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樂活產業學院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汪雅婷

優秀績效
 108.10 參與繆思踏泥客藝術製作兩埸次「遊驛之聲 IV-《月兒高》計
畫」音樂會
 108.11 與陸淯姿合作「擊聲琴影」擊樂二重奏音樂會兩場次
 108.11 於淡水紳士協會演講「音樂的療癒力量」
 期刊發表：Chia-huei Tseng, Ya-Ting Wang, Satoshi Shioiri （2020.1）,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the Japanese Concept "Ma", Acouts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擔任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研究所未來組研究生論文指導老師
 取得科技部計畫「政府合資、研發競爭與智財權保護」專題計畫補助
331,000 元，並擔任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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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晏如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論文評論人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論文發表人
108-2 學年度教學滿意度前 20%

 “Technology Licensing, Two-part Tariffs and Socially Efficient Entry”,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Japan Economic Policy Association
Global Economy after 2020
 參加「投稿常見學術倫理案例」活動研習
 參加「研究計畫與發展的學術倫理（講者）」活動研習
 擔任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本系未來學碩士班研究生游維哲學位考試委
員
 跨域教學試驗-與周鴻騰老師共授：社會科學總論-綠色經濟與永續發
展
 擔任 108 學年校內稽核委員、校教評委員
 獲邀三生講會演講：我與我的經濟世界
 獲邀宜蘭縣農業處邀請食農教育實務與行銷」專題演講
 獲邀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邀請宜蘭在地實踐計畫：學習型城市計
畫經驗分享
 簽訂三個校外實習合約書（張美阿嬤有機農場、蘭城晶英酒店、長榮
鳯凰酒店）
 台灣經濟學會 2018 年年會發表“中間財成本與多產品廠商利潤”論文
 擔任台灣經濟學會 2018 年年會：”Hotelling 架構下廠商從事創新的動
機大小：完全競爭和獨占”一文之評論人
 擔任宜蘭縣學習型城市-終生學習與地方創生工作坊與談人及主講人

 擔任 108 年「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食農子計畫」子計畫
主持人






陳建智

陳碩菲

擔任臺灣大學法律科技與通識前瞻教育工作坊開幕致詞代表
擔任碩士班研究生林慧涵、游維哲、蕭子齊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
擔任 109 年宜蘭縣社區育成發展中心輔導委員
擔任 108 學年度本校內部稽核小組稽核委員稽核單位學生事務處
擔任宜蘭大學 2020 通識教育在地連結暨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審
查委員
 擔任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懷哲復康之家所屬醫事繼續教育講習課程
講師
 擔任桃園市武陵高中大學系列講座－大學入學備審面試技巧講座講
師








擔任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校外專家委員
擔任臺北市文德女中升學暨職涯發展講座講師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籌備委員會副召集人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論文評論人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論文發表人
擔任《發展與前瞻學報》第二十五期學報主編
擔任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研究計畫審議委員會委員






108 年教學績優教師
108 年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海青老人養護中心學術董事
108 年中華自然保健發展協會理事
108 年台灣身心障礙福利學會理事









108 年台灣手技研究培訓協會學術顧問
108 年多元全人企業社樂齡保健技術顧問
108 年仁德醫專校外評鑑委員
台灣大學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開南大學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9 位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
擔任「結構砭療、芳療與民俗調理於中高齡健康促進的研究與應用」
計畫主持人
 擔任「結構砭療、芳療與民俗調理法於調理保健的教育訓練、產品開
發與推廣」計畫主持人








辦理「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辦理「推廣教育傳統整復推拿學分班」
辦理「108 年照顧服務員」訓練班
辦理「108 年預防及延緩失能」訓練班
指導 29 位學生至「宜蘭力麗樂活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實習
指導 1 位學生至「美力‧生活美學能量藝術中心」實習
指導 5 位學生至「修德載福生命事業」實習

 指導學生社團（芳香療癒社）
 指導學生至開南商工帶領高中生芳療課程







指導學生進行地方創生攤位成果展
取得新型專利：生物能潤膚保養油微粒
取得新型專利：可折疊按摩床（新型第 M587472 號）
擔任 Journal of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審稿人
指導 1 位學生獲取「安泰醫院人體試驗研究倫理審查」研究許可
陳碩菲、詹瑋禎（10906）
，植物精油療法對直接社工之身心影響，2020
台灣農業化學學會第 58 次論文競賽，台灣地區海報論文發表
 陳碩菲、黃敏玲（10906）
，以人體氣場攝錄儀探討植物精油對心輪能
量的影響，2020 台灣農業化學學會第 58 次論文競賽，台灣地區海報
論文發表
 陳碩菲、陳忠明（10906）
，探討複方精油對成人心律變異及能量場的
影響，2020 台灣農業化學學會第 58 次論文競賽，台灣地區海報論文
發表
 擔任「第 11 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
的理論與實踐」論文集編輯組指導老師
 輔導周亮吟、官泳鈴等十六位學士班學生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
合格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輔導陳亭瑜、張芸萍等七位學士班學生考取遊程規劃師證照（教育部
編號 8700）
 指導三位研究生（陳岱禾、林茂宇、尤毓華）完成碩士論文
 擔任「私有林領航評選活動現地訪視與文案撰述-宜蘭地區」計畫主持



黃秋蓮





人
擔任佛光大學「平安行」社團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胡瀚文同學紀念基金執行長
擔任 108 年「教育部全國性學習型城市領航計畫-宜蘭終身學習‧樂活
學旅」共同主持人
擔任宜蘭縣學習型城市－終生學習與地方創生工作坊主講人
與品文旅、鳳凰德陽川泉旅、成至國際有限公司等單位簽訂產學合作
意向書
擔任中華觀光人力資源暨資訊發展學會之 OP 職能基準種子教師
擔任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2019 桃園締結城市青年短期體驗學習營

指導教授
 擔任台灣鄉村社會學會秘書長
 擔任新竹市旅遊服務人員職業工會旅行業轉型培訓人員精進計畫講
師
 擔任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08 年聯合年會籌備會委員
 論文發表：黃秋蓮、蔡淑珍、楊瑞明（2019）
，宜蘭民宿業之行銷組合
現況與未來發展探討，宜蘭學 2019-民宿特刊

 專書論文：黃秋蓮、林英、楊瑞明（2019）
，從事友善農業的動機、生
計網絡、生活實踐與意象探討-以宜蘭縣小農為例，宜蘭學 2020

葉明勳

 宜蘭縣社區育成中心專家輔導員
 教育部大專校院特色發展與資源加值活化專家委員
 宜蘭縣政府「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 C 級巷弄長照站 10 時段」
評核委員
 社團法人台灣對外關係研究暨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葉明勳、陳碩菲（2019）
，宜蘭地區老人主觀幸福感與自覺健康之調查
研究：兼論長照 2.0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影響，發展與前瞻學報，第
25 期
 周宜瑩、葉明勳（2019）
，我國長照相關系所學生對「照顧服務員」培
訓內容及就業意願之調查研究，發表於「第十一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
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謝艾臻、葉明勳（2019）
，社會企業的消費者在哪裡：一個量化研究，
發表於「第十一屆發展研究年會-健康樂活、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治
理的理論與實踐」
 葉明勳（2019）
，從抗拒、接受到自我學習：一個長照實務課程的省思，
發表於「佛光大學跨域自學力學術研討會：自學力的教學策略」

周鴻騰

 榮獲 2019 年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教學類）
 榮獲 2019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獎
 2019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應用體驗式探究
鷹架教學於森林資源解說牌誌規劃與設計之研究）
 2019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教學活動計畫（計畫主持人）」
（永續生活實驗室：薑黃產品之開發與教學實踐）
 2019 年教育部「宜蘭縣學習型城市計畫-孝親健康倡議（計畫主持人、
召集人）」（學旅研發與優化）
 2019 年羅淑棠（成人鷹架探究教學於耐逆境可食野菜之學習成效研
究）SDG-因應氣候變遷
 擔任宜蘭縣社會處主辦高齡生活大學「健康精油正能量—經絡穴道按
摩與養生」講師
 拍攝宜蘭縣社會處「經絡穴道按摩與養生」教學影片
 協助本校榮獲教育部第七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為唯一獲獎之大專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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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雅婷









