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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會議日期：2016年 3 月 25日(星期五) 

會議時間：09:00-18:30 

會議地點：國立臺北大學 三峽校區 商學大樓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場次 地點 

Session A1 5F22 
陳達新 

國立臺北大學 

上午 1F14 

Session B1 5F40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C1 6F19 
梁直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Session D1 6F22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E1 7F01 
方珍玲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F1 7F19 
林東正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Session G1 7F22 
李銘章 

佛光大學 

Session H1 8F22 
徐雅惠 

銘傳大學 

Session I1 8F40 
蕭宇翔 

國立臺北大學 

10:30-10:50 茶敘 

 

 

 



TBI 2016 

Taiwan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4 

10:50-12:20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場次 地點 

Session A2 5F22 
邱光輝 

國立臺北大學 

陳振東 

國立聯合大學 

上午 1F14 

Session B2 5F40 
賴明政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曾清枝 

大葉大學 

Session C2 6F19 
吳怡瑾 

輔仁大學 

黃怡婷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D2 6F22 
趙慕芬 

淡江大學 

何柏欣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E2 

(10:00-11:20) 
3F09 

陳心懿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F2 7F19 
陶幼慧 

國立高雄大學 

林東正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Session G2 7F22 
李銘章 

佛光大學 

王聖銘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Session H2 8F22 
余強生 

實踐大學 

李宗儒 

國立中興大學 

Session I2 8F40 
謝榮桂 

國立臺北大學 

王春娥 

致理科技大學 

12:20-13:20 中餐 

13:20-14:50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場次 地點 

Session A3 5F22 
薛義誠 

國立中央大學 

楊筑尹 

國立高雄大學 

下午 1F14 

Session B3 5F40 
孫碧娟 

大同大學 

駱少康 

中國文化大學 

Session C3 6F19 
謝錦堂 

國立臺北大學 

陳純德 

銘傳大學 

Session D3 6F22 
黃興進 

國立交通大學 

趙慕芬 

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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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4:50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場次 地點 

Session E3 7F01 
陳振東 

國立聯合大學 

侯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 

下午 1F14 

Session F3 7F19 
許欽嘉 

聖約翰科技大學 

王豐緒 

銘傳大學 

Session G3 7F22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洪大為 

實踐大學 

Session H3 8F22 
李宗儒 

國立中興大學 

陶幼慧 

國立高雄大學 

Session I3 8F40 
蔣明晃 

國立台灣大學 

陳澤義 

國立臺北大學 

14:50-15:10 茶敘 

15:10-16:40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場次 地點 

Session A4 5F22 
薛義誠 

國立中央大學 

王豐緒 

銘傳大學 

下午 1F14 

Session B4 5F40 
何政勳 

國立臺北大學 

駱少康 

中國文化大學 

Session C4 6F19 
劉佳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王凱 

國立高雄大學 

Session D4 6F22 
吳孟紋 

國立臺北大學 

汪志勇 

銘傳大學 

Session E4 7F01 
王美金 

崑山科技大學 

喬國平 

真理大學 

Session F4 7F19 
黃興進 

國立交通大學 

陳才 

佛光大學 

Session G4 7F22 
戴敏育 

淡江大學 

劉俞志 

元智大學 

Session H4 8F22 
楊雅棠 

致理科技大學 

楊筑尹 

國立高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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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40 

口頭發表 海報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場次 地點 

Session I4 8F40 
侯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 

王湧水 

中國科技大學 
下午 1F14 

16:40-17:00 茶敘 

17:00-18:30 

口頭發表 

場次 地點 主持人與評論人 

Session A5 5F22 
王筱惠 

中原大學 

Session B5 5F40 
湯玲郎 

元智大學 

Session C5 6F19 
曾俊元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D5 6F22 
劉政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Session E5 7F01 
劉仲矩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F5 7F19 
王凱 

國立高雄大學 

Session G5 7F22 
何政勳 

國立臺北大學 

Session H5 8F22 
楊筑尹 

國立高雄大學 

Session I5 8F40 
陳才 

佛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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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A1 

 

09:00-10:30 5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陳達新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負面事件對企業風險之影響 

賴怡洵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劉曉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柏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劉立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台灣農業型態社會企業營運模式之探討 

莊文伶 大葉大學 

鄭焜中 大葉大學 

 

社區型社會企業經營績效指標建立與績效評估 - 以宜蘭縣為例 

楊凱淯 國立宜蘭大學 

陳凱俐 國立宜蘭大學 

 

建構銀髮族健康生活類社會企業之商業模式及策略聯盟 

黃昭然 中華大學 

謝玲芬 中華大學 

 

銀髮族類社會企業績效評估模式之構建 

江欣憶 中華大學 

謝玲芬 中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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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B1 

 

09:00-10:30 5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廣告「色」計 - 色彩多樣性對於消費者廣告訊息處理之影響 

趙翊雯 國立中山大學 

周軒逸 國立中山大學 

 

服務場域、顧客經驗與顧客滿意度間的關係:顧客涉入程度的干擾效果 

鄭焜中 大葉大學 

柯景翔 大葉大學 

 

代言人來源相似性對旅遊產品溝通效果之影響 - 以涉入程度為調節因子 

蔡佳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雅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廣告態度對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 - 以產品涉入程度為調節變數 

黃韋仁 國立政治大學 

 

顧客涉入、顧客品牌投入與顧客忠誠度之間的關係研究 

鄭焜中 大葉大學 

彭國成 大葉大學 

 

個人特質、年齡與特定領域知識對誘餌效果的影響 

張祐瑋 國立臺北大學 

陳澤義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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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C1 

 

09:00-10:30 6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梁直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情緒詞權重計算與分類演算法對於情緒分析結果之影響 - 以臉書粉絲團議題分析為例 

趙妤瑄 銘傳大學 

王豐緒 銘傳大學 

 

書法楷書自動評分之研發 

呂欣恩 華梵大學 

鄭惠文 華梵大學 

唐政元 華梵大學 

吳怡樂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巨量資料於大學聯招英文試題字彙量之研究 

楊承羲 中國科技大學 

莊明城 中國科技大學 

許培利 中國科技大學 

陳彼得 中國科技大學 

 

於 GAE 雲端結合 Android 之美食導覽系統 

張志忠 嶺東科技大學 

許豐皓 嶺東科技大學 

 

發展二元模糊語意法評估供應商遴選準則 

黃柏凱 崑山科技大學 

柯文長 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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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D1 

 

09:00-10:30 6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 

 

長期照護保險制度推行下購買商業性長期照護保險之意願探討 

姚文勛 銘傳大學 

邱芝駖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病患知覺風險管理研究 

王禹喬 銘傳大學 

邱芝駖  銘傳大學 

 

DOES GIBRAT’S LAW HOLD FOR EQUITY FUNDS OF TAIWAN USING SPSM 

TESTS? 

