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別 教  師 E-mail 分機

陳素雲 3742564@yahoo.com.tw 1802

劉志宏 fifthseason55@yahoo.com.tw 1802

張瓊霙 hellenjanerose@hotmail.com 1802

李菁華 ching@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8

林慧洙 angelalin0006@gmail.com 1802

鄭宗諭 tychen@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9

柯文山 Kcms48@live.com 1802

微積分(一) 曾雲輝 yhtzeng@mail.cmu.edu.tw 1819

林炎成 yclin@mail.cmu.edu.tw 1808

北港校區1300

台中校區7709

洪維憲 whhong@mail.cmu.edu.tw 7603

曾雲輝 yhtzeng@mail.cmu.edu.tw 1819

普通化學(C) 余建志 ccyu@mail.cmu.edu.tw 5113

連金城 jclien@mail.cmu.edu.tw 5607

林煇章 huichang@mail.cmu.edu.tw 5612

趙子華 chchao@mail.cmu.edu.tw 5157

謝閔凔 t21917@mail.cmu.edu.tw 5605

張文德 wtchang@mail.cmu.edu.tw 5203

張誌祥 chihshiang@mail.cmu.edu.tw 5615、5613

李家琳 chlilee@mail.cmu.edu.tw 6512

翁豐富 ffwong@mail.cmu.edu.tw 5603

有機化學(B-2) 吳錦生 cswu@mail.cmu.edu.tw 5306

連金城 jclien@mail.cmu.edu.tw 5607

林煇章 huichang@mail.cmu.edu.tw 5612

張為超 proma@mail.cmu.edu.tw 7937

謝閔凔 t21917@mail.cmu.edu.tw 5605

張文德 wtchang@mail.cmu.edu.tw 5203

張誌祥 chihshiang@mail.cmu.edu.tw 5615、5613

翁豐富 ffwong@mail.cmu.edu.tw 5603

吳錦生 cswu@mail.cmu.edu.tw 5306

姜中人 cjchiang@mail.cmu.edu.tw 7227

林麗娟 linlijen@mail.cmu.edu.tw 3110、3115

林文鑫 wslin@mail.cmu.edu.tw 5111

馬明琪 mcmaa@mail.cmu.edu.tw 7708

李妙蓉 mrlee@mail.cmu.edu.tw 2152

張乃文 nwchang@mail.cmu.edu.tw 2151

詹淑秦 scchan@mail.cmu.edu.tw 2155

鄭宇容 chengyu@mail.cmu.edu.tw 7308

應用化學 康一龍 yitlung.khung@mail.cmu.edu.tw8206

普通物理學(B)

普通物理學實驗

黃雯雯 wwhuang@mail.cmu.edu.tw 2527

梁育民 ymleung@mail.cmu.edu.tw 2185

蔡士彰 sctsai@mail.cmu.edu.tw 2518

jctung@mail.cmu.edu.tw 1802

有機化學實驗(A)

董人銓

分析化學(B)

生物化學(C)

有機化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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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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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子卿 shih@mail.cmu.edu.tw

國文

英文(一)

生物學(A-2)

微積分(二)

mailto:tychen@mail.cmu.edu.tw
mailto:mcmaa@mail.cmu.edu.tw
mailto:sctsai@mail.cmu.edu.tw


 科        別 教  師 E-mail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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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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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媛曼 yuanmh@mail.cmu.edu.tw 2503

蔡正偉 tsaijw@mail.cmu.edu.tw 8103

李守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游邦照 bangjau@yahoo.com.tw 5210

林民昆 linmk@mail.cmu.edu.tw 5212

廖容君 ljc@mail.cmu.edu.tw 5152

吳啟瑞 crw@mail.cmu.edu.tw 5507

李守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黃冠中 gjhuang@mail.cmu.edu.tw 5508

黃雯雯 wwhuang@mail.cmu.edu.tw 2527

彭淑芬 sfpeng@mail.cmu.edu.tw 2506

彭淑芬 sfpeng@mail.cmu.edu.tw 2506

廖容君 ljc@mail.cmu.edu.tw 5152

李守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彭淑芬 sfpeng@mail.cmu.edu.tw 2506