通過中華古琴學會第七屆春季古琴檢定考試第三級合格
指導碩士生黃鳴鳳完成論文口試「茶禪對六識覺察之研究」
擔任碩士生張巧純論文「瑜伽、身心學與自我覺察」口試委員
擔任碩士生趙宇婕「前老期女性生職涯轉換之歷程探討」口試委員
獲教發中心數位教材補助，完成「數位音樂」教學影片 14 段
至台南新榮高中演講「活出自己的價值感」
擔任蘭陽女中微課程「樂活的斜槓人生」教師

 指導社團「打擊樂社」
 指導社團「國樂社」
 輔 導 學 術 導 生 楊 宜 玫 參 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Word （2020 ICBEM）國際
研討會學術壁報發表（20201005）
 林晏如與施姵全於台灣經濟學會 2020 年會發表”Welfare Reducing
Vertical Licensing in the Presence of Complementary Inputs”
 Yen-Ju Lin, “The welfare effect of vertical licensing in the presence of
complementary inpu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World （2020 ICBEM）
 K-H Chen, P-H Chen, Y-J Lin, C-F Chi, “To sell the cow and drink the
milk: How could China harmonize its growth and risk?” International

林晏如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參與三立電視台台灣新絲路節目訪問
辦理四場系友回娘家活動
參加「大專教師經濟學遊戲教學分享會」
參與 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東部區域基地之跨校教師社群
參加教育部跨領域教師發展暨人才培育計畫 110 年度教師實務初階工
作坊
擔任宜蘭學論文專書 2020 期刊之學術論文審查
擔任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學術
論文審查
擔任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大學模擬面試活動口試委員








參加「108 教學實踐研究績效計畫分享」研習
參加 8 場校內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擔任 109 學年校內稽核委員、校教評委員、院教評委員
輔導四位學生完成專業實習（蕭品善、蔡尚軒、吳群家、郭承翰）
擔任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之評論人
輔導學術導生周宜瑩考取四間研究所（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創意設計與
經營經究所正取、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經管所正取、輔
仁大學社會企業碩士學位學程正取、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正取）
 辦理 2 場學習週活動：探尋生命的無限可能~學長姐說給你聽
 2020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引導式仿生教學

周鴻騰

對大學生仿生類推聯想與設計草圖能力之研究）
 2020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教學活動計畫（計畫主持人）」
（永續生活實驗室：生態廚師-從餐桌上學習因應氣候變遷）
 2020 年主導與主編綠色大學報告書，推廣綠色大學課程、推動綠色大
學
 2020 年響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因應安心國旅計畫，吸引消費者於疫情
趨緩時至農場健康出遊，以「5 個 good－5G 健康遊，放心玩農場」，

並帶領系裡學生們共同拍攝行銷影片
 榮獲 2020 年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教學類）
 榮獲入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20 年環境教育人員講師人才庫
 2020 年陳婉茱（舌尖上的冬山：國中地方本位彈性學習課程對於提升
學生地方感之行動研究）SDG-教育品質
 2020 年游智娟（與飛魚食染的邂逅-從永續消費觀點探討減塑行動者
的歷程改變）SDG-永續消費與生產
 2021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Filial and Wellness
Learning Tourism × USR × SDGs -孝親安康學旅在地深耕與人才培力
之成效分析研究）
 2021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教學活動計畫（計畫主持人）」
（永續生活實驗室：生態廚師-從餐桌上學習因應氣候變遷）拍攝韌性
農業與綠色廚房之線上教學影片
 榮獲 2021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永續教學實踐與成果競賽【優勝
獎】
葉明勳

 宜蘭縣社區育成中心專家輔導員
 教育部大專校院特色發展與資源加值活化專家委員
 指導佛光大學未樂系 2 位學生考取國家普通考試華語導遊、領隊人員
資格
 指導佛光大學未樂系 9 位學士班學生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認證合格
證照（勞動部職能基準代碼：TTM4221-006）
 擔任佛光大學「胡瀚文平安行宣導社」社團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孩童趣味發展社」社團指導老師

黃秋蓮

 擔任佛光大學未樂系「系學會」社團指導老師
 指導佛光大學未樂系「系學會」榮獲得全國社團評鑑甲等及校內社團
評鑑甲等以上
 擔任佛光大學」胡瀚文同學紀念基金」執行長
 擔任台灣鄉村社會學會秘書長
 擔任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09 年聯合年會籌備會委員
 輔導佛光大學未樂系 2 位學生參與校外競賽「2020 全國大專院校綠色
旅遊創意遊程規劃競賽」，榮獲佳作
 擔任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2 位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委員





陳建智

擔任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2 位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
輔導 1 位學生至沐恩國際溫泉度假飯店實習
輔導 1 位學生至芳香水羕美妍館實習
輔導 1 位學生至晶華酒店集團-捷絲旅 Just Sleep 飯店實習

 109 學年度碩士班陳沛琳、吳思筠、黃采薇、陳淑真等 4 位研究生碩
士學位考試委員
 109 學年度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系學生會指導老師

 109 學年度佛光大學學術文藝性社團咖啡社指導老師
 擔任社團法人台灣對外關係研究暨發展協會刊行《發展與前瞻學報》






編輯委員
擔任宜蘭大學 2020 通識教育在地連結暨教學實踐學術論文集審查委
員
109 年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擔任醫事繼續教育講習課程講師：樂
在健康 活出未來－精神疾病患者之照護服務
109 學年度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擔任校外專家委員
110 年宜蘭縣社區育成發展中心擔任輔導委員，輔導社區：壯圍鄉新
南社區、壯圍鄉鄉美福社區
林佩璇、藍毓莉、陳建智、林宜靜、劉維卿、嚴玉華（2021）
，復健科
病人健康識能、健康意識與健康促進生活型態之相關性研究，北市醫

學雜誌，18（1）
 藍毓莉、陳建智（2021）
，醫病關係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聯性研
究。2021 企業經營與行銷學術研討會，2021 年 5 月
 Lan, Y. L., Wang, C. F., Yan, Y. H., Chen, C. C. （2021）. Effectively u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ies to create a friendly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21 IEEE 3rd Eurasia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ealthcare and Sustainability （ECBIOS）, May.,
28-30
 擔任 110-1 高齡生活大學「二十四節氣養生」講師
 擔任「從喜悅常樂與綠色環保到樂活產業」論壇（香港恆生大學、香
港佛光道場、佛光大學主辦）講者 （110.10.18）

110

汪雅婷

 舉辦「擊現—陸淯姿、汪雅婷二重奏音樂會」（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110.11.23）
 擔任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110 年創新創意與專題研究海報
競賽」【專題研究組】決賽評審委員 （110.12.08）
 參加「佛光大學第二屆生命教育教案教材研討會」
，發表「以人性探討
為方法拆解生命的困惑」 （111.01.14）
 魏欣儀、汪雅婷，「幼兒擊樂合奏（2 版）」（五南） （111.03）
 擔任「人間佛教生命應用系列講座」講者，講題「在樂活的座標中尋
找生命的答案」（111.04.17）
 參加中華古琴學會穀雨雅集，演出「梅花三弄」 （111.4.30）
 通過「中華古琴學會第九屆春季古琴檢定考試」第四級合格
（111.05.21）
 參加中華古琴學會夏至雅集，演出「憶故人」 （111.06.18）
 參加「佛光大學第三屆生命教育教案教材研討會」
，發表「從音樂療癒
認識自己的身心靈」 （111.07.01）
 擔任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生戴嘉慧論文口試委員 （111.07.26）
 擔任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生林素珠論文口試委員 （111.07.26）