馬珂  實踐大學 

黃明官  實踐大學 

連亭語  實踐大學 

 

MODELLING VAR FOR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WITH CORRELATION 

BETWEEN FOREIGN ASSETS 

朱香蕙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辛宜雯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司先減資再籌資之探討 

林其煜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王瑪如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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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E1 

 

09:00-10:30 7F01 

主持人與評論人： 

方珍玲 國立臺北大學 

 

董監事責任險、家族企與實質盈餘管理 

楊以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莊甫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蔡京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董監事責任險與實質盈管理關係之研究 

黃美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劉育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程雅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蔡京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客戶重要性、董事會特性與審計失敗關聯性之研究 

劉若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王春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靖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智慧資本、公司治理、效率與危機預警 - 台灣製造業之實證研究 

劉定焜 朝陽科技大學 

羅巧汶 朝陽科技大學 

 

台灣 REITs三鼎清算事件之研究 

吳明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周芷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廖佳慧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曾昱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TBI 2016 

Taiwan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12 

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F1 

 

09:00-10:30 7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林東正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行動即時通訊之智識建構 

周世曜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3D列印研究之智識建構 

吳秉澤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 BYOD風險準則之建構 

李宜唐 國立中正大學 

古政元 國立交通大學 

洪為璽 國立中正大學 

 

3D射擊遊戲 - 家電風暴 (A 3D Shooting Game: Storm of Appliance ) 

王垣凱 淡江大學 

林錦坤 淡江大學 

廖賀田 淡江大學 

 

應用限制理論思考程序分析台灣碳纖維自行車發展過程 

曾清枝 大葉大學 

楊銘晉 航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於資訊安全設計以符合台灣優質企業認證 

曾清枝 大葉大學 

劉明暉 關務署台中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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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G1 

 

09:00-10:30 7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李銘章 佛光大學 

 

大量客製化與敏捷性製造對企業競爭優勢之研究 

湯玲郎 元智大學 

賴俊儒 元智大學 

 

國中生社群網站 Facebook 使用動機與隱私設置之關聯性研究 

蕭銘雄 樹德科技大學 

李孟娟 樹德科技大學 

 

影響 Facebook 粉絲專頁經營之因素探討 - 以管理者為例 

王曉玫 嶺東科技大學 

陳庭淯  嶺東科技大學 

蔡甄晏 嶺東科技大學 

鍾少政 嶺東科技大學 

 

DEVELOP A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ETHOD BASED ON 

THE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VALUE DISTANCES 

徐煥智 淡江大學 

尹亮 淡江大學 

 

物聯網研究之智識建構 

廖元嘉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商業智慧系統研究之智識建構 

李糧旭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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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H1 

 

09:00-10:30 8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徐雅惠 銘傳大學 

 

探討消費者對於虛實整合通路品牌之交叉購買意圖：品牌認同的觀點 

王智弘 逢甲大學 

邱文宏 亞洲大學 

林庭薇 逢甲大學 

陳霈誼  亞洲大學 

 

網路購物的服務品質、知覺風險及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戴維舵  致理科技大學 

呂亞芳  致理科技大學 

 

線上商店展售方式對女性消費者的影響-以購買服裝為例 

魏廷築  亞洲大學 

沈俊宏  亞洲大學 

陸清達  亞洲大學 

 

電子商務與實體產業經營策略之整合 - 以美妝零售業虛實整合法則為例 

張玟婷  國立東華大學 

林昭宏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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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I1 

 

09:00-10:30 8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蕭宇翔  國立臺北大學 

 

薪酬委員會特性對高階管理者異常酬勞之影響 

李芷綾  中國文化大學 

汪進揚  中國文化大學 

 

橡膠產業轉型醫療器材產業商業模式 - F公司之個案研究 

陳妍霏  致理科技大學 

楊雅棠  致理科技大學 

 

應用多元迴歸線性方程式建構下之模糊數學規劃方法改善台北捷運松山新店線營運 

鍾詣宏  嘉義大學 

胡承方  嘉義大學 

 

國軍採購人員遴選因素研究 - 默寫式腦力激盪法之應用 

劉基全  致理科技大學 

孟昭宇  國防大學 

吳親親  國防大學 

 

海運定期航線策略聯盟之風險因子分析 

陳秀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趙偉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鑑別分析建構大台北地區汽車市場銷售之預測 

劉光泰 中華大學 

陳宏志 中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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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A2 

 

10:50-12:20 5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邱光輝 國立臺北大學 

陳振東 國立聯合大學 

 

運用粒子群演算法求解需求不確定下之多車種固定車隊之車輛途程問題 

劉宇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駱景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多專家模糊層級分析法於類單眼相機購買行為之關鍵準則研究 

喬國平 真理大學 

邱奕凡 真理大學 

李智翔 真理大學 

 

以基因演算法求解台中優化公車專用道排班 

陳建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榮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文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於四軸飛行器之田口方法 PID自動調試控制器 

趙宜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黃喬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探討橘色科技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王文派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思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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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B2 

 

10:50-12:20 5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賴明政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曾清枝 大葉大學 

 

消費者使用通訊軟體收發訊息價值之研究 - 運用方法目的鏈 

陳彥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徐孟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職業電子競技運動的價值內涵 - 以英雄聯盟職業戰隊台北暗殺星
(TPA)為例 

楊麒銘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李安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影響供應鏈夥伴關係因素之研究 - 以車用 LED 電子廠商為例 

李隆佑  光紅建聖股份有限公司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以層級分析法(AHP)探索台灣城市行銷競爭優勢之建構 

蔡翼擎  實踐大學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謝佳昕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黃怡臻  國立臺南大學 

 

社群通訊軟體 LINE遊戲 App分享行為之探索 

葛致慧  致理科技大學 

羅啟峰  致理科技大學 

劉晏汝  致理科技大學 

 

探討消費者對保健飲品的需求 

吳季芳 國立臺北大學 

邱光輝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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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C2 

 

10:50-12:20 6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吳怡瑾  輔仁大學 

黃怡婷  國立臺北大學 

 

我國國軍退休金新制度與延長退休年齡政策之探討 - 以陸軍某工廠為例 

陳泰良 義守大學 

林晁緯 義守大學 

 

結合模糊理論、類神經網路與基因演算法於製程參數最佳化 - 以半導體封裝銲線製程
為例 

侯東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彥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自組織映射網路圖與類神經網路於混合管制圖樣式之辨識 

