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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旅館管理系 

主任導師  王炳富  

二技 98-二 A 蘇國垚  

四技 

96-四 A 楊仁德  

97-三 A 謝家黎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黃啟揚  

98-二 B 謝文欽  

99-一 A 游明鳳 新生班 

99-一 B 陳牧可 新生班 

 

 

 

 

餐飲管理系 

 

 

 

主任導師  陳秀玉  

二技 

97-二 A 陳秀玉 校外實習半年(99.7.1-99.12.31) 

98-一 A 蔡鴻江 新生班 

四技 

96-四 A 劉秀慧  

96-四 B 施拓全  

97-三 A 鄭淑鳳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7-三 B 陳逸郎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賴顧賢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導師》名單 
 

註：各科系所主任為當然主任導師。          共 8 頁，第 2 頁 

 

餐旅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餐飲管理系 

98-二 B 劉聰仁  

99-一 A 石名貴 新生班 

99-一 B 洪麗珠 新生班 

行銷暨會展管 

理系 

主任導師  曾紀壽  

四技 

96-四 A 楊芝澐  

97-三 A 張書憲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洪良志  

99-一 A 林建雄 新生班 

應用日語系 

主任導師  黃招憲  

四技 

96-日四 黃如萍  

97-日三 黃女玲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日二 施文華  

99-日一 黃招憲（代） 新生班 

應用英語系 

主任導師  吳妙姬  

四技 

96-英四 楊文賢  

97-英三 廖原德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英二 吳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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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99-英一 黃德威 新生班 

餐旅管理 

研究所 

所長  郭德賓  

碩士班 

98-碩二 林宜親  

99-碩一 孫路弘 新生班 

餐旅教育研究

所 

所長  楊百世  

碩士班 

98-碩二 楊百世  

99-碩一 陳淑娟 新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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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旅運管理系 

主任導師  甘唐沖  

    

四技 

96-四 A 劉志正  

97-三 A 徐立偉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顧景昇  

99-一 A 蘇雅慧 新生班 

休閒暨遊憩管

理系 

主任導師  蕭登元  

四技 

96-四 A 蕭登元  

97-三 A 陳良進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蔡欣佑 
因蔡老師產假， 

現由莊紋娟老師代理。 

99-一 A 陳永賓 新生班 

航空暨運輸管

理系 

主任導師  楊政樺  

二技 98-二 A 杜宜展  

四技 

96-四 A 陳福川  

97-三 A 楊政樺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王穎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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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99-一 A 李靜旻 新生班 

國際觀光學士

學位學程 

主任導師  何景華  

四技 99-一 A 陳慧如 新生班 

旅遊管理 

研究所 

所長  黃榮鵬  

碩士班 

98-碩二 何景華  

99-碩一 張德儀 新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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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藝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中餐廚藝系 

主任導師  李怡君  

四技 

96-四 A 趙憶蒙  

97-三 A 陳嘉謨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謝旭初  

99-一 A 林秀薰 新生班 

西餐廚藝系 

主任導師  王儒堅  

四技 

96-四 A 余佩璟  

97-三 A 江敏慧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陳寬定  

99-一 A 王儒堅 新生班 

99-一 B 謝鴻鎮 新生班 

烘焙管理系 

主任導師  張明旭  

四技 

96-四 A 徐永鑫  

97-三 A 陳建龍 校外實習一年(99.7.1-100.6.30) 

98-二 A 葉連德  

99-一 A 黃士禮 新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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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藝學院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99-一 B 廖漢雄 新生班 

餐飲廚藝科 

主任導師  李柏宏  

五專 

95-五 A 曾裕琇  

96-四 A 李柏宏 校外實習半年(99.7.1-99.12.31) 

97-三 A 林致信  

98-二 A 楊昭景  

99-一 A 林建安 新生班 

99-一 B 李柏宏 992由馮莉雅老師代理 

飲食文化產業

研究所 

所長  蘇恆安  

碩士班 

98-碩二 潘江東  

99-碩一 蔡倩玟 新生班 

國際廚藝學士

學位學程 

主任導師  程玉潔  

四年制 99-一年 程玉潔 新生班 

餐飲創新研發

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導師  曾裕秀  

碩士班 99-碩一 游達榮 新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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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科系別 學年制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導師  杜宜展  

二年制 

98-二年 馮莉雅  

99-一年 徐昌慧 新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