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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超弘主任 

專題演講 
建構智慧型之新企業組織 ------------------------ 黃河明董事長 

日本の企業文化と創造的変化 ------------------------------ 大原 勇總經理 

A Case-based Reasoning Approach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Dr. Feng-Kwei Wang 
 

學術論文發表 

 評價具有隱含選擇權之天然資源專案投資計畫 --------------------------------------- 林忠機 
 資訊交易者私人資訊相關性及交易競爭性對其日內行為之影響 ------------馬黛/洪榮耀 
 財務危機預警模式之再探討—應用支撐向量機及邏輯斯迴歸 ------------薛兆亨/李羿儒 
 選擇權與現貨市場的股價報酬波動外溢效果之實證研究 -----------黃瑞靜/林家霈/耿怡 
 調整漲跌幅政策對台灣股市之影響-介入模式之應用 -----------------------古永嘉/鄭敏聰 
 台股指數現貨、期貨與選擇權價格關聯性之研究—狀態空間模型之應用 ---------------  
 ------------------------------------------------------------------------------------------古永嘉/李淑慧 

 製造商與供應商之協同規劃運作 --------------------------------------陳穆臻/張舜傑/陳仕明 
 多目標供應鏈生產規劃問題之研究 -----------------------------------劉基全/廖述賢/陳凌焜 
 醫療檢驗實驗室物流管理現況與發展之探討 -------------蘇雄義/陳旻浚/張雅苓/陳正閔 
 零售業存貨政策模擬模式建構之研究-以國防部福利總處為例 -劉基全/廖述賢/鐘香廣 
 B to “G”交易中關係連結策略與交易雙方未來繼續合作意願之關聯性研究 --------------  
 ------------------------------------------------------------ 黃鵬飛/余國瑋/沈芳妃/陳蕙美/張堅裕 

 台北航空貨運站 BOT 價值行銷鏈與競爭優勢之建構分析—以華儲公司為例 -----------  
 --------------------------------------------------------------------------------關復勇/鄭尹惠/孫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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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知識鏈管理及知識光譜的應用之個案研究：知識的建立、散播、轉移及應用為台灣中

小企業 ------------------------------------------------------------------------------------------ 陳德富 
 一個評論性探討從知識價值鏈到知識價值網路為中小企業在台灣 --------------- 陳德富 
 知識慣性、組織學習、組織創新之關聯性研究 --------------------廖述賢/費吳琛/劉志堂 
 從知識統治觀點探討組織知識創造—觀念性架構之建立 ------------------方世杰/劉其瑋 
 台灣茶葉集團智能資本建構衡量之個案研究 ---------------------------------劉仲矩/張文華 
 評量產業創新指標之研究 ---------------------------------------------------------呂欣怡/張作為 

 

 從顧客關係管理角度探討顧客保留行為之研究-以台灣行動通訊服務市場為例 --------  
 ------------------------------------------------------------------------------------------朱國明/詹惠君 

 網路廣告設計呈現方式對廣告價值、廣告效果的影響-以產品涉入與廣告涉入為干擾

效果之探討 -----------------------------------------------------------------翁婉如/邱郁琇/王又鵬 
 都會型消費者本國中心傾向與其對外國服務品牌態度之關係研究 – 以人壽保險業為

例 -----------------------------------------------------------------------------------------------   余朝權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之研究—以文教業為例 -----------------------古永嘉/邱昌宜/楊軒宇 
 網路廣告價值與態度之關連性研究 ---------------------------------------------洪ㄧ中/劉芳怡 
 服務設計影響服務便利性知覺之研究 ------------------------------------------何照義/張靜宜 

 

 非營利組織參與公益行銷之障礙模式研究 ---------------------------余朝權/高若軒/謝依靜 
 論五行經營生剋的真性與假性相關 ------------------------------------------------------- 林國雄 
 易經管理哲學及其應用 ---------------------------------------------------------------------- 陳榮波 
 台北市郵政支局經營效率之研究 ---------------------------------------胡美惠/張明桑/黃旭男 
 「個案研究」和管理學「本土化的理論建構」的新方法—以「參與觀察法」和「紮根

理論法」所初步建構的「非營利組織的認同管理」理論為例----------------------- 陳川正 
 以資源基礎理論觀點分析通路品牌與競爭策略經營:突破八國聯軍的本土量販霸主-大
潤發 ---------------------------------------------------------------------------吳佩勳/利尚仁/劉忠賢 

 網絡型組織形成因素探討--以焦點廠商管理作為整合之觀點 ---黃銘章/邱秋燕/洪俊欽 
 

Ⅱ

 機構投資人、公司治理與公司價值之研究-以台灣電子業為例 ----------- 沈筱玲/吳岳忠 
 經濟附加價值、經營效率與市場績效關聯性之探討—以台灣資訊電子業為例 ----------

 ------------------------------------------------------------------------------------------ 張石柱/邱雅楓 
 公司治理指標組成對價值創造之影響分析-以台灣股市金融業為例 ------------------------