童超塵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蕭淳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碳化鎢模具開發失效風險之評估與改善 - FMEA 與灰關聯分析之應用 

劉家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貴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面對策略型顧客下零售商之預售策略與承諾決策 

熊語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吳政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運用 Entropy權重法與 TOPSIS法於各國軍事能力評估之研究 

韓凱聿 國防大學 

吳勝富 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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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D2 

 

10:50-12:20 6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趙慕芬 淡江大學 

何柏欣 國立臺北大學 

 

以破壞式創新觀點探討金融信合社交易下通路移轉 

劉采羚 華南金控 

褚志鵬 國立東華大學 

 

台灣銀行業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行為與銀行風險的關聯性 

施嘉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劉景中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人民幣匯率預期對中國境外債劵市場信用價差之影響 

賴奕豪 大葉大學 

劉惠娟 大葉大學/台灣銀行企業金融部 

 

台灣泛公股與非公股銀行之效率與生產力 - 金融控股公司法實施前後之分析探討 

劉定焜 朝陽科技大學 

蕭佩慈  朝陽科技大學 

 

多角化策略對互聯網銀行獲利的影響 

吳孟紋  國立臺北大學 

張棋茹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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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E2 

 

10:00-11:20 3F09 

主持人與評論人： 

陳心懿          國立臺北大學 

 

THE IMPACT OF TASK INTERDEPENDENCE ON PROJECT PERFORMANCE 

Kondwani Fred Kuthyola  元智大學 

葉炳倉          世新大學 

劉俞志          元智大學  

 

THE EFFECTS OF WEBSITE ATMOSPHERICS ON CUSTOMERS 

APPROACH-AVOIDANCE BEHAVIOR: A STUDY OF TAIWANESE CONSUMERS 

Bianca Leiner       國立中興大學 

鄭菲菲          國立中興大學 

 

ENTRY MODE STRATEGIES AND POST-ENTRY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INDONESIAN FIRMS 

Margareth Haryanto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康敏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INVESTIGAT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URCHASE INTENTION 

OF IPHONE: A CASE STUDY IN VIETNAM 

Vo Thi Tham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呂麒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THE APPLICABILITY OF SHAPERO’S ENTREPRENEURIAL EVENT MODEL IN 

PREDICTING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TENTION 

Arnold Rusli           國立成功大學 

許介文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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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F2 

 

10:50-12:20 7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陶幼慧 國立高雄大學 

林東正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找尋幸福的所在 - 線上遊戲玩家幸福感相關因素之研究 

蕭銘雄 樹德科技大學 

戴秀慧 樹德科技大學 

 

資訊系統服務品質對客戶情緒、滿意度、情感承諾、忠誠度及行為意向之研究 

蔡偉隆 國立臺北大學 

方文昌 國立臺北大學 

 

線上社交貨幣對於品牌忠誠的影響 

李姿陵 國立高雄大學 

張瑋庭 合雅科技行銷有限公司 

楊書成 國立高雄大學 

 

以任務科技適配理論探討行動商務之線上顧客經驗與購買意圖 

陳達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莊煥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以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探討行動遊戲轉換意圖 

莊雅晴 國立臺北大學 

邱光輝 國立臺北大學 

 

遊戲式的注音符號教學 App設計與應用 

白怡萍 華梵大學 

邊國維 華梵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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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G2 

 

10:50-12:20 7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李銘章 佛光大學 

王聖銘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國小中低年級幾何輔助教材設計與實驗 

廖惠雯 嶺東科技大學 

林盈輝 嶺東科技大學 

陳佳偉 嶺東科技大學 

黃瓊玉 大同國民小學 

 

蝴蝶生態教學 App設計與應用 

王俊凱 華梵大學 

邊國維 華梵大學 

 

數學乘法 APP之設計 - 融入國小二年級乘法單元學習之研究 

黃鳳霞 華梵大學 

邊國維 華梵大學 

 

手機 APP結合擴增實境 - 以服飾業為例 

林子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吳世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綠色供應鏈管理之智識建構 

江昶毅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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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H2 

 

10:50-12:20 8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余強生 實踐大學 

李宗儒 國立中興大學 

 

自我決定理論因素影響社群網站使用者行為之研究 

葉耕榕 國立中正大學 

程友誠 國立中正大學 

 

手機遊戲「異業結合」之產品置入效果：主場媒體之觀點 

秦時雋 國立中山大學 

周軒逸 國立中山大學 

 

行動應用程式市場普及程度之實證分析研究：論排行前 25之 App特性 

蔡旻學 國立中山大學 

佘健源 國立中山大學 

 

虛擬貨幣消費行為模式之研究 -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 

曾郁軒 國立宜蘭大學 

林豐政 國立宜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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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I2 

 

10:50-12:20 8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謝榮桂 國立臺北大學 

王春娥 致理科技大學 

 

探討就讀動機、學習經驗及生涯發展 - 以南部某科大企業管理系在職碩士專班為例 

李政隆 崑山科技大學 

孫玉珍 崑山科技大學 

 

台灣地區漁會相對效率之研究 

馬裕豐 聖約翰科技大學 

黃泓文 聖約翰科技大學 

 

應用訊號理論觀點探討國軍留營政策與組織依附之關係：組織階級之調節效果 

張珈進 國防大學 

費吳琛 國防大學 

黃克任 國防大學 

 

國軍需要什麼樣的供應商?應用 DEMATEL探討國防資源釋商政策下的供應商評選 

張珈進 國防大學 

劉培林 國防大學 

郭素履 國防大學 

 

組織認同對職場友誼和員工幸福感之中介作用 - Line群組之調節效果 

劉廷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瓊惠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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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A3 

 

13:20-14:50 5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薛義誠 國立中央大學 

林我聰 國立政治大學 

 

排班制度與職場霸凌對新進護理人員離職傾向的影響 

林易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岱潁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傅建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冠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柳永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政府支持的美術館展覽能影響藝術市場？藝術品拍賣市場實證研究 

呂其融  國立中山大學 

劉玉皙  國立中山大學 

佘健源  國立中山大學 

 

大眾評論對於電影院進場人次之影響 - 以台北地區電影院為例 

朱珮綺  國立中山大學 

佘健源  國立中山大學 

劉玉皙  國立中山大學 

 

透過消費者感知探討線上環境線索對消費者衝動購買意圖及交叉購買意圖之影響:以線
上服飾購物平台為例 

陳澤義 國立臺北大學 

羅文君 國立臺北大學 

 

團體旅遊顧客較會抱怨！ - 旅遊類型與服務失誤類型對顧客抱怨行為意圖的影響 

蔡佳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亭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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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3 

