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課程暨教材製作 

歷年核定補助名單 

 

※ 本補助案自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辦，歷年核定補助名單如下： 

一、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6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物流系 鄭玲玲 會計學(二)  

航管系 
賴素珍 關務英文  

李穗玲 空運行銷  

觀休院 觀休系 
戴芳美 休閒門市服務  

趙惠玉 會展規劃與管理  

海工院 食科系 黃鈺茹 食品分析實驗  

二、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5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物流系 鄭玲玲 成本會計  

應外系 王月秋 語言與跨文化溝通  

航管系 
賴素珍 會計學(一)  

李穗玲 作業研究  

海工院 食科系 黃鈺茹 食品化學實驗  

三、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6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物流系 

鄭玲玲 成本會計  

陳俊宏 生產管理 
原計畫為供應

鏈管理(更改

計畫名稱) 

劉宜芬 市場調查  

航管系 
賴素珍 海關實務  

李穗玲 航空站設計與規劃  

海工院 食科系 黃鈺茹 食品分析實驗  



四、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6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物流系 陳俊宏 供應鏈管理  

航管系 賴素珍 財務管理  

觀休院 
觀休系 趙惠玉 人力資源管理  

餐旅系 吳烈慶 刀工運用與烹調技巧  

海工院 
食科系 黃鈺茹 食品化學  

養殖系 李孟芳 生物學實驗(上)  

五、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8 案 

 

六、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8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海工院 

養殖系 李孟芳 生物學實驗(下)  

食科系 

黃鈺茹 食品生物化學  

邱采新 生物化學實驗  

陳名倫 微生物學  

人管院 
航管系 

林振榮 投資學  

賴素珍 組織創新與管理  

應外系 王月秋 跨文化溝通(二)  

觀休院 觀休系 白如玲 管理學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海工院 

養殖系 李孟芳 水族生理學  

食科系 

黃鈺茹 水產概論  

邱采新 營養學  

陳名倫 微生物檢驗技術  

人管院 

行銷與物

流管理系 
陳至柔 管理學  

應外系 王月秋 英語教材教法  

觀休院 觀休系 
王淑治 基礎日語  

方祥權 海域生態學  



七、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8 案 

 

 

八、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10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海工院 食科系 
邱采新 食品生物技術  

陳名倫 微生物學實驗  

人管院 

航管系 
李穗玲 運輸規劃  

賴素珍 會計學(二)  

行銷與物
流管理系 

陳至柔 行銷學  

應外系 王月秋 外語習得  

觀休院 觀休系 
白如玲 會展規劃與管理  

方祥權 環境認知與體驗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海工院 食科系 陳名倫 食品衛生與安全  

人管院 

資管系 林紀璿 企業資源規劃 搭配實體授課 

航管系 李穗玲 空運學  

應外系 王月秋 商業英語溝通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陳甦彰 微型創業管理  

唐嘉偉 服務業行銷  

觀休院 

觀休系 
白如玲 人力資源管理  

于錫亮 生態觀光  

餐旅管理系 陳宏斌 飲物與吧檯實務  

海洋運動 
與遊憩系 

胡俊傑 海洋運動與觀光實務  



九、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9 案 

十、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7 案 

十一、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7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海工院 食科系 胡宏熙 水產食品加工實習  

人管院 

資管系 林紀璿 生產管理 搭配實體授課 

應外系 
王月秋 財經英語  

姚慧美 進階觀光英文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陳甦彰 門市服務  

通識教育 
中心 

陳禮彰 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  

觀休院 

觀休系 白如玲 國際禮儀實務  

餐旅管理系 吳烈慶 澎湖食材製作與應用  

海洋運動 
與遊憩系 

高紹源 生態觀光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海工院 電機工程系 徐明宏 太陽光電系統  

人管院 
應外系 

王月秋 觀光英語  

姚慧美 簡易西班牙會話  

資管系 林紀璿 網路行銷  

觀休院 

觀休系 楊倩姿 郵輪概論 搭配實體授課 

觀休系 于錫亮 島嶼觀光發展  

海洋運動 
與遊憩系 

高紹源 運動傷害與防護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姚慧美 基礎閱讀與寫作(二)  

王月秋 餐旅英語  

資管系 呂峻益 網頁應用系統設計 搭配實體授課 

航管系 林振榮 投資學 搭配實體授課 

觀休院 

觀休系 趙惠玉 國際禮儀實務  

觀休系 方祥權 統計學  

海洋運動 
與遊憩系 

高紹源 運動生理學  



十二、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3 案 

 

十三、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4 案 

 

