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姓名 學術研究與專長

方寧 策略管理、專案管理、創新與研發管理、行銷管理

王之弘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休閒管理

王文蘭 服務業管理、國際行銷、消費行為、國際企業管理、日文

王克武 籃球、撞球、游泳、健康促進、運動管理

王怡婷 第二語言習得、句法學、英語教學、心理語言學

王金鍊 多重收斂基因演算法預測模式、動態巴斯預測模型

王愉嘉 圖學、廣告設計、研究方法、網路互動性

王朝弘 關係行銷、動態理論、動態能力、智慧資本及公司績效

王雅玲 英文、職場英文、英文導覽解說

王曉玫 資料處理、存活率分析及統計相關之應用分析

史大麗 市場微結構、資訊傳遞、價格發現、計量共整合模型

任光德 專案管理/實務與運用、科技/研發管理、新產品開發管理

朱曉萍 行銷管理、策略管理

朱靜眉 統計及財金相關領域.行為財務和股市與期貨市場

朱馨蕙 財務會計、審計學、會計資訊系統、財務危機預測

何淑熙 經濟學、國貿實務、國際金融人口經濟、醫療經濟

余淑惠 英語教學、言談分析

吳文芸 服裝設計、服裝構成、服裝畫

吳宇娟 古典小說、古典女性文學、奇幻文學、文本與再創

吳宇然 配件設計與製作

吳秉珊 日文、日本文化、日本旅遊

吳金蓮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企業專題研究、教育行銷

吳政璋 攝影影像創作、攝影與傳播及商業之運用

吳崇榮 動畫影像合成製作、數位媒材整合、影視節目包裝與製作

吳淑卿 桌球技術、運動心理學

吳維恭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等相關議題

吳錦鳳 輔導諮商、教育心理

吳麗紅 財務會計、稅法

呂星金 企業管理、策略管理、ERP系統導入、生產管理

呂欽武 經營管理實證研究

呂瑞生 文字學、辭典學、訓詁學、兩岸語言與文字、中國文學

宋立群 英語文教學、教學評量

宋思明 企劃文案、創意思考、活動規劃、展演設計

宋畹玖 風險管理、保險學、長期看護保險、產壽險、國際禮儀

巫俊采 數位學習、電腦多媒體

巫哲緯 運輸管理、旅運管理、行銷管理、服務管理

李永彬 會計審計法規、審計學、企業管理及行政公文實務研討

李宗愷 消費者行為、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方法、多變量分析

李怡慧 資料探勘、最佳化演算法、感測網路、 軟體工程、網路

李栩鈺 明清文學、女性文學

李偉臣
流行事業經營、中華服飾史、廣告與促銷、美學經濟、創意思考與設計

方法
李陳國 貿易與環境、外國直接投資(FDI)

李復真 職場英文

李琛瑜 管理資訊系統、電子商務、網頁設計、供應鏈管理

李雁隆 工業設計、設計認知、設計文化、人因設計研究



李嘉玲 中國古典文學、如散文、詩詞等、專事六朝辭賦研究

李蕙蘭 租稅優惠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對賦稅收入影響之探討

李靜怡 電腦密碼學、資訊安全、資料庫設計、RFID、行動商務

李鴻志 圖論

李寶欽 學術專長：民、商及經濟、智財法，研究：法律文學

杜光玉 運動教育、幼兒運動遊戲、身心壓力管理、運動休閒

沈志昌 網路安全、行動無線感測網路、資訊系統開發設計

沈坤耀 專案管理、專案需求管理與績效管理

卓為智 行銷理論、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行銷研究

卓裕榮 太空科學、電離層物理、GPS、衛星通訊、訊號分析

周少凱 策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與行銷管理

周玄祥 數位影音、電腦動畫、數位遊戲、視覺特效、網頁設計

周敏貞 離散數學、圖形理論、獨立集之研究、控制集之研究

林正忠 學術專長：離散數學、圖論，研究：圖形分解、獨立集

林永森 研究方法、數量方法、觀光休閒經營管理、消費者行為

林永順 技職教育、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管理、教育訓練、統計

林甘敏 數位內容與學習、創新創意開發與教學

林育陞 電腦輔助平面設計、影像美學與創作、基礎攝影、設計概論、電腦繪圖

林妏嬪 觀光遊憩資源調查與規劃、生態旅遊、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林孟源 管理資訊系統、電子商務、決策支援系統