廖容君 ljc@mail.cmu.edu.tw 5152

蔡昆道 edfang@ms9.url.com.tw 北港附醫2221

呂孔文 prorna@mail.cmu.edu.tw 3207

吳玢玢 ppwu@mail.cmu.edu.tw 5108

蔣伊婷 ytchiang@mail.cmu.edu.tw 5611

吳玢玢 ppwu@mail.cmu.edu.tw 5108

中藥資源導論 張文德 wtchang@mail.cmu.edu.tw 5203

公共衛生專業英文 王瑞筠 rywang@mail.cmu.edu.tw 6116

綠色台灣 周子傑 choutc@mail.cmu.edu.tw 6120

鄧玉貴 tengyk@mail.cmu.edu.tw 7132

廖玟君 wcl@mail.cmu.edu.tw 7106

曾惠楨 htseng@mail.cmu.edu.tw 7110

施欣欣 hhshih@mail.cmu.edu.tw 7105

鄧玉貴 tengyk@mail.cmu.edu.tw 7132

廖玟君 wcl@mail.cmu.edu.tw 7106

曾惠楨 htseng@mail.cmu.edu.tw 7110

施欣欣 hhshih@mail.cmu.edu.tw 7105

應用生理學 陳信水 d0625@mail.bh.cmu.edu.tw 北港附醫1203、1205

婦產科護理學 曾雅玲 yalingt22@mail.cmu.edu.tw 7112

工業安全概論 王義文 evenwang@mail.cmu.edu.tw 6209

工業衛生概論 陳振菶 chencp@mail.cmu.edu.tw 6207

化妝品行銷管理學 莊宗原 tyjuang@mail.cmu.edu.tw 5312

生技儀器簡介 李守倫 sllee@mail.cmu.edu.tw 2526

生命科學故事與新知 莊淨媛 jychuang@mail.cmu.edu.tw  7213

生物技術學導論 張益銍 yichih@mail.cmu.edu.tw 7209

謝寶育 byhsieh@mail.cmu.edu.tw 7809

吳駿一 cywu@mail.cmu.edu.tw 7808

趙蓓敏 pmchao@mail.cmu.edu.tw 7509

殷梅津 mcyin@mail.cmu.edu.tw 7510

李宗貴 cklii@mail.cmu.edu.tw 7519

陳暉雯 chenhw@mail.cmu.edu.tw 7520

楊新玲 hlyang@mail.cmu.edu.tw 7503

生物醫學工程論文導讀

生物學實驗(B)

營養暨食品科學概論

中藥概論

人類發展學實習

中醫學概論(B)

生物學(A-2)

生物學實驗(A-2)

生物學(C)

人類發展學

mailto:yuanmh@mail.cmu.edu.tw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mailto:sllee@mail.cmu.edu.tw
mailto:pmchao@mail.cmu.edu.tw
mailto:mcyin@mail.cmu.edu.tw
mailto:cklii@mail.cmu.edu.tw
mailto:chenhw@mail.cmu.edu.tw
mailto:%22hlyang@mail.cmu.edu.tw%22


 科        別 教  師 E-mail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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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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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烽堯 vincenttang@mail.cmu.edu.tw 7513

陳暉雯 chenhw@mail.cmu.edu.tw 7520

黃俊瑩 chuang@mail.cmu.edu.tw 7515

唐烽堯 vincenttang@mail.cmu.edu.tw 7513

蔡佳文 cwtsai@mail.cmu.edu.tw 7521

黃惠煐 hyhuang@mail.cmu.edu.tw 7506；7523

營養與烹調 吳佳娟 jjwu@mail.cmu.edu.tw 7508

張文典 changwendien@mail.cmu.edu.tw 7605

陳信水 d0625@mail.bh.cmu.edu.tw 北港附醫1203、1205

謝文逸 wyhsieh6@gmail.com 7601

物理治療趨勢與新知(二)

林雲萍 yunping@mail.cmu.edu.tw 7125

曾惠楨 htseng@mail.cmu.edu.tw 7110

王慧如 hjwang@mail.cmu.edu.tw 7602

陳卓昇 jschen@mail.cmu.edu.tw 7611

楊雅婷 yating@mail.cmu.edu.tw 7602

王慧如 hjwang@mail.cmu.edu.tw 7602

陳卓昇 jschen@mail.cmu.edu.tw 7611

楊雅婷 yating@mail.cmu.edu.tw 7602

林靜茹 clin33@mail.cmu.edu.tw 2189

鄭雅興 yhcheng@mail.cmu.edu.tw 2183

梁育民 ymleung@mail.cmu.edu.tw 2185

陳雅雯 ywc@mail.cmu.edu.tw 7728

黃怡萍 yphuang@mail.cmu.edu.tw 2188

龔志力 clgrog@mail.cmu.edu.tw 2182

美姿學 周家宇 verygoodbond@yahoo.com.tw 5301

造型設計學 周家宇 verygoodbond@yahoo.com.tw 5301

放射科學與技術論文導讀 彭馨蕾 speng@mail.cmu.edu.tw 7710

程式設計 林雪淳 snowlin@mail.cmu.edu.tw 6506

北港校區1300

台中校區7709

運動與健康 馮逸卿 yichin.fong@gmail.com 7600

實驗室醫學 林振文 cwlin@mail.cmu.edu.tw 7200；7210

李宜達 ita0128@mail.cmu.edu.tw 2128

張孜菁 ctching9@mail.cmu.edu.tw 7710

吳政訓 chsunwu@mail.cmu.tw 2113

柯妙華 mhko@mail.cmu.edu.tw 2119

蔡孟宏 mhtsai@mail.cmu.edu.tw 2118

顧國棟 ktku@mail.cmu.edu.tw 2101

楊美芳 yangmf@mail.cmu.edu.tw 2111

魏一華 ihwei@mail.cmu.edu.tw 2120

張綺芬 cfchang@mail.cmu.edu.tw 2115

朱培銘 pmchu@mail.cmu.edu.tw 2205

遺傳學概論 吳芳鴦 fywu@mail.cmu.edu.tw 6100

環境衛生 吳錦景 wucc@mail.cmu.edu.tw 6115

中草藥應用導論

陳淑雅

表面解剖學

健康促進與疾病防治實驗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

健康促進與疾病防治

解剖學(B)

