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別 教師 E-mail 分機

郭0麟 ylkylk@yahoo.com.tw ****

蔡0道 adaw2518@mail.cmu.edu.tw 北港附醫1301

呂0文 prorna@mail.cmu.edu.tw 3207

楊0媚 kd2624@yahoo.com.tw 北港附醫2611

吳0瑞 crw@mail.cmu.edu.tw 5507

張0德 wtchang@mail.cmu.edu.tw 5203

張0勳 yschang@mail.cmu.edu.tw 5502

郭0麟 clkuo@mail.cmu.edu.tw 5202

彭0煌 whpeng@mail.cmu.edu.tw 5505

李0修 leemengshiou@mail.cmu.edu.tw 5208

林0昆 linmk@mail.cmu.edu.tw 5212

柯0仁 jamesko@mail.cmu.edu.tw 5516

黃0琪 hchuang@mail.cmu.edu.tw 5211、5709

趙0 jungchao@mail.cmu.edu.tw 5209、5119

李0修 leemengshiou@mail.cmu.edu.tw 5208

林0昆 linmk@mail.cmu.edu.tw 5212

柯0仁 jamesko@mail.cmu.edu.tw 5516

張0德 wtchang@mail.cmu.edu.tw 5203

黃0琪 hchuang@mail.cmu.edu.tw 5211、5709

趙0 jungchao@mail.cmu.edu.tw 5209、5119

吳0景 wucc@mail.cmu.edu.tw 6115

吳0鴦 fywu@mail.cmu.edu.tw 6110

王0筠 rywang@mail.cmu.edu.tw 6116

王0儀 ericwang@mail.cmu.edu.tw 6313

張0元 tychang@mail.cmu.edu.tw 6203

生物科技學簡介 林0昆 linmk@mail.cmu.edu.tw 5212

連0城 jclien@mail.cmu.edu.tw 5607

趙0華 chchao@mail.cmu.edu.tw 5157

周0杰 shenchieh.chou@gmail.com 8108

陳0榮 cjchen@mail.cmu.edu.tw 1542

鮑0穎 bao@mail.cmu.edu.tw 5126

余0志 ccyu@mail.cmu.edu.tw 5113

林0章 huichang@mail.cmu.edu.tw 5612、5613

陸0齡 lutl@mail.cmu.edu.tw 5703

謝0凔 lutl@mail.cmu.edu.tw 5703

呂0蕙 yuhueiliu@mail.cmu.edu.tw 2044

李0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李0琴 hong@mail.cmu.edu.tw 5128、5129

林0裕 geant@mail.cmu.edu.tw 8108

廖0君 ljc@mail.cmu.edu.tw 5152

中醫學概論(B)

公共衛生生涯規劃(一）

中醫學概論(A)

中草藥研發概論

中草藥應用導論

中藥概論

生物學實驗(B)

生物學(A-1)

生物學實驗(A-1)

  台中總機：(04)22053366    台中附醫：(04)22062121

  北港校區：(05)7833039    北港附醫：(05)7837901

公共衛生學

mailto:kd2624@yahoo.com.tw
mailto:tychang@mail.cmu.edu.tw


陳0周 fjchen@mail.cmu.edu.tw 3503

黃0雯 wwhuang@mail.cmu.edu.tw 2527

徐0曼 yuanmh@mail.cmu.edu.tw 2503

魏0德 tdway@mail.cmu.edu.tw 2509

林0華 linjh@mail.cmu.edu.tw 2513

李0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高0欽 mckao@mail.cmu.edu.tw 2206

周0杰 shenchieh.chou@gmail.com 8108

李0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黃0雯 wwhuang@mail.cmu.edu.tw 2527

