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體驗活動及伴手開發輔導獎勵計畫 

【創新農業體驗商品】陪伴顧問暨專家指導媒合名單 

更新日期：109.04.11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1 北、中 何立德 
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 

秘書長 

非營利組織 

產地旅遊、社區營造 

2 中 朱薏媃 

台中市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運動觀光協會 監事 

創新開發農業體驗，創新

開發農遊伴手 

3 南、離島 宋金山 

農委會水保局農再講師 

來義鄉新來義部落產業協會 

牡丹鄉大梅部落農村生態小旅

行 

自然生活農場負責人 

產業行銷管理、社區小旅

行 

4 北 李正聰 雄獅旅遊 副總經理 
農遊商品開發、品牌包

裝、通路行銷 

5 北 李青松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教授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餐旅產業行銷 

節慶觀光研究 

6 北 李建澤 雄獅旅行社系列產品部副理 旅遊體驗、商品開發 

7 宜花東 沈聰明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副分局

長退休 

農業推廣教育、農業經營

管理、計畫專案管理 

8 中 林志勳 

臺中市社造中心輔導老師 

農委會水保局農村再生課程老

師 

勞動部農村旅遊導覽解說培訓

講師 

社區產業創意研發設計、

社區旅遊景點規劃設計、

社區景觀美化設計、美工

繪圖、模型製作、社區意

象環保資源設計製作、產

業文化資源調查 

9 中 林忠伸 
展智創意策略設計有限公司總

經理 
伴手禮市場通路、行銷 

10 南、台東 林俊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

系助理教授 

解說設計、開發旅遊套裝

商品、顧客服務品質管

理、客源開發管理、成本

控制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11 南、台東 林豐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

系暨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退休) 

農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

理、消費決策行為、整合

行銷傳播策略 

12 北 柯銳杰 
宜蘭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總幹事 

觀光行銷 

導覽解說 

創新農業體驗活動 

綠色遊程規劃 

13 
北、 

宜花東 
胡漢寧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海洋休閒觀

光系助理教授 

前洋洋旅行社副總經理 

主題旅遊行程設計、旅遊

產業策略設計、觀光心理

與行為、觀光行銷、領隊

導遊實務 

14 
中、南、離

島 
孫崇傑 

洪雅文化協會 理事長 

絲田水舌永續生態 執行長 

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夯創意細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開物空間文創有限公司策略長 

社區營造、社群經濟研

究、食農教育、影像紀錄、

文化資產保存、生態農

業、生態教育推廣 

15 
宜花東、離

島 
馬昀甄 個人工作室 

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及創新

體驗 

16 中 張有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退休) 

阿罩霧自然農市集 發起人 

農業在地文化連結、綠色

友善耕作、食農教育活動 

17 中 張淑富 

台中市永續生態旅遊協會講師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社區產業活

化永久顧問 

致理科技大學觀餐系導覽解說

人員證照業師 

國際禮儀整體造型、生態

文化導覽解說、休閒與產

業行銷規劃、手做植物槌

然 DIY 

18 宜花東 張凱智 
臺東大學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

業學系副教授 
觀光、資源規劃 

19 中 張裕隆 
台中市東陽休閒產業發展協會:

現任執行秘書 

專案管理、產品開發、活

動設計、DIY 教學、計畫

撰寫  

20 南 張耀裕 斗南農會主任 
農業經營管理、行銷規

劃、食農教育體驗規劃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21 ALL 陳志東 獨立記者 
旅遊趨勢觀察 

媒體行銷 

22 北、台東 陳彥呈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系 

副教授 

餐飲經營管理、餐食設計

與開發、人力資源管理、

餐飲教育訓練與發展 

23 ALL 陳炳輝 
臺中市永續生態旅遊協會 

理事長 

休閒農業、觀光、社區營

造、環境教育 

24 宜花東 陳美芬 
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副教授 

農業推廣、休閒農業、觀

光、社區營造 

25 北、中 陳凱俐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教授 

休閒農業、農業推廣、資

源規劃 

26 北、中 陳墀吉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 

(退休) 

