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主聘系所 姓名 學術專長及研究

1 餐飲管理學系 于第 研究方法、餐旅專業英文、國際禮儀、資訊素養教育、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餐飲管理學系 方志銘 西餐烹調、義法料理

3 餐飲管理學系 王永貞 大一、大二通識共同英文、餐飲英語

4 餐飲管理學系 任春榮 中西餐宴會服務技術與經營管理、飲料管理與調製、咖啡調製實務、侍酒師實務

5 餐飲管理學系 何育任 創意料理、中式烹調、西式烹調、法式料理、異國料理 、西式套餐製備

6 餐飲管理學系 何宣萱 餐旅管理與教育、飲食文化、餐飲美學、宴會管理、餐飲英語

7 餐飲管理學系 吳忠義 西餐烹調、菜單設計、法式料理、異國料理、食物製備學

8 餐飲管理學系 呂佩勳 觀光餐旅概論、餐飲管理、服務業品質管理

9 餐飲管理學系 周明華 晚清小說學、晚清報刊學、辭典編輯、餐飲文化

10 餐飲管理學系 邱宗志 運動心理學、運動訓練法、運動營養學

11 餐飲管理學系 姚瞻海 商業套裝軟體、觀光科技應用、電子商務、邏輯與程式設計、統計學

12 餐飲管理學系 胡宜蓁 創造力與創新、餐旅組織與心理、餐旅技職教育、服務業英語、餐飲美學

13 餐飲管理學系 夏先瑜 食物製備原理、保健營養、餐飲行銷、餐飲與食品法律、食品衛生與安全

14 餐飲管理學系 高世達 中餐烹調、蔬果雕刻、麵食點心、宴會料理、綠色健康烹調

15 餐飲管理學系 張君同 中餐烹飪、蔬食料理、蔬果雕刻、宴會料理、異國料理、台灣小吃、鹽雕捏塑

16 餐飲管理學系 張萊華 行銷管理、行銷企劃、消費者行為、網路行銷、創新創業、茶葉感官品評

17 餐飲管理學系 郭美玲 中國文學、中國思想、訓詁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禮儀、餐飲文化

18 餐飲管理學系 陳丹華 人際溝通、生涯規劃、茶學、餐飲管理

19 餐飲管理學系 陳文正 蛋糕裝飾製作、西式烘焙、創意烘焙、麵包製作

20 餐飲管理學系 楊永富 烘焙拌手禮、麵包製作、西點烘焙、盤飾點心、法式手工巧克力、巧克力工藝

21 餐飲管理學系 趙振瑛 經濟學、餐旅文化、餐飲人力資源管理、餐飲行銷學、餐飲財務管理、統計

22 餐飲管理學系 劉建裕 經濟學、餐旅行銷學、消費者行為、人力資源管理

23 餐飲管理學系 蔡淳伊 餐飲英語、企業管理、餐飲管理、餐飲行銷、服務業英語

24 餐飲管理學系 鄧序彤 餐旅消費者行為、餐旅行銷管理、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財務管理、管理學

25 餐飲管理學系 霍晉明 中國文學、哲學、新儒家思想、餐飲文化、愛情學

26 餐飲管理學系 謝秀宜 荼葉感官品評、餐飲服務品質管理、餐飲管理、保險經營

27 餐飲管理學系 魏仕杰 中餐.蔬果雕.日本料理.翻糖捏塑.捏麵

28 旅遊管理系 林佳蓉 航空業經營與管理、航空票務、航空訂位、遊程規劃、旅遊電子商務

29 旅遊管理系 邱鴻遠 觀光與地區發展、旅遊目的地形象、企業管理

30 旅遊管理系 張東平 西洋文學、觀光餐旅英語(二) 、觀光類PVQC

31 旅遊管理系 張靜宜 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中國文學、餐旅美學 、文化創意事業經營行銷

32 旅遊管理系 梁英文 遊憩行為、觀光休閒、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方法、統計資料處理