林保相 會計學、成本與管理會計、財務分析、企業倫理

林冠妤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社交網站、網路使用者行為

林惠慈 國際貿易、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行銷管理、動態競爭能力

林惠齡 國際金融、資料探勘

林慧珍 鋼琴演奏、鋼琴作品研究、鋼琴音樂欣賞、藝術通識賞析

林韻文 現代文學、旅行文學、文化研究、本國語文

邱一峰 中國文學、戲曲、台灣民俗藝術、偶戲、文化創意產業

邱名嬋 數理統計、微積分

施惠哲 Curriculum and supervision

柯進傳 通識教育領域之研究

洪祥瀚 專業彩妝、人體彩繪、特效化妝、飾品製作、整體造型

洪瑞陽 基礎攝影、商業影片製作

洪嘉鴻 日文、觀光日文、日本寫作、日本企業集團、行為科學

紀立仁
色彩計畫、色料化學、織品材料、織物染色與檢驗、服飾行銷、人力資

源管理

胡仲權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國美學與現代醫學整合研究

胡政源 行銷管理、品牌管理、顧客關係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范振德 休閒保健、遊憩資源管理、治療式遊憩、休閒哲學

苗新雨 成人教育學、終身學習、英語文教學

昝大偉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空間分析、都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3D GIS、觀

光地理學

倪克明 專案管理、品質管理、結構工程、熱傳及相變化

夏則智 資訊系統規劃與開發、資料庫系統建置與應用

徐克成 人力資源管理、人力資源發展、組織行為、學習與創新

徐忠誠 公司治理、行為財務學、證券投資、共同基金

徐歷常 經濟學、財務績效評估、預測與決策理論、灰色理論



秦安慧 專案企畫、創意文案、品牌行銷、文字造型設計、漢字圖案設計。

袁泱 財務會計、成本會計、高等教育財政

馬秀蘭 統計、數學教育、統計套裝軟體、數學

高秀月 保險及其相關領域

高惠娟 公司理財、衍生性金融商品、金融市場、市場微結構

康延齡 藝術服裝設計、音樂編製、展演企劃執行、飾品配件製作

張士勳 網路安全、系統分析設計、行動裝置程式設計、航空工程

張安成 無線通訊、陣列訊號處理、適應性訊號處理、展頻通訊

張旭玲 各項總體理論運用計量方法之研究探討

張次正 國貿實務、行銷管理、輸出競爭力之研究

張宏政 農業產業文化創意與發展、休閒教育與農村旅遊

張廷政 粗集合理論、灰色理論、投資組合、產品設計管理

張志忠 手機程式設計、陣列訊號處理、最佳化演算法

張志華 程式設計、地理資訊系統、海洋環境、農田水利

張育琳 財務會計、生命週期、價值攸關性

張定中 經濟分析，市場研究，網路行銷，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張婷 國際經貿法、醫事法、兩岸經貿法規

