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年月 簽名

1 資訊能力證照輔導 四系1甲 選修 自編講義 陳國維 陳國維

2 食物製備原理 四系1甲 必修 自編講義 鄭衍基 鄭衍基

3 食材辨識與機具維護 四系1甲 必修 自編講義 鄭衍基 鄭衍基

4 中餐烹調製作實習 四系1甲 必修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 新文京 程建霖

5 觀光餐旅概論 四系1甲 必修 觀光餐旅概論(第二版) 萬能科技大學觀餐學院 華立圖書2015.8 陽光絢

6 餐飲行銷 四系1甲 選修 餐飲數位行銷必勝術 關登元 法意 丘尚英

7 餐飲美學 四系1甲 選修 餐飲美學
王柔懿、林琳、鄭家皓、張彬

益、李如君、莊哲湧、潔米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2018.9
林大正

8 食物製備原理 四系1乙 必修 自編講義 鄭衍基 鄭衍基

9 食材辨識與機具維護 四系1乙 必修 食材圖鑑 嚴新富等 晨星 印相

10 餐飲美學 四系1乙 選修 餐飲美學
王柔懿、林琳、鄭家皓、張彬

益、李如君、莊哲湧、潔米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2018.9
陳純婉

11 資訊能力證照輔導 四系1乙 選修 自編講義 陳國維 陳國維

12 餐飲行銷 四系1乙 選修 餐飲數位行銷必勝術 關登元 法意 王郁琪

13 觀光餐旅概論 四系1乙 必修 觀光餐旅概論(第二版) 萬能科技大學觀餐學院 華立圖書2015.8 張瓊嬌

14 中餐烹調製作實習 四系1乙 必修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 新文京 程建霖

15 食物製備原理 四系1丙 必修 食物製備原理與應用（三版修訂版）

徐阿里、賴奕瑄、蘇烈頎、許

淑真、曾鑫順、張惠琴、王正

方、蕭烟淨、夏先瑜、何學

斌、邱致穎、林正昌、蕭祺娟

華格那出版社2018.6

出版
鄭衍基

16 餐飲美學 四系1丙 選修 餐飲美學
王柔懿、林琳、鄭家皓、張彬

益、李如君、莊哲湧、潔米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2018.9
林大正

17 食材辨識與機具維護 四系1丙 必修 食材圖鑑 嚴新富等 晨星 印相

18 觀光餐旅概論 四系1丙 必修 觀光餐旅概論(第二版) 萬能科技大學觀餐學院 華立圖書2015.8 廖正民

19 中餐烹調製作實習 四系1丙 必修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 新文京 陳宗慶

20 餐飲行銷 四系1丙 選修 餐飲數位行銷必勝術 關登元 法意 王郁琪

21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四系1丙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胡愈寧 葉肅科
華立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19.11
陳純婉

22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四系1丁 選修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胡愈寧 葉肅科
華立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2019.11
陳純婉

23 觀光餐旅概論 四系1丁 必修 觀光餐旅概論(第二版) 萬能科技大學觀餐學院 華立圖書2015.8 楊光絢

24 餐飲美學 四系1丁 選修 餐飲美學
王柔懿、林琳、鄭家皓、張彬

益、李如君、莊哲湧、潔米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2018.9
林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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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食材辨識與機具維護 四系1丁 必修 食材圖鑑 嚴新富等 晨星 洪宗德

26 食物製備原理 四系1丁 必修 食物製備原理 黃韶顏等 五南 文博均

27 中餐烹調製作實習 四系1丁 必修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周師傅 新文京 李正嘉

28 餐飲行銷 四系1丁 選修 餐飲數位行銷必勝術 關登元 法意 廖正民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年月 簽名

