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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廣告學系廣告學系廣告學系廣告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122 

網址：http://www.ad.nccu.edu.tw/ 

創立時間：1988年 

專任教師： 

教授：郭貞、鄭自隆、祝鳳岡、孫秀蕙、賴建都、張卿卿、游本寬、陳文玲。 

副教授：陳憶寧、王其敏、吳岳剛。 

助理教授：張郁敏、鄭怡卉。 

專任助教：莊叔雲、林靜媚。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本系配合傳播學院學程規劃，制定最低畢業學分為 128學分。除校級、院級必

修科目及自由選修科目外，學生必須在本系「廣告企劃」、「公共關係」與「跨媒體創

作」三個專精領域學程中至少選修一個學程，並依規定修畢相關學分才得畢業。核心理

念，旨在人文素養之通識教育基礎上，提供廣告與公關之專業養成訓練，培養理論與實

務並重之專業人才。 

課程規劃如下：［必修］廣告原理、公共關係概論、廣告創意、畢業製作專題。［選修

］消費行為、行銷原理、整合行銷傳播、公關策略與企劃、直效行銷、社會行銷、廣告

策略與企劃、創意策略與企劃、媒體策略與企劃、專題研究、市場調查與統計應用分析、

廣告心理與廣告效果評估。 

碩士班：［必修］廣告學原理、研究方法。［選修］廣告心理、說服理論、公共關係

理論、消費行為、廣告倫理與法規、廣告與批判理論、廣告與社會、影像傳播研究、

廣告創意研究、網路廣告研究、廣告媒體企劃研究、進階量化分析、廣告效果研究、

廣告管理與行銷策略、整合行銷傳播、國際廣告研究、跨國性活動推廣研究、國際行

銷傳播、跨文化消費行為研究、競選廣告專題、市場分析與廣告企劃、廣告訊息處理

專題、公共關係管理專題、廣告史專題、媒介行銷、企業溝通。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電話：(02) 2903-1111轉 2336 

網址：http://www.adpr.fju.edu.tw/ 

創立時間：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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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 

教授：吳宜蓁。 

副教授：陳尚永、洪雅慧、蕭富峰、魏思齊。 

助理教授：游易霖、卓峰志。 

講師：林榮觀、張佩娟。 

廣告相關課程：［必修］行銷原理、行銷策略、消費行為、市場調查、廣告學、廣告

法規、媒體企劃、廣告基本設計、專業實務製作、廣告策略與企劃、廣告文案、廣告

管理專題、公共關係概論、公關寫作、公關策略與企劃、視覺傳達設計、基礎攝影、

媒體素養、電視原理與製作、企業管理、傳播統計、傳播研究方法、傳播統計電腦應

用、傳播統計實習。［選修］行銷個案研究、社會行銷、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品牌

行銷傳播實務、議題行銷、服務行銷、品牌管理、媒體企劃實務、國際廣告管理實務、

專業實習、廣告效果測定、印刷媒介與廣告製作、網路廣告製作與設計、廣告專案活

動展示設計、廣告創意導論、廣播廣告企劃與製作、廣告影片後期製作、廣告個案研

究、政治廣告、廣告影片企劃與製作、整合行銷傳播、廣告專案活動企劃、行銷與廣

告實務、電腦平面廣告設計、公關個案研究、公共關係管理、企業公關實務、公關實

務製作、公共關係與媒體策略、政府公關與政策行銷、電腦數位影像設計、網頁設計

與製作、CI製作、商業攝影、專題攝影、設計繪畫、設計素描、電腦插畫設計、特殊

影像研究、電腦繪圖、3D動畫、電腦組頁、印刷原理與印前作業。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話：(02)2236-8225轉 3222 

網址：http://cc.shu.edu.tw/~pc 

創立時間：1994年 

專任教師： 

教授：蕭湘文、蔡樹培。 

副教授：張依依、陳宇卿、梁世武、許安琪、陳一香、戚翔僊、黃光玉、邱淑華、楊意

菁。 

助理教授：駱麗真、賴正能、曾鈺涓、黃增隆。 

講師：黃蔚軒、蔡建仁。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必修］廣告學概論、公共關係概論、行銷學、廣告心理原理、初階平面媒體

廣告創作、英語公關寫作與報導、公關寫作與報導、消費行為、廣告創意、公關策略與

企劃、廣告策略與企劃、初階平面媒體廣告創作、初階電子媒體廣告製作、危機與議題

管理、統計分析與市場研究、整合行銷傳播、民意研究、廣告與社會、畢業實作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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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寫作、社會行銷。［選修］進階公關研究、企業公關、品牌傳播、廣告媒體企劃、

平面設計與電腦製作、網站規劃與製作、互動式廣告、公關產業經營管理、廣告產業經

營管理、公關案例研討、廣告案例研討、關係管理、數位行銷傳播、遊說、進階電子媒

體廣告創作、品牌形象設計、公關專題研討、廣告管理、政治公關、校外實習、廣告專

題研討、媒體關係、文創產業與行銷。 

碩士班：消費者與公眾研究、說服理論、行銷理論與研究、廣告理論與研究、危機傳播

與議題管理、消費文化研究、社會行銷研究、廣告與訊息設計、公關營銷與理論、網路

傳播與行銷、品牌行銷與管理、公關策略與企劃研究、整合行銷傳播研究。 

 

