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宜成老師
簡歷
徐宜成老師專長為行銷管理、觀光餐旅業管理。
於大專校院任教逾 20 年，從事教育工作，最大
的喜悅，就是成就學生。
研究成果
（一）期刊論文/專書著作
宋映呈、徐宜成、沈志堅（2017），輪輻發電裝置。專利與產學合作
計畫報告，3（1），39-43。
徐宜成、宋映呈、沈志堅（2017），專利個案研究：具通訊功能之自
行車安全帽。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3（1），21-28。
沈志堅、宋映呈、徐宜成（2017），關節保護裝置－專利個案研究。
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3（1），9-16。
宋映呈、沈志堅、徐宜成 （2017），懶人釣竿－專利個案研究。專
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3（特刊）
，52-58。
徐宜成、沈志堅、宋映呈（2017），專利個案研究：多功能智慧碼
錶。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3（特刊），59-65。
沈志堅、徐宜成、宋映呈（2017），跑步訓練感測裝置及其系統－專
利個案研究。專利與產學合作計畫報告，3（特刊），40-47。
徐宜成 等（2015）
，別傻了！這才是花蓮，台北：鴻亞文化。
Hsu, I. C. & Wu, P. Y., (2014). How Do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earn? From a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Styles, Journal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9).
徐宜成 等（2013）
，花蓮騎跡 藍山饗宴，台北：鴻亞文化。
邱道生、徐宜成（2011），不同入學管道學生學習表現之比較研究：
以臺灣觀光學院為例，臺灣觀光學報，8，63-74 頁。
徐宜成、林坤茂（2004），
「準備貨幣、準備比率及通貨比率與貨幣
供給量 M1B 關係之研究」
，臺灣觀光學報，第 2 期，台灣觀光
經營管理專科學校，頁 141-148。
（二）研討會會議論文
吳佩儀、徐宜成（2019），解析翻轉的校外教學：以英語導覽解說課
程為例，2019 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宜蘭
大學，4 月。
廖淑芬、徐宜成（2018），女性探索旅遊者參與動機與滿意度之探討

～以清水斷崖獨海洋木舟活動為例，2018 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
會，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6 月。
徐宜成、蘇忠信（2016），大專生綠色消費知識、態度與行為之研究
-以臺灣觀光學院為例，2016 東部產業發展論壇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觀光學院，10 月。
蘇忠信、徐宜成（2015），PETTLEP 意象模式在導覽解說訓練課程
之應用，2015 東部產業發展論壇暨學術研討會，臺灣觀光學
院，10 月。
徐宜成（2014），Hospitality and Tourism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in
Taiwan: An Exploratory Study，2014 東部產業發展論壇暨學術研
討會，臺灣觀光學院，10 月。
徐宜成、吳青華、宋珮瑄（2014），臺灣餐旅專業能力之研究-以學
生的觀點探討，2014 年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聖母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5 月。
徐宜成、吳青華、沈貞伶、邱意媜、邱鈺茹（2014），餐旅相關科系
學生專業能力的表現與重要程度之探討，2014 年醫護與健康科
技研討會，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5 月。
徐宜成、吳青華、邱意媜、沈貞伶（2013），中華職棒聯盟先發、中
繼與後援投手表現之比較，2013 年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聖
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5 月。
吳佩儀、徐宜成、吳青華（2013），自行車活動的社會衝擊：當地與
非當地參與者的比較分析，2013 年醫護與健康科技研討會，聖
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5 月。
Hsu, I. C., Chiue, T.S. & Su, C.H. ( 2012).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A Case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2012 18th APTA Conference, Taiwan: Taipei.
徐宜成、吳佩儀（2011），大專生休閒活動參與動機與阻礙因素之探
討，2011 年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暨觀光休閒論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2 月。
吳佩儀、徐宜成（2011），Social Impacts of Sport Ev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 and Non-local Event Participants，2011
運動休閒觀光發展研討會，國立台中技術學院，5 月。
Wu, P. Y., & Hsu, I. C. (2010). Examin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in
sport events: A case of 2009 Summer Deaflympics, Australia &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for Leisure Studies 2010 Conference, Brisbane.
Hsu, I. C., & Wu, P. Y. (2010).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A Taiwan
perspective, 2010 Asia Tourism Forum, Taiwan: Hualien.
蘇忠信、徐宜成、莊睿宸（2010），臺灣衝浪運動發展之探究，2010