1 飲料調製I製作實習 四系2甲 選修
飲料調製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

典
謝美美 新文京出版社2010 戴逸帆

2 校內專業實習 四系2甲 必修 自編講義 游皓鈞 游皓鈞

3 客家美食製作實習 四系2甲 必修 客家美食 廖成文、程建霖 啟英 戴德添

4 客家美食製作實習 四系2乙 必修 客家美食 廖成文、程建霖 啟英 陳明天

5 中式米麵食加工製作實習 四系2乙 必修 自編講義 林大正

6 各國飲食文化 四系2乙 選修 飲食文化 陳玉箴 華都 洪儷娟

7 中式米麵食加工製作實習 四系2丙 必修 自編講義 李正嘉

8 客家美食製作實習 四系2丙 必修 客家美食 廖成文、程建霖 啟英 莊恭文

9 中式米麵食加工製作實習 四系2丁 必修 自編講義 洪宗德

10 客家美食製作實習 四系2丁 必修 客家美食 廖成文、程建霖 啟英 張秀梅

11 客家美食製作實習 四系2戊 必修 客家美食 廖成文、程建霖 啟英 黃新榮

12 餐飲人力資源管理 四系2戊 必修
觀光暨餐旅人力資源管理:競爭導

向管理

李正綱、鄭紹成、高

于觀
華立圖書2013.5 吳致美

13 飲料調製I製作實習 四系2戊 選修
飲料調製技術士技能檢定完全寶

典
謝美美

新文京出版社

2010
胡秀華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編著者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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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年月 簽名

1 專題製作實務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 新文京2009.8 吳致美

2 健康餐食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黃志寬

3 餐飲營運管理 必修 餐飲營運管理
Raphael R.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
鼎茂圖書 廖鴻基

4 世界飲食文化 必修 世界飲食與文化 洪久賢 揚智 吳致美

5 健康餐食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程建霖

6 餐飲營運管理 必修 餐飲營運管理
Raphael R.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
鼎茂圖書 張植榕

7 世界飲食文化 必修 世界飲食與文化 洪久賢 揚智 吳致美

8 專題製作實務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 新文京2009.8 張瓊嬌

9 健康餐食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林玉樹

10 酒類釀造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龐仁傑

11 餐飲營運管理 必修 餐飲營運管理
Raphael R.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
鼎茂圖書 洪嘉仁

12 專題製作實務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 新文京2009.8 陳國維

13 專題製作實務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 新文京2009.8 張植榕

14 餐飲營運管理 必修 餐飲營運管理
Raphael R.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
鼎茂圖書 張植榕

15 健康餐食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廖健皓

16 世界飲食文化 必修 世界飲食與文化 洪久賢 揚智 廖宇婕

17 專題製作實務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 新文京2009.8 陳婉純

18 健康餐食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廖健皓

19 餐飲營運管理 必修 餐飲營運管理
Raphael R.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
鼎茂圖書 陳國維

20 酒類釀造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文博均

21 餐飲研發與企劃實務 必修 自編講義 陳國維

22 專題製作實務 必修 實務專題製作-企業研究方法的實踐 楊政學 新文京2009.8 黃文龍

23 健康餐食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戴德添

24 餐飲營運管理 必修 餐飲營運管理
Raphael R.Kavanugh;

Jack D Ninemeier
鼎茂圖書 王郁琪

25 創意伴手禮製作實習 必修 自編講義 李宙禧

四系3丙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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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3丁

四系3甲

四系3乙

項次 課 程 名 稱 系所年級
必修∕選

修
書   名 編著者

四系3甲

四系3甲

四系3甲

備註

四系3丙

四系3丙

四系3丙

四系3乙

四系3乙

四系3乙

四系3己

四系3丁

四系3丁

四系3丁

四系3戊

四系3戊

四系3戊

四系3戊

四系3戊

四系3己

四系3己

四系3己



出版書局 任課教師

出版年月 簽名

1 必修∕選修 依企業內部規定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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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 四系4甲乙丙丁戊已

項次 課 程 名 稱 系所年級 必修∕選修 書   名 編著者 備註

教學單位承辦人：                    教學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