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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張元杰、洪國睿 

 如何改善創新生態系統風險以實現循環經濟？ 以 F 聚酯寶特瓶公司為例 

  

1-2 胡宜中、曹淑茹、張雲婷 

 影響電動汽車購買意願之多準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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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設計思考迭代健康建築標準之研究 

  

1-4 王政憲、許牧彥、柯玉佳 

 永續轉型歷程中創新類型與社會科技體制的互動與變遷：以丹麥能源轉型

與風機產業為例 

  

1-5 林紀晴、李昕潔 

 台灣與英國之能源效率投資之比較與分析 

  
 

 
2-1 謝志宏、契契娜 

 以模糊 NeXT 法進行新產品開發：以次世代戰機為例 

  

2-2 李文馨 

 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績效：以台灣企業創新調查為例 

  

2-3 蔡林彤飛、江佩珊、陳明惠 

 研發組織、技術能力與創新績效:研發寬裕的調節角色 

  

2-4 林良陽、董文義 

 從類比黑膠唱片重新復甦現象，反思數位創新的發展 ：以創新的用途理論觀點 

  

Session 1 : 綠色科技與環境永續 

Session 2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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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數位轉型能力的形成：以資訊技術能力及顧問服務為前置因素 

  

3-2 黃佳寗、戴志言 

 數位轉型之客戶資訊整合：以華碩電腦集團永續暨綠色品質管理部門為例 

  

3-3 張雅婷、陳銘崑、歐宜佩 

 企業數位轉型實踐之路：以歐權科技及安口機械為例 

  

  
 

 

 
4-1 黃雅若、林士平、江昀庭 

 以 SNA-NRM 模式建構電動機車共享服務發展之改善策略 

  

4-2 張哲維、洪秀婉、張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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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陳哲斌 

 附條件憑證：供應鏈金融的新模式 

  

4-4 張元杰、霍定文、洪匡毅 

 金門民宿之顧客旅程、共創與滿意度：階層分析法之研究 

  

4-5 林鈺婷、蕭詠璋 

 平台雙元性策略是否是好策略-資源基礎與核心能耐觀點 

  

4-6 張元杰、紀慧如、丁健剛 

 記憶重遊：金門老兵召集令之體驗行銷與服務品質 

  
 

  

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一) 

Session 3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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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公司與科技金融公司的產業價值鏈共生模式 

  

5-5 曾芳美、梁晴雯 

 企業區塊鏈技術採用與經營績效：美國與中國的比較 

  
 

 

 
6-1 林士平、陳冠宇、鄭弘毅 

 應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大學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影響大學生創業警覺性之因素重要性 

  

6-2 余蘋、吳清炎 

 自媒體如何成為意見領袖? 以知識型自媒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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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服務品質與網路信任對網路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6-4 蕭羽仙、何秀青 

 探討創業研究趨勢之比較性研究：引證關係 vs.字詞分析 

  

 

  

Session 5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三) 

(一) 

Session 6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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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Chechena Kuular、謝志宏 

 品質機能展開 50 年來的主題與應用：以主路徑 Branch 分析及 VOSviewer 為例 

  

7-2 郭庭伃、何秀青 

 以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技術探討全球化下的大學發展策略 

  

7-3 李昊餘、陳坤成、陳詩欣、 

 智慧科技研發應用之學術研究商業化分析 

  

7-4 蔣碧海、沈宗奇、王俊賢 

 使用者經驗對其價值之研究：以天文望遠鏡為例 

  

7-5 胡凱焜、鄭文銘 

 傳統牙醫材產業轉型數位牙醫生態系初探 

  
 

 
8-1 黃佳寗 

 下世代的能源基載？－海洋能的永續與風險 

  

8-2 陳泓元、賴建宏、黃精豪、陳彥廷 

 數位科技傳播進入傳統小鎮之社會矛盾與發展衝突: 以區域發展觀點探討

苗栗白沙屯發展與哀愁 

  

8-3 王偉哲 

 政府資訊服務集中化：法制政策研究 

  

8-4 劉家妤、何秀青 

 銀髮產業的創新機會:學術焦點演化的分析觀點 

  

 

  

Session 7 : 產業創新與產學合作  

Session 8 : 新興科技中的永續性挑戰暨科技永續之人文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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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佳作 

