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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餐飲衛生與安全 營養學 調味學 感官品評 HACCP 稽查實務 

團體膳食(菜單設計與營養評估) 膳食療養 食材處理研究 

食品機能性研究(抗氧化能力) 食品檢驗分析 

【學歷】 
國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海洋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研究所碩士 

【學位論文】 烏魚鰓脂氧合酶的純化及特性。(海洋大學食品研究所博士論文) 

飼料中添加維生素 E 對養殖烏魚血液黏度及紅血球脂肪酸組成的影

響。(海洋大學水產食品研究所碩士論文) 

【現職暨經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副教授(97.8.1迄今)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副教授兼主任秘書(101.8.1102.7.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97.8.1-100.7.3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籌備系主任(96.8.1-97.7.31) 

台南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所長暨生活科學系主任

(96.8.1-97.7.31) 

台南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暨生活科學系副教授

(89.8.1-97.7.31) 

大仁科技大學食品衛生系專任副教授(88.8.1-89.7.31) 

中華醫事技術學院食品營養系兼任副教授 

成功大學醫工所博士後研究 



成大醫院病理部研究助理 

成功大學醫學院生理所研究助理 

專業資歷 

食品檢驗分析乙丙級術科監評 

教育部105年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命題委員 

99 年考試院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報審查委員 

中臺技術學院中台學報審查委員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報審查委員 

衛福部餐飲業食品管制系統 (HACCP)稽核員 

經濟部商業司優良服務作業（GSP）評核員 

CAS 優良食品物流業衛生評鑑委員 

學生午餐公辦民營評選委員 

台南衛生局採購評審委員 

台南市優良餐廳評審委員 

擔任台南縣國民營養日健康飲食示範(第 2.3.4.5.6 冊)指導 

 

 

 

 

 

 

 

 

 

 

【研究成果】 

 

 

 

 

 

 

 

 

 

 

 

期刊論文： 

1. Hwi-Chang Chen, Yu-Ru Huang, Hsiu-Hua Hsu, Chung-Saint Lin, 

Wen-Chieh Chen, Chia-Min Lin, Yung-Hsiang Tsai (2010)。

Determination of histamine and biogenic amines in fish cubes 

(Tetrapturus angustirostris) implicated in a food-borne poisoning。Food 

Control，(21)1，13-18。 

2. Hsiu-Hua Hsu , Tin-Chen Chuang, Hung-Chou Lin, Yu-Ru Huang, 

Chia-Min Lin, Hsien-Feng Kung and Yung-Hsiang Tsai(2009)。

Histamine content and histamine-forming bacteria in dried milkfish 

(Chanos chanos) products。Food Chemistry，3，933-938。 

3. Yung-Hsiang Tsai, Hsien-Feng Kung,  Hwi-Chang Chen,  Shu-Chen 

Chang,  Hsiu-Hua Hsu,  Cheng-I Wei (2007). Determination of 

histamine and histamine-forming bacteria in dried milkfish (Chanos 

chanos) implicated in a food-borne poisoning。Food Chemistry，(3)，

pp.1289-1296。 

4. 簡思平、曹志雄、許秀華（民101）。不同水果發酵液應用於天然

酵母麵包製備及其品質特性探討。餐旅與觀光，九（4），171-178。 

5. 許秀華 黎玉璽（民 100）。 添加卡德蘭膠對吐司與麵包屑品質的影

響 The Effects of Adding Curdlan on Quality of Toast and Bread 

Crumbs。遠東學報，二十八（一）。 

6. 簡思平 許秀華(民99) 。茶飲業作業流程衛生評估與污染源之探 

  討。台南科大學報，第二十九期，45-56。 



 

 

 

 

 

 

 

 

 

 

 

 

 

 

 

 

 

 

 

【研究成果】 

 

 

 

 

 

 

 

 

 

 

 

 

 

 

 

 

 

 