張瑞娟 國際企業管理、財務管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證券分析

張嘉烈 共同基金投資策略、財務心裡及消費者行為分析

張翠園 服裝設計、立體裁翦、飾品設計、設計靈感啟發

張翠蘋 資料庫系統、資料探勘、XML技術、軟體工程

張露心 廣告研究、品牌規劃、整合行銷傳播、創意思考與企劃

張顯榮 資料探勘預測與分析、模糊粗集時間序列、資料庫系統

梁榮進 產品創新設計研究、產品開發技術、灰色理論、感性工學

梁麗珍 統計學、應用統計學、學習動機、學習策略

盛子駿 效率及生產力分析、財務管理、投資組合理論

符逸群 企業識別設計、平面設計、廣告設計、海報設計

莊錦賜 研究方法、企業專題研究、科技管理、創造力、市場調查

許哲瑜 影像創作及美學，影片製作，設計整合及文創產業實務

許翃銘 配件設計與製作

許鎦響 績效評估、績效管理、系統分析與設計、資訊管理

郭中元 廣告設計、包裝設計實務、書籍裝幀

郭蘇文 財務管理、行為財務、金融機構與市場、市場微結構、公司理財

陳子雲 鋼琴獨奏與合作藝術、數位媒體專題製作、音樂通識教育

陳仁龍 數值分析、科學計算、精算數學

陳介山 民法、商事法、證券交易法、信託法、企業併購法

陳元瓊 企業管理、財務管理、網路行銷、網路創意

陳君杰 物流管理、行銷管理、發明創作、交通運輸

陳志明 計算機網路、遠距照護、醫療資訊、工業控制、電子商務

陳志樺 創意思考、生涯規畫、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法、教材教法

陳依文 經濟學、農業經濟與農業政策、法律經濟學

陳佳政 公司理財、市場微結構

陳岫蘭 英美文學、英語教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陳明華 軟計算



陳金輝 排球、籃球、足球、網球、高爾夫球

陳俊瑋 電腦輔助造形運算、消費者情報資訊調查、輔具設計

陳俊興 電腦繪圖、產品設計、繪畫、感性工學、文化商品發展

陳俞均 視覺藝術創作與教育

陳冠良 多變量分析、作業研究、統計應用於行銷和存貨管理

陳建州 組織行為、國際人力資源、人際溝通、產品創新與專利

陳建興 資訊檢索、自然語言處理、聲音辨識、服務導向架構

陳美 以傳統書院之建築裝飾語彙、教材教法等為研究範圍

陳唐平 市場行銷、經營績效評估、服務管理

陳振芳 餐飲安全衛生管理、餐飲管理、烘焙學

陳高生 流行心理學、西洋服飾史、服飾商圈活化、服飾感性工學

陳健文 專題設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動態視覺媒體設計

陳健忠 ERP、系統分析與設計、RFID應用、GIS應用

陳惜惠 美髮設計、配飾設計、整體造型、美髮流行趨勢研究

陳慈惠 財務會計、管理與成本會計、績效評估、學習行組織

陳瑞美 財務會計、成本會計、會計制度與內控、公司稅務規劃

陳碧茵 數位學習，智慧型系統

陳憶如 英語學習策略、單字記憶研究

陳澤龍 資訊安全、電子商務安全、醫療資訊系統應用、電腦網路、無線通訊

陳鴻勝 電腦輔助建築設計、環境視覺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研究

陳韡方 餐旅管理、餐旅服務技能、三明治教學、公共關係

傅思華 人力資源管理，品牌經營與行銷，組織行為

單煒明 藝術相關技術與歷史理論

彭慶東 電腦動畫設計、互動藝術設計、多媒體系統整合

曾仁清 微積分、統計學、統計應用與實務

曾勝珍 智財法、網際網路法、科技法律、經濟間諜與營業秘密

游功揚 混沌動力學、環境生態、永續發展

費業勳 管理學、策略管理、績效評鑑、競爭力分析、課程與教學

賀國英 英語教學

馮曼琳 資料庫及網頁設計之應用,層級分析法及德菲法等研究

馮遠耀 策略管理與國際企業管理

黃文雄
觀光數量研究方法、休閒遊憩心理與行為、戶外遊憩管理、永續旅遊、

解說導覽

黃光宇 資料挖掘、最佳化設計、系統辨識、系統工程、程式設計

黃江富 計算機概論、3D圖型製作、電腦硬體裝修、離散數學

黃承啟 美國憲法 、民法、生物科技法、醫事法

黃松智 創意商品開發

黃信彰
行銷管理、品牌管理、消費心理學、設計管理、博物館學、觀光工廠經

營與行銷

黃俊雄 數位影像處理、多媒體網頁設計、數位學習、數位遊戲

黃彥凱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管理心理學、研究方法

黃美賢 投資學、共同基金、行為財務學、國際金融、國際貿易

黃貞瑜 國際管理、行銷管理、國際物流管理、國際貿易實務

黃庭超 繪畫創作、中西藝術史、當代藝術思潮、杜米埃版畫研究

黃健夫 歷史學及大陸問題研究，以中國現代史及中共黨史為主



黃健兒 經濟理論、農業經濟、財政學、經濟分析

黃國華 知識管理、人機介面設計、資訊安全、系統管理

黃國豪 數位學習、電子商務、智慧型系統

