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媽媽場域改善及服務創新獎勵計畫 
同意陪伴顧問暨專家名單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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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設計食品加工(酵素飲品) 

黃俊誠 
綠禾國際媒體有限公司 

綠色餐飲指南秘書長 
行銷、綠色餐飲推廣 

黃景龍 儂來餐飲集團廚藝總監 台灣小吃、中餐料理 

李杰奎 
福容大飯店旅館事業處餐飲

營運部副總經理 

餐飲衛生管理、中式料理、點心料

理、蔬食料理、服務動線規劃 

蔡季芳 
電視媒體、作家 

廚藝老師 
烹飪、美食 

吳麗鵲 
前台灣美食展籌備委員會主

任 
宣傳及行銷技巧 

許明仁 台大園藝系退休副教授 食品加工、伴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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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儒 
宜蘭大學食品科學系助理教

授 

田媽媽場域規劃 

衛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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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體驗 

朱秋樺 
桃園縣複合餐飲交流協會講

師 

中西餐飲、開店創業、烘焙點心、

中式麵食製作、飲料調製、台灣葡

萄酒協會侍酒師監評師 

吳柳美 前中華民國農會家政課課長 田媽媽輔導與經營管理 

廖清池 
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教

授 
餐飲衛生管理、中式料理 

吳美燕 
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助

理教授 
餐飲管理、餐飲服務 

李耀堂 
南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助

理教授 
中餐烹調、素食烹調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 

許志滄 
南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副

教授 

食材利用及研發、基礎刀工與烹

飪、菜單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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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漢雄 
高雄餐旅大學烘焙管理系教

授 
烘焙食品研發 

陳玟妤 
屏東大學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副教授 
餐旅管理類、國際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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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 

陳墀吉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退

休) 

休閒農業、農業推廣、旅遊行銷規

劃、解說劇本 

黃俊仁 
台品集國際行銷有限公司執

行長 

休閒及地方產業輔導、商店經營輔

導、行銷活動規劃 

陳彥呈 
中國文化大學 

生活應用科學系助理教授 

餐廳經營管理、消費行為與人力教

育訓練、餐旅行銷經營管理、膳食

烹飪、中西式點心、餐飲產品設計

與開發 

蘇堯銘 
東南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

系助理教授 

食品加工食品衛生休閒事業規劃與

管理食品安全酒莊輔導 

邢鎮碧 艾捷有限公司美編 商品設計編排 

林明慧 專任技術教師 

餐飲管理、烘焙食品、中式米麵食、

中餐烹調、餐廳管理、食物學、營

養學、菜單設計、成本分析 

詹子璋 
苗栗縣私立君毅高級中學專

任技術教師 

餐飲、烘焙、服務動線規劃、特色

菜單設計 

卓展正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教授 視覺傳達 藝術造型 美術創作 

林英元 
社團法人臺灣養生創意美食

發展協會總幹事 
食品加工、烘焙食品研發及釀造 

葉美秀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教授 
資源規劃、休閒農業、環境自主營

造輔導 

陳冠蒨 蘋果屋出版社社長 出版經營管理、雜誌圖書企劃編輯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 

林鑑澄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 

林鑑澄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景觀營造、綠建築 

顏建賢 
景文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教

授 
農業推廣、休閒農業、觀光 

鄒慧芬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餐旅管理

科主任 

調飲、飲食文化、餐飲管理與行銷、

食品衛生安全 

何立德 
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秘書

長、 國發會地方創生委員 
產地旅遊、地產地消、直售製造 

王世昌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處長 

環境教育、社區營造、服務品質、

服務流程改善 

游志華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經理 

經營管理、加工場域設計、動線規

劃 

許愛琴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專案經理 

環境教育、社區營造、服務品質、

服務流程改善 

王千毓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副管理師 
活動設計、故事行銷 

朱家慶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經理 

環境教育、服務品質、服務流程改

善 

莊旭芹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專案經理 

環境教育、故事行銷、服務流程改

善 

尤淨儀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專案經理 
環境教育、服務流程改善 

蘇瑞淳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顧問 
環境教育、活動設計 

黃祚徵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顧問 
環境教育、活動設計 

黃軍浩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顧問 
故事設計、環境教育 

周嘉怡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顧問 
故事設計、環境教育、活動設計 

兵可貞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區

服務處顧問 
環境教育、活動設計 

陳明禮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資深

顧問 
休閒場域動線規劃、食農教育推廣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 

陳旺盛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資深

顧問 

主題設計、導覽動線規劃、體驗活

動規劃 

蘇聖華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資深

顧問 

媒體試遊操作、體驗活動設計、食

農教育規劃 

陳俊榮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場域營造、服務提升 

陳文琮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5S 品質改善、服務動線規劃 

左祖源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體驗活動規劃、故事行銷規劃 

陳怡君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環境教育、服務品質、服務流程改

善 

吳尚儒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體驗活動規劃、故事行銷規劃 

黃鈺雯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經理 體驗活動規劃、故事行銷規劃 

高武靖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場域改善、創新研發 

王美晶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副管

理師 
服務優化與特色加值 

林克煒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資深

顧問 
主題產業推動、特色美食饗宴活動 

陳明志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助理

管理師 

環境教育、服務品質、服務流程改

善 

游琇如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觀光行銷、導覽解說、體驗遊程 

劉姿吟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專案

經理 

確立主題風格及於場域、產品、服

務及推廣等 

林正疆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產業輔導、故事行銷 

葉家豪 
螢火蟲夢想書屋/三才農場執

行長 

主題活動、食農教育、農場經營、

體驗活動 

陳泰儒 
南投縣貝仕得產業市集協會

理事長 

主題活動、食農教育、農場經營、

體驗活動 

郭名龍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觀光事業

系助理教授 

休閒旅遊規劃、現場服務管理、客

戶關係管理 



姓名 機關/職稱 領域 

曾干育 
南開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

系助理教授 

休閒旅遊規劃、導覽解說訓練、體

驗服務規劃 
聯絡窗口-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03-5185179 鍾小姐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02-23911368 #1364 杜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