益 專任 微細加工、機電整合、機器視覺

機械工程系 邱昱仁 專任 燃料電池系統、最佳化設計、機器人學、控制系統

機械工程系 邱漢傑 專任 電腦輔助工程分析、有限元素、電子冷卻、熱流能源

機械工程系 徐福君 專任 車輛實務、奈米材料製程與技術應用、磨潤

機械工程系 連信仲 專任 電腦視覺、智慧型控制、自動化與順序控制、機電整合、氣液壓學

機械工程系 陳長成 專任 CNC工具機、金屬微成形、機械製造、機械固力

機械工程系 陳振山 專任 類神經網路、機構學、自動控制

機械工程系 喻盛地 專任 材料科學、固體力學、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温家俊 專任 機構運動與動力學、機器人學、自動控制、最佳化設計

機械工程系 黃俊賢 專任 噴霧與液滴燃燒、熱傳(力)學、流體力學、汽車工程

機械工程系 黃冠達 專任 機器人學、機構設計、電腦輔助設計

機械工程系 楊子毅 專任 材料分析、介金屬、表面處理

機械工程系 楊秀豐 專任 熱流、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楊嘉豪 專任 轉子動力、振動、生物力學

機械工程系 葉紘維 專任 熱流力學、機械製造、電腦輔助工程、航空工程

機械工程系 廖慈玲 專任 通識英文、英文教學法、職場英文及書信、科技英文

機械工程系 鄭祥誠 專任 熱處理、金屬材料、材料微觀分析、材料製程

機械工程系 鄭遠東 專任 航空工程、光電元件、飛機修護、軟性電子

機械工程系 薛堯文 專任 工具機刀具異狀診斷、多軸工具機刀具路徑規劃

機械工程系 謝仁泓 專任 熱傳(力)學、流體力學

機械工程系 顏昭文 專任 車輛工程、熱流、能源科技

機械工程系 王恒祥 兼任 電腦軟體應用

機械工程系 王創茂 兼任 產品設計專題研究、工業、機構、機械設計、3D逆向工程技術、3D列印技術

機械工程系 何囷蒙 兼任 投影幾何學、工程圖學、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工作圖

機械工程系 李學禮 兼任 車輛各系統理論與實務、車輛電子學

機械工程系 林俊男 兼任 機車修護、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林風旗 兼任 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林欽善 兼任 機械設計、機構設計、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機械工程系 林鉦堯 兼任 汽車工程、噴射引擎、變速箱、車輛懸吊、中古車況鑑定、車身電學

機械工程系 邱益彬 兼任 車輛工程、流暢觀察、電子冷卻、冰水管路設計規劃、電腦輔助繪圖

機械工程系 邱盛乾 兼任 汽車工程、相關力學、動力機械、冷凍空調

機械工程系 徐文福 兼任 汽車工程、相關力學、動力機械、冷凍空調

機械工程系 徐慶宗 兼任 機械製造、工程材料、工廠實習

機械工程系 粘美雪 兼任 機械力學、物理、電腦機械製圖、電腦繪圖設計

機械工程系 粘朝益 兼任 機電整合、氣壓、電腦輔助設計製圖、程式設計

機械工程系 陳俊安 兼任 投影幾何學、工程圖學、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工作圖

機械工程系 陳昱宇 兼任 汽車修護、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陳聖樺 兼任 機械力學、物理、電腦機械製圖、電腦繪圖設計

機械工程系 曾國能 兼任 車輛傳動、汽車工程

機械工程系 游昇鑫 兼任 精密量測理論與實務、傳統/非傳統機械加工、力學相關

機械工程系 黃秀隆 兼任 靜力學、材料力學、工程材料、機械製圖

機械工程系 黃德福 兼任 汽車工程、相關力學、動力機械、冷凍空調

機械工程系 黃錦明 兼任 投影幾何學、工程圖學、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工作圖

機械工程系 綦振東 兼任 機械視覺、逆向工程、電腦輔助工程

機械工程系 劉家泰 兼任 汽車修護、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劉國龍 兼任 汽車修護、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鄧孝全 兼任 汽車修護、車輛工程

機械工程系 賴信南 兼任 汽車工程、相關力學、動力機械、冷凍空調

機械工程系 謝騰輝 兼任 能源科技

機械工程系 鍾雅健 兼任 機電整合、自動控制、微控制器系統設計與應用

電機工程系 李志仁 專任 工業配電、電力系統、電機機械、電力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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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系 李尚懿 專任 電力品質、電力系統、電磁干擾