銘傳大學廣告學系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adv/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鄭植榮、郭秀莉、余淑芬。 

助理教授：黎佩芬、陳柏宇。 

廣告相關課程：［必修］廣告學、廣告實務、公關概論、公關實務、廣告企劃、公關企

劃、消費者行為、整合行銷傳播、網路行銷、品牌管理、行銷原理、廣告企劃、網路廣

告。［選修］企業公關、公關策略、公關個案研究、政治公關、危機傳播、社會行銷、

事件行銷、文化創意行銷、創意體驗與實踐、創意策略、廣告策略、品牌策略、媒體企

劃與購買、廣告個案研究、廣告研究、品牌個案研究、廣告學實習、中國大陸廣告產業

專題。 

 

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華岡路55號 

電話：(02)2861-0511轉37305 

網址：http://www2.pccu.edu.tw/CRJADV/ 

創立時間：1986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羅文坤、羅雁紅、鈕則勳。 

助理教授：潘家鑫、陳燕玲、陶聖屏、楊勝雄、鄭司維。 

專任講師：漆梅君、楊錫彬、顏惠芸。 

廣告相關課程：［必修］廣告學概論、媒體素養、行銷原理、消費者行為與廣告心理、

創意原理、廣告英文、廣告日文、廣告策略與企劃、廣告專題講座、視覺傳達原理、畢

業製作與實習、媒體計劃、行銷研究、整合行銷傳播、廣告設計、設計基本原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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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行銷實務、文化創意產業概論、創意產業專題。［選修］廣告與社會、廣告經濟學、

公共關係概論、競選廣告、廣告個案、廣告媒介、公共關係個案研究、廣告訊息與說服、

廣告文案寫作、消費者資料庫運用、網路行銷與廣告、促銷策略、國際行銷、直效行銷、

品牌經營、電子媒介廣告製作、廣告創作實務、廣告與設計法規、廣告創意解說、廣告

與藝術涵養、公益廣告、產品規劃、事件行銷、形象識別設計、政府公關、關係行銷、

藝術行銷、社會行銷、地方產業創意行銷、視覺與文化符碼。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大灣路949號 

電話：(06)272-7175轉 320 

網址：http://www.pcom.ksu.edu.tw/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劉正道、馮國豪。 

助理教授：徐玉瓊、范盛保、王全裕、沈由言、蔡佩芳、呂之蕙、何性東。 

講師：莊岳峰、陳薇薇、鄭鼎寶、費翠、郭靖邦。 

廣告相關課程：［必修］廣告學、公共關係、廣告創意與文案、行銷學、公關寫作、消

費行為、廣告策略與計劃、公關策略與計劃、廣告英文、整合行銷傳播策略、整合行銷

傳播案例研討、行銷傳播英文。［選修］廣告心理學、廣告媒體、市場調查、非營利事

業的公共關係管理、網路行銷、企業公共關係、形象塑造專題研討、廣告設計與製作、

品牌經營策略、媒體法規、直效行銷、媒體管理與規劃、公關效果評估、廣告效果評估、

廣告事業經營與管理、國際行銷、公共關係實務實習、文化產業與行銷、數位內容產業

與行銷、廣告效果評估、休旅產業行銷與創意。 

 

 
二二二二....大眾傳播學系大眾傳播學系大眾傳播學系大眾傳播學系 

國立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2358-3404 

網址：http://www.ntnu.edu.tw/mcom/ 

創立時間：1997年 

專任教師： 

教授：林東泰、胡幼偉、陳炳宏。 

副教授：蔡如音、胡綺珍。 

助理教授：王維菁。 

廣告相關課程：行銷傳播研究、公共關係研究、媒體行銷專題研究、網路行銷專題研究、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23  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2010-2011    

 

 

政治行銷研究。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 

電話：03-5727142 

網址：http://www.icas.nctu.edu.tw 

創立時間：1994年 

專任教師： 

教授：李秀珠、郭良文。 

副教授：楊台恩、李峻德、施克昌、李美華（兼任）、張玉佩（兼任）、魏玓（兼任）、

陶振超(兼任)。 

助理教授：陳延昇、林崇偉（兼任）。 

廣告相關課程：媒體與行銷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電話：05-2720411轉 22501 

網址：http://www.telcom.ccu.edu.tw/ 

創立時間：電訊傳播所 1983年；傳播學系 2001年 

專任教師： 

教授：高嵩音。 

副教授：羅世宏、李政忠、宋倩如、唐士哲、劉駿州、戴皖文。 

助理教授：林怡玫、林淑芳、許正、管中祥、盧鴻毅、簡妙如。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概論、傳播行銷策略、市場調查與評估、草根行銷、創意策略與企劃。 

碩士班：媒體行銷傳播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電話：(02) 2905-2000轉 3295 

網址：http://www.gsmc.fju.edu.tw/ 

創立時間：1983年 

專任教師： 

教授：關紹箕、林靜伶、吳宜蓁、張文強。 

副教授：習賢德、陳尚永、洪雅慧、蕭富峰、張惠蓉、程予誠、陳順孝、何旭初。 

助理教授：陳春富、游易霖、卓峰志、趙庭輝、林維國、林鴻亦、林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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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相關課程：政治傳播/政治廣告、行銷策略、服務行銷/品牌管理、公共關係專題、