7. 曾國書 黃金龍 許秀華(民97)。ISO 22000 在咖哩牛肉殺菌袋之應 

   用。高雄餐旅學報，第一期，65-94。 

8. 許秀華、 許惠美、蔡東亦、 莊立勳(民96)。餐飲業落實良好衛生

規範成效之評估研究 以台南地區筵席餐廳為例 。品質月刊，5，

58-63。 

9. 張淑貞 陳映達 陳堯鈴 吳天祚 李聰明 許秀華 蔡永祥(民95)。市

售微藻製品甲醇萃取物之抗菌活性評估。大仁學報，001~012，P.29。 

10. 許秀華(民85)。Effects of protector and hydroxyapatite partial 

purification on stability of lipoxygenase from grey mullet gill 。Food 

Chem，，pp741-745。 

11.許秀華(民85)。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of lipoxygenase in algae 

(Enteromorpha intestinalis) for aroma formation。Food Chem ，，

pp.2073-2077。 

11.許秀華(民81)。Differences on sex ratio and physiological induces of 

cultured and wild grey mullets (Mugil cephalus) in Taiwan。Nippon 

Suisan Gakkaishi ，pp.1229-1235。 

 

專書及專書論文 

 

1. 許秀華(民106)。從業人員與衛生管理。翁順祥(主編) ，簡明餐飲

衛生與安全，4-1～4-22頁。台中：華格那出版社。 

2. 許秀華(民92)。 食材管理。古息珠(主編)，團體膳食供應與管理， 

87-125 頁。台中：華格那出版社。 

3. 許秀華(民80)。飼料中添加維生素E 對養殖烏魚血液黏度及紅血球

脂肪酸組成的影響。洋大學水產食品研究所碩士論文。 

4. 許秀華(民85)。烏魚鰓脂氧合酶的純化及特性。海洋大學水產食品

研究所博士論文。 

 

研討會論文 

˙許秀華、陳建龍、葉文棠（民 108年 11月）。添加水溶性菊苣纖維

對吐司麵糰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9 次會員大會

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簡思平（民 108年 11月）。應用牛蒡與香菇加於素食雞塊

之製作與品質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9次會員大會暨科

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簡思平（民 108年 11月）。蔗香波堤甜甜圈之研發與品質

特性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9次會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

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研究成果】 

 

 

 

 

 

 

 

 

 

 

 

 

 

 

 

 

 

 

 

˙許秀華、曹志雄、蔡欽泓、葉文棠（民 108年 11月）。不同筋性麵

粉比例對椪餅餅皮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9次會

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簡思平、蔡欽泓、葉文棠（民 108年 11月）。不同風味碰

餅之研究與開發。「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9次會員大會暨科技

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簡思平、蔡欽泓、葉文棠（民 108年 11月）。以紅米及黑

米取代在來米對肉圓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9次

會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簡思平、張惠媛、林佩萱、許秀華（民 108年 11月）。許一個繽紛

的未來:彩虹琥珀糖主題式伴手禮開發。「2019觀光工廠 in 餐飲創

新第七屆全國餐旅創新研發產學應用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高雄。 

˙簡思平、楊紓旻、許秀華（民 107年 11月）。橙香紅顏貝果-果皮添

加於貝果之製作與品質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四十八次會

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蔡欽泓（民 107年 11月）。柿葉(Diospyros kaki)熱水翠取

物對自由基清除和豬胰臟澱粉酶活性抑制的機能特性分析。「台灣食

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8次會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

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蔡欽泓（民 107年 11月）。歐薄荷(Mentha longifolia)熱

水翠取物清除自由基和黑果枸杞(Lycium ruthenicum)花青素熱穩定

性改善的機能特性分析。「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8 次會員大會暨

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葉文棠（民 107年 11月）。添加紫米對刈包品質之影響。「台

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8次會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

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蔡欽泓（民 107年 11月）。不同風味水果酸對茅屋起司

(COTTAGE CHEESE)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8次會員

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葉文棠（民107年11月）。均質條件與檸檬之添加量對茅屋起