 指 導 佛 光 大 學 未 來 與樂 活 產 業 學 系 碩 士 生莊 禮 綾 完 成 論 文 口 試
（111.07.27）

林香君

林晏如












諮商與輔導月刊「輔導走偏了」專欄主編
擔任台灣行動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擔任台灣輔導教師學會顧問
擔任宜蘭縣教育審查委員會委員
擔任宜蘭縣人文國中小實驗學校評鑑委員
擔任宜蘭縣岳明小實驗學校評鑑委員
擔任宜蘭縣岳明國中小實驗學校改制審查委員
擔任宜蘭縣非學校型態實驗訪視委員
擔任宜蘭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課程計劃審議委員
擔任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督導







台灣諮商與輔導學會 110 年會論壇專題演講
夏林清教授榮退研討會專題演講
中國質性研究學會第四屆研討會嘉賓暨論文發表
佛光大學生命教育教材教案研討會論文發表
主辦台灣行動研究學會兩岸中小學學校輔導經驗對看論壇系列研討
（111.06-111.08）







擔任 110 學年校內稽核委員、校教評委員
擔任系所自我評鑑報告第二構面撰寫人
輔導林芷璇、張瑄宇完成專業實習
參加教育部跨領域教師發展暨人才培育計畫研習
取得永續發展碳管理師證證照

 取得商用數據應用師證照
 取得「大專教師經濟學遊戲教學分享會」研習證明（台灣經濟學會主
辦）
 參加「設計思考*地方創生」跨域計畫養成工作坊研習活動
 參加第 4 期金融科技種子教習研習工作坊
 擔任研究計畫與發表的學術倫理研習活動之講者
 獲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專題演講邀請
 參加「111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說明會
 擔任宜蘭縣工業用地整體規劃及產業諮詢委託服務案工作執行審查
委員
 獲得教育部 110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擔任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擔任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Journal 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SSCI）
期刊審查人
 參加佛光大學財經課程教育實踐社群

 擔任 2022 年第九屆網路與貿易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人
 擔任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案審查委員








擔任樂活學院香港專班授課群
參加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教學策略精進社群
輔導本系二年級學生於圖書館 3 樓策展-學生跨領域學習成果展
獲邀撰寫礁溪鄉公所刊物-礁溪交心
申請 111 年科技部計畫
申請 111 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參 加 2021 年 INTERNAINT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THE DIGITAL WORLD（2021
ICBEM）國際研討會，擔任撰稿人/評論人，致理科技大學，110.10.19
 Lin, Y. J. （2022） “Consumer welfare, licensing, and exclusive dealing
with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differentiated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ingle Author, SSCI）, 80, 147-158
 Lin, Y. J., Y. S. Lin,, and Shih, P. C. （2022） “Welfare reducing vertical
Licensing in the presence of complementary inputs”, Journal of Economics
（SSCI）, 1-23
 Lin, Y. J., Yang, Y. M. （2021） “Exclusive Content, Developments Cost
and Streaming Service Competition ” ,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Journal, 1, 37-47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5-2 佛光網絡產業升級子計畫主持人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5-2-1 企業返鄉投資地方行動方案主持人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5-2-2 科技導入資源整合行動方案主持人





黃孔良












陳碩菲

110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 5-2-3 社會參與品牌建立行動方案主持人
110 年度宜蘭縣高齡生活大學計畫共同主持人
110 年度宜蘭縣高齡生活大學計畫推動講師
110 年度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創新方案-據點躍升．活樂宜蘭 計
畫」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輔導學生 12 位以上取得「禪韻經絡身心靈療癒保健師專業證書」
輔導學生 18 位以上取得「身心靈測評師專業證書」
發表「溫泉養生樂活方案課程與社會實踐」中文論文 1 篇
輔導施巧真、張鴻俊、蔡宗霖等學生進行實習
擔任碩士班林武旻、陳淑貞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碩士班陳淑貞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位本校前 5%
中道高中 110 年「大學入學申請模擬面試」指導老師
擔任薪原力社之「只我長大」電影賞與反思講師
師生參與社會實踐推廣活動：執行「據點躍升．活樂宜蘭」計畫，帶
領學生參與據點培訓課程活動 9 場以上
 110 學年度獲教育部彈性薪資補助－服務暨輔導類

 110-1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前 5%教師
 110-2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前 5%教師
 擔任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 2 位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
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 15 位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
 擔任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健康照護技術 7 位研究生論文口試委
員
 擔任佛光大學「芳香療癒社」社團指導老師
 輔導學生參與「2021 國際調理保健學術研討暨臨床個案技術發表會 」
論文競賽獲獎
 休閒農業產業評論─康養療育撰寫部分章節
 第二屆生命教育教案教材研討會發表「輔助療法導入照顧服務課程對
學生老化態度影響之行動研究」
 產學計畫─芳香精油療法與中年婦女睡眠品質分析系統隨身雲開發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AI 暨區塊鏈產業人才培訓計畫





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社群電商暨 KOL 人才培訓計畫
台灣身心障礙者福利學會理事
全球健康促進產學聯盟理事
陳碩菲, 徐郁倫, 彭一峰（2022），探討地區性特色飲食推廣影響因素
暨推廣策略之研究，運動與遊憩評論，（10），30-50
 SF Chen（2021） Factors Affecting Shoulder and Neck Pain of Office
Workers in Hsinchu Area by the Modified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Reviews in
Applied Sciences, 47, 1, pp1-14, （EI）
 黃秋蓮（2022），農業體驗活動中的生命教育效益，第三屆生命教育
教案教材研討會
 Huang, C. L. and Cheng, K. L.（2022）. Association among the Consumers’

黃秋蓮

Store Image, Perceived Value, and Loyalty in Case of Plastic Reduction
Certified Store.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Health,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Conference
Proceedings
 擔任郭文齡研究生碩士論文共同指導教授（全人觀點健康促進的後現
代性分析：以巴赫花療法為例）完成碩士論文
 開設跨領域課程一門（與楊俊傑老師於 110（1）合開「設計思考與跨
域實作」課程）
 通過校內「因材施教實驗課程補助」計劃案，獲得補助課程為「生態
旅遊與永續觀光」
 通過校內「英語教學融入課程獎勵試行計畫」，獲得補助課程為「觀
光學原理與實務」
 榮獲本校 110-1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前 20％教師

 參與佛光大學舉辦之「創新教學暨教師社群成果發表會」，發表「觀
光學原理與實務」課程之創新教學成果
 指導 11 位學生（田宇方等人）考取「旅遊產品操作人員 OPC 認證」
（勞動部代碼 TTM4221-006）
 指導 9 位學生（李巧庭等人）考取 9 位學生考取「國民旅遊領團人員
DTL 認證」（教育部技職司全國技專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登入字號：
8814）
 指導張瑋庭等 6 位參加第十一屆「城鄉旅遊‧綠色饗宴」旅遊行程設
計全國競賽，榮獲決賽佳作
 指導朱婉寧等 6 位學生參加第十一屆「城鄉旅遊‧綠色饗宴」旅遊行
程設計全國競賽，榮獲初賽優選
 簽訂 3 個產業實習單位合作意向書：了了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樂色山
有限公司、蓓達行銷服務有限公司
 輔導 2 位學生（周亮吟、黃沁瑜）準備研究所考試書審資料，並協助
撰寫推薦函
 擔任台灣鄉村社會學會秘書長，協助辦理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
論壇
 擔任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110 年聯合年會籌備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胡瀚文平安行宣導社」社團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胡瀚文同學紀念基金」執行長
 指導未樂系系學會辦理學習週活動：森。湖。吸。益康益學樂活之旅
 擔任本校蘭苑宿舍書院導師，執行蘭苑綠美化計畫（已結案）
 擔任系所評鑑報告撰寫教師（教學篇章）
 擔任宜蘭縣公共事務圓桌論壇（主題：宜蘭縣觀光發展之演進）與談
人
 輔導「胡瀚文平安行宣導社」獲得校內四給實踐典範社團殊榮
 輔導「胡瀚文平安行宣導社」獲得教育部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活
動”補助計畫
 110 學年度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大學部三年級班級導師
（110.08.01-111.07.31）
 110 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曹雅嵐、蔣蕙遠等二位研
究生論文計畫口試委員（111.01）
 110 學年度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胡冬顰、王予均、曹雅嵐
陳建智