電機工程系 李俊奇 專任 光電工程、光電半導體、電子電路、創意發明

電機工程系 沈混源 專任 電力系統、保護電驛、電力電子、再生能源、智慧生活電子應用

電機工程系 林忠杰 專任 邏輯設計、數位系統、光電控制

電機工程系 林忠榮 專任 電力電子、能源應用、電力系統

電機工程系 林維仁 專任 可程式控制、機電整合

電機工程系 林銘君 專任 智慧型控制、機器視覺

電機工程系 林慶文 專任 國語文教學、古典文學、小說敘述學、書法與藝術思想

電機工程系 林樹民 專任 傳輸線分析、負載預測

電機工程系 胡宇正 專任 數位影像處理、圖形識別、光電檢測

電機工程系 郭哲廷 專任 光電工程、影像處理、程式語言

電機工程系 陳志明 專任 單晶片微處理機應用、智慧生活電子應用、程式語言、物聯網應用

電機工程系 黃台發 專任 數學、演算法、人工智慧、網路分析、自動控制

電機工程系 黃志弘 專任 自動控制、專利侵權鑑定、機器人學

電機工程系 黃志毅 專任 控制、電力電子

電機工程系 楊文治 專任 電力系統、再生能源發電、省電技術、創意發明

電機工程系 廖文彬 專任 電力電驛、電力電子、創意發明、光電感測、電動機控制、電子電路

電機工程系 廖韋鈞 專任 程式語言、單晶片應用

電機工程系 劉國芬 專任 程式語言、微處理機、網頁設計、電腦軟體應用、機器人

電機工程系 潘同泰 專任 機器人

電機工程系 蔣哲學 專任 電機機械、電力系統、自動控制

電機工程系 藍璉璫 專任 電力系統、微處理機應用、可程式控制及監控

電機工程系 魏朝鵬 專任 自動控制、數位訊號處理、智慧型機器人

電機工程系 支裕文 兼任 單晶片控制、微處理器應用、生醫電子系統、程式語言

電機工程系 王茂凱 兼任 程式語言、單晶片應用

電機工程系 宋昇嶧 兼任 電腦3D製圖、CNC金屬設計與加工、金屬鈑金設計與加工、機器人整體設計

電機工程系 許金益 兼任 物理、影像處理及訊號處理、光電量測及小波分析

電機工程系 郭信志 兼任 自動控制

電機工程系 黃國政 兼任 電機電力、配電工程、電腦通訊網路

電機工程系 黃暉舜 兼任 嵌入式系統

電機工程系 黃慶隆 兼任 電機電力

電機工程系 楊忠正 兼任 單晶片控制、電腦介面應用、組合語言

電機工程系 劉青龍 兼任 自動控制、能源工程、冷凍工程、通風工程、能源監控、熱傳學、熱力學

電機工程系 鄭泉泙 兼任 電機機械、電力系統、電力電子、自動控制、程式語言、電路學、電子學

電機工程系 蕭家于 兼任 自動控制、機構設計、程式語言

資訊工程系 吳宗明 專任 影像處理、多媒體應用、人工智慧、手機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呂理煉 專任 無線通訊網路、行動網際網路技術與應用、數據通信、嵌入式系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汪泰宏 專任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計算機概論、數位信號處理、電腦軟硬體實務

資訊工程系 洪志宗 專任 數位信號處理、多媒體技術與應用、系統晶片設計、新興能源系統

資訊工程系 孫龍生 專任 嵌入式系統、數位訊號處理、數位系統設計、計算機系統

資訊工程系 張文斌 專任 數位系統設計、FPGA實務、資訊工程、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

資訊工程系 張鴻源 專任 嵌入式系統、FPGA實務、多媒體應用、手機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張獻中 專任 無線通訊應用、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介面技術、微控制器應用

資訊工程系 郭宏源 專任 嵌入式系統、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手機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陳正唐 專任 微算機原理與應用、計算機概論、資料結構、數位信號處理

資訊工程系 陳自雄 專任 線性代數、機率與統計、程式設計、離散數學

資訊工程系 陳芝淑 專任 物理化學、生物化學、環境科學、工業安全、科技概論

資訊工程系 陳俊成 專任 高層次思維教學 與方法、創意思考教學專題研究、專利佈局決策與方法

資訊工程系 陳春明 專任 計算機組織、數值分析、計算機概論、工程數學

資訊工程系 陳常侃 專任 數位信號處理、數位影像處理、最佳化理論、演算法、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陶德福 專任 嵌入式系統、電腦軟硬體實務、網路程式設計、多媒體應用

資訊工程系 黃柏原 專任 綠色能源、電腦科學、程式語言、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

資訊工程系 溫清祥 專任 數位系統設計、微處理機、計算機系統、數位訊號處理

資訊工程系 葉文鈞 專任 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數值方法、數位邏輯設計、軟體工程

資訊工程系 劉銘中 專任 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介面技術、嵌入式系統、單晶片系統設計

資訊工程系 歐陽昌義 專任 微處理機原理與應用、數位邏輯設計、系統程式、工程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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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系 鄧一中 專任 嵌入式系統、電腦網路、半導體技術、手機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系 蘇祖澤 專任 系統分析、資料庫系統、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多媒體設計、網頁設計、物聯網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文榮生 專任 程式設計、智慧型控制、單晶片系統應用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李俊銘 專任 物聯網、金融科技、數位行銷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李振農 專任 通訊系統、電子電路設計、濾波電路設計、訊號處理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林宏偉 專任 微電腦系統設計與應用、單晶片系統應用、程式設計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孫惠民 專任 訊號處理、濾波器設計、微處理機控制系統技術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張秀峰 專任 共焦顯微斷層影像技術、外差干涉技術、無線通訊網路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許俊彥 專任 光電通訊、單晶片應用、光通訊元件設計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陳純禛 專任 國語文教學、影視藝術、古典文學、經典閱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陶逖 專任 自動控制、智慧控制、數位訊號處理及影像處理、嵌入式系統應用、程式語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溫德仁 專任 數位訊號處理、通訊系統、嵌入式系統應用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詹勳鴻 專任 網路通訊、無線通訊、電子競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蔡耀斌 專任 無線通訊、單晶片系統應用

資訊管理系 吳榮和 專任 行銷管理、網路行銷、電子商務、顧客關係管理、數位內容行銷

資訊管理系 李義溪 專任 網頁設計、物聯網、資訊安全、影像處理、程式設計、網路管理、人工智慧

資訊管理系 林嫻宜 專任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管理學、知識管理與商業智慧、企業電子化、ERP

資訊管理系 林慶昌 專任 網路管理、複雜網路特性、資料庫程式設計

資訊管理系 洪慧芬 專任 程式設計、人工智慧、系統分析、時間序列分析、電子商務

資訊管理系 徐一綺 專任 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資訊素養教育、媒體與傳播、資訊倫理、閱讀研究

資訊管理系 張安琪 專任 企業電子化、行銷管理、顧客關係管理、財務管理、電子商務、SCM、ERP

資訊管理系 陳守維 專任 創新與創業、商務企劃、科技管理、電子商務、國際企業管理、行銷管理

資訊管理系 陳尚蓉 專任 電子商務、企業資源規劃、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方法、電子商務經營管理

資訊管理系 曾智仁 專任 程式設計、計算機網路、電子商務、資訊系統、作業系統

資訊管理系 黃大炎 專任 數理分析、應用統計、電子商務、行銷分析、計量分析、顧客關係管理

資訊管理系 趙延丁 專任 供應鏈管理、AM/FM/GIS、行動通訊程式設計、計算機網路、網路管理

資訊管理系 鄭哲斌 專任 IT治理、資訊管理、資料庫管理、電子商務、資訊安全、系統分析與開發

資訊管理系 春明瑤 兼任 程式設計、人工智慧、電子商務、物聯網、影像處理、網頁設計、美工設計

資訊管理系 張瑞欽 兼任 3D列印、zbrush、After Effects

資訊管理系 黃怡萍 兼任 統計學、經濟學、會計學、行銷管理、電子商務、顧客關係管理、簡報製作

資訊管理系 楊宗誌 兼任 動(靜)態網頁設計與開發、程式設計、網路應用、電子商務與網站管理

資訊管理系 賴政良 兼任 多媒體影像處理，程式設計，物聯網，人工智慧

企業管理系 王敏姿 專任 企業e化、ERP、電子商務、網路行銷、CRM、管理學、市場調查分析

企業管理系 唐思佳 專任 財務管理、投資與理財、財務報表分析、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