危機傳播專題、廣告理論與研究。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1-5656轉 2305 

網址：http://www2.tku.edu.tw/~tamx/index.htm 

創立時間：1983年 

專任教師： 

教授：趙雅麗。 

副教授：楊明昱、王慰慈、紀慧君、唐大崙。 

助理教授：黃振家、朱孝龍、許傳陽。 

講師：王維剛、馬雨沛。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學、廣告訊息設計、公共關係概論、公共關係實務、消費行為、行銷傳播

概論、行銷傳播專題、社會行銷與實作、跨媒體行銷企劃。 

碩士班：整合行銷傳播、品牌管理。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華岡路 55號 

電話：(02)2861-0511轉 37605 

網址：http://140.137.11.241/dmcweb/  

創立時間：1963年 

專任教師： 

教授： 王毓莉。 

副教授：湯允一、胡詔凱、楊祖珺。 

助理教授：林純德、廖啟義、王翔郁。 

講師：薛佑廷、王台瑞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社區公關、傳播行銷學、政治與選舉公關、媒體公關、公共傳

播概論、個人公關、消費行為、整合行銷傳播、品牌形象與塑造、非營利事業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計畫與執行、企業公關、衝突解決/談判、民意調查、募款研究。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地址：台南縣歸仁鄉長榮路一段396號 

電話：(06)278-5123轉 4101 

網址：http://www.cjcu.edu.tw/h-g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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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1995年 

專任教師： 

教授：劉信雄。 

副教授：洪淑蓉、楊慕理。 

助理教授：陳明鎮、劉盈慧、柯信吉、陳彥龍、柯秀卿。 

講師：張瑛玿、趙定邦、黃燕馨。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設計、整合行銷傳播、廣告媒體企劃、廣告學、公共關係學、公關

個案研究、消費者行為、行銷管理。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地址：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電話：(03) 5302255轉 3232 

網址：http://gioc.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創立時間：1997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黃淑蕙、曾西霸。 

助理教授：許如婷、陳光中、朱旭中、杜聖聰、陳毓麒。 

講師：蕭文娟、諸葛俊、羅之維。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整合性行銷傳播、公共關係學、媒介

企劃與市場調查。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32號學海堂S323 

電話：05-2721001轉 2411 

網址：http://mail.nhu.edu.tw/~media/  

創立時間：1996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張裕亮、鄒川雄。 

助理教授：陳婷玉、劉平君、程紹淳、王慧蘭、蔡鴻濱。 

講師：馬立君、蕭永祥。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學、整合行銷傳播、公共關係、廣告管理、廣告效果測定、語藝傳播、消

費者行為、廣告創意、政治行銷、廣告文案與設計、公關危機傳播、廣告策略與企畫、

公關策略與企劃、公關個案、公關畢業製作。碩士班：公關管理、廣告管理、整合行銷

傳播、社會行銷與媒體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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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地址：高雄縣大樹鄉學城路一段1號 

電話：(07)657-7711轉 5952、 5953 

網址：http://www.dmc.isu.edu.tw/index-ch.php 

創立時間：2000年 

專任教師： 

教授：吳明上、蔡瑞霖。 

副教授：張慶仁、曾士杰、鄭瓊月、陳瑞芸、黃冠華、林素真。 

助理教授：侯政男、孫翠萍、侯尊堯、黃寶珊、李嘉崑。 

講師：林崇能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公關與人際關係、消費者行為、社會行銷、廣告原理與應用、

行銷原理與研究、廣告與日本文化、公關企畫與實務、市場與民意調查。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地址：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電話：04-26328001轉 17081 

網址：http://www.masscom.pu.edu.tw/ 

創立時間：2005年 

專任教師： 

教授：王振輝、海柏。 

副教授：蔡政修、邱誌勇。 

助理教授：陳明媚、陳韻如、李明穎、鄭志文、王孝勇、余健慈、余國強。 

講師：奚浩。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原理、行銷傳播、媒體與公共關係。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地址：花蓮市中央路3段701號(教育傳播大樓11樓) 

電話：(03)8565301轉 2811 

網址：http://www.commstudies.tcu.edu.tw/ 

創立時間：2001年 

專任教師：副教授：蔡鶯鶯、魏米秀、周典芳。 

助理教授：毛榮富、彭之修、李明軒、鄭嫥嫥、孫維三、傅維信。 

講師：潘朝成。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學、社會行銷、公共關係。 

碩士班：社會行銷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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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傳播學系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德香樓B301室。 

電話：03-9871000轉 23701 

網址：http://www.fgu.edu.tw/~communication/ 

專任教師： 

教授：王石番。 

副教授：潘念庭、蔣安國、陳才。 

助理教授：王祖龍、牛隆光、何欣容、林如森、徐明珠。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學、公共關係學、公關策略與企劃、公關報導、消費者行為。 

碩士班：廣告理論與實務、公共關係理論與實務、整合行銷傳播、競選傳播行銷研究、

廣告心理學、行銷傳播學、行銷傳播心理學。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 07 ) 525-2000轉 4951~4953 