33 旅遊管理系 陳信甫 國民旅遊、活動企劃、自助旅行、休閒遊憩、教育旅行、領團實務、餐旅美學

34 旅遊管理系 曾秋玉 餐旅英語、英語教學、語言學

35 旅遊管理系 舒麗娟 航空公司管理、空勤及地勤服務管理、造型彩妝、遊程規劃、商圈管理

36 旅遊管理系 黃幸玲 行銷管理、活動企劃管理、葡萄酒與烈酒品評、領團技巧、國際禮儀、統計分析

37 旅遊管理系 楊明賢 休閒概論、解說導覽、活動企劃、環境教育、旅遊文化

38 旅遊管理系 楊振興 綠色休閒運動、葡萄酒品評與休閒、高爾夫、體適能

39 旅遊管理系 劉祐彰 航空及軌道運輸、遊憩行為、行銷企劃、研究方法、遊程規劃、統計資料分析

40 旅遊管理系 劉惠珍 觀光資源、觀光地理、活動企劃、運動休閒、觀光行銷、人力資源、旅遊糾紛

41 旅遊管理系 謝素貞 運動中心管理實務、休閒遊憩實務體驗 、觀餐經營/服務管理

42 旅遊管理系 謝淑芬 觀光行為、航空票務與訂位、飲食文化、旅運管理、溫泉經營、永續觀光

43 旅遊管理系 顏建賢 觀光行為、航空票務與訂位、飲食文化、旅運管理、溫泉經營、永續觀光

44 旅遊管理系 蘇淑芳 航空空勤地勤服務、旅遊英文、基礎西班牙文、休閒農業、自助旅遊規劃

45 旅館管理系 王斐青 旅館財務管理、旅館英語、職場星座分析、人際關係學、溝通技巧

46 旅館管理系 吳奕蒼 中國古典文學、台灣文學、餐旅美學、餐飲文化、文化產業創意行銷

47 旅館管理系 呂國賢 觀光餐旅業相關行銷學管理研究、統計暨資料處理、電腦教學

48 旅館管理系 呂學尚 旅館人力資源管理、旅館管理與實務、領導統御

49 旅館管理系 尚瑞國 旅館經營管理、財務管理、餐旅法律實務、智慧旅館

50 旅館管理系 林明彥 行為財務、行銷物流、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一般管理、餐旅資訊系統、電子商務

51 旅館管理系 林香君 觀光餐旅概論、餐旅行銷、觀光餐旅日文、餐旅文化

52 旅館管理系 洪欣正 運動訓練法、餐旅美學、餐旅人力資源管理、情緒管理

53 旅館管理系 高崇倫 會議管理、英文檢定、葡萄酒賞析、餐旅英文、餐旅服務技能

54 旅館管理系 張家甄 旅館客務、旅館人力資源、休閒遊憩管理、餐旅服務技能訓練、房務實務管理

55 旅館管理系 陳達元 電腦教學、咖啡實務、英文檢定、電子商務、人力資源管理、旅館財務

56 旅館管理系 劉瑞華 英語教學、餐旅英語PVQC、客製化甜點製作

57 旅館管理系 蔡亨 體育教育訓練、俱樂部管理、活動管理、導覽解說、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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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旅館管理系 羅常芳 餐旅英語、國際禮儀、餐飲管理、芳療實務、產業趨勢

59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方鎮良 人工智慧應用、3D動畫設計、多媒體串流應用、數位內容設計、資訊安全

60 電競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王春笙 資料庫、程式設計、多媒體系統、資料探勘、遊戲設計

61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王鵬飛 數位電商整合行銷、專案管理、創意創新創業管理、智財經營管理分析

62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艾建宏 運動管理學、賽事企劃、賽事賽評主持

63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林開誠 會計、審計、財務管理、行銷學、跨境電商

64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陳文媛 日語教學、日本教育文化道德思想理論、教育心理諮詢、日本多媒體創意文化

65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曾志明 ERP、資料庫、APP設計、多媒體影像處理、特效與後製、2D動畫製作

66 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系 黃如玉 電子商務、數位行銷、輿情口碑分析、文件探勘、個案研究

67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王維興 經濟、財務、金融理財、投資、統計

68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朱媛媛 稅務法規、稅務規劃、財政學、會計學、理財規劃、信託法規。

69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張珍 會計、財務、管理、理財規劃、金融科技、邏輯與程式應用、創新創業、統計

70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許景翔 自然資源經營經濟、經濟學、租稅服務、休閒管理、英文

71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許馨方 會計、策略管理、理財規劃

72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陳伯源 財務管理、資訊系統、個人理財

73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陳東瀛 日本產業經濟科技政策、管理學、行銷管理、國際經濟、國際金融、創新創業

74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陳語婕 運動訓練法、運動與休閒管理、通識課程（生命教育、編織初級）