企業管理系 馬良涵 專任 人力資源、行銷管理、企業談判、廣告實務、顧客關係、消費者行為、企業個案

企業管理系 許瑞翔 專任 創意思考、創新管理、服務創新與設計、微型創業、行銷與策略、個案研究

企業管理系 陳相如 專任 績效評估、決策科學、中國式管理

企業管理系 黃素玫 專任 網路行銷、電子商務、市場調查、顧客關係管理、廣告實務、統計學、創業管理

企業管理系 黃韻瑾 專任 管理學、行銷管理、組織行為、創新管理、管理心理學、消費者行為

企業管理系 鄒偉基 專任 企業概論、企劃書撰寫、商用/社交英文、創意行銷、廣告實務、人力資源

企業管理系 鄭明德 專任 政黨、立法學、證券法規、法律風險研究

企業管理系 謝錦淇 專任 企業概論、顧客關係、溝通技巧、生產與作業管理、策略管理、企業談判

企業管理系 江清松 兼任 溝通與談判、政策規劃、活動企劃、變革管理、團隊建立與領導

企業管理系 周婉玲 兼任 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財務管理、金融市場、會計學

企業管理系 周繼儒 兼任 財管、國際金融、投資學、國際企業管理、創新管理、組織行為、微型創業

企業管理系 易文如 兼任 人資、CRM、消費者行為、PM、策略管理、採購管理、行銷策略、企業診斷

企業管理系 紀俊宇 兼任 企業營運策略、市場行銷規劃與廣告媒體宣傳執行

企業管理系 張順從 兼任 財務分析、金融商品與理財、策略管理、績效評估

企業管理系 連志剛 兼任 會計學、財務管理、財務報表分析、經濟學、管理學、行銷管理、策略管理

企業管理系 郭芊彤 兼任 人力資源管理、企業訓練與組織發展，職涯管理與發展

企業管理系 陳俊豪 兼任 憲法、民商法、國際經貿法規、金融監理法規、勞動法

企業管理系 陳振耀 兼任 人工智慧、資訊管理、機器學習、演化計算、供應鏈管理、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企業管理系 黃國玉 兼任 多變量、研究方法、數量分析、資料建模、行銷管理、財務報表分析、電子商務

企業管理系 黃梨香 兼任 管理學、企業概論、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管理、企業誠信與倫理

企業管理系 葉伊雯 兼任 英文(含商用與應用英文)、組織行為、管理學、管理心理學、溝通與表達

企業管理系 樊飛雄 兼任 生產管理、人力資源、行銷、組織理論、大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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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系 鍾杏梅 兼任 企業倫理、組織行為、人力資源、行銷管理、財務管理、創新管理、ERP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何嘉玲 專任 管理、電子商務、經濟學、顧客關係管理、市場調查、統計應用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秀瑩 專任 經濟與商業環境、管理學、財務報表分析、消費者行為、行銷研究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沈青慧 專任 國際貿易、經濟學、廣告、門市服務、行銷學、行銷研究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玉惠 專任 企業資源規劃、門市服務、連鎖加盟管理、國貿實務、行銷研究、經濟與商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純珠 專任 國際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會展產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洪正興 專任 管理、電腦資訊、行銷研究、統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靜梅 專任 管理、行銷學、國際行銷學、行銷企劃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惠倫 專任 憲法、民法、人權研究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曾芝煜 專任 管理、商業心理學、日文、商用日語、英語會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道心 專任 創新管理、專利實務、科技創新行銷、會展產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楊世豪 專任 物流管理、航運管理、行銷管理、管理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趙文慧 專任 管理、會計學、財務、金融、門市服務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健平 專任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程式設計、資訊工程、資訊管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王中元 兼任 組織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財務管理等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白明珠 兼任 行銷研究、國際行銷管理、國際企業、行銷個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吳志淵 兼任 運輸、物流管理、國際複合運輸、投資學、理財規劃、財務管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吳朝升 兼任 運輸、物流管理、國際複合運輸、統計軟體應用、市場調查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育萱 兼任 管理、行銷企劃、消費者行為分析、企業電子化、經濟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唐珮君 兼任 商事法、會展概論、會展行銷、展覽企畫管理、會議企畫管理、活動企畫管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翁博志 兼任 物流管理、供應鏈管理、運輸、海關通關實務、海關保稅制度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秀雲 兼任 會計學、財務管理、國際企業管理、政府會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莊鎧溫 兼任 統計學、市場調查、網路行銷、管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金裕 兼任 國際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商品管理、跨文化管理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建佑 兼任 管理、經濟學、行銷研究、行銷企劃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建華 兼任 連鎖事業管理、門市經營企劃、賣場規劃與設計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秋玲 兼任 國際企業管理、行銷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大瑋 兼任 電腦軟體應用、國際企業管理、服務業行銷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雪如 兼任 零售實務、門市服務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蔡志強 兼任 物流運籌管理、供應鏈管理、輸配送管理、倉儲管理、全球運籌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謝美玲 兼任 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策略分析、財務管理、組織行為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顏萍宜 兼任 程式設計、網頁設計、套裝軟體、電腦軟體應用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王映丹 專任 藝術欣賞、數位音樂、音樂演奏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定榮 專任 行動計算、無線多媒體、多媒體程式設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江惠芬 專任 影像處理、圖形識別、電腦視覺、多媒體應用、互動遊戲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玲玲 專任 數位多媒體教育領域應用設計、數位出版設計、藝術欣賞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錟鋒 專任 互動控制、互動遊戲、互動藝術、虛擬實境、3D動畫、人機介面、人機控制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沈正慈 專任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計算機圖學、程式設計、互動程式設計、資料庫設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林文俊 專任 數位音樂、攝影、色彩學、影像處理、藝術欣賞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鉅明 專任 互動式網頁設計、網路程式設計、行動裝置應用程式設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張憲堂 專任 高行健研究、戲劇電影研究、影像美學與劇本研究、藝術欣賞、表演研究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均銘 專任 3D動畫製作、動畫劇本、動畫導演學、動畫專案管理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陳柏宏 專任 應用化學、環境科學、科技概論、安全衛生、身心養生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賴泓錩 專任 3D動畫、2D角色設計、遊戲美術實務、特效合成、影音特效剪輯、場景設計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李佳欣 兼任 電影、電視特效合成、影音剪輯、攝錄影實務、棚內拍攝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劉廷浩 兼任 民法、商事法、著作法規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蘇兆民 兼任 影音剪輯、錄音製作、媒體工程、製作系統