網址：http://icm.cm.nsysu.edu.tw/ 

創立時間：1997年 

專任教師： 

教授：蕭蘋。 

副教授：李雅靖。 

助理教授：蒯光武、王慶寧、王紹蓉。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與文化、公共關係理論與實務、行銷傳播策略、地方媒體與政治行

銷。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話：(02)2236-8225轉 3312 

網址：http://cm.shu.edu.tw/ 

創立時間：1991年 

專任教師： 

教授：林富美。 

副教授：方之光、許人杰、蘇建州、張宏源、張台先、戴國良、許碧芳、蕭宏祺。 

助理教授：胡嘉智、江靜之、羅慧雯、邱亞康、李貴惠。 

講師：張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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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媒體行銷管理、跨媒體整合行銷傳播、行銷企劃撰寫實務、行銷傳播執行實務、

品牌管理、閱聽人與消費者研究、國際行銷、網路行銷實務、數位行銷。 

碩士班：行銷研究、策略行銷專題、媒體行銷管理、數位行銷專題、跨媒體整合行銷傳

播。 

 

三三三三. . . . 傳播管理學系傳播管理學系傳播管理學系傳播管理學系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轉 2472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cmmba/ 

創立時間：1995年 

專任教師： 

教授：陳耀竹、呂郁女、陳振南。 

副教授：陳光毅。 

助理教授：劉忠陽。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事業管理、公共關係事業管理、媒介廣告管理研究、媒介行銷與促

銷、公共關係活動企劃。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123 

網址：http://www.rtv.nccu.edu.tw/ 

創立時間：1988年 

專任教師： 

教授：黃葳葳、劉幼琍、蔡琰。 

副教授：吳翠珍、盧非易、陳儒修、許瓊文、郭力昕、曾國峰。 

助理教授:王亞維、傅秀玲。 

廣告相關課程：同政治大學廣告相關學程。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地址：台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 

電話：(02)2272-2181轉 2231~2233 

網址：http://www.ntua.edu.tw/~rtv/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23  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2010-2011    

 

 

創立時間：1963年 

專任教師： 

教授：謝章富、朱全斌。 

副教授：賴祥蔚、葉蔚明、李慧馨、邱啟明、連錦淑。 

講師：陸中明、吳聲品、許北斗、鄭金標。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學、電視節目廣告製作、公共關係、媒體行銷、運動傳播與行銷。 

碩士班：媒體策略與行銷、媒介行銷與國際化專題研究、創意企畫與行銷。 

 

四四四四. . . .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影像傳播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地址：新 竹 縣 竹 北 六 家 五 路 一段1號。 

電話：03-5509658 

網址：http://dct.nctu.edu.tw/page.php?id=23&lang= 

創立時間：2004年 

專任教師： 

教授：郭良文。 

副教授：李美華、魏玓、張玉佩、陶振超。 

助理教授：林崇偉、林照真、黃靜蓉、林慧斐、許峻誠、黃淑鈴、張宏宇。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媒體企劃、整合行銷傳播。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電話：(02)2905-3287 

網址：http://www.commarts.fju.edu.tw/ 

創立時間：1971年 

專任教師： 

教授：梁崇民。 

副教授：程予誠、蔡淑麗。 

助理教授：林維國、趙庭輝、陳春富、林應嘉。 

講師：洪雅玲、葉春華。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實務、行銷傳播、公共關係實務。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話：(02)2236-8225轉 3192或 3193 

網址：http://cc.shu.edu.tw/~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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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1969年 

專任教師： 

教授：熊杰、黃新生、蔡念中、陳清河。 

副教授：齊隆壬、蔡美瑛、謝旭洲、邱岳、洪賢智、李佳玲、關尚仁。 

助理教授：陳明珠、劉永皓、江亦瑄、蔡珮、吳俊輝、李香秀、葉基固。 

講師：李泳泉、黃雅琴、滕兆鏘。 

廣告相關課程：電台促銷宣傳、廣電市場規劃與行銷。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轉 2352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radio/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陳光毅、莊克仁、王家驊。 

助理教授：周兆良、邱琪瑄。 

講師：盧瑞均。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廣告實務、公關概論、公關實務。 

 

五五五五. . . . 新聞學系新聞學系新聞學系新聞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8-7431 

網址：http://www.jour.nccu.edu.tw/ 

創立時間：1935年 

專任教師： 

教授：馮建三、彭芸、謝瀛春、羅文輝、鍾蔚文、翁秀琪、臧國仁、徐美苓、蘇蘅、方

孝謙、林元輝、朱立、吳筱玫。 

副教授：陳百齡、孫曼蘋、方念萱、孫式文、王泰俐、張寶芳、劉昌德、柯裕棻。 

廣告相關課程：同政治大學廣告相關學程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地

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號電話：(02) 2905-2399

網址：ttp://www.bigboa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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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1997年 

專任教師：教授：關紹箕、林靜伶、張文強、張寶燕。副教授：習賢德、陳順孝、張惠

蓉、何旭初。助理教授：林鴻亦。講師：許順成。廣告相關課程：媒體行銷與廣告策略、

公共關係概論、公關策略與企劃。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號 

電話：(02)28824564轉 2515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news/index.htm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孔令信、陳郁宜、邱瑞惠。 

