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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選 陳秀雋 cla095101@yahoo.com.tw
歷史人物分析 邱正略 log05155@gmail.com
歷史人物分析 黃運喜 h0933459971@gmail.com
隋唐史 林益德 techup@gmail.com
俄國史 曾美惠 maetez@ms11.hinet.net
台灣歷史人物與事件 曾美惠 maetez@ms11.hinet.net
知識論 李進珍 nh9966@yahoo.com.tw
藝術名家選析 顏國順 jk1020d@gmail.com
中國哲學精神發展史 陳竹義 newchenna@pchome.com.tw
老莊與人生 陳竹義 newchenna@pchome.com.tw
老莊與人生 劉澤佳 mayafirebird@yahoo.com.tw
台灣本土宗教信仰 王延平 f216052@gmail.com
視覺傳播 湛明暉 pvssun@gmail.com
網路中的危機 湛明暉 pvssun@gmail.com
英文閱讀方法 賴信一 s558271@ms13.hinet.net
學習英語的策略與方法 李玉琇 lovejeanette@hotmail.com
北部台灣的歷史與文化 黃運喜 h0933459971@gmail.com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邱成順 Ch4812@yahoo.com.tw
邏輯與生活 謝順發 paouchen@yahoo.com.tw
邏輯與生活 陳坤華 cirongs@gmail.com
中階英語 黃韻如 yhuang35@kent.edu
中階英語 陳冠雅 c9601760@yahoo.ca
聊齋志異選讀 王秋香 eleanawang@yahoo.com.tw
插畫與繪本 黃玉蘭 ylhwang@ydu.edu.tw
日文(二) 朱韻如 ruth576@gmail.com
進階宗教經典選讀(二) 李進珍 nh9966@yahoo.com.tw
遼金元史 王元仲 adams@cmsb.tc.edu.tw
易經入門 邱淑美 newmay801@yahoo.com.tw
新媒體文化與生活 邱成順 Ch4812@yahoo.com.tw
發展心理學 蔡嬡姝 aywu007@gmail.com
發展心理學 梁有章 chang5177@gmail.com
心理學 李麗美 920216@webmail.nou.edu.tw
心理學 蔡嬡姝 aywu007@gmail.com
工商心理學 鄭童 jengtung@gmail.com
工商心理學 潘雨青 yuchingpan2099@gmail.com
工商心理學 徐安立 hsuanli@yuntech.edu.tw
工商心理學 王淑真 3419393075@qq.com
社會心理學 李麗美 920216@webmail.nou.edu.tw
社會心理學 徐安立 hsuanli@yuntech.edu.tw
社會心理學 蔡嬡姝 aywu007@gmail.com
成人心理衛生 李麗美 920216@webmail.nou.edu.tw
生命教育 林志慎 chishenlin@gmail.com
生命教育 黃慈慧 lisa72510kimo@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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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林勤敏 chin@mdu.edu.tw
生命教育 袁淑貞 est47101177@Yahoo.com.tw
生命教育 黃銘輝 Louis0219@yahoo.com.tw
民法(身分法篇) 朱言貴 chu114502@gmail.com
商事法(保險法、海商法篇) 林連科 920411@webmail.nou.edu.tw
民事訴訟法 葉育大 ya3108@gmail.com
社會學 陳佑翔 v00530@gmail.com
社會學 林志慎 chishenlin@gmail.com
社會學 許展耀 cyhjason.hsu@gmail.com
社會學 陳昱均 ryan90218@gmail.com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王翰一 demon09345@gmail.com
社會工作管理 楊馥璟 yramfcy@gmail.com
社會工作管理 徐瑜 hsuyu@lst.org.tw
社會工作管理 李怡靜 Lyc1106ster@gmail.com
社會工作管理 張昆新 smallnew1027@gmail.com
精神病理社會工作 林郁綺 affiner.love@gmail.com
社會工作研究法 蔡涵宇 ihytsai@gmail.com
社會工作研究法 陳淑芬 sfchen4@gmail.com
社會工作研究法 楊馥璟 yramfcy@gmail.com
社會工作研究法 許沛玥 pipyou1202@gmail.com
社會工作研究法 馬梅芬 goh087@goh.org.tw
社會個案工作 王秀燕 p9058353@gmail.com
社會個案工作 張瑋庭 sunny550104@gmail.com
社區工作 溫世合 wenshih3@ms45.url.com.tw
社區工作 徐宜瑩 yiying1105@gmail.com