應用外語系 王玲敏 專任 語言與文化、跨文化溝通、英美文化、美國教育、觀光英文

應用外語系 吳萬居 專任 國語文教學、中國思想史、古代禮學、中國教育史

應用外語系 李天頌 專任 英語教學

應用外語系 柯珞恩 專任 英語教學、英文閱讀、文法寫作

應用外語系 洪福星 專任 英語教學、語言教育、英文閱讀與寫作、商用英文

應用外語系 陳乃慈 專任 日本文學、日本史學研究

應用外語系 陳俊榮 專任 經濟、企業管理、行銷、貿易、技術變革與創新、溝通、管理、領導、研究方法

應用外語系 陳藝雲 專任 英美文學、中英翻譯、文法寫作

應用外語系 程建文 專任 日本近代文學、日本語法、日本文化、中日比較文學、中日比較文化、日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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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系 黃種傑 專任 office軟體應用、影像影片處理、多媒體動畫製作、資料處理、網頁設計

應用外語系 楊慧娟 專任 英語教學、閱讀寫作、中英翻譯、商用英文

應用外語系 葉美華 專任 英語教學、英文閱讀、英文策略探討、觀光英文、第二外語習得

應用外語系 詹淑芬 專任 語言教育、英文閱讀、英語教學、第二外語習得、餐飲英文、英語師資培訓

應用外語系 潘寧 專任 日本語教育學、年少者日本語教育、雙語教育實踐研究

應用外語系 駱佳鈴 專任 一般商業學、商業管理學、企業管理學、貿易行銷學、會計、秘書實務、國貿

應用外語系 魏慶仁 專任 資訊教育、計算機結構、影像處理、多媒體系統、計算機網路

應用外語系 藤原真也 專任 日語教學、日本語言

應用外語系 山口広輝 兼任 英語教學、日語教學

應用外語系 王敬翔 兼任 中日翻譯、日本文學

應用外語系 吳景龍 兼任 英語教學、觀光及旅遊事業管理

應用外語系 周育甄 兼任 西洋文學理論、西洋語文學

應用外語系 林廣易 兼任 旅遊管理、遊程規劃

應用外語系 林麗娟 兼任 日本語言學

應用外語系 張彥元 兼任 進階英文選讀

應用外語系 陳冠華 兼任 英語教學

應用外語系 陳潔晞 兼任 英美文學、新聞英文

應用外語系 趙懷梓 兼任 英語教學、商用英文、英文寫作、英文閱讀

應用外語系 劉劭璇 兼任 西班牙語、西班牙文學

應用外語系 鄭穎 兼任 語言學、英文寫作

應用外語系 戴嘉余 兼任 劇場展演、戲劇教學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李銓鑫 兼任 會展理論與實務、會議規劃與管理、主題閱讀與口語表達、國際禮儀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唐伯寅 兼任 會議展覽企劃、活動企劃、獎勵旅遊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張郁英 兼任 會展行銷、領隊導遊、會展和城市行銷、遊程規劃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梁崇偉 兼任 商務禮儀、活動司儀、活動企劃、國際禮儀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莊士勳 兼任 服務業經濟、消費心理學、展覽規劃與個案分析、活動企劃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許相瑄 兼任 電競選手培訓、賽事企畫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彭培興 兼任 領隊與導遊實務、觀光學、獎勵旅遊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黃昌模 兼任 會展產業概論、活動企劃、會議展覽企劃、獎勵旅遊、公關與新聞寫作

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業人員)學位學程 劉哲維 兼任 會展英語、宴會管理

休閒事業系 吳宏熙 專任 休閒活動欣賞、高爾夫球、高爾夫理論與實務、高爾夫基礎理論

休閒事業系 李明憲 專任 運動生物力學、棒球運動、健康體適能、體適能處方、陸上休閒活動

休閒事業系 侯昌連 專任 休閒行銷管理、休閒場館經營與管理、休閒設施規劃與管理、賽事規劃實務

休閒事業系 施婉婷 專任 休閒事業經營與管理、消費者行為、行銷管理、服務管理實務

休閒事業系 紀光陽 專任 文化創意、休閒風險與危機處理、高等研究方法、服務業經營管理、旅遊安全

休閒事業系 夏健文 專任 國語、中文閱讀與寫作、職場應用文、儒家倫理與道家智慧

休閒事業系 曹竣崵 專任 專長訓練課程、專業指導課程、棒球

休閒事業系 章慶堅 專任 實用營養學、營養與健康促進、體適能健康推廣、膳食養生、銀髮族保健

休閒事業系 陳寅全 專任 管理學、健康體適能、游泳、健康體適能理論與活動指導

休閒事業系 曾秀鳳 專任 高爾夫球、高爾夫基礎理論、高爾夫理論與實務

休閒事業系 楊文添 專任 羽球、休閒體驗、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功能性體適能活動設計

休閒事業系 楊瑞明 專任 知識管理、行銷管理、趨勢分析、消費者行為、變革管理

休閒事業系 鄭博元 專任 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

休閒事業系 賴茂盛 專任 高爾夫球、羽球、桌球、高爾夫實戰應用、高爾夫桿弟服務與管理

休閒事業系 謝清秀 專任 休閒行為研究、休閒遊憩事業概論、活動規劃與設計、休閒概論

休閒事業系 蘇崇文 專任 餐飲衛生、加工食品概論、食材概論、食物製備原理、食品衛生與安全管理

休閒事業系 饒蘭君 專任 導遊領隊實務、水域活動、活動規劃與遊程設計、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游泳

