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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智鶴 兼任 外語中心 諮商與輔導、日文創意教學、日文會話、教學媒體
白芳怡 兼任 外語中心 西語教學、西語語彙學、西語語音音韻學
朱戎梅 兼任 外語中心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學法
阮素菁 兼任 外語中心 需求分析、專業英文、課程設計
林蜀媛 兼任 外語中心 法語文法與寫作、法語教學
林綉玉 兼任 外語中心 泰語教學、泰國文化
唐遜宜 兼任 外語中心 英語教學
張巧螓 兼任 外語中心 日本語教育、社會語言學
張淑慧 兼任 外語中心 德國語文學
陳安純 兼任 外語中心 英語戲劇與表演、小說批評、翻譯實務、英語口語
陳俐文 兼任 外語中心 聽力及口語訓練、課外閱讀及引導式寫作、言談分析
董莉 兼任 外語中心 語言教學與習得、多元文化社群之語言使用、印尼語、印尼社會與文化
鍾淑玫 兼任 外語中心 英美文學
吳少方 專任 外語中心 存在主義、語言學習與寫作、線上數位課程設計
辛佳玲 專任 外語中心 英語教學
許富貴 專任 外語中心 英語教學
陳冠云 專任 外語中心 社會語言學，英語為國際通用語(ELF)，跨文化溝通
陳慧琴 專任 外語中心 論文閱讀與寫作、越戰文學、英語會話等
曾惠鈴 專任 外語中心 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
賴諭萱 專任 外語中心 口譯於會展產業之發展
李信杰 專任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軟體工程、軟體測試自動化、服務導向架構、程式碼分析、軟體代理人
張瑞紘 專任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資料庫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程式設計、資料挖掘、雲端應用、數位學習系統
江明修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呂兆祥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林承諭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郭蘋萱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陳國彬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陳鈞宜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黃清松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蔡慧珍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鄭智元 專任 軍訓室 軍訓教學
翁志文 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二胡、樂譜樂律學、音樂聲學、音樂教育，曾候乙編鐘之音律測定研究
鄭錦英 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家政教育概論、生涯規劃、課程與教學、教育行政與政策、教育測驗與統計
饒夢霞 兼任 師資培育中心 師資培育、諮商與輔導、教師生涯發展、婚姻與家庭、情緒教育、班級經營
洪素蘋 專任 師資培育中心 測驗與評量、試題反應理論
郭旭展 專任 師資培育中心 創造力與想像力教育、課程與教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方案評估、輔導與諮商
彭淑玲 專任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心理學、動機心理學、創造力心理學
楊琬琳 專任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與教學、教育科技、遊戲式學習、質性研究、師資培育
尹遠菱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韓國文化解析、韓語教學、韓文翻譯、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案設計
王明隆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投資學、證券分析與投資管理 、基本財務學 、 投資組合選擇
李貽峻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理傳記學、⾏動研究、⽣涯發展、靈性諮商
林怡薇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音樂教育、理論、欣賞、教學、表演藝術
林淑惠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社區營造、地⽅治理、環境及資源管理、地⽅產業特色化
松岡秀雄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城市規劃、景觀建築
邱亭雅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電影配樂研究、流行音樂研究、世界音樂與文化、西洋古典音樂賞析
侯明欽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產學創新策略管理、生醫相關技術專利產業分析、 分子細胞生物學暨生物醫學
常正之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大地工程、土壤動力、公路工程、訊號處理
張介凡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音樂欣賞、音樂基礎訓練、數位音樂創作、影音編輯與後製
張金石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家庭醫學、健康照護、慢性病管理
張桂豪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專利分析與迴避設計之研究
郭文良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國防科技、高科技武器與戰爭、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郭美芳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博物館學、傳統建築與文化、文化資產
陳育堂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家庭醫學
曾士珍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鋼琴、室內樂 作品欣賞與演奏指導 音樂欣賞、音樂與文化
曾有欽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原住民族語、原住民文學
黃紀茸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科學教育、科技傳播、教育測驗、科技教育
楊宜杰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醫學、婦產科、婦科生殖內分泌、更年期保健
楊家琛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電腦教學(Office系列軟體、網頁設計、影像處理、2D/3D動畫)
葉海煙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中國思想
蔡文斌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法律（專攻憲法及行政法）
鄭碧娥 兼任 通識教育中心 微積分、時間數列、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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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從一 專任 通識教育中心 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形上學、戴維森哲學、先秦哲
黃麗玲 專任 通識教育中心 健康促進教育行為
林宜逸 兼任 華語中心 漢語言文字學
洪瑄鍞 兼任 華語中心 華語教材設計與教材教法
劉怡如 兼任 華語中心 詞彙學研究(同名異實 同實異名、語法學、華語文教學)
張淑慧 專任 圖書館 圖書資料徵集、分類與編目、圖書館自動化
曹玫蓉 專任 學生事務處 個別心理諮商、性別平等教育、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
鄭淑惠 專任 學生事務處 心理治療、疾病適應、創傷治療、危機處理、心理健康
林欣仕 兼任 體育室 籃球、體適能、運動生理學、運動與骨代謝
林桂珍 兼任 體育室 有氧舞蹈、水中有氧
施光隆 兼任 體育室 自由車、鐵人三項、棒球、休閒潛水
莊博堯 兼任 體育室 英式橄欖球訓練
許又文 兼任 體育室 國術、太極拳、拳擊有氧
陳敬能 兼任 體育室 足球、羽球、桌球、高爾夫
楊書銘 兼任 體育室 足球、划船、龍舟、八人制拔河、體育
李劍如 專任 體育室 網球訓練、籃球裁判
洪甄憶 專任 體育室 游泳、瑜伽、有氧舞蹈、體適能
徐珊惠 專任 體育室 桌球、游泳、健走、課程設計、質性研究、性別研究
高華君 專任 體育室 民俗體育、韻律、籃球、游泳、水中有氧、體適能
涂國誠 專任 體育室 羽球、運動生理學、運動訓練學、健康體適能
黃賢哲 專任 體育室 排球、游泳、運動賽會管理、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謝孟志 專任 體育室 學科：運動生理學。術科：棒球、壘球、籃球
彭怡千 專任 體育室 運動生物力學、棒球、高爾夫球、健身運動、攀岩
黃彥慈 專任 體育室 棒球、壘球、籃球
黃鴻鈞 專任 體育室 排球、重量訓練、健身運動、健康體適能、適應體育
潘慧雯 專任 體育室 籃球、體適能、運動訓練法、健康促進
何建忠 專任 人工智慧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記憶體與儲存系統、非揮發性記憶體與存儲技術、記憶體內運算技術
陳奇業 專任 人工智慧科技碩士學位學程高效能平行與分散式計算、演算法、智慧醫療、圖形理論
吳尚蓉 專任 口腔醫學研究所 低溫電子顯微鏡、蛋白質三維結構重組技術、病毒結構學
李澤民 專任 口腔醫學研究所 生醫材料、生醫工程、人工植體
陳玉玲 專任 口腔醫學研究所 分子腫瘤學、口腔癌、血管新生、蛋白質體學、分子生物學
王永明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彈性力學、複合材料力學、數值分析、應用力學
林敏郎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耐震評估與補強、大型結構實驗
徐德修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可靠性分析、結構控制、結構診斷、結構學
柴駿甫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地震工程、耐震設計、非結構耐震評估與測試驗證、彈性力學
陳正宗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邊界元素法、有限元素法、振動噪音
陳景文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海域大地工程、土壤滲流與地下水、大地工程材料
陳福成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工址調查、大地工程技術與實務、國際統包專案管理
黃錦旗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鋼筋混凝土剪力牆抗震設計、動態載重下鋼筋混凝土的非線性行為
楊卓諺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控制、地震工程、人工智慧
葉錦勳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震災境況模擬、地震風險評估、地理資訊應用軟體開發
廖學瑞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土木水利工程規劃設計、風力發電工程規劃、營建管理
蕭輔沛 兼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耐震設計、非線性分析
方中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顆粒物質、土石流、環境力學、熱力學
王雲哲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複合材料、黏彈性力學、穩定性分析、分子動力學
朱世禹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振動控制、地震工程、系統識別、大型結構動態試驗、複合試驗技術整合
朱聖浩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非線性有限元素、鋼結構
吳建宏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非連續數值分析法、工程地質、地下空間開發
吳致平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計算力學、複合材料力學、板殼力學
李宇欣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作業研究、工程設計自動化、軌道系統
李德河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岩石力學、地質災害、大地材料、坡地開發、古跡灰漿
林育芸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材料學、連體力學、高分子材料力學
林保均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耐震設計、鋼結構、大型結構實驗
林冠中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無網格法、2.5D有限無限元素法、土壤結構互制、地震工程、3D列印模擬
阿力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超高性能纖維增強混凝土、混凝土和先進水泥基複合材料的性能
侯琮欽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結構監測、水泥基複合材料、微奈米感測元、防災系統開發
柯永彥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地工模型試驗與現地試驗、基礎與地盤振動分析、土壤結構互制分析
洪李陵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地震危害度分析、結構系統識別、隨機振動
洪崇展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鋼筋混凝土、纖維混凝土、地震工程、結構補強、材料與結構行為評估
洪瀞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土壤力學、本構模型之開發應用、開挖工程、大地地震工程
胡宣德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板殼力學、材料組合律、電腦輔助結構分析、脊椎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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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勝火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大地地震工程、樁基礎工程、大地現地試驗、非破壞檢測與評估
張文忠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大地地震工程、土壤液化、土壤結構互制、高等土壤力學試驗
張行道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永續管理、綠道路評估、時程與成本管理
郭振銘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鋪面工程、軌道工程
陳東陽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非均質材料力學、耦合場量力學、應用數學
陳建旭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鋪面材料、公路工程、工程統計
馮重偉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資訊整合、決策與風險管理
黃忠信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輕質材料力學、新營建材料研發、工程材料學
楊士賢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公路鋪面與機跑道設計/養護/整建、乳化瀝青複合材料、成效試驗/規範
劉光晏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地震工程、耐震設計、結構動力、被動控制、結構與非結構實驗
潘南飛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永續工程管理、安全與防災管理、智慧建築與運輸系統
蔡錦松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爭議談判、專案管理、應急管理、地震工程、深開挖工程
盧煉元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地震工程、結構隔減震、結構振動分析與控制、智慧結構系統
蕭志銘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鋪面評估系統、瀝青材料試驗及研究、鋪面設計
賴啟銘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綠建築規劃設計、能源科技、防火安全工程、智慧生活科技
鍾興陽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鋼結構、橋梁工程、疲勞分析、最佳檢測計畫之擬定
顏崇斌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工程力學、數值分析
蘇于琪 專任 土木工程學系 波動力學、振動力學、破壞力學、複合材料力學
A.J. Han Vinck兼任 工程科學系 無線通訊系統加密、通訊理論、電力通訊
Johnny Lee兼任 工程科學系 系統工程；系統識別與控制
Shankar P.兼任 工程科學系 控制工程、強健控制
于燿彰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網路通訊協定及安全、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密碼演算法
王明習 兼任 工程科學系 影像處理；電腦視覺、圖訊識別、影像處理、微算機應用
王榮泰 兼任 工程科學系 水陸自走兩棲蛇機器人設計、不同肩關節外旋角度對棒球投擲運動之影響
安達文幸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無線通訊；行動通訊、分碼多工技術
李文雄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生物多樣性研究；進化生物學、遺傳學、基因組學
李輝煌 兼任 工程科學系 有限元素模擬、系統生物學、田口方法
周光春 兼任 工程科學系 CPSM
周榮華 兼任 工程科學系 電子構裝系統；電子構裝技術、電子元件熱流、綠能研究
林奎佑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科技工程藝術
洪志斌 兼任 工程科學系 先進封裝高速、高頻、信號整合
洪松井 兼任 工程科學系 電子封裝技術
胡宇光 兼任 工程科學系 同步輻射應用研究、同步輻射光電子能譜顯微術
莊哲男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系統工程、系統識別、線性及非線性系統識別與控制
許任銘 兼任 工程科學系 密碼學、實體安全、資通設備安全檢測
陳本中 兼任 工程科學系 自動化系統研發、再生能源發展、科技管理
陳祈男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編譯系統、軟體工程、作業系統
陳澤生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網路管理、通訊網路管理、醫療資訊管理
黃志遠 兼任 工程科學系 創投輔導
黃明哲 兼任 工程科學系 電子構裝技術、電子元件熱流、科技管理
楊煥成 兼任 工程科學系 數值分析、熱傳導、熱力液壓系統、兩相流分析
蒲盈宏 兼任 工程科學系 資訊安全、電子商務、數位學習、物聯網應用
趙隆山 兼任 工程科學系 凝固與熱流分析；鑄模與金屬間之熱傳、半導體長晶研究
顏幸苑 兼任 工程科學系 環境工程、廢(污)水處理、環境影響評估
王宗一 專任 工程科學系 程式語言；人工智慧、網路應用、網格計算
何明字 專任 工程科學系 控制工程；參數強健控制、適應控制、非線性及線性系統
吳毓庭 專任 工程科學系 再生能源、數值分析與預測、平行與分散式系統軟體
李哲明 專任 工程科學系 量子光學、量子資訊處理
林裕城 專任 工程科學系 生醫微機電系統；生醫晶片、微機電製程技術及應用
侯廷偉 專任 工程科學系 計算機結構；嵌入式系統設計、IC卡系統、軟體工程
卿文龍 專任 工程科學系 網路及通訊；VLSI設計、訊號處理、網路協定
張御琦 專任 工程科學系 記憶體、感測器、薄膜電晶體、智慧電子系統
陳宏斌 專任 工程科學系 量子物理、量子資訊
陳牧言 專任 工程科學系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機器學習、仿生運算
陳昭羽 專任 工程科學系 錯誤更正碼、正交頻域多工系統、3GPP LTE-A System
陳蓉珊 專任 工程科學系 複合材料、結構動力、超穎材料
陳曉華 專任 工程科學系 無線通訊；展頻通訊、行動通訊、分碼多工技術
傅龍明 專任 工程科學系 熱流及微奈米系統、微流體系統分析、微機電製程技術、生物晶片及檢測
游濟華 專任 工程科學系 人工智慧、多尺度模擬、破壞力學、材料設計、計算力學
黃吉川 專任 工程科學系 量子系統控制論；微觀力學、生物資訊、量子資訊
黃悅民 專任 工程科學系 數位學習、嵌入式系統；嵌入式系統設計應用、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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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瑞珍 專任 工程科學系 微系統流體力學；微流體設計、能源工程、微機電系統
廖德祿 專任 工程科學系 控制系統；非線性及線性控制、智慧型控制、嵌入式系統
劉立偉 專任 工程科學系 Modeling and Simulation、Engineering
潘文峰 專任 工程科學系 工程力學材料分析;塑性力學、破壞力學、實驗應力分析
鄧維光 專任 工程科學系 資料庫系統；資料探勘、串流資料管理、電腦通訊網路
賴槿峰 專任 工程科學系 嵌入式系統設計、雲端多媒體網路、智慧聯網應用、情感與認知學習
吳大川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機械製圖、設計方法、電腦輔助繪圖
吳豐光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設計哲理與倫理、人因設計、工業設計、人體工學模擬
李朝金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工業設計實務、設計管理、企業管理、新產品研發管理、產品企劃
李緣文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產品設計
阮英豪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微生物體學、腸道細菌與免疫學、黏膜免疫學
孟淑慧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程式設計、資訊管理
張虔祥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遊戲設計程式開發,電腦動畫與虛擬實境,平面繪畫與數位設計,創意產品設計
陳中聖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設計實務、產品企劃
陳劭農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構想表現技法、模型製作、電腦輔助繪圖、產品設計
陳俊利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工業設計
陸定邦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設計創新與管理、服務創新、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楊佳霖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工業設計
賴柏志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工業設計
魏仲君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材料與製造程序、專題模型製作
羅逸文 兼任 工業設計學系 電腦輔助設計
丘增平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消費者心理學、跨文化心理學、創業創造力、產品美學、感性設計
何俊亨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產品設計、表現技法、設計認知、感性工學
周君瑞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永續與防災設計、道德設計、感性商品學、造形設計
林彥呈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介面設計、模型製作、電腦輔助繪圖
洪郁修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人因設計、使用者經驗、脈絡設計、防災科技設計
馬敏元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造型原理、魅力工學、產品設計、創新生活設計
張婉鈴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工業設計
陳建旭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人工智慧之人因工程、網路商務科技、使用性設計
陳璽任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工業設計、東西方文化差異、手機使用、手機文化
劉說芳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流行趨勢分析、電腦輔助設計、電腦圖學
蕭世文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電腦輔助設計、機構學、同步工程與產品設計
謝孟達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動畫模擬、機械人、感性工學、類神經網路、行銷與品牌
簡瑋麒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Industrial Design、User Experience
沈祖妤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新創產業、專案管理、產業實習
陳贊仁 專任 工業設計學系 造型設計、產品設計及設計開發、產品設計專案管理
余駿展 兼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實證性審計研究、盈餘管理
蔡仰虔 兼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經濟發展
王泰裕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生產管理、品質管理、類神經網路、創業管理
王逸琳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作業研究、最佳化模式與應用、物流供應鏈網路、網路最佳化
吳政翰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供應鏈管理、永續生產與逆物流、決策科學、策略競局、商業智慧與分析
呂執中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全球運籌管理、國際品管、管理資訊系統、產業電子化、醫療品質管理
李賢得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物流系統、作業研究、生產存貨模式、製造系統
林明毅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人因工程、人機互動、職業生物力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法
林清河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供應鏈管理、知識管理、策略管理、決策支援系統
胡政宏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可靠度工程、實驗設計、品質工程與管理
高強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作業研究、系統模擬、非線性規劃、多目標決策分析
張裕清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品質工程、服務管理、半導體生產與作業管理、排隊網路
莊雅棠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動態規劃、統計學習、穩健最佳化、探索與利用之平衡
陳梁軒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模糊理論與應用、不確定決策方法、決策方法、生產與作業管理
黃宇翔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決策科學、可靠度工程、生產管理、供應鏈管理
蔡青志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系統模擬、作業研究、應用統計
謝中奇 專任 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供應鏈管理、啟發式技術與應用、可靠度管理
王三慶 兼任 中國文學系 敦煌學、古典小說、語言學
王偉勇 兼任 中國文學系 詩、詞、文
江建俊 兼任 中國文學系 中國思想
沈寶春 兼任 中國文學系 小學(文字學)
高美華 兼任 中國文學系 古典曲學
張高評 兼任 中國文學系 詩學、修辭學、左傳學
楊晋龍 兼任 中國文學系 詩經學史、治學方法、錢謙益研究
仇小屏 專任 中國文學系 文法、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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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玲 專任 中國文學系 佛學
吳文璋 專任 中國文學系 中國思想
林幸慧 專任 中國文學系 古典劇曲
林美惠 專任 中國文學系 中國思想
林素娟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經學
林朝成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美學、中國思想
林耀潾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經學
邱文彬 專任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
侯美珍 專任 中國文學系 古典文學
秦嘉嫄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現代戲劇
翁文嫻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現代文學
高佑仁 專任 中國文學系 文字學、出土文獻、訓詁學
陳弘學 專任 中國文學系 中國哲學
陳美朱 專任 中國文學系 古典詩、修辭學
陳家煌 專任 中國文學系 隋唐五代詩、臺灣古典文學
陳益源 專任 中國文學系 民間文學、古典小說
陳梅香 專任 中國文學系 聲韻學
陳菘霖 專任 中國文學系 漢語語言學,漢語國際教育,專門用途漢語教學,跨文化交際
黃聖松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經學、尚書
萬胥亭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現代文學
劉威志 專任 中國文學系 詞學、明清詩學、遺民文學與文化、淪陷區文學與文化
蔡玫姿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現代文學
賴麗娟 專任 中國文學系 古典文學
蘇偉貞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現代文學
蘇敏逸 專任 中國文學系 現代文學
李京珮 專任 中國文學系 中國現當代文學、臺灣文學
李淑如 專任 中國文學系 民間文學、古典小說