A-1 黃振皓 

 制定興業 IT 能動性：金融科技產業之多重個案 

碩士 優等 

A-2 劉映辰 

 如何推動成功的大學創業？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創業教育生態系為例 

A-3 黃聖軒 

 科技或人本?數位健康照護服務創新模式之發展與驗證:服務設計取向 

A-4 蔡依庭 

 分析知識來源多樣性對藥物商品化之影響 

碩士 佳作 

A-5 吳嘉文 

 藥品行銷關鍵成功因素 

A-6 李琳斯 

 企業科技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 

A-7 鄭苡晴 

 基於 SRA-NRM 模式探討研發導向之科學園區發展策略 

A-8 陳冠宇 

 應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大學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影響大學生創業警覺性之因素重要性 

A-9 陳盈安 

 合作研發模式如何影響技術標準設定  

 

 
9-1 陳宗佑、陳詩欣、李昊餘、高安辰、陳惇凱、高啟明 

 新興智慧科技商業化與產業轉型: 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之實證研究 

  

9-2 林雅慧、陳志遠 

 血管支架之專利訴訟趨勢分析：聚焦美國專利訴訟發展 

  

9-3 周蘊慈、蔣采妮、蘇信寧 

 軍事技術發展之研發特徵分析 

  

9-4 謝佩珊、何承涵 

 社交性廣告的價值與侵擾 ：以社會交換理論之觀點 

  

9-5 黃上豪、顏于翔 

 新冠肺炎疫情下共享電動機車再使用意願暨行為之研究：保護動機理論之觀點 

  

 

  

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Session 9 :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財產暨創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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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王子騫、李文清 

 以資料探勘法建構 C2M 產品服務模式：以食品製造業為例 

  

10-2 王健航、陳冠伶、吳育憲 

 創新始終來自於客戶:金融科技浪潮的創新與知識管理 

  

10-3 張元杰、蔡林彤飛、李文馨 

 產品-市場策略下的開放式創新運作：跨組織開發流程與產品新穎性 

  

10-4 謝焸君、黃婉茹 

 實現顧客設計體驗之智慧生產整合系統 

  

10-5 曹瓊文、林懿貞、羅宇捷 

 智慧製造對勞動力職能需求影響之初探 

  

 

 
11-1 田鈺彤、何秀青 

 數位科技於教育領域研究之主脈與應用潛能 

  

11-2 葉耕榕、莊卉芃 

 探討社群媒體環境中之社交有用性建構 

  

11-3 張雅婷、陳銘崑、陳佳珍 

 針對企業與客戶需求進行數位轉型：以海陸家赫為例 

  

11-4 陳鴻基、張伊婷、林家瑄 

 台中中小型製造業數位轉型現況調查 

  

 

  

Session 10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二)  

Session 11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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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林良陽、陳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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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規動態：新加坡樟宜機場的服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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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2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二) 

Session 13 : 組織永續之領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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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 

B-13 林龍山海、陳正和 

 LINE 官方帳號在道教宮廟運用之研究—以南投市○宮為例 

B-14 翁嘉如、林良陽 

 小型陶瓷藝術創業家之資源重組轉換研究-隨創觀點 

B-15 曹蕙讌、洪秀婉 

 從社會資本觀點探討知識外溢與組織同形-以孵化器為例 

B-16 莊宛真、翁慈青 

 智慧工廠對傳統產業經營策略影響之研究：以研華、凌華科技為例 

B-17 陳名榆、盧希鵬、羅天一 

 卡片支付轉移至電子支付之使用意向研究－以「悠遊卡」與「悠遊付」為例 

B-18 楊采縈、林欣美 

 以能力槓桿觀點分析醫療器材供應產業之微型企業 

B-19 董文義、林良陽 

 從類比黑膠唱片重新復甦現象，反思數位創新的發展—以創新的用途理論觀點 

B-20 劉順利、林欣美 

 高中教科書經營策略 

 

  

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佳作 



                      

                              

 

 
 

 

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四） 

時間 地點 程  序 

CSMOT 2021 網站 

10:00~15:00 捷安特、台積電 貴賓企業參訪 

15:30 ~ 18:00 台中福華飯店 501 會議室 

院士論壇 

主持人: 史欽泰/ 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引言人: 黃宇翔/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蘇孟宗/ 工業技術研究院副總暨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所長 

18:30 ~ 21:00 台中福華飯店 3M 貴賓廳 院士、理監事與貴賓晚宴 

民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 地點 程  序 

09:00 ~ 09:20 

東海大學 

音美館演奏廳 

報到 

09:20 ~ 09:40 開幕典禮 

09:40 ~ 10:30 

Josef Hynek Ph.D/ děkan Fakulty informatiky a management Univerzity Hradec Krá (影片分享) 

