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場次 

場次 1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研討室（03C-1007） 時間：10:40~12:20 

主持人 曾美萍 教授 

S006 
定期航運聯盟合作策略之研究 

作者：陳亮蓉、丁士展 

S052 
大高雄地區不動產價量之研究 

作者：柏婉貞、李麗坤 

S053 
當今《金瓶梅》社會現象之研究-以行為經濟學分析 

作者：何宇明、呂育庭 

S055 
總體經濟對房價影響之研究-以台灣及韓國為例 

作者：柯伯昇、黃荷鈞 

S061 
電影《模犯生》及社會現象之研究-以行為經濟學分析 

作者：何宇明、陳品蓉 

S067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對我國不動產市場影響之分析 

作者：姚名鴻、賴姿容 

 

場次 2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研討室（03C-1008） 時間：10:40~12:20 

主持人 柏婉貞 教授 

S020 
油價與外匯市場關聯性之研究 

作者：柏婉貞、蔡玉鈴 

S021 
國際原油期貨價格與股票市場波動之研究 

作者：柏婉貞、梁菀玲 

S037 

探討持股比率、研究發展費用率、員工分紅對公司經營績效之影

響 

作者：汪青萍、蔡如玫 

S046 
臺灣上市上櫃公司財務危機模型之分析 

作者：汪青萍、謝青珆 

S056 
公司經營績效研究-公司治理層面分析 

作者：汪青萍、張芝琳 

S062 
脫歐期間對遠期匯率不偏性的影響 

作者：簡美瑟、史家緁 

S063 
以生命週期風險分析法為基礎建構保險規劃演算法 

作者：姜林杰祐、吳苡萱 

  



場次 3 地點：行政大樓 9 樓研討室（03C-0903） 時間：10:40~12:20 

主持人 蔡璧徽 教授 

S004 

應用 Wasserstein GAN 生成對抗網路於滾珠軸承不平衡數據之故

障診斷 

作者：蘇聖凱、呂明山 

S009 

基於自動編碼器的深度學習以健康指標預測滾珠軸承的剩餘使用

壽命 

作者：蔡維展、呂明山 

S014 
半導體製造公司產品間競合關係之研究 

作者：蔡璧徽、周志信 

S033 
結合機器學習方法及多目標演算法於雷射焊接製程參數最佳化 

作者：何庭宇、呂明山 

S035 
探討電動車產業發展對相關公司股價之影響－以台表科為例 

作者：魏文欽、林孟潔 

S036 

探討電動車產業環境及未來趨勢發展對股市變化之影響－以台達

電為例 

作者：魏文欽、呂姿穎 

 

場次 4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研討室（03A-0401） 時間：10:40~12:20 

主持人 李顯儀 教授 

S013 
上櫃公司的元月效應之研究 

作者：李顯儀、李佩恩、王文佐 

S038 
上櫃公司的年底作帳行情之研究 

作者：李顯儀、李佩恩、劉永心 

S047 
智慧型投資策略－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例 

作者：張嘉倩、陳禹育 

S048 
考量企業社會責任之投資組合績效－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例 

作者：張嘉倩、施品碩 

S051 
應用選擇權情緒指標建構台股指數期貨交易策略實證分析 

作者：程言信、何紫菱 

S080 
考量投資人情緖與天氣因素之避險績效—以台指週選擇權為例 

作者：張嘉倩、蔡志旻 

 

  



場次 5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研討室（03C-1007） 時間：13:30~15:10 

主持人 鄭燕芬 教授 

S012 
上市公司的元月效應之研究 

作者：李顯儀、李佩恩、洪琳雅 

S015 
上市公司的年底作帳行情之研究 

作者：李顯儀、李佩恩、唐有福 

S026 
美國股價指數、VIX指數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之關聯性 

作者：張嘉倩、蕭欣芩 

S034 
黃金是一個股市的安全避風港資產嗎？以10個國家股市資料為證 

作者：薛舜仁、呂書屏、曹耀鈞 

S042 
龍頭股與股價指數關聯性實證研究 

作者：程言信、謝旻倢 

S068 

使用盤中零股之服務品質、知覺價值、顧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

研究 

作者：張純萍、陳佳琪 

S074 
Mutual Fund Characteristics and Performance Persistence 

作者：林育秀、郭芳慈 

 