 

13:20-14:50 5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孫碧娟 大同大學 

駱少康 文化大學 

 

花蓮個案旅館再宿意願影響因素之探討 - 以促銷意識為干擾變數 

呂姿瑩 國立臺北大學 

張育甄 國立臺北大學 

 

關係對顧客滿意度與再購意願影響之研究 - 以健身房教練與學員為例 

潘祈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周聰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探討企業贊助電子競技對消費者交叉購買意圖之影響 

王智弘 逢甲大學 

許瑜蓓 逢甲大學 

林信宏 逢甲大學 

 

透過消費者情感的觀點探討代言對衝動性購買的影響：以網路運動用品商店為例 

陳澤義 國立臺北大學 

李志剛 國立臺北大學 

 

巧立「名」「色」 - 顏色命名方式對產品態度和購買意圖之影響 

江郁涵 國立中山大學 

周軒逸 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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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C3 

 

13:20-14:50 6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謝錦堂  國立臺北大學 

陳純德  銘傳大學 

 

THE EFFECTS OF BRAND KNOWLEDGE AND EXTENSION FITNESS 

PRODUCTS ON BRAND AFFECT AND WORD OF MOUTH: EVIDENCE FORM 

ADIDAS 

陳水蓮  淡江大學 

Yu-Ting Yeh 淡江大學 

Bing-Jhe Li 淡江大學 

 

THE INFLUENCES OF SALES PROMOTIONS ON BR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CUSTOMERS AND COUNTER STAFFS PERSPECTIVES 

陳水蓮  淡江大學 

Tsai-Lin Hsu  淡江大學 

I-Yin Lin  淡江大學 

 

服務補救對關係產出變數之影響 - 以網路購物業為例 

蔡進發  國立嘉義大學 

蕭至惠  國立嘉義大學 

朱恩熹  國立嘉義大學 

陳冠穎  國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智慧型穿戴裝置之採用意圖 

周家興  Ubiquiti Network Corp.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運用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中、高齡對智慧型手持裝置採用意圖之研究 

張智玲  國立臺北大學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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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D3 

 

13:20-14:50 6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黃興進 國立交通大學 

趙慕芬 淡江大學 

 

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對公司盈餘管理行為之影響 

劉若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永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趙培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聲譽與管理者超額薪酬關係：兼論家族控制持股之影響 

林怡君 中國文化大學 

汪進揚 中國文化大學 

 

企業績效、盈餘管理、公司治理機制與總經理薪酬間關聯研究 - 企業社會責任調節效
果 

歐陽豪 崑山科技大學 

劉志毅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績效、公司特性、公司治理機制與環境資訊揭露間關聯研究 - 企業社會責任調節
效果 

歐陽豪 崑山科技大學 

曹晉源 懋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董事會特性與公司治理對盈餘管理之影響 

蔡宜佩 長榮大學/寶雅稽核室經理 

陳賢名 長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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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E3 

 

13:20-14:50 7F01 

主持人與評論人： 

陳振東 國立聯合大學 

侯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 

 

交易資訊透明度對市場品質之研究 

闕佑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子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揭露與權益價值間之關聯研究 - 企業社會責任的調節效果 

歐陽豪 崑山科技大學 

李惠珍 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調用教師 

 

服務領導與員工服務職能的連結機制 

吳毓麒 國立高雄大學 

蔡幸璞 國立高雄大學 

 

師父自我效能與師徒功能及組織承諾之研究 - 兼論個人-工作配適的調節作用 

林月怡 中國科技大學/台控集團公司 

王湧水 中國科技大學 

 

工作負荷真的會消磨我們的工作資源及幸福感嗎？探討組織工作資源、工作負荷與職場
幸福感的關係 

張珈進 國防大學 

費吳琛 國防大學 

林方珍 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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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F3 

 

13:20-14:50 7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許欽嘉 聖約翰科技大學 

王豐緒 銘傳大學 

 

開放資料研究內涵與其相關研究領域 

顏銘伯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軟體發展人員之協作網路對開放源碼軟體品質之影響 

林芳勤 元智大學 

葉炳倉 世新大學 

劉俞志 元智大學 

 

行動科技英文閱讀文章推薦之研究 

陳建佑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鴻文 銘傳大學 

吳佩芬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江憲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基於人格特質之遊戲推薦技術 

楊新章 國立高雄大學 

黃梓瑞 國立高雄大學 

 

以階層與架構為基礎的軟體開發方式套用在企業內部軟體專案實例研究 

張順清 國立中興大學 

沈肇基 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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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G3 

 

13:20-14:50 7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洪大為 實踐大學 

 

學術科學家職涯發展之研究 - 以科技管理領域為例 

王俊賢 國立嘉義大學 

陳維浚 國立嘉義大學 

簡芳文 國立嘉義大學 

 

服務作為對廠商績效之影響：價值共創的角色 

王俊賢 國立嘉義大學 

林柏妗 國立嘉義大學 

陸旻萱 國立嘉義大學 

 

THE USE OF KANO MODEL IN DISCOVERING ELDER AND FAMILY DEMAND 

ON SMART HOME CARE SERVICE IN TAIWAN 

吳駿逸 國立中興大學 

賴榮裕 國立中興大學 

 

EXPLOR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BEHAVIOR INTENTION TO USE 

LIVE STREAMING VIDEO PLATFORM 

林志洋 國立中興大學 

何建達 國立中興大學 

 

透過跨領域服務設計發展下一代智慧聯網電視介面設計 

曹瀠文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陳怡如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王聖銘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服務品質、企業信譽與知覺風險之研究 - 以信任為干擾角色 

蕭至惠 國立嘉義大學 

劉安倫 國立嘉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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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14:50 8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李宗儒 國立中興大學 

陶幼慧 國立高雄大學 

 

EXPLORING CONSUMER ONLINE PURCHASE PROCESS AND SEARCH 

BEHAVIOR: AN FCB GRID PERSPECTIVE 

黃旭立 國立臺北大學 

林宜嫻 國立臺北大學 

 

FACTORS THAT AFFECT CONSUMERS' INTENTION TO SHOP ON FOREIGN 

ONLINE STORES 

黃旭立 國立臺北大學 

張雅筑 國立臺北大學 

 

THE EFFECT OF ELECTRONIC PLATFORM SERVICE USAGE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WORD OF MOUTH 

陳水蓮 淡江大學 

蔡依芬 淡江大學 

張慈芮 淡江大學 

 

共享經濟的商機與趨勢 

楊筱斐 中國文化大學 

陳武倚 中國文化大學 

 