司(COTTAGE CHEESE)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8次會

員大會暨科技整合與食品創新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藍群傑、鄔文盛（民106年12月）。醬油二次發酵中添加不同

中藥材對產品特性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7屆如何吃出

健康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蔡欽泓、葉文棠（民106年12月）。添加抹茶對粉圓品質之影

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7屆如何吃出健康國際研討會」發表

之論文，。 



 

 

 

 

 

 

 

 

 

 

 

 

 

 

 

【研究計畫】 

 

 

 

 

 

 

 

 

 

 

 

 

 

 

 

 

 

 

 

 

 

 

˙許秀華、曹志雄、簡思平、吳孟津、楊雯閔、鍾婉柔（民 106年 12

月）。添加抹茶對奶凍蛋糕捲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7屆如何吃出健康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簡思平、石雅惠（民 106年 12月）。膨發穀物棒研發與品質

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7屆如何吃出健康國際研討會」發

表之論文，。 

˙許秀華（民 106年 12月）。高纖減糖香蕉饅頭的研究與開發。「台灣

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7屆如何吃出健康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蔡欽泓（民106年12月）。鯖魚肉排添加七星底燈魚牲肽和蠶

豆牲肽對冷藏中油脂氧化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7屆如

何吃出健康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蔡欽泓（民106年12月）。七星底燈魚牲肽和花生牲肽複合對

抑制糖苷酶水解蔗糖與麥芽糖活性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第47屆如何吃出健康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簡思平、葉文棠（民 106年 12月）。應用定量型描述感官品

評建立抹茶風味輪。「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7屆如何吃出健康國

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蔡欽泓、許秀華（民 105年 12月）。超音波前處理對綠鰭馬面魨

(Thamanaconus modestus) 魚肉蛋白酶水解產物機能特性的影響。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6 次會員大會暨檢驗科技在食品產業上

應用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蔡欽泓、許秀華（民105年12月）。超音波輔助前處理對七星底燈魚

(Benthosema pterotum)蛋白酵素水解產物機能特性影響。「台灣食品

科學技術學會第46次會員大會暨檢驗科技在食品產業上應用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民105年12月）。愛文芒果泥製作水果調汗水果片抗氧化特性

及物性研究。「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6次會員大會暨檢驗科技在

食品產業上應用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民105年12月）。高纖胡蘿蔔水餃研究與開發。「台灣食品科

學技術學會第46次會員大會暨檢驗科技在食品產業上應用研討會」發

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民 105年 12月）。洛神花貝果之研究與開發。「台灣食品科

學技術學會第 46次會員大會暨檢驗科技在食品產業上應用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新竹。 

˙簡思平、許秀華（民 105年 12月）。應用感官定量描述分析法建立咖

啡風味輪。「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6次會員大會暨檢驗科技在食

品產業上應用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新竹。 

˙簡思平 、許秀華（民 103年 12月）。應用 DNA 序列分析法鑑定天然



 

 

 

 

 

 

 

 

 

 

 

 

 

 

【研究計畫】 

水果酵母麵包之酵母菌。「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四十四次年會」

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簡思平 、蔡欽泓（民103年12月）。糖及食用膠種類對蛋糕

奶凍捲品質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4次會員大會」發表

之論文，。 

˙許秀華、簡思平 、蔡欽泓（民103年12月）。水果粉圓之研究與開發。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發表之論文，。 

˙許秀華、蔡欽泓、簡思平（民101年11月）。仙人掌義大利麵研究與開

發。「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2次(第21屆第2次)年會」發表之論

文，新竹。 

˙簡思平、許秀華（民101年11月）。義式咖啡機萃取法對茶湯抗氧化性

影響之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42次(第21屆第2次)年會」發

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簡思平（民 101年 11月）。添加卡德蘭膠對油條品質之影響。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2 次(第 21屆第 2次)年會」發表之論