專題演講: 電腦與我— ICT 科技創新。推動企業智慧轉型 

演講人: 林百里/ 廣達創辦人暨總裁 

10:30 ~ 12:00 大會活動/ 頒獎/ 授證/ 會務報告 

12:00 ~ 13:0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M156 午餐交流 

13:00 ~ 14:1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M201 中型會議廳 

創新論壇: 超前布局疫情後數位轉型論壇/ 全球化供應鏈危機管理與未來趨勢；數位轉型打造後疫情企業競爭力 

主持人: 陳鴻基/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與談人: 杜書伍/ 聯強集團總裁       劉鏡清/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暨聯盟事業副執行長   許文治/ 台中精機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14:10 ~ 15:4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論文發表(一) 

Session 1 Session 2 Session 3 Session 4 Session 5 Session 6 Session 7 Session 8 Session A 

綠色科技與    

環境永續 

創新研發管理與

策略暨智慧生產

與作業創新(一) 

數位化、 

數位優化、 

數位轉型 (一) 

商業模式與     

服務創新暨     

智慧科技服務與

營運策略(一) 

商業模式與 

服務創新暨 

智慧科技服務與

營運策略(三) 

創新創業與新事

業發展暨 

資訊服務創新與

數位轉型(一) 

產業創新與     

產學合作 

新興科技中的永

續性挑戰暨科技

永續之人文與社

會責任 

博碩士論文獎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M201 

2030 年青年人生活情境競賽  

吳思華/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M242 

Sustainability & Engineering Education  

Kobi Inbar, Ph.D/The Jerusalem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srael. 

林財富/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暨環境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15:40 ~ 16:0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海報論文發表與交誼茶敘 

16:00 ~ 17:3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論文發表(二) 

Session 9 Session 10 Session 11 Session 12 Session 13 Session 14 Session 15 Session 16 Session B 

智慧生活科

技、智慧財產

暨創新管理 

創新研發管理與

策略暨智慧生產

與作業創新(二) 

數位化、 

數位優化、 

數位轉型 (二) 

商業模式與 

服務創新暨 

智慧科技服務與

營運策略(二) 

組織永續之    

領導與管理 

創新創業與新事

業發展暨 

資訊服務創新與

數位轉型(二) 

智慧金融與     

財務智能 

科技政策與 

前瞻預測暨 

團結經濟 

EMBA 論文獎 

18:00 ~ 20:30 台中福華飯店 晚宴  頒獎：EMBA 論文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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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次 教室 主持人 評論人 

14:10 ~ 15:40 Session 1 M107 黃延聰 教授 鄭菲菲 教授 

Session 2 M108 周忠信 教授 胡凱焜 教授 

Session 3 M109 曾俊堯 教授 金必煌 教授 

Session 4 M115 董和昇 教授 吳金山 教授 

Session 5 M116 洪秀婉 教授 賴榮裕 教授 

Session 6 M117 吳立偉 教授 蔡家安 教授 

Session 7 M119 張元杰 教授 蘇信寧 教授 

Session 8 M120 牛惠之 教授 陳國樑 教授 

Session A M145 龍仕璋 教授 陸大榮 教授 

16:00 ~ 17:30 

Session 9 M107 鄭菲菲 教授 胡凱焜 教授 

Session 10 M108 陸大榮 教授 蔡家安 教授 

Session 11 M109 謝志宏 教授 謝英哲 教授 

Session 12 M115 黃仕斌 教授 謝佩珊 教授 

Session 13 M116 牛惠之 教授 曾繁娟 教授 

Session 14 M117 鄭至甫 教授 唐運佳 教授 

Session 15 M119 陳明惠 教授 徐士傑 教授 

Session 16 M120 張元杰 教授 蘇信寧 教授 

Session B M145 吳金山 教授 張國雄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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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1 

如何改善創新生態系統風險以實現循環經濟？ 

以 F 聚酯寶特瓶公司為例 

How to Improve Innovation Ecosystem Risk to Achieve Circular Economy? 