探討知覺資訊品質對網路購買意願之影響 

廖世義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李旻哲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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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I3 

 

13:20-14:50 8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蔣明晃 國立台灣大學 

陳澤義 國立臺北大學 

 

台灣生鮮電商平台創新服務模式探討 - 以厚生市集為例 

林秀芸 國立臺北大學 

邱光輝 國立臺北大學 

 

在地獨立書店之文化角色與網絡關係 

葉家豪 中原大學 

蔡文鈞 中原大學 

 

校外實習課程之學習與因應 - 自我調整學習策略之觀點 

呂孟庭 朝陽科技大學 

李秋燕 朝陽科技大學 

 

台灣紡織產業研究 - 機能性纖維之個案分析 

陳慧勳 環球科技大學 

吳俊賢 環球科技大學 

     

以系統動態觀點探討派遣員工留任意願 

林錦煌 中華大學 

郭芷均 中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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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4 

 

15:10-16:40 5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薛義誠 國立中央大學 

王豐緒 銘傳大學 

 

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之關聯性：兼論公司價值之影響 

陳以觀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社會責任對資訊不對稱之影響 - 中國之實證 

郭偉成 中國文化大學 

邱秀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小企業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動態能力演化之探討 

劉書愷 國立臺北大學 

林婷鈴 國立臺北大學 

黃啟瑞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企業與大學社團志工服務運作方式之比較 

許麗萍 淡江大學 

李培元 淡江大學 

 

企業社會責任與未來財務績效：投資假說觀點 

邱秀清 中國文化大學 

林竑邑 中國文化大學 

 

探討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之現況與 SA8000認證之差異 

吳俊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郭芸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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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4 

 

15:10-16:40 5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何政勳 國立臺北大學 

駱少康 文化大學 

 

二手商品消費行為分析：二手 iPhone可能會是你更好的選擇 AN EMPIRICAL STUDY 

FOR CONSUMER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SECOND-HAND IPHONE: 

WHY NOT CHOOSE A BRAND-NEW SMART PHONE? A SECOND-HAND IPHONE 

WOULD BE BETTER. 

留淑芳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朱笠揚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百貨公司美學內涵與重要性分析 

劉仲矩 國立臺北大學 

洪羽柔 國立臺北大學 

 

訊息呈現方式對選擇行為反應之影響 - 選擇集大小與時間壓力調節捷思效果的探討 

關復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林雍盛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商店氣氛、消費情緒、行銷手法與消費者購買決策之影響 以速食店為例 

梁直青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蔡孟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智慧城市研究之智識建構 

徐佾謙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智慧建築之知識建構 

陳安怡 國立臺北大學 

陳宗天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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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C4 

 

15:10-16:40 6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劉佳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王凱 國立高雄大學 

 

跨媒介的消費行為 從改編電影跨至小說之原因初探研究 

林妍君 輔仁大學 

陳春富 輔仁大學 

 

解構內部行銷 - 救難團隊實務社群之反思 

高文彬 國立中正大學 

溫辰豪 翰林國際茶飲集團 

 

誰是票房良藥？口碑效應之台灣電影產業實證 

蘇信榮 逢甲大學 

張寶蓉 逢甲大學 

 

男性美 2.0 - 肯尼時代來臨：男性代言人的社會比較效果 

鄭傑文 國立中山大學 

周軒逸 國立中山大學 

 

以「動機、機會、能力」觀點探討消費者在線上對線下購物知覺有用性與品牌偏好的關
係 

曾紀箴 國立臺北大學 

張惠真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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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D4 

 

15:10-16:40 6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吳孟紋 國立臺北大學 

汪志勇 銘傳大學 

 

控制股東與薪酬委員會品質之關聯性研究 

林韋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美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台灣上市櫃公司股權結構與薪酬委員會有效性之關係 

陳祥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美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投資人過度自信傾向與公司之融資政策 

洪菀珊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王瑪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家族企業、過度自信經理人與投資決策之研究 

楊薇齡 國立臺北大學 

何柏欣 國立臺北大學 

 

董監事責任險與企業財務風險 

劉政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廖翊筌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劉若蘭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蔡京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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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E4 

 

15:10-16:40 7F01 

主持人與評論人： 

王美金   崑山科技大學 

喬國平   真理大學 

 

THE INTEGRATIVE PERSPECTIVES OF THE INFLUENCES OF LEADERSHIP 

STYLE,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AND ROLE 

SERVICE BEHAVIOR ON TELESALES PERFORMANCE   

陳水蓮   淡江大學 

Shavey Chang  淡江大學 

Shiou-Wen Su  淡江大學 

 

THE EFFECTS OF KM STRATEGIC ALIGNMENT ON KM PERFORMANCE, KMS 

EFFECTIVENESS,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賴榮裕   國立中興大學 

張丞漢   國立中興大學 

 

臺灣管理職能論文之研究內容分析：2011-2015 年間 

計惠卿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董慶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以方法目的鏈探討運動倫理之價值內涵 - 以職業棒球明星球員曹錦輝為例 

陳學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李安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媒體報導與危機溝通之研究 - 以諾羅病毒群聚感染為例 

包冬意    大葉大學 

閻廣聖   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媒體新聞中心 

 

 

 

 



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 

39 

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口頭發表 

Session F4 

 

15:10-16:40 7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黃興進 國立交通大學 

陳才 佛光大學 

 

以延伸式科技接受模型探討雲端儲存服務使用意願之研究 

黃彥凱 國立中興大學 

何建達 國立中興大學 

 

可用於個人化服務視窗環境使用者行為獲取系統 

林俊勇 國立中央大學 

陳奕明 國立中央大學 

 

禁忌搜尋法與一個差異集合間的整體學習共演化 

尹邦嚴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紀權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救災支援系統 - 以 921地震南投縣為例 

周敏貞 嶺東科技大學 

李孟潔 嶺東科技大學 

林冠豪 嶺東科技大學 

 

高關懷學生輔導資訊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温瑞烘 中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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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40 7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戴敏育 淡江大學 

劉俞志 元智大學 

 

應用資料探勘於盈餘管理預測 

高毅 中國文化大學 

齊德彰 中國文化大學 

謝永明 東吳大學 

 

基於文本探勘技術的意見領袖偵測方法之研究 

陳偉平 國立高雄大學 

楊新章 國立高雄大學 

 

以資料探勘與模糊理論技術建立肝病罹病風險預測系統 

劉振隆 義守大學 

陳建良 義守大學 

 

應用模糊理論與罕見項目關聯規則於學習成效性分析之研究 

陳振東 國立聯合大學 

張愷益 國立聯合大學 

 