林和君 專任 中國文學系 古典戲曲、古典詞曲、臺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民間文學
陳欣白 專任 中國文學系 倫理學、法政哲學、歷史哲學、詮釋學
廖育正 專任 中國文學系 老莊思想、中西美學、文藝理論
王榮德 兼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環境與職業醫學、流行病學、生活品質、成本效性研究
陳美霞 兼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健康與醫療的政治經濟學、衛生政策、研究方法學
陳國東 兼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內科學、流行病學、傳染病流行病學
黃瑞明 兼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一般內科、胸腔內科、結核病科
盧勝男 兼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內科學、消化學、肝臟學、職業醫學、流行病學、統計學、預防醫學
王亮懿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流行病學方法論、生物統計學、災難公共衛生
古鯉榕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健康服務研究、老人照護、成本效能分析、計量經濟
余聰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流行病學(行為及臨床)、醫療科技評估
呂宗學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公共衛生、死因統計、社會流病、事故傷害流病
李中一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公衛研究法、生物統計學、衛生資料庫之分析與應用
胡淑貞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健康行為與健康促進、社區健康營造、健康城市
莊佳蓉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健康行為;社會流病;社區衛生;青少年健康;癌症篩檢;心理衛生
簡玉雯 專任 公共衛生研究所 流行病學、傳染病流行病學、職業醫學
孫宏羽 兼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分子病毒學，脂蛋白代謝，微生物致病機轉，細胞生物學
劉紋君 兼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肝炎病毒學、病毒演化學、腫瘤生物學、微生物基因體學、微生物致病機轉
王憲威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RNA病毒致病機轉與蛋白交互作用、免疫機制
吳梨華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分子與細胞生物、腫瘤生物、血管新生、口腔癌致病機轉
孫孝芳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基因體醫學、分子遺傳學、比較基因體學、生物資訊
張南山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細胞訊息傳遞、細胞凋亡
蔣輯武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磷酸化修飾、細胞凋亡、老化調控、腫瘤訊息傳遞
鄧景浩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細菌遺傳及致病機制、分子生物學、微生物學
橋本昌征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微生物遺傳學、微生物基因體學
朱俊憲 專任 分子醫學研究所 神經科學、神經發炎、小膠質細胞生物學
李明遠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工業安全與衛生，化學工廠技術與管理實務
洪正宗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石油煉製技術、觸媒化學
洪昭南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鋰電池
郭炳林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燃料電池、鋰電池、鋰電池電極/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
陳雲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光電高分子的合成及應用、螢光感測材料的合成及應用
黃定加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奈米材料、中草藥萃取分離、科學中藥製程
鍾賢龍 兼任 化學工程學系 高分子材料
王紀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奈米複合材料、奈米纖維、高分子加工與物理、電紡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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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康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全固態電池、計算材料科學、能源材料、界面物理化學、第一原理計算
吳文中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功能性高分子合成與其在光電元件及生醫領域之應用
吳季珍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奈米材料、光電薄膜材料、光電能源元件、元件物理與分析
吳逸謨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高分子物理結晶型態、生物分解高分子、奈米複合功能性
吳意珣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酶與蛋白質工程、生質能源轉換、基因工程、蛋白質組學、生化分離
吳煒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程序控制、化工製程改善、綠色能源系統整合與應用
李玉郎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太陽能電池元件、單分子膜技術、表面改質、膠/固態電解質
林建功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聚合工程、高分子液晶、燃料電池、高分子薄膜
林家裕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光電化學與電化學反應工程、能源材料與元件、化學感測器
林裕川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生質能源、氫能科技、觸媒與反應工程
林睿哲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生醫材料、生醫工程、高分子表面物理化學
邱繼正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計算化學、分子模擬、熱力學及物性、界面物理化學、生物物理化學
姚少凌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生化與生醫工程,細胞培養, 幹細胞技術, 細胞免疫療法
柯碧蓮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鋰離子電池、後鋰離子電池、儲能科技、功能性孔洞材料、氧化還原功能性材料
張嘉修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生化工程、微藻生技、循環經濟、生質能源、環境生物技術、應用微生物
張鑑祥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生醫工程、膠體及界面化學、界面輸送現象
張珏庭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製程安全技術、程序整合、程序系統工程、失誤診斷、供應鏈管理
莊怡哲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微奈米製造、高分子微米壓印、微奈米流體系統、生物晶片
許梅娟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生醫感測器、奈米功能性材料、金屬有機框架與應用
許蘇文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多功能奈米材料、功能性高分子、高分子-無機奈米粒子複合材、光電材料
陳志勇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綠色科技、循環經濟、碳捕捉再利用、微波系統設計、防蝕塗料、環境友善材料
陳東煌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奈米材料、奈米研磨分散技術、奈米生醫、奈米觸媒、奈米感測、分離技術
陳炳宏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界面科學、分離技術、能源技術、觸媒反應工程
陳美瑾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高分子微針貼片、生醫高分子材料、藥物傳輸系統、經皮給藥
游聲盛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高分子反應工程，綠色化學，生物高分子材料，積層製造成形技術開發
黃世宏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程序控制、程序系統工程、微流體系統建模與控制
黃耀輝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水及廢水高級處理、光/電/流體化床技術、薄膜分離、資源純化/回收技術
楊明長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電化學技術、低溫型燃料電池、化學感測器、電鍍
楊毓民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界面科學與工程、膠體與奈米醫藥、膠體與功能材料、膠體與太陽能電池
溫添進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鋰離子電池、有機光電元件、奈米材料、表面增顯拉曼
詹正雄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生物模仿或啟發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奈米材料、微流變學
劉瑞祥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感光性高分子、液晶顯示元件、光電材料、塑膠光學元件
鄧熙聖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固態鋰離子電池、超級電容器、光分解水製氫、石墨烯之光動力治療應用
魏憲鴻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微流體檢測及制動元件、實驗室晶片、生醫輸送工程
羅介聰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高分子奈米複合材料、高分子結晶與微結構、高分子混摻、電紡絲奈米纖維
龔仲偉 專任 化學工程學系 金屬有機骨架材料、電化學感測器、電催化、電化學儲能
俞聖法 兼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
桂椿雄 兼任 化學系 儀器分析
陳仲瑄 兼任 化學系 質譜學
鄭偉杰 兼任 化學系 生物化學
何桂華 專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
吳欣倫 專任 化學系 無機化學、材料化學、奈米合成
吳耀庭 專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有機合成
宋光生 專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
李介仁 專任 化學系 分析化學、表面化學、奈米材料、生化分析
李彥君 專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化學生物學
周鶴軒 專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
林弘萍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材料化學
林峻毅 專任 化學系 無機化學、 有機金屬化學
林榮良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表面化學
邱顯泰 專任 化學系 有機化學、生物化學
施良垣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高分子化學
孫亦文 專任 化學系 分析化學、電化學
許桂芳 專任 化學系 無機化學
許鏵芬 專任 化學系 無機化學
陳巧貞 專任 化學系 分析化學
陳淑慧 專任 化學系 分析化學
黃守仁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雷射光譜
黃福永 專任 化學系 生物化學、有機光譜
葉晨聖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雷射化學
蔡惠蓮 專任 化學系 有機金屬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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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沐政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材料模擬、分子模擬、電催化反應、非均相催化反應、量子化學
蕭世裕 專任 化學系 生物化學、蛋白質化學
謝慕道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
謝麗英 專任 化學系 分析化學
蘇世剛 專任 化學系 物理化學、計算化學
陳明堂 兼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微波工程、儀器研發與太空天文物理
向克強 專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核融合及電漿物理、核能工程
西村泰太郎專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電漿物理、高性能科學計算
河森榮一郎專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電漿實驗物理、核融合科學
張博宇 專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電漿物理、慣性控制核融合、磁化慣性控制核融合
談永頤 專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太空電漿物理
張滋芳 專任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太空電漿物理、資料分析
葉光輝 兼任 心理學系 社會心理學、道德發展、家庭心理學、本土心理學
周麗芳 專任 心理學系 華人文化與家長式領導、華人關係與社會網絡、組織心理學、組織行為研究法
林君昱 專任 心理學系 人類記憶、fMRI、認知神經科學
胡中凡 專任 心理學系 語言與認知發展、類神經網路模擬
胡書榕 專任 心理學系 神經藥物心理學、內生性大麻素訊息傳導及對知覺的影響
徐欣萍 專任 心理學系 性格與社會心理學、華人本土心理學、諮商輔導與心理衛生、文化信念與心理
陳德祐 專任 心理學系 人類及動物的功能性腦造影、認知與行為神經科學、動物神經生理學
黃碧群 專任 心理學系 視知覺、弱視、空間視覺的神經機制與數理模型
楊政達 專任 心理學系 注意力、記憶、物體辨識、情景知覺、數理心理學、心理物理學
鄭中平 專任 心理學系 心理計量、結構方程模型、測量理論
蕭富仁 專任 心理學系 醫學工程、癲癇、睡眠、疼痛、神經復健、學習與記憶、健康心理
謝淑蘭 專任 心理學系 認知心理學、神經心理學、認知電生理、注意與記憶、額葉與執行功能
龔俊嘉 專任 心理學系 臉孔與物體辨識、核磁共振腦照影實驗法、基礎視覺議題
Peter Frohle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岸保護設計, 水動力環境之量測、分析與評估
Zoran Vojinovic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都市洪災風險管理, 都市排水與下水道, 水利基礎設施遙測
立川康人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降雨逕流模式、水文歷程的時間空間模擬、即時洪水預報、水文預報不確定分析
吳嘉文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水資源系統分析及規劃、水庫防洪運轉決策分析
呂珍謀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流量遙測技術研發、生態工程及技術、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巫孟璇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淹水災害分析、淹水災害防治對策研擬、淹水模擬
李心平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災害防救體系與對策、土砂災害調查分析、防災應變規劃
李哲瑋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資訊安全、機密通訊、影像處理
周乃昉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集水區經營、水資源管理規劃、綜合治水策略與系統設計
林尉濤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農業水資源政策、農田水利發展規劃與經營管理、地面及地下水聯合運用
施義哲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事安全、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海洋環境監測及海域執法
徐義人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水文環境、統計學、科學日文
高家俊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氣象觀測、海氣象特性分析、海洋結構物受力分析
張賢龢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災害應變政策與規劃、消防戰術與戰技、美國與台灣災害應變體系
張懿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洋衛星遙測、海氣交互作用、地理資訊系統
郭振民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無線感測器網路、降雨-逕流模式、氣候變遷、遙測水文學及地理資訊系統
陳俞旭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土砂生產與運移分析、自然災害數值模擬解析、河道動床水理學
陳振宇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土石流防災、土木工程、水保工程
陳清田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灌溉排水、水資源管理與規劃及水資源工程
黃元照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洋生態學、海域環境監測與生態評估、海岸濕地復育與經營管理
楊承學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連體力學、黏彈性力學、破壞力學、工程材料學
楊道昌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氣候變遷對水資源衝擊評估、水資訊與決策支援系統、水資源管理
楊豐榮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水工模型試驗、坡地沖蝕、地下水、水資源規化劃、防砂壩
臧運忠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集水區調查及整體規劃、土砂災害防治、堰塞湖災害處置
蔡元融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明渠水力學、土砂災害分析、土砂災害調查及水文學
蔡雅雯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永續績效、環境績效指標、時程暨成本規劃管理、專案管理軟體應用
賴泉基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流體遙測技術研發、流體之觀測與模擬、生態工程及技術、水資訊系統研發
顏沛華 兼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洪水/潮汐即時預報、遙測及控制系統、水力/水文分析
王筱雯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河川復育、水環境規劃與評估、國土規劃與景觀生態
孫建平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生態水資源管理、溪流生態系統、生態性工程設計
張駿暉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都市淹水模擬、河川彎道水理與輸砂、災害預警與減災、計算流體力學
郭玉樹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上風力發電、海洋再生能源、海域大地工程
陳佳琳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河口海岸水質及泥沙動力學、數值模擬、現場資料觀測及分析
黃清哲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三維數值造波水槽之發展及其應用、氣泡的產生及其影響
楊瑞源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岸海洋工程、海洋環境、水動力穩定學
董東璟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洋與海岸災害、海氣象環境監測技術與分析、海洋水文資料分析與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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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錢登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水土保持、泥沙運行學、水利工程、土石流、海岸工程
蕭士俊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海岸工程、波浪力學、多孔介質流、水理數值計算
蕭政宗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水文分析、生態水文分析、水資源系統分析
賴悅仁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河道地貌水力學、異重流、數位影像處理、實驗沉積學
戴義欽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顆粒粒子動力學、環境流體力學、計算流體力學
謝正倫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土石流理論、水庫排砂模擬分析、河口水理及地形變化
羅偉誠 專任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多相黏體力學、包含多相流體的彈性孔隙介質之波傳理論
方光明 兼任 牙醫學系 牙體技術
王東堯 兼任 牙醫學系 口腔顎面外科學、口腔癌、口腔重建
沈領昌 兼任 牙醫學系 牙髓病學、牙體形態學、口腔腫瘤學
邱威智 兼任 牙醫學系 牙髓病科、牙髓病學、根管治療、根管顯微手術
范姜如君 兼任 牙醫學系 牙科植體學、口腔顎面膺復學
袁國 兼任 牙醫學系 牙周病學、細胞生物、幹細胞生物學、人工植牙、血管新生
張禎容 兼任 牙醫學系 無齒顎矯正學
許修銘 兼任 牙醫學系 兒童牙科學
許嘉文 兼任 牙醫學系 牙周病學
陳孟延 兼任 牙醫學系 具有口腔外科方面專長，口腔顎面外科、顳顎關節疾病、口腔腫瘤
陳畊仲 兼任 牙醫學系 口腔醫學
曾春祺 兼任 牙醫學系 牙周病學
黃啟洲 兼任 牙醫學系 臨床試驗設計、生物統計、統計諮詢、牙周病學
劉佳觀 兼任 牙醫學系 齒顎矯正學、臨床醫學、醫學工程
鍾景宏 兼任 牙醫學系 口腔顎面外科學
丁羣展 專任 牙醫學系 牙周病學、牙科雷射、口腔衛生學
吳昱學 專任 牙醫學系 口腔病理學、口腔診斷學、口腔組織學
莊淑芬 專任 牙醫學系 牙體復形學、牙科材料、醫學工程
陳永崇 專任 牙醫學系 生物力學、生物材料學、結構優化、數值模擬分析
黃則達 專任 牙醫學系 口腔顎面外科學、分子生物學、表基因體學
黃振勳 專任 牙醫學系 口腔顎面外科學、牙科學、口腔生物學
謝達斌 專任 牙醫學系 口腔病理、分子生物、腫瘤學、牙科學、奈米生醫技術
呂毅新 兼任 台灣文學系 TIE教習劇場、被壓迫者劇場、青少年、兒童劇場
呂興昌 兼任 台灣文學系 臺灣文學史、臺灣文學田調、詩學、臺語文學
巫義淵 兼任 台灣文學系 台語閱讀與寫作
李台元 兼任 台灣文學系 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教育政策研究
杜仲奇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歌仔冊 2.台語方言差調查
周定邦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歌仔冊 2.民間文學 3.台灣唸歌
林二郎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原住民文學概論與寫作 2.卑南語
林裕凱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文學 2.台語與多媒體製作 3.語言學
邱偉欣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文學 2.台語與多媒體製作 3.語言學
施炳華 兼任 台灣文學系 南管、台語概論、台語文學欣賞、台灣傳統音樂欣賞、國文
柳柳美 兼任 台灣文學系 原住民語(阿美族、排灣族)
洪銘謙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東南亞語言及文化研究 2.泰國語言文化研究
許建榮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灣及亞太比較研究 2. 媒體研究
陳金花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教材教法 2.台語繪本及歌詩
曾昌發 兼任 台灣文學系 客語
費陽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歌仔冊 2.歷史音韻學 3.對外台語教學
黃裕元 兼任 台灣文學系 日治至戰後臺灣本土流行音樂研究、228及近代臺灣史研究
蔡氏清水 兼任 台灣文學系 越南語教學、母語師資培訓、越南文化宣導、華-越-台語翻譯、台越比較
蔡惠名 兼任 台灣文學系 1.台語及東南亞咱人話研究 2.台語閱讀及寫作
鄭邦鎮 兼任 台灣文學系 西拉亞文學、台灣文學、漢字學、八股文
盧佩芊 兼任 台灣文學系 越南語教學、越南廣東人、語言學
王右君 專任 台灣文學系 性別與媒體、文化研究、網路傳播、新聞實務
吳玫瑛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兒童及青少年文學、跨國文學與文化研究、 性別研究、 文學理論與批評
吳毓琪 專任 台灣文學系 臺灣古典文學、詩歌詮釋研究
李承機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台灣近代史、傳播文明與媒介史、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研究
陳慕真 專任 台灣文學系 白話字文學和文獻、客語與客家文學、台灣語言文化史、台灣文學史
陳麗君 專任 台灣文學系 針對台灣各本土族群語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為主，以及語料庫的收集和建構
曾薰慧 專任 台灣文學系 跨國遷移：婚姻、勞動與留學，母職，亞際研究：台灣，中國，香港與東南亞
游勝冠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台文史、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後殖民理論、馬克斯主義
楊芳枝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媒體研究、文化研究、文化與文學理論、女性主義
廖淑芳 專任 台灣文學系 戰後台灣小說、現代主義文學、當代文學理論
劉乃慈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台灣當代小說、台灣/中國女性文學、文學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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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南芳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台灣戲曲、中國戲劇、民間文學、劇本創作
蔣為文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台語語言學、台語文學、社會語言學、越南語、越南社會文化
蔡明諺 專任 台灣文學系 現代文學、台灣文學、文學史
鍾秀梅 專任 台灣文學系 客家研究、第三世界與婦女研究、社會運動與全球化
簡義明 專任 台灣文學系 自然寫作與生態論述、現代散文、戰後台灣小說
王穎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種族研究、非洲研究
石苓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文藝復興文學、中古文學、莎士比亞、戲劇、英國文學
李惠琦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語言學、語法學、語意學
林明澤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英國性色文化與情色文學、精神分析理論、英國文學
金傑夫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美國文學
馬約羅夫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俄國語文學、史學
高實玫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語體分析、英文寫作、英語類科教材教法、語言評量研究
張淑麗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性別研究、離散文學、新英文文學
陳世威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心理語言學、統計研究方法、實驗設計、實驗音韻學
陳昭芳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英國小說、維多利亞文學、喬治艾略特、文藝老人學
陳健宏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英法比較文學
陳麗美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嬰幼兒語言發展及障礙、語言病理學、心理語言學
游素玲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美國文學、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第三波女性主義
閔慧慈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外語閱讀與寫作、第二外語習得、雙語兒童語言轉換
黃淑妙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日本語學、日中對比語學、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
楊哲銘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當代文學理論、後現代小說、佛學與西方哲學、英美文學
鄒文莉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專業英語、跨領域教學，雙語教育，跨文化溝通， 英語為國際通用語教學研究
廖培真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當代文學、新興英文文學、21世紀英國文學
