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姓名 學術研究與專長

尹雯華 旅運經營管理、遊程設計規劃、領隊導遊實務、航空票務

尤涵星 公司理財、財金統計套裝軟體

王克文 公司治理之監察人制度及何種監督機制符合體制之需求

王秀玲 視覺設計領域、包裝設計、色彩學

王秀郎 無線網路技術與應用

王信東 情緒管理、商道倫理與人文精神

王哲鴻 管理學、研究方法

王國雄 大自然植物生態探索

王雪如 英文、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王紫璇 商務談判、情緒管理

王毓榮 版本學、荊楚歲時記校注

王瑞明 手持式裝置之應用與趨勢

王暐棻 職涯探索

王福星 國際政治、憲法與政府、商務談判、人際溝通

王慧萍 西班牙文

包喬瑞 研究方法

白夙平 商道倫理與人文精神

任昱儒 版面設計

任書鳴 資料探勘、資料庫、網頁設計、系統分析、系統規劃管理

向秀媛 經濟學

朱凱麗 微積分

何信昭 嵌入式系統

何禮麗 英文寫作、英文文法解析

吳宇晴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英文

吳金松 財務報表分析

吳振輝 養生與休閒指導

吳淑玉 印刷設計實務

吳舜華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吳誌鴻 排球

吳錫瑋 旅館餐飲管理、企業管理、人力資源

宋英姬 專業髮型設計剪吹、專業髮型設計創意編梳、美髮

巫郡綾 導遊實務與實習、觀光地理

李巧文 英文

李杏美 商務英語會話

李河錫 人際與公共關係、行銷創業管理、衝突危機管理、管理學

李淑娟 商務談判

李湘齡 英文、職場英文

李雅文 美膚保健、美體紓壓、芳香療法、整體造型

李新媃 競爭分析

李經世 觀光行政與法規

李義隆 高階主管領導

李嘉嬴 民法、非訟事件法、土地相關法規

李豪 運動觀光、旅行與文學

李麗明 會計學

沈志文 網路管理與應用、智慧型監視系統整合/建置



沈燦宏 公民素養

汪仁愛 健康休閒與生活、體育、籃球

汪孟德 電子工程、資訊科學與工程、資訊管理、奈米生醫材料

辛韻珍 日文

卓武漢 職涯發展

周子閎 服裝畫、插畫、電腦繪圖、服裝設計、平面設計

孟昭立 通訊原理

季惠民 攝影、攝錄影、多媒體設計、網頁設計

林文村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林文英 水資源保育

林玉鏡 美甲藝術與實作、藝術彩繪

林志輝 組織行為

林育群 英美文學、英文檢定能力訓練、中英翻譯

林佳蓉 服裝設計與製作、持有行政院勞委會核發女裝甲級證照

林孟豪 運動處方

林宜群 發音練習、觀光英文

林芳如 生物醫學、分子生物學、生物技術、微生物免疫學

林金珠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林金瑤 美容美膚導論、美容實作

林彥良 插畫設計

林玲玉 導遊實務

林秋松 職涯發展

林夏玉 科技與生活

林宸漩 電腦繪圖、產品快速設計

林庭宇 管理學

林清田 企業經營管理診斷及合理化管理輔導

林淑婷 休閒農業、產業文化、體驗活動、休閒教育

林楷哲 作業系統、網際網路、資訊系統安全及電腦硬體系統管理

林碧慧 語言認知與溝通、現代媒體中的女性群象分析

林靜怡 平面繪畫、工藝創作、藝術設計及文化創意相關理論

武凱蒂 美姿美儀、專業形象管理

邱永金 固定收益證券

邱育廉 飲務管理

邱幸珍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職場英文、英文

邱保榮 網路技術概論

邱宣閔 資料庫管理系統

邱添進 服務業管理

邱惠玲 日文

邱慕霖 職涯探索、婚姻與生活

侯玉祥 國際企業管理、組織行為

施惠娟 管理學、觀光休閒產品行銷

柳耀華 資訊管理、系統分析以及創意研究

段岱玲 英美文學、英語教學、英美小說研究

洪明瑩 職場英文、英文

洪瑞文 程式設計、資料庫、作業系統、雲端運算

洪福彬 作業管理、品質管理



紀明仁 展示設計、紙藝構成