黃惠瑜 英語文教學、會議展覽

黃順錫 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黃琝琇 公共經濟、能源經濟、財政政策、經濟預測

黃瑞媚 整體造型設計、整體造型

黃鳳珠 基金投資與管理、銀行外匯、投資理財、國際貿易實務

楊主恩 人力資源管理、旅館管理、餐飲管理、服務業管理

楊永列 績效評估，資料包絡法，隨機邊界法，財金計量

楊宗明 金融與管理，研究金融管理相關領域

楊家禎 數理統計、序列分析

溫媺玫 中西哲學討論，心理諮商，性別、生涯、情緒等議題

萬絢 決策支援系統 資料探勘 人工智慧 專家系統 程式設計

葉智丞 行為財務 個人理財策略 公司理財策略 期貨與選擇權

葉雅玲 專長為中國文學、台灣文學，研究領域為期刊、大眾文學

解德春 運動行銷及運動處方。田徑、手球、籃球、保齡球

詹勳生 生醫離子感測器、網路技術與應用、圖書資訊技術與應用

賈棟忠 作業管理、經營績效分析

靳鐵章 流行音樂製作生涯二十餘年，專長為音樂創作與製作。

廖述嘉 人力資源、台商管理實務

廖偉智 腳本與分鏡、動畫製作實務、3D動作設計

廖惠雯 資訊安全、影像處理、數值分析、無線射頻辨識

熊道麟 中國文學、故事設計、神話文學、夢文化學、詩歌資料庫

蒲信岩 英語會話、英語寫作

趙金芳

趙雅玲 中國文學 古典戲曲 古典小說

銀敏如 軍訓

劉文甦 地理資訊系統、定位系統、遙測及生活運用

劉自強 會計學、財務管理、預算學、人力資源管理、績效評估

劉承宗 政治學、國際關係、恐怖主義與戰略

劉敏元 中國近代史、台灣史、台灣古蹟

劉凱平 行銷學、行銷管理、流通管理、商務談判、電子商務

劉嘉雯 人力資源管理、行銷管理、策略管理、教育訓練發展、創新管理

劉榮芳 財政學及租稅法；對上述領域做理論與實證研究

劉憓諠
國際財務管理、固定收益證券、衍生金融商品、風險管理、保險、財

務、管理

歐益昌 生物統計、金融數學、風險管理、電話抽樣調查

蔣裕祺 英語教學、會議展覽、領隊導遊與英語檢定輔導

蔣榮宗 應用數學與統計學之研究分析、股市之迴歸動力模型研究

蔡伯健 品牌、行銷、創意思考、企劃、產品開發、消費行為

蔡昌吉 影像美學、數位影像藝術與創作、現代美學與藝術

蔡明純
行銷管理、品牌管理、行銷策略管理、風險管理、HRM、人際關係與溝

通

蔡逢哲 產品設計、模具設計開發、製造加工程序、表面加工技術



蔡鴻仁 演算法分析與設計、平行計算、資料探勘

蔡耀程 球運動興趣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鄭光甫 股市泡沫、資產定價、公司理財

鄭育欣 電腦網路、作業系統

鄭雯芳 券商的產業專精與其推薦與盈餘預測績效持續性間的關聯

盧美麗 網球、桌球、羽球、體適能

盧縉梅 服裝設計、時尚藝術、時尚品牌行銷模式、美學經濟

蕭如妙 物流管理、網路行銷、顧客關係管理、服務創新設計

蕭毓秋 女裝設計與製作、手工藝品製作、胸花設計

賴志昌 流行調查與研究、精品行銷管理

賴姍姍 游泳、爵士舞、有氧舞蹈、體育運動舞蹈

賴東彥 管理學、知識管理、組織行為、學習型組織、電子商務

賴玲華 現代文學及晚明文學、沈從文作品研究及張岱著述研究

賴靜毓 英文閱讀、寫作、貿英書信、秘書英文、跨文化研究

賴藝文 價格發現與訊息傳遞，從眾行為，風險管理，數量方法

錢昭萍 詩詞鑑賞與動畫製作、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與動畫製作

謝永茂 旅行業經營與管理、旅行文學、臺灣史、文化觀光

謝宜君 商業應用軟體、國際貿易、統計分析軟體、組織關係

謝偉強 計算機網路，語音處理，類神經網路，電子商務

謝淑玲 資料探勘、資料庫系統與應用、多媒體設計

謝景順 網路規劃管理、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謝琦強 觀光地理、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都市觀光、遊憩區規劃

鍾思明 跨領域藝術、電腦音樂、聲音設計、錄音工程、數位學習

鍾益仔 經濟、財務及管理相關領域，研究方向為投資組合管理

簡秀娥 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佛教文學、佛教思想、創意思考

簡春娟 證券投資分析、投資組合分析、證券交易實務、金融市場

簡秋暖 運動社會學、運動傳播、體育教學、瑜珈

簡進嘉 作業研究，數量管理

簡瑞勳 電腦繪圖、設計實務、古文字學、多媒材構成

藍淑惠 時間序列、統計、數學、全面品管及其他商管相關領域

顏鎮榮 展示設計、文字造形設計、圖案設計、色彩學、展示研究

魏美玲 現代文學、大陸當代文學、民間文學

羅仕杰 歷史學

嚴月秀 形象規劃設計、包裝設計、色彩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