文，新竹。 

˙簡思平、許秀華（民 101年 11月）。定量描述分析應用於義式咖啡機

萃取茶湯之感官特性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2次(第 21屆

第 2次)年會 」發表之論文，新竹。 

˙許秀華、簡思平（民 101年 11月）。添加礁膜對義大利麵品質之影響。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 42 次(第 21屆第 2次)年會 」發表之論

文，新竹。 

˙許秀華（民 100 年 1 月）。添加食用膠對麵包屑品質之影響。「台灣 

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第四十一次屆」發表之論文。 

˙籃美莉、許秀華(民99 年4 月) 。青少年吸菸行為對味覺靈敏度及其

身體質量指數影響之探討。第三屆台南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論

壇，台南科技大學。 

˙許秀華、 莊婷媜、 林宏周、 黃鈺茹、林家民、蔡永祥(民97 年11 月)。

虱目魚乾之組織胺含量以及組織胺生產菌之分離鑑定。台灣食品科

學技術學會，屏東科技大學。 

˙許秀華、蔡欽泓、洪一民(民97 年11 月)。食用膠對粉圓品質影響 

  之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屏東科技大學。 

˙許秀華、蔡欽泓、黃政凱(民97 年11 月)。不同乾燥條件對桑葉抗氧

化能力及理化特性之探討。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屏東科技大學。 

˙蔡永祥、李憶甄、陳惠章、鄭守訓、 許秀華、莊婷媜(民97 年11 月)。

旗魚排中毒事件之組織胺檢出與旗魚魚種之基因鑑定。台灣食品科

學技術學會，屏東科技大學。 

˙陳素萍、許秀華、簡思平、曾國書(民96 年12月)。從小教起－協助學



童建立健康生活型態之創意課程行動研究。2007年行動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全球觀點與在地行動的對話台東市國立台東大學 ，國立

台東大學。 

˙ 陳堯鈴 、沈韋佑 、許秀華 、翁順祥 、陳重文(民95 年11 月)。

即食餐食業作業區空氣落菌之檢測。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36 次年

會，台灣海洋大學。 

˙許秀華、 蕭鈴蕙、 陳堯鈴(民95 年11 月)。以氯系溶液清洗對截切

萵苣品質影響。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36 次年會，台灣海洋大學。 

˙許秀華、 曾佳齡 、蔡欽泓(民95 年11 月)。乾燥熱處理對苧麻根的

抗氧化能力表現之探討。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36 次年會，台灣海洋

大學。 

˙陳堯鈴、 沈偉佑 、許秀華、 陳重文、 翁順祥(民95 年11月)。即

食餐食業器具清潔度之檢測。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36 次年會，台灣

海洋大學。 

˙許秀華、 陳素萍 、曾國書、 簡思平(民95 年05 月)。嚕嚕米改變

了:健康生活 GO GO GO 。九十四年度創造力教育暨產業創新豐年

祭，政治大學。 

˙許秀華 、陳明誼、 蔡欽泓(民95 年11 月)。食用膠對甜麵包品質的

影響。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36 次年會，台灣海洋大學。 

˙蕭鈴蕙、 陳堯鈴 、許秀華(民94 年11 月)。清洗條件對結球萵苣的

微生物品質之影響 。台灣食品科學年會第35 屆，中興大學。 

˙曾佳齡、蔡欽泓 、許秀華(民94 年11 月)。萃取方法對苧麻葉及根

的抗氧化能力之影響。台灣食品科技學會第35 次年會，中興大學。 

˙王婉榆 、蔡欽泓 、許秀華(民94 年11 月)。萃取方法及遠紅外線處

理對蓮子心抗氧化能力之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中興大學。 

˙沈偉佑、 許秀華、 蔡永祥、 陳堯鈴(民94 年03 月)。廠房配置與

即食餐食工廠衛生管理相關性之探討。2005 永續性產品與產業管理

研討會，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規劃與管理研究所。 

˙許秀華(民93 年12 月)。代糖對甜麵包品質的影響。台灣食品科學技

術學會第34 屆年會，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沈偉佑、陳堯鈴、許秀華(民93 年12 月)。 餐盒業衛生安全管理模