紀東昀 專案管理實務與應用

胡辰忠 平面設計、基本設計、海報設計

胡真鎮 排球、網球、高爾夫球、桌球

胡淑貞 中文閱讀與鑑賞

郎亞琴 商務英語會話

唐世詮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徐正清 服務業管理

徐愛莉 英語文訓練、企業倫理、商業秘書管理

高敬堯 中文閱讀與鑑賞

高靜玲 職涯探索

涂以仁 專題設計

康家豪 證券交易實務與法規

張有富 創業管理概論

張杏宜 專業英文、中級寫作

張秀漢 績效管理

張育誠 無線網路通訊規劃與建置、資料庫與動畫設計、運輸觀光

張依靜 網路技術概論

張昭焚 從圍棋理論看企業管理及創意、創新、創業之整合研究

張茂林 旅遊英文、旅館管理概論、服務業管理、觀光休閒人力資源管理

張祐銘 職涯探索

張凱翔 網路技術概論

張勝岳 電機電子資訊領域相關、光纖通訊（網路）技術

張智明 策略行銷

張朝琴 藥物與生活安全、藥物濫用危害與防制

張雅惠 企業倫理

張瑞元 統計套裝軟體應用

張鈺娸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實務專題

張嘉仁 電腦動畫與遊戲製作

張榮福 行銷學

張億收 外國語文能力訓練、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張廣漢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職業安全概論

張慕婉 服裝構成學與服裝製作、人體工學、立體裁剪、旗袍

張興邦 手持式裝置多媒體系統

張瀧升 數位設計、編輯企畫、印前作業、印刷、攝影、影像處理

梁心怡 創意思考

梁家興  產品行銷、行銷企劃、談判與溝通、創意管理

莊佳瑜 資訊素養與科技倫理

莊家雋 資料結構

莊耿忠 財務金融、企管行銷、語文教學、領隊實務、專案諮商

莊淑琴 造型設計、髮型臉型研究搭配

莊豐光 會計學

許文筆 古蘭經漢譯經典導讀

許正諺 資訊科技應用

許至偉 美容醫學特論

許志龍 翻譯研究及教學



許指石 創意思考、生產與作業管理

許郁玟 電腦輔助服裝設計、電腦輔助工業打版、3D虛擬打樣

許雲慈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許嘉倫 創意思考、商務談判、顧客關係管理、組織行為

郭文景 數位攝影、影像創作、影像心理分析、攝影器材改良

郭台生 職場安全與衛生、行銷管理概論

郭妍希 服裝構成製作、版型設計

郭建宏 環境資源管理

郭柏宏 微積分、統計學

郭泰元 個人理財策略、投資學

郭祝武 應用數學、高等微積分、數理統計、機率論、估計理論

郭鶴琳 電腦輔助工業製圖

陳子雯 行銷管理

陳木青 思考的藝術：批判與創造思考

陳仙玫 遊程規畫與設計、導遊實務與實習

陳伊潔 餐旅英文

陳安儀 多媒體網頁設計、管理資訊系統

陳克豪 職業安全概論

陳志偉 資料結構

陳宗志 職涯發展

陳昌遠 中文閱讀與鑑賞

陳玫君 營養保健、餐飲衛生

陳玫圻 會計學

陳俊仁 溫泉旅館經營管理實務、國際觀光休閒實務

陳俊宏 商業套裝軟體

陳冠臻 圖案設計

陳宥鄞 基礎平面構成設計

陳建華 零售業管理、門市營運管理、流通系統管理、商圈研究

陳盈潔 英文

陳紅鸞 越南文

陳美齡 化妝設計

陳家鴻 微電影拍攝與製作

陳家騏 產品設計開發流程、銀髮族議題研究

陳振源 英文

陳時佳 電學概論、訊號與系統、電子電路、數位邏輯、晶片設計

陳益增 企業管理、行銷管理、組織行為

陳國明 微型餐廳創業、葡萄酒課程、飲務管理、旅館民宿經營

陳培季 體育

陳敏政 服務業行銷與管理、門市管理、商品推廣與管理

陳景黼 中文閱讀與鑑賞、老子思想的樂活智慧

陳葦玲 情緒管理

陳嘉維 感性工學、設計方法

陳翰霆 精緻模型製作、文化商品設計

陳麗如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

陳麗安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陸勇奇 結構分析、最佳化、平行處理、影像處理、系統模擬