 -----------------------------------------------------------------------歐陽豪/許溪南/陳淑雅/陳美鳳 
 大學成本控制績效評量系統之建立 ------------------------------------陳麗惠/郭翠仰/高弘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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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權結構、獨立董事與公司價值創造之實証分析-以台灣上市電子業為例 ---------------
 -----------------------------------------------------------------------歐陽豪/許溪南/廖瑞芹/曹惠婷 

 台灣上市公司購回庫藏股目的的影響因素分析-多元名義分對數模型的應用 ------------
 ---------------------------------------------------------------------------------陳明麗/林卓民/吳宗保 

 

 產能限制下報童問題之需求預測預算 ---------------------------------------------------- 李智明 
 最佳化需求鏈規劃模式建構之研究-以臺灣便利超商空調器零售商為例 ------------------

 ---------------------------------------------------------------------------------劉基全/廖述賢/廖志忠 
 允許信用交易下供應鏈存貨決策模式 ------------------------------------------ 徐淑如/林東毅 
 企業資源規劃 ERP 效益之研究—探討資訊平台、供應商及產業因素的影響 ------------

 ---------------------------------------------------------------------------------葉誌崇/黃素慧/張美雲 
 以設計品質質量測模式降低軟體異動維護成本 ---------------------------------------- 賴森堂 
 運用模糊理論於手機業者競爭力之研究 --------------------------------------- 王天津/李盈慧 

 

Ⅱ

 正義知覺、組織承諾與知識分享的關係性研究 ---------------------廖述賢/費吳琛/郭加美 
 即時通訊與電子郵件溝通成效之實驗研究 ---------------------------洪新原/康贊清/柯清德 
 知識工作者的分類架構與人力資源管理 --------------------------------------- 林淑姬/陳怡靜 
 智慧資本與創新策略對組織績效影響之研究-以赴大陸投資之台商電子資訊加以實證-

 ------------------------------------------------------------------------------------------ 林妙雀/酈芃羽 
 我國科技發展投資與生產效率之關聯性研究-隨機邊界法之應用 -------- 陳玉麟/蔡秋田 

 

 團隊成員目標導向對於自我與集體效能及創新之影響—一個多層次研究 ----------------

 ------------------------------------------------------------------------------------------ 黃家齊/黃荷婷 

 人力資源發展與現場學習:行動後學習之參與式行動研究---------鄭綉蓉/陳昱雯/王思峯 

 事業發展歷程中研發團隊領導者對 HRM 專業知能需求及 HRM 部門扮演角色知探討-

以 IC 設計公司為個案公司 -------------------------------------------------------- 張耀宗/楊仁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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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場次 

 

主持人：王超弘 主任 東吳大學企管系 
演講人：Dennis Ng. 總經理 瀚思資訊 

議題：ERP 導入之挑戰與策略 
黃斯聖 副理 農學公司資訊部 

議題：企業導入 ERP 系統的策略目的與效益評估-以出版

品配銷商為例 
江美英 助理副總裁 鼎新電腦 

議題：產業 ERP 系統的風險控管與應用趨勢 
評論人：尚榮安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企管系 

 

 
主持人：蘇雄義 教授 東吳大學企管系 

議題：供應鏈管理之發展與定義 
演講人：黃明顯 經理 和泰汽車零件部 

議題：台灣汽車產業零件服務供應鏈之發展，以 Toyota
和泰汽車為例 

陳培光 協理 福特六和汽車 
議題：台灣汽車產業生產與配銷供應鏈之發展，以福特六

和汽車為例 
李智明 副教授 東吳大學企管系 

議題：東吳大學企管系供應鏈與物流管理學程之發展 
評論人：杜紫軍 主任秘書 經建會 
 

 
主持人：劉宗哲 教授 東吳大學企管系 
演講人：蘇守謙 博士 

議題：資料庫行銷的實務應用 
王佩瑾 顧問 叡揚資訊 CRM 專業顧問 

議題：資料庫行銷的案例介紹 
主持人總結並提問 
廠商與企業代表回覆，並進行三方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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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企管系     王超弘主任 

 

王超弘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 

何照義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余朝權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蘇雄義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林祝英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劉宗哲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大會執行長 李智明老師 
議事組召集人 尚榮安老師 

論文+資訊組 尚榮安老師、翁望回老師、謝依靜老師 

 賈凱傑老師、張裕蓮秘書、楊文敏助教、林宜萱助教 

議程組 張光文老師、楊文敏助教、胡麗香助教 

特約場次組 蘇雄義老師、黃庭邦老師、陳禹辰老師 

 陳祺能助教、陳柏蓉助教 

事務組召集人 韓君平秘書 

註冊組 莊明琪秘書、蘇蕙君助教 

財務組 韓君平秘書、黃丹嬿助教 

庶務組 洪薔薇組員、鄭馨梅助教、徐蕙倩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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