社區工作 陳佑翔 v00530@gmail.com
家庭社會學 許喬茹 yesno1925@yahoo.com.tw
家庭社會學 徐瑜 hsuyu@lst.org.tw
家庭社會學 蘇佩菁 Peiching0523@gmail.com
品德教育 林志慎 chishenlin@gmail.com
生死心理學 鄭童 jengtung@gmail.com
家庭社會工作 蘇佩菁 Peiching0523@gmail.com
家庭社會工作 溫世合 wenshih3@ms45.url.com.tw
親職教育 陳昭成 tcjh16@gmail.com
社會團體工作 陳昱均 ryan90218@gmail.com
社會團體工作 何燕美 hydt.mandy@gmail.com
社會團體工作 王翰一 demon09345@gmail.com
社會團體工作 陳伶珠 clc.judy@gmail.com
社會團體工作 楊馥璟 yramfcy@gmail.com
方案設計與評估 梁鳳玲 60729@cch.org.tw
方案設計與評估 徐宜瑩 yiying1105@gmail.com
刑法總則 曾彥錚 ericson@seed.net.tw
社會福利概論 林谷燕 kylin@webmail.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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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生涯學習 劉由貴 guey60405@gmail.com
樂齡生涯學習 陳佑淵 yam-303637@yahoo.com.tw
樂齡生涯學習 周克華 chou568@ms33.hinet.net
社會生活與民法 林芸澧 g9051110@yahoo.com.tw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李怡靜 Lyc1106ster@gmail.com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丁嘉惠 ting.power@msa.hinet.net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楊馥璟 yramfcy@gmail.com
家庭政策 陳麗文 93152513@nccu.edu.tw
家庭政策 蔡玲君 Emmaqueen2010@gmail.com
工作心理學 袁貞貞 momo131313@kimo.com
長期照顧概論 王文玉 Happyjoy0210@gmail.com
長期照顧概論 李依臻 ee0602@pu.edu.tw
社會統計 許沛玥 pipyou1202@gmail.com
資訊與法律 林芸澧 g9051110@yahoo.com.tw
成人學習與教學 李麗美 920216@webmail.nou.edu.tw
刑事訴訟法 巫聰昌 ethicwu@yahoo.com.tw
刑事訴訟法 林志勇 p13361336@yahoo.com.tw
愛情心理學 陳詩婷 ilmf0925@gmail.com
愛情心理學 鄭童 jengtung@gmail.com
教育心理學 林曉芳 snoopystock100@gmail.com
教育心理學 徐琳雅 hsulinya@gmail.com
廣告管理 黃麗芬 teresa58888@gmail.com
人際關係與協商 林忠原 rebar547@yahoo.com.tw
理財規劃與理財工具 羅志成 ted@starcad.com.tw
企業診斷與經營分析 蕭惠玲 daisy313d@gmail.com
職場個人魅力管理 李欣憶 emba0909@gmail.com
職場個人魅力管理 林忠原 rebar547@yahoo.com.tw
商業簡報理論與實務 黃明政 mimg0524@gmail.com
顧客服務管理 趙裕彬 yupinchao@gmail.com
顧客服務管理 陳明章 cs595423@yahoo.com.tw
顧客服務管理 郭茂己 kuo.mj@msa.hinet.net
顧客服務管理 劉富菁 landi37tw@yahoo.com.tw
品牌經營管理 謝東昇 ceo@cheerg.com
品牌經營管理 王薇茹 weiru123@gmail.com
品牌經營管理 蔡佳容 shelleytsai114@yahoo.com.tw
策略行銷分析 沈德裕 q1216286@ms71.hinet.net
行銷學原理 張右仕 zy12xw34@yahoo.com.tw
行銷學原理 李雪蘭 ayuki1208@gmail.com
行銷學原理 吳孟玉 Esperanzawu0827@hotmail.com
行銷學原理 蔡佳容 shelleytsai114@yahoo.com.tw
連鎖經營實務 吳政峰 gotovski8@gmail.com
廣告學原理 黃明政 mimg0524@gmail.com
廣告學原理 葉仲任 yehmanyyy@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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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經濟學 黃仲杰 im918260@yahoo.com.tw
總體經濟學 蘇國樑 klsu@mail.nou.edu.tw
貨幣銀行學 黃明政 mimg0524@gmail.com
貨幣銀行學 陳仲仁 ec001989@yahoo.com.tw
