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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永續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8年 4月 21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東海大學音美館演奏廳及管理學院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8:30 ~ 09:00 貴賓報到 

09:00 ~ 09:20 開幕典禮 

主席致詞：林修葳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貴賓致詞：詹家昌 (東海大學副校長) 

李軼南 (東南藝術學院副院長) 

江振瑋 (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專門委員) 

09:20 ~ 09:50 專題演講（一） 

主  題：當機器人學會理財-Fintech時代的新信任關係 

主講人：黃崇哲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09:50 ~ 10:20 專題演講（二） 

主  題：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 

主講人：吳中書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10:20 ~ 10:40 休息及茶敘 

10:40 ~ 12:00 專題座談：金融科技與財富管理 

主持人：薛  琦 (世新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 

與談人：王凱立 (東海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吳均龐 (德意志銀行前台灣區總經理) 

  翁禮祺 (鉅資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志彥 (阿爾發金融科技總經理) 

  劉宗聖 (元大投信總經理) 

  魏寶生 (凱基銀行董事長)                         (依姓名筆劃順序) 

12:00 ~ 14:00 午餐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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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次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4:00 ~ 15:20 特別專題 

主持人：高恵娟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 

講  題：理財規劃顧問認證制度、專業及價值 

陳敏宏 (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祕書長) 

講  題：財報分析 

  吳盛富 (CFP聯誼會會長) 

 

(M243專業教室) 

14:00~15:40 論文場次 A：財會領域 

 

主持人：莊千慧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探討影響房價之因素-以台中三區為例 

發表人：姜自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吳昕穎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研究生) 

評論人：張育仁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應用資料包絡分析選擇股票投資標的之研究-以上市電子零組件公司為例 

發表人：姜自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李佳鴻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張育仁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Revealing the Trends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Research 

發表人：Roni Padliansyah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林昱成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會計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莊千慧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Market Risk of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Market Based on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Model 

發表人：王若愚 (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阮坤輝 (逢甲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莊千慧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國際化、家族企業傳承與績效表現 

發表人：周亞妍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秀鳳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M240 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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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4:00~16:00 論文場次 B：國際經營與貿易領域 

 

主持人：吳立偉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兼主任) 

 

論  文：第三方認證對於線上購買意願的影響：以台灣為例 

發表人：尹咏雅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陳彥儒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張國雄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論  文：服務場景對顧客滿意度之影響—以台灣地區星巴克為例 

發表人：吳立偉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陳禹彤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張國雄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論  文：新南向佈局、就業效果與勞方所得之攸關性研究 

發表人：林灼榮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謝俊魁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副教授) 

 李牧衡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張國雄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論  文：A Study on Customer Participation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Financial 

Services 

發表人：吳立偉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石梵生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唐運佳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負面品牌體驗對品牌行為之影響-負面自我意識情緒與關係品質之中介影響 

發表人：張國雄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曾鈺婷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唐運佳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加盟主品牌心理所有權的前置因素與效果 

發表人：張國雄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林芸平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唐運佳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M375 EMBA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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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4:00~15:40 論文場次 C：企管領域 

 

主持人：金必煌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論  文：我的人生路—以MBTI輔助大學學群之選擇 

發表人：洪宜慧、曾依達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教師) 

        刑映綸、林昱慈、粱沛淳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學生) 

評論人：金必煌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論  文：「耕田？踏浪？」—芳苑村海牛觀光滿意度之探討 

發表人：許家芳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教師) 

        廖子萱、蔡芷琦、賴彥均 (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學生) 

評論人：金必煌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論  文：倫理領導、組織認同和建言行為間關係之研究－以 H公司為例 

發表人：翁良杰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黃正秋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蔡如淯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謝佩珊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知覺主管神經質、情緒耗竭及建言行為間關係之研究-以 H公司為例 

發表人：翁良杰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黃正秋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蔡培瑀 (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謝佩珊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nalysing Social Media Functionalities Applied to  

        Hilton Hotel 

發表人：Dr. Sebastiano Mereu (Edinburgh Business School, Heriot-Watt University,  

        Edinburgh) 

        Dr. Yi Ming Lee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 Yun Lin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評論人：謝佩珊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M479 企管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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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4:30 ~ 15:30 論文場次 D：綜合管理領域 

 

主持人：王凱立 (東海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論  文：工作權交易模型之研究 

發表人：許恩得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林錦誠 (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評論人：楊溥泰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流動床乾燥機的藥品乾燥製程參數研究 

發表人：楊溥泰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李謀貫 (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評論人：王凱立 (東海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論  文：台灣食品產業外銷東南亞穆斯林市場策略之研究-以馬來西亞市場為例 

發表人：黃開義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王凱立 (東海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張雅婷 (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評論人：楊溥泰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M364 EMBA教室) 

14:00~15:40 論文場次 E：資訊管理領域 

 

主持人：蕭宗志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論  文：賣場為主題之創新服務設計-以家樂福青海店為例 

發表人：吳金山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余心淳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林俊昭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吳岳穎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張復榮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玩家對線上遊戲虛擬寶物購買之因素探討 

發表人：吳金山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余心淳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林耕希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顧子歆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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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論  文：休閒需求、網路使用行為對幸福感影響之研究－以東海大學為例 

發表人：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余心淳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黃映瑋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鄭建達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蕭宗志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論  文：駕駛違規與肇事因素之關聯分析 

發表人：姜自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張復榮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研究生) 

評論人：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以手機成癮探討大學生對學習意圖及學習行為之影響 

發表人：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吳岳穎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李佳鴻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蕭宗志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M242 專業教室) 

14:00~15:20 論文場次 F：統計領域 

 

主持人：沈葆聖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論  文：Bayesian Multivariate Linear Mixed Models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Main 

Factor Levels 

發表人：蘇俊隆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沈葆聖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論  文：A Generalized Measure of Uncertainty in Geostatistical Model Selection 

發表人：陳春樹 (彰化師範大學統計資訊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沈葆聖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授) 

 

(M146 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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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13:30~15:35 論文場次 G：經濟領域 I 

 

主持人：陳文典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論  文：一例一休法案對台灣觀光產業績效之影響分析 

發表人：賀惠玲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吳庭維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姚名鴻 (高雄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論  文：匯率、貿易與資本流動關聯性分析  

發表人：陳文典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宋怡真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姚名鴻 (高雄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論  文：勞動生產力、失業率、職位空缺率對薪資影響之分析 

發表人：陳文典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劉立汶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姚名鴻 (高雄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論  文：利率平價理論存在之真實性 

發表人：陳文典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余姵萱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姚名鴻 (高雄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M332 財金系教室) 

13:30~15:35 論文場次 H：經濟領域 II 

 

主持人：王翊全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國外觀光客對匯率目標區之效果 

發表人：胡士文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范瑋庭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廖培賢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論  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對房價影響之初探-以台北市為例 

發表人：林佳慧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李瑋馨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郭祐誠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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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論  文：銀行放款、道德風險與經營績效之研究-縱橫門檻迴歸模型應用 

發表人：王翊全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紀亞潔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林佳慧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論  文：Human Capital, Wag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發表人：朱  巡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姚澍楠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陳平河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政治大學經濟所博士) 

 

論  文：符號限制下結構式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的預測：以台灣為例 

發表人：秦國軒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林彥汝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王翊全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M333 財金系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