75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鄭如伶 大一大二英文、商業英文、軟體應用、電子商務

76 企業管理(學)系 李正綱 人資管理、管理學、企業診斷、行銷、生產管理、商業談判、企管、組織行為

77 企業管理(學)系 林秀芬 經濟學、統計學、商業知識管理

78 企業管理(學)系 林慧敏 會計學、行銷管理、財務管理、顧客關係管理、人際關係與溝通

79 企業管理(學)系 邱悅蓉 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顧客關係管理、企業診斷、門市經營管理

80 企業管理(學)系 許碧瑜 英語教學、英文聽講、英文寫作、英文閱讀、職場實務英文、專業英語導讀

81 企業管理(學)系 陳湘 國際禮儀、按摩與芳療、瑜珈、健身運動、生命關懷、管理學、生涯規劃與倫理

82 企業管理(學)系 陳禔銨 中山學術研究、企管日語會話、商務日文、商業禮儀、企業倫理、商業知識管理

83 企業管理(學)系 熊東亮 管理學、統計學、市場調查、行銷研究、門市經營、統計與資料分析、策略管理

84 企業管理(學)系 謝桂芬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人力資源、組織行為、顧客關係管理、實務專題

85 電腦與通訊系 王旭志 ICAI系統架構、語音辨識、自動控制、微處理機、物理、感測訊號處理

86 電腦與通訊系 周伯毓 多媒體設計、遊戲設計、AR/VR開發、動態補捉技術、網頁程式

87 電腦與通訊系 洪清池 微積分、工程數學、統計學、電磁學

88 電腦與通訊系 翁啟明 無線網路、無線通信、人工智慧輔助、程式設計

89 電腦與通訊系 張明化 數位通訊、展頻通訊、錯誤控制碼、電子電路

90 電腦與通訊系 章學賢 電磁暫態與智慧電網、能源監測與管理、電子電路

91 電腦與通訊系 陳一鋒 電磁輻射測量、天線設計、電磁相容、仲裁實務

92 電腦與通訊系 陳俊達 通訊信號處理、適應性濾波器、程式設計

93 電腦與通訊系 劉小嫻 運動訓練法、 運動心理學

94 電腦與通訊系 應誠霖 人工智慧、光纖通信、光纖-微波傳輸系統、光電工程、電磁學

95 財務金融(學)系 辛穎 國際金融外匯實務、金融市場、銀行授信實務、金融機構管理、法語、歐洲文化

96 財務金融(學)系 林瑞椒 財務管理、投資學、衍生性金融商品。

97 財務金融(學)系 章定煊 不動產市場與投資、不動產金融、貨幣經濟、管理學、程式邏輯

98 財務金融(學)系 許嘉仁 商用數學、微積分、統計學、多媒體應用

99 財務金融(學)系 陳文慧 行銷、會計、財報、消費者行為、生命教育、職場倫理、三創、網路財經媒體

100 財務金融(學)系 陳家妤 管理學、投資學、固定收益證券、風險管理、行銷研究、管理心理學、經濟學

101 財務金融(學)系 詹立宇 經濟學、產業分析、信託理論與實務、金融科技、創新與創業

102 國際貿易(學)系 江彥希 法律、全球化經貿政策、貿易商務英文、商管類專業級PVQC

103 國際貿易(學)系 李芳君 商用日語、餐飲日語、財務管理、財務分析、會計學、會展管理、數位行銷

104 國際貿易(學)系 尚麗琳 商用英文、基礎英文、MICE英文、英語會話

105 國際貿易(學)系 林宏諭 管理科學、決策理論、專案管理、企業經營、資訊應用、影像多媒體、數位行銷

106 會議展覽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林恆妙 會計學、財務管理、財務分析、ERP、創新與創業、基礎英文、國際禮儀

107 國際貿易(學)系 陳君鳳 運動訓練法、心理學、人際關係、國際禮儀

108 國際貿易(學)系 黃恩恩 國貿理論與政策、國際金融匯兌、國貿實務、跨境電商、數位行銷、會展管理

109 國際貿易(學)系 黃啓瑞 統計學、品質管理、消費者行為、服務業行銷、邏輯思考與程式應用、會展管理

110 國際貿易(學)系 賴金端 產業經濟學、經濟發展、MICE行銷與管理、國際禮儀、企業倫理

111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王彥中 自我管理與自我效能、學生生涯/職涯輔導、簡報製作、故事敘述、文創行銷

112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郭雅秀 藝術學、媒體藝術、當代藝術、語文與文化

113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陳珠元 廣告設計、解說設計、通用設計、訊息設計

114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陳曉菲 設計思考與計畫、平面設計、色彩應用、廣告行銷