蔡0偉 tsaijw@mail.cmu.edu.tw 8103

魏0德 tdway@mail.cmu.edu.tw 2509

余0如 yuyuju.tw@yahoo.com.tw 北港附醫1194

呂0華 shuhua@mail.cmu.edu.tw 7133

李0箴 rubylee@mail.cmu.edu.tw 7102

陳0麗 lily@mail.cmu.edu.tw 7109

鄭0芬 feny@mail.cmu.edu.tw 7118

王0喬 hcwang@mail.cmu.edu.tw 7131

馬0芬 lhdaisy@mail.cmu.edu.tw 7107

黃0琪 lichi@mail.cmu.edu.tw 7120

葉0裴 tzupeiyeh@mail.cmu.edu.tw 7111

羅0 chyilo@mail.cmu.edu.tw 7115

鄧0貴 tengyk@mail.cmu.edu.tw 7132

曾0楨 htseng@mail.cmu.edu.tw 7110

施0欣 hhshih@mail.cmu.edu.tw 7105

曾0玲 yalingt22@mail.cmu.edu.tw 7100、7112

田0 t6719@mail.cmuh.org.tw 台中附醫1202

吳0瑩 yyw@mail.cmu.edu.tw 7228

林0文 cwlin@mail.cmu.edu.tw 7210

姜0人 cjchiang@mail.cmu.edu.tw  7227

張0銍 yichih@mail.cmu.edu.tw 7209

莊0媛 jychuang@mail.cmu.edu.tw  7213、7222

陳0賢 cch2288@yahoo.com.tw  7205

蘇0綺 t13842@mail.cmu.edu.tw ****

石0榮 chshyr@mail.cmu.edu.tw 7514

莊0媛 jychuang@mail.cmu.edu.tw  7213

有機化學(A) 李0琳 chlilee@mail.cmu.edu.tw 5806

有機化學(B-1) 吳0生 cswu@mail.cmu.edu.tw 5305

有機化學(C) 翁0富 ffwong@mail.cmu.edu.tw 5603

林0章 huichang@mail.cmu.edu.tw 5612、5613

張0銍 yichih@mail.cmu.edu.tw 7209

連0城 jclien@mail.cmu.edu.tw 5607

陳0賢 cch2288@yahoo.com.tw  7205

劉0慶 kchliu@mail.cmu.edu.tw 7206

鄭0茜 jccheng@mail.cmu.edu.tw 7208

跨文化健康照護

護理學導論

教學原理與方法

實驗室安全

組織學(C)

生物學(C)

自然科學課程(一)

生物科技應用與發展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洪0憲 whhong@mail.cmu.edu.tw 7603

陳0周 fjchen@mail.cmu.edu.tw 3503

吳0娟 jjwu@mail.cmu.edu.tw 7508

姚0宗 htyao@mail.cmu.edu.tw 7526、7505

徐0強 kchsu@mail.cmu.edu.tw 7522

楊0婷 lulu0319@mail.cmu.edu.tw 7525

吳0娟 jjwu@mail.cmu.edu.tw 7508

姚0宗 htyao@mail.cmu.edu.tw 7526、7505

徐0強 kchsu@mail.cmu.edu.tw 7522

楊0婷 lulu0319@mail.cmu.edu.tw 7525

營養暨食品科學概論 趙0敏 pmchao@mail.cmu.edu.tw 7509

生活營養 黃0瑩 chuang@mail.cmu.edu.tw 7515

物理治療導論

物理治療生涯規劃

林0真 hclin@mail.cmu.edu.tw 7303

鄭0容 s5888116@gmail.com 7308

謝0齡 sherrie@mail.cmu.edu.tw 7312

簡0原 achien@mail.cmu.edu.tw 7307

洪0憲 whhong@mail.cmu.edu.tw 7603

陳0周 fjchen@mail.cmu.edu.tw 3503

袁0豪 mhyuan@mail.cmu.edu.tw 6202

施0卿 shih@mail.cmu.edu.tw
台中校區7709

北港校區1300

蔡0聲 fstsai@mail.cmu.edu.tw 8502

普通物理學實驗 陳0雄 james.chen@mail.cmu.edu.tw 1820

李0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趙0華 chchao@mail.cmu.edu.tw 5157

蔡0勳 yhtsai@mail.cmu.edu.tw ****

李0彥 deryen.lee@gmail.com 3505

謝0凔 t21917@mail.cmu.edu.tw 5605

周0杰 shenchieh.chou@gmail.com 8108

陳0榮 cjchen@mail.cmu.edu.tw 1542

鮑0穎 bao@mail.cmu.edu.tw 5126

普通物理學(B) 林0章 huichang@mail.cmu.edu.tw 5612、5613

游0照 bangjau@yahoo.com.tw 5210

廖0君 ljc@mail.cmu.edu.tw 5152

吳0瑞 crw@mail.cmu.edu.tw 5507

李0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張0銍 yichih@mail.cmu.edu.tw 7209