助理教授：黃亭凱、賴玉釵。 

講師：林莊儀。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廣告實務、公關概論、公關實務、廣告學實習、

公關概論實習。 

 

文化大學新聞學系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華岡路55號 

電話：(02)2861-0511轉 37105 

網址：http://jou.pccu.edu.tw/ 

創立時間：1963年 

專任教師： 

教授：鄭貞銘。 

副教授：賴金波、莊伯仲、沈慧聲。 

助理教授：徐振興、陳慧蓉、周慶祥、郭文平、江淑琳。 

講師：蕭素翠、夏士芬。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公共關係、傳播行銷學、網路行銷與管理、公共關係實務、政治公關。 

碩士班：整合行銷傳播、政治行銷策略。 

 

玄奘大學新聞系 

地址：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電話：（03）5302255轉 3265 

網址：http://dj.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專任教師： 

副教授：何智文、馬康莊、陳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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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延英陸、劉念夏。 

講師：廖澺蒼、施秀芬、張大裕。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表達分析、公共關係學、廣告學、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媒介企

畫與市場調查、整合性行銷傳播。 

 

六六六六. . . . 資訊傳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55號 

電話：(03)462-8800 

網址：http://www.infocom.yzu.edu.tw/ 

創立時間：1994年 

專任教師： 

教授：詹前隆、梁朝雲。 

副教授：王小惠、周文修。 

助理教授：李其瑋、鄧進宏、李元榮、許明潔、陳麗秋、林珮瑜、陸敬互、趙伯堯。 

講師：張弘毅、張世明。 

相關課程：資訊概論、視覺傳播設計、數位媒體設計組、網路傳播組、互動育樂科技組。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15656分機 2266 

網址：http://www.ic.tku.edu.tw/ 

專任教師： 

副教授：劉慧娟、卓美玲。 

助理教授：孫蒨鈺、施建州、楊智明、賴惠如、陳意文。 

講師：盧憲孚。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行銷學、創意策略與行銷企劃、國際行銷、資訊網路行銷策略與應用。 

碩士班：數位行銷。 

 

銘傳大學數位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電話：(02)28824564轉 2421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comm/dc/web/ch/index.asp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中華民國廣告年鑑 23  DVERTISING YEARBOOK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2010-2011    

 

 

創立時間：2004年 

專任教師： 

教授：呂郁女、陳振南、陳耀竹。 

副教授：陳光毅、余淑芬。 

助理教授：陳重成、劉忠陽。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廣告實務、公關概論、公關實務、廣告學實習、網路廣告學、

廣告事業管理、媒介行銷與促銷。 

 

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山華岡路55號 

電話：(02)2861-0511轉37405或37406 

網址：http://www.gcd.pccu.edu.tw/ 

創立時間：1966年 

專任教師： 

教授：李天任、陳虎生。 

副教授：魏裕昌、柯舜智、徐明景、周文明。 

助理教授：吳宗德、張文華、李亦君、謝翠如、陳又菁。 

講師：吳嘉寶、何許淼銓。 

廣告相關課程：傳播行銷學、網路廣告、網路行銷、公共關係。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學研究所 

地址：新竹市香山區玄奘路48號 

電話：(03) 5302255轉 3231 

網址：http://hcuic.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創立時間：2003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黃淑蕙、曾西霸、陳偉之。 

助理教授：許如婷、陳光中、柯舜智、朱旭中、杜聖聰。 

廣告相關課程：整合行銷傳播專題。 

 

亞洲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臺中縣霧峰鄉柳豐路500號 

電話：(04)23323456轉 6163 

網址：http://infocom.asia.edu.tw/ 

專任教師： 

教授：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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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陳士農、陸清達、朱界陽。 

助理教授：林佳漢、陳啟英、劉光夏、李育瑞、沈俊宏、林寬裕。 

講師：陳勇國、林家安。 

廣告相關課程：學士班：廣告企畫與製作、數位

傳播行銷企劃。碩士班：整合行銷研究。 

康寧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五段188號 

電話：(06)2552500轉 33400 

網址：http://www.infocom.leader.edu.tw/indexpage.asp 

創立時間：2002年 

專任教師： 

教授：林建德。 

副教授：李怡曄、江高飛、楊振民。 

助理教授：陳驊、李宗仰。 

講師：蔣封成、趙品灃、楊凱鳴。 

廣告相關課程：數位廣告設計、傳播與行銷。 

 

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1號 

電話：(06)2533131轉 7101 

網址：http://www.ic.stut.edu.tw/ic2006/ch_index.php 

創立時間：2001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葉禾田、劉以琳。 

助理教授：梁丹青、陳炳彰、戴偉峻、鄭祿平、洪敏莉。 

講師：邱俊惠、黃瓊儀、楊斯嵐。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企劃與設計、廣告行銷學、廣告影片製作、廣告行銷專題、媒體公關學。

碩士班：行銷傳播研究。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高雄縣路竹鄉中山路1821號 

電話：(07) 6077261 

網址：http://www.dic.kyu.edu.tw/dic_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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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2002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許有麟、陳林福。 