劉綺君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現代德語文學、文學與電影比較、德文翻譯
劉繼仁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數位英語學習、多媒體與網路的英語教學
蔡美慧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社會語言學、語言學概論、言談分析、語用學、醫病溝通
盧慧娟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西班牙語語言學、比較句法學、語料庫語言學
賴俊雄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批評理論、當代英文文學、全球化研究
謝菁玉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認知語意、語用學、語言學、比較語言學、德文
羅勤正 專任 外國語文學系 理論語言學、漢語（國語、閩南語）音韻學、英語教學
呂宗行 專任 民航研究所 微機電系統；微熱流元件；微航電感測器
袁曉峰 專任 民航研究所 燃燒反應動力；火箭推進；飛行數據分析；雷射分析
詹劭勳 專任 民航研究所 衛星導航與控制；無線通訊；衛星導航增強系統
賴盈誌 專任 民航研究所 無人飛機系統、導航與控制、室內定位系統、智慧系統、機電整合
賴維祥 專任 民航研究所 噴射推進；快速原型；新能源研究；航空運動
王建平 兼任 生命科學系 動物解剖學、胚胎學、溼地生態學、鯨豚研究
余淑美 兼任 生命科學系 植物功能性基因體學、植物訊息傳遞與基因調控
吳文鑾 兼任 生命科學系 遺傳學、分子遺傳學、蘭花生物科技
吳漢忠 兼任 生命科學系 新型腫瘤抗原、新穎藥物傳輸系統
林納生 兼任 生命科學系 植物分子病毒學、植物生物技術學
張素瓊 兼任 生命科學系 功能性食品功效、作用機轉、減緩胰島素抗性
許再文 兼任 生命科學系 植物資源調查、植物分類
陳少燕 兼任 生命科學系 科學教育、生物及生物科技教育
陳文輝 兼任 生命科學系 蘭花生物科技、植物組織培養、蝴蝶蘭育種
麥愛堂 兼任 生命科學系 生物化學、生物多樣性、生物技術
黃文山 兼任 生命科學系 爬蟲類生態
黃俊霖 兼任 生命科學系 生態譜系學、植物系統分類、分子演化及保育科教
詹明才 兼任 生命科學系 植物基因轉殖、植物組織培養、植物逆境
趙裕展 兼任 生命科學系 蛋白基因工程、微RNA在寄主及病毒互動的角色、桿狀病毒為仿流感病毒研發
鄭珮琳 兼任 生命科學系 研究軸突內蛋白酶運輸的功能與機制
大林祝 專任 生命科學系 植物形態與解剖、植物生長發育。
王浩文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基因剔除老鼠、分子發育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仲澤剛史 專任 生命科學系 理論生態學、族群與群聚生態學、生物多樣性及長期生態學
何盧勳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分子細胞生物學、神經科學
宋皇模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基因訊息傳遞演化、基因體學、分子演化
李亞夫 專任 生命科學系 行為生態、群聚生態、演化生態、保育生態
李純純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分子細胞生物學、蛋白質運輸、細胞骨架調控
邱慈暉 專任 生命科學系 海洋動物生理生態、無脊椎動物電生理、視覺生理
張松彬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分子細胞遺傳學、染色體學
許祐薰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婚配策略、行為生態、分子生態、族群遺傳、分子親緣、生物統計
陳一菁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全球變遷、生物分布、群聚生態、熱帶生態系



姓名

專兼

任 主聘單位 學術專長及研究
陳虹樺 專任 生命科學系 蘭花生物科技學、基因體學、細胞生物學
彭怡禎 專任 生命科學系 脂質代謝、癌症代謝、肥胖及心血管疾病研究
曾淑芬 專任 生命科學系 神經免疫學、膠細胞生長與分化、幹細胞學
黃浩仁 專任 生命科學系 植物分子遺傳學、植物訊息傳遞、分子生物學
廖泓鈞 專任 生命科學系 染色體損壞修復的機制、分子生物學、酵母基因學
劉雅心 專任 生命科學系 基因體學、發育生物學、果蠅胚胎發育
蔣鎮宇 專任 生命科學系 演化基因體學、保育遺傳學、分子生態學、族群遺傳學
吳昭良 兼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基因與幹細胞治療、奈米生物醫學、轉譯醫學
吳華林 兼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心臟血管疾病之研究、蛋白生物科技
施桂月 兼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凝血、血栓溶解及抗癌相關蛋白之研究、基因轉殖
留忠正 兼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
張敏政 兼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生物技術、細菌感染、DNA複製及癌細胞研究
余建泓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分子生物學、蛋白質轉譯、核醣核酸(RNA)生物學
吳權娟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以結構生物學的觀點，探討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質與核酸﹞的分子結構
張文粲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應用 RNAi 技術研究基因體功能、探討腫瘤細胞
張明熙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人體基因庫鑑定新穎分子功能疾病相關醫藥及幹細胞療法
莊偉哲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蛋白質藥物設計、蛋白質生物技術、結構生物學
陳昌熙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宿主與病源之交互作用、先天免疫反應等主題之相關研究
黃柏憲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表觀基因及表觀遺傳調控、腫瘤標誌物
鄭宏祺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細胞黏著所媒介的臟器特異性癌症轉移分子機制的探討
賴明德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DNA疫苗、基因治療、致癌基因、抑癌基因、MST3
陳詩政 專任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分子生物學、分子病毒學、核酸結構生物學、生技醫藥
王惠鈞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結構蛋白體學、藥物研發
吳金洌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分子病毒學、基因調控、基因轉殖水產生物技術
林翰佑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水產動物微生物、疫苗研發、魚苗發育生理
孫以瀚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發育生物學
陳俊榮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蛋白質晶體學、結構生物學、結構蛋白體學
廖光文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抗體之製作、蛋白質工程、免疫學、基因治療
鄭添祿 兼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前驅抗體藥物、電腦及抗體基因工程(人類化抗體)、蛋白質抗體標靶藥物
王育民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分子癌症、分子炎症、基因轉錄、訊息傳遞及轉錄體學
王涵青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甲殼類病毒學、甲殼類免疫學、基因體學
呂曉沛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微生物生態與環境基因體
林士鳴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蛋白質結構晶體學、植物傳輸蛋白研究、生物醫藥劑型開發
林鼎晏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蛋白質交互作用、細胞老化與癌化
洪良宜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細胞週期基因調控、癌症生物
洪建中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癌症基因學、生物資訊
洪健睿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分子病毒學、粒線體與細胞凋亡、氧化緊迫生物學
張純純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發育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內分泌學
張清俊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植物生物技術、植物生物化學
許觀達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蛋白質晶片、微生物與宿主交互作用、高通量生物科技、運動生理
郭瑋君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植物醣轉運機制、生物奈米粒子之應用、植物逆境生理
陳宗嶽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魚類基因體、魚類分子免疫、微流體分子檢測技術
陳盈嵐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植物逆境學、質譜應用之蛋白體, 胜肽體以及代謝體學分析
陳逸民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應用藻類學
曾大千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蛋白合成機制、後轉錄調控、系統生物學
黃玲惠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再生醫學科技、生醫材料與組織工程、幹細胞
劉宗霖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基因體組序、基因表現及序列分析
盧福翊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魚類發育生物學、魚類生理學
羅玉枝 專任 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結構生物學、訊息傳遞、X-ray結晶學
王威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療器材研發與經營
李真甄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學工程
周有禮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物力學、復健醫學
周延鵬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法律/專利
胡晉嘉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血管力學、生物靜力學、醫工概論、醫用數學
連炎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療器材研發與經營
郭義松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工研發與產學合作
陳俊延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微藻科技、生質能源技術、生化工程、微生物發酵工程、光纖應用
黃大可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工研發與產學合作
蔡宗霖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奈米生醫
蔡明世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一般神經學、周邊神經病變
蔡書維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療產品設計、手術醫材開發、喉部手術、頭頸癌手術、音聲醫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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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淑津 兼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Mobility Management
吳炳慶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細胞分子生物學、腫瘤學、奈米生物醫學、基因治療
杜翌群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系統整合、生醫訊號處理、數位醫療、醫療機械人
周鼎贏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大腦力學、神經流體動力學、腎臟力學、生理傳輸現象、生醫影像處理
林哲偉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訊號分析、穿戴式裝置設計、照護輔具科技
邱文泰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細胞訊息傳遞、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學
范景翔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治療用超音波、藥物遞送、超音波對比劑開發、影像處理
涂庭源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微流體、三維細胞培養、腫瘤微環境、循環罕見細胞、快速成型
張志涵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電腦輔助工程、有限元素、醫工概論、組織工程
張憲彰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感測器、生物電化學、生物材料化學、醫工概論
莊漢聲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流體光學量測技術、醫工概論
郭榮富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療器材與法規
陳天送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學系統分析、醫用超音波、醫工概論、組織工程
陳芃婷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科技管理、創新與創業管、技術商品化、生物科技、酵素工程製藥
陳家進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訊號處理、神經工程、醫工概論、計算機概論
黃執中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療儀器、生醫電子、醫用超音波
楊岱樺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肌肉骨骼生物醫學研究、應用醫學影像、醫療器材研發、骨科分子生物學
葉明龍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材料導論、醫工顯微鏡學、生物力學、組織工程
鄭友仁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磨潤學、生醫材料、精密表面加工與量測、電子製程、奈米技術
鄭國順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療儀器之設計與應用、影像處理、醫工概論、組織工程
蘇芳慶 專任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人體動作生物力學、動力學、醫工概論、組織工程
吳偉立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探討腸道及腸道細菌如何透過腸-腦軸影響腦部神經活化與情緒行為的調控
吳勝男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心臟電心理、細胞電生理、神經電生理
張雅雯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神經生（藥）理學、神經科學、心臟血管生理學、毒物學
莊季瑛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神經科學、神經化學、自由基生物學
陳珮君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神經藥理學、細胞生理學、訊號傳遞、蛋白質運輸
游一龍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物質濫用的神經生物學及治療研究、生理心理學
湯銘哲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腎臟生理、細胞及分子生理、組織工程
黃阿敏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學、分子神經科學、高等生物技術
楊尚訓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學、繁殖生理學、人類遺傳疾病
蔡美玲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循環生理、懷孕生理、蛋白質體學、再生醫學
顏賢章 專任 生理學研究所 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發育生物學、表觀遺傳學
李治綱 兼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軌道運輸、作業管理、營收管理、風險管理
林佐鼎 兼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運輸安全、運輸工程、統計方法、運輸規劃
林松宏 兼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財務會計、成本與管理會計、稅務策略研究、會計實證研究方法
胡守任 兼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智慧型運輸系統、交通工程、運輸安全、運輸需求
張有恒 兼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航空運輸、飛航安全管理、都市公共運輸、運輸管理
李威勳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車輛資通訊、先進交通管理系統、電子收付費系統、近場通訊技術
李淑秋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交通管理
沈宗緯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創新運輸物流服務、運輸系統模型化與模擬、配送車輛路徑與排程
林珮珺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供應鏈管理、物流資訊管理
胡大瀛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智慧型運輸系統、交通管理與控制、運輸規劃、交通模擬、路網疏散規劃
張瀞之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國際經濟與財務、國際金融與匯兌、國際貿易實務、能源經濟與永續交通
陳勁甫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旅遊休閒產業管理、計量經濟、運輸經濟、都市運輸管理
黃國平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運輸地理資訊系統、運輸風險評估、交通政策永續運輸
鄭永祥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軌道運輸系統、運輸管理、都市公共運輸
鄭祖睿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交通可及性、永續運輸
戴佐敏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航空運輸、機場運作與管理、飛航流量管理、民航法規
魏健宏 專任 交通管理科學系 智慧型運輸服務、公共運輸經營與管理、交通控制系統
方世杰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企業管理、知識管理
王瑜琳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策略人力資源管理/發展、組織發展、創業機會辨識
李憲達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組織研究、資訊科技採用策略
周信輝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創新與策略、企業行銷、新產品開發、質性研究
林佑鴻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電信法、通訊傳播法、歐盟法、商事法、競爭法
林泰宇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績效管理(資料包絡法)、貨幣金融、環境管理、應用經濟學
康信鴻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貿易與投資、國際金融、產業分析、計量經濟
張心馨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服務與顧客關係、企業電子化與創新與經營策略
莊双喜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財務管理、金融機構管理
許經明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新產品開發與管理、科技管理、創新管理
陳淑惠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政策與策略科技管理、科技評價
黃瀞瑩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統計分析、醫療作業管理、品質管理



姓名

專兼

任 主聘單位 學術專長及研究
蔡惠婷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賴孟寬 專任 企業管理學系 消費者行為分析、問卷設計
尤信介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光電元件與材料、半導體雷射、.有機光電元件、新穎記憶體元件
李汪洋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LCD外的顯示機制開發探索、影像視覺評價方法
李清庭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積體光學元件及系統、微波及光電半導體元件與工程
邱爾德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腦波人機介面,結構與功能性磁振腦影像分析,近紅外光頻譜儀腦功能研究
崔祥辰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飛秒雷射技術、超精細雷射光譜學、超快雷射光譜學
張允崇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半導體元件物理、奈米光學、生醫光電
許火順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非常態結晶學、粉末解晶、晶體結構解析
許瑤真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表面介面及薄膜、材料科學、化學
陳顯禎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光機電系統工程；光電訊號處理於生醫光電之研究
劉佳明 兼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超快光學、非線性雷射動態、光電元件、半導體雷射
吳品頡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超穎材料與超穎介面、奈米電漿子元件、二維材料平面、量子光學
呂佳諭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次毫米波光學、兆赫波分子影像及偵測技術
李佳榮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液晶光電元件、液晶光子晶體雷射應用、液晶顯示與配向
李欣縈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光電半導體元件設計、固態物理、光電工程及薄膜光學
周昱薰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光子學
周維揚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半導體元件物理、有機材料與元件、調制光譜與光散射
林俊宏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製造/微影技術、奈米光電光學計算、光學計算
徐旭政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光電半導體材料物理、奈米光電材料、顯微光譜技術
張世慧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FDTD光學模擬、奈米光學模擬、無序材料雷射數值
許家榮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各型液晶顯示器設計、光罩設計與繪製、3D顯示技術
許進恭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發光二極體、固態照明技術、光偵測元件及太陽能電池
郭宗枋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有機發光二極體、有機薄膜場效電晶體
陳宣燁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尺度的生醫、光電元件製作；光學系統設計
陳昭宇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材料光電特性、薄膜材料與製程
陳蓉瑶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半導體高分子、高分子物理、溶液製程、光記憶體、場效應電晶體、仿生元件
曾盛豪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生醫組織光學、皮膚光學、生醫光譜學、生醫光學系統
曾碩彥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全光學信號處理、積體光學、光通信
黃志嘉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前瞻性奈米材料開發、奈米光電影像、拉曼探針與感測技術
黃勝廣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非線性雷射、半導體雷射物理、光學通訊、微波光電子
鄭弘隆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有機電子與軟性光電元件、量子力學理論計算
賴韋志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寬能隙半導體材料、高亮度LED照明及白光LED技術
藍永強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奈米光學數值模擬、奈米及光電半導體元件數值模擬
魏明達 專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雷射動力學、混沌同步
林偉棻 兼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前瞻計算機架構、高效能運算、最佳化處理器架構、軟硬體整合開發
吳易叡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醫學史、醫學人文
李孟學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設計思考、資料治理、跨領域教學、工程管理與資料科學
邱士峰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Category Theory
黃仲菁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使用者經驗/人機互動/設計哲理
劉家幸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Formal Biology
王超鴻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工程及工程業學門：電機與電子工程、化學工程及製程、其他工程及工程業
吳進義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電腦運用、資料庫、網路設計及管理、軟體及應用開發與分析、輔助醫學及治療
李韶曼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計算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語言、司法溝通、法律文化研究
徐禕佑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資訊通訊學門：電腦運用、軟體及應用的開發與分析、其他資訊通訊科技
張亞寧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其他語文、心理學、電腦應用
濱野正浩 專任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Mathematical Logic, Category Theory
余樹楨 兼任 地球科學系 礦物學、X光結晶學、結晶物理、陶瓷材料
吳榮章 兼任 地球科學系 石油地質學
吳銘志 兼任 地球科學系 以同位素地球化學方法為農作產品之溯源鑑識研究
宋偉國 兼任 地球科學系 氣象學
紀文榮 兼任 地球科學系 超微體古生物學
袁彼得 兼任 地球科學系 沉積學、板塊地質學
楊子睿 兼任 地球科學系 地球科
楊耿明 兼任 地球科學系 盆地架構、斷層相關褶皺理論和應用、石油地質學
趙丰 兼任 地球科學系 地球物理學、地震學 、地球自轉、全球變遷、地球物理數據分析
蔡金郎 兼任 地球科學系 光性礦物。
江威德 專任 地球科學系 礦物學、黏土礦物學、岩石學
李恩瑞 專任 地球科學系 地震學導論、地震學軟體應用及程式設計、地球物理反演導論
林冠瑋 專任 地球科學系 地表侵蝕、工程地質、野外地質
林建宏 專任 地球科學系 電離層物理、太空物理、全球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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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慶偉 專任 地球科學系 構造地質學
梁碧清 專任 地球科學系 生物地質學、同位素地球化學、碳循環
陳佳宏 專任 地球科學系 大氣科學、太空物理、太空天氣、數值模擬
陳燕華 專任 地球科學系 X光結晶學、陶瓷材料、晶體合成
游鎮烽 專任 地球科學系 海洋學、海洋地球化學
楊懷仁 專任 地球科學系 岩石學、地球化學
劉正千 專任 地球科學系 衛星遙測、海洋系統模擬、海洋光學
劉厚均 專任 地球科學系 同位素地球化學
樂鍇．祿璞崚岸專任 地球科學系 地震預警及減災、陣列觀測震波、近地表結構調查
饒瑞鈞 專任 地球科學系 地震學、地體構造學
龔慧貞 專任 地球科學系 高壓實驗技術、地球內部導論
陳柏宗 兼任 老年學研究所 老人建築、醫療建築、健康環境與社區營造
吳至行 專任 老年學研究所 家庭與社區醫學、肥胖與糖尿病醫學、骨質疏鬆症醫學
邱靜如 專任 老年學研究所 跨國老人比較、健康行為與慢性病管理、行為科學統計
范聖育 專任 老年學研究所 老年心理學、健康心理學、健康促進與健康行為管理、安寧療護
翁慧卿 專任 老年學研究所 醫病關係與情緒知能、社區健康促進、健康老化與腦適能
陳麗光 專任 老年學研究所 高齡學習與志化教育、成功老人與社會參與、質性研究