三位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委員（111.01）
 110 學年度佛光大學學術文藝性社團咖啡社輔導老師（110.08.01111.07.31）
 國立金門大學學報擔任論文審查委員（110.12.29）
 社團法人台灣對外關係研究暨發展協會刊行《發展與前瞻學報》，擔
任編輯委員（109.07.20-111.07.19）
 佛光大學第二期《跨域自學力學報》審查委員（111.05.25）

 111 年宜蘭縣社區育成發展中心擔任輔導委員，輔導社區：冬山鄉梅
花社區、冬山鄉廣興社區（111.01.01-111.12.31）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擔任校外專家委員（110.08.01-111.07.31）
 宜蘭縣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大學系列講座－18 學群講座與小論文
格式說明擔任講座講師（110.10.20）
 Yu-Li Lan, Lieh-Yung Ping, Li-Wen Su, and Chien-Chih Chen
（Corresponding author）. （2022）. The Impact of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on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Mental
Illness.
PSYCHIATRY
INVESTIGATION. 19, 3, pp171-177
 Chia-Fen Wang, Yu-Li Lan, Yu-Hua Yan, Chien-Chih Chen （Co-first
authors）. （2022）. The Impact of Health Promotion Hospital Employees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y Satisfaction and Ret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and Health Research （IJMSHR）,
6, 02, pp59-70
 Yu-Li Lan, Yu-Ping Tang, Shau-Lun Chiou, Chien-Chih Chen
（Corresponding Author）. （2022）. Research on Emotional Labor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of Medical Technician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22
IEEE 4th Eurasia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Healthcare and
Sustainability （ECBIOS）, May., 27-29, 2022., Tainan, Taiwan
 周鴻騰（2021），推動綠色大學與孝親安康倡議，榮獲佛光大學 2021
年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教學類）
 周鴻騰（2021），推動永續生活實驗室教學，獲 2021 年第八屆宜蘭縣

周鴻騰

環境教育獎
 周鴻騰（2021），永續能源基金會 2021 年第一屆永續教學實踐與成
果競賽-優勝獎
 周鴻騰（2021），大學普通班裡的教學輔導：充實三合模式之理念與
實踐。教育研究與實踐學刊，68（2），91-110
 周鴻騰（2021），「孝親安康學習旅遊」在地實踐之成效分析，發展
與前瞻學報，33，3-39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學年度

教師姓名 優秀績效

許興家






羅智耀

 擔任佛光大學未樂系碩士班 5 位研究生論文題綱評審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未樂系碩士班 3 位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育達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班 20 位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108

擔任交通部觀光局「星級旅館評鑑」建築設備階段評鑑委員
擔任台灣評鑑協會大專院校教學品保服務計畫評鑑委員
擔任高教評鑑中心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委員
擔任教育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訪視委員

 擔任中華大學旅遊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3 位研究生口試委員
 擔任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人文社會領域教師著作校外學術審查召
集委員
 108 年度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C.Y. Lo, H.T. Chang and R.H. Liu, “The Impact of Tactical Physical Fitness
on Firefighter Performance–a Case Study of Firefighters of Miaoli
Coun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Reviews in Applied
Sciences, Volume40, Issue 1,（2019, July）
 羅智耀、韓傳孝、陳郁方，影響銀髮族擇旅遊行程因素之探討，專利
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
 韓傳孝、羅智耀、董晏瑞，宜蘭縣素食餐廳成功經營關鍵因素之研究，
中華管理發展評論，2020 第 9 卷第 1 期
 韓傳孝、羅智耀、吳宗翰，影響茹素因子之分析-以宜蘭地區為例，觀
光與休閒管理期刊，2020 第 8 卷第 1 期
 輔導 48 位學生於 109 年 4 月獲得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
展協會「HACCP 60（A）證書」
 108 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舉辦高職生寒假蔬食研習營與就讀蔬
食系意願之研究」，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108 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添加不同比例愛玉子渣對高纖蘇打餅
乾加工製作及品質之評估」，擔任計畫主持人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簽訂「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教
育訓練基礎課程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主持人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國道關西服務區蔬食料理專區技術輔導」
，

江淑華

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佳樂蛋糕專賣店簽訂「全素烘焙產品開發」，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
 江淑華、杜欣煣、簡維岑、吳仕文（2020），全素烘焙新素材-鷹嘴豆
蛋白，烘焙資訊春季版
 Wu, Y. M., Cheng, C. L., Wu, S. W. and Chiang, S. H. 2020. Effect of Rice
Flours on the Tex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ocaccia. Poster presentation i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RCET）, Seoul, Korea.
 Chiang, S. H., Chen, T. Y., Wu, S. W. and Shih, C. W. 2020. A Study of the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n Cooking Rice with Diverse Natural Pigment.
Poster presentation i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RCET）, Seoul, Korea.
 吳仕文、江淑華，2020，添加愛玉子渣對高纖椒鹽餅乾品質之影響，
2020 台灣農業化學會
 葉松鈴、沈佳錚、江淑華、潘怡君、詹婉卿、蔡一賢、楊斯涵、雲文
姿、楊玉如、徐于淑、黃哲慧、張智傑、潘子明，108.08 營養學
 新型專利：含強化營養素之蔬菜加工產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

第 M583685 號；108.09.21-116.01.15，本人為專利發明人、申請人
 新型專利：具香氣蔬菜加工產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第 M583675








號；108.09.21-107.07.30，本人為專利發明人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銀髮食品開發實務班-聚焦營養與質
地」12 小時研習證明（109.03.25-26）
，證書編號：食研訓字第 1090715
號
擔任第 50 屆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分區技能競賽/麵包製作職類/裁判
擔任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9 年度「宜蘭縣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委託
專業服務採購案」計畫輔導委員
擔任醒吾科技大學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委員
擔任南亞技術學院兼任講師資格審查委員
擔任上將食品有限公司衛生講習授課教師

 擔任佛光大學 HACCP 60（A）GHP（一）、（二）授課教師
 擔任桃園軒泰&鮮口味衛生講習授課教師
 擔任宜蘭衛生局衛生講習授課教師
 擔任中興大學博士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科技部專題型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擔任國防大學 109 年度委託計畫「國軍新式野戰口糧及加熱式餐盒研
改之研究」審查委員
 擔任輔大聖心高中「109 年度在校生專案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監評委
員
 擔任臺灣觀光學院「109 年度第 1 梯全國檢定-飲料調製丙級技術士技
能檢定術科測試工作」監評委員
 擔任宜蘭總工會「109 年度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三梯即測即評及發證」
丙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
 擔任苗栗縣僑樂國小等九校「109 學年度午餐公辦民營勞務採購案」
評選委員
 擔任「109 學年度新北市重慶國小、後埔國小、埔墘國小三校中央餐
廚午餐採購」評選委員
 擔任「宜蘭縣蘇澳鎮 109 學年度六校午餐聯合委外辦理採購案」評選
委員會評選委員
 擔任「宜蘭縣育英國小、馬賽國小、文化國中 109 學年度學校午餐委
外辦理」採購案評選委員
 輔導學生考取勞動部西點蛋糕證照
 108 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舉辦高職生寒假蔬食研習營與就讀蔬
食系意願之研究」，擔任計畫主持人
吳仕文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簽訂「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教
育訓練基礎課程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國道關西服務區蔬食料理專區技術輔導」
，
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