休閒事業系 王文筆 兼任 健康體適能理論與實務、運動處方、應用生理學、功能性體適能活動設計

休閒事業系 余珮琳 兼任 高爾夫理論與實務、高爾夫實戰應用

休閒事業系 吳明芳 兼任 運動按摩實務、經絡按摩與休閒保健、經絡按摩實務

休閒事業系 吳竣升 兼任 高爾夫理論與實務、高爾夫俱樂部經營與管理、高爾夫禮儀與規則

休閒事業系 吳憲紘 兼任 服務業經營管理、專題研討、產業發展分析

休閒事業系 李克中 兼任 人力資源管理、休閒設施規劃與管理、行銷管理

休閒事業系 周彥真 兼任 身體活動實務

休閒事業系 林昌台 兼任 俱樂部經營與管理、職場倫理、服務管理、陸上休閒活動、遊程規劃與設計

休閒事業系 林啟堂 兼任 休閒企劃個案討論、休閒活動企劃與簡報、賽事規劃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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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事業系 林儀雯 兼任 有氧舞蹈、有氧運動、體重控制與體型雕塑、基礎瑜珈

休閒事業系 徐志杰 兼任 活動規劃與設計、陸上休閒活動、休閒農業、戶外休閒領導體驗、體驗教育

休閒事業系 馬家嵋 兼任 體適能教練指導、休閒運動指導、個人運動指導實務、高爾夫基礎理論

休閒事業系 張佳玄 兼任 溫泉概論、溫泉遊憩經營與管理、休閒事業經營與管理、消費者行為

休閒事業系 陳建霖 兼任 功能性體適能活動設計、體適能處方、休閒活動欣賞

休閒事業系 曾韋杰 兼任 陸上休閒活動、運動裁判實務、休閒運動指導、體適能教練指導

休閒事業系 黃明瀚 兼任 休閒政策與法規、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休閒民宿經營管理、農村發展

休閒事業系 楊子興 兼任 休閒活動整合行銷、陸上休閒活動、場務管理實務

休閒事業系 楊世傑 兼任 休閒事業經營與管理、運動裁判實務、休閒活動整合行銷

休閒事業系 臧國帆 兼任 產品行銷分析、賽會規劃與管理、溫泉遊憩經營與管理、顧客關係管理

休閒事業系 趙新天 兼任 休閒活動新聞與媒體

休閒事業系 蕭凱仁 兼任 傷害防護與急救、體適能處方、體適能實務

休閒事業系 賴清水 兼任 網球、陸上休閒活動

休閒事業系 謝麗娟 兼任 身體活動指導、有氧運動、陸上活動、肌力訓練、體適能教練指導

休閒事業系 蘇玄贊 兼任 水域休閒活動

餐飲管理系 吳東寶 專任 進階西餐烹調、西餐套餐製作、義大利菜法國菜烹調、創意料理、產品研發製作

餐飲管理系 吳雯卿 專任 食物製備原理、團體膳食、菜單規劃與設計、消費行為學、餐飲採購與成本控制

餐飲管理系 宋秀蓉 專任 餐旅概論、餐飲行銷管理、連鎖經營管理

餐飲管理系 李哲瑜 專任 加工食品概論、食物製備原理、餐飲衛生安全管理、食品安全、觀光餐旅概論

餐飲管理系 李國溢 專任 巧克力製作、法式點心、拉糖藝術、餅乾製作、藝術麵包

餐飲管理系 李順進 專任 餐飲衛生、食品加工、食物製備原理、採購與成本分析、連鎖經營管理、營養學

餐飲管理系 周綉美 專任 餐飲服務實務、桌邊烹調技術、飲料管理與實務、桌邊服勤

餐飲管理系 林經綸 專任 有機合成、天然物研究、化合物鑑定、職場安全與衛生

餐飲管理系 姜文媚 專任 採購成本控制、菜單規劃、餐旅資訊、商業文書、食物製備原理

餐飲管理系 洪明照 專任 中餐烹調、創意中餐廚藝、蔬食料理與製作、台灣地方料理製作

餐飲管理系 馬嘉軉 專任 餐飲營養學、保健膳食與食療、食物製備原理、食物學原理、觀光餐旅概論

餐飲管理系 陳柏芬 專任 飲務管理、酒吧管理、宴會管理、飯店業管理、觀光餐旅概論、人力資源管理

餐飲管理系 馮美瑜 專任 國際政治經濟、國際禮儀、憲法、中西外交史

餐飲管理系 黃招憲 專任 餐飲各級日語、餐旅(觀光)專業日語、中高階職場專業日語、餐旅英文與會話

餐飲管理系 詹文昊 專任 飲料管理與實務、雞尾酒製作實務、咖啡賞析、葡萄酒知識與品評

餐飲管理系 劉添仁 專任 餐飲營養學、餐飲衛生

餐飲管理系 劉曉蕙 專任 餐飲營養學、餐旅資訊系統、市場調查與資料分析、統計與資料處理

餐飲管理系 蕭靜雅 專任 餐旅行銷管理、餐飲服務技能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門市管理、消費者行為