劉立凡 專任 老年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與管理、健康與社會福利政策、社會老年學
楊小青 兼任 考古學研究所 科技考古、第四紀地質學、地球化學
趙金勇 兼任 考古學研究所 東南亞考古、臺灣考古、環境考古學、考古學理論
左星樺 專任 考古學研究所 公眾考古學、考古學田野方法、考古倫理學
莊家銘 專任 考古學研究所 骨骼考古學、動物考古學、考古科學、幾何型態分析
華艾德 專任 考古學研究所 東南亞考古、陶器分析、南中國海地區金屬器時代的交流網絡
熊仲卿 專任 考古學研究所 交換貿易、環境考古、文化資產、公眾考古、博物館學、陶瓷器研究
劉益昌 專任 考古學研究所 台灣考古學、東南亞考古學、舊社考古學、文化資產、臺灣早期歷史
鍾國風 專任 考古學研究所 田野考古學、民族考古學、物質文化研究、台灣南島文化研究
吳昀達 專任 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實驗流體力學、計算流體力學、海岸(洋)工程
陳憲宗 專任 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水文學、氣候變遷、即時預報模式、水資訊
朱慶琳 兼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兒童臨床心理學、舞蹈治療
林彥鋒 兼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精神醫學、遺傳流行病學
林思賢 兼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臨床研究、神經科學、生物統計學
柯慧貞 兼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網路成癮、憂鬱與自殺之防治、認知行為心理治療等。
余睿羚 專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臨床神經心理學、老化認知神經科學、神經精神疾患之心智功能
郭乃文 專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復健心理學、正向神經心理學、神經心理衡鑑與治療、校園神經心理學
陳柏熹 專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精神醫療、精神藥理學、腦影像學
黃惠玲 專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發展心理病理學、兒童心理治療、兒童心理衡鑑
楊延光 專任 行為醫學研究所 復健精神、生物精神、社區精神、文化精神醫學
王寶琪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半導體與顯示器
呂傳盛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凝固現象、破壞變形、金屬高溫加工
李世欽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熱處理、粉末冶金、表面披覆、雷射表面改質、陶瓷薄膜
曹紀元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電子金屬、輕金屬、金屬玻璃、粉末、半固態、噴覆成型
陳瑾惠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生醫材料
黃啟祥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陶瓷材料、介金屬/陶瓷複合材料、粉體工程、燒結行為
蔡文達 兼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耐蝕材料、腐蝕與疲勞、能源與儲氫材料、超高電容器
丁志明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太陽能電池材料、奈米材料、碳纖維、散熱材料
方冠榮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離子導體材料、固態離子元件、微電化學元件
朱建平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複合材料、摩擦材料、生醫材料、碳材料
呂國彰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奈米與半導體材料、微電子材料與製程、元件可靠度
李旺龍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統計力學、潤滑理論、軸承及軸封、微機電系統
阮至正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疊晶成長、光電與生醫薄膜物性、奈米複材、高分子材料
林士剛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無機材料相平衡、相變化與界面反應、計算材料熱力學
林光隆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材料表面工程、電子構裝材料與技術、銲錫材料與技術
洪飛義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鋰電池正負極、微奈米線、微電子金屬材料、光電粉末
徐邦昱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導電高分子、有機電晶體、發光電晶體、高分子有序化、有機光電子能譜
張高碩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高效能材料分析法、電子金屬、陶瓷薄膜材料、電子元件
許文東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計算材料科學、分子動力學模擬、平行運算、奈米材料
許聯崇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高分子太陽能電池、高分子材料、燃料電池質子交換膜
郭昌恕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導電高分子、太陽能元件、微熱分析、表面奈米製程分析
郭瑞昭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EBSD分析技術、金屬微組織模擬、功能性材料
陳引幹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奈米材料、螢光材料、高溫超導材料、功能性材料
陳雨澤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低維度材料、二維材料、光電元件、感測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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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貞夙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薄膜電子材料、積體電路製程、薄膜介面反應
陳嘉勻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功能性奈米材料與元件、太陽能電池、光學感測、金屬超材料、半導體製程
黃肇瑞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結構功能陶瓷、表面鍍膜技術、奈米及複合材料
廖峻德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生醫材料及組織工程、電漿在生醫及滅菌應用、奈米尺度
齊孝定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陶瓷、磁性材料、光電材料、磊晶薄膜及單晶體成長
劉全璞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半導體奈米材料、電子顯微鏡、光電性質與元件
劉俊彥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生醫材料、組織工程學、液晶高分子、機能性高分子
劉浩志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原子力顯微術、奈米分析、探針開發、微製造、陶瓷材料
鄭文惠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太陽燃料/人工光合作用、奈米光電元件之光學設計、電漿子光電化學
賴怡璇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電化學、能源材料、光(電)化學催化反應
鍾昇恆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電化學儲能與轉化技術、能源材料、陶瓷材料
魏百駿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熱電材料、光電半導體、單晶生長、熱傳導特性分析
蘇彥勳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生物發光元件、電漿子材料、能源材料、計算材料科學
劉禹辰 專任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電遷移、多鐵性材料
吳重雄 兼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結構振動分析、機械設計、海洋結構之有限元素分析
林秋豐 兼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汽車自動駕駛控制系統設計,系統辨識,電動車輛,機電整合,車輛控制系統
陸磐安 兼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工程統計、舟艇設計、海洋工程
黃正能 兼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自動控制 H∞-控制機器人學和導航系統非線性系統船舶的自動化
黃明志 兼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海洋工程、造船工程、系統工程、波浪測量
方銘川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船舶耐海操縱性、船舶虛擬實境、造船設計、水下載具
王舜民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AUV水下載具、導航控制、人機介面
江佩如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訊號處理、影像處理、光機電整合、文件加密、光電成像系統
吳柏賢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聲納設計、陣列訊號處理、水中聲學、噪音控制
吳炳承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造船工程、船舶阻力與推進、船舶流體動力計算(CFD與EFD)
吳鴻文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熱能系統工程、內燃機燃燒、數值流力、熱傳分析
李坤洲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水中通訊、無線通訊、高頻電子技術、網路多媒體技術
李建興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電力系統、接地工程、暫態分析、小波理論與應用
沈聖智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微光機電系統、微慣性元件設計、LIGA-like
林宇銜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海洋再生能源、海洋工程、動態路徑演算法、數值及實驗分析
林忠宏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造船工學、材料疲勞強度
邵揮洲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電腦輔助設計、產業電子化、流體力學、船舶工程
張始偉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熱力學、流體力學、熱傳學、電子冷卻、渦輪機、相變換熱、熱傳強化
陳永裕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訊號處理、智慧型控制、慣性感測模組、導航系統設計
陳政宏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紊流、二相流、船舶推進、雷射/光學測量
陳智強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非線性控制、人工智慧、進化式演算法、機電系統
黃正弘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反算問題、最佳化控制、熱流系統分析、數值方法
楊澤民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船舶結構分析、可靠度分析、最佳化分析
趙儒民 專任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破壞力學、材料應力分析、虛擬儀控及量測、微機電系統
江孟學 專任 奈米積體電路工程博士學位學程半導體元件物理、模型與模擬
涂維珍 專任 奈米積體電路工程博士學位學程奈米電子
高國興 專任 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學位學程半導體物理與元件、節能量子電子元件
曾永華 專任 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士學位學程奈米元件技術、電漿化學氣相沉積系統與應用
林仲豪 兼任 法律學系 法律實務
柯格鐘 兼任 法律學系 民法總則、民事訴訟法、稅法總論、所得稅法
胡峰賓 兼任 法律學系 法律實務
莊政達 兼任 法律學系 訴訟法
許雅芬 兼任 法律學系 法律實務
陳俊郎 兼任 法律學系 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日文法學名著選讀
蔡雪苓 兼任 法律學系 法律實務
盧亨龍 兼任 法律學系 訴訟法
王效文 專任 法律學系 刑法、刑事政策、法理學
王毓正 專任 法律學系 行政法、環境法
古承宗 專任 法律學系 刑法、刑事訴訟法、著作權刑法、科技刑法、法學德文
李佳玟 專任 法律學系 刑法總則、刑事訴訟法、犯罪學、刑事法與法社會
林易典 專任 法律學系 民法債編總論、身分法、公平交易法、專利法、國際私法
邵靖惠 專任 法律學系 民事訴訟法、國際私法
侯英泠 專任 法律學系 民法債編各論、葯事法、醫事法與醫事倫理、優生保健法
許育典 專任 法律學系 憲法、行政法、文化憲法、教育法、青少年犯罪與法規
許忠信 專任 法律學系 海商法、公司法、信託法、智慧財產權法、國際金融法
許登科 專任 法律學系 行政法.律師倫理.BOT法制與實務.國家賠償法
許曉芬 專任 法律學系 智慧財產權、醫療相關法律、生物科技法律、創新創業法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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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澤天 專任 法律學系 刑法、刑事訴訟法、醫事刑法、法學德文
郭書琴 專任 法律學系 法律人類學、民事訴訟法、身分法、家事調解
陳汶津 專任 法律學系 民法物權編、稅法總論、稅法專題研究。
陳宗憶 專任 法律學系 公法、  基礎法學
陳怡凱 專任 法律學系 國際公法.歐洲人權法.國際海洋法.國際經濟法
陳俊仁 專任 法律學系 票據法、保險法、公司法、英美侵權行為法、英美契約法
陳思廷 專任 法律學系 智慧財產權法、民法債編總論、民法物權
陳運財 專任 法律學系 刑法分則、刑事訴訟法、刑事證據法專題研究
葉婉如 專任 法律學系 工程契約法專題、損害賠償法實例、民法總則、法律與人文
蔡志方 專任 法律學系 憲法、行政法、行政救濟法、行政訴訟法、科技安全法
蔡維音 專任 法律學系 憲法、勞動法、社會福利法、全民健康保險法
顏雅倫 專任 法律學系 營業秘密法、高科技產業反托拉斯法專題、國際商務契約實例、保險法
陳文玲 兼任 物理治療學系 骨科物理治療、操作治療學、生物力學
劉櫂緯 兼任 物理治療學系 骨科物理治療
李佩紜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前庭功能損傷復健、平衡訓練、動作控制、經顱直流電刺激
卓瓊鈺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動作控制、累積性傷害、老人物理治療
林呈鳳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動作科學、生物力學、骨科物理治療
林冠吟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癌症復健、骨盆底肌功能評估與介入、婦女健康物理治療
林桑伊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姿勢與步行控制、神經物理治療、跌倒預防及老年健康促進
洪菁霞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心肺物理治療學、運動生理、呼吸循環生理學、神經生理學
徐碧真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兒科物理治療、動態平衡和動作控制、生物力學
郭怡良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骨科物理治療、問題導向學習法、實證物理治療
黃英修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復健神經學、人體電生理、神經訊號分析、生物力學、神經肌肉控制
楊政峰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神經物理治療、老人物理治療、動作學習與適應
蔡一如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動作分析、生物力學、骨科物理治療、運動傷害
蔡昆霖 專任 物理治療學系 心血管生理、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氧化壓力、心肺物理治療
朱有花 兼任 物理學系 星際介質及拱星介質、恆星形成及反饋、麥哲倫雲、白矮星周邊塵盤
朱經武 兼任 物理學系 超導物理
李羅權 兼任 物理學系 太空物理
張亞中 兼任 物理學系 奈米科技、高等計算及電腦模擬
陳家駒 兼任 物理學系 非線性物理、量子場論、理論物理
陳啟東 兼任 物理學系 奈米電子元件
傅永貴 兼任 物理學系 量子電子學、液晶光學、液晶顯示器、非線性光學
賀曾樸 兼任 物理學系 電波天文學、干涉法、光譜學、恆星與行星的形成
溫清榕 兼任 物理學系 高等固態物理
鄭靜 兼任 物理學系 理論固態物理,第一原理計算
田興龍 專任 物理學系 固態物理、光電物理
朱淑君 專任 物理學系 光學物理、光學設計
吳忠霖 專任 物理學系 奈米物理
呂欽山 專任 物理學系 凝態物理實驗、固態核磁共振實驗
李君樂 專任 物理學系 多信息天文學、緻密星。
周忠憲 專任 物理學系 粒子物理、量子資訊、量子場論
林明發 專任 物理學系 理論固態物理
苗舜培 專任 物理學系 量子傳輸、量子光學、量子資訊
張為民 專任 物理學系 量子資訊、奈米物理、凝態物理、量子場論
張書銓 專任 物理學系 統計物理
張泰榕 專任 物理學系 凝態物理,計算物理,材料物理
張烈錚 專任 物理學系 中子散射、磁性與超導物理
張景皓 專任 物理學系 奈米磁學、自旋電子學、量子與古典傳輸
梁永成 專任 物理學系 量子非局域性, 量子資訊
許祖斌 專任 物理學系 量子場論、重力理論
許瑞榮 專任 物理學系 重力理論、弦論、非線性物理、天文學、大氣電學
陳宜君 專任 物理學系 固態物理、表面物理
陳岳男 專任 物理學系 量子場論、宇宙學
陳泳帆 專任 物理學系 原子物理、量子光學
陳則銘 專任 物理學系 介觀物理、奈米電子、量子元件
陳泉宏 專任 物理學系 粒子物理
陳炳志 專任 物理學系 天文觀測、天文學
陳寬任 專任 物理學系 電漿物理、奈米光電、計算物理
游輝樟 專任 物理學系 數值相對論、計算天文物理
黃建龍 專任 物理學系 低溫物理實驗，磁物理，量子臨界現象，高壓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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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俊 專任 物理學系 分子束磊晶、表面科學
楊展其 專任 物理學系 材料物理、雷射磊晶、固態物理複雜性氧化物系統
楊緒濃 專任 物理學系 場論、粒子物理、理論生物物理
楊毅 專任 物理學系 高能物理實驗、高能物理實驗之數據分析及實驗硬體建置
管培辰 專任 物理學系 冷原子、量子光學、精密測量
劉明豪 專任 物理學系 石墨烯、量子傳輸、介觀物理
蔡永東 專任 物理學系 高能物理實驗
蔡錦俊 專任 物理學系 原子分子物理
默亮湍 專任 物理學系 Quantum Imaging, Quantum Optics
羅光耀 專任 物理學系 非線性光學、半導體薄膜分析、材料表面介面光電分析
蘇漢宗 專任 物理學系 固態物理、天文學、大氣電學
王維潔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建築歷史與理論
何黛雯 兼任 建築學系 古蹟修復
吳光庭 兼任 建築學系 台灣當代建築及都市發展研究、建築及都市設計
吳建志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呂佳真 兼任 建築學系 規劃、建築設計、空間策展
呂武隆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沈弘軒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辛柏毅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卓建光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生態環境規劃
林凡茹 兼任 建築學系 耐震與性能設計、 結構控制
林佑達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
林宛蓁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林煌迪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都市設計、景觀設計、室內設計、工業設計
俞思安 兼任 建築學系 敘事環境理論與設計、環境視覺與指示系統策略設計
孫全文 兼任 建築學系 近代建築理論與批評、當代建築理論與發展
徐明福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史、歷史建築保存修復與再利用、都市保存與再生
張瑪龍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郭文毅 兼任 建築學系 防水樂土
郭秉煒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陳念農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陳品蓁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陳彥伶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外牆/複雜幾何分析與最佳化/系統規劃與細部設計/隔熱分析與防水規劃
陳恥德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陳純森 兼任 建築學系 結構工程
陳耀光 兼任 建築學系 營建專案管理、土地開發與財務管理、BOT
傅朝卿 兼任 建築學系 台灣近現代建築、文化遺產保存、地域主義建築
曾俊達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生產與品質管理技術、建築構造施工與材料應用
黃介二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黃步青 兼任 建築學系 繪畫、立體造型、多媒體藝術、環境藝術
黃智峯 兼任 建築學系 產品設計
趙柏聿 兼任 建築學系 Rhino Script 電腦編程演算設計
劉宛育 兼任 建築學系 設計理論發展、參數式設計、當代建築理論
蔡侑樺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史
盧紀邦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社區營造、地區經營
蘇業森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蘇鴻奇 兼任 建築學系 建築構造、建築施工、實務建築、防火建築設計
吳玉成 專任 建築學系 都市設計-當代理論與規劃管制體系、造形理論與美學
吳秉聲 專任 建築學系 近代建築史與理論、台灣建築史、文化資產保存理論
杜怡萱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結構設計、建築結構耐震診斷、鋼筋混凝土行為、加強磚造行為
林子平 專任 建築學系 戶外熱環境、都市氣候、都市能源、氣候變遷與建築調適
林憲德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物理學、建築能源空調、綠色建築
姚昭智 專任 建築學系 地震工程、設備及非結構物耐震工程、結構設計、振動分析
柳川肯 專任 建築學系 參數化設計、數位製造、電腦輔助設計、建築設計
洪傳祥 專任 建築學系 住宅與社區規劃、都市設計、建築設計、都市發展史
張珩 專任 建築學系 環境行為、建築計畫、居住環境、生態建築與社區
陳世明 專任 建築學系 生活環境計劃與企劃、歷史地區再生、參與式環境規劃、社區營造、地區經營
陳震宇 專任 建築學系 都市與建築物再生、建築生產、建築構造與材料、建築綠化
楊詩弘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構造、建築設計、生命週期管理、建築再利用、建築施工、綠建築技術
葉玉祥 專任 建築學系 當代木構造設計、建築生命週期分析、文化資產保存技術、複合構造
劉舜仁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與城市設計、建築形態學、設計方法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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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宇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備設計、居住區域環境設計、設備節能系統設計、特殊醫療系統設計
蔡耀賢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物理環境、建築設備、生態氣候設計
鄭泰昇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資訊模型、智慧建築、互動設計、電腦輔助設計
薛丞倫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都市設計、數位模型
鍾育霖 專任 建築學系 鋼結構耐震與補強、結構設計與行為分析、木結構行為及鋼木混和結構
顏茂倉 專任 建築學系 基本設計、建築設計
黄恩宇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建築歷史與理論、建築評論、南亞與東南亞建築、宗教建築
王逸璇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張庭嘉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許家茵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龔柏閔 專任 建築學系 建築設計
丁仁方 專任 政治學系 公共政策、政治經濟學、地方研究、比較研究
王宏仁 專任 政治學系 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中國崛起與全球治理、兩岸關係
王金壽 專任 政治學系 司法政治
王奕婷 專任 政治學系 政黨、民主轉型、國會制度、量化研究方法
王靖興 專任 政治學系 政治行為、政治態度、政治心理學、政治制度、民意調查、量化研究方法
平思寧 專任 政治學系 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內戰研究
宋鎮照 專任 政治學系 政治經濟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亞太政經研究
沈智新 專任 政治學系 媒體與政治的互動；政治決策分析；應用賽局理論；社會科學實驗
周志杰 專任 政治學系 人權與人類安全、兩岸關係、國際組織、區域安全、華人社會資本、政治經濟學
洪敬富 專任 政治學系 比較政治、中國政府與政治、網路政治、亞太區域研究
洪綾君 專任 政治學系 政治經濟、政府財政與預算、廉政治理
梁文韜 專任 政治學系 政治哲學、西洋政治思想史、當代中國政治思潮
莊輝濤 專任 政治學系 政治學、憲法學、法理學、立法學、行政法學
陳欣之 專任 政治學系 國關理論、國際關係史、霸權更迭、東亞區域安全
黃士豪 專任 政治學系 比較政治經濟、政治制度、國會制度、立法行為、貪汙、研究方法
楊永年 專任 政治學系 組織行為、公共政策、救災體系、環境政策、警察組織
蒙志成 專任 政治學系 比較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政治學方法論、政治心理學、兩岸關係、民意調查
蔣麗君 專任 政治學系 電子化政府、科技與行政、性別與網路
宋立文 專任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建築設計、建築形式與文化再現理論、建築初始教育研究
沈揚庭 專任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建築設計理論與規劃、電腦輔助設計、數位製作及電腦輔助製作
林軒丞 專任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建築設計、數位媒體、科技藝術、互動設計
簡聖芬 專任 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電腦輔助設計、互動介面探討、數位媒材應用、數位構築、設計思考
李宥萱 兼任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毒理學、皮膚免疫學、奈米材料應用與奈米毒理學、細胞生物學、生物技術
徐瑋萱 專任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食品微生物、食品發酵與生物技術、新型食品加工、食品品質管制
張偉翔 專任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新興污染物監測、食品安全與健康風險評估、質譜分析、生物偵測、環境衛生
陳秀玲 專任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環境健康、風險管理、風險溝通
陳容甄 專任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環境健康、風險管理、風險溝通
陳健生 專任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蛋白質體微晶片,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奈米生物感測科技,食品病原菌檢測
莊士賢 專任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系統動態分析、資訊管理、海氣象觀測、資訊管理、雷達監測、系統分析
陳璋玲 專任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海洋資源管理、海域遊憩管理、海岸地區管理、海洋政策
劉大綱 專任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海洋環境管理、海洋保護區、海域水質監測管理、海水淡化
吳志勇 專任 能源工程國際博士學位學程推進 , 噴霧與霧化 , 燃燒
彭兆仲 專任 能源工程國際博士學位學程非線性控制系統分析與設計；伺服控制系統；無人載具；嵌入式系統設計
王偉成 專任 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機械熱流；生質能源整合；能源轉換；製造模擬與經濟效益分析；
李約亨 專任 能源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燃燒與熱傳、熱光電整合、雷射診測、能源科技、數值模擬
陳文立 專任 能源工程國際學士學位學程計算流體力學；紊流模型；氣渦輪機分析；史特林引擎設計分析；熱傳分析
陳維新 專任 能源工程國際學士學位學程氫能、生質能、淨煤技術、粉煤噴吹技術、二氧化碳捕捉、熱電系統
王寶貫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大氣科學、雲物理學、雲動力學、氣候變遷
李振明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民航實務、航空經營與管理
邢有光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航空管理
林清一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衛星導航；航電系統；行動通訊回報與遙控
許紘瑋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氫氣輔助甲烷觸媒燃燒特性探討
陳世雄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飛機渦輪發動機設計、水力發電、波浪發電、風力發電