財務報表分析 張粟嫥 luan9@mail2000.com.tw
消費者行為 黃士銘 hsm2014y@gmail.com
消費者行為 謝東昇 ceo@cheerg.com
消費者行為 陳明章 cs595423@yahoo.com.tw
消費者行為 王薇茹 weiru123@gmail.com
連鎖管理學 吳泓哲 cnnlive2@yahoo.com.tw
流通管理學 葉仲任 yehmanyyy@yahoo.com.tw
流通管理學 楊美香 a0920901123@gmail.com
流通管理學 蔡旻秀 tsminhs26@gmail.com
流通管理學 范垂爐 stove123@nkut.edu.tw
行銷企劃 羅文漢 hanslo3m1990@gmail.com
行銷企劃 黃月琴 aunth@mail.dyu.edu.tw
金融服務行銷 黃明政 mimg0524@gmail.com
銀髮族事業概論 林幸宜 bettylin@capitalgm.com
時尚經營管理 劉盈嬋 annieliu0925@gmail.com
整合行銷傳播 李文傑 janusjye@gmail.com
國際貿易實務 洪忠修 hung8386@ms52.hinet.net
非營利組織管理 馬梅芬 goh087@goh.org.tw
行政學(上) 許芳榤 ntws110@ems.tatsun.gov.tw
行政學(下) 張本圳 chang23713577@yahoo.com.tw
行政學(下) 許芳榤 ntws110@ems.tatsun.gov.tw
行政學(下) 陳永峰 forever338708@gmail.com
公共治理 黃耀德 n8799n8799@yahoo.com.tw
公共治理 程立民 lawlimin@gmail.com
公共治理 許芳榤 ntws110@ems.tatsun.gov.tw
公共治理 林明洲 lmch@mail.th.gov.tw
公共治理 柯翠絨 ktjcp0842@gmail.com
公務倫理 劉孝明 awisabou@gmail.com
公務倫理 柳碧慧 pihui60@taichung.gov.tw
公務倫理 賴義鍠 li23918481@yahoo.com.tw
公務倫理 詹娟娟 Jiuan91106503@gmail.com
政策執行與評估 謝春輝 hchcp0239@yahoo.com.tw
政策執行與評估 廖婉菁 luckygroup96@gmail.com
政府危機管理 謝春輝 hchcp0239@yahoo.com.tw
政府危機管理 林浩明 howming@ms59.hinet.net
政府危機管理 林介士 hx6866@yahoo.com.tw
政府危機管理 龍登發 long0001@gmail.com
政府危機管理 賴迎家 bigunlai@hotmail.com
政府危機管理 陳朱日 oldbark@c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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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危機管理 廖鎮文 wee809@gmail.com
人事行政 夏國華 shia851002@yahoo.com.tw
人事行政 林明洲 lmch@mail.th.gov.tw
人事行政 張本圳 chang23713577@yahoo.com.tw
人事行政 廖炳雄 bsliaw@dragon.nchu.edu.tw
人事行政 管怡聲 erickkuan@yahoo.com.tw
人事行政 陳景祥 cch566167@yahoo.com.tw
人事行政 蘇瑞祥 su@nantou.gov.tw
薪資制度與管理 王淑真 3419393075@qq.com
人力資源發展 王淑真 3419393075@qq.com
公部門勞動關係 張本圳 chang23713577@yahoo.com.tw
勞動政策 李聰成 w1001824@gmail.com
府際關係：政府互動學 劉孝明 awisabou@gmail.com
府際關係：政府互動學 林明洲 lmch@mail.th.gov.tw
政治學 謝春輝 hchcp0239@yahoo.com.tw
政治學 程立民 lawlimin@gmail.com
政治學 蔡齊賢 tsaichi.hsien@msa.hinet.net
當代治理新趨勢 廖婉菁 luckygroup96@gmail.com
當代治理新趨勢 黃耀德 n8799n8799@yahoo.com.tw
考銓制度 林介士 hx6866@yahoo.com.tw
組織行為新論 張本圳 chang23713577@yahoo.com.tw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曾淑娟 tseng@ndc.gov.tw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徐李家 Trinayouandi@yahoo.com.tw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蔡齊賢 tsaichi.hsien@msa.hinet.net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謝春輝 hchcp0239@yahoo.com.tw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柯翠絨 ktjcp0842@gmail.com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黃宏森 hung@mail.th.gov.tw