年育達商業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育達商業科技大
學，5 月。
Hsu, I. C., & Wu, P. Y. (2009). Managerial competencies for meeting,
incentiv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MIC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 Taiwan perspective. In Allen, J. (Ed.),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Event Management Research Conference (pp.
233-242). Gold Coast: Australian Centre for Event Management.
Wu, P. Y., & Hsu, I. C. (2009). Determinants of getting green: A case of
the lodging industry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7th Asia Pacific
Council on Hotels Restaurants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Singapore.
徐宜成、林坤茂（2004），
「超級籃球聯賽明星球員選拔之探討分
析」，2004 台灣休閒、運動、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大仁
技術學院，6 月。
徐宜成、林坤茂（2004），
「不同守備位置的職棒球員之身高、體重
與年齡之比較」，2004 第三屆運動事業管理學術研討會，大葉
大學，5 月。
（三）新型專利
沈志堅、徐宜成、宋映呈（2017），新型專利：數位化旋鈕計數裝
置，新型第 M553023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宋映呈、徐宜成（2017），新型專利：智慧化人體工學輔助
椅，新型第 M549568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宋映呈、徐宜成（2017），新型專利：多功能行李箱，新型
第 M535488 號，中華民國。
宋映呈、沈志堅、徐宜成（2016），新型專利：智慧型拳擊頭套，新
型第 M530548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宋映呈、徐宜成（2016），新型專利：可偵測式拳擊手套及
包含其之拳擊輔助訓練系統，新型第 M530674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宋映呈、尤若弘（2016），新型專利：足部護膜，
新型第 M520356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6），新型專利：島嶼形狀之時鐘，新型第 M518778
號，中華民國。
林韋儒 、沈志堅、宋映呈、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 具有拉門
之水族箱，新型第 M512291 號，中華民國。
宋映呈、沈志堅、林裕增、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自動拔罐
椅，新型第 M512402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鼠力供電之行動電源裝置，新型第
M509472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5）
，新型專利：利用滾輪發電的空氣幫浦系統，新型第
M508846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謝豪生、徐宜成、宋映呈（2015），新型專利：具有折疊椅
之行李箱結構，新型第 M507681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自動判斷壓線之桌球桌，新型第
M506635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鼠力發電夜燈，新型第 M506922 號，
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鼠力發電之魚菜共生系統，新型第
M505183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郭仲凌（2015），新型專利：具有計算熱量消耗值
之伏地挺身訓練器，新型第 M504568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宋映呈、徐宜成、郭香君、吳尚書（2015），新型專利：用
於水族箱之隔板，新型第 M503760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吳建宏（2015），新型專利：智慧型球鞋，新型第
M501141 號，中華民國。
宋映呈、徐宜成、沈志堅、尤若弘（2015），新型專利：適應性仰臥
起坐訓練裝置，新型第 M499936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宋映呈（2015），新型專利：上方供孩童乘座之行
李箱，新型第 M494531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5），新型專利：具有投影布幕之充氣式帳篷，新型第
M493573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謝豪生、徐宜成（2014），新型專利：行李箱，新型第
M489544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2014），新型專利：車輛輔助電源裝置，新型第
M485837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4），新型專利：具通訊功能之自行車安全帽，新型第
M482982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2014），新型專利：走繩訓練系統，新型第
M482418 號，中華民國。
沈志堅、徐宜成（2014），新型專利：關節保護裝置，新型第
M479153 號，中華民國。
徐宜成（2014），新型專利：多功能智慧型碼錶，新型第 M476291
號，中華民國。
證照
 旅行業經理人（交通部觀光局，106.11.17，觀訓經字第 106 北
004067）

 專業級旅遊業管理師（CIIP 國際認證中心，104.10.25，CIIPTOUMMA-10400006）
 專業級遊程規劃師（CIIP 國際認證中心，104.10.25，CIIPTTPA-10400001）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證（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104.11.27，(104)教訓字第 10408021）
 桌球 C 級教練證（中華民國桌球協會，104.03.25，
CC10403025）
 專業級觀光餐旅經營管理管理師（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102.03.09，TDTCDA-THMM-10200923）
 專業級觀光餐旅服務管理管理師（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102.03.09，TDTCD-THSMM-10200786）
 專業級觀光餐旅行銷管理管理師（臺灣數位教學創意發展協
會，102.03.09，TDTCD-THMMM-10200802）
 自行車 B 級領隊證 （台灣自行車協會，101.10，B201206133）
社會服務
 花蓮縣政府洄瀾國際文教會館擴建、整建暨營運移轉 ROT 案營
運績效評審委員（108.07.01-110.06.30）
 中華文化觀光產業交流協會之觀光產業轉型人才培訓計畫「觀
光發展現況」課程授課教師（109.06.10）
 花蓮縣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之駕駛基本職能提升計畫「觀
光發展現況」課程授課教師課程（109.04.16）
 勞動部勞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之會展行銷及活動策畫人
員培訓班「會展行銷」課程授課教師（109.01.02、108.12.25）
 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08.01.11）
 國立臺東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107.01.10）
 教育部 106 年度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技術監試人員
（106.08.12）
 國立東華大學 106 年度社團暨系學會評鑑評審委員
（106.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