休閒農業、農業推廣、農

業旅遊行銷規劃 

27 
北、中、花

東 
陳鴻彬 

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副教授 

遊憩設施規劃與開發、休

閒農業資源規劃、旅運資

訊管理與應用 

28 ALL 
曾俊琳 

(牛哥) 
妖怪村設計師 產品設計 

29 北、離島 湯谷明 

雨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台灣走透透自然工作室 

負責人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專

案經理 

自然生態體驗 

體驗解說技巧 

商圈聚落生活 

30 北、宜 黃俊仁 

台品集國際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執行長 

中華民國觀光資訊產業發展協

會 常務理事 

台灣觀光教育協會 理事 

企業經營輔導、品牌通路

電商規劃、觀光休閒產業

輔導、商圈行銷活動策畫 

31 北、中 楊琮泰 
明新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社區產業輔導、特色遊程

規劃、休閒遊憩產業經營

管理、環境教育 

32 
ALL 

(除離島) 
楊薀蓉 

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行銷總監 

伴手禮開發、農事體驗設

計、穆斯林市場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利宸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副理 

33 北為主 葉美秀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專任教

授 

資源規劃、休閒農業、文

化創意產業 

34 北、宜花東 葉書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農業體驗設計與規劃 

35 北、中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

學程 副教授 

觀光、資源規劃、環境教

育、農業政策與農村發

展、鄉村區域發展規劃 

36 全台 詹子璋 

君毅高級中學 餐飲科教師 

寬心園蔬食料理廚藝督導 

米堤園民宿經理 

中餐餐點、烘焙、規劃動

線、衛生安全、米麵食、

蔬食料理 

37 宜花東 雷震洲 尚海旅行社總經理 

觀光行銷 

導覽解說 

創新農業體驗活動 

綠色遊程規劃 

38 
北、 

宜花東 
廖誌汶 

幸福果食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觀光、休閒農業 

39 花蓮 蔡建福 
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 

副教授 

農業推廣、資源規劃、環

境教育、網路行銷、電子

商務 

40 北、中、南 黎建輝 

邁特創新基地 新創團隊顧問 

鴻海科技集團 設計師創新組

織管理 

合勤科技集團 工業設計&包裝

設計 

集創園國際有限公司 創辦人 

跨域前瞻規劃、創新產品

設計、體驗服務設計、系

統平台開發 

41 南 蕭登元 
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

理系專任教授兼研發長 

觀光、休閒農業、資源規

劃 

42 北 賴淑美 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 農業體驗活動 

43 中、南 鍾松晉 
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學系副教授 
資源規劃、環境教育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44 北、宜花東 簡佩平 
台灣學之旅有限公司總經理 

和平旅行社 

穆斯林接待及遊程規劃、

修學旅行、休閒農場經營 

45 北 顏建賢 
景文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專任

教授 

農業推廣、休閒農業、觀

光 

46 北、中 魏彰志 

傳動數位策略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行銷企劃、社區產業輔

導、社區總體營造、活動

規劃及管理 

47 全臺 
邱翔羚 

副秘書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副秘書

長 

休閒農業商品開發、包

裝、票券、行銷 

48 全臺 
邱玉瓔 

副秘書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副秘書

長 

49 全臺 
葉書婷 

組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組長 

50 全臺 
黃致豪 

組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組長 

51 全臺 
羅羿庭 

組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組長 

52 全臺 
楊振義 

組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組長 

53 全臺 
蕭郁茲 

組長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組長 

媒合需求聯絡窗口：02-26982989#03173；03173@cpc.tw 李專員 

 

  



【農遊伴手開發】陪伴顧問暨專家指導媒合名單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1 北 石正中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系 