The Case of F PET Bottle Company 

 

張元杰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洪國睿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隨著全球化普及，工業的氾濫對於生態、社會和經濟造成壓力，必須採取永續製造、

資源管理的方式以建立新的經濟模式。本研究目的在於，為欲跨足循環經濟的產業提供

風險改善方式，以實現創新生態系統。透過單一個案分析法，選擇發展循環經濟有成的 

F 聚酯寶特瓶公司進行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發展循環經濟創新生態系的三階段中，

初始風險、互補風險、整合風險需不斷克服，第一階段萌芽期，三大風險均高；第二階

段成長期，初始風險高、互補與整合風險均中；第三階段完善期。本研究結論，在不同

階段所面臨的風險會相異，風險會影響下階段發展，在發展循環經濟時，政府、環保團

體與領導者為改善風險的關鍵角色，藉由四者的影響力幫助產業走向循環經濟。 

 

關鍵字：循環經濟、創新生態系統、風險改善、聚酯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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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2 

 

影響電動汽車購買意願之多準則評估 

Evaluation of Multiple Criteria Affecting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胡宜中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曹淑茹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雲婷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全球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日益升高，為了緩解能源耗竭與降低環境汙染，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巴黎協定」，各國亦相繼提出禁售燃油汽車政策與年限，以歐美國家領先

提出獎勵購置為推動發展，反觀臺灣電動汽車產業自主品牌在推動上仍需努力。為留住

消費者並提升購買意願，掌握消費者的偏好資訊是汽車製造業努力追求的目標，因此本

研究由臺灣自主品牌的角度出發，分析影響消費者對電動汽車購買意願之關鍵因素，協

助業者瞭解消費者偏好並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以提升消費者對自主品牌電動汽車之購

買意願，研究透過德爾菲法建立適用之研究架構，方法運用決策實驗室法進行資料分析，

其研究結果顯示關鍵準則為售價(C2)、電池效能與週期(A3)、品質穩定可靠性(C3)，由

因果圖分析源頭為電池效能與週期(A3)，D−R 為 0.51 正值最大值，且影響其他關鍵準

則，做為源頭向其他關鍵準則發展管理方案有其合理性。 

 

關鍵字：電動汽車、購買意願、德爾菲法、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重要度與績效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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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3 

 

探討設計思考迭代健康建築標準之研究 

Exploring Iteration for Design Thinking and the WELL Building Standard 

 

謝焸君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藍立泓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摘    要 

 

2008 年由 IDEO 執行長 Tim Brown 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為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定義為：「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

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就設計思考本體而言，其對「設計」進行「思考」具有五

個步驟：同理心與實地觀察(Empathize)→定義需求(Define)→創意動腦(Ideate)→製作原

型(Prototype)→實際測試(Test)，經此反覆迭入步驟，可以有效達到貼近使用者需求的設

計品質。然而，就以人為居的「建築」設計思考定義，似乎 IDEO 無從著墨於此；美國

WELL 建築協會(IWBI)，繼綠建築(Green Building)之後，專門為全球建築產業進行設計

思考時，導入健康建築標準(WELL 健康建築標準)建立十項標準，帶來另一種嶄新的視

域。本研究基於為建築設計思考迭代健康建築標準作為研究動機與目的；採以質性研究，

首先，回顧設計思考理論觀點，探討設計思考關鍵原則與步驟；再者，分析 WELL 健康

建築標準：空氣(Air)、水(Water)、營養(Nourishment)、光(Light)、運動(Movement)、熱

舒適(Thermal Comfort)、聲環境(Sound)、材料(Materials)、精神(Mind)與社區(Community)

各項標準。然後，從中以思考脈絡進行對話，最後，為建築在進行設計思考時提出健康

標準研究新見解，作為本研究之貢獻。 

 

關鍵字：設計思考、WELL 健康建築標準、空氣、水、營養、光、運動、熱舒適、聲環

境、材料、精神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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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4 

 

永續轉型歷程中創新類型與社會科技體制的互動與變遷： 

以丹麥能源轉型與風機產業為例 

The Interactions and Changes of Innovation Types and Socio-technical Regime i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the Danish Energy Transition and 

Wind Turbine Industry 

 

王政憲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許牧彥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柯玉佳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產業在永續轉型中如何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競爭力？這是「波特假說」的探討核心。

但其中最關鍵的強版本論述，目前仍缺乏一致的實證結果。不同科技創新對經濟競爭力

的影響存在差異，本研究的貢獻為提出「創新類型」的概念，並將其與政策類型進行對

應。我們以丹麥 1972-2019 年的能源轉型和風電產業發展為例，釐清永續轉型的過程中，

何種創新類型能讓產業維持經濟競爭力，並探討創新政策如何提供支持。本研究得到的

結果下：首先，社會科技體制傾向以逐步調整的方式進行轉型。其次，針對價值網絡中

特定環節進行逐步調整是造就產業在轉型後仍能保有競爭力的關鍵。最後，政府所提供

的科技推力與需求拉力政策也須因創新類型而有所差別。 

 

關鍵字：波特假說、永續轉型、創新類型、社會科技體制、創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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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5 