陳冠邦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燃燒工程、生質能源、噴射推進、熱流模擬
陳國銘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輪機
潘大知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計算流體力學；結構-流體交互作用；基因演算法
鄭伯瑜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航行管制
謝勝己 兼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空氣動力學；飛具設計
江滄柳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計算流體力學；噴射推進；燃燒學；能源科技
江達雲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塑性力學；系統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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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謨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控制系統理論暨設計
李劍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太陽光電，紅外線感測，微機電系統陀螺儀
林三益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計算流體力學；數值分析；應用數學
胡潛濱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複合材料力學；破裂力學
苗君易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機械熱流；紊流學；民航教育；能源科技；航太品保
夏育群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邊界元素法、電腦輔助設計與分析、計算力學
崔兆棠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結構動力學；轉子動力學
張克勤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燃燒學；兩相流；紊流學；太陽熱能應用
許書淵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飛行硬體設計與分析、太空發射載具結構系統分析、軍機結構疲勞分析
陳介力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控制；最佳化控制；影像處理
黃捷楷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極音速、流體結構、氣動彈性力學、震波邊界層作用
楊文彬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覆晶封裝、塑膠射出成型、微射出成型、複材製程模擬
楊世銘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線性與非線性振動；結構穩定與控制
楊憲東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複數及量子力學；強健控制；太空物理；精密機械控制
葉思沂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微流體元件設計、仿生飛行、微流體操控技術、液珠式微反應器
趙怡欽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工程聲學；噴射推進；燃燒熱機
鄭金祥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燃料電池；微致動器與熱電元件；史特靈引擎；逆向熱流
闕志哲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多孔介質、計算流體力學、雲物理、環境系統熱質傳遞
譚俊豪 專任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控制；動力學
王澤世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國際金融、固定收益型證券、金融機構投資管理、時間序列預測分析
吳思蓉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財務會計、保險會計、銀行會計、資本市場
李政勳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公司理財、財務會計、審計學、成本會計
周庭楷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財務會計、公司理財、資本市場實證研究
林囿成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財務會計、審計公費、盈餘管理、公司治理
林軒竹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代理理論.信用風險.選擇權定價模型.金融市場交易
徐立群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資料庫管理系統、電子商務
梁少懷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商業分析、策略管理、創業投資
楊朝旭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管理會計、財務會計
廖麗凱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公司理財、財務會計、公司治理、投資學
劉梧柏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審計市場、審計委員會、財務會計
劉裕宏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財務工程、金融計算、風險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
謝喻婷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審計品質、審計市場、投資性不動產
顏盟峯 專任 財務金融研究所 避險基金(CTA)、技術分析、企業社會責任暨社會責任投資、交易策略
陳彰惠 兼任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婦女健康、輔助療法、護理教育、跨文化照護
成戎珠 專任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兒童發展、小兒物理治療、平衡控制
林宗瑩 專任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生活品質、心理健康、健康行為、污名
徐畢卿 專任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自閉症與其家屬、出生世代、婦女健康、精神病理與照護
張哲豪 專任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生理職能治療、義肢輔具裝具、職業重建、工作強化
張瑩如 專任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產兒科護理學
王淑玲 兼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企業財務報表分析、企業併購實務、企業租稅規劃、跨國集團現金管理
史習安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策略性/國際人力資源管理、薪資管理、績效管理
江明憲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財務投資公司治理、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微結構
林玟廷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組織理論、國際企業管理、高階管理、集團企業、家族企業
張紹基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證券發行、企業多角化、創新評價、國際財務、管理經濟
郭亞慧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全球零售、消費者行為、研究方法、行銷理論、行銷管理
曾瓊慧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國際企業管理、國際企業理論、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裴素賢 專任 國際企業研究所 行銷管理、國際行銷管理、跨文化消費者行為、行銷學的社會責任、口碑行為
王慕容 兼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國際財務金融/併購、資訊經濟學、財務工程、公司治理
吳萬益 兼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企業研究方法、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管理
王鈿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行銷管理、國際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行銷策略
林彣珊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知識管理、商管資訊教育、網路學習與智慧城市發展
張佑宇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科技管理、創意與創業、文化創意產業
張巍勳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行為經濟學、作業管理、供應鏈管理、創業與創新管理
許介文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醫療管理,策略管理 組織行為 資訊管理
陳正忠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電子商務、資訊倫理、專案管理、資訊系統服務品質、通訊與資訊科學
楊曉瑩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財金理論、金融市場機構、投資倫理、投資學、個人理財、金融風險、國際金融
謝惠璟 專任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IMBA)財務金融、不動產金融
吳俊忠 兼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 細菌抗藥、遺傳及致病機轉
劉校生 兼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 腫瘤分子生物學；分子病毒學；遺傳工程學；昆蟲學
林世杰 專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 癌症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內分泌學、生物資訊
彭貴春 專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 病毒學;人類免疫學;分子生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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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正 專任 基礎醫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內分泌、生物資訊、基因體醫學
朱朝煌 兼任 教育研究所 服務學習理念與實務、休閒教育、活動規畫與評鑑
朱群芳 兼任 教育研究所 青少年犯罪與矯正理論、統計學青少年犯罪與矯正理論、統計學
吳齊殷 兼任 教育研究所 社會網絡分析、社會學方法、資訊與社會、家庭社會學、心理衛生
李坤崇 兼任 教育研究所 輔導諮商、教育測驗與評量、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學
張進上 兼任 教育研究所 輔導、諮商理論與實務；助人歷程與技巧
蔡景仁 兼任 教育研究所 醫學教育、癲癇、頭痛、腦電圖、一般神經學
于富雲 專任 教育研究所 數位學習、創新教學與評鑑策略、教學原理與設計
許清芳 專任 教育研究所 心理物理學、心理統計、計量方法
陸偉明 專任 教育研究所 教育心理學、教育統計、測驗與評量
湯堯 專任 教育研究所 教育行政與政策、高等教育、技職教育、學校行政與經營
程炳林 專任 教育研究所 教育心理學、教學心理學
楊雅婷 專任 教育研究所 數位學習、批判思考技巧與意向、數位語言學習
董旭英 專任 教育研究所 教育社會學、青少年偏差行為、行為研究法、計量研究
趙梅如 專任 教育研究所 社會心理學、家庭教育、輔導諮商、測驗編製與運用
夏啟峻 兼任 統計學系 資料探勘、統計分析、大數據網路社群分析
程毅豪 兼任 統計學系 生物統計、不完全資料分析、遺傳統計、存活分析
楊明宗 兼任 統計學系 會計學、管理會計
楊欣洲 兼任 統計學系 基因體與遺傳統計、生物資訊、生態統計
李宜真 專任 統計學系 可靠度分析、工業統計、產品可靠度之衰變資料分析、加速試驗之最適實驗設計
李俊毅 專任 統計學系 工業統計、統計計算、生物資訊、 統計諮詢
林良靖 專任 統計學系 時間序列、數理財務、高頻財務資料分析
馬瀰嘉 專任 統計學系 生物資訊分析、生態統計、數理統計、軟體可靠度分析
張欣民 專任 統計學系 FMCI技巧於分級列隊等候之應用、空間群聚檢測方法與應用
溫敏杰 專任 統計學系 多變量分析、等級與選擇、多重比較、統計諮詢
趙昌泰 專任 統計學系 抽樣理論與方法、調適型抽樣、最佳化抽樣策略
蘇佩芳 專任 統計學系 存活分析、統計諮詢、廣義線模、高維度資料、生物資訊分析
盧馬汀 專任 統計學系 統計學、機率論、生物統計、資料分析
林聖哲 兼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美容醫學(肉毒桿菌及玻尿酸注射）、手外科、腫瘤手術、燒燙傷、再生醫學
陳應輝 兼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血管平滑肌收縮的訊息傳遞、動脈硬化研究
蘇翔 兼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慢性及癌症疼痛治療、神外手術麻醉、移植麻醉
王仰高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探討細胞外微環境，如何影響骨髓幹細胞之分化及神經元的突觸形成
王家義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細胞初級纖毛的生成調控以及DNA損傷對於中心體複製的調控機制
吳佳慶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細胞生物力學、血管重塑
李榮順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腦瘤治療、脊椎手術
莫凡毅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探討心血管系統如何在病變中或過度負荷下受損死亡，開發保護心血管新療法
許鍾瑜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脊髓神經創傷之修復及再生、神經纖維發育
郭余民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神經退化性疾病、運動與腦功能
陳政義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大體解剖學、組織學、細胞生物學
黃步敏 專任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生殖生理、神經分泌學、中草藥研究
孔憲法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計劃、景觀規劃、產業分析與規劃、科技與都市發展、社區計劃、歷史古蹟
吳俊毅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建築設計、建築計劃、營造、建築繪圖與圖學
林峰田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地理資訊系統、電腦輔助規劃設計、都市計劃
胡學彥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計劃實務、規劃法規、交通運輸規劃、土地開發與管制、住宅需求分析
陳香綾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更新之公私合夥關係、生態城市規劃、建築及都市設計、電腦輔助規劃設計
鄒克萬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土地使用及設施計劃、國土計劃、綜合發展計劃、財務計劃、計劃方法
謝宏昌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社會學、空間規劃、都市更新、社會網絡分析
竇國昌 兼任 都市計劃學系 敷地計劃、社區計劃
王曦芬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計劃
石豐宇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運輸工程、經營管理、計量經濟、住宅經濟
李子璋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規劃支援系統、都市交通、電腦模擬、機車及自行車政策
李俊霖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空間系統動態、生態系服務評估、環境規劃、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空間規劃
林漢良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GIS、空間分析、都市形態學、災害風險與調適策略
胡太山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及區域規劃、產業環境分析與規劃、知識產業與城市發展
張秀慈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設計與再發展、社區發展、公共空間規劃及管理
張學聖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及區域規劃、土地使用計劃、空間分析、防災計劃
陳志宏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形態學、都市設計、都市發展史、建築設計、知識城市
陳彥仲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經濟、住宅需求、運輸規劃、計量方法、區域計劃
曾憲嫻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再生、比較都市研究、都市設計、都市景觀保存規劃
黃偉茹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計劃與設計、規劃制度分析與跨國比較研究、科技與都市發展
葉如萍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計劃、區域治理、運輸規劃、經濟評估、氣候變遷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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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子元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及區域計劃法令與制度、高齡城市、不動產投資分析、都市更新制度
鄭皓騰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風險知覺與個人調適行為研究、空間資料處理分析與統計、都市與區域規劃
閻永祺 專任 都市計劃學系 都市及區域經濟發展、城鄉產業分析與規劃、產業用地整備、都市經營管理
仲曉玲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文創產業政策、創產區域網絡生態、創意媒體企管、創意人才發展、跨域比較
卓彥廷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數位設計與跨領域研究，結合工藝與科技，使參與者創造出個人化成果
林蕙玟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文創產業研究、創意城市、文化遺產研究、空間文化研究、場域創新與營銷
高如妃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服務業行銷、品牌策略、文化行銷、消費者行為、市場調查、行銷實驗設計
陳明惠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視覺文化研究、當代展覽策劃、當代藝術史及理論、美學
楊佳翰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科技與創新管理、服務設計、智慧財產權、產業分析與政策
劉世南 專任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設計思考、社會創新、消費者行為、文化與創意、創新與創業管理
楊大偉 兼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土地行政、土地法規、不動產估價、測量、土地仲介、地籍測量法規
尤瑞哲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衛星大地測量、物理大地測量、幾何大地測量
王驥魁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遙感探測、測深光達、海洋光學、空間統計
朱宏杰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空間資訊系統分析、環境資源管理與景觀生態學
江凱偉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慣性測量及導航、多頻率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吳治達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空氣污染暴露評估、環境綠蔽度與人類健康、全球暖化與熱島效應
呂學展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資料探勘、資料庫系統、適地性服務、行動計算、智慧型運輸系統
林昭宏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數位旅遊地圖、數位幾何處理、光達點雲建模
洪榮宏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地理資訊系統、空間資料庫、空間理論、地理資料共享
郭佩棻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空間統計和GIS應用、資料探勘、警察派遣管理、安全和風險分析
郭重言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物理大地測量、衛星大地測量、海洋科學、地球科學
景國恩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GPS計算與分析、地殼變形、地震地體構造
曾宏正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測量平差、地球重力場、小波分析、衛星大地測量
曾義星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遙感探測、攝影測量、光達、空間資訊、影像處理
楊名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全球導航衛星系統、衛星定位、大地測量、測量製圖
蔡展榮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攝影測量、訊號處理與分析、電腦視覺、影像辨識
饒見有 專任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數位攝影測量、遙感探測、數碼城市、近景攝影測量
余佳益 兼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病毒學、微生物及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病毒致病機轉
黃一修 兼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細菌學、細菌遺傳學、分子生物學
齊嘉鈺 兼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小兒感染症、腸病毒71型重症病人治療
蕭璦莉 兼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分子病毒學；基因治療；疫苗學
賴明詔 兼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病毒學；分子生物學
王淑鶯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結構生物學；微生物學
余俊強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實驗動物學；感染症學
凌斌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分子免疫學；分子生物學；訊息傳遞
張志鵬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免疫學;腫瘤免疫學
陳振暐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細菌學；分子生物學；蛋白質體學；轉錄質體學
陳舜華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分子病毒學；免疫學；分子生物學
楊倍昌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分子生物學；腫瘤免疫；自體免疫；微生物學
萬書彣 專任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免疫學、病毒學
王水進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SiGe-III半導體異質結構、電腦輔助元件
王永和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微波積體電路、半導體材料及元件、軟性有機電子
洪茂峰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太陽能電池、固態物理顯示器、射頻元件之研究製作
張守進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半導體物理、光電元件
莊文魁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III-V 化合物半導體光電元件、積體光學
許渭州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高速元件、高功率電晶體、負電阻元件
陳志方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半導體元件、半導體工程、元件可靠度
彭洞清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銅銦鎵硒太陽能電池、IC製程、銅擴散阻障材料
劉文超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高速元件、半導體感測元件、光電元件
劉瑞農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奈米光子共振元件、光電元件物理、中紅外光譜學
蔡宗祐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雷射物理、光電磁場模擬、高功率脈衝光纖雷射
盧達生 專任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奈米CMOS元件、設計與製程技術、奈米CMOS記憶體元件設計
王金來 兼任 會計學系 財務簽證、稅務諮詢、上市櫃規劃輔導
李育禹 兼任 會計學系 民、商法及行政法
李明憲 兼任 會計學系 審計學
林志隆 兼任 會計學系 所得稅法
施坤宏 兼任 會計學系 會計學
陳柏諭 兼任 會計學系 民法、公司法、證交法
楊博任 兼任 會計學系 營業稅法及稅捐稽徵法
廖鴻儒 兼任 會計學系 會計師業務
劉子猛 兼任 會計學系 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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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主聘單位 學術專長及研究
劉穎勳 兼任 會計學系 財稅、稅務專題
盧貞秀 兼任 會計學系 租稅法規
賴永發 兼任 會計學系 稅務規劃、移轉訂價分析、租稅減免、企業轉型帳務輔導、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金書賢 專任 會計學系 財務會計、審計學
黃炳勳 專任 會計學系 公司理財、公司避險、投資學
黃華瑋 專任 會計學系 審計學、公司治理
彭信坤 兼任 經濟學系 區域經濟、產業經濟、國際貿易、都市經濟學
楊建成 兼任 經濟學系 公共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王富美 專任 經濟學系 國際金融理論與政策、開放總體經濟學
田維華 專任 經濟學系 勞動經濟學、公共財政學、健康經濟學
伍弘歷 專任 經濟學系 總體經濟學、數值分析及計算經濟學
林姿妤 專任 經濟學系 總體經濟學、貨幣經濟學
林常青 專任 經濟學系 應用計量經濟學、法律經濟學
胡政成 專任 經濟學系 賽局理論
翁明宏 專任 經濟學系 神經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產業組織
區俊傑 專任 經濟學系 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許永河 專任 經濟學系 總體經濟學、西洋經濟史、貨幣銀行學
郭彥廉 專任 經濟學系 環境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氣候變遷與天然災害
陳奕奇 專任 經濟學系 總體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國際經濟學
劉亞明 專任 經濟學系 健康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蔡群立 專任 經濟學系 財務經濟學、貨幣經濟學
謝文真 專任 經濟學系 經濟發展、國際貿易、幸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
王新民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口語處理、自然語言處理、多媒體資訊檢索、模型識別
朱治平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軟體工程、平行編譯、分散式系統、平行計算、數位學習
周至宏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資訊技術系統整合、動力與控制、自動化技術、數值分析與計算數學
洪昌鈺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電腦圖學、虛擬實境技術
張雲龍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量子計算、生物計算、平行計算、編譯器、平行編譯
曹昱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語音辨識、語言翻譯、助聽器及人工電子耳的訊號處理
許聞廉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自然語言，生物資訊，演算法，生物文獻探勘
黃敬群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作業系統、嵌入式系統、消費性電子產品
葉彌妍 兼任 資訊工程學系 資料探勘、資料庫、時間序列分析、社群網路分析
朱威達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多媒體系統、機器學習、電腦視覺
吳宗憲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語音識別、影音多媒體摘要與檢索、聽語障口/手語學習輔具、文字情緒辨識
李同益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3D遊戲設計 、 NPR動畫合成、電腦繪圖與動畫、醫學手術模擬系統
李強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資料庫及尖端資料處理、網際資料庫與處理、雲端計算、感測器/行動資料