餐飲管理系 諶湛 專任 國語文教學、中國思想史、古典文學、文藝美學、經典閱讀

餐飲管理系 駱佩君 專任 英文、餐旅英文、餐飲英文

餐飲管理系 簡美雯 專任 國際禮儀、餐飲禮儀、職場倫理、職場禮儀與口語表達

餐飲管理系 魏道駿 專任 葡萄酒知識與品評、飲料管理與實務

餐飲管理系 羅屯元 專任 管理學、人力資源管理、餐飲行銷學、消費者行為、連鎖經營管理

餐飲管理系 朱秋樺 兼任 餐飲文化、餐飲營養學

餐飲管理系 余慶華 兼任 觀光餐旅事業經營管理實務

餐飲管理系 吳明芳 兼任 餐飲服務技能與實務、飲務管理、飲調實務

餐飲管理系 邱兆毅 兼任 西式料理、創意西式廚藝

餐飲管理系 洪嘉仁 兼任 餐旅概論、餐飲文化、餐飲管理

餐飲管理系 翁詩婷 兼任 食物製備原理、餐飲營養學

餐飲管理系 高鈺龍 兼任 日本料理

餐飲管理系 張建華 兼任 餐廳實務、飲料管理與實務、酒吧與咖啡廳經營管理

餐飲管理系 許銘家 兼任 餐飲資訊系統、商業文書處理、餐旅資訊系統

餐飲管理系 陳安彥 兼任 中餐料理、西餐料理、素食料理、異國料理

餐飲管理系 陳明祥 兼任 素食料理、西式點心製作、烘焙製作

餐飲管理系 陳俊杉 兼任 進階西餐烹調、西餐套餐製作、義大利菜法國菜烹調、創意料理、產品研發製作

餐飲管理系 楊世凡 兼任 大眾傳播、社會學、口語傳播

餐飲管理系 楊雅惠 兼任 食品營養、保健生技、食品科學

餐飲管理系 楊竫如 兼任 旅館管理、宴會管理

餐飲管理系 廖正民 兼任 餐旅服務管理、餐飲文化、餐飲管理

餐飲管理系 歐陽明達 兼任 麵包西點製作、蛋糕製作、烘培烹調實作

餐飲管理系 蔡明津 兼任 茶道賞析、中國茶文化、茶葉感官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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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管理系 蔡明哲 兼任 進階西餐烹調、西餐套餐製作、義大利菜法國菜烹調、歐美製作與盤飾

餐飲管理系 賴伊柔 兼任 調酒與酒類教學

餐飲管理系 賴龍柱 兼任 蔬果雕刻藝術

餐飲管理系 謝伯彥 兼任 飲料管理與實務、咖啡賞析

餐飲管理系 簡鈞銘 兼任 餐旅英語會話、會計學、企業管理、行銷管理

餐飲管理系 顏冬榮 兼任 餐飲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餐飲管理系 魏仕杰 兼任 中餐烹調、台灣地方料理製作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丁雅年 專任 時尚材質應用、美髮、整體造型、配飾製作、新娘秘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王又禾 專任 美容經絡學、美容保健諮詢、按摩療法、美容美體實務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王麗芬 專任 彩妝設計、藝術指甲、彩繪設計、美膚、整體造型美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李淑芬 專任 化妝品調製及實習、自然療法、芳香療法、香草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信益 專任 化妝品調配、資訊應用、化妝品科技、企畫提案與簡報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振隆 專任 化妝品科技、配方實務、美容衛生與法規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順堂 專任 芳香療法概論、芳療實務、化妝品科技、香草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麗君 專任 化妝品科技、調配及檢驗、精油化學、芳香療法、皂型設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金忠勇 專任 化妝品調製及實習、資訊應用、化妝品科技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許美琪 專任 彩妝設計、噴槍彩繪、時尚髮型設計、新娘秘書實務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欣怡 專任 時尚彩妝設計、時尚髮型設計、舞台髮型設計與應用、應用色彩學、服裝畫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萬文彬 專任 化妝品調製及實習、化妝品科技、人力資源管理、化妝品流行趨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劉公昭 專任 憲法、民法、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公民與社會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蔡翠菊 專任 天然物化妝品、化妝品調製、化妝品科技、中草藥化妝品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鄧依秀 專任 美容英文文獻導讀、英語教學法、通用英文、職場英文、英文檢定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鄭慈千 專任 化妝品科技、化妝品調製、生技化妝品、化妝品流行趨勢、皮膚清潔與保養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古麗芳 兼任 婚禮企劃與設計、婚禮主持、宴會管理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吳洛瑄 兼任 時尚髮型設計、整體造型、商業廣告與秀場造型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呂國昀 兼任 美容與營養、皮膚生理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李淑貞 兼任 整體造型、流行彩妝、新娘秘書、飾品設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林慧萍 兼任 基礎髮型設計、剪吹造型實務、燙染造型實務、頭皮紓壓養護實務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張宣芸 兼任 美髮、彩妝、整體造型、飾品設計、新娘秘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張瓊瑤 兼任 新娘秘書實務、彩妝設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許妙琪 兼任 美甲藝術設計、光療指甲、水晶指甲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芳慈 兼任 美睫實務、紋繡、美甲設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金珠 兼任 護膚、彩妝、芳療實務、美容儀器實務、美容經絡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温芳齡 兼任 美容實務、芳香療法實務、整體造型、服飾與造型、特效造型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黃筠嵐 兼任 頭皮養護概論、頭皮養護實務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鄧文玲 兼任 人力資源管理、創業經營管理、創業企劃、行銷管理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謝志明 兼任 餐飲創業企劃、創業經營管理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顧燕玲 兼任 花藝設計

觀光事業系 李奇嶽 專任 旅遊產業專題、旅運經營管理、遊程設計規劃、導覽解說

觀光事業系 李怡華 專任 航空地(空)勤服務、禮儀接待

觀光事業系 林久玲 專任 情緒管理、性別教育、口語訓練、生涯規劃與發展

觀光事業系 浦山獎吾 專任 語言教育、教材開發、語言心理學、語言文化教育

觀光事業系 張婷婷 專任 餐旅服務技術、餐旅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旅館管理、觀光學概論、會計學

觀光事業系 郭中玲 專任 地方政府與政治、地方治理、憲法、政治學、觀光政策

觀光事業系 郭名龍 專任 航空客運管理、觀光服務品質管理、航空票務、觀光行銷、觀光產業實務

觀光事業系 郭殷豪 專任 市場模型建構、經營績效分析、計量方法、統計學、商業軟體應用

觀光事業系 陳正茂 專任 台灣史、國家公園世界遺產、導覽解說、台灣文化資產

觀光事業系 陳妙珍 專任 英語教學及英文相關證照教學

觀光事業系 陳善珮 專任 航空旅遊訂位系統GDS、觀光行銷、國際禮儀、觀光服務品質

觀光事業系 陳嘉永 專任 法學、觀光政策法規、日本語文、觀光日語

觀光事業系 曾麗蓉 專任 職場安全衛生、觀光禮儀

觀光事業系 趙樑 專任 估測理論、數理分析

觀光事業系 鄧意滿 專任 餐飲行銷學、消費者行為、觀光餐旅概論、管理學、飯店管理

觀光事業系 鄭建忠 專任 中國文學、旅遊文學、禪學、地方風物節慶、文化創意

觀光事業系 盧慶龍 專任 經濟學、消費者行為、觀光行銷學、觀光服務品質管理、研究方法、統計學

觀光事業系 謝慧暹 專任 國語文教學、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敦煌學、文學與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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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事業系 伍筱琦 兼任 專精英文字彙、商用英文、英語發音、口語訓練、聽說讀寫訓練