教授 

食品加工 

伴手開發 

2 
南、中、台

東 
余沛葒  

任唯企業有限公司 

執行長 

中式餐飲、米麵食與 烘焙

食品研發及食材利用 

3 宜花東 吳柏青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系 

教授兼校長 

食品工程 

伴手禮開發 

4 北、宜 吳宏淼 譜記品牌策略設計 總經理 

品牌定位策略規劃、消費者

行為研究、品牌形象設計、

連鎖店品牌規劃設計、文創

提升品牌價值 

5 ALL 李孟娜 
承禧堂公司 

總經理 

伴手商品輔導 

產品銷售通路 

市場行銷 

6 北 李正聰 雄獅旅遊 副總經理 
農遊商品開發、品牌包裝、

通路行銷 

7 北 李青松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 

教授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餐旅產業行銷 

8 北、中 李嘉仁 

維他露集團- 

源興行銷(份)公司營業部 

經銷處長 

乳品.零食.米.常低溫飲料銷

售及管理、通路經營管理、

輔導新市農會及北斗農會

經濟事業計劃案。  

9 ALL 李華隆 
中華工商流通發展研究協 

教育訓練主委 

品牌行銷,服務品質優化,流

程標準化,連鎖加盟,門市經

營 

10 中 林忠伸 
展智創意策略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行銷、通路市場 

11 中、南 林稷治 
有限責任南投市鳳梨生產合

作社 社長 

鳳梨加工及六月旺來品牌

經營工廠參訪 

12 ALL 林綺瑩 
中華民國社會發展學會 資

深研究員 

農村美學、休閒農場場域特

色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13 中 林岳庭 
元創力設計有限公司 

總監 

品牌規劃與包裝整合設計

的豐富經驗，從平面設計、

包裝規劃、到展場陳列及品

牌再造 

14 北 洪翊嘉 
虎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經理 
產品包材與毛利率分析 

15 北、中 莊宗元 
維他露集團營 

業部經理 

伴手商品輔導 

田媽媽營運輔導 

產品銷售通路 

市場行銷 

16 北、中 莊凱詠 
大山北月 

執行長 

設計思考 

伴手禮 

農遊商品創新及開發 

17 台南以北 許明仁 
台大園藝系退休副教授 

(退休) 

食品加工 

伴手開發 

18 南 許晃毓 
禾掌品牌形象企劃公司 

創意總監 

企業與品牌形象策略規

劃、商品包裝及平面設計 

19 ALL 許嘉生 穀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食品釀造 

20 宜花東 陳美芬 
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副教授 

農業推廣、休閒農業、觀

光、社區營造 

21 北 陳郁佳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所教授 

企業識別系統設計、視覺系

統設計研究、傳達與設計研

究 

22 宜花東 陳凱俐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

系教授兼任副校長 

休閒農業、農業推廣、資源

規劃 

23 北 陳資雅 
蜂動腦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總經理 

創意行銷 

精準行銷 

24 北 陳麗雲  
虎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產品包材與毛利率分析 

25 ALL 
曾俊琳 

(牛哥) 
妖怪村設計師 產品設計 

26 南 曾裕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授兼任

廚藝學院 院長 
食品科技、創新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27 北 程昀儀 掌生穀粒 創辦人 觀光、文創 

28 宜花東 黃琡雅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

系 副教授 

視覺傳達設計、文化創意與

商品開發、包裝設計、設計

風格研究 

29 北 黃蔚軒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專任講師 
廣告創意、廣告設計 

30 南 黃茂容 七逃藝術 Chito Art 負責人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及行

銷、觀光行銷、循環再生資

源利用 

31 北 楊聰賢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

展協會 副執行長 

食品法規、 

食品安全與製造 

32 中 楊富智 
張禾智作有限公司 

總監 

CIS 企業識別系統、VIS 品

牌形象設計、品牌包裝設

計、平面設計、網頁設計。

以策略性設計提供完善品

牌解決方案。 

33 南 溫婕薰 
翔鈴設計有限公司  

執行長 

CIS 形象規劃、包裝設計、

工商簡介、設計印刷 展場

規劃、商業攝影 

34 北 葉美秀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專任

教授 

資源規劃、休閒農業、文化

創意產業 

35 ALL 蔡孟貞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員 
農漁會百大精品輔導 

36 北 黎建輝 
集創園國際有限公司 

創辦人 

跨域前瞻規劃、創新產品設

計、體驗服務設計、系統平

台開發等實務經驗 

37 北、宜 戴三堡 
嘉南藥理大學生活應用與保

健系 助理教授 

園產品加工、新產品開發、

長青活動設計 

38 北、宜 謝孟吟 
我是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 

品牌策略、包裝設計 

曾任文化大學文化創意學

程講師 

39 北 顏文俊 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 教授 

休閒零食、果凍製造研發、

食品包裝、 

ISO 管理食品安全 



序號 分區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專長 

40 中、北 蘇文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

教授 

基礎造形設計、活動企劃與

視覺設計、 

視覺識別設計 

媒合需求聯絡窗口：02-26982989#01814；01814@cpc.tw 陳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