過濾序列雜訊以提升 ARIMA 績效之研究 - 以台灣工業生產指數為例 

林豐政 國立宜蘭大學 

邱柏誠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藍海策略及資料探勘技術於醫療健康產業及體檢數據庫分析 

張筠昀 義守大學 

劉振隆 義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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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40 8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楊雅棠 致理科技大學 

楊筑尹 國立高雄大學 

 

心靈故鄉：涉入、體驗、地方依附與忠誠關係重構─宗教志工資歷與人格特質調節效果 

張玉琳 銘傳大學 

楊宸櫻 銘傳大學 

 

人和對文創有利嗎？社會關係網絡對於產品創新之影響 

林佳蓁 亞洲大學 

張曼玲 亞洲大學 

 

主題樂園之服務價值創造與遊客驅動力探究 

黃玟凱 實踐大學 

戴煇紘 實踐大學 

陳宣辰 實踐大學 

林家立 實踐大學 

 

國際飯店美學內涵及重要性分析 

劉仲矩 國立臺北大學 

柯昀龍 國立臺北大學 

 

以參照單位分析法探討家庭外食之餐廳選擇因素 

李艾庭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國中 

何昶鴛 朝陽科技大學 

賴盈孝 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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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40 8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侯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 

王湧水 中國科技大學 

 

臺南市國民小學家長會組織運作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吳忠正 正利發國際有限公司/長榮大學 EMBA 

許雅晴 和春技術學院 

黃建皓 和春技術學院 

甘孟龍 和春技術學院 

陳鴻樑 國立臺灣大學 EMBA 

 

高績效工作系統與工作鑲嵌關係之探討-以心理契約為中介變項 

廖淑靜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吳淑鈴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智慧資本與資金成本關聯性之研究 - 購併的調節作用 

李虹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林鳳儀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青年工作者延長工作現象、職場健康促進與生涯滿足及離職傾向之關係 

楊育儀 國立嘉義大學 

蔡佳伶 國立嘉義大學 

陳世宗 倉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知覺組織支持與任務績效 - 建言行為、正向心情與角色外顧客服務行為之中介效果 

童惠玲 大葉大學 

施嘉衍 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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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A5 

 

17:00-18:30 5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王筱惠 中原大學 

 

目標規劃法於海軍艦隊防空作戰武器 - 目標分配之應用 

孟昭宇 國防大學 

劉達生 國防大學 

吳釩稦 國防大學 

 

水面搜救模型建構之研究 

孟昭宇 國防大學 

劉基全 致理科技大學 

洪銘駿 國防大學 

 

具退貨政策下產品翻新策略與定價決策之分析 

鄭茗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吳政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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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B5 

 

17:00-18:30 5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湯玲郎 元智大學 

 

療癒系可愛麻吉 - 可愛元素的療癒效果對產品態度和購買意願之影響 

陳姿君 國立中山大學 

周軒逸 國立中山大學 

 

高傲業務行為能提升消費者的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 以在台灣銷售之奢侈品牌為例 

劉書豪  國立臺北大學 

方文昌 國立臺北大學 

 

利他或利己的購買動機：對產品類型、顧客價值與購買意圖之影響 

何淑熏 靜宜大學 

曾凰雅 靜宜大學 

 

消費者生活型態與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 以嬰童用品為例 

顏妙真 國立臺北大學/麗嬰房 

謝錦堂 國立臺北大學 

 

非營利組織如何透過線上捐款便利性提高捐款意願之研究 

林佳燕 國立台南大學 

楊敏嘉 國立台南大學 

 

信任、產品品質與價格對企業買主購買意願之影響 - 以電子零組件產業為例 

周巧雯 國立臺北大學 

謝錦堂 國立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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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C5 

 

17:00-18:30 6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曾俊元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形象對顧客忠誠度、購買意願之研究 - 以誠品書局為例 

王春娥 致理科技大學 

林冠成 致理科技大學 

蘇忠璿 致理科技大學 

 

探討商店陳列、商店形象與 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之影響 - 以康是美為例 

溫美慈 樹德科技大學 

劉律君 樹德科技大學 

魏吟庭 樹德科技大學 

許正芳 樹德科技大學 

 

實體與網路虛擬通路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差異性研究 - 以台灣某知名連鎖書店為例 

周聰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郭彥辰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專業職能、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關聯研究 - 以國軍某單位為例 

歐陽豪 崑山科技大學 

黃保誠 航勤廠品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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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D5 

 

17:00-18:30 6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劉政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零股投資規劃的最佳化模式 

褚志鵬 東華大學 

劉采羚 華南金控 

許天瑜 花蓮縣警局交通隊 

 

共同基金定期定值式投資策略之績效優勢分析與應用情境探討 - 以台灣股票型基金為
例 

黃明官 實踐大學 

李啟維 實踐大學 

 

台灣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發行與盈餘管理 

王瑪如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顏湉謐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不理性市場下的訊號發射假說 

曾柏翔 國立臺北大學 

王祝三 國立臺北大學 

 

台灣與中國大陸新上市公司長期股價績效分析 

馬  珂 實踐大學 

黃明官 實踐大學 

葉子凡 實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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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E5 

 

17:00-18:30 7F01 

主持人與評論人： 

劉仲矩 國立臺北大學 

 

非營利組織的跨部門聯盟合作關係 - 以扶輪社為例 

尤仕彥 逢甲大學 

韓宜 逢甲大學 

 

藥局店址選擇因素之研究 

楊馨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周聰佑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薪酬制度知覺、金錢倫理觀與留任意願關係之研究 

朱志偉 中國文化大學 

蔡敦崇 中國文化大學 

 

領導動機、發展領導力動機與領導者自我發展之關聯性研究 

計惠卿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奚薇雅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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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F5 

 

17:00-18:30 7F19 

主持人與評論人： 

王凱  國立高雄大學 

 

結合雲端運算之綠色供應鏈網路設計 

高韓英  國立東華大學 

藍梓恆  國立東華大學 

 

穿戴式手環在居家心電圖監測的應用 

趙志翔  元智大學 

謝瑞建  元智大學 

 

提升超音波篩檢效率之醫療資訊系統的開發 

游子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王逸云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蔡孟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利用『問題-病徵對照表』處理 IOT服務障礙診斷之研究 

張志偉  中華電信研究院 

戎沛  中華電信研究院 

謝仲豪  中華電信研究院 

何佩娟  中華電信研究院 

 

動態規劃運動與熱量攝取管理輔助系統研究 

黃信翔  國立臺北大學 

溫演福  國立臺北大學 

方鄒昭聰 國立臺北大學 

陳立祥  國立臺北大學 

 