115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陳嬿如 珠寶設計與金工製作、時尚美學工藝設計、飾品配件設計

116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曾潔明 現代文學、生命教育、荀子、詩經、故事建構、文創行銷

117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黃重興 影音企劃與製作、紀錄片製作、攝影棚實務、微電影創作、動態攝影與剪輯



118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黃國榮 視覺傳達設計、作品集設計、專題設計

119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楊文灝 計算機圖學、電腦動畫、虛擬實境、3D數位設計與列印輸出

120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廖兆斌 影音製作、特效、多媒體製作、攝影

121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廖建清 金屬工藝與當代首飾

122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劉冠辰 視覺識別系統、包裝設計、插畫設計、商業廣告設計、平面海報創作

123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蔡進興 視覺傳達設計、環境視覺設計、文創設計

124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賴韻宇 運動生理學、體適能、文化創意、美術工藝

125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嚴佳茹 建築環境計畫與控制、建築設計、綠建築、物業管理、展示設計/空間設計

126 資訊工程學系 王仲資 通訊系統、電腦網路、訊號處理、智慧科技、智慧旅館實務

127 資訊工程學系 王俊欽 資訊安全、機器學習、電腦網路技術、虛擬化技術、作業系統

128 資訊工程學系 吳璧如 史記、現代文學、古典文學、生命教育

129 資訊工程學系 李弘斌 程式設計、電腦模擬分析、工程數學

130 資訊工程學系 李振偉 多媒體通訊、無線網路、物聯網

131 資訊工程學系 沈之昱 近現代史 、文化史、憲法、魏晉南北朝史

132 資訊工程學系 林鼎政 運動訓練法、運動生理學、運動營養學、運動裁判

133 資訊工程學系 張基源 嵌入式系統設計與應用、網路設計與應用、資料庫與程式設計

134 資訊工程學系 莊益瑞 數位學習、多媒體應用、資訊教育、程式設計、資料結構

135 資訊工程學系 鄭文彬 程式語言、大數據資料處理、地球物理學、地震學、多媒體應用

136 應用外語系 戶田哲也 日本文化、中日思想比較、中翻日、日語教育

137 應用外語系 王玉英 日本語教育、日本國情文化、教育學

138 應用外語系 吳德芬 日語教育、日本文化、日本文學研究

139 應用外語系 宋達溪 翻譯、口譯、國際關係

140 應用外語系 李岳牧 政治、法律、歷史、生命、兩岸關係、社會科學、觀光行銷、生涯規劃、談判

141 應用外語系 林榮培 運動管理學、休閒遊憇

142 應用外語系 草間敏彰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

143 應用外語系 高士凡 英語教學、廣泛閱讀

144 應用外語系 高宏宣 客戶關係管理、國際禮儀、電子商務、觀光行銷、多媒體應用

145 應用外語系 高淑玲 日本近代文學-石川啄木研究、日本語教育、中日翻譯

146 應用外語系 張祐禎 日本語教育、日本語學、中日對照研究

147 應用外語系 陳漢光 教育心理學、外語教學、企業管理、建築設計

148 應用外語系 喬克凡 EAP口說與聽力、EAP閱讀與寫作、跨文化溝通、學習管理系設計

149 應用外語系 葉冰瑩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中日口譯教育、法庭通譯

150 應用外語系 詹餘靜 英語教學法、教學活動設計、兒童文學與教學、航空英語、領隊英文

151 應用外語系 裴傑書 英文會話、寫作、聽力、戲劇指導

152 應用外語系 趙妙菁 日本文化、中日歷史、基礎日語、餐旅觀光日語

15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王士元 供應鏈管理、作業研究、品質管理、多媒體應用

15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吳芳瑤 體育課程、身心靈瑜珈、商業心理學、商業溝通

155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吳麗晳 零售管理、門市經營管理、消費者行為、情緒與壓力管理、成本分析與管理

156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宗鈞 財務管理、經濟學、零售管理、產業分析

15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邱顯貴 行銷與流通管理、電子商務、物流與供應鏈管理、連鎖企業、品牌管理、e行銷

158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紀夙娟 國貿實務、國際金融、消費者行為、行銷

159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珮玲 人力資源、行銷管理、管理學、消費者行為

16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景峰 會計學、會計應用軟體、會計資訊系統、ERP、流通管理、物流管理

16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琳禎 品牌管理、行銷管理、創新管理、教育訓練、消費者行為、韓國產業經濟政策

16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黃冠英 供應鏈管理、創意與創新、作業流程管理、經營管理、商業程式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