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科技部管理一學門成果發表會暨產業論壇 

& 

臺灣組織與管理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總議程表 
  



2018 科技部管理一學門成果發表會暨產業論壇 

& 

2018臺灣組織與管理學會年會暨研討會 

總議程表 

 舉辦日期：2018年 9月 14日(星期五) 09：30~ 17 : 20 

 舉辦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6樓元大講堂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主辦單位：科技部人文司、社團法人臺灣組織與管理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交通資訊：https://www.nccu.edu.tw/about/traffic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3x5JF7IRW0MkJqaE3 

本活動免費參加，報名者包含午餐。 

時間 上 午 場 次 

09：30 

┃ 

09：45 

報 到 

(地點：6樓元大講堂前) 

09：45 

┃ 

10：00 

開幕式 (地點：6樓元大講堂) 

主持人：譚丹琪教授  科技部管理一學門召集人 

周行一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  

蔡維奇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戚樹誠理事長  臺灣組織與管理學會 

10：00 

┃ 

10：50 

專題演講 (地點：6樓元大講堂) 

主持人：黃家齊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 

一個一直被拒發表的研究主題：為什麼我仍堅持了十年？ 

演講者：黃熾森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10：50 

┃ 

11：00 

休 息 

11：00 

┃ 

12：00 

與期刊主編有約 (地點：6樓元大講堂) 

主持人：林博文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黃熾森教授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總編輯 

劉念琪教授  組織與管理總編輯 

吳學良教授  管理學報領域主編 

12：00 

┃ 

13：10 

午 宴 (地點：6樓義育廳) 

12:00-12:20臺灣組織與管理學會 – 會員大會 (地點：6樓元大講堂) 

  12:20-13:10臺灣組織與管理學會 – 理監事會 (地點：8樓第二會議室) 



時間 
下 午 場 次 

管理一學門 TAoM論文發表 

13：10 

┃ 

14：20 

策略與國企領域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陳厚銘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地點：6樓炎成創新廳 

(一) 配適與高績敦工作系統 

主持人：莊智薰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地點：7樓 712室 

與談人：(按姓氏筆畫排列) 

陳宥杉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彭玉樹  國立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彭朱如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賴蓉禾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 

 

 

 

1. 施展防護罩，我就能專心工作，而且做得更

好：探討工作認同感、工作疆界強化與工作

績效的關係，以個人與主管適配為調節變項 

陳宇軒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2. 個人-工作適配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高績效工

作系統為干擾變數 

楊國志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系 

陳椽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碩士學位 

        學程 

孫紹恩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碩士學位 

        學程 

許建彬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黃良志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3. 公務機關組織認定內涵與量表初步信效度發

展 

李嘉慧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黃瓊億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黃敏萍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4. 相對領導者與部屬關係、組織正義和員工績

效間的關係：高績效工作系統的調節角色 

呂思齊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黃良志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林鉦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許昌隆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陳建丞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 

地點：6樓元大人文廳 

與談人： (按姓氏筆畫排列)  

邱雅萍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怡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系（所）  

陳淑媛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張譯尹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醫務管理領域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盧瑞芬 

(長庚大學管理學院醫管系暨企研所) 

地點：6樓寶來科技廳 

(二) 領導 

主持人：黃良志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地點：7樓 713室 

與談人：(按姓氏筆畫排列) 

陳俊志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陳啟禎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陳楚杰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 

        業管理系(所) 

梁立霖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 負向差序對待與部屬效能：親信部屬的調節

效果 

廖婉穎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黃敏萍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黃瓊億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2. 創新靈性領導行為研究--以個人靈性為中介

變項 

吳炯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 

陳沁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 

劉韻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 

3. 過猶不及：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曲線

關係 

樊學良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4. 探索混合式專案管理之轉型領導：以 PMBOK

之中文化為例 

周龍鴻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李慶芳  實踐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林豪傑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三) 科技管理 

主持人：黃銘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際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 

地點：7樓 714室 

1. 影響線上平台交易的隱私與安全性：以淘寶

網平台消費者為調查對象 

林立偉  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信息分院電 

        子商務系 

許永濬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數位資 

        訊部 

曾海滄  臺灣知識技術交流協會理事長 

2. 探究「遊戲化共創模式」的本質：以統一發

票制度為例 

鐘志明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楊敏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企 

        業管理組) 

李慶芳  實踐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3.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IRS) 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Financial Industry - Examining the Technology 

- Task Fit and Primacy Effect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Min-Hung Che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ing-Jung Yeh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應用 Kano 模式分析高職學生選擇技專校院

關鍵因素 

吳泓怡  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程貳隆  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苔青  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4：20 

┃ 

14：30 

   休     息 

 

 

 

 

 

 

 

 



 

14：30 

┃ 

15：40 

管理一學 TAoM論文發表 

創新與科管領域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劉顯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地點：6樓炎成創新廳 

(四) 人力管理 

主持人：劉念琪 

(中央大學人資所) 

地點：7樓 712室 

與談人：(按姓氏筆畫排列) 

何秀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 

李傳楷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吳清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 

劉佳玲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1. 自動化人力資源排程系統以偵查勤務警員為

例 

郭松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呂志豪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王靖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2. 外籍移工管理與仲介和雇主公司的關係：菲

律賓籍移工之觀點 

吳至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 

        士班國企組 

陳沁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3. 從招募觀點探討組織勞動力多元化之訊號效

果 

黃櫻美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謝宏杰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4. 由勞動力彈性觀點探討「一例一休」政策下

企業之因應 

林鈺欽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劉念琪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組織行為與理論領域研究成果發表 

主持人：胡昌亞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 

地點：6樓元大人文廳 

(五) 策略與國際企業 

主持人：林舒柔 

(臺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地點：7樓 713室 

與談人：(按姓氏筆畫排列) 

施欣宜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高國揚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所）  

劉娜婷 銘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魏郁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所） 

1. 企業升級與轉型之併購策略與管理–以動態

能力觀之 

王金來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班 

        產業組 

黃國峯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于卓民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2. 合作、競爭氣候與顧客賦權對服務創造力之

影響 

李庭閣  國防大學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李培勛  國防大學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3. 敵人或是朋友？能源轉型過程的新舊行動者

協作關係分析 

蔡依倫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 

4. 影響製造業中國大陸子公司企業永續及社會

責任作為因素之研究 

翁浩邁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六) 創新與創業 

主持人：林豪傑 

(中山大學企管系) 

地點：7樓 714室 

1. 綠色創新擴散機制之初探：以農社會企業為

例 

黃朝欽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阮 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 會計師事務所對家族傳承的影響：制度興業

的觀點 

盧逸君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 

鍾喜梅  義守大學企業管理系 

區玉輝  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 

郭宗銘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 學生如何成為創業家？創業競賽與實踐教育

中的自主性形成 

蔡依倫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 

謝如梅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 

        士學位學程 

15：40 

┃ 

16：00 

茶   敘  

(地點：6樓義育廳) 

16：00 

┃ 

17：20 

綜合座談 (地點：6樓元大講堂) 

主持人：譚丹琪  科技部管理一學門召集人 

瞭解學術黑期刊：辨識與對策 

彭台光 義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申請簡介 

譚丹琪 科技部管理一學門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與執行經驗分享 

與談人：(按姓氏筆畫排列) 

林豪傑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楊國彬 國立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鍾喜梅 義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嚴玉華 台南市立醫院院長室 

17：20 賦   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