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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科) 教師姓名 職稱

醫學院 生理學科 鄭琮霖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陳怡菁  助理教授

醫學院 解剖學科 陳永佳  副教授

醫學院 藥理學科 楊玉嬌  副教授

醫學院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張仲羽  助理教授

醫學院 藥理學科 李建興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微生物暨免疫學科 張玲麗  教授

醫學院 小兒學科 戴任恭  教授

醫學院 放射線治療學科 黃志仁  副教授

醫學院 寄生蟲學科 王俊傑  講師

醫學院 實驗診斷學科 林宜靜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科 董宜青  助理教授

醫學院 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 王心運  副教授

醫學院 生理學科 許勤  教授

醫學院 藥理學科 洪秀貞  教授

醫學院 內科學科 蕭璧容  副教授

醫學院 內科學科 鄭孟軒  助理教授

醫學院 病理學科 楊曉芳  副教授

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科 杜鴻賓  助理教授

醫學院 解剖學科 李怡琛  助理教授

醫學院 解剖學科 謝侑霖  副教授

醫學院 實驗診斷學科 李素珍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內科學科 李智雄  講師

醫學院 放射線學科 許瑞昇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外科學科 張鈺堂  副教授

醫學院 婦產學科 沈靜茹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內科學科 陳思嘉  副教授

醫學院 內科學科 李美月  助理教授

醫學院 耳鼻喉學科 江豐裕  教授

醫學院 神經學科 賴秋蓮  教授

醫學院 生物化學科 莊麗月  教授

醫學院 急診醫學科 陳昭文  副教授

醫學院 小兒學科 林佩瑾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外科學科 林志隆  教授

醫學院 泌尿學科 李經家  副教授

醫學院 外科學科 蘇裕峰  助理教授

醫學院 麻醉學科 盧奕丞  助理教授

醫學院 運動醫學系 張文心  助理教授

醫學院 呼吸治療學系 鍾飲文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孫昭玲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雅玲  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許世賢  副教授

醫學院 醫學研究所 陳秀蘭  助理教授

醫學院 臨床醫學研究所 陳百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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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科) 教師姓名 職稱

醫學院 腎臟照護學系 張榮叁  副教授

醫學院 腎臟照護學系 蔡哲嘉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文岑  助理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克恭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正慧  講師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震乾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杜哲光  副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洪純正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俊明  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陳丙何  副教授

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 王兆祥  教授

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 黃純德  教授

口腔醫學院 口腔衛生學系 吳逸民  副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柯黃盛  助理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方逸萍  助理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陳崇鈺  助理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謝坤屏  講師

藥學院 藥學系 顏金鳳  助理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溫燕霞  助理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譚延輝  副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吳寶珠  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鍾美英  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王家琪  助理教授

藥學院 藥學系 童俊維  助理教授

藥學院 香粧品學系 陳冠年  教授

藥學院 天然藥物研究所 鄭源斌  副教授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曾惠珍  助理教授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林佩昭  助理教授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林秋菊  教授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簡淑媛  講師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柯薰貴  講師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楊麗玉  助理教授

護理學院 護理學系 林淑媛  副教授

護理學院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陳昱名  助理教授

健康科學院 公共衛生學系 王姿乃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 高浩雲  副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務管理暨醫療資訊學系 翁世峰  助理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鍾相彬  副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黎俊蔚  副教授

健康科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陳惠媚  助理教授

健康科學院 職能治療學系 楊育昇  副教授

健康科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陳健智  講師

健康科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呂怡靜  副教授

健康科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王慧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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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學院 物理治療學系 林昭宏  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王聖帆  助理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胡淑惠  助理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林怡伶  助理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曾嵩斌  副教授

健康科學院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黃友利  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杜采潓  助理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林雅凡  助理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庫碼  助理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黃俊嬴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陳泊余  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謝寶森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永福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陳韋妤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譚棉心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譚漢詩  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鄭智美  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張學偉  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理學系 余麗樺  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理學系 簡晉龍  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心理學系 吳進欽  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建州  助理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武宗  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性別研究所 林津如  副教授

人文社會科學院 性別研究所 成令方  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體育教學中心 李朝裕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體育教學中心 莊宜達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體育教學中心 蔡貴蘭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體育教學中心 曾銀助  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康靜宜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蓋琦紓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王曉慧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蔡蕙如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楊立勤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語言與文化中心 蘇其康  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林丁國  助理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陳朝政  副教授

通識教育中心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凌儀玲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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