 佳樂蛋糕專賣店簽訂「全素烘焙產品開發」，擔任計畫主持人
 江淑華、杜欣煣、簡維岑、吳仕文，2020，全素烘焙新素材-鷹嘴豆蛋
白，烘焙資訊，春季版
 Wu, Y. M., Cheng, C. L., Wu, S. W. and Chiang, S. H. 2020. Effect of Rice
Flours on the Tex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ocaccia. Poster presentation i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RCET）, Seoul, Korea.
 Chiang, S. H., Chen, T. Y., Wu, S. W. and Shih, C. W. 2020. A Study of the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n Cooking Rice with Diverse Natural Pigment.
Poster presentation i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RCET）, Seoul, Korea.
 吳仕文、江淑華，2020，添加愛玉子渣對高纖椒鹽餅乾品質之影響 2020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0 年 6 月
 葉松鈴、沈佳錚、江淑華、潘怡君、詹婉卿、蔡一賢、楊斯涵、雲文
姿、楊玉如、徐于淑、黃哲慧、張智傑、潘子明，108.08，三版印刷



營養學
新型專利：含強化營養素之蔬菜加工產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
第 M583685 號；108.09.21-116.01.15，本人為專利發明人
新型專利：具香氣蔬菜加工產品；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第 M583675
號；108.09.21-107.07.30，本人為專利發明人
擔任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9 年度「宜蘭縣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委託
專業服務採購案」計畫輔導委員
擔任中山醫學大學通識課程外審委員












擔任中華餐飲技藝協會中式麵食課程講師
擔任宜蘭衛生局衛生講習授課教師
擔任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高齡營養與養生研習課程講師
擔任智光商工蔬食防疫成果展授課教師
擔任金山高中烘焙丙級證照講師
擔任三鶯樹文化季冬至金湯緣饗宴評審
擔任莊敬高職「即測即評」監評委員
擔任國立員林家商中式麵食課程講師
擔任佛光大學樂齡大學講師
與佛光大學華語中心合辦 2019 冬至創意搓湯圓競賽








擔任國立光復商工商業技藝競賽選手指導老師
擔任國立蘇澳海事職業學校夜校創意手作甜點研習講師
協助製作佛誕節烤壽桃
擔任智光商工業師協同教學講師
參與第五屆全國海峽客家烹調大賽獲得金牌
帶領學生參加 2019 中國宜興國際素食文化暨綠色生活名品博覽會素
食擺攤活動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講座講師
 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講座講師

韓傳孝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講座講師
新北市恆毅高中多元課程講師
中國醫藥研究發展基金會「戶外中草藥推廣教育活動」講師
冬山鄉太和社區發展據點講師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初階監評委員」
佛光大學管未樂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參與泛太平洋聯盟會議－教學實踐研究亮點計畫暨論文撰寫分享
擔任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擔任耕莘護校全人教育中心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擔任佛光大學兩岸交流中心中心主任
 擔任佛光大學健康與創意素食學系系學會指導老師
 參與「三星蔥米蛋捲」產品開發
 執行民間產學計畫「早餐產品項目開發」
 發表「影響茹素因子之分析-以宜蘭地區為例」於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發表「宜蘭縣素食餐廳成功經營關鍵因素之研究」於中華管理發展評
論
 發表「影響銀髮族擇旅遊行程因素之探討」於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
告
 擔任新北市 108 年度高職餐旅群學校中餐烹調選手培訓老師
 擔任新北市 108 年度高職餐旅群學校中餐烹調選手模凝賽評審委員

施建瑋











帶領系上 7 位同學參加人間福報舉辦 sogo 素食節展覽活動
與新東陽簽訂關西休息站蔬食專區產學案（25 萬）
指導學生參加寶之川麻辣料理競賽-現場烹調銅牌獎張成志
指導學生參加第 13 屆菩提金廚獎學生組優勝
指導學生參加第 13 屆菩提金廚獎學生組佳作
榮獲 108 年度佛光大學特優教師
榮獲 108 年度教學類彈性薪資
參加 2019 宜蘭真功夫創意料理技藝達人競賽榮獲銀牌獎
指導學生洪鈞崴、游仲喆同學參加 2019 宜蘭真功夫創意料理技藝達
人競賽榮獲銀牌獎

 帶領蔬食系系上 42 位同學製作 2019 佛大校長會議九宮格餐盒
 帶領蔬食系系上同學製作樂活學院伴手禮-三好醬
 擔任寬心園與護您寧國際月子中心辦理 108 坐月子餐（素食）到宅服
務人才培訓班老師
 擔任第 13 屆菩提金廚獎國際廚藝競賽職業組評審委員
 佛光盃國際蔬食廚藝挑戰賽初審委員
 擔任 108 學年度智光高職素食丙級考照班協同教學教師

 與自然風簽訂產品轉換餐點研發產學案（10 萬）
 考取勞動部中式麵食加工（油酥油皮類）-乙級技術士證照
 擔任勞動部中式米食加工監評委員

陳拓余











代表佛光大學擬定龍谷大學兩校合作合約
擔任佛光大學台美雙學位說明會主講人
擔任美國西來大學雙學位甄選會承辦人
擔任佛光山系統大學簽約會議主持人
辦理國光大學校內 EPT 語言考試
辦理佛光大學雙學位遠距 EPT 語言考試
代表佛光大學接待馬來西亞中學教師參訪團
編輯佛光大學國際交流入學手冊
成立佛光大學馬來西亞僑生社團













教學意見成績名列全校前 5%
辦理西來大學雙學會視訊會議
辦理韓國姊妹校交換生說明會
辦理西來大學交換生說明會
辦理龍谷大學交換生說明會
擔任佛光山系統大學網站編輯
擔任蔬食系體驗營國際化專題主講人
籌辦導生期末餐會
代表蔬食系參與十所台灣高中職入班講座
代表佛光大學擬定西來大學雙學位生續簽合約
代表佛光大學擬定西來大學交換生續簽合約

 Chiang, S. H., Chen, T. Y., Wu, S. W. and Shih, C. W. 2020. A Study of
the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n Cooking Rice with Diverse Natural Pigment.
Poster presentation in the 202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IRCET）, Seoul, Korea.
許興家

 擔任交通部觀光局「星級旅館評鑑」建築設備階段評鑑委員
 擔任台灣評鑑協會大專院校教學品保服務計畫評鑑委員
 擔任教育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訪視委員
 110 年度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營養強化大豆植物奶及其素食產品之
加值化應用」，擔任計畫主持人
 110 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110 年度第 2 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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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餐飲與食品類（烘焙證照輔導暨創業實務
班）」，擔任計畫主持人
 109 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以複方藥膳增益發酵豆渣天貝之機能
性成分與抗氧化性之研究」，擔任計畫主持人
 109 學年度校內品牌特色研究計畫-「健康與創意蔬食烘焙伴手禮商品
開發」，擔任協同計畫主持人
 永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吉利 T® 果凍粉之應用及推廣」
，擔任共

同計畫主持人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簽訂「110 年度豬原料原產








地標示輔導委託計畫（礁溪地區）」，擔任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訂「熟愛玉子粉創意食譜開發及產品應
用」，擔任共同計畫主持人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飲食健康權推動委員會暨食品安全工作會報」委
員
109 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餐飲衛生輔導計畫輔導委員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10 年度「豬原料原產地標示輔導委託計
畫」輔導委員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109 年度「食品業者標示法規及管理輔導計畫」輔
導委員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9 年度「宜蘭縣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委託專業
服務採購案」計畫輔導委員
Chiang, S. H., Yang, K. M., Sheu, S. C. and Chen, C. W. 2021. The
bioactive compounds contents and potential protective effects of royal jelly
protein hydrolysates against DNA oxidative damage and LDL oxidation.
Antioxidants, 10（4）, 580, 1-13.（SCI）