助理教授：林聯發、陳鴻源、陳協志、顏蘭權、黃淵科。 

講師：柯菁菁、黃成永、鞏恆嬅、馮淑萍、楊來芬。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文案寫作、網路廣告、行銷傳播策略、廣告影片製作、消費者

行為。 

 

醒吾技術學院資訊傳播學系 

地址：台北縣林口鄉粉寮路一段101號 

電話：(02)2601-5310 

網址：http://w2.hwc.edu.tw/ic/index.html 

創立時間：2004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任衍墨、李麗雯、葛士林。 

助理教授：于文正、金傳恒、鄭聰興、李奇璋、邱日成、吳尚樺。講師：胡怡凱。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傳播行銷學。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地址：台北縣板橋市大觀路59號 

電話：(02)2272-2181 

網址：http://vcd.ntua.edu.tw/ 

創立時間：2000年 

專任教師： 

教授：葉劉天增、楊清田、許杏蓉。 

副教授：陳郁佳、張國治、陳光大、傅銘傳。 

助理教授：蘇佩萱、王蔘。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廣告攝影、廣告文案、廣告實務、廣告企劃、多媒體廣告設計、企業識別系統

設計、文化創意產業與行銷。 

碩士班：品牌形象研究。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電話：(02)2236-8225轉3292 

網址：http://cc.shu.edu.tw/~dm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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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2003年 

專任教師： 

教授：徐道義、林國芳、羅梅君。 

副教授：施保旭、張裕幸。 

助理教授：張白苓、施朝正、劉明昆、張純良。 

講師：黃俊榮、張恩光、王秀芬、周成虎。 

廣告相關課程：多媒體廣告創意與製作。 

 

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大直街69號 

電話(k棟2樓)：(02)25381111轉 7052 

網址：http://ifcd.usc.edu.tw/ 

專任教師：教授：呂清夫。 

副教授：謝大立。 

助理教授：曲家瑞、王世偉。 

廣告相關課程：時尚品牌研究、媒體與品牌行銷、創意提案與製作管理、數位內容市場

行銷。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學系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電話：(04)2219-5678轉 6230 

網址：http://md.ntit.edu.tw/ 

創立時間：2002年 

專任教師： 

教授：李淙柏。 

副教授：游耿能、許永洲、王兆華、蔡子瑋。 

助理教授：黃國峰、徐豐明、游曉貞、陳賢錫、朱中華。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行銷

管理。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電話：(05)534-2601轉 6201 

網址：http://www.vc.yuntech.edu.tw/ 

創立時間：1993年 

專任教師： 

教授：管倖生、曾啟雄、嚴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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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顧理、廖志中、林加雯、林芳穗、湯永成、謝省民、郭世謀、曹融、林泰州。

助理教授：劉鎮源。 

廣告相關課程：行銷與廣告、廣告學、廣告企劃、廣告文案。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大灣路949號 

電話：(06)272-7175轉 301 

網址：http://www2.ksu.edu.tw/ksutVCD/ 

創立時間：1995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黃雅玲、黃文勇。 

助理教授：林宏銘、張金玉、曾惠青、王振安、林子邦、鄭中義、曾薰儀、黃淑英、黃

志偉。 

講師：林芳年、陳儒毅、鄧偉炘、呂裕文、何炳輝。 

廣告相關課程：創意與行銷管理、廣告企劃、廣告設計。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1號 

電話：(06)253-3131 

網址：http://www.vc.stut.edu.tw/ 

創立時間：2003年 

專任教師： 

教授：藍再興。 

副教授：施炳煌、楊美維、王明堂、陳重任。 

助理教授：黃國禮、程筑鈺、王文雄、張家誠、邱顯源、林佳駿、李怡寬、童鼎鈞、陳

武雄。 

講師：邱禹鳳、黃昭智、蕭雨清、黃綝怡、林巧芳、陳龍偉。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與活動企畫、廣告設計。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 

電話：(04)2374-2329  

網址：http://www.cyut.edu.tw/~visual/chinese/ 

創立時間：1994年 

專任教師： 

教授：王桂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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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徐洵蔚。 

助理教授：林媛婉、李慧芳、曾培育、黃俊明、邱順應、林慶利、陳崑鋒。 

講師：呂昭慧、溫慧懿、劉棠思。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行銷學、廣告設計、廣告文案與企劃、品牌規劃、消費心理、電子

商務與網路行銷。 

 

明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工專路84號。 

電話：(02)2908-9899 

網址：http://www.vcd.mcut.edu.tw/onweb.jsp?webno=3333333320 

創立時間：2001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陳進隆。 

助理教授：李昌國、林金祥、朱賢哲、楊朝明、劉瑞芬、李淑珠。 

講師：薛惠月、莊妙仙、商耀元、徐正浩、邱夢偉、洪淳修、葉瑋宸、黃銘正、黃儀婷、

洪以真、張璐瑜、林芳玉、梁朝棟、陳黃木、潘永瑢、謝怡娟。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設計、廣告企劃與行銷、廣告片創作、企業識別系統。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高雄縣燕巢鄉橫山村橫山路59號 