當代治理新趨勢(二)：理論與個案 管怡聲 erickkuan@yahoo.com.tw
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黃茂榮 ccda.abc@gmail.com
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洪雅欣 vickey0213@gmail.com
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賴珮柔 810465004@mail.nknu.edu.tw
青少年心理與輔導 王仲匡 kuangkim@yahoo.com.tw
諮商技術－助人策略與技術 王仲匡 kuangkim@yahoo.com.tw
家庭諮商與輔導 謝文軒 edward329hsieh@gmail.com
家庭諮商與輔導 陳志芳 beckson101@gmail.com
家庭諮商與輔導 洪雅欣 vickey0213@gmail.com
家庭諮商與輔導 賴珮柔 810465004@mail.nknu.edu.tw
家庭諮商與輔導 王仲匡 kuangkim@yahoo.com.tw
當代諮商理論 陳志芳 beckson101@gmail.com
當代諮商理論 陳麗文 93152513@nccu.edu.tw
當代諮商理論 賴珮柔 810465004@mail.nknu.edu.tw
當代諮商理論 洪雅欣 vickey0213@gmail.com
環境學概論 釋法光 s6f6k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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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環境栽培與健康 陳書憲 a882246465@gmail.com
有機環境栽培與健康 釋法光 s6f6k6@yahoo.com.tw
有機環境栽培與健康 陳淯婷 cyuting@gmail.com
休閒遊憩概論 王清和 ccps.tw@gmail.com
休閒遊憩概論 田福川 ufel2845@ms8.hinet.net
休閒遊憩概論 陳淯婷 cyuting@gmail.com
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 田福川 ufel2845@ms8.hinet.net
觀光行銷學 劉靜蓉 a629509@gmail.com
旅運經營學 劉靜蓉 a629509@gmail.com
旅遊與文化 王清和 ccps.tw@gmail.com
旅遊與文化 鄭美圓 mei521113@yahoo.com.tw
旅遊與文化 劉靜蓉 a629509@gmail.com
健康心理學 廖學卿 fen52@ms57.hinet.net
中老年疾病與保健 林穎志 u462013@yahoo.com.tw
家庭概論 傅玉琴 annfu936@yahoo.com.tw
家庭生活教育導論 傅玉琴 annfu936@yahoo.com.tw
家庭資源與管理 徐愛華 aiwa0602@gmail.com
家庭資源與管理 周克華 chou568@ms33.hinet.net
家庭資源與管理 王苔瑄 wangtaishiuan@gmail.com
家庭資源與管理 林雅莉 lih8109@gmail.com
家庭資源與管理 陳麗文 93152513@nccu.edu.tw
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 黃茂榮 ccda.abc@gmail.com
家庭、社區與環境 梁有章 chang5177@gmail.com
兒童及少年福利 陳泓任 g-ming@yahoo.com.tw
兒童及少年福利 何惠麗 i16459@gmail.com
兒童及少年福利 葉淑文 swyeh@pu.edu.tw
老人與家庭 劉由貴 guey60405@gmail.com
老人與家庭 周克華 chou568@ms33.hinet.net
老人與家庭 蔡淑芬 lsc4589@gmail.com
老人與家庭 謝芸薇 awe2900863@gmaul.com
家庭與親職 林志慎 chishenlin@gmail.com
家庭教育方案規劃 蔡淑芬 lsc4589@gmail.com
家庭教育方案規劃 黃茂榮 ccda.abc@gmail.com
家庭危機與管理 徐愛華 aiwa0602@gmail.com
家庭危機與管理 齊隆鯤 lae0723@yahoo.com.tw
家庭危機與管理 林雅莉 lih8109@gmail.com
食品營養與健康 釋法光 s6f6k6@yahoo.com.tw
殯葬與生死 謝順發 paouchen@yahoo.com.tw
殯葬與生死 施忠全 johnny550529@yahoo.com.tw
殯葬政策與法規 黃銘輝 Louis0219@yahoo.com.tw
殯葬政策與法規 芮朝義 rleopard2002@yahoo.com.tw
殯葬政策與法規 李日斌 lee.jihpin@msa.hinet.net
造型設計 林淑華 Y3325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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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與後續關懷 黃銘輝 Louis0219@yahoo.com.tw