 Chiang, S. H., Yang, K. M., Lai, Y. C. and Chen, C. W. 2021. Evaluation of
the in vitro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Banana flower and bract extracts and
their bioactive compounds. International Int. J Food Prop. 24（1）: 1-16.
（SCI）
 Chiang, S. H., Tsou, M. F., Chang, C. Y. and Chen, C. W. 2020.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sensory quality, and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f Paochung tea infusion brewed in cold water. Int. J. Food
Prop. 23（1）: 1611-1623.（SCI）
江淑華、夏瀅瀅、吳仕文（2021），植物奶市場發展與在烘焙甜點之
應用，烘焙資訊夏季號
江淑華、吳仕文（2020），素食果凍粉市場使用趨勢與特色應用，烘
焙資訊冬季號
江淑華、吳仕文、張智翔（2020），全素烘焙素材的應用發展與趨勢，
烘焙資訊秋季號
江淑華、杜欣煣、簡維岑、吳仕文（2020），全素烘焙新素材-鷹嘴豆
蛋白，烘焙資訊春季號

 謝慧倩、張祐昇、吳仕文、江淑華（2021），不同辛香料對純素起司
品質影響之研究，2021 台灣農業化學會
 鄭榮緯、李孟堂、吳仕文、江淑華（2021），比較優格及豆奶添加量
對純素磅蛋糕品質影響之研究，2021 台灣農業化學會
 吳仕文、江淑華（2020），植物性複合食用膠對四物水羊羹品質影響
之研究，2020 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第九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論文發表會
 翁順祥、朱于祺、陳淑莉、許秀華、陳坤上、吳松濂、江淑華、王秀
育、賴政宏、王正方、黃書政（2020），簡明餐飲衛生與安全二版
 新型專利發明人：營養強化型豆渣天貝製品；新型第 M603279 號；





109.11.01-119.06.28
勞動力勞動部發展署飲料調製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監
評人員
擔任醒吾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講師資格審查
委員
擔任醒吾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國防部 109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國軍新式野戰口糧及加熱式餐盒
研改之研究」期末報告審查會審查委員

 擔任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10 年度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委託辦
理計畫評選委員
 擔任宜蘭市黎明國小 109 學年度六年級校外教學暨畢業旅行勞務採購







評選委員
擔任宜蘭縣三星鄉公所長埤湖風景區委託經營管理案評選委員
擔任 110 年三星鄉年節街景佈置暨落羽松祕境夜間光廊採購案評選委
員
擔任冬山鄉公所 110 年村鄰長文康活動採購案評選委員
擔任羅東高商 109 學年度二年級學生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採購評選委員
擔任新北市蘆洲區 110 年度守望相助隊聯誼活動採購評選會議
擔任宜蘭縣員山鄉 110 年度村鄰長自強活動評選會議

 擔任新北市蘆洲區 110 年度各里辦理公益研習（宜花地區）採購案評
選委員
 擔任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10 年現場調製飲冰品查驗管理計畫輔導學者
 擔任宜蘭縣 110 年度早餐及速食業食品安全衛生講習授課講師
 擔任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小 110 學年度群組午餐委外辦理勞務採購案
評選會議
 擔任宜蘭市立幼兒園及各分班 110 學年度幼童餐點設計及主副食品材
料勞務採購案評選委員
 擔任宜蘭縣蘇澳鎮 110 學年度六校午餐聯合委外辦理採購案
 江淑華、夏瀅瀅、吳仕文，植物奶發展與在烘焙甜點之應用，烘焙資

吳仕文

訊夏季版
 江淑華、吳仕文，素食果凍粉市場使用趨勢與特色應用，烘焙資訊 冬
季號
 江淑華、吳仕文、張智翔，全素烘焙素材的應用發展與趨勢，烘焙資
訊秋季號
 江淑華、杜欣煣、簡維岑、吳仕文，全素烘焙新素材-鷹嘴豆蛋白，烘
焙資訊春季號

 謝慧倩、張祐昇、吳仕文、江淑華，不同辛香料對純素起司品質影響
之研究，臺灣農業化學會 110 年度研討會
 鄭榮緯、李孟堂、吳仕文、江淑華，比較優格及豆奶添加量對純素磅
蛋糕品質影響之研究，臺灣農業化學會 110 年度研討會
 擔任莊敬高職「即測即評」監評委員
 擔任培德商工教師研習講師
 擔任培智光商工業師協同教學研習講師
 擔任佛光大學樂齡大學講師
 109.10 出版就素愛烘焙（純素、無蛋奶烘焙小點）書籍
 110.05 出版健康腸道的食癒力書籍
 新型專利營養強化型豆渣天貝製品
 執行校內特色計畫健康與創意蔬食烘焙伴手禮商品開發
 執行校外產學計畫吉利 T® 系列產品之創意食譜開發
 執行校外產學計畫熟愛玉子粉創意食譜開發及產品應用
 執行校外產學計畫吉利 T® 果凍粉之應用及推廣







執行校外產學計畫全素烘焙產品開發
執行校外產學計畫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教育訓練基礎課程
擔任景文科技大學「即測即評」監評委員
擔任弘光科技大學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校外審查委員
擔任崑山科技大學校內專業技術人員升等審查委員
擔任大興高中「即測即評」監評委員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講座講師
 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講座講師

韓傳孝










新北市三鶯社區大學講座講師
冬山鄉太和社區發展據點講師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初階監評委員」
佛光大學未樂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阿里巴巴跨境電子商務規劃師
企 業 人 才 技 能 合 格 證 書 TOC-DK 專 業 知 識 領 域 DOMAIN
KNOWHOW，物聯網智慧應用及技術 IOT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專業級

 參與中大銜接課程（蘭陽女中、頭城家商）
 參加多場招生行程
 參與佛光大學碩士學分班開課課程
 輔導 11 名學生進入五年一貫碩士班就讀
施建瑋

 擔任新北市 109 年度高職餐旅群學校中餐烹調選手培訓老師
 擔任 109 學年度佛光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授樂齡大學烘焙課程
 擔任勞動部 109 年度中式米食加工監評委員

 參與素食協會舉辦桃園療養院義煮活動
 代領學生參與宜蘭竹銨療養院義煮活動











擔任 109 學年度桃園育達高中廚藝社團指導教師
簽立和緣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協助餐點研發與教育訓練 1 年 12 萬
與綠橄欖餐廳簽訂餐飲顧問研發產學案（7.2 萬）
擔任佛光大學研發處-蔬食發中心主任
指導學生參加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學生組優勝
指導學生參加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社會組銀牌
擔任佛光山台北道場蔬食料理授課老師
擔任佛光山板橋講堂蔬食料理授課老師
擔任佛光山普門高中蔬食創意料理授課老師
帶領佛光大學學生利用學習活動週期間回本山辦理感恩餐會

 主持校內特色計畫案-自我品牌研發醬料與調理包計畫案
 擔任新北市 110 年度高職餐旅群學校中餐烹調選手培訓老師
 擔任 110 學年度佛光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授樂齡大學烘焙課程





擔任勞動部 110 年度中式米食加工監評委員
擔任 109 學年度桃園育達高中廚藝社團指導教師
與綠橄欖餐廳簽訂餐飲顧問研發產學案（7.2 萬）
擔任弘光科技大學辦理 110 年度台中市政府勞工局短期職業訓練暨技
能認證訓練（中餐烹飪素食乙級證照班）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培訓宜蘭金六結國軍麵食加工丙級證照
輔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研發處-蔬食發中心主任
 擔任佛光山台北道場蔬食料理授課老師
 擔任佛光山板橋講堂蔬食料理授課老師

陳拓余










詹雅文

 指導學生參加遊程企劃書競賽，讓原本患有失語症的孩子，勇於站上
競爭的舞台，並獲得佳作
 完成撰寫「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中程計劃」
 負責撰寫「香港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計劃書畫，並申請通過核准設
立（含台灣教育部及香港教育局及職業學術評審局）
 負責撰寫「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協助開創生源、招生：109-1 參與招生 5 場次；109-2 參與 5 場次