式之建立。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年會第34屆 ，台灣食品科技技術學會。 

˙李明勳、陳堯鈴、許秀華、沈偉佑(民93 年12 月)。食品工廠消毒用

氯水有效餘氯濃度模式建立之監測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年會第

34 屆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 

˙許秀華(民91 年10 月)。養殖烏魚全雌化及全魚利用。邁向21 世紀

海洋生命資源之永續經營教學研究成果研討會 。 

˙許秀華(民85 年01 月)。Identification of lipoxygenase isoenzymes in 



marine green algaes for aroma formation。Volunteered paper of 1996 

IFT Meeting。 

˙許秀華(民84 年01 月)。Lipoxygenase from grey mullet gill:Partial 

purification and effects on sea food aroma*。Volunteered paper of 1995 

IFT Meeting。 

 

研究計劃 

(一) 擔任主持人 

1. 許秀華 葉文棠（民 109）。虱目魚香腸之研究與開發。洽通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2. 許秀華 葉文棠 (民 107) 虱目魚漿加工製品之研究與開發。  洽通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許秀華 葉文棠 (民 106) 涼麵麵體之研究與開發。陸仕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4. 許秀華 簡思平 曹志雄 陳智鴻(民 105) 106年度餐飲類委外職前

訓練計畫-飲料連鎖經營實務暨飲料調製丙級證照班。 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5. 許秀華  (民 105) 105年度臺南市輔導小吃業者汰換美耐皿餐具及

餐飲衛生分級評核(衛生優良店)評鑑計畫。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6. 許秀華  (民 104) 冷凍丼飯調理包與茶飲產品之開發。森兜風咖啡

館。 

7. 許秀華  (民 104) 2015年教師宴會點心與茶飲研習。芳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8. 許秀華  (民102)市售抹茶粉感官品評品質之建立與日研茶粉應用

於冰淇淋產品之開發。台灣日研股份有限公司。 

8.許秀華 簡思平 吳靜怡 陳弘慶 (民101) 。8588咖啡烘焙連鎖業之

衛生標準作業流程建立及員工服務教育訓練輔導。海岸實業有限

公司。 

9. 許秀華 洪世國(民99)。2010 年日式風味美食研發暨美食饗宴發表

會--以台南縣在地食材。台南縣政府。 

10. 許秀華 馮良榮 楊吉成(民98)。日式風味美食研發暨美食饗宴發表 

   會--以台南縣在地食材。台南縣政府。 

11.許秀華(民99)。茶飲連鎖作業環境規劃及其衛生安全評估。雲嘉南 

區域教學中心。 

12. 許秀華 簡思平(民98)。茶飲連鎖業之衛生評估、衛生標準作業 流

程建立及員工教育訓練輔導 。五十嵐企業有限公司。 

13. 許秀華 簡思平(民98)。塊莖澱粉之物化特性及添加量對粉圓品質 

   影響之探討 。台灣日研股份有限公司。 



14. 許秀華(民94)。嚕嚕米改變了---健康生活go go go！ 教育部創意教 

   學計畫。 

15. 許秀華(民93)。餐盒工廠作業流程規劃及人員教育訓練輔導計畫。 

  蕭記食品有限公司。 

 

(二) 擔任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1.曹志雄 許秀華 (民 106) 2017UniBread烘焙王新銳賽。統一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統清股份有限公司。 

2. 簡思平 許秀華 (民 103)103年度工作計畫分項計畫：低碳綠色餐

飲創新產品、店內設計、員工服務職能之整合規畫。教育部區域產

學合作中心－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 簡思平 吳靜怡 許秀華 (民101) 。8588咖啡烘焙連鎖業之茶飲開 