場次 6 地點：行政大樓 10 樓研討室（03C-1008） 時間：13:30~15:10 

主持人 黃佩文 教授 

S008 
轉換型領導風格、工作投入與執行力之關係研究 

作者：張四薰、李丞擇、蔡麗雪 

S065 
從公平理論觀點探討軍隊組織公平對待對工作士氣之影響 

作者：李啓誠、李亮君 

S066 
從雙因子理論探討國軍工作滿意之因素 

作者：李啓誠、李亮君 

S070 

誰說腹黑社畜不能幸福：暗黑人格、職業倦怠透過幸福感中介，社

會支持的調節效果 

作者：張元義、周秀蓉、黃佩文 

S075 
身心健康對大學生學習投入影響之研究－以社會支持為中介變項 

作者：柯姸菫、黃佩文 

S082 
部隊主官領導風格與組織認同感對人員幸福感之影響 

作者：彭致凱、朱國明 

S086 

STARA 知曉、就業力和可替代性對工作不安全感之影響—以知覺

組織支持為調節變數 

作者：林靜儀、李宜芳 



 

場次 7 地點：行政大樓 9 樓研討室（03A-0902） 時間：13:30~15:10 

主持人 胡琬珮 教授 

S011 

以認知愉悅感及涉入程度為中介變數探討從眾對購買意願之影—

以天然精油為例 

作者：張四薰、李采穎、林修賢 

S072 
學術科技創業與商業化關鍵因素之研究 

作者：曹立昀、謝如梅 

S087 
從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理財態度、行為意圖對消費決策過程之影響 

作者：蔡政宏、徐瑞珠 

S088 
靈商、心理資本、幸福感與生活質量管理關聯性之探討 

作者：蔡政宏、董惠中、謝亞璇 

S091 
業師協同教學於創意行銷方案規劃之行動研究 

作者：蔡智勇 

S096 
便利商店「隨買跨店取」效能分析之研究-以全家便利商店為例 

作者：周秀蓉、龔娟宜、陳靖潔 

 

場次 8 地點：行政大樓 9 樓研討室（03C-0903） 時間：13:30~15:10 

主持人 周秀蓉 教授 

S003 
廣播電台聽眾族群分析與研究：以台南市當地電台為例 

作者：蔡東龍、林育靚 

S041 
我國電子化函證發展現況之探討 

作者：姚名鴻、侯雅惠 

S058 

探討電商平台之消費者使用行為：從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系統成

功模式觀點 

作者：洪清文、蕭妤恩、王喜双、黃怡婷 

S060 

以 UTAUT2模型探討 LINE Bank行為意圖-以高雄市及台南市為

例 

作者：柯伯昇、鄭婷方 

S069 
行動裝置鑑識流程與工具研究 

作者：馬維銘、王國豪 

S071 
探討 COVID-19疫情對台灣電子商務產業之影響 

作者：柯伯昇、謝佳恩 

 

  



 

場次 9 地點：行政大樓 9 樓研討室（03C-0904） 時間：13:30~15:10 

主持人 蔡政宏 教授 

S028 

建構多媒體電子書平台、應用於小學生閱讀與理解能力之學習 

與評量－以屏東縣餉潭國小為例 

作者：林輝鐸、鍾碩沅 

S044 
多媒體之燒烤美食 3D動畫製作研究 

作者：林鳳美 

S049 
全聯福利中心數位轉型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作者：蕭大正、陳璋輝 

S050 
AR擴增實境醫護場域知識 APP製作與開發研究 

作者：馬維銘、鄭有均、江冠緯、李家泯、盧修銘 

S089 

從資源基礎、交易成本與創新商業模式分析企業轉型 

關鍵成功因素之個案研究 

作者：蔡政宏、沈宗穎 

S092 
印刷電路板經營模式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作者：蔡政宏、陳久楨 

 

場次 10 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研討室（03A-0401） 時間：13:30~15:10 

主持人 馬維銘 教授 

S022 
寶玉花生糖創業計畫與網站建置 

作者：林哲宏、周恩鋐、吳珮瑜、黃柏清 

S045 
友善農耕小農數位轉型農村電商生態系之研究 

作者：夏自立、陳巧芬 

S059 
AR擴增實境展示商店開發研究 

作者：馬維銘、呂立奇、林昱辰、孫擇偉、張恆豪 

S090 
傢飾軟裝創業商業模式及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作者：蔡政宏、葉震宥 

S094 
專業醫療機構服務藍圖與顧客旅程地圖建構之研究 

作者：蔡政宏、劉繼馨 

S095 
影響寵物用品製造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作者：蔡政宏、柯瓊雯、謝亞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