十四、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6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王月秋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姚慧美 基礎與閱讀寫作(一)  

觀休院 觀休系 趙惠玉 休閒產品開發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王月秋 英文文法與修辭  

資管系 邱美倫 資訊與網路資源應用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組織行為  

海工院 電機系 賴文政 人工智慧 搭配實體授課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資管系 邱美倫 組織理論與管理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蔡培軒 投資學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鄭玲玲 會計學(一)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研究方法  

海工院 
電信系 姚永正 電子學實習(一)  

電機系 賴文政 類神經網絡 搭配實體授課 



十四、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8 案 

 

 

十五、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8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資管系 邱美倫 影像處理與實務  

應外系 王月秋 財經英文  

航管系 賴素珍 商用英文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市場調查  

觀休院 觀休系 王淑治 日語會話  

共教會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謝慧桂 英文(二)  

海工院 
電信系 姚永正 網路概論  

電機系 賴文政 模糊控制 搭配實體授課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王月秋 跨文化溝通(一)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通路策略與管理  

觀休院 觀休系 
王淑治 日語導覽解說  

白如玲 觀光休閒實務  

共教會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謝慧桂 英文(一)  

海工院 

電信系 姚永正 通信技術(一)  

電機系 
張永東 電力電子學  

賴文政 電力品質 搭配實體授課 



十六、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7 案 

 

十七、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12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洪芙蓉 餐旅英文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門市服務  

觀休院 
餐旅系 楊錦騰 中餐烹調  

觀休系 白如玲 觀光服務個案  

共教會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謝慧桂 英文(四)  

海工院 
電信系 姚永正 通信技術(二)  

電機系 張永東 風光能發電原理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王月秋 會展英文  

洪芙蓉 發音暨語言學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國際運銷  

資訊管理系 吳鎮宇 Linux系統管理  

觀休院 
餐旅系 楊錦騰 宴會料理  

觀休系 白如玲 行銷管理專題研究  

共教會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陳瓊娟 英文(一)  

海工院 

電信系 姚永正 計算機概論  

電機系 
張永東 電子學實習(一)  

周孝興 電子學  

電機系 

附設五專部 
楊明達 室內配線 搭配實體授課 

食品科學系 陳名倫 微生物檢驗與實驗  



十七、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9 案 

十八、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9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應外系 洪芙蓉 航空英文  

資訊管理系 吳鎮宇 Linux網路管理  

觀休院 

觀休系 白如玲 在地飲食文化  

餐旅系 
陳立真 烘焙理論與實務  

吳菊 餐飲服務  

海工院 

電信系 蔡淑敏 高等通信技術  

電機系 

張永東 電子學實習(二)  

周孝興 電子學(一)  

楊明達 
太陽光電系統組裝與 

檢測實務 
搭配實體授課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資訊管理系 吳鎮宇 Python程式設計  

觀休院 
餐旅系 

許志弘 進階手工巧克力製作  

陳宏斌 

許志弘 
餐飲實習  

吳菊 人力資源管理  

遊憩系 黃俞升 航海與航機航儀 搭配實體授課 

海工院 電機系 

張永東 電力電子實務(二)  

朱能億 電機工程概論 搭配實體授課 

周孝興 工業配電 搭配實體授課 

楊明達 電機機械(一) 搭配實體授課 



十九、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核定補助 9 案 

 

二十、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核定補助 10 案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資訊管理系 吳鎮宇 圖形式邏輯程式設計  

應用外語系 王月秋 國際貿易實務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鍾國章 多變量分析  

觀休院 餐旅系 吳菊 咖啡實務  

海工院 電機系 

張永東 電力電子實務(一)  

朱能億 
微處理機於再生能源應

用技術開發 
搭配實體授課 

周孝興 電子學實習 搭配實體授課 

楊明達 太陽光電系統裝置實務 搭配實體授課 

共教會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陳瓊娟 英文(二)  

學院 系科 申請教師 教材名稱 備註 

人管院 資訊管理系 石佳惠 網路程式設計  

觀休院 餐旅系 

吳菊 咖啡實務  

陳立真 
澎湖水產飲食文化 

與製作 
 

楊錦騰 刀工運用與烹調技巧  

海工院 

食科系 許志弘 
進階麵包、西點蛋糕理論

與實務 
 

電機系 張永東 工業電子實務 搭配實體授課 

電信系 
周孝興 電路學(一) 搭配實體授課 

蔡淑敏 數位邏輯設計實習 搭配實體授課 

共教會 
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陳瓊娟 英文(三)  

趙文壁 語言學概論 搭配實體授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