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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論文錄取名冊； 39篇分 11場次 
投稿主題 編號 投稿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REM01 
Box-Cox 轉換半對數特徵房價模

型實證研究 王恭棋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百達全球物業

顧問有限公司 

REM02 
仁濟體系員工對業務改革策略之

認知及態度研究 
黃德政/張英明/
戴東原 

台北仁濟院總務室/台北仁濟院附設台北

仁濟醫副院長/台北仁濟院院長 

REM03 
運用模糊層級分析法於消費者購

買租地建屋模式產品意願之研究-
以台北仁濟院為例 

黃德政/謝政頴/
戴東原 

台北仁濟院總務室/逢甲大學都市計畫研

究所/台北仁濟院院長 

REM04 
國中小閒置空間實施日間高齡者

教育之可行性研究-以台中市為例
謝政穎/陳仁 逢甲大學都市計畫研究所副教授/碩士在

職專班研究生 

REM05 
自售網站對不動產仲介業產生「去

中介化」之研究 張欣民/陳奉瑤
政治大學地政碩士專班碩士/政治大學地

政系副教授 

 

不動產經營

與管理 

2 場次 

REM06 
以空間型構理論應用於都市空間

變遷之研究以埔里鎮為例 潘雪玲/謝政頴
潘雪玲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逢甲大

學都市計畫研究所副教授 

QM01 
A Study of Gradual Change 
EWMA controllers for Drifted 
Process 

張源融/顏慧 南台科技大學工業管理所研究生/南台科

技大學工業管理所助理教授 

QM02 
大學辦學品質對校友關係品質及

校友忠誠度影響之實證研究 何照義/余惠芬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教授 
東吳大學發展處企劃組 

 
全面品質管

理 
1 場次 

QM03 
二十一世紀的新醫學健康保證 vs 
疾病醫療 

董光世/廖素娥/
張英明/蔡三元/
陳舒宏/張志發/
葉秀貞/黃德政/
蕭惠文/ 蔡佩玲

仁濟醫院院長/仁濟醫院檢驗室主任/仁濟

醫院健康管理中心 

SCM01 以績效衡量為基之強化資源規劃
蕭堯仁/林晉緯/
林孟弘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理學系教授/
研究生 

SCM02 
交易特性、交易成本與夥伴關係之

關聯性研究--以製造商與專業物流

業者為例 
陳叡智/張以寧

淡江大學會計研究所副教授兼系主任/碩
士班研究生 

SCM03 
供貨商影響策略對通路雙邊團結

度之影響－以零售商依賴與關係

滿意度為干擾效果 

許英傑/黃慧玲/
劉鳳冠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

所/樹德科技大學國際企業與貿易系/國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所 

 
供應鏈管理 

1 場次 

SCM07 整體供應鏈決策模型 藍俊雄/邱誌偉/
胡鴻慶 

南華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南
華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BF01 
企業導入資料倉儲績效評估準則

之探討 - 以銀行業為例 張欣義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研究所 

BF02 
銀行業網路效果與最適投資決策

－實質選擇權分析法 
鄭宗松/姜一銘/
鄭琨龍 

景文科技大學國際貿易系副教授/育達商

業技術學院財務金融系助理教授/東吳大

學經濟學系在職專班碩士生 

BF03 企業選擇不同撤資方式之因素 沈筱玲/黃意茵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教授/東吳大學企

業管理學系碩士生 

BF04 
共同基金之公司治理、契約型態及

其績效之研究 
陳凡/陳麗雯/陳
怡安 

路易斯安那州立大學財務金融系/暨南國

際大學財務金融系研究生/助理教授 

BF05 
投資者內在心理因素對於線上證

券交易行為之影響 莊淑娟/駱少康
群益證券企業金融部襄理/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易學系助理教授 