7328

程式語言 施子卿 shih@mail.cmu.edu.tw

sychen@mail.cmu.edu.tw

營養學(一)

mailto:vincenttang@mail.cmu.edu.tw
mailto:chenhw@mail.cmu.edu.tw
mailto:vincenttang@mail.cmu.edu.tw
mailto:jjwu@mail.cmu.edu.tw


 科        別 教  師 E-mail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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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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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領域生涯規劃 張大元 tychang@mail.cmu.edu.tw 6203

醫管名詞 黃光華 khhnug@mail.cmu.edu.tw 6310

姜中人 cjchiang@mail.cmu.edu.tw  7227

吳怡瑩 yyw@mail.cmu.edu.tw 7228

石志榮 chshyr@mail.cmu.edu.tw 7514

林孟亮 mllin@mail.cmu.edu.tw 7211

林振文 cwlin@mail.cmu.edu.tw 7200；7210

張益銍 yichih@mail.cmu.edu.tw  7209

陳昭賢 cch2288@yahoo.com.tw  7205

陸自利 brian@mail.cmu.edu.tw 7212

黃蕙君 lchuang@mail.cmu.edu.tw 7207

劉國慶 kchliu@mail.cmu.edu.tw  7206

鄭茹茜 jccheng@mail.cmu.edu.tw 7208

莊淨媛 jychuang@mail.cmu.edu.tw  7213

醫學檢驗的未來發展 陸自利 brian@mail.cmu.edu.tw 7212

醫療與社會 李佳綺 bonnielee@mail.cmu.edu.tw 6308

醫療機構組織與功能導論 謝嘉容 crhsieh@mail.cmu.edu.tw 6309

藥用動物學 吳啟瑞 crw@mail.cmu.edu.tw 5507

馬維芬 lhdaisy@mail.cmu.edu.tw 7107

葉子裴 tzupeiyeh@mail.cmu.edu.tw 7111

初級日文(二) 辜玉茹 kuyj@mail.cmu.edu.tw 1812

英文修辭賞析 鄭宗諭 tychen@mail.cmu.edu.tw 北港校區1209

三國：歷史與小說 洪武雄 hungwh@mail.cmu.edu.tw 1809

環境與防災

公共災害時試探討

原住民文化導論

台灣史

哲學概論

生死學

經濟學概論 

經融市場

法學概論

政治學導論

法學概論

社會學-基礎觀點

環境地球科學

奈米科技概論

自然生態保育 何東輯 lowalti@ms1.hinet.net 1802

環境與疾病 黃俊發 cfhuang@mail.cmu.edu.tw 3323

西洋音樂概論 林昭華 chaohwalin@gmail.com 1806

台灣文學選讀 劉志宏 fifthseason55@yahoo.com.tw 1802

倫理議題的多元思維

哲學概論

對局戰略 許勝溢 syhsu@mail.cmu.edu.tw 8501

藝術概論 黃宇立 huang8801@mail.cmu.edu.tw 1810

藝術與文化

視覺藝術應用美學

林子賢

郭國泰

何秉樺

醫學生技研究方法概論

護理與人生

洪英聖

黃意淳

謝敏捷

顏永銘 yyen76@mail.cmu.edu.tw 1818

1802

honcwong1970@gmail.com 1941

guotay@ms12.hinet.net 1802

phho@mail.cmu.edu.tw 1806

minchieh0428@yahoo.com.tw

6206whlin@mail.cmu.edu.tw

m310@ms2.hinet.net 1802

董人銓 1802jctung@mail.cmu.edu.tw

1901yitsun@mail.cmu.edu.tw

黃漢忠

mailto:tychang@mail.cmu.edu.tw
mailto:khhnug@mail.cmu.edu.tw
mailto:crhsieh@mail.cmu.edu.tw
mailto:tychen@mail.cmu.edu.tw
mailto:lowalti@ms1.hinet.net
mailto:%0bE-mail%EF%BC%9Acfhuang@mail.cmu.edu.tw


 科        別 教  師 E-mail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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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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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科技與生活 靳子蓉 jinn@mail.cmu.edu.tw 3332

歷史與文化導論 王文景 wangwj@mail.cmu.edu.tw 1807

西方經典文學

西方戲劇概論

生質能源與永續資源

當代生物技術

領導與溝通 李思嫻 shlee@mail.cmu.edu.tw 1810

郭旭東 dungkuo@yahoo.com.tw 北港校區1107

張文馨 r72226@gmail.com 北港校區1107

適應體育 郭旭東 dungkuo@yahoo.com.tw 北港校區1107

體育

朱鴻洲

7227cjchiang@mail.cmu.edu.tw

hcchu@mail.cmu.edu.tw 1810

姜中人


	1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