劉0慶 kchliu@mail.cmu.edu.tw 7206

蔡0偉 tsaijw@mail.cmu.edu.tw 8103

黃0竣 tjhuang@mail.cmu.edu.tw 2159

周0杰 shenchieh.chou@gmail.com 8108

醫檢倫理

醫技導論
林0亮

mllin@mail.cmu.edu.tw

mllinsally@yahoo.com.tw
7211

普通化學(C)

微積分(一)

sychen@mail.cmu.edu.tw 7328

物理治療與健康促進

食物學原理實驗

陳0雅

普通化學實驗(B)

自然科學課程(二)

食物學原理

mailto:jjwu@mail.cmu.edu.tw
mailto:jjwu@mail.cmu.edu.tw
mailto:htyao@mail.cmu.edu.tw
mailto:pmchao@mail.cmu.edu.tw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吳0瑩 yyw@mail.cmu.edu.tw 7228

林0文 cwlin@mail.cmu.edu.tw 7210

姜0人 cjchiang@mail.cmu.edu.tw  7227

張0銍 yichih@mail.cmu.edu.tw 7209

陳0賢 cch2288@yahoo.com.tw  7205

陸0利 brian@mail.cmu.edu.tw 7212

黃0君 lchuang@mail.cmu.edu.tw 7207

劉0慶 kchliu@mail.cmu.edu.tw 7206

鄭0茜 jccheng@mail.cmu.edu.tw 7208

王0民 wanghsinmin@mail.cmu.edu.tw 7005

何0融

洪0蓮 blhoung@mail.cmu.edu.tw 1805

張0典 changwendien@mail.cmu.edu.tw 7605

陳0昇 jschen@mail.cmu.edu.tw 7611

楊0婷 yating@mail.cmu.edu.tw 7602

謝0逸 wyhsieh6@gmail.com 7601

運動醫學專有名詞 王0如 hjwang@mail.cmu.edu.tw 7612

彩妝藝術學

美容衛生學

香藥植物概論 陳0君 c0706@mail.cmu.edu.tw 5310

江0梅 hmchiang@mail.cmu.edu.tw 5309

吳0生 cswu@mail.cmu.edu.tw 5305

李0琳 chlilee@mail.cmu.edu.tw 5806

莊0原 tyjuang@mail.cmu.edu.tw 5312

許0章 ychseu@mail.cmu.edu.tw 5308

陳0君 c0706@mail.cmu.edu.tw 5310

楊0熙 tsyang@mail.cmu.edu.tw 5370

趙0評 kuoping@mail.cmu.edu.tw ****

阮0滔 wtjuan@mail.cmu.edu.tw 附醫7729

謝0育 byhsieh@mail.cmu.edu.tw 7809

放射科學與技術概論 彭0蕾 speng@mail.cmu.edu.tw 7710

計算機概論 許0溢 syhsu@mail.cmu.edu.tw 8501

仿生科技導論 阮0滔 wtjuan@mail.cmu.edu.tw 附醫7729

阮0滔 wtjuan@mail.cmu.edu.tw 附醫7729

陸0齡 lutl@mail.cmu.edu.tw 5703

生死學 郭0泰 guotay@ms12.hinet.net ****

李0華 ching@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8

WHITE 0 whitegben@mail.cmu.edu.tw ****

李0華 ching@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8

黃0志 glavinehuang@mail.cmu.edu.tw 水湳校區1807

李0怡 sylee@mail.cmu.edu.tw 1819

國文 周0媚 mercy@mail.cmu.edu.tw 3605

兒童文學經典閱讀 李0華 ching@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8

日本歷史與文化

初級日文（一）

周0宇 verygoodbond@yahoo.com.tw

醫學檢驗的未來發展

英文(A)

自然科學課程

化妝品學導論

生物醫學工程概論

運動醫學導論

****

辜0茹 kuyj@mail.cmu.edu.tw 1812

英文(B)