林英超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超大型積體電路及系統單晶片設計、Low Power 系統、電子自動化
孫永年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影像處理、電腦視覺、醫學影像、工業檢測、醫學資訊、視訊科學、虛擬環境
高宏宇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檢索與擷取、機器學習、生物資訊、社群網路計算
涂嘉恒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嵌入式系統設計與最佳化、平行計算、編譯器設計
張大緯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容錯機制、作業系統、虛擬機器、嵌入式系統
張燕光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高速交換器及路由器、平行分散系統、多處理器平行架構
莊坤達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資料探勘、資料庫系統、行動運算、網路資訊系統
許靜芳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光波分割多工網路、繞徑策略設計、網際網路通訊協定
連震杰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智慧型機器人及自動化、人機互動及擴增、3D電腦視覺及圖形辨識
郭淑美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影像處理、醫療影像處理、進化計算論、渾沌系統應用、模糊理論、系統工程
郭耀煌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嵌入式系統與應用、感測網路與隨意計算、智慧型資訊系統、物件導向式設計
陳培殷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VLSI晶片設計、影像資料壓縮、SOC嵌入系統設計、模糊控制應用
曾繁勛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行動網路、雲端與邊緣運算、物聯網與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與演化計算
黃宗立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密碼技術、網路安全、資訊安全、門禁系統、錯誤控制碼、量子密碼學
黃崇明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無線及行動網路和協定設計與分析、多媒體處理和串流技術、綠色通訊與計算
蔣榮先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生醫資訊探勘、手持穿戴裝置行動計算、智慧型計算、雲端醫療照護
蔡孟勳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網路效能評估、行動網路設計與分析、網際網路電話、行動計算
鄭憲宗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雲端計算、行動裝置App研究開發、無線通訊、行動計算、量子計算與通訊
盧文祥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文件探勘、網路探勘、資訊檢索、自然語言處理、機器翻譯、跨語知識系統
蕭宏章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NoSQL分散式資料庫、平行暨分散式計算、雲端計算、同儕網路
謝孫源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容錯計算、生物資訊、平行及分散式計算、演算法設計與分析、圖形理論
藍崑展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即時網路模擬、車載網路、無線感測網路
蘇文鈺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數位音訊、影像視訊處理與壓縮、電腦音樂分析合成、媒體處理機設計
蘇銓清 專任 資訊工程學系 光接取網路、多工光纖網路、無線感測網路、網路電視
王惠嘉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E-Learning、知識發現、生物資訊、資訊擷取
王維聰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知識管理、危機管理、資訊策略、系統動力學、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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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德江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排程理論、生產自動化、知識庫系統、小樣本學習理論
李昇暾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商業智慧、大數據分析、決策支援系統、知識工程、知識管理
侯建任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網路消費者行為，電子商務，線上行銷，品牌社群
翁慈宗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資料探勘、貝氏統計、組合資料分析、系統可靠度
劉任修 專任 資訊管理研究所 演算法分析與設計、行動運算、無線感測網路、醫療資訊系統
李俊德 兼任 資源工程學系 資源工程研究
郭明錦 兼任 資源工程學系 地震前兆、地下水定年、地熱
溫紹炳 兼任 資源工程學系 水庫清淤、淤泥資源化、奈米粉體製造、礦物深加工
顏富士 兼任 資源工程學系 應用礦物學、粉體技術、陶瓷工程、地球化學
蘇義松 兼任 資源工程學系 採礦工程、地下開挖工程、爆破工程、礦場設計
王建力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應用力學、數值分析
申永輝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浮選學、濕法冶金、應用黏土礦物
向性一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電子陶瓷、陶瓷製程、厚膜工程、粉末工程
余騰鐸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地球物理大地測量、遙感探勘
吳泓昱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地震學、地體動力學、地震風險評估
吳毓純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材料製程、奈米與材料物化性質分析、光波導材料元件
吳榮華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能源分析、管理、資源經濟、製程模式分析
李振誥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水文地質；地下水、土木水利工程；地下水室開挖
施勵行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資源再生系統分析、生產與作業管理、綠色創新產品開發
徐國錦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水文地質、地質統計
陳卉君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岩石學，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學
陳昭旭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岩石力學、大地工程、邊界元素、破壞力學
陳盈良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先進資源再生技術
陳偉聖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資源再生、再生能源、提煉冶金、廢棄物處理
黃啟原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陶瓷科學、結晶化學、X光繞射分析、陶瓷高溫分析
黃韻勳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能源與環境系統分析
葉信富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邊坡穩定與防災、未飽和土壤力學、氣象水文、環境地質
謝秉志 專任 資源工程學系 CO2封存、石油及天然氣工程、人工智慧應用
陳文字 專任 電信管理研究所 電信工程、無線通訊、頻譜管理、射頻辨識系統
廖俊雄 專任 電信管理研究所 產業組織、策略競爭、電信經營與管理、永續運輸
蔡東峻 專任 電信管理研究所 服務業行銷、訂價策略、消費者行為、行銷管理
盧筱涵 專任 電信管理研究所 組織理論、策略管理、科技與社會
李忠憲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通訊網路協定、網路安全、無線及寬頻網路
張名先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通訊系統、信號處理、隨機程序
張志文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無線通訊系統設計與分析系統、發射與接收管理
莊惠如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射頻/微波/毫米波電路系統及射頻晶片、RFIC
郭文光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無線通訊系統、寬頻網路
陳進興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圖形識別、影像處理、陣列VLSI 設計微波信號處理
楊竹星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網路測試平台、網路虛擬化架構、感測網路、未來教室
楊家輝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多媒體處理及壓縮、智慧生活科技、立體視訊內容處理
詹寶珠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類神經網路、影像處理、計算機結構
蔡智明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微波電路、電磁理論
鄭光偉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低功率射頻類比積體電路設計、無線感測網路、生醫電子
賴癸江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數位通訊、無線通訊、信號處理
謝錫堃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平行/分散處理系統,網際網路,微算機系統,作業系統
蘇賜麟 專任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行動通訊系統與網路、通訊技術
二岡祥子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生醫工程
卜令楷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AMOLED驅動系統、3D影像處理、系統風險模型與模擬
方炎坤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大型積體電路之研究、非晶矽光電元件物理及技術
毛齊武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磁學、數位影像處理
王英郎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半導體材料、半導體元件及物理
王駿發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多媒體影音處理、中文語音辨認、積體電路系統
江維鈞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
何裕琨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人工智慧、專家系統
吳誠文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設計與測試,半導體記憶體測試及共生物聯網系統設計測試
林一平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個人通信網路、行動計算、系統模擬
林中一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理論凝態物理、半導體理論
林時彥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Molecular Beam Epitaxy
林蔚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
孫育義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自動控制、數值控制、適應性濾波器
張忠良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系統規劃、電力電子、輸配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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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浸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半導體材料、半導體元件及物理
陳立祥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數位學習、網路多媒體應用、影像處理、3D電腦動畫
陳光胤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理論量子光學、量子糾纏、量子生物學
傅志雄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AI演算法、生物資訊、雲端平台與運算開發
曾黎明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網路及分散式系統
黃振發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光電信號傳輸、改錯與展頻編碼、數據通訊系統、光訊ATM網路
葉文冠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半導體材料、半導體元件及物理
雷曉方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數位信號處理、通訊系統、數位電子系統
廖弘源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多媒體資訊處理、三維圖形的分割及辨識
劉峻誠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腦輔助設計、人工智慧、VLSI設計、觸屏面板、影像處理、電子模擬領域
劉濱達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VLSI/CAD積體電路、生醫感測電路及晶片系統技術、模糊邏輯電路設計
蔡尚榮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平行/分散式系統、行動計算系統
蕭宇迪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系統分析、能量轉換
蕭純育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系統分析、配電自動化、保護電驛系統
魏炯權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陶瓷及微波陶瓷元件、半導體材料及元件
蘇炎坤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半導體工程、光電子元件與系統、微波元件與積體電路
蘇培陞 兼任 電機工程學系 晶片系統設計、電子系統層級設計(ESL)
王振興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慣性及生醫訊號處理、嵌入式系統設計、計算型智能
王醴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系統穩定度、次同步共振現象、再生能源、發電工程
朱聖緣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材料及元件、螢光材料及元件、有機材料及元件
吳謂勝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系統生物學、基因調控網路
李文熙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半導體材料元件、電子陶瓷材料元件、太陽能電池
李昆忠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電腦輔助設計、電子系統層級設計
李炳鈞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微波陶瓷、LED封裝、高介質薄膜、光電子學
李祖聖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人形機器人、智慧型機器人與載具、認知科學與技術
李國君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積體電路及架構設計、智慧型信號及視訊處理
李順裕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生理訊號無線傳輸接收系統晶片、生醫植入式系統晶片
李嘉猷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非接觸式電能傳輸、電力電子、壓電變壓器、自動控制
周哲民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VLSI SoC軟硬體設計、VLSI/CAD並行晶片網路與系統
林志隆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再生能源最大功率追蹤系統、軟顯示器電路設計、生醫電子系統
林家民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超大型積體電路與類比電路實體設計、PCB電路佈線
林家祥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盲蔽訊號源分離、超光譜影像處理、大數據優化理論、快速演算法、電腦視覺
林瑞禮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能轉換與電力電子系統分析
林輝堂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無線與光纖網路設計與效能分析、網路安全
邱瀝毅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低功率積體電路設計、超大型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
施權峰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光電元件磊晶技術、材料科學、電子陶瓷
范銘彥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低功耗類比/電源積體電路、無線電力傳輸接收器
張天豪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機器學習、基因調控、系統生物學、社群網站、手機程式
張凌昇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生命晶片、奈米生物、微機電
張順志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積體電路測試
張簡樂仁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系統運轉控制、再生能源技術、電源轉換器設計
梁從主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電子、功率積體電路、高效率照明、再生能源轉換器
莊智清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強健控制、飛航儀表、訊號處理類神經網路
郭致宏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數位影音壓縮、數位通信系統設計
郭泰豪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D類-音訊放大器、功率IC設計
陳中和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計算機結構、多處理器系統
陳建富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電子、配電工程、電機機械
陳盈如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模型驗證、系統晶片之正規驗證
陳敬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嵌入式系統、嵌入式軟體、即時系統、作業系統
斯國峰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可靠計算、行動計算系統
曾慶權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工程認證工作、協助系所行政工作
焦惠津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人機介面、軟體工程、物件導向
黃仁暐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資料探勘、資料庫、多媒體資訊擷取、雲端運算
黃世杰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系統分析、能量轉換、電力品質、人工智慧
黃正亮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陶瓷材料、微波元件、薄膜製程與元件
黃致憲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超音波與光聲影像儀器設計與訊號擷取、超音波創新應用之模擬與實作
黃尊禧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高頻元件模型與量測、射頻積體電路設計
楊宏澤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智慧電網電能管理、再生能源與電能轉換、電力系統規劃
楊慶隆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無線感測網路 (WSN)、整合RF前端電路
解巽評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大數據資料分析與探勘、智慧城市與物聯網應用
蔡建泓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類比/混合訊號積體電路、電源轉換/控制積體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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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齊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深度學習模型量化/壓縮/應用、數位訊號處理、軟硬體整合設計
蔡聖鴻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自動控制、數值分析、機械手臂
鄭銘揚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運動控制、影像伺服控制、估測器設計
戴政祺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生醫電子系統、電磁熱療、非破壞檢測、局部放電檢測
戴顯權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資料壓縮、多媒體通訊、醫學影像處理、監視訊號處理
謝明得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VLSI設計與測試、信號處理積體電路架構、數位通訊
謝旻甫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馬達設計與控制、機電整合、DSP控制應用、感測器
魏嘉玲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類比積體電路設計、電源管理晶片設計、電導心導管
蘇淑茵 專任 電機工程學系 網際網路服務設計與分析、行動計算與效能分析
王清正 兼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計算結構生物學、可靠度工程等
李家岩 兼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生產力與效率分析、隨機最佳化、作業研究、製造資料科學、資料探勘
王宏鍇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以基因演算法求解各產業生產排程問題，使工廠產能利用率和訂單達交率最大化
陳朝鈞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無線感測網路、雲端運算與服務、本體論推論、空間資料庫系統與應用
陳裕民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知識工程與管理、基於Web之商務情報、網路資訊分析、網路商業智慧
陳響亮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資訊與機電整合(工業4.0)、智慧化工廠、雲端製造資訊服務系統
楊大和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精實生產與作業管理、模擬最佳化、多目標/準則決策系統、供應鏈管理
蔡佩璇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即時系統排程、智慧系統、人機介面設計、綠能科技及分散式系統
鄭芳田 專任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E化製造(工業4.0)、半導體生產自動化、虛擬量測、預測保養、智慧機械
黃秀娟 兼任 數學系 實分析、單變數複分析、泛函分析、偏微分方程
楊世偉 兼任 數學系 cluster代數及代數和幾何中的組合問題
方永富 專任 數學系 偏微分方程、調和分析、富氏分析、柯西問題
王辰樹 專任 數學系 數值分析、矩陣計算、最佳控制系統
王業凱 專任 數學系 微分幾何、偏微分方程、廣義相對論
史習偉 專任 數學系 偏微分方程、調和分析
江孟蓉 專任 數學系 辛幾何
吳恭儉 專任 數學系 偏微分方程
李國明 專任 數學系 積分方程、反問題
沈士育 專任 數學系 邊界元方法、應力波、逆熱傳導、選擇權定價
林牛 專任 數學系 無窮維李超代數的表示理論及其對量子群和幾何的關係
林育竹 專任 數學系 幾何分析、偏微分方程
林敏雄 專任 數學系 數值分析、反特徵值問題、低秩逼近
林景隆 專任 數學系 偏微分方程、反問題
侯世章 專任 數學系 數值偏微分方程
柯文峰 專任 數學系 代數、環論、近環、量子資訊
洪英志 專任 數學系 微分幾何、偏微分方程、數學物理
夏杼 專任 數學系 代數幾何(黑格叢、表示簇)；動態系統(映射類群作用)
高橋亮甫 專任 數學系 幾何分析、偏微分方程
許瑞麟 專任 數學系 運籌學、演算法、二次規劃、分數型規畫、非線性分析
連文璟 專任 數學系 偏微分方程
郭鴻文 專任 數學系 Kinetic理論、偏微分方程
陳旻宏 專任 數學系 科學計算、不連續有限元素法、高階計算方法
陳若淳 專任 數學系 微分幾何、幾何分析
章源慶 專任 數學系 代數幾何
舒宇宸 專任 數學系 數值偏微分方程、界面問題、多重網格法
黃世昌 專任 數學系 有限群表現理論
黃柏嶧 專任 數學系 代數數論、組合學
黃郁芬 專任 數學系 迴歸分析、影響函數分析
劉之中 專任 數學系 數學物理、微分幾何
劉育佑 專任 數學系 應用數學、偏微分方程與數值計算
劉珈銘 專任 數學系 數學物理、複幾何、微分幾何、拓樸、分析
劉聚仁 專任 數學系 機率
蕭仁傑 專任 數學系 代數幾何、交換代數
賴青瑞 專任 數學系 高維雙有理幾何、極小模型理論及其應用、高維代數簇分類
關汝琳 專任 數學系 偏微分方程、反問題
李政德 專任 數據科學研究所 巨量資料分析與探勘、機器學習、物聯網與智慧城市、社群網路分析
李國榮 專任 數據科學研究所 貝氏分析、功能性核磁共振、擴散張量造影資料分析
許志仲 專任 數據科學研究所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陳瑞彬 專任 數據科學研究所 統計建模、統計計算、實驗設計、獨立因子分析
鄭順林 專任 數據科學研究所 可靠度分析、工業統計、資料採礦
山田昌史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
方素瓊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細胞大小相關細胞週期的調控及RB腫瘤抑制因子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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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佾鴻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分類、木材組織分類
林哲揚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
林耀正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Transposable element dynamics
施明哲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台灣蝴蝶蘭表達基因資料庫建構與基因表達圖譜研究
賀端華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分子生物學、基因調控
楊文慶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野生牛樟芝
楊堯文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分子標記、植物基因體學
劉明容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基因表現之轉譯機制與其在環境逆境下的多樣性
謝羅倫 兼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生化技術及微生物學
李瑞花 專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生理：葉綠體瓦解與蘭花及微生物共生機制
邱啟洲 專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生理、細胞與分子生物學、葉綠體生理
張文綺 專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生物資訊分析與生物資料庫整合、基因調控網路之建構
黃兆立 專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植物微生體學、基因體學、演化生物學
蔡文杰 專任 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科學研究所蘭花生物學及蘭花生物科技
王廷山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工程日文、自動控制、機械設計
吳式欽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系統運動模擬與分析
吳志陽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熱傳學
吳博雄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製造、奈米材質與壓痕檢測技術、真空與鍍膜技術
李克讓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磨潤科技
李偉賢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碰撞力學、高速變形、衝擊破壞力學、塑性不穩定分析
李森墉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固體力學、振動與波動力學、機械設計、工程分析
李榮顯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金屬成形、應用塑性力學、電腦輔助製造
林仁輝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微/奈米磨潤科技、奈米檢測及製造、晶圓化學機械研磨