電話：(07)615-8000轉 3602 

網址：http://www.vdd.stu.edu.tw/ 

創立時間：1998年 

專任教師： 

教授：陳孝銘、翁英惠、郭挹芬。 

副教授：邱宗成、楊裕隆、蘇志徹。 

助理教授：劉奕岑、陳月英、顏妙容、張建豐、陳慶鴻、郭育涵、陳政昌。 

講師：邱惠琳、練維鵬、楊肇傅、葉家宏、張清俊、龔蒂苑。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媒體應用、廣告專案設計、廣告設計、行銷與企劃、廣告影片製作。 

 

 

 

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12號 

電話：(04)851-1888轉 5071 

網址：http://www.dyu.edu.tw/~vd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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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1994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何佩琪。 

助理教授：李淑貞、陳昌銘、鄧婉玲、李靖惠、黃銘正。 

講師：易映光、馮偉中、林淑芬。 

廣告相關課程：消費者分析與行銷策略、廣告行銷學、創意文案。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 

地址：台南縣歸仁鄉大潭里長榮路一段396號 

電話：(06)278-5123  

網址：http://www.cjcu.edu.tw/h-camd/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教授：章錦逸、李逢春。 

副教授：陳勝昌。 

助理教授：林靜宜、蕭學宏、吳宏翔、林敏智、陳雍正、林建坪。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文案、廣告片製作、廣告設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電話：(06)2532-106 

網址：http://vcd.tut.edu.tw/ 

創立時間：1972年 

專任教師： 

教授：張栢烟。 

副教授：黃鈴池、王藍亭、林文彥、李純愉、游明龍、林宏澤。 

助理教授：尚祚桓、賴毅、黃俊綸、蘇仙筆。 

講師：賴岳興、許維玿玿玿玿、、、、林耀生、謝蘭芬、劉心明、李國傑、王冠棋。 

廣告相關課程：行銷概論、廣告文案賞析、廣告概論。 

 

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電話：(04)2389-2088轉 3832 

網址：http://www.ltu.edu.tw/~cd/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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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1988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蔡昌吉、蕭炬明、張金榮、黃庭超。 

助理教授：陳健文、符逸群、顏鎮榮、陳韻竹、陳俞均、楊鼎、邱一峰、許哲瑜、嚴月

秀、陳鴻勝、楊獻鼎、吳政璋、張露心 講師：王愉嘉、楊璧蓮。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設計、廣告學、行銷學、創意文案寫作。 

 

環球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電話：(05)537-0988轉 3550或 3551 

網址：http://mail.tit.edu.tw/~dvcd/ 

創立時間：1996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陳世海。 

助理教授：蔡志英、王秀如、葉于雅。 

講師：胡文淵、姚炳輝、黃明正、廖慈倫、胡慧君、蔡慧幸、林明男。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設計、廣告學、廣告企劃。 

 

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學系 

地址：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168號電話：(04)2332-3000轉7331-7333網址：

http://www.cyut.edu.tw/~ft/創立時間：1995年專任教師：副教授：郭昭蘭、陳勇瑞、吳麗

雪。助理教授：安碧芸、陳美合、朱俊仰、李郁青、林有慶、鄭淑慧。講師：胡美芳、

呂南湖、許維哲。廣告相關課程：廣告概論、廣告心理、商業廣告片製作、公益廣告片

製作、公共關係、行銷原理、國際廣告。 

 

七七七七. . . . 傳播藝術學系傳播藝術學系傳播藝術學系傳播藝術學系    

 

和春技術學院傳播藝術學系 

地址：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10號 

電話：(07)661-8851轉 6171 

網址：http://www.dca.fotech.edu.tw/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袁光麟。 

助理教授：高瑞坤、張啟楷、林文義。 

講師：周文麗、陳立興、王漢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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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實務、媒介行銷、廣告策略與企劃、廣告效果評析、整合行銷傳播、

廣告片製作、廣告創意與執行、廣告文案、廣告與訊息設計、網路行銷、跨文化消費行

為、公共關係。 

 

文藻外語學院傳播藝術系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電話：(07)342-6031轉 6502 

網址：http://c032.wtuc.edu.tw/front/bin/home.phtml 

創立時間：2005年 

專任教師：教授：黃壬來。 

副教授：吳懷宣。 

助理教授：林潔、張德娟、連俐俐、黃子芳、葉育菱、林悅棋、蔡一峰、李昱宏。 

講師：陳重友。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廣告企劃與製作、創意文案製作、廣告創意思考、進階廣告製

作、媒體行銷。 

 

 

八八八八. . . . 應用美術學系應用美術學系應用美術學系應用美術學系、、、、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學系商業設計學系、、、、商品設計學系商品設計學系商品設計學系商品設計學系 

台灣科技大學工商業設計學系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四段43號 

電話：(02)2733-3141轉7263轉 

網址：http://www.dt.ntust.edu.tw/ 

創立時間：1997年 

專任教師：教授：張文智、陳玲鈴、孫春望。 

副教授：宋同正、陳建雄、王偉堯、鄭金典。 

助理教授：張岑瑤、董芳武、柯志祥、梁容輝、范振能、唐玄輝、林廷宜。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創意企劃、行銷學、廣告設計。 

碩士班：感性品牌、設計與行銷、品牌創意行銷策略。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商業設計學系 

地址：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電話：(04)2219-5678轉 6210 

網址：http://cd.nt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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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時間：1979年 