BF08 
學習態度、銷售知識與銷售自我效

能之探討－以南山人壽新進人員

為例 
唐源笙/吳仁智 國立宜蘭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 

 
金融服務業

經營與管理 
2 場次 

BF09 
多階段超效率 DEA 模型之銀行合

併績效研究 吳中峻/郭育珍
國立宜蘭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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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主題 編號 投稿題目 作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IE01 
以「全球創業觀察」論如何促進台

灣中小企業創業活動之發展 
宋修德/陳宜君/
李芷氤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科技應用管

理組副教授/研究生 

IE02 
以 QFD 與 TRIZ 理論為基礎建構

產品開發評估模型─以平面顯示器

為例 

莊文傑/林宜君/
林希駿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理研究所研

究生 

IE04 各國在美國的專利數影響因素 莊忠柱/蔡中民
真理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教授兼管理學

院院長/真理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創新與

創業管理 
1 場次 

IE06 
Exponential Decay, Poisson 
event, Information Cost and R&D 
Value 

羅庚辛/藍宇文
國立中央大學企業管理系所副教授/國立

中央大學企業管理系所研究生 

TC01 
運用大量時空資料建構公車預測

到站模式之研究 朱松偉/歐俊輝 清雲科技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TC02 
顧客資源與港口營運生產力之關

係：以高雄港為例  林晉寬/楊秀芳 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TC05 
行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對消費者

轉移意願之研究 

楊志文/伍秋燕/
呂佩芳/簡光華/
陳淑蘋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流通管理系助理教授/
國立台中技術學院流通管理系 

 
運輸與通訊

產業經營與

管理 
1 場次 

TC06 
航空公司轉運站競爭區位與路網

決策問題 楊大輝/蕭鴻群
嘉義大學運輸與物流工程研究所副教授/
嘉義大學運輸與物流工程研究所研究生

GM01 

A Double-Edged Sword? 
Exploring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enure 
Composition and Team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R practices 

紀乃文/林淑姬/
黃櫻美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博士班研究

生/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開
南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GM03 組織學習之探討 蔡雅芳/吳世望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醫務管理學系講師,國
立中正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山醫學大學醫務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團隊管理 

1 場次 

GM04 
團隊合作學習對廣告教學內容吸

收之研究 黃慧新/張詠惠
淡江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育達商

業技術學院企管所碩士班 

NM02 
以整合模式探討網路購物滿意度

及忠誠度之影響因素 林亭汝/孫嘉祈
國立交通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助理教授

/國立交通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博士生 

NM03 
如何運用Web2.0概念實踐關係行

銷之研究－以國會議員經營 Blog
部落格為例 

張宏源/吳佳芳/
莊雅婷 

世新大學傳播管理學系副教授/世新大學

傳播管理學系研究生 

NM04 
我國中小企業對應用軟體服務供

應商之服務品質及滿意度之實證

研究 
陳叡智/江雅雯

淡江大學會計系教授/淡江大學會計系研

究生 

NM05 
虛擬與實體通路間的決策：商品任

務模糊性觀點 駱少康/邱于平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易學系教授/中國文

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學生 

NM06 
網路動態階梯式定價模式下集購

價值之成因分析：消費者知覺取向

顧萱萱/邱顯傑/
張瀞云/任以筳

東吳大學國際貿易學系暨碩士班教授/東
吳大學國際貿易學系碩士班/僑光技術學

院管理研究所 

NM07 
網路動態階梯式訂價模式對消費

者集購意願之影響 
顧萱萱/徐誓濱/
林威霖 

東吳大學國際貿易學系暨碩士班教授/東
吳大學國際貿易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NM10 
電子郵件行銷與反垃圾郵件機制

之探討－以利害關係人觀點 
方文昌/陳產彣/
彭慧蕙 

國立台北大學商學院院長/國立台北大學

企業管理研究所研究生 

 
網路行銷 

1 場次 

NM11 
台灣電子商務之「價值階梯」：以

購物網站 PayEasy-康迅數位整合

公司為例 

方文昌/彭慧蕙/
王菁 

國立台北大學商學院院長/台北大學企業

管學理研究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