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修別 授課教師 上課時段 開課單位 QR Code

會展實務 必修 王叔瑜 星期三-1~2 日旅展110忠

會展實務 必修 王叔瑜 星期三-3~4 日旅展110孝

觀光餐旅永續發展 選修 王叔瑜 星期一-7~8 日旅展108孝

行銷管理 必修 王叔瑜 星期二-14~15 夜旅展109忠

110學年度第2學期 課程群組 QR Code



旅展案例探討 選修 王叔瑜 星期二-12~13 夜旅展109忠

會展英文 必修 王芸閣 星期三-7~8 日旅展109忠

會展英文 必修 王芸閣 星期二-3~4 日旅展109孝

觀光外語溝通(二) 必修 王芸閣 星期一-3~4 日旅展110忠



觀光外語溝通(二) 必修 王芸閣 星期一-5~6 日旅展110孝

觀光外語溝通(二) 必修 王芸閣 星期五-12~13 夜旅展110忠

世界文化 選修 王柏山 星期五-1~2 日旅展110忠

世界文化 選修 王柏山 星期五-3~4 日旅展110孝



民宿經營管理 選修 王衛平 星期二-5~6 日旅展108忠

民宿經營管理 選修 王衛平 星期二-7~8 日旅展108孝

旅展案例探討 選修 王衛平 星期四-3~4 日旅展109忠

博奕概論 選修 王衛平 星期三-3~4 日旅展110忠



博奕概論 選修 王衛平 星期三-1~2 日旅展110孝

客務管理與實作 必修 王衛平 星期一-12~13 夜旅展110忠

博奕概論 選修 王衛平 星期一-14~15 夜旅展110忠

行銷管理 必修 任文瑗 星期五-5~6 日旅展109忠



行銷管理 必修 江沛彤 星期二-14~15 夜旅展107忠

職場英文(二) 選修 江沛彤 星期二-12~13 夜旅展108忠

專案管理 必修 汪政億 星期四-14~15 夜旅展108忠

會展多媒體設計 必修 汪政億 星期四-12~13 夜旅展108忠



客務管理與實作 必修 屈妃容 星期五-3~4 日旅展110忠

客務管理與實作 必修 屈妃容 星期五-1~2 日旅展110孝

證照實務 必修 屈妃容 星期三-3~4
日旅展108忠.

孝

企劃案撰寫 選修 林怡齡 星期五-12~13 夜旅展108忠



會展實務 必修 林怡齡 星期五-14~15 夜旅展110忠

國際禮儀 選修 林政憲 星期四-5~6 日旅展110孝

會展營運管理 必修 林政憲 星期一-3~4 日旅展108忠

會展營運管理 必修 林政憲 星期一-5~6 日旅展108孝



世界文化賞析 必修 林政憲 星期二-12~13 夜旅展110忠

行銷管理 必修 施雪切 星期五-7~8 日旅展109孝

專案管理 必修 施雪切 星期一-5~6 日旅展108忠

專案管理 必修 施雪切 星期三-7~8 日旅展108孝



旅館資訊系統 必修 涂榮宗 星期五-7~8 日旅展109忠

旅館資訊系統 必修 涂榮宗 星期五-5~6 日旅展109孝

旅館資訊系統 必修 涂榮宗 星期三-14~15 夜旅展109忠

公共關係與危機處

理
選修 許淑惠 星期四-5~6 日旅展109孝



公共關係與危機處

理
選修 許淑惠 星期一-12~13 夜旅展108忠

民宿經營管理 選修 許淑惠 星期三-12~13 夜旅展107忠

旅館設施規劃與管

理
選修 許淑惠 星期三-14~15 夜旅展107忠

旅館連鎖經營管理 選修 許淑惠 星期一-14~15 夜旅展108忠



旅館財務管理 必修 陳依湘 星期一-1~2 日旅展108忠

旅館財務管理 必修 陳依湘 星期一-3~4 日旅展108孝

旅館日語會話進階 選修 陳淑湄 星期四-1~2 日旅展109忠

旅館日語會話進階 選修 陳淑湄 星期三-12~13 夜旅展109忠



服務學習 必修 陳瑛珣 星期三-6 日旅展110忠

國際禮儀 選修 陳瑛珣 星期四-5~6 日旅展110忠

婚禮活動規劃 選修 陳瑛珣 星期二-7~8 日旅展108忠

婚禮活動規劃 選修 陳瑛珣 星期二-5~6 日旅展108孝



婚禮活動規劃 選修 陳瑛珣 星期二-12~13 夜旅展107忠

會展創新創業實務 選修 陳瑛珣 星期四-14~15 夜旅展109忠

會議規劃與管理 選修 陳瑛珣 星期四-12~13 夜旅展109忠

職場倫理與權益保

障
必修 鄢若凡 星期一-5~6 日旅展109忠



職場倫理與權益保

障
必修 鄢若凡 星期一-7~8 日旅展109孝

虛擬會展與網路科

技
選修 劉國成 星期三-3~4 日旅展109忠

虛擬會展與網路科

技
選修 劉國成 星期三-7~8 日旅展109孝

微電商平台應用 選修 劉國成 星期一-7~8 日旅展109忠



微電商平台應用 選修 劉國成 星期一-5~6 日旅展109孝

創意行銷企劃 必修 蔡郁芬 星期四-12~13 夜旅展107忠

節慶活動規劃與實

務
選修 蔡郁芬 星期四-14~15 夜旅展107忠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 選修 龍淑真 星期一-5~6 日旅展110忠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 選修 龍淑真 星期一-3~4 日旅展110孝

酒與飲料知識管理 選修 龍淑真 星期四-12~13 夜旅展110忠

節慶觀光 必修 龍淑真 星期二-14~15 夜旅展110忠

餐飲管理 選修 龍淑真 星期四-14~15 夜旅展110忠



旅館財務管理 必修 魏菁誼 星期五-14~15 夜旅展108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