專任教師： 

教授：李杉峰、李淙柏、卓聖格、蕭嘉猷、連德仁、黃雅卿、高惠瓊。 

副教授：詹玉艷、鄭正清、蔡綺、趙樹人、謝寶泰、黃鐉津。 

助理教授：林建漢。講師：廖雅琴、黃啟哲、周武鵬、張永忠、張維真、曾志峰、楊華

德、李貴連、古慈俐。 

廣告相關課程： 

學士班：行銷個案傳播研究、整合行銷傳播學、廣告策略與創意、廣告設計實務、廣告

攝影、廣告文案、行銷概論、廣告設計、消費心理學。 

碩士班：整合行銷傳播專論、廣告策略專題。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510號 

電話：(02) 29052371  

網址：http://www.aart.fju.edu.tw/Appliesd_Art/news.html 

創立時間：1984年 

專任教師： 

教授：馮永華、林文昌、康台生。 

副教授：陳國珍、張文瑞、王麗卿。 

助理教授：方彩欣、廖繼坤、陳力豪、林倩妏。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行銷學、文案寫作。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00號 

電話：(03) 2656303  

網址：http://web.cycu.edu.tw/cycd/ 

創立時間：1984年 

專任教師： 

教授：程萬里。 

副教授：樊愛群、朱嘉樺、吳鼎武、張振民、黃文宗。 

助理教授：邱永中、林昆範、張若菡。 

講師：陳靜宜、張道本、許子凡、謝佩芯。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消費心理學、廣告設計、廣告行銷與文案。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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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3)351-7001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design/mcu-cd/index.htm 

創立時間：1966年 

專任教師： 

教授：陳振輝。 

副教授：蔡明勳、高志尊、卓展正、馮承芝、柯鴻圖。 

助理教授：王開立、謝德旺、方菁容、林建華。 

講師：詹楊彬、楊峰榮、余淑吟、廖卿枝。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企劃、廣告學、廣告創意、行銷學、消費者行為、廣告設計。 

 

萬能科技大學商業設計學系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萬能路1號 

電話：(03)451-5811轉 268 

網址：http://www.cd.vnu.edu.tw/cd/ 

創立時間：1996年 

專任教師： 

教授：袁金塔。 

副教授：劉勝雄、鄭凱元、盧建光、郭祥舟 

助理教授：葉金燦。 

講師：林正宏、翁秀全、黃裕庭、陳寬常、楊丁文、陳明瑜、鄒永勝、洪志傑、唐茀。

廣告相關課程：整合行銷傳播、廣告設計、廣告攝影、廣告影片製作、品牌整合設計實

務。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5號 

電話：(03)350-7001轉 3163 

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design/product/PD-C/index_c.html 

創立時間：1995年 

專任教師： 

教授：吳千華 

副教授：陳遠修、莊慶昌、陳振甫、黃國珍。 

助理教授：高凱寧、衛萬里、阮濰超、翁千惠、簡佑宏、張文德、駱信昌、陳娟宇。 

廣告相關課程：行銷學、消費者行為。 

 

台南科技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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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6)253-2106轉 236 

網址：http://www.tut.edu.tw/webmaster/wwwpds/c-index.htm 

創立時間：1999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李政達。 

助理教授：丁知強、龍宣煌、郭藤安、宋毅仁。 

講師：吳瑞楓、鄭亨益、施俊旭、陳中聖、林成發、李佩玲、盧定乾、李永豐、程聖賢、

林金塗。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與行銷。 

 

和春技術學院商品設計學系 

地址：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1-10號 

電話：(07)788-9888  

網址：http://www.pd.fotech.edu.tw/ 

創立時間：1990年 

專任教師： 

教授：王士俊。 

副教授：張百禹、林金台。 

助理教授：莊嘉慶、張智勇。 

講師：許琇華。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設計、商品行銷及策略。 

 

環球科技大學公關事務設計學系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1221號 

電話：(05)537-0988轉3600或 3601或3602 

網址：http://140.130.159.136/homepage/index.html 

創立時間：2002年 

專任教師： 

助理教授：李建宏、李昭毅、孫傳仁。 

講師：廖琇蓁、林維新、張德祥。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設計、廣告文案撰寫、民意調查、公共關係概論、公關演說技巧、

公關策略企劃與設計技巧、非營利組織公關實例研討、公關專案軟體運用、公關事務設

計、企業識別設計、政府公關實例研討、選舉公關設計、企業公關實例研討、品牌與流

行時尚規劃分析、公關活動與主題編劇、公關活動與禮儀、衝突管理與危機處理、溝通

策略與設計、媒體關係、行銷設計、行銷研究、品牌行銷與設計、全球化與品牌行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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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整合行銷傳播、消費者行為、公關英語。 

 
九九九九....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 

地址：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電話：(04)851-1888轉 3071 

網址：http://www.dyu.edu.tw/~hrpr/ 

創立時間：1993年 

專任教師： 

副教授：張景旭、姚惠忠、盧建中、童惠玲。 

助理教授：陳月娥、王秦希康、汪睿祥、張秋蘭、李旭梅。 

廣告相關課程：廣告學、行銷管理、公共關係學、公關策略與技巧、國際公關實務、語

藝公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