林知伸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內燃機
邱澄彬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熱流
邱顯堂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空間凸輪與齒輪設計、機器動力學、傳動系統設計
施明璋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油壓氣壓控制及元件設計、自動化機械控制、數位控制
翁政義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分子動力學、量子分子動力學、奈米工程、奈米量測
高振騰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精微成型技術
張錦裕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熱交換器設計、冷凍空調、能源工程、計算流體力學
梁燕輝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內燃機的性能及空氣污染的關係
陳家豪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最佳設計、人工智慧應用、品質設計、綠色設計
陳朝光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熱傳、熱流、精密機械、燃料電池
陳聯文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振動、智能材料結構、光子工程
黃文敏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構機器設計原理、機動學、機器動力學、創新發明
褚晴暉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破壞力學、有限元素、骨科力學、磁壓電材料力學分析
蔡明俊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Kinematics, Machine Design
顏鴻森 兼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構與機器設計、創造性設計、機械史
方晶晶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虛擬實境與幾何模型、物件導向式設計、電腦軟體研發
王俊志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精密製造系統、光電陶瓷材料加工、機光電系統整合
王逸君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多相流、空蝕理論、水中震波及聲波在醫學工程上之應用
田思齊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系統識別、精密控制、奈米生醫工程
朱銘祥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醫學工程、神經肌肉控制、生醫微機電系統、生物力學
何青原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醫療器材設計、電腦輔助工程、病人特異性建模、三維解剖結構重建
何清政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熱傳學
吳明勳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微能源系統、奈米材料燃燒、微反應流光學量測、內燃機
吳馬丁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系統生物學、數據科學、系統辨識、韌性控制、機器學習、特徵選擇
李永春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實驗固體力學、非破壞性檢測、應力波動學
李驊登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微結構分析、光電材料與無鉛錫銲、電子顯微鏡分析
屈子正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計算固體與破壞力學、微電子元件可靠度分析
林大惠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燃燒科學、技術與工程：能源應用、污染防治、防火安全
林昌進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誤差分析、NC程式、切削、精密量測、刀具研磨
林建宏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智能複材力學、黏彈性力學、微觀力學
林啟倫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醫療器材設計、電腦建模與模擬、病人特異性建模、三維解剖重建
林震銘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精密工程、金屬加工、雷射材料加工
施士塵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光化學與光生物反應、 LED綠能系統、奈米材料與光電特性
洪嘉宏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雷射微奈米加工、雷射金屬積層製造、精密機械製造製程自動化。
張怡玲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破壞力學、分子模擬、奈米材料結構分析、奈米力學
張家源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非線性光學顯微術、適應性光學、光電系統整合開發
張晉愷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奈米光學、微奈米製造技術、光學機構系統
陳元方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數位光測力學、實驗應力分析、微材料結構測試、光學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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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德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非等向性固體力學、壓電力學、壓電致動器技術、能量擷取技術、破壞力學
陳國聲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微機電系統、材料機械性質、引擎結構設計、精密工程
陳寒濤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逆向問題、生物熱傳、電子元件散熱、綠建材設計與檢測
陳嘉元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生醫微機電、微系統製造技術、心血管疾病血液動力學分析、流場可視化
陳鐵城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彈性力學、塑性力學製程殘留應力
曾建洲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流體力學計算、數值分析與預測
游本寧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非線性系統、機器學習、訊號處理、腦波訊號、神經工程、癲癇。
黃才烱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碰撞人偶設計研究,人體動力與運動學,汽車碰撞與安全工程,機械設計
黃聖杰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固力、機械熱流、高分子、IC封裝
楊天祥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熱流科學、波動力學、應用力學、應用數學、半導體製程
楊世宏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侵入式腦機介面、手外骨骼機器、類神經網路
溫昌達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輻射測溫學、電子冷卻、二相流與熱傳
劉至行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有限元素法、結構最佳化設計、結構動力學與振動學、電腦輔助工程分析
劉建聖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精密量測、工具機幾何誤差量測與系統設計、3D光學掃瞄器設計
劉彥辰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自動控制、網路機器人與控制、雲端機器人系統
蔡明祺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伺服控制、馬達設計、機電整合與DSP應用
蔡清元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視覺伺服系統設計控制、智慧型機器人、機電與控制系統
賴新一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精密工程、微系統工程、生命科學
鍾俊輝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切削加工、磨粒加工、振動學、高分子脫臘澆注、電腦輔助製造
鍾震桂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微機電與微製造技術整合、半導體工程、噴墨與真空技術
藍兆杰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撓性機構、機器人、高等動力學
羅裕龍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光纖感測器、微機電系統、精密量測、液晶材料光電特性
蘇演良 專任 機械工程學系 材料表面處理、材料機械性質、材料磨耗、機械材料
王文霞 兼任 歷史學系 希臘史、希臘哲學、希臘思想史、古代教會史 、羅馬史
何培夫 兼任 歷史學系 臺灣史、臺灣古蹟與文物、臺南市古蹟、臺灣碑碣史料、臺灣文化資產
李貴民 兼任 歷史學系 中南半島史
涂永清 兼任 歷史學系 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西洋婦女史
張力 兼任 歷史學系 中國近現代史、美國外交史、檔案研究、口述歷史
陳梅卿 兼任 歷史學系 臺灣史、日本社會文化史
劉靜貞 兼任 歷史學系 宋代社會史、中國婦女史、歷史教育、史學理論
鄭永常 兼任 歷史學系 中越關係史、明史 、東南亞華人史、東南亞史
鄭梓 兼任 歷史學系 戰後臺灣政治發展史、臺灣議會運動史、新聞與大眾傳播學
盧泰康 兼任 歷史學系 主要學術專長為古物研究，並聚焦在文化資產、東西文化交流、臺灣陶瓷等。
蕭瓊瑞 兼任 歷史學系 台灣美術史、藝術史與藝術批評、公共藝術
蘇梅芳 兼任 歷史學系 中國近代史、晚清史
王健文 專任 歷史學系 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先秦思想史
江達智 專任 歷史學系 中國上古史、生命禮俗史
李啟彰 專任 歷史學系 東亞區域史、近代東亞關係史、東亞文化交流史
李鑑慧 專任 歷史學系 歐洲近代史、英國史、西洋史學史、人與動物關係史
林長寬 專任 歷史學系 伊斯蘭文化研究、中東研究、阿拉伯研究、阿拉伯文
翁嘉聲 專任 歷史學系 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史、希臘羅馬古典哲學、早期教會史
張勝柏 專任 歷史學系 生態史、愛爾蘭史
梁秋虹 專任 歷史學系 研究臺灣史為主，包含帝國與殖民、底層社會、日治臺灣女性、視覺文化
許守泯 專任 歷史學系 蒙元史、遼金史
許宏彬 專任 歷史學系 醫療史 、科技史 、臺灣史、STS研究
陳文松 專任 歷史學系 臺灣近代史、殖民政策史
陳玉女 專任 歷史學系 明代社會史、中國佛教史
陳計堯 專任 歷史學系 臺灣史、中國史（明清以來）、商業史、社會經濟史
陳恒安 專任 歷史學系 醫學史、生物科學史
楊尹瑄 專任 歷史學系 西洋藝術史、法國十九世紀藝術史及藝評
董梵 專任 歷史學系 二次大戰時期荷蘭東印度殖民地區人民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反應
蔡幸娟 專任 歷史學系 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婦女研究
謝仕淵 專任 歷史學系 臺灣運動文化史、博物館與公眾歷史、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物質文化史研究
謝美娥 專任 歷史學系 中國史的清史、清代經濟史；臺灣史的清代臺灣史
顧盼 專任 歷史學系 清史、明清經濟史、清代社會文化史、表演藝術
凃宗呈 專任 歷史學系 唐代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史
區曣中 專任 歷史學系 現代科技史
馬薇茜 專任 戲劇碩士學位學程 劇場實務、表演藝術與劇場管理、劇場與文化、行動及行為藝術與社會關懷
胡紫雲 專任 戲劇碩士學位學程 跨領域表演藝術編導、現代戲劇導讀與劇本創作、臺灣劇場與全球化
林素貞 兼任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管理
張祖恩 兼任 環境工程學系 固體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環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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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清光 兼任 環境工程學系 工程統計、水污染防治規劃、水質模式分析
葉宣顯 兼任 環境工程學系 飲用水高級處理程序研究、薄膜程序用於水處理之研究
鄭幸雄 兼任 環境工程學系 給水與廢水生物處理、生物反應器設計、廢水高級處理、環工物理原理
王鴻博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分子/奈米環境技術、綠色能源
朱信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空氣污染、燃燒控制、廢棄物焚化
吳哲宏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工程生物處理、環境微生物學
吳義林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空氣品質監測與分析、空氣污染控制
周佩欣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新興環境微量污染物質偵測與鑑定、環境分析生物試驗法
林心恬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資源管理、循環經濟、綠色設計、生命週期評估、能源工程
林財富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水源中藻類代謝物分析、鑑定與處理、污染場址整治技術
侯文哲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奈米科技、環境光化學、環境奈米化學
張智華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非點源污染、水環境遙測技術
陳必晟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生物與分子生物技術,生物系統數學模式模擬,廢水生物處理
陳𡡶如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新興汙染物於環境中之界面與催化反應、環境新興污染物宿命
黃良銘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生物與分子生物技術、環境微生物生態、廢水生物
黃榮振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生態工程、濕地生態學、人工濕地、固體廢棄物處理、植物污染整治、濕地復育
劉守恒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永續資源工程，潔淨能源技術，環境奈米觸媒，環境電化學
蔡俊鴻 專任 環境工程學系 空氣品質管理策略、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顏秀慧 兼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環境法律、環境管理制度、環境行政與政策
王應然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環境毒物的毒性及致癌機制、癌症化學預防及治療、化學品危害鑑定平台之建立
吳致杰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遺傳統計學、遺傳流行病學、癌症遺傳學、生物統計、組合數學
李俊璋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空氣污染控制、毒物風險評估、食品微量毒物分析、生物偵測、職業與環境衛生
林明彥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氣膠學、工業衛生、環境科學、空氣品質
張志欽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流行病學、分子流行病學、分子致病機轉、奈米毒理
郭浩然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職業醫學、環境衛生、流行病學、生物統計、疾病監控、公共衛生
廖寶琦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疾病與毒物暴露生物指標、蛋白體與代謝體學、質譜分析技術、微量分析化學
劉明毅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毒藥物防治研究、解決臨床中毒、尋找藥物防治中毒
蔡朋枝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環境測定、暴露評估、健康風險評估、工程控制、安全衛生管理
蘇慧貞 專任 環境醫學研究所 環境醫學,生物性氣膠,室內空氣污染,環境與職業衛生,氣候變遷與公共衛生
呂政展 兼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腫瘤分子遺傳學、分子病毒學、腫瘤病毒學、基因調控
江伯敏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幹細胞、病理學
吳怡眞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臨床神經學、神經科學、癲癇學、神經電生理學、經顱直流電刺激
呂佩融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細胞訊息傳遞、分子腫瘤學、神經退化性疾病
沈延盛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腫瘤微環境、腸胃臨床腫瘤學、肝纖維化及肝再生、腸胃道生理學
林聖翔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遺傳流行病學、精神流行病學、臨床醫學統計、巨量資料庫分析
洪澤民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腫瘤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
修臥龍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皮膚醫學、皮膚器官發育、傷口癒合、組織再生
許育祥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細胞激素調控、骨免疫學、抗體新藥研發
陳芃潔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分子遺傳學、基因體醫學
劉秉彥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心臟血管疾病、老化心臟、小動物心臟超音波、心血管藥物研究、腫瘤心臟學
蔡坤哲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神經科學、神經退化性疾病、神經疾病動物模式
蔡曜聲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細胞生物、分子代謝、粒線體醫學、心血管疾病
謝奇璋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免疫學、分子生物、生化學、臨床醫學
蘇文彬 專任 臨床醫學研究所 內科腫瘤、癌症治療藥理學、DNA修復及抗氧化機制、分子抗藥性及臨床應用
林立人 兼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內科醫學/心臟醫學
黃金鼎 兼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藥品動態及代謝
劉柯俊 兼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腫瘤生物學、免疫學、癌症免疫治療
周辰熹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藥物動力學/藥物定量分析/藥物吸收與代謝
洪欣儀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藥物化學、新藥研發
高雅慧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臨床藥學/藥品資訊分析
張惠華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臨床藥學、藥物基因體學
陳登豪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有機化學、材枓化學、孔洞材料、藥物奈米容器
熊彥傑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藥物傳輸系統、藥物動力學、生物醫學材料、再生醫學
歐凰姿 專任 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臨床藥學/藥事經濟學
徐秀雲 兼任 職能治療學系 義肢裝具學、生理疾病職能治療學、日常生活機能再教育
楊琇晴 兼任 職能治療學系 職能治療臨床見習、職能治療臨床實習
劉怡佳 兼任 職能治療學系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職業復健
古佳苓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中風患者職能治療評估與訓練及其磁振腦影像分析
汪翠瀅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心理與認知障礙之理論與職能治療實務、團體設計
林玲伊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兒童職能治療、兒童發展評估、自閉症者家庭調適研究
馬慧英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巴金森氏病人的動作表現、中風病人職能治療、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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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玲慧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社區職能治療、長期照護、質性研究、疾病經驗醫療文化
張雁晴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心理疾病職能治療、精障者復元研究、身心障礙者健康促進
郭立杰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生物力學、人體運動科學、手部治療及研究
陳官琳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兒童職能治療、兒童功能評量及其工具發展
黃百川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中樞神疾患職能治療、社會行為現象與動作復原療效探討、研究方法
黃雅淑 專任 職能治療學系 兒童職能治療、早產兒發展、兒童餵食評估和治療
三村徹郎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植物生理學、植物環境生理、植物分子遺傳
何承訓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藉創造與利用不同的生物感應元深入了解不同營養源的吸收、運送及利用
孫德芬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絨氈層細胞計畫性死亡機制、非生物性逆境下絨氈層計畫性死亡和花粉活性調控
徐麗芬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抗發炎藥用植物之抗( 防) 癌暨代謝產物體學研究
涂世隆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植物逆境及mRNA剪接相關分子機制之探討
陳志毅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Antimicrobial peptides
陳柏仰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次時代高通量基因定序,植物中的DNA甲基化
陳荷明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後轉錄調節在植物防禦路徑的機制和功能
陳逸然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植物訊息胜肽於調控植物防禦反應的角色與機制
葉信宏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植物病毒學、香蕉病毒之研究、蘭花病毒之研究
蔡宜芳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Nitrate Transport
謝明勳 兼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粒線體與葉綠體基因表現的調控,胺基酸的感應與訊息傳導
劉景煌 專任 轉譯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植物生理、植物賀爾蒙
王伯智 兼任 醫學系 皮膚免疫學、職業性皮膚病、皮膚科、接觸性皮膚炎
王志榮 兼任 醫學系 外傷、重症病患營養
王秀美 兼任 醫學系 老年精神醫學
王祈斐 兼任 醫學系 疼痛動物實驗
王博 兼任 醫學系 小兒醫學影像診斷、肌肉骨骼醫學影像診斷、肌肉骨骼介入性治療
王竣令 兼任 醫學系 內科，感染症
史敏秀 兼任 醫學系 斜視、小兒屈光異常及弱視
牟聯瑞 兼任 醫學系 胃腸肝膽疾病
何宗憲 兼任 醫學系 小兒科、感染症、兒童急診醫學、安寧緩和醫學
吳芃逸 兼任 醫學系 產科、胎兒醫學、幹細胞
吳峻賢 兼任 醫學系 生殖內分泌學及不孕症、一般婦產科
吳珮瑩 兼任 醫學系 婦產學科
吳銘斌 兼任 醫學系 婦科及一般婦產科
吳毅晉 兼任 醫學系 病毒性肝炎
呂佳興 兼任 醫學系 放射線診斷學、超音波學
宋碧姍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神經科、腦退化
李文煌 兼任 醫學系 心臟內科、心臟超音波、心導管檢查與介入性治療
李玉雲 兼任 醫學系 皮膚病理
李伯璋 兼任 醫學系 腎臟移植、一般外科、直腸外科
李妍蒨 兼任 醫學系 血液腫瘤、生物統計、meta-analysis
李佳雯 兼任 醫學系 內科學、感染症
李孟智 兼任 醫學系 醫學
李忠勳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急救訓練
李明吉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內科疾病、感染症
李芷婷 兼任 醫學系 預防醫學、初期慢性腎臟病照護網、糖尿病照護網、慢性病照護
李威傑 兼任 醫學系 胃繞道、胃束帶減肥手術、消化外科、乳房外科
李威霆 兼任 醫學系 耳鼻喉科
李政昌 兼任 醫學系 大腸直腸外科、癌症生物學、外科、外科腫瘤學
李政翰 兼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李柏增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心臟醫學，心導管介入治療，心臟電氣生理檢查與心律不整電燒治療
李健明 兼任 醫學系 感染醫學、感染管制學、內科學、臨床微生物學、抗生素管制學、電腦輔助診斷
李國鼎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外科、減重外科、內視鏡外科、胃癌
李嵐婷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精神醫學
李逸文 兼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遺傳診斷學、產前診斷
李碧芳 兼任 醫學系 核子醫學、放射免疫分析、超音波、核子醫學功能影像
李曜洲 兼任 醫學系 外科、整形外科、顯微重建外科
杜威廷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皮膚科、免疫性皮膚疾病、感染性皮膚疾病
杜業豐 兼任 醫學系 糖尿病學、老年糖尿病、連續葡萄糖監測、糖尿病科技運用、內分泌學
沈靜芬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學、小兒感染症、疫苗學與小兒預防接種實務
辛政憲 兼任 醫學系 胃腸肝膽疾病
阮俊能 兼任 醫學系 血管生理、血液透析管路手術、心衰竭、葉克膜等
周偉倪 兼任 醫學系 心肺復健、小兒復健、運動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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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欽 兼任 醫學系 泌尿結石
林中仁 兼任 醫學系 一般麻醉、疼痛醫學、基因治療、脊髓電生理
林永明 兼任 醫學系 男性不孕症暨男性性功能
林永傑 兼任 醫學系 新生兒科、兒童重症加護
林玉珮 兼任 醫學系 家庭醫學，社區醫學，公共衛生
林老生 兼任 醫學系 靜脈曲張切除手術及雷射治療、洗腎動靜脈管手術
林秀娟 兼任 醫學系 兒科新陳代謝/兒科內分泌/遺傳學/醫學倫理學
林劭潔 兼任 醫學系 大腸直腸疾病、大腸直腸癌、肛門疾病、腹腔鏡手術
林其和 兼任 醫學系 小兒科學/新生兒學/醫學教育/兒童重症
林宗彥 兼任 醫學系 男性不孕症、性功能障礙、慢性攝護腺發炎、弗尼爾式壞疽
林威宏 兼任 醫學系 泌尿道感染，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
林政立 兼任 醫學系 一般骨科
林真福 兼任 醫學系 麻醉學、血管生物學、再生醫學
林偉傑 兼任 醫學系 胸腔疾病、重症醫學
林逢嘉 兼任 醫學系 腫瘤學、放射線醫學、放射生物學、放射物質學
林博文 兼任 醫學系 大腸直腸手術及肛門疾病
林毓志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新生兒科/兒童重症/兒童胸腔
林寶彥 兼任 醫學系 先天性、缺血性及瓣膜性心臟病、主動脈手術、周邊血管
邱浩遠 兼任 醫學系 顯微手術、手外科、一般整型美容手術
俞芹英 兼任 醫學系 一般診斷學、神經放射學、磁振造影
姜乃榕 兼任 醫學系 腫瘤醫學、血液學、安寧緩和醫學、內科學
姚博琳 兼任 醫學系 更年期醫學及一般婦產科
姚維仁 兼任 醫學系 正子造影、核醫影像、核醫治療、超音波、放射免疫分析
施欣怡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內科、感染症、國際衛生、公共衛生、老年醫學
施俊偉 兼任 醫學系 小兒外科、小兒肝膽及消化外科
洪元斌 兼任 醫學系 內科學、感染症學、腸胃道感染
洪明原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
洪煒斌 兼任 醫學系 失智症、神經退化疾病、睡眠障礙
洪嘉鴻 兼任 醫學系 視網膜病變
洪晧彰 兼任 醫學系 糖尿病, 甲狀腺疾病及其他內分泌新陳代謝疾病
紀美宏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精神醫學
胡哲源 兼任 醫學系 泌尿學科、泌尿道腫瘤、腹腔鏡及達文西手術
胡祐寧 兼任 醫學系 成人心臟手術,瓣膜修補手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體外膜維生氧合系統
孫子傑 兼任 醫學系 家庭醫學、社區醫學、骨質疏鬆、肥胖醫學、預防保健、慢性病防治
孫健耀 兼任 醫學系 內科學、老年醫學、腎臟醫學
翁孟玉 兼任 醫學系 類風濕性關節炎及紅斑性狼瘡等自體免疫疾病
馬宜君 兼任 醫學系 急難救助醫學、急診精神醫學
常慧如 兼任 醫學系 針對胰臟癌、肝癌的多科整合治療臨床試驗
康琳 兼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胎兒醫學科、產前檢查、乳房保健
張尹凡 兼任 醫學系 家庭醫學、旅遊醫學、骨質疏鬆症
張立人 兼任 醫學系 燒傷、創傷治療及重建、手外科(外傷修復及重建)
張光裕 兼任 醫學系 Medical Oncology