擔任康橋高中國際部國際化主題主講人
協助辦理語言中心多益英語檢測
協助辦理語言中心期末成果展
協助翻譯學習活動週佛光山感恩餐會英文菜單
輔導一位導生報讀西來大學交換生
教學滿意度居全校前 15%
擔任 109-1 學年教師發展數位化教材計畫主持人
代表蔬食系參與六所高中職入班講座

 協助招收 8 位境外新生與 3 位境外轉學生，共計增加 11 位境外生
 執行深耕計劃兩案（境外交流多元學習、佛教教育跨國論壇），擔任







子及分項計劃主持人
109 學年度參加 6 場次教師發展中心或校外所舉辦的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
擔任社團輔導老師（僑外生聯誼會）
協助蔬食系馬來西亞學生至榮總就診並手術
羅智耀、詹雅文、徐郁倫、羅智塘（2021），宜蘭地區觀光旅館業之
人力資源探索研究，運動與遊憩評論第九期
羅智耀、詹雅文、侯成一、鄭秋蘭，蔬食餐飲創業與規劃課程發展之
研究，2021「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教學評量為校平均之上

 兼任本校國際處副國際長之行政職
 協助國際長督導華語教學中心業務：1.規劃執行華語師資培訓；2.執行
教育部第二年優化評鑑作業；3.處理學生有關疫情事情；4.辦理教育部






大手牽小手計畫案；5.教育部深耕計畫案
協助國際長督導五校系統辦公室之運作及相關業務
協助督導國際合作與交流中心業務，含日本、馬來西亞、印尼、越南
等國之視訊招生說明會 6 場次等等僑、外生招生業務
協助國際長督導兩岸合作與交流中心業務，並設立佛山科技粵台專
班，110 學年度起先以線上上課，大二及大三各二班
負責督導香港專班之運作與執行
配合教育部擔任疫情機場協助老師

 因應新冠肺炎處理境外生事宜，包括督導各中心緊急情況處理，含大
陸港澳，美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巴拉奎等等各國

許興家

110

 擔任交通部觀光局「星級旅館評鑑」評鑑委員
 擔任教育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實習訪視委員
 書院課程-飯店與餐飲管理.旅館管理實務.飯店與餐飲管理理論與實
務
 簽訂合作意向書-遊艇
 國際調理保健學術研討暨臨床個案技術發表會
 台評會實習訪視
 台評會講習
 111 年系所評鑑實地訪視

江淑華

 與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簽訂「休閒農場康養療育營運模式建構-飲
食規劃及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主持人（110.09.01110.12.20）
 110 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添加苧麻根粉對多拿滋麵包加工製作
及品質影響之探討」，擔任計畫主持人（110.11.01-111.07.31）
 110 學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美國素食廚藝人才培育計畫，擔任計畫主持

人（110.11.24-111.06.3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111 年度第 1 次委託辦理失
業者職業訓練-餐飲與食品類（烘焙證照輔導暨創業實務班）」
，擔任計
畫主持人（110.11.29-111.12.31）
 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訂「百合創意蔬食料理與烘焙產品之應
用與開發」產學合作案，擔任共同計畫主持人（110.12.10-110.12.31）
 宜蘭縣政府 111 年度委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第 2 梯次）-補助地方
政府-餐飲與食品類-烘焙丙級證照輔導班，擔任計畫主持人
（111.01.21-111.12.31）
 與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簽訂「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教 育 訓 練 基 礎 課 程 」 產 學 合 作 案 ， 擔 任 計 畫 主 持 人 （ 111.04.01111.04.30）
 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訂「苧麻根創意中西式點心產品開發與
技術輔導」產學合作案，擔任共同計畫主持人（111.06.01-111.09.30）
 Chiang, S. H., Yang, K. M., Wang, S. Y. and Chen, C. W. 2022. Enzymatic










treatment in black tea manufacturing processing: Impact on bioactive
compounds, quality, and bioactivities of black tea. LWT -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63, 113560. （SCI） （ISSN: 0023-6438）
江淑華、吳仕文，2022，缺蛋也能做蛋糕─探討植物蛋未來發展趨勢，
烘焙資訊，夏季版：12-18
江淑華、吳仕文，2022，植物基蛋白於烘焙的多元應用與發展趨勢，
烘焙資訊，春季版：22-28
江淑華、彭昱寧、吳仕文，2021，富含營養的堅果於烘焙產品之多元
應用，烘焙資訊，冬季版：31-36
江淑華、吳仕文，2021，居家也能做出沒有牛奶的烘焙甜點，烘焙資
訊，秋季版：18-22
吳仕文、江淑華，2022，添加苧麻根粉對多拿滋麵包加工製作及品質
影響之探討，2022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1 年 6 月，台灣大學
宋芳沂、吳仕文、江淑華，2022，添加水果泥對純素馬芬蛋糕品質影
響之研究，2022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1 年 6 月，台灣大學
萩庭明香音、吳仕文、江淑華，2022，添加不同果乾對免烤麥片棒品
質影響之研究，2022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1 年 6 月，台灣大學
葉松鈴、沈佳錚、江淑華、潘怡君、詹婉卿、蔡一賢、楊斯涵、雲文
姿、楊玉如、徐于淑、黃哲慧、張智傑、潘子明，2022，四版印刷，
營養學，新北市：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ISBN：978-986-430-

825-5
 陳肅霖、徐近平、蔡文騰、劉佳玲、徐永鑫、黃湞鈺、江孟燦、江淑
華、黃千純、林志城，2022，六版，新編食物學原理，台中市：華格
那出版公司，ISBN：978-986-3628385
 111 年度新北市餐飲業衛生輔導推廣輔導委員（111.02.13-111.11.30）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飲食健康權推動委員會暨食品安全工作會報」委

員（110.01.01-111.12.31）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109-111 年度「宜蘭縣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委託








專業服務採購案」計畫輔導委員（109.05-111.10）
109-111 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餐飲衛生輔導計畫輔導委員（109.10.01111.05.31）
110 年度佛光大學通識教育精進計畫第一次線上實訪會議（110.11.18）
111 年 大 專 校 院 教 學 品 保 服 務 計 畫 - 通 識 教 育 - 擔 任 簡 報 主 講 人
（111.06.08）
深耕計畫一-子計畫 3-通識修業博智惟雅-計畫主持人
擔任中興大學博士論文口試委員（110.10.27）
擔任東華大學兼任講師資格審查委員（111.03.18）
擔任醒吾科技大學教授、副教授級、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經歷及作品

資格審查委員（110.09.29、110.10.18、110.12.12）
 擔任慈濟科技大學兼任講師資格審查委員（110.10.27）
 擔任大漢技術學院兼任講師資格審查委員（110.12.03）
 辦理 HACCP 60A 基礎班（111.04.09、04.10、04.16、04.17）
 輔導 49 位學生考取 HACCP 60A 基礎班證照
 擔任宜蘭總工會 110 年度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二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
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110.08.13）
 宜蘭總工會 111 年度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二梯即測即評及發證飲料調製
丙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111.05.25-27）
 擔任 110 學年度五結鄉學校午餐聯合委外辦理採購評選委員會議評
選委員（110.08.03）
 擔任宜蘭縣員山鄉 110 學年度八校午餐聯合委外辦理採購案評選委員
（110.08.04）
 擔任苗栗縣立大西國民中學等九校 110 學年度午餐公辦民營勞務採購
案評選委員（110.08.05）
 擔任 110 學年度大南澳地區澳花國小等 9 所學校營養午餐聯合採購
案評選委員（110.08.23）
 擔任宜蘭縣員山鄉 111 年度村鄰長自強活動評選會議評選委員
（110.11.22）
 擔任宜蘭縣礁溪鄉立幼兒園「111 年度幼童餐點設計及主、副食品材
料採購」評選委員（110.12.16）
 擔任三星鄉國中小 6 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午餐聯合委外辦理採購案
評選委員（111.02.07）
 擔任宜蘭縣蘇澳鎮馬賽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午餐委外辦
理採購案評選委員（111.02.09）
 擔任 111 年度頭城鎮里、鄰長文康活動採購案評選委員（111.02.15）
 擔任新北市蘆洲區 111 年度里鄰長聯誼活動採購案評選會議評選委員
（111.02.21）