多元文化與語言教育

社會學：全球觀點

法學概論

國際人權

西洋音樂概論 林0華 chaohwalin@gmail.com ****

台灣醫療史

三國：歷史與小說

環境與防災 林0賢 seanthlin@gmail.com 6206

環境與疾病 黃0發 cfhuang@mail.cmu.edu.tw 3323

歷史與文化導論 王0景 wangwj@mail.cmu.edu.tw 1815

經濟學概論

管理學概論

園藝概論 陳0君 c0706@mail.cmu.edu.tw 5310

台灣史

原住民文化導論

基因、科技與生活 靳0蓉 jinn@mail.cmu.edu.tw 3332、3321

倫理議題的多元思維 黃0忠 honcwong1970@gmail.com 1941

邏輯與系統 蔡0聲 fstsai@mail.cmu.edu.tw 8502

林0娟 linlijen@mail.cmu.edu.tw 3110

姜0人 cjchiang@mail.cmu.edu.tw  7227

綠色台灣 周0傑 choutc@mail.cmu.edu.tw 6120

藥物研發之生技應用 林0裕 geant@mail.cmu.edu.tw 8108

反轉藥毒的多元思維 許0志 hsumj@mail.cmu.edu.tw 5158

初級法文(一) 朱0洲 hcchu@mail.cmu.edu.tw 1810

初級德文(一) 黃0淳 yitsun@mail.cmu.edu.tw 1901

影像處理 楊0崴 cwyang@mail.cmu.edu.tw 水湳1833

大數據概論

Python3 程式入門

HTML5基礎

歷史解析：從文字、圖像到虛擬歷史 王0景 wangwj@mail.cmu.edu.tw 1815

TED Talks與公共演說藝術(英)WHITE 0 whitegben@mail.cmu.edu.tw ****

跟著音樂去旅行：自然景物篇

音樂與劇場-音樂劇入門

PHP 程式設計

R 語言程式設計與應用

獨立研究-論文寫作與工具 蘇0 edmundsotw@gmail.com 1517

運動、社會與文化 陳0文 chenyuwen@mail.cmu.edu.tw 1270

體驗教育與反思 李0蓉 mrlee@mail.cmu.edu.tw 2152

管理學 謝0容 crhsieh@mail.cmu.edu.tw 6309

辦公室軟體在公衛資訊之應用 林0淳 snowlin@mail.cmu.edu.tw 6506

腫瘤護理 余0如 yuyuju.tw@yahoo.com.tw 北港附醫1194

chaohwalin@gmail.com ****

董0銓

hungwh@mail.cmu.edu.tw 1809

當代生物技術

洪0聖 m310@ms2.hinet.net ****

洪0齡 mlhorng@mail.cmu.edu.tw 1811

洪0雄

吳0珠 wuyi51014@mail.cmu.edu.tw ****

胡0焜
kkhu@mail.cmu.edu.tw

kaekuen@gmail.com
****

6313

職業安全 王0文 evenwang@mail.cmu.edu.tw 6209

健康照護管理導論 王0儀 ericwang@mail.cmu.edu.tw

江0峰 jjf@mail.cmu.edu.tw 水湳1827

jctung@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4

林0華

mailto:%0bE-mail：cfhuang@mail.cmu.edu.tw
mailto:crhsieh@mail.cmu.edu.tw


應用病理學

應用藥理學

陳0麗 lily@mail.cmu.edu.tw 7109

黃0琪 lichi@mail.cmu.edu.tw 7120

王0喬 hcwang@mail.cmu.edu.tw 7131

呂0華 shuhua@mail.cmu.edu.tw 7133

李0箴 rubylee@mail.cmu.edu.tw 7102

葉0裴 tzupeiyeh@mail.cmu.edu.tw 7111

廖0君 wcl@mail.cmu.edu.tw 7106

羅0 chyilo@mail.cmu.edu.tw 7115

林0萍 yunping@mail.cmu.edu.tw ****

鄧0貴 tengyk@mail.cmu.edu.tw 7132

急重症照護概論 羅0 chyilo@mail.cmu.edu.tw 7115

郭0東 dungkuo@yahoo.com.tw 北港校區1107

蔡0鵬 monkey1690@yahoo.com.tw ****

成人護理學實習

社區衛生護理學

北港附醫

1203、1205
陳0水 d0625@mail.bh.cmu.edu.tw

小兒科護理學

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