麻高霖 公民素養、危機處理、兩岸關係、人際溝通

勞明慧 專業英文、英文

曾俊奇 葡萄酒賞析、餐飲經營管理

曾紹玫 行銷管理概論

曾智聖 英文

曾麗蓉 經濟學

曾馨瑱 管理學、投資學、企業管理與組織行為

游宗育 組合語言

游淑筑 人力資源管理

湯盈川 產品美學、表現技法

馮智偉 統計學

黃小玲 英語

黃正德 職涯探索

黃立璿 管理學

黃仲青 不動產投資與估價

黃信愷 自由軟體應用

黃俊賀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精緻模型製作

黃建樺 新建及改建旅館籌備規劃研究、旅館人力資源管理

黃建鑫 財金專業證照、基金管理

黃益松 人力資源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公司治理

黃淑敏 企業倫理

黃雪莉 基礎影像構成

黃婧恩 彩妝造型設計、整體造型設計

黃新宗 中小企業融資規劃、行銷案例研討、金融市場、銀行實務

黃詩雯 色彩學、油畫、素描、平面設計、設計方法與創意思考

楊士欣 教練訓練法、場館經營管理、游泳、羽球、高爾夫球

楊文昇 電子商務

楊念慈 國際貿易英文寫作、英文文法解析

楊琇茹 英文

楊惠娟 編輯設計、設計印刷實務、電腦繪圖排版、視覺傳達設計

楊璧蓮 包裝設計實務、構成、紙器結構設計

楊藝章 金融市場、消費者行為

萬鐵川 門市及顧客關係管理、國貿及國企實務、企管及商業倫理

葉治明 資訊管理、雲端運算、創業管理、科技管理

董美戀 品牌管理、行銷研究

詹啟琳 電腦動畫、資訊安全

詹慶臨 危機管理、資訊科技與社會變遷、恐怖主義、心靈成長

廖月照 國際商務談判

廖仕仁 國際財務管理

廖苑君 外國語文能力訓練、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廖述文 動態視覺媒體設計、網頁及動畫視覺設計

廖瑞棋 流通業管理

劉才賢 霹靂偶戲文化、品牌形象策略研究、產品行銷市場研究

劉育銘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職場素養與技能實務

劉長儒 平面電腦繪圖

劉俞妤 繪畫、設計繪畫



劉美芳 零售管理、服務行銷

劉晉瑜 群己倫理與生命關懷

劉純秀 外國語文能力應用

劉蒨曄 電腦繪圖、進階電腦繪圖、網頁設計、動畫設計

劉慶陽 零售與門市管理

劉耀東 程式設計、資料庫系統、醫療資訊、資料結構

劉懿慧 多媒體網頁設計

歐金賢 生活風險與安全管理

歐晉仁 跨文化行銷、國際企業管理策略、企業社會責任

蔡文晉 登山步道休閒指導、遊憩區規劃

蔡文宬 健康休閒與生活、體育

蔡如嵐 會計學、 財務管理、投資學

蔡欣怡 職涯發展

蔡旻秀 財務管理

蔡秋子 兩岸市場分析與行銷、芳香學、美容專論、彩粧專論

蔡桂芬 英文教學

蔡靜玲 職場英文、英文

蔡寶隆 生態學、毒理學、優良實驗室操作

鄭仲婷 英文 、職場英文

鄭羽傑  英語會話

鄭國成 中文閱讀與鑑賞

鄭群嫻 品牌管理、商業套裝軟體

鄧文貞 油畫、複合媒材、纖維藝術、水彩、插畫、飲食文化

蕭嘉琳 電腦輔助教學，資料庫設計及規劃

賴明志 觀光行政與法規

賴泳龍 創新與研發管理

賴國良 網路行銷

賴燿村 產業觀光與觀光工廠經營、旅遊行銷與公關

謝玉娥 英語會話、高級寫作

謝斐玲 科技創新與應用、數位商品與服務剖析

謝碧綢 人力資源管理概論

謝豐宇 角色設計、數位影像設計

韓其軒 電腦繪圖、休閒資訊與多媒體應用

藍慶芳 技術分析、證券投資分析

顏啟璋 數位系統設計

魏名興 休閒遊憩實務

嚴玟鑠 油畫壓克力複合媒材創作水墨創作研究

蘇哲儀 民俗文化、文化學、民間文學、中國哲學、中國文學

蘇國緯 葡萄酒賞析

鐘敻洋 敘事學、戲劇學、動漫畫產業環境及語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