臨終與後續關懷 黃慈慧 lisa72510kimo@yahoo.com.tw
臨終與後續關懷 莊苹 ymhpc@tpech.gov.tw
臨終與後續關懷 方滿珍 ginafung0531@gmail.com
臨終與後續關懷 王文玉 Happyjoy0210@gmail.com
臨終與後續關懷 郭慧娟 schoollearning@yahoo.com.tw
殯葬歷史與禮俗 謝順發 paouchen@yahoo.com.tw
殯葬歷史與禮俗 方滿珍 ginafung0531@gmail.com
殯葬歷史與禮俗 陳昇宏 yctd_sen@yahoo.com.tw
殯葬文書與司儀 林漢春 hanklin5155@yahoo.com.tw
殯葬文書與司儀 芮朝義 rleopard2002@yahoo.com.tw
殯葬文書與司儀 李日斌 lee.jihpin@msa.hinet.net
殯葬文書與司儀 談欽彰 tcj1060.tw@yahoo.com.tw
慶典禮俗 黃慈慧 lisa72510kimo@yahoo.com.tw
銀髮族心理健康 羅郁晴 yuchinglo@gmail.com
生態旅遊 楊欽榮 benyang8882003@yahoo.com.tw
生態旅遊 鄭美圓 mei521113@yahoo.com.tw
銀髮族生活規劃 陳佑淵 yam-303637@yahoo.com.tw
銀髮族生活規劃 謝文軒 edward329hsieh@gmail.com
綠色能源 張榮誌 rjchang@nchu.edu.tw
綠色能源 林群富 linolinkimo@yahoo.com.tw
婚姻與家人關係 陳麗文 93152513@nccu.edu.tw
休閒心理學 楊欽榮 benyang8882003@yahoo.com.tw
休閒心理學 施芝菁 jujinshe@gmail.com
生活科學概論 鄭美圓 mei521113@yahoo.com.tw
導遊領隊理論與實務 王青怡 waomg19@gmail.com
幸福學－正向心理學觀點 齊隆鯤 lae0723@yahoo.com.tw
幸福學－正向心理學觀點 鄭童 jengtung@gmail.com
幸福學－正向心理學觀點 廖學卿 fen52@ms57.hinet.net
托育服務 黃苡蓁 jen.1576@hotmail.com
遊程規劃 王青怡 waomg19@gmail.com
遊程規劃 田福川 ufel2845@ms8.hinet.net
遊程規劃 鄭美圓 mei521113@yahoo.com.tw
遊程規劃 施芝菁 jujinshe@gmail.com
高齡友善空間與輔具應用 林佳慧 fun_chia@yahoo.com.tw
預防保健 胡文琳 wenlinhu@gmail.com
預防保健 黃美燕 b1004364@yahoo.com.tw
預防保健 蔣晶瑩 happy7276@gmail.com
預防保健 陳崇實 ebm.tw@msa.hinet.net
輔導原理與實務 劉如蓉 jung3004@mail.judicial.gov.tw
兒童發展與保育 林吉銘 chiminglin.tw@gmail.com
企業政策 楊詠婷 guupai@gmail.com
資料庫系統 楊弘義 hungi.yang@pou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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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影音製作應用 張正揚 maikawa0217@gmail.com
開放原始碼軟體入門 楊弘義 hungi.yang@pouchen.com
行動無線通訊與應用 彭景堂 gaai1926@yahoo.com.tw
行動無線通訊與應用 張正揚 maikawa0217@gmail.com
Word專業文件排版 蔡維 s581011@dragon.nchu.edu.tw
企業管理 吳素娟 iso715@yahoo.com.tw
企業管理 楊詠婷 guupai@gmail.com
企業管理 黃士銘 hsm2014y@gmail.com
企業管理 黃月琴 aunth@mail.dyu.edu.tw
資訊安全 林欣璁 aries77329@gmail.com
社會企業經營管理 饒凱斐 vickyjao@gmail.com
社會企業經營管理 蔡惠雅 canya0902@yahoo.com.tw
餐飲連鎖加盟管理 董美戀 men326@gmail.com
電子商務導論 賴娃娃 laiwawa@ms74.hinet.net
電子商務導論 廖秀婉 lsw721122@gmail.com
電子商務導論 陳宜霞 c0915931527@gmail.com
服務業經營管理 陳明章 cs595423@yahoo.com.tw
專案管理概論 趙裕彬 yupinchao@gmail.com
專案管理概論 侯玉祥 andrew132486@yahoo.com.tw
Excel進階技巧與專業應用實務 劉勇志 calvin.meceing@msa.hinet.net
電腦網路規劃與管理 劉勇志 calvin.meceing@msa.hinet.net
電腦網路規劃與管理 洪高宏 hkh728@yahoo.com.tw
巨量資料處理與應用實務 吳濟輝 howard.chihui@msa.hinet.net
金融機構管理 蔡美華 mica.sun8@gmail.com