結合健康信念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探討健康存摺之接受意圖 

楊璨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莊煥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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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G5 

 

17:00-18:30 7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何政勳 國立臺北大學 

 

冒險遊憩幸福嗎？以自行車環島者為例 

林怡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宗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美祥 環球科技大學 

 

美食意象、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係研究 

廖苑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宗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煙火活動是否真能帶來觀光人潮？ 

余幸茱 國立中山大學 

佘健源 國立中山大學 

 

松山機場服務品質之研究 

湯玲郎 元智大學 

蔡金倉 元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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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H5 

 

17:00-18:30 8F22 

主持人與評論人： 

楊筑尹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統計及計算智能方法以預測軟性電路板特性阻抗 - 以某實務電路板製程為例 

吳珮婷 輔仁大學 

陳宣伊 輔仁大學 

朱儀薷 輔仁大學 

吳睿寧 輔仁大學 

邵曰仁 輔仁大學 

 

「原」來如此 

駱榮問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芫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邵筱雯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林憶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宋楹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許馨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在量化寬鬆與市場力量理論下保險公司經營績效之探討以台灣、美國及日本保險市場為
例 

王財驛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王常泰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李庭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玉函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閣茗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住院服務滿意度之探討 - 以中部某精神醫療機構為例 

江家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林伯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張又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彭梓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洪正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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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Session I5 

 

17:00-18:30 8F40 

主持人與評論人： 

陳才 佛光大學 

 

以計劃行為理論來探討外食族使用飲食規劃系統的意願 

黃貞芬 國立聯合大學 

陳怡君 國立聯合大學 

 

產品涉入程度對品牌形象之探討-以廣告訴求為干擾 

楊晴安 樹德科技大學 

李晏芳 樹德科技大學 

許婷喻 樹德科技大學 

林淑怡 樹德科技大學 

吳雅雯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行人使用互動式號誌行為之研究 

許欽嘉 聖約翰科技大學 

陳怡君 聖約翰科技大學 

呂菱菱  聖約翰科技大學 

陳雅婷  聖約翰科技大學 

陳子軒  聖約翰科技大學 

 

平衡計分卡之觀點應用於學校績效衡量指標之研究 - 以中部某高中為例 

劉明盛 遠東科技大學 

黃亭瑋 遠東科技大學 

林亦柔 遠東科技大學 

邱庭甄 遠東科技大學 

謝宜容 遠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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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 

上午場次 

 

09:00-12:20 1F14 

運用六標準差於觸控面板玻璃外觀製程時間改善 

雷承融 聯友科技 

蕭堯仁 逢甲大學 

 

探討田口實驗方法對半導體封裝切割製程品質之影響 

陳建廷 逢甲大學 

鄭豐聰 逢甲大學 

 

工程服務品質滿意之重要度表現分析 - 以高雄農田水利會為例 

何春玲 高苑科技大學 

王和源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李淑寬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特性要因圖在高職生學習成效之應用 

姚廷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其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探討高雄岡山、路竹地區家長購買幼兒玩具之消費動機與態度 

陳宥欽  高苑科技大學 

張任瑜 高苑科技大學 

 

時間距離觀點下之消費者風險規避決策研究 

黃美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楊維娟 國立臺中科技學學 

吳佩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陳煜文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隨選視訊績效分析 - 從消費者體驗觀點 

張淑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李宗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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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沉浸理論為中介探討不同成就目標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曾建翔   世新大學 

許安琪   世新大學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FREEDOM 

Wilkins Carvell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康敏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董事會成員在外兼任與融資決策 

周淑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楊慧蘭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楊君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鄭羽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併購活動與績效分析：以東亞企業為例 

周淑卿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羅珮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柏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怡伶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股權結構與董事會特性對盈餘品質之影響 

張椿柏   大葉大學 

王育偉   元培科技大學 

 

董監事政治關聯、家族企業與盈餘品質間之關聯性研究 

劉政淮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鄭伶如   聖約翰科技大學 

 

社群網路與心理調適關係之研究 - 以中高齡白領失業者為例  

謝雅芳   世新大學 

張力   世新大學 

 

運用層級程序分析法評估食品安全控制重點 - 以會計師事務所觀點 

侯沛如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慧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彥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流浪動物志工的參與動機、工作滿足與持續服務意願之研究 

廖哲慶   銘傳大學 

蔡明潔   銘傳大學 

黃新福   銘傳大學 

 

 



TBI 2016 

Taiwan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54 

我國科技大學技術效率之研究 - 資料包絡分析法的應用 

楊維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黃美卿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蔡樹芬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吳佩勳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影響 Twitch使用者收看實況直播因素之研究：神迷理論觀點 

陳純德 銘傳大學 

謝博吉 銘傳大學 

鄭賀文 銘傳大學 

 

影響 Twitch實況主持續開台意圖因素之研究：自我決定理論觀點 

陳純德 銘傳大學 

鄭賀文 銘傳大學 

謝博吉 銘傳大學 

 

結合二維條碼生產履歷與宅配服務之客製化有機農產品的平台建置 - 以十甲有機農場
為例 

王美金 崑山科技大學 

陳沂鈴 崑山科技大學 

柯彩萍 崑山科技大學 

葉峻霖 崑山科技大學 

 

Facebook 粉絲專頁訊息內容對網路口碑傳播行為影響之研究 

陳素雯 國立屏東大學 

陳芷嫻 國立屏東大學 

 

探討消費者使用行動優惠券行為意圖之研究 

陳素雯 國立屏東大學 

許乃樺 國立屏東大學 

 

THE INFLUENCES OF CUSTOMER SERVICE, BUSINESS OPERATION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S,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UPO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MUSEUMS 

IN TAIWAN 

黃美賢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李育哲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張龍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運動動漫對運動涉入及運動價值觀的影響 - 以國中生為例 

黃秀卿 大葉大學 

李城忠 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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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運動遊戲之參與動機、運動涉入與人際關係之研究 - 以國中生為例 

陳翠如 大葉大學 

李城忠 大葉大學 

 

身心障礙人員休閒運動參與現況與阻礙因素之研究-以桃園市各國中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為例 

呂美瑤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學 

李城忠 大葉大學 

 

高爾夫球運動對企業主管的體適能、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之研究 

李城忠 大葉大學 

莊文毅 宜新五金有限公司 

 

中等學校桌球教練專業知能、選手滿意度及選手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林尚緯 新竹縣博愛國中 

李城忠 大葉大學 

 

角力教練專業領導行為與選手認同度及忠誠度之研究 

陳皇文 北港國中 

李城忠 大葉大學 

 