 擔任宜蘭縣宜蘭市公所 111 年度環保志工環境教育訓練評選會議評選
委員（111.03.18）
 擔 任 111 年 員 山 鄉 環 保 志 工 縣 外 觀 摩 活 動 評 選 會 議 評 選 委 員
（111.04.06）
 擔任頭城鎮立幼兒園 111 學年度幼童餐點設計及主、副食品材料勞務
採購案評選委員（111.05.26）
 擔任 2022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賣店服務區委託經營管理案評選委員
（111.06.06）
 擔任苗栗縣造橋國民小學等八校 111 學年度午餐公辦民營勞務採購案
評選委員（111.07.14）
 110 學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美國素食廚藝人才培育計畫，擔任計畫共同
主持人（110.11.24-111.06.3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111 年度第 1 次委託辦理失
業者職業訓練-餐飲與食品類（烘焙證照輔導暨創業實務班）」
，擔任計
畫共同主持人（110.11.29-111.12.31）
 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訂「百合創意蔬食料理與烘焙產品之應
用與開發」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主持人（110.12.10-110.12.31）
 宜蘭縣政府 111 年度委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第 2 梯次）-補助地方
政府-餐飲與食品類-烘焙丙級證照輔導班，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
（111.01.21-111.12.31）
 與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簽訂「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教育訓練基礎課程」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111.04.01111.04.30）

吳仕文

 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訂「苧麻根創意中西式點心產品開發與
技術輔導」產學合作案，擔任計畫主持人（111.06.01-111.09.30）
 江淑華、吳仕文，2022，缺蛋也能做蛋糕─探討植物蛋未來發展趨勢，
烘焙資訊，夏季版：12-18
 江淑華、吳仕文，2022，植物基蛋白於烘焙的多元應用與發展趨勢，
烘焙資訊，春季版：22-28
 江淑華、彭昱寧、吳仕文，2021，富含營養的堅果於烘焙產品之多元
應用，烘焙資訊，冬季版：31-36
 江淑華、吳仕文，2021，居家也能做出沒有牛奶的烘焙甜點，烘焙資
訊，秋季版：18-22
 吳仕文、江淑華，2022，添加苧麻根粉對多拿滋麵包加工製作及品質





影響之探討，2022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1 年 6 月，台灣大學
宋芳沂、吳仕文、江淑華，2022，添加水果泥對純素馬芬蛋糕品質影
響之研究，2022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1 年 6 月，台灣大學
萩庭明香音、吳仕文、江淑華，2022，添加不同果乾對免烤麥片棒品
質影響之研究，2022 台灣農業化學會，2021 年 6 月，台灣大學
輔導學生考取烘焙食品丙級證照
擔任莊敬高職 110 年度技術士技能檢定第二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級

術科測試監評委員（110.05.24）
 擔任國立蘇澳海事術士技能檢定第二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級術科測






試監評委員（110.07.28）
擔任大興高中檢定第二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
（110.07.21）
擔任開南高中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110.07.09）
擔任 110 學年度宜蘭縣蘇澳鎮 110 學年六校午餐聯合委外採購案會
議評選委員（110.07.06）
擔任智光高中檢定第二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
（110.04.06）
擔任 110 學年度展售中心展售櫃位勞務承攬案採購案會議評選委員
（110.05.06）

 擔任經國學院梯即測即評及發證-丙級術科測試監評委員（110.08.26）
 110 學年校內特色計畫「創新高蛋白質營養強化素食點心對健身運動
者肌耐力評估之研究」，擔任計畫主持人





參加 2021 糕餅烘焙研習競賽活動榮獲金牌（110.11.06）
參加 2021 糕餅烘焙研習競賽研習 5 小時（110.11.06）
榮獲第 14 屆菩提金廚獎貢獻殊偉獎
指導學生參加 2021 第五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線上競賽榮獲西式盤飾
甜點組銅牌獎
 擔任培德商職技職體驗特色課程發展計畫示範教學老師（110.01.25）
 但任國立蘇澳海事聖誕節樹幹蛋糕指導老師（110.12.01）
 擔任 2021 第五屆國際青年創意美學線上競賽評審（110.11.17）
 擔任員林講堂蔬食料理烹飪講師（110.11.06）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111 年度第 1 次委託辦理失
業者職業訓練-餐飲與食品類（烘焙證照輔導暨創業實務班）」
，擔任講
師






韓傳孝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講座講師
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講座講師
佛光大學未樂系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佛光大學兩岸交流中心中心主任（學校行政業務）
參與中大銜接課程（頭城家商）

 參加多場招生行程
 參與佛光大學碩士學分班開課課程
 輔導 11 名學生，進入五年一貫碩士班就讀





輔導碩士指導學生錄取海洋大學博士班，輔仁大學博士班
發表一篇 EI 期刊論文
發表三篇研討會論文
執行校特色計畫一案

 擔任新北市 110 年度高職餐旅群學校中餐烹調選手培訓老師
 擔任 110 學年度佛光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授樂齡大學烘焙課程

施建瑋










擔任勞動部 110 年度中式米食加工監評委員
擔任 109 學年度桃園育達高中廚藝社團指導教師
與綠橄欖餐廳簽訂餐飲顧問研發產學案（7.2 萬）
擔任弘光科技大學辦理 110 年度台中市政府勞工局短期職業訓練暨技
能認證訓練（中餐烹飪素食乙級證照班）指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推廣教育中心培訓宜蘭金六結國軍麵食加工丙級證照
輔導老師
擔任佛光大學研發處-蔬食發中心主任
擔任佛光山台北道場蔬食料理授課老師
擔任佛光山板橋講堂蔬食料理授課老師

 教學評量為校平均之上，110-2 並獲教學評量前 20%
 負責撰寫「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教學品保自
評報告書審查意見表彙整」
 負責撰寫「佛光大學 110 學年度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教學品保自
 評報告書審查意見表彙整」
 負責撰寫「香港樂活產業學院碩士班計劃書」，並申請通過核准設立
（含台灣教育部及香港教育局及職業學術評審局）
 協助開創生源、招生等，110 學年度參與招生 8 場次（含國內外招生
說明會）
 協助招收 11 位境外新生
 執行佛光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佛光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之「跨領域

詹雅文







創新教師研究社群跨領域創新教師研究社群」，擔任計畫主持人
執行民間產學計劃「美國在台協會研習課程產學合作案，臺灣宗教、
文化課程與禪修體驗營計畫」，擔任共同主持人
執行學海築夢「美國蔬食人才培育計畫」，擔任共同主持人
執行學海築夢「日本蔬食廚藝人才培育計畫」，擔任共同主持人
執行深耕計畫兩案（境外交流多元學習、佛教教育跨國論壇），擔任
子及分項計畫主持人。
指導 3 位碩士生（夏瀅瀅、李孟堂、陳彥志）並完成論文畢業
指導 7 位專題生（吳妤婕、徐姵如、盧郁珊、許佳雯。張祖榮、李彥
璋、鍾可敬）完成專題畢業

 擔任碩士班（鄭榮緯、曾琬婷、洪均威、夏瀅瀅、李孟堂、陳彥志）
論文口試委員
 擔任社團輔導老師（僑外生聯誼會）並獲獎
 擔任本系一年級導師，輔導本系一年級特殊生
 兼任本校國際處副國際長之行政職
 執行佛山科技粵台專班，110-1 學年度以線上上課，大二及大三各二
班

 因應武漢肺炎處理境外生事宜，包括督導各中心緊急情況處理，含大
陸港澳，美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巴拉奎等等各國，均處理得
宜，學生獲得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