   發。海岸實業有限公司。簡思平、許秀華(民99)。 

4. 營業吧檯空間規劃與飲品調製標準作業流程之研究。中霏企業有限 

   公司。 

5. 陳鴻助、沈濡淯、 鄭如伶 、許秀華 、林榮枝等 (民98)。97 年度

(第三年)提升技職校院學生通識教育及語文應用能力改善計畫 職

涯分析。教育部。 

6. 簡思平、 許秀華(民98)。李錦記相關產品結合地方特色食材創意菜 

  餚研發 。好帝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蔡欽泓、 許秀華(民97)。銀髮族機能性之藻類發酵飲品開發。農委 

會漁業署。 

8. 陳鴻助 、沈文鈺 、許秀華 、鄭如伶 、涂重宏 等(民97)。第二年

--教育部提升技職校院學生通識教育及語文應用能力改善計畫。教

育部。 

9. 簡思平、許秀華 (民96)。鳳梨心高纖麵包研發與品質特性探討。祥

有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 蔡欽泓、許秀華(民94)。九十四年度農委會漁業署調整養殖漁業產

業結購提昇養殖漁業競爭力。農委會漁業署。(計畫編號94-救助調

整-漁-02) 

11. 蔡欽泓 、許秀華(民94)。九十四年度台南市政府委辦養殖水產品

上市前衛生品質之監視檢驗。台南市政府。 

12.蔡欽泓、許秀華(民94)。九十四年度農委會漁業署推動養殖水產品

上市前安全管理措施計畫。農委會漁業署。 

13.蔡欽泓、許秀華(民93)。九十三年度農委會漁業署擴增水產品上監

測檢驗負載與能力。農委會漁業署。(計畫編號93-救助調整-漁-01) 

14.蔡欽泓、 許秀華(民93)。九十三年度農委會漁業署養殖水產品上市

前衛生品質之監視檢驗。農委會漁業署。(計畫編號93-救助調整-漁



-02) 

15.簡思平、許秀華(民93)。芝麻油應用於沙拉醬品質特性探討。長青

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蔡欽泓、許秀華(民91)。漁產品衛生安全監測。漁業署。 (計畫編號

91-漁管-二、四-政-0 二) 

17.陳堯鈴、許秀華(民-90)。品香食品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安全管制系統

衛生輔導計劃。品香食品有限公司。(仁合9004) 

18.陳堯鈴、許秀華(民-90)。高屏地區椰子農產品加工技術提昇計劃。

高屏椰子工會。 

19.陳堯鈴、許秀華(民-90)。軒成食品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安全管制系統

衛生輔導計劃 。軒成食品有限公司。 

【證照】 
˙營養師(營養字第001817號) 

˙勞委會乙級事業廢棄物清除證照 

˙恩是富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NSF-ISR)的HACCP 食品安全 

  審查員資格 

˙實驗室認證標準ISO/IEC 17025 訓練(CNLA-QM93017B-14) 

˙CNLA 測試實驗室負責人訓練證書(CNLA-TH93011A-25) 

˙乙級及丙級食品檢驗分析監評人員 

【專利】 
˙邱清祥、許秀華 “腸粉炊具” 新型專利 M598103 

(2020/7/11-2030/3/8) 

˙邱清祥、許秀華  “能保持口袋撐開的圍兜裝置” 新型專利 M596532 

  (2020/6/11-2029/12/25) 

˙邱清祥、許秀華、蘇宏文、曾國書、吳冠穎  “廚房水溝殘渣過濾裝

置” 新型專利 M596246 (2020/6/1-2030/3/8) 

˙邱清祥、許秀華  “排水孔房蟑裝置” 新型專利 M595141  

  (2020/5/11-2029/12/25) 

˙許秀華、簡思平、簡秋蘭 “葡萄酒冷藏展示活動車” 新型專利 

  M360814 (2009/7/11-2019/2/17) 

˙許秀華、簡思平、簡秋蘭 “餐飲服務活動工作車” 新型專利 

  M360813 (2009/7/11-2019/2/17) 

e-mail t10093@mail.tu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