大數據入門 蔡維 s581011@dragon.nchu.edu.tw
大數據入門 陳宜霞 c0915931527@gmail.com
大數據入門 王秋明 lansys.king@gmail.com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 王逸芸 helen004tw@gmail.com
網路拍賣與團購管理 賴娃娃 laiwawa@ms74.hinet.net
事業組織市場行銷－B2B行銷 袁貞貞 momo131313@kimo.com
事業組織市場行銷－B2B行銷 饒凱斐 vickyjao@gmail.com
飲食與生活 王瓊玉 wcy7525300@yahoo.com.tw
飲食與生活 陳淑茹 srchen2@pu.edu.tw
日文(一) 陳俊廷 timoteo740@yahoo.com.tw
社群網站經營管理 曹昌勝 Jason1971.tw@gmail.com
文學與人生 吳兆倫 chaolu7123@yahoo.com.tw
文學與人生 李名媛 mashimay.771212@gmail.com
文學與人生 謝孟琚 chun886@gmail.com
健康管理 詹又蓉 yuyung.chan@gmail.com
國文文選 陳杰蓉 usagilui@gmail.com
國文文選 李名媛 mashimay.771212@gmail.com
國文文選 洪文雄 tinyun5@yahoo.com.tw
國文文選 毛金素 t3360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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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文選 蘇家弘 such.roc@gmail.com
國文文選 蒲基維 kiwipou@gmail.com
國文文選 施秀春 Show5216@yahoo.com.tw
國文文選 張瑋珍 cynthia198405@yahoo.com.tw
國文文選 林孟輝 k1684105@yahoo.com.tw
實用英文 黃韻如 yhuang35@kent.edu
運動休閒與健康 劉修憲 liua1940@yahoo.com.tw
運動休閒與健康 林祐鋐 sealandman2000@gmail.com
運動休閒與健康 彭于珊 yushan530@gmail.com
運動休閒與健康 陳俊佑 cjy6124@yahoo.com.tw
運動休閒與健康 鄭志勇 f216061@gmail.com
運動休閒與健康 劉靜蓉 a629509@gmail.com
環保與生活 陳書憲 a882246465@gmail.com
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林志慎 chishenlin@gmail.com
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林群富 linolinkimo@yahoo.com.tw
大師系列講座：社會與自然篇 林連科 920411@webmail.nou.edu.tw
學習科技入門 謝文忠 im904400@yahoo.com.tw
學習科技入門 蔡維 s581011@dragon.nchu.edu.tw
學習科技入門 廖秀婉 lsw721122@gmail.com
學習科技入門 曹昌勝 Jason1971.tw@gmail.com
學習科技入門 陳采秀 show@mdu.edu.tw
學習科技入門 洪文義 mp53401@yahoo.com.tw
哲學與人生 邱君亮 King551002@gmail.com
哲學與人生 劉澤佳 mayafirebird@yahoo.com.tw
民主與法治 許芳榤 ntws110@ems.tatsun.gov.tw
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 林志慎 chishenlin@gmail.com
職場倫理與人際關係 趙美惠 chaomh@hust.edu.tw
職場倫理與人際關係 王淑真 3419393075@qq.com
現代社會與婦女權益 余啟名 CPAFOR2008@yahoo.com.tw
公民社會 林連科 920411@webmail.nou.edu.tw
公民社會 邱寶德 emercy519@gmail.com
生活美學 顏國順 jk1020d@gmail.com
生活美學 倪珩均 hank7983@gmail.com
生活美學 任淑華 jsuhua888@outlook.com
生活美學 趙儷黛 wowochao@gmail.com
生活美學 徐慧美 hsu.meggie@gmail.com
生活美學 王睿華 honia112@gmail.com
生活美學 宋美君 art.sweet1128@gmail.com
當代世界：國際政經趨勢 鄧天強 d102023002@mail.nchu.edu.tw
日本語文與文化 陳永昇 dick2238111@yahoo.com.tw
社會倫理關懷 邱君亮 King551002@gmail.com
社會倫理關懷 邱淑美 newmay801@yahoo.com.tw
生活中的資訊安全 曹昌勝 Jason1971.tw@gmail.com
社區營造與生活 王志華 ab324000@ms41.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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