台灣與英國之能源效率投資之比較與分析 

Energy Efficient Investments: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林紀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李昕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受全球氣候變遷、經濟成長、社會變遷等因素，「能源該如何有效運用？」、「能源政

策該如何制訂？」為目前國際的焦點探討議題。自巴黎協定簽署後，世界各國致力於降

低碳排放量、開發新再生能源、改變能源結構等。針對此協定，我過亦提出能源轉型政

策、再生能源政策等，除試圖解決氣候變遷問題，更為降低能源進口量努 力；我國自 

1973 年始有能源相關政策，然，隨著時代演進，產業變遷、人民生活型態改變等，我國

政府需因應不同情勢制定出最佳化的政策。因此，本研究透過回顧與比較從過往至今日

我國與再生能源先驅—英國的能源結構、能源消費等指標，進而找出兩者相似、相異之

處以做我國未來政策制定之借鑑。 

 

關鍵字：能源效率投資、節能、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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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一)2-1 

 

以模糊 NeXT 法進行新產品開發：以次世代戰機為例 

Conduct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with Fuzzy Next Method:  

A Next Generation Fighter Case 

 

謝志宏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契契娜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摘     要 

 

近年來產品創新相關研究越來越多，已成為學界及實務界的熱門課題。但是，如何

衡量產品創新缺口，至今文獻仍少，有待更多研究。本研究根據小林慎一所提出的 NeXT

法，並結合模糊理論，提出一個可以衡量衡量技術與市場供、需缺口的方法，並以「次

世代戰機」為例，說明新方法之實用性。本研究將透過專家小組，分析出主要供需之間

的對立點，並透過專家會議找出消除對立點所需要的解決方案，據以規劃次世代戰機之

基本設計態樣。研究發現：隱形技術、整合航電系統、協同作戰、大推力引擎等，為次

世代戰機設計的要項，符合一般認知。本方法係為 MRI 預測法之衍生方法，除了可用於

新產品開發之外，亦有可能運用於前瞻研究，以挖掘更多解決痛點的新產品構想。 

 

關鍵字：技術預測、新產品開發、MRI 法、NeXT (Needs based on Conflicts between 

Trends)法、模糊理論、對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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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一)2-2 

開放式創新與企業績效：以台灣企業創新調查為例 

Ope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s from Taiwan Innovation Survey 

 

李文馨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係採用 TIS3 所搜集之資料進行變數編譯，並出五大構面，分別為外部研發、

內部研發、研發合作、技術創新意圖及產品新穎性等，比較由內而外（Inside-out）及由

外而內（Outside-in）的研發模式等兩種開放式創新模式，並利用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以多元迴歸分析為基礎，檢驗模型是否存在中介及干擾中介效果。本研究認為

在開放式創新的架構下，外部知識對於企業用於提升產品新穎性正向的影響性，而透過

外部知識並非自身所產，礙於知識複雜性仍企業進一步吸收後才可真正落實開放式創新

的意涵；同時，當企業持續投入內部研發時，可能會導致創新的僵固，導致內部研發並

沒辦法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發揮原有的效益。 

 

關鍵字：開放式創新、研發投入程度、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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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一)2-3 

研發組織、技術能力與創新績效:研發寬裕的調節角色 

R&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derating Role of R&D Slack 

 

蔡林彤飛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江佩珊  

國立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明惠  

國立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不同研發寬裕程度下研發組織設計和技術能力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本

研究以天下雜誌五百大製造業選 82 家上市企業，從 2006-2018 公司年報分析，技術能

力從臺灣專利申請的技術分類衡量。結果表明，當公司研發寬裕程度較高，採任一架構

皆會重於技術開發能力。然而，在研發寬裕程度較低，分散或混合結構會利於發展探索

能力。結果還表明兩種技術能力對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本文從資源基礎理論與組織設

計的討論，提出一分析架構探討製造業研發組織設計之運作，我們證實資源投入與組織

架構對於組織能力發展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建議管理者依照企業所需要的技術能力

採用不同的組織架構，須注意資源分配與利用率，以達到最佳的寬裕水平，實現預期目

標。 

 

關鍵詞:研發架構、技術能力、創新績效、研發寬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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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一)2-4 

從類比黑膠唱片重新復甦現象，反思數位創新的發展 

：以創新的用途理論觀點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novation from the Resurgence of Analog 

Vinyl Records：Applying the Theory of Jobs to Be Done 

 

林良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董文義 

文義(橡膠)實業有限公司 

 

摘    要 

 

黑膠唱片在歐美的銷售金額，可望於 2019 年第四季超越 