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碼 院別 系所 課程名稱
主開課

老師

B28*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高等基礎工程 柯永彥

B31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療器材創新設計（一）中文 吳炳慶

B29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生醫科技產業分析 陳芃婷

B30 工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醫療器材創新設計（一）英文 陳芃婷

B1 工學院 機械系 工具機概論 王俊志

B2 工學院 機械系 材料理論 施士塵

B5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管理 陳必晟

B3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環境分析與實驗(二) 蔡俊鴻

B4 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大氣污染與氣候變遷 蔡俊鴻

A26* 文學院 中文系 戲劇書寫專題研究戲劇評論 林幸慧

A1* 文學院 中文系 寫作與出版實務 蘇偉貞

A2 文學院 歷史學系 日本表演藝術史 顧  盼

A27 文學院 藝術所 民族音樂學專題研究 施德玉

A28 文學院 藝術所 音樂劇研究 楊金峯

A6
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
生命科學系 生物技術產學創新 曾淑芬

A3
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

產業科學系
創業思維與啟航 黃玲惠

A4
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

產業科學系
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綜論 黃玲惠

A5
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

生物科技與

產業科學系
水生生物組織及生理學 盧福翊

A29*
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
熱植所 國際農業技術R&D:永續發展及糧食安全 李瑞花

A8 社會科學院 心理學系 臨床心理學概論 余睿羚

A9* 社會科學院 心理學系 領導心理學：理論與實務 周麗芳

A7 社會科學院 心理學系 視覺與人因設計 楊政達

A10 社會科學院 法律系 犯罪學 李佳玟

A11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公共財政學 王富美

A13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都市經濟學 石豐宇

A12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計量經濟學(二) 林常青

A30 社會科學院 經濟系 天然災害經濟分析 郭彥廉

A16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社會學 郭旭展

A17*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 生涯規劃 郭旭展

A14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 教學媒體與運用 楊琬琳

A15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發展與設計 楊琬琳

A18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 情緒教育 饒夢霞

A19 教務處 師資培育中心 輔導原理與實務 饒夢霞

A20 理學院 光電系 光電科技概論 徐旭政

A21* 理學院 地球科學系 應用地質實務 李恩瑞

A22 理學院 物理系 太空科學與工程專題 陳炳志

B10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專題設計(一) 何俊亨

B8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造型設計 周君瑞

B32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感性商品學 周君瑞

B6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工業設計(一)A組 洪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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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社會與文化設計 陳璽任

B9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圖學 謝孟達

B7 規劃設計學院 工設系 工業設計(一)B組 謝孟達

B11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設計(一) 宋立文

B16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物理環境(三) 林子平

B12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設計(三) 陳穎澤

B13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要素 陳穎澤

B15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構造(二) 葉玉祥

B17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專題設計 葉玉祥

B19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設計(八) 薛丞倫

B18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國際工作營 薛丞倫

B14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系 建築設計(五) 顏茂倉

B34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所 環境行為特論 張  珩

B36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所 構法計畫特論 陳震宇

B35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所 建築再生 陳震宇

B25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都市交通計劃 石豐宇

B21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都市規劃與設計實習(一) 李子璋

B22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都市規劃與設計實習(三) 胡太山

B20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基本設計(一) 曾憲嫻

B26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都市工程學 黃泰霖

B23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都市規劃與設計實習(五) 趙子元

B27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運輸系統經營管理 石豐宇

B24*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參與設計概論 張秀慈

B37 規劃設計學院 都市計劃學系 都市計劃實習 張秀慈

B38 規劃設計學院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文化創意城市  林蕙玟

B39 規劃設計學院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運算媒體 卓彥廷

B40 規劃設計學院 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創意商品設計 謝孟達

A24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職業健康促進 卓瓊鈺

A23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食品安全與衛生 廖寶琦

A25 通識教育中心 通識教育中心 成功學 鄭匡佑

B43 電資學院 微電子所 半導體記憶體元件與設計實務 盧達生

B42 電資學院 電通所 通信網路 李忠憲

B41 電資學院 電通所 網路管理 楊竹星

C1* 醫學院 牙醫學系 牙醫生涯規劃 莊淑芬

C3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高齡樂活與休閒 范聖育

C4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高齡者的衣物與穿著 范聖育

C5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老化與生活綜論 陳麗光

C21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社會老年學 陳麗光

C22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質性研究實作：訪談資料收集與分析 陳麗光

C2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高齡者的居住與環境 劉立凡

C24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長期照護與管理 劉立凡

C23 醫學院 老年學研究所 高齡創意論壇 劉立凡

C27 醫學院 行為醫學所 復健心理學 郭乃文

C26 醫學院 行為醫學所 心理健康雲端經營專題(一) 郭乃文

C30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高階小兒科物理治療臨床技巧及論證 成戎珠

C6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科技輔具學及實習 林呈鳳

C31*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肌肉骨骼系統的運動訓練原則 蔡一如

C29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高階骨科物理治療臨床技巧及論證 蔡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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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醫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臨床藥物學 蔡昆霖

C32 醫學院
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管

理研究所
專題課論一、三 徐瑋萱

C36 醫學院 臨藥所 藥物發展實務(ㄧ) 周辰熹

C35 醫學院 臨藥所 藥物化學特論 洪欣儀

C38 醫學院 臨藥所 藥事政策與管理 徐之昇

C34 醫學院 臨藥所 藥物流行病學 高雅慧

C37 醫學院 臨藥所 物理藥學特論 蔡瑞真

C33 醫學院 臨藥所 實證醫學研究方法 賴嘉鎮

C39* 醫學院 臨藥所 進階藥物流行病學 賴嘉鎮

C13 醫學院 醫學系 臨床推理 何月仁

C11 醫學院 醫學系 認識醫療相關組織之運作 呂宗學

C12 醫學院 醫學系 全民健康保險之理論與實務
徐之昇

陳俞沛

C10 醫學院 醫學系 人際溝通與醫病關係 翁慧卿

C19 醫學院
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在

職專班
公共衛生之社會與行為科學面向 翁慧卿

C20 醫學院
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在

職專班
長期照護與管理 劉立凡

C9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血庫學(含實驗) 張權發

C8 醫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醫技學導論 蔡佩珍

C40 醫學院 藥理所 生技產業概論 張雋曦

C7 醫學院 藥學系 藥劑學(ㄧ) 蔡瑞真

C16 醫學院 護理學系 病態生理學 方素瓔

C15 醫學院 護理學系 社區身心障礙者及其照護 王琪珍

C17 醫學院 護理學系 人類發展學(含實習) 李佳桂

C18 醫學院 護理學系 精神衛生護理學 林靜蘭

C41 醫學院 護理學系 生命與醫學倫理 高綺吟

C42 醫學院 護理學系 生命與醫學倫理(國際班) 高綺吟

C14 醫學院 護理學系 產科護理學 許玉雲

C44 醫學院 護理學系 健康照護領導與政策 陳靜敏

C43 醫學院 護理學系 災難護理及緊急醫療 馮瑞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