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個人資料表 

姓名 朱秋樺  

 

職稱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專兼任 專任 

e-mail chiuhwa@tust.edu.tw 

聯絡地址 30740 新竹縣芎林鄉大華路 1 號 

聯絡電話 03-5927700＃3102 

研究室位置 4012 

教師証號 (101)華人專技講字第 0003 號 

學歷 

1980/09~1985/06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畢業 

2003/09~2006/06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 

2009/09 於菲律賓西南大學〈Southwestern University〉運動休閒教育博士班進修中 

學界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日期 

救國團桃園縣社會教育中心 中餐料理與點心烘焙講師 79 年 11 月~101 年 7 月 

大華技術學院海青班 烘焙學概論、烘焙課程講師 96 年 3 月~99 年 12 月 

大華技術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烘焙、養生餐飲講師 99 年 10 月~100 年 10 月 

新竹光復高中 觀光餐飲科兼任教師 99 年 9 月~101 年 1 月 

業界經歷 

金樺餐飲短期補習班 負責人 87 年 7 月~93 年 9 月 

公共電視台節目部 烹飪顧問 90 年 3 月~92 年 6 月 

香豆邦蛋糕園 負責人 96 年 8 月~98 年 10 月 

行政院農委會桃園農改場 農特產地方料理研習講師 99 年 6 月~101 年 6 月 

宜蘭總工會職業訓練 餐飲業經營管理實務講師 97 年 7 月~迄今 

桃園縣複合餐飲交流協會 理事長 99 年 1 月~迄今 

北區職訓局桃竹苗區 多元開發專案顧問 101 年 6 月~迄今 

專長領域   

中餐烹調、烘焙食品檢定考試 

烘焙點心製作 

中式麵食製作 

飲料與調酒實務 

餐旅服務實務 

餐飲業經營管理實務 

會議論文 吳武忠、王麗菱、朱秋樺（2006）。北部地區食譜書籍購買者消費行為之研究。第



一屆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陳祈森、朱秋樺、徐世杰（2011）。感官品評教學技巧在市場調查及新產品開發課

程上應用—以大華海青班第 26 期烘焙科為例。2011 生活應用科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Chiu-Hwa Chu , Li-Lin Wang, Wu-Chung Wu (2007, August 6-10)  A study of 

consumer behavior of the cook-books purchaser.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14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of Congress of Asian Regional Association for Home 

Economics.(Petaling Jaya, Malaysia) 

專書著作 書籍名稱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食譜 朱秋樺綜合食譜 朱秋樺 桃園縣:金樺 1995 

食譜 料理大贏家 朱秋樺 桃園縣:金樺 1999 

食譜 麵粉的魔法 朱秋樺 台北市:大境 2000 

食譜 中餐烹調保證班 朱秋樺 台北市:積木 2001 

食譜 快樂巧手做麵包 朱秋樺 台北市:躍昇 2001 

食譜 快樂巧手做蛋糕 朱秋樺 台北市:躍昇 2001 

食譜 快樂巧手做西點 朱秋樺 台北市:躍昇 2001 

食譜 台灣地方小吃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1 

食譜 正宗台灣小吃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1 

食譜 西點麵包烘焙班 朱秋樺 台北市:大境 2002 

食譜 高分調酒吧 朱秋樺、邱偉晃 台北市:大境 2002 

食譜 老字號牛肉麵配方大公開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3 

食譜 10分鐘健康炒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3 

食譜 蒸健康 100道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3 

食譜 10大健康菜 100道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3 

食譜 低卡美人湯 100道 朱秋樺、羅玉鎔、

陳秀花、廖麗蘭 

台北市:大境 2003 

食譜 低卡美人粥 100道 朱秋樺、陳儷文、

陳秀花、廖麗蘭 

台北市:大境 2003 

食譜 大廚私房秘訣 800招肉類篇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4 

食譜 大廚私房秘訣 800招海鮮篇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4 

食譜 健康菇 朱秋樺、林秋香、

蔡萬利 

台北市:大境 2004 

食譜 大廚私房秘訣 800招蛋蔬

乾貨篇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5 

食譜 中餐烹調新手班 朱秋樺 台北市:大境 2005 

食譜 100種小餅大利潤 朱秋樺 台北市:大境 2006 

食譜 開家致富早餐店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6 

食譜 最喜歡的焗烤 110道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6 

食譜 新手下廚的 33堂課 朱秋樺 台北市:大境 2007 

食譜 正宗台灣小吃 126道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7 



食譜 快速一人餐 107道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7 

食譜 麵粉的魔法＋教學光碟 朱秋樺 台北市:大境 2008 

食譜 天然豆腐豆漿＊豆花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8 

食譜 100道手工甜點禮物 朱秋樺、王芳里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8 

食譜 大省錢 100道餐廳美味在

家作 
朱秋樺、吳烈慶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8 

食譜 正宗台灣小吃 126道＋教

學光碟 
朱秋樺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09 

食譜 我也會做的糕&粿 80道 朱秋樺、甘欣泇 台北市:出版菊文化 2012 

證照 

證照名稱 證號 取得時間 

烘焙食品乙級-麵包蛋糕西點 001772 91 年 01 月 17 日 

調酒丙級 000362 90 年 08 月 03 日 

中餐烹調丙級 076-043601 87 年 06 月 30 日 

中式米食丙級 095-000457 86 年 07 月 21 日 

證書 

證書名稱 訓練單位 取得時間 

餐飲業 HACCP 系統實務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民國 91 年 

即食餐食工廠 HACCP 系統實

務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民國 91 年 

健康美容營養諮詢養成班 台北醫學大學 民國 96 年 

Gum Paste Flowers and 

Decorations; Pulled Sugar; 

Confections 

The Wilton School of Cake 

Decorating 
2000,June 

榮譽或服務 

1.中國青年救國團“優良教師獎狀”101 年 10 月 31 日頒發 

2.僑務委員會“第 27 期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感謝狀”98 年 12 月 22 日頒發 

3.擔任平鎮市農會 101 年度桃園縣愛與祥和優良農畜產品嘉年華活動創意料理競賽評審 

4.擔任職訓局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101 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諮詢輔導委員 

5.擔任行政院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01 年北部地區優質安全綠竹筍評鑑評審委員 

6.擔任行政院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01 年度地方料理烹藝研習講師 

7.擔任宜蘭縣總工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北區職訓中心 101 年度失業者委  

 外職前訓練專案飲料調製人員訓練班講師 

所屬協會 

桃園縣複合餐飲交流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