觀光事業系 沈中天 兼任 統計、會計、行銷、應用軟體、計量經濟、旅運經營管理

觀光事業系 周哲逸 兼任 餐旅服務技能與實務

觀光事業系 林水松 兼任 旅遊健康管理、領隊與導遊實務、旅遊業經營管理

觀光事業系 林家頡 兼任 觀光事業人力資源管理、財務金融

觀光事業系 林澤洲 兼任 觀光行政法規、觀光資源概要、生態旅遊、觀光地理

觀光事業系 洪小芬 兼任 GDS航空訂位系統、航空客運票務

觀光事業系 張念梓 兼任 旅行業經營管理、領隊與導遊實務、會展觀光行銷

觀光事業系 張明琛 兼任 溫泉遊憩經營與管理

觀光事業系 張學凱 兼任 企業形象與品牌管理、俱樂部經營管理

觀光事業系 莊銘中 兼任 餐旅管理、旅館管理、人力資源、勞工安全衛生

觀光事業系 陳豐華 兼任 觀光事業會計、觀光心理學

觀光事業系 游素珍 兼任 顧客關係管理、企業管理、服務品質管理

觀光事業系 黃瀚霆 兼任 休閒產業開發、領隊導遊實務、旅運經營、生態旅遊、美食創意文化

觀光事業系 劉志強 兼任 旅程企劃、團康設計

觀光事業系 樓震威 兼任 遊程規劃與設計、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觀光事業系 鄭金城 兼任 航空客貨運代理經營管理、旅行社業務經營管理、遊船業務經營管理

觀光事業系 顏慈慧 兼任 觀光英語、實務應用英語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李芝儀 專任 和聲編寫演唱、流行音樂演唱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徐培年 專任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流行音樂文化、流行音樂產業行銷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許恒瑞 專任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錄音室錄音實務、錄音室混音、音樂編曲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薛忠銘 專任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音樂製作、音樂評審、演藝經紀管理、演唱會創意總監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李心鼎 兼任 錄音室錄音實務、錄音室混音、音樂編輯軟體運用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黃偉峰 兼任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錄音室錄音實務、錄音室混音、音樂編曲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楊子樸 兼任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音樂編曲

流行音樂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樓南蔚 兼任 流行音樂詞曲創作、流行音樂文化、流行音樂產業行銷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李庭瑋 兼任 侍酒服務、葡萄酒賞析與服務、餐旅服務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周建平 兼任 世界飲食文化、溫泉旅館管理、旅館設備維護管理、旅館採購成本控制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林雅梅 兼任 旅館採購與成本控制、旅館產業實務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張美靜 兼任 旅館管理、顧客關係管理、消費者行為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郭維平 兼任 咖啡師認證、咖啡沖煮與烘焙技術、感官風味設計、咖啡吧檯手培育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陳建揚 兼任 餐飲消費者行為市場分析、餐飲業投資規劃、旅館品牌形象管理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曾碧貞 兼任 高級管家服務、房務實務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黃玓曼 兼任 綠能旅館發展、導覽與簡報技巧、編輯採訪

旅館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藤井康子 兼任 專業日語、產業日語會話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李淑如 兼任 冰淇淋製作原理與技巧、巧克力製作原理與技巧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林麗芬 兼任 門市經營管理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張棟樑 兼任 管理學、休閒渡假村與俱樂部經營管理、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職場倫理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莊淑媚 兼任 杏仁膏、翻糖、傳統人型、動物捏塑、造型蛋糕裝飾、造型糖花捏塑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陳永盛 兼任 巧克力製作原理與技巧、法式甜點的傳統與創新、天然酵母麵包的製作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楊鳳美 兼任 行銷管理、企業經營管理

烘焙創意與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鍾宏基 兼任 麵包製作原理與技巧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袁曉蓉 專任 演藝經紀實務、企劃提案與簡報、影視娛樂產業、經紀實務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楊聖緯 專任 綜藝活動與主持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廖怡裬 專任 戲劇基礎、MV戲劇、肢體語言藝術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蔡晴丞 專任 現代舞、傳統舞蹈、肢體語言藝術、當代舞蹈、舞蹈教育、韻律美姿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鄭任汶 專任 社會科學概論、比較政治、媒體與傳播、文化創意產業行銷、公共關係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謝祖武 專任 演出實務、戲劇、影視傳播實務、節目企劃與製作、演藝經紀實務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李宗遠 兼任 攝影與燈光、攝影實務、報導攝影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林泓瑜 兼任 舞台燈光與音響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林英杰 兼任 演出實務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郭議鴻 兼任 文本創作、文本分析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劉沿瑲 兼任 文本閱讀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鄧孔彰 兼任 影視企劃與製作、電視台頻道管理、演唱會策劃、戲劇銷售發行、媒體廣告購買

通識(教育)中心 丁國強 兼任 桌球、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王仁堂 兼任 籃球、體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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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王宏正 兼任 跆拳道、游泳、運動生物力學

通識(教育)中心 王秀珍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

通識(教育)中心 王俊彬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戲劇史、中國文學戲劇、美學

通識(教育)中心 王淑芬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明代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王琇慧 兼任 基礎法學、民事法、民事訴訟法

通識(教育)中心 王儷芬 兼任 法律社會學、政治學、公民科、社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白濬暉 兼任 中國文學、經學

通識(教育)中心 朱道亞 兼任 法律社會學、政治學、中共政府與政治、公民科、社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朱錦水 兼任 網球、籃球、體適能、各類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朱瓊苓 兼任 運動心理學、心理輔導與諮商、游泳、籃球、裁判法

通識(教育)中心 江燦騰 兼任 歷史科、宗教史、歷史

通識(教育)中心 吳孟憲 兼任 排球、桌球

通識(教育)中心 吳培德 兼任 美國外交史、亞太國際關係、企業管理、應用英語

通識(教育)中心 吳艷蓴 兼任 韓國文學、韓國文化

通識(教育)中心 李佩玲 兼任 大眾傳播學、口語傳播、社會行銷、服務管理

通識(教育)中心 李信明 兼任 餐旅英文與會話、通用英文

通識(教育)中心 李政翰 兼任 籃球、體適能、休閒活動、裁判法

通識(教育)中心 李峰銘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音韻學、中國文學小說

通識(教育)中心 村中恒仁 兼任 日本語文法、日語會話、一般及商用日文書信

通識(教育)中心 沈中愷 兼任 大眾傳播、口語傳播

通識(教育)中心 周英戀 兼任 建築、美術類、藝術史、工藝設計

通識(教育)中心 林志勳 兼任 體適能、棒壘球、籃球、羽球

通識(教育)中心 林協成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音韻學、中國文字學、宋代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怡君 兼任 一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衛生、生活輔導、心理輔導與諮商、生涯輔導

