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A 授課教師群
教師

經營
管理
研究
所

連絡電話

電子郵件

佘志民 助理教授

公共經濟、財政理論、賽局
07-5919180
理論

she@nuk.edu.tw

翁銘章 副教授

國際金融、總體經濟、應用
07-5919186
計量

mjweng@nuk.edu.tw

07-5919181

shkeng@nuk.edu.tw

耿紹勛 教授
應用
經濟
學系

專任師資
研究領域

健康經濟、人力資源

許聖章 副教授

人力資源、勞動經濟、應用
07-5919182
計量

ssheu@nuk.edu.tw

鄭義暉 副教授

貿易政策、經貿組織、國際
07-5919187
經濟

icheng@nuk.edu.tw

劉志成 副教授

環境經濟、人力資源、應用
07-5919768
計量

ccliu@nuk.edu.tw

蔡宗秀 副教授

環境經濟、資源經濟、公共
07-5919190
經濟

thtsai@nuk.edu.tw

人力資源；組織行為；國際
吳毓麒 副教授 行銷；領導統御；消費者行 07-5919716
為

sycwu@nuk.edu.tw

楊雅博 教授

國際貿易、環境經濟學、區
07-5916587
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人工智慧、資料探勘、網頁
探勘、社會網絡分析
資料庫管理、資料探勘與隱
王學亮 教授 私、資訊安全投資模式、社
會網路
網路社群參與及互動、電子
王凱 副教授 商務、網路消費者行為、資
訊科技導入與應用
資訊
知識工程、知識管理、資訊
管理
吳建興 教授
管理
學系
資訊服務品質管理、網路社
郭英峰 教授 群使用者行為、網路消費者
行為、管理決策
知識管理、消費者行為、企
楊書成 副教授
業電子化 、組織行為
行動商務、供應鏈管理
趙建雄 助理教授 /ERP、商業智慧、社群網絡
群體極化行為
丁一賢 副教授

yapo@nuk.edu.tw

07-5919751

iting@nuk.edu.tw

07-5919728

slwang@nuk.edu.tw

07-5919781

kwang@nuk.edu.tw

07-5919509

chwu@nuk.edu.tw

07-5919513

fredkuo@nuk.edu.tw

07-5919715 henryyang@nuk.edu.tw
07-5919328

cchao@nuk.edu.tw

教師

專任師資
研究領域

余歆儀 副教授 資產評價、共同基金

金融
管理
學系

07-5919709

hyyu@nuk.edu.tw

財務會計

07-5919502

lanfeng@nuk.edu.tw

陳怡凱 教授

銀行商務

07-5919501

chen@nuk.edu.tw

張志向 教授

投資管理、行為財務學、市
07-5919505
場微結構、公司理財

cch@nuk.edu.tw

黃旭輝 教授

公司理財、投資、公司治理 07-5919503

hhhuang@nuk.edu.tw

行為財務、賽局理論、個體
經濟學
科技政策與管理、創新與研
李亭林 副教授
發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品質管理、生產與供應鏈管
莊寶鵰 教授 理、服務業管理、製造業服
務化
策略管理、國際企業管理、
陳一民 教授 品 牌 權 益 與 國 際 行 銷 策
略、專利訴訟之競爭動態
黃英忠 教授
劉信賢 教授

07-5919711

wryang@nuk.edu.tw

07-5919246

linda_lee@nuk.edu.tw

07-5919239

ptchuang@nuk.edu.tw

07-5919241

ymchen@nuk.edu.tw

組織理論、人力資源管理、
07-5916879
行銷管理
行銷管理、行銷企劃實務、
07-5919796
消費者行為、行銷研究

ichuang@nuk.edu.tw

品質管理、生產管理、作業
研究、協同工程
保險法、海商法、民法(債
林昭志 助理教授
總、債各)、法學英文
民法親屬/繼承、人格/身分
呂麗慧 副教授
法專題研究
刑法、刑事訴訟法、少年刑
法律
吳俊毅 教授
法、刑罰執行法
學系
行政法、大眾傳播法規、商
紀振清 副教授 事法、勞動法、智慧財產權
法、競爭法
盧昆宏 教授

財經
法律
學系

電子郵件

高蘭芬 教授

楊琬如 副教授

亞太
工商
管理
學系

連絡電話

謝志鵬 副教授 民法、國際私法
國際法、國際環境法、環境
吳行浩 副教授
法律與政策、科技法
金融法、智慧財產權法、國
周伯翰 副教授
際經濟法、民事財產法
刑法總則、醫療倫理與法
張麗卿 教授 律、刑事訴訟法、法學倫理
與經典文學

ta0731@nuk.edu.tw

07-5919245

log@nuk.edu.tw

07-5916575

cclin@nuk.edu.tw

07-5919563

lilu215@nuk.edu.tw

07-5919547

jiuanyihwu@nuk.edu.tw

07-5919163

jcchi@nuk.edu.tw

07-5919546

hsie5001@nuk.edu.tw

07-5919390

hsiwu@nuk.edu.tw

07-5919192

dbjou@nuk.edu.tw

07-5919786

lichingch@nuk.edu.tw

政
治
法
律
學
系

專任師資
教師
研究領域
憲法、行政法、租稅法、宗
張永明 教授
教行政法、大眾傳播法
民商法、政府採購法、促進民
陳月端 教授 間參與公共建設法、醫事法規
及倫理
謝開平 教授 刑法、刑事政策
憲法、行政法、稅財政法、
簡玉聰 助理教授
社會保障法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民法
債編各論、民法案例演習、
李淑如 副教授 民法專題研究、網路與法律
、商事法總論及公司法、德
文名著選讀

連絡電話

電子郵件

07-5919401

changym@nuk.edu.tw

07-5916996

yuehtuan@gmail.com

07-5919208

moseltal@nuk.edu.tw

07-5919200 kangyokusou@nuk.edu.tw

07-5919293

憲法、行政法、環境法、租
賴恆盈 副教授 稅法、財政法、法律政策分 07-5919541
析暨制度選擇

s096540@gmail.com

louis@nuk.edu.tw

兼任師資
教師
李博志 教授

研究領域

連絡電話

計量經濟學、管理經濟學、
亞太地區競爭力比較、專案 07-5919238
管理、經濟學

註：依教師姓氏筆劃排列

電子郵件
pclee@nuk.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