竹山鎮民意代表休閒運動參與及身體健康之研究 

李城忠 大葉大學 

蔡易呈 竹山鎮民代表 

 

太極拳參與者休閒涉入、休閒效益對成功老化之關係 

李城忠 大葉大學 

黃上郡 華廈訓評 

 

金門本島民宿產業現况與未來探討 

劉天和 中華科技大學 

張力 中華科技大學 

 

社區觀光的永續性: 以林北社區為例 

王瓊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詹芬樺 環球科技大學 

李宗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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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臺灣商管與資訊研討會 

海報發表 

下午場次 

 

13:20-16:40 1F14 

探討網路購物平台之競爭優勢 - AHP之運用 

蔡翼擎 實踐大學 

吳  瀚  實踐大學 

陳光原 實踐大學 

莊越智 實踐大學 

黃柏維 實踐大學 

 

系友追蹤系統 

楊詔凱 實踐大學 

黃信雄 實踐大學 

曾俊富 實踐大學 

邵星正 實踐大學 

葉期財 實踐大學 

 

運用亞洲供應鏈建構台灣成衣網站競爭優勢之探討 

蔡翼擎 實踐大學 

蔡承修 實踐大學 

梁喻 實踐大學 

 

產品包裝重要嗎？探討產品包裝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 以包裝水為例 

蕭至惠 國立嘉義大學 

詹明綺 國立嘉義大學 

陳令芷 國立嘉義大學 

薛巧鈴 國立嘉義大學 

黃詩晴 國立嘉義大學 

 

基於 HFSS的雙頻圓極化 GPS 微帶天線設計 

潘以南 中華科技大學 

陳盈安 中華科技大學 

 

直升機油門微動開關測裝製作研究 

殷建興 中華科技大學 

王玉城 中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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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服務型機器人的潛在市場 - 以 Pepper為例 

楊涵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洪榮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化服務之商業模式研究 - 以電子套票交易平台為例 

陳家祥 元智大學 

姚佳伶 元智大學 

 

國中生的物質主義、強迫性購買、時間富裕與主觀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陳棟樑 中華大學 

徐一菁 福豐國中 

 

建立技術融合的監測指標：以生質酒精專利為例 

龔煜智 國立嘉義大學 

王明妤 國立嘉義大學 

 

紅外線手滑車之上肢復健訓練系統 

劉俊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治臻 華夏科技大學 

邱仕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周志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黃鉅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友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供身心障礙者環境控制之整合介面 

郭孟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邱仕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蘇郁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治臻 華夏科技大學 

陳友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供銀髮族手部復健之三合一訓練輔具 

林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周志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治臻 華夏科技大學 

陳友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整合 ICD-9-CM診斷碼與檢傷級數之急診室病患行為探勘 

吳怡瑾 輔仁大學 

陳祺元 輔仁大學 

莊詠智 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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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業智慧軟體 Tableau 應用於巨量資料之視覺化分析 

呂思賢  義守大學 

朱培源  義守大學 

劉振隆  義守大學 

歐陽振森 義守大學 

 

以 ASP.NET 框架開發電子商務網站之比較 

陶俐今  樹德科技大學 

蔡旭昇  樹德科技大學 

 

透過 CSI實現人數估算之研究 

陳屏鳳  樹德科技大學 

蔡旭昇  樹德科技大學 

 

電子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價值與顧客忠誠度之關係研 - 以線上購物為例 

蔡欣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莊煥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實作開發廟宇點燈開運祈福電子商務平台 

賈中和  高苑科技大學 

陳佑昌  高苑科技大學 

卓依玲  高苑科技大學 

廖彥程  高苑科技大學 

 

以擬社會互動理論探討社群媒體成員之共創價值行為 

胡貴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莊煥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互動式游泳虛擬教室對大學生學習影響評估之研究 

陳家祥  元智大學 

黃柏欽  元智大學 

 

雲端行動智慧型人力媒合平台 

蔡旭琛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黃佐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莫家豪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徐茂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沈奕維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以顧客經驗與期望確認探討線上購物網站持續意圖 

洪士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莊煥銘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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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料探勘分析社會輿情與房地產投資行為相關性之研究 - 以桃園航空城為例 

張修維 國立政治大學 

鄧亦安 國立政治大學 

楊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 

 

透過文字探勘技術探討各校高階經營管理(EMBA)學程之特性 - 以某兩間國立大學 

EMBA 為例 

林庭竹 國立政治大學 

張修維 國立政治大學 

楊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主題分群概念產生電影影評文章摘要之方法 

鄧亦安 國立政治大學 

賴柏帆 國立政治大學 

楊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 

 

基於意見探勘與主題模型之部落格食記剖析 

賴柏帆 國立政治大學 

高詮惟 國立政治大學 

楊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 

 

幼兒刷刷樂：以 NFC及行動裝置為基礎的虛實整合型幼童智能發展遊戲 

吳玄瑞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廖偉筌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郭佩璇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邱丞標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黃柏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黃淇竣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百嶽實體打卡：以 NFC及行動裝置為基礎的登山歷程記錄平台 

張珮儀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陳家偉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謝傑宇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余韋霖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黃登群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繆昆霖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黃淇竣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料探勘應用於捷運房地產分群與預測 

高詮惟 國立政治大學 

林庭竹 國立政治大學 

楊建民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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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多重樣式比對與蒙地卡羅搜尋法於遊戲策略問題求解之改善設計 

郭馨茹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林惠瑄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呂俊良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基於相片中共同事件之推薦系統 

侯嘉柔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江憲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顏韶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陳鴻文 銘傳大學 

 

冒險活動與團隊凝聚力及自信心之研究-以獨輪車活動為例 

黃金珠 大葉大學 

李城忠 大葉大學 

 

身心障礙兒童家長親職壓力、休閒運動涉入與身心健康之相關研究 

張束明 大葉大學 

李城忠 大葉大學 

 

工作倦怠對員工幸福感與留任意願影響之研究 - 以員工福利方案滿意度為調節變項 

趙家儀 銘傳大學 

黃新福 銘傳大學 

廖哲慶 銘傳大學 

 

激勵制度對台北捷運高運量司機員的工作投入和工作滿意影響之研究 

林通昌 台北捷運公司 

黃新福 銘傳大學 

 

軍事新建工程之人力資源管理成效探討 - 以規劃設計段為例 

何春玲 高苑科技大學 

王和源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陳敬梴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運用數位影片案例教學於航空公司運務員教育訓練 

張芸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崔夢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直接與間接經歷主管不當督導之反應模型 

蔡明潔 銘傳大學 

趙家儀 銘傳大學 

陳淑貞 銘傳大學 

沈青慧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