張志偉 兼任 醫學系 一般骨科、運動醫學
張育誌 兼任 醫學系 腎臟醫學、免疫醫學、慢性腎臟病風險因子探討
張建成 兼任 醫學系 泌尿結石
張家銘 兼任 醫學系 胸腔及食道有關之外科疾病
張展旗 兼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頭頸腫瘤科
張峰銘 兼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產科學、母胎醫學、胎兒醫學科、高危險妊娠
張秦松 兼任 醫學系 家庭醫學、肥胖醫學、臨床醫學、老人醫學
張勝勛 兼任 醫學系 腎臟移植、一般外科、消化外科、移植免疫、腎臟移植、腎臟缺血再灌流損傷
張智仁 兼任 醫學系 肥胖醫學、新陳代謝、家庭醫學、流行病學、老年醫學
張瑞昇 兼任 醫學系 醫學影像
張嘉倩 兼任 醫學系 英文教學、口譯、筆譯
張漢煜 兼任 醫學系 胸腔疾病診治
張維倫 兼任 醫學系 幽門桿菌之診治、食道癌及胃癌之篩檢與防治、內視鏡超音波
張維紘 兼任 醫學系 精神影像學、腦刺激術、老人精神醫學
張獻元 兼任 醫學系 心臟內科、心臟介入專科、肺栓塞治療、心毒性研究
莊仁賓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外科 大腸直腸外科 臨床營養學 移植免疫學
莊明宗 兼任 醫學系 神經放射學/磁振造影
莊喬雄 兼任 醫學系 上消化道癌的預防與早期診斷、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流
莊曉婷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婦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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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主聘單位 學術專長及研究
許以霖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外傷醫學、毒化災、災難醫學、國際醫療
許志新 兼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許明隆 兼任 醫學系 皮癬菌感染、頭癬、脂漏性皮膚炎、醫學資訊整合
許哲嘉 兼任 醫學系 一般骨科、創傷骨科、關節重建、脊椎骨科
許凱熙 兼任 醫學系 各種外科急症、乳房腫塊、腹部腫瘤等腹內器官手術
許朝欽 兼任 醫學系 生殖內分泌學及不孕症、一般婦產科
許雅婷 兼任 醫學系 血液學
許碩恩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精神科、老年精神科
連振東 兼任 醫學系 醫學影像
連偉志 兼任 醫學系 復健醫學,電生理診斷(肌電圖),癌症復健,老人復健
郭欣瑜 兼任 醫學系 小腸內視鏡，膠囊內視鏡
郭德輝 兼任 醫學系 高血壓、糖尿病、腎臟及泌尿道感染、腎臟炎
郭鴻璋 兼任 醫學系 生殖內分泌學及不孕症、一般婦產科
陳立宗 兼任 醫學系 癌症研究及臨床試驗
陳沛吟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內科、內分泌及糖尿病專科
陳尚鴻 兼任 醫學系 血液腫瘤疾病、安寧療護
陳俐文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兒科學、小兒神經學、兒童重症
陳俞沛 兼任 醫學系 中醫、針灸、醫療法律、保險
陳冠文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毒物學、腎臟醫學、內科學
陳威穎 兼任 醫學系 胃腸道學、肝膽科學
陳建升 兼任 醫學系 泌尿道疾病
陳柏升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內科、心臟內科、重症醫學
陳柏全 兼任 醫學系 大腸直腸外科、腹腔鏡手術
陳炯睿 兼任 醫學系 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疾、肺炎及肺功能測試
陳若佟 兼任 醫學系 復健醫學、電生理診斷（肌電圖）、疼痛醫學
陳雅萍 兼任 醫學系 血液腫瘤疾病
陳儒逸 兼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陸汝斌 兼任 醫學系 精神醫學、精神藥物學、生物精神醫學、分子遺傳學
曾惠仁 兼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耳科
曾順輝 兼任 醫學系 眼角膜疾病及角膜移植
程琡敏 兼任 醫學系 復健醫學、小兒復健、乳癌術後復健、肌肉骨骼超音波
程盟夫 兼任 醫學系 急性腎臟感染、慢性腎病、腹膜透析
黃于芳 兼任 醫學系 婦科學、婦癌學、婦產科學、婦科腫瘤
黃文柱 兼任 醫學系 巴金森氏病及其他動作障礙疾病
黃正池 兼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頭頸腫瘤外科
黃奕勛 兼任 醫學系 眼科、眼角膜疾病、糖尿病眼病變
黃致遠 兼任 醫學系 外科學 神經外科 神經急重症 頭部創傷
黃茂雄 兼任 醫學系 復健醫學、骨骼肌肉復健
黃振茂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家庭醫學
黃國恩 兼任 醫學系 生殖內分泌學及不孕症、一般婦產科
黃國淵 兼任 醫學系 脊椎骨科、一般骨科、骨質疏鬆
黃基彰 兼任 醫學系 內科學、老年醫學
黃敏信 兼任 醫學系 重症醫學，呼吸治療，胸部影像判讀、醫學資訊學
黃莉婷 兼任 醫學系 胸腔/心血管放射線學
楊思雋 兼任 醫學系 胸腔感染症及肺部腫瘤, 慢性咳嗽, 呼吸困難暨氣喘
楊登棋 兼任 醫學系 老年醫學、老年學、腎臟醫學
楊曉白 兼任 醫學系 輸血醫學、小兒病理
溫日昇 兼任 醫學系 洗腎用廔管、腳部靜脈曲張及其他血管手術、外科重症照護
葉永祥 兼任 醫學系 內分泌新陳代謝疾病
葉宗烈 兼任 醫學系 臨床醫學、老年醫學、精神醫學、自律神經功能
葉裕民 兼任 醫學系 血液腫瘤疾病
詹世鴻 兼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賈書悌 兼任 醫學系 新生兒及兒童先天性畸形手術，腹腔鏡手術，短腸症、 先天性巨結腸症基因
趙盈瑞 兼任 醫學系 內視鏡外科、消化系外科
劉志鴻 兼任 醫學系 生殖內分泌學及不孕症、一般婦產科
劉明道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婦產科
劉信良 兼任 醫學系 腎臟病學
劉彥青 兼任 醫學系 小兒屈光異常及弱視
劉展榮 兼任 醫學系 一般泌尿學、尿路結石、泌尿內視鏡手術
歐芷瑩 兼任 醫學系 一般內科學、慢性咳嗽、呼吸困難暨氣喘、胸腔感染症及肺部腫瘤診斷
潘咸安 兼任 醫學系 生殖內分泌學及不孕症、一般婦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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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同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神經學、神經眼科學、神經耳科學
蔡孟達 兼任 醫學系 成人心臟手術、主動脈手術、 周邊血管手術 血管腔內治療
蔡明哲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創傷醫療、EMS、流行病學
蔡郁清 兼任 醫學系 胃腸道、肝、膽、胰臟引起之疾病
蔡慧珍 兼任 醫學系 白血病淋巴瘤診斷治療、腫瘤治療、癌症治療
鄭莉莉 兼任 醫學系 胸腔/乳房放射學
鄭凱比 兼任 醫學系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學
鄭斌男 兼任 醫學系 病毒性肝炎、肝腫瘤
鄭裕生 兼任 醫學系 一般泌尿科學，男性性功能障礙，男性不孕症
鄭鴻琳 兼任 醫學系 小兒泌尿科
鄧正鎧 兼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蕭鴻宗 兼任 醫學系 麻醉學、重症醫學、疼痛動物研究
戴大為 兼任 醫學系 一般骨科
戴世煌 兼任 醫學系 腦瘤、脊椎手術、下背痛、頭部外傷、頸椎外傷、腕隧道症候群
薛元毓 兼任 醫學系 整形外科、頭頸部顯微重建、手外科、脂肪幹細胞
薛尉廷 兼任 醫學系 血液癌症,內分泌癌,乳癌,泌尿道腫瘤,頭頸部腫瘤,婦癌放射治療,蟹足腫
謝至嘉 兼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
謝志成 兼任 醫學系 重症醫學、重症安寧、心臟內科
謝志強 兼任 醫學系 放射線診斷學、泌尿系統放射線學、骨骼肌肉放射線學、磁振造影、超音波
謝嘉興 兼任 醫學系 泌尿科學、分子生物學、基因治療
鍾為邦 兼任 醫學系 腫瘤學(次分科：乳癌)、血液學、安寧療護
韓誠一 兼任 醫學系 一般精神醫學
顏亦廷 兼任 醫學系 胸腔外科
顏經洲 兼任 醫學系 臨床微生物學、臨床病理、外科病理
羅傳堯 兼任 醫學系 主動脈瘤、剝離手術和研究、心臟移植及心室輔助器植入術與抗排斥藥物動力學
蘇世斌 兼任 醫學系 職業醫學、公共衛生學、家庭醫學、毒理學
蘇柏嵐 兼任 醫學系 一般胸腔醫學、胸腔腫瘤學、介入性支氣管鏡、重症醫學、睡眠醫學
蘇美慈 兼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遺傳診斷學、產前診斷、遺傳諮詢
方深毅 專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鼻科
方詩元 專任 醫學系 麻醉、疼痛
王世敏 專任 醫學系 正子造影、核子醫學影像、核子醫學治療、放射免疫分析
王秀雲 專任 醫學系 近代醫療史、科學史、台灣戰後醫療史、性別研究
王玠能 專任 醫學系 兒童心臟學、兒童急救加護學、兒童胸腔學、一般兒科學
王亮超 專任 醫學系 神經外科、脊椎神經外科、重症醫學
王姿云 專任 醫學系 成人精神醫學、憂鬱症、焦慮症、精神分裂症
王建國 專任 醫學系 骨骼/介入性放射學
王崇任 專任 醫學系 發炎性關節炎疾病學、全身紅斑性狼瘡等自體免疫疾病學
王德華 專任 醫學系 轉譯醫學、光生物學、癌症、乾癬、傷口癒合、異常疤痕
甘宗旦 專任 醫學系 先天性、缺血性及瓣膜性心臟病、主動脈手術、周邊血管
白明奇 專任 醫學系 臨床神經學、失智症、醫學人文、認知與行為神經學
石明人 專任 醫學系 日本文化人類學、媒體研究
何中良 專任 醫學系 婦科病理、細胞生物學、腫瘤分子檢驗
何月仁 專任 醫學系 抗生素抗藥性機轉、B型鏈球菌致病機轉及生物膜之研究
吳沅樺 專任 醫學系 頭頸部、骨盆腔腫瘤治療
吳孟興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生殖內分泌、更年期醫療、不孕症
吳泓璁 專任 醫學系 代謝生理學、肥胖醫學、轉譯醫學、藥理學
吳俊良 專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耳科、小兒耳鼻喉科
吳俊明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小兒心臟/兒童心律不整/兒童急、重症
吳政龍 專任 醫學系 職業傷病通報系統、環境重金屬污染之致癌性危害
吳柏廷 專任 醫學系 創傷骨科、手外科、微創骨折固定手術及人工關節置換、肌肉骨骼關節治療
吳晉祥 專任 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預防醫學
宋俊明 專任 醫學系 腎臟病、尿毒症、病態生理學、臨床醫學及電解質不平衡
李宜堅 專任 醫學系 腦瘤、腦血管瘤、脊椎手術、下背痛、頭部脊椎外傷
李忠達 專任 醫學系 胃腸病理、外科病理
李怡慧 專任 醫學系 精神醫療、精神生理學、生物精神醫學
李南瑤 專任 醫學系 感染疾病、抗生素治療、性病、感染管制
李貽恒 專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李經維 專任 醫學系 五官修整美容、乳房重建
杜伊芳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兒科學,小兒神經科,兒童重症醫學,兒童急診醫學
辛致煒 專任 醫學系 寄生蟲學;蛋白質工程與應用
周振陽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婦科學、婦癌學、婦科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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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楠華 專任 醫學系 泌尿科病理、免疫診斷
官大紳 專任 醫學系 復健醫學、脊髓損傷復健、老年復健、肉毒桿菌毒素注射
林志勝 專任 醫學系 臨床神經學、臨床神經生理學、神經臨床診斷學
林志豪 專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災難醫學
林宙晴 專任 醫學系 大腦電腦介面、神經義肢、復健機器人和神經再生
林威辰 專任 醫學系 寄生蟲學、系統生物學
林建中 專任 醫學系 胸腔醫學、胸腔腫瘤學
林政佑 專任 醫學系 耳鼻喉相關職業傷病鑑定、職業相關睡眠醫學研究
林啟禎 專任 醫學系 一般骨科、小兒骨科、運動傷害、醫學工程
林裕晴 專任 醫學系 復健醫學、兒童復健、職業醫學
林毅志 專任 醫學系 肝癌、肝臟手術、肝臟移植
林錫璋 專任 醫學系 胃腸肝膽疾病
林鵬展 專任 醫學系 腫瘤學(大腸直腸癌、肺癌、乳癌等治療)、安寧療護
邱元佑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小兒腎臟、兒童急症
邱南津 專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感染症學、小兒科學
柯文謙 專任 醫學系 預防保健、流行病學、家庭醫學、社區醫學、實證醫學
洪崇傑 專任 醫學系 內分泌科(甲狀腺、副甲狀腺、腎臟腺)
紀志賢 專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心肺復甦研究、遠距醫療、消化道急症
唐一清 專任 醫學系 神經泌尿學、婦兒泌尿學
孫苑庭 專任 醫學系 臨床神經學、神經科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
徐祥清 專任 醫學系 急診醫學、模擬教育、醫學教育、職業醫學
徐慧萍 專任 醫學系 一般骨科、骨骼關節肌肉系統生長發育退化病變
張孔昭 專任 醫學系 血液病理、外科病理、臨床病理
張定宗 專任 醫學系 胃腸肝膽疾病、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腫瘤
張珍 專任 醫學系 解剖病理
張家銘 專任 醫學系 老年醫學、感染症、慢性疾病與長期照護
張義昇 專任 醫學系 視網膜和眼神經疾病之基因治療、白內障手術之基礎研究
張烱心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產科學、母胎醫學
莊佳璋 專任 醫學系 急重症醫學、微生物免疫學、醫學倫理、災難醫學
許耿福 專任 醫學系 腫瘤醫學、婦產醫學、基因治療
許釗凱 專任 醫學系 皮膚病理、蟹足腫異位性皮膚炎、皮膚生物力學研究
許博翔 專任 醫學系 胃腸肝膽疾病
許聖民 專任 醫學系 眼科學、視網膜玻璃體、葡萄膜炎。
郭保麟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遺傳診斷學、產前診斷及遺傳諮詢
郭耀昌 專任 醫學系 職業醫學、流行病學、急重症與胸腔醫學、ACLS教育
郭耀隆 專任 醫學系 整形外科、乳癌手術及治療、乳房外科、乳房重建
陳志弘 專任 醫學系 急性中風治療、腦血管疾病
陳昌文 專任 醫學系 胸腔疾病
陳建旭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小兒血液腫瘤/小兒造血幹細胞移植
陳柏齡 專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陳炯瑜 專任 醫學系 胃腸肝膽疾病
陳海雯 專任 醫學系 乳癌、小兒癌症、肺癌、婦科腫瘤
陳高欽 專任 醫學系 一般精神科、社區精神醫學
陳彩雲 專任 醫學系 血液性疾病、幹細胞移植凝血、血栓、腫瘤等治療與諮詢
陳琮琳 專任 醫學系 一般整形外科、急性灼傷疤痕照護及攀縮重建
陳毓宏 專任 醫學系 物理化學、雷射光譜學、奈米生醫材料
曾堯麟 專任 醫學系 胸腺腫瘤、異種移植、腐蝕性消化道灼傷、肺移植
曾進忠 專任 醫學系 急性腎臟感染、慢性腎病、腹膜透析
曾稼志 專任 醫學系 麻醉學；心臟血管麻醉
曾懷萱 專任 醫學系 早期精神病之病理機轉與防治
游振祥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產科學、母胎醫學、胎兒醫學科、高危險妊娠
黃于玲 專任 醫學系 醫療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科技與社會、性別社會學、發展與全球化
黃朝慶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小兒神經
黃欽威 專任 醫學系 一般神經科疾病、癲癇
黃福進 專任 醫學系 眼角膜疾病及上皮鱗狀細胞腫瘤研究、乾眼症研究
黃鶴翔 專任 醫學系 腎臟生理學、尿路結石、醫學相關法律、行政法
楊文宏 專任 醫學系 泌尿道腫瘤
楊宜青 專任 醫學系 感染疾病、抗生素治療、感染管制
楊朝鈞 專任 醫學系 禿髮疾病、毛囊再生、表皮幹細胞及皮下脂肪研究
楊燿榮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小兒腸胃科/感染症/兒童重症
趙庭興 專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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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秋 專任 醫學系 皮膚學、皮膚外科、小兒皮膚科、分子生物學、美容醫學
劉益勝 專任 醫學系 介入性放射線學
劉清泉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小兒科、兒童感染症、兒童急症、兒童重症
劉嚴文 專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歐弘毅 專任 醫學系 糖尿病、肥胖症、骨質疏鬆、甲狀腺疾病
歐建慧 專任 醫學系 一般泌尿科、專攻於泌尿道腹腔鏡手術
潘信誠 專任 醫學系 一般整形外科、問題傷口處理、高壓氧治療
蔡弘文 專任 醫學系 肝臟病理、外科病理、心臟病理、血庫
蔡宏名 專任 醫學系 胃腸/介入性放射學
蔡育賢 專任 醫學系 泌尿道腫瘤
蔡依珊 專任 醫學系 心血管/小兒放射學
蔡佩穎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母胎醫學、胎兒醫學科、高危險妊娠
蔡孟哲 專任 醫學系 青少年醫學、內分泌學、遺傳學、新陳代謝學、兒科學
蔡惟全 專任 醫學系 心臟血管急重症學、超音波心圖學、診斷治療性心導管術
蔡森田 專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頭頸腫瘤科
鄭修琦 專任 醫學系 一般內科疾病、胃腸肝膽疾病
鄭雅敏 專任 醫學系 婦產科學、婦科學、婦癌學、婦科腫瘤
盧豐華 專任 醫學系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流行病學、社區醫學
蕭振仁 專任 醫學系 一般耳鼻喉科、頭頸腫瘤科
賴吾為 專任 醫學系 臨床醫學、胸腔外科(肺癌、食道癌、縱膈腔腫瘤等)
賴昭翰 專任 醫學系 外科重症照護、心血管外科、血管生物學
謝式洲 專任 醫學系 一般整形外科、顯微重建手術、美容手術
顏家瑞 專任 醫學系 血液疾病、腫瘤治療、腸胃道腫瘤治療、頭頸癌治療
蘇五洲 專任 醫學系 血液腫瘤疾病、腫瘤抗藥性、細胞激素訊息傳遞
蘇維仁 專任 醫學系 肩關節鏡手術、膝關節鏡手術、運動傷害、一般骨科
王士豪 專任 醫學資訊研究所 超音波訊號及影像系統、定量鑑別生物組織與材料、生醫電子與儀表
吳明龍 專任 醫學資訊研究所 生醫影像處理、平行計算、核磁共振影像成像技術、大腦功能性磁振造影
梁勝富 專任 醫學資訊研究所 智慧型科技及應用、神經認知腦機界面、生醫訊號處理、可攜式嵌入式系統
賀保羅 專任 醫學資訊研究所 Data Analysis
楊中平 專任 醫學資訊研究所 車輛遠程訊息處理、即時嵌入式系統、多核心系統軟體
王雅芳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病毒學、臨床病毒學、實驗動物學
王雅惠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臨床血庫學
林韋伶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臨床生化學、血管生物學
林尊湄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臨床血液學、血管生物學、感染與發炎
莊詠鈞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免疫學、抗體工程
陳怡伶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分子診斷、臨床血清免疫學
黃偉倫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醫學技術
蔡慧頻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臨床病毒學、開發病毒核酸新檢驗項目之評估、病毒抗藥性機轉之研究
謝淑珠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氧化傷害、代謝質體學、臨床生化學
龔彥樺 兼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臨床病毒學
王貞仁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臨床病毒學、病毒學
阮振維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微生物體學(Microbiome)、腸道細菌與免疫學、肥胖與代謝疾病
徐麗君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免疫學、癌症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細胞訊息傳遞
張權發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醣質體學、醣生物學、醣質薄膜晶片
陳百昇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腫瘤生物學、微核糖核酸學、癌症分子治療
傅子芳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葉酸及相關酵素與疾病研究、斑馬魚模式之建立
黃珍語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多潛能幹細胞分化心肌與心血管細胞分化與成熟機
黃暉升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癌症分子醫學、自由基醫學
黃溫雅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分子診斷、遺傳學、癌症發生學、血液學
楊孔嘉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肝炎病毒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臨床血液與鏡檢學
葉才明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感染與免疫、臨床血清免疫
蔡佩珍 專任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感染免疫學、疾病動物模式、分子影像醫學
劉梅琴 兼任 藝術研究所 美術史、文藝理論、美學
戴文鋒 兼任 藝術研究所 臺灣史、臺灣民間信仰、民俗學、臺灣民俗、臺灣文化資產等
王雅倫 專任 藝術研究所 當代藝術理論、影像美學、視覺文化
朱芳慧 專任 藝術研究所 戲劇學、戲曲
吳奕芳 專任 藝術研究所 藝術學、西洋美術史
施德玉 專任 藝術研究所 中國音樂、戲曲音樂
陳佳彬 專任 藝術研究所 中國戲曲、中西戲劇、文物保存與數位典藏
楊金峯 專任 藝術研究所 音樂理論、系統音樂學理論、音樂分析、音樂符號學
張文昌 兼任 藥理學研究所 前列腺素生物活性、基因轉錄調控及生物訊息傳遞研究



姓名

專兼

任 主聘單位 學術專長及研究
王憶卿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分子癌生物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突變學原理
呂增宏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表皮纖維細胞修補及控制、細胞生長分裂、癌化異常研究
沈孟儒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婦科腫瘤致癌機制的研究、細胞生理學
姜學誠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神經退化性疾病、細胞生理學
張雋曦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發展新穎抗癌藥物及研究癌細胞抗藥性之機制
許桂森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學習及記憶之分子機制及頑固型癲癇之成因研究
陳炳焜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腫瘤生物學、癌轉移、腫瘤抗藥性、基因調控
陳韻雯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學、細胞訊息傳遞、腎臟發育學和糖尿病腎病變
蕭雅心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神經科學、神經退化性疾病、學習與記憶、神經藥理學
簡伯武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中樞神經藥理/抗癲癇藥之作用研究/電氣生理學
簡偉明 專任 藥理學研究所 抗體在定量分析中的應用、花生四烯酸代謝物的研究
余蕙宏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吳天賞 兼任 藥學系 藥物化學、天然物化學
吳玉琴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吳律萱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藥物治療學、調劑學
吳曉卉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藥物流行病學
宋國峻 兼任 藥學系 控釋製劑學、生物藥劑學、物理藥劑學、工業藥學
李惠娟 兼任 藥學系 藥品不良反應通報作業、藥品諮詢
那世明 兼任 藥學系 藥物研究
林子傑 兼任 藥學系 Clinical Pharmacy
林文亮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林妏娟 兼任 藥學系 藥事照護、藥品諮詢、病患衛教
林素真 兼任 藥學系 資料分析/藥物臨床設計
林嘉音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邱怡玲 兼任 藥學系 藥事照護、藥物食品管理
施景耀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藥物動力學
翁紹華 兼任 藥學系 有機合成、藥物化學、超分子化學
高淑敏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張慧真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許美英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郭士禎 兼任 藥學系 藥物研究
陳本忠 兼任 藥學系 製藥法規
陳益昇 兼任 藥學系 台灣產植物化學成分及其活性之研究
陳儒伶 兼任 藥學系 藥學
曾纓閔 兼任 藥學系 藥事照護、藥事服務
黃千惠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實證醫學、腎臟醫學
葉鳳英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鄒倫 兼任 藥學系 藥物設計與開發、有機合成、化學生物學
劉主成 兼任 藥學系 藥劑學、工業藥學
蔡耿彰 兼任 藥學系 小分子藥物設計、抗體藥物研發和結構生物學
鄭清鳳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事服務、臨床試驗藥品管理
鄭靜玲 兼任 藥學系 生物藥劑學、藥物動力學、藥物分析
蕭美玲 兼任 藥學系 藥事行政
戴淑華 兼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
謝鎮陽 兼任 藥學系 次級資料研究、腦中風
王明誠 專任 藥學系 內科醫學/腎臟醫學
林少紅 專任 藥學系 天然物化學、藥物分析、生藥暨中藥學
郭賓崇 專任 藥學系 天然物化學、藥物分析、新藥研發
蔡瑞真 專任 藥學系 生物藥劑學/經皮吸收/藥品生體輸送/皮膚障壁功能
鄭靜蘭 專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藥物流行病學
賴嘉鎮 專任 藥學系 臨床藥學、藥物流行病學
王新台 兼任 護理學系 生物統計、流行病學方法、老年社區衛生醫療
王維芳 兼任 護理學系 成人護理、急重症、護理行政、臨床教學、生命倫理
李達雅 兼任 護理學系 臨床護理學、公共衛生、針灸推拿、護理與助產
胡芳文 兼任 護理學系 成人護理、高齡照護
馬先芝 兼任 護理學系 成人護理、醫院管理、感染管制
郭素娥 兼任 護理學系 腸胃、內外科營養照顧、飲食設計
郭雪敏 兼任 護理學系 成人護理、護理行政
陳宜彣 兼任 護理學系 兒科護理、兒童虐待
陳清惠 兼任 護理學系 老人護理學、護理倫理、靈性護理、保健行為
陳嬿今 兼任 護理學系 成人內外科護理、睡眠醫學及護理、實證護理、巨量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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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珍 兼任 護理學系 外科護理、護理行政
葉莉莉 兼任 護理學系 社區護理、長期照護、健康促進
鄭雅方 兼任 護理學系 產科護理、母乳哺餵
鄭潔 兼任 護理學系 精神衛生護理
蕭照彬 兼任 護理學系 腫瘤護理學、護理症狀管理、轉譯研究
謝曉燕 兼任 護理學系 成人內外科護理、重症護理、護理行政、身體檢查與評估
方素瓔 專任 護理學系 癌症照護、乳癌婦女、身體心像、治療決策、成人外科護理、傷口護理
王琪珍 專任 護理學系 社區護理、健康促進行為、社區身心障礙者照護
王靜枝 專任 護理學系 社區護理與運用輔療於老年照護、特別專精於失智症
李佳桂 專任 護理學系 健康行為、健康促進、自我認知、青少年健康
李歡芳 專任 護理學系 護理行政、成人護理、實證護理、量性研究
林梅鳳 專任 護理學系 音樂治療、自殺主題研究、癌症心理與社會議題研究
林靜蘭 專任 護理學系 嚴重精神病患及其家屬照護、精神衛生護理、民眾心理健康及高風險群體照護
柯乃熒 專任 護理學系 愛滋病、婦女健康、性別研究
洪筱瑩 專任 護理學系 母嬰健康照護、高危險妊娠、孕期壓力、量表發展
高綺吟 專任 護理學系 腫瘤護理、安寧緩和醫療護理、臨床試驗
張文芸 專任 護理學系 成人老人暨失智照護、復健暨長期照護、醫護英語
許玉雲 專任 護理學系 產科護理、青少年及婦女照護、HPV疾病與婦癌照護
陳幸眉 專任 護理學系 自我照顧、心臟衰竭、睡眠、憂鬱、生活品質、重症護理
陳靜敏 專任 護理學系 社區護理、老人護理、婦女健康、健康政策、社區健康
馮瑞鶯 專任 護理學系 兒童虐待、兒童心理創傷、家庭暴力、測量工具、災難護理
黃美智 專任 護理學系 遺傳護理、兒科護理、生命倫理、文化照護、早產兒家庭照護、兒童癌症護理
賴維淑 專任 護理學系 安寧療護、哀傷撫慰、舒適護理、生命倫理
顏妙芬 專任 護理學系 腎臟病人照護、人力與病患成果、量表發展及測試
張心怡 專任 護理學系 兒科護理、兒童虐待、兒時創傷與療癒
葉公鼎 兼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賽會經營管理、運動休閒產業及經營管理
王苓華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生物力學、人體動作分析、養生運動
王駿濠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與競技運動心理學、運動心生理學、運動生理學
周學雯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休閒行為與研究、高齡學、運動管理、游泳
林麗娟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健康體能及運動訓練法、健康促進及社區健康
邱宏達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器材功能設計、運動科學實務
馬上鈞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運動賽會管理、休閒行為、網球運動研究
黃滄海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物理性刺激與骨骼代謝之相關研究、營養
蔡佳良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適應體育、認知神經、動作科學、運動保健
鄭匡佑 專任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動力學、動態模擬與最佳化、運動生物力學
鄭泗滄 兼任 工學院 衝擊力學；複合材料；微型系統；結構監控；複材修補
吳文騰 專任 工學院 程序控制、生化工程
蔡明田 專任 工學院 企業政策、技術策略分析、科技行銷、國際行銷、行銷策略、企業診斷與分析
蕭錦翠 專任 文學院 華語教學
張勝博 兼任 理學院 光電半導體、奈米光電
許瑞芬 兼任 理學院 理學
黃志旭 兼任 理學院 機械工程
林正章 兼任 管理學院 全球運籌管理、物流業經營與管理、網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