通識(教育)中心 林昆鋒 兼任 運動生物力學、材料學、籃球、各類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林松青 兼任 排球、桌球、羽球

通識(教育)中心 柯秀慈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洪慈勵 兼任 中國文學、宋代文學、口語傳播

通識(教育)中心 洪劍能 兼任 矩陣理論與組合數學

通識(教育)中心 紀效正 兼任 大眾傳播學、口語傳播、政治傳播

通識(教育)中心 唐鳳屏 兼任 護理教育、護理學、社區及公共衛生護理

通識(教育)中心 孫百順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徐天佑 兼任 氣候學、地理科、地理學、地形學

通識(教育)中心 徐時福 兼任 中國文學、民間文學、語言與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徐嘉瑜 兼任 游泳、田徑、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耿志宏 兼任 中國文學、經學、中國史學文獻

通識(教育)中心 袁欣祺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高憶婷 兼任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生活輔導

通識(教育)中心 張茹閔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張淑貞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張愷娜 兼任 鋼琴演奏、音樂類、藝術史

通識(教育)中心 張耀庭 兼任 籃球、太極拳、桌球、運動生物理學

通識(教育)中心 莊瑜瑩 兼任 英國語文學、英語教學、英文寫作

通識(教育)中心 許東敏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許玲玉 兼任 地理學、環境教育、(非)再生資源與保育、環境管理

通識(教育)中心 許貴婷 兼任 有氧運動、體適能運動、各類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許碩驛 兼任 一般心理學、法律心理學、心理輔導與諮商、社會心理學

通識(教育)中心 連國揚 兼任 法律社會學、政治學、公民科、社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陳妍伶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忠文 兼任 中國文學、民間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怡君 兼任 一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衛生、生活輔導、心理輔導與諮商、生涯輔導

通識(教育)中心 陳旺群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河吉 兼任 橄欖球、桌球、羽球、籃球

通識(教育)中心 陳金榮 兼任 桌球、羽球、田徑、休閒活動、裁判法

通識(教育)中心 陳奕騫 兼任 高爾夫、各類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陳建銘 兼任 管理心理學、法律社會學、人際溝通與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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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陳彥妃 兼任 觀光及旅遊事業管理、服務業管理

通識(教育)中心 陳美吟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

通識(教育)中心 陳美雪 兼任 行政組織與管理、國際企業、溝通、管理、領導

通識(教育)中心 陳添壽 兼任 文化經濟學、台灣經濟發展、法律社會學、公民科、社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陳慧瑩 兼任 日本語文法、日語會話、基礎法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陳蕾安 兼任 遼金文學、中國文學散文、中國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陸冠芝 兼任 高爾夫球

通識(教育)中心 彭芊菡 兼任 音樂類、普通音樂教育、藝術史

通識(教育)中心 曾秀蘭 兼任 衛生教育、護理學、性教育、兒童護理

通識(教育)中心 游卓霖 兼任 音樂類、指揮、弦樂、藝術史

通識(教育)中心 游美未 兼任 觀光及旅遊事業管理、服務業管理

通識(教育)中心 湯佳美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馮美琪 兼任 衛生教育、護理學、性教育

通識(教育)中心 馮惠平 兼任 基礎法學、政府組織、行政法

通識(教育)中心 黃志誠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宋代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黃鉢登 兼任 體適能、運動生物力學、田徑、足球、羽球

通識(教育)中心 黃輝榮 兼任 網球、排球、棒球、休閒運動概論、桌球、羽球

通識(教育)中心 楊家蓁 兼任 高爾夫、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楊進雄 兼任 大眾傳播、口語傳播、報紙

通識(教育)中心 楊慧芳 兼任 餐飲日語、商業日語、日本語學

通識(教育)中心 董雅蘭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

通識(教育)中心 詹孟蓉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現代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趙高政 兼任 高爾夫、各類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劉子美 兼任 基礎法學、法律社會學、公民科、社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劉立漢 兼任 劇本寫作、電影概論、新聞傳播與公關操作、節目企劃與製作

通識(教育)中心 劉育全 兼任 英語教學、英文寫作

通識(教育)中心 劉峻狼 兼任 高爾夫理論與實務、各項球類

通識(教育)中心 劉瑋琦 兼任 歷史科、歷史、歷史考古學、魏晉南北朝史

通識(教育)中心 蔡定宏 兼任 高爾夫、各類球類運動

通識(教育)中心 蔡易峻 兼任 籃球、羽球、球類運動課程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蔡秉松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蔡琳堂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獻、現代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鄭玄藏 兼任 一般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心理衛生、生活輔導、心理輔導與諮商、生涯輔導

通識(教育)中心 鄭阿全 兼任 化學、環境教育

通識(教育)中心 鄭俊雄 兼任 網球、游泳、籃球、羽球

通識(教育)中心 賴信川 兼任 中國文學、中國語言學、語言與文學

通識(教育)中心 賴興錡 兼任 構詞學、文法與修辭

通識(教育)中心 謝佩玲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謝順風 兼任 網球、排球、羽球、桌球

通識(教育)中心 鍾環如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韓吉元 兼任 法律社會學、商標法、人民權利、公民科、社會科學概論

通識(教育)中心 簡伊佐 兼任 英語

通識(教育)中心 闕郁軒 兼任 中英翻譯、英文研究方法

通識(教育)中心 譚遠祥 兼任 英語教學

通識(教育)中心 蘇彥銘 兼任 運動休閒產業經營管理及運動賽會、山域活動、探索教育活動實務

軍訓教官 王雪如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王雪梅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政治

軍訓教官 王道揚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法律

軍訓教官 李銘宸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汪祖華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柯淑華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法律

軍訓教官 梅元莉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陳秀鈴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陳品如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童湘宜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黃昭樺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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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教師授課學術專長表

軍訓教官 鍾博舜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軍訓教官 顏家棟 專任 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軍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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