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守從 教授  

分機 5103 

最高學歷： 

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GIS、生態監測、統計實務  

E-mail：stwu@g2.usc.edu.tw 

  主要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1998.9~2003.4)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1995.9~1997.6) 

   相關經歷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觀光管理學系副教授（2006/08－2017/07）。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2003/08－2006/07）。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進修推廣部主任（2004/08－2005/07）。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2005/08－2006/08）。 

 實踐大學進修部副主任（2006/09－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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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系主任（2007/02－2009/01）。 

 慈惠醫專兼任副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高雄餐旅大學兼任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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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守從、謝依達、陳桂嘉、白林奇、陳朝圳，2009，應用遙測技術探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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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多功能經營研討會。 

 黃雅莉、吳守從、龔旭陽、陳朝圳，2012，台灣地區母樹林資源管理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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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苾文、吳守從、曾巧玲，2009，咖啡業者服務品質與消費者滿意度關聯之

探討－以奧多咖啡為例，2009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新趨勢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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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管理資訊系統採購案，台北縣政府委託計畫。（協同主持人） 

 吳守從，2009，網際網路使用對旅遊景點選擇影響之探討，實踐大學專題研

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鍾玉龍、陳朝圳、吳守從、陳建璋，2009，航照數位多光譜影像於林地經營

管理上之應用（1/3），農林航空測量所。（協同主持人） 

 陳朝圳、鍾玉龍、吳守從、陳建璋，2009，98 年度「遙感探測應用於棲地現

況調查計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九十八年度委辦勞務計畫。（協同主持

人） 

 陳朝圳、吳守從、陳建璋，2008，台灣東部地區坡地土砂災害潛勢因子量化

評估模式之建置與防治對策研究（整合型計畫）－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分析技

術應用於東台灣坡地土砂災害區之地景生態因子變異分析與復育對策研究

（子計畫），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共同主持人） 

 吳守從、陳朝圳，2008，半屏山步道委託資源調查及先期規劃，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委辦計畫。（計畫主持人） 

 吳守從、陳朝圳、鍾玉龍，2008，甲仙四德化石自然保護區、雙鬼湖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計畫規劃及編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

理處委辦計畫。（計畫主持人） 

相關證照 

 中華民國技術士證（電腦軟體設計類，丙級，83 年） 

 普通考試及格（林業科，85 年） 

 技師考試及格（林業技師，88 年） 

 美國飯店業協會 AH&LA、北美教育學院 NAEI「餐旅業督導 CHS國際認證研習」。 

 CEO國際認證中心「觀光餐旅數位行銷 管理師」（專業級/甲級）認證。 

 CEO國際認證中心「觀光餐旅行銷管理 管理師」（專業級/甲級）認證。 

 CEO國際認證中心「觀光餐旅服務管理 管理師」（專業級/甲級）認證。 

 CEO國際認證中心「觀光餐旅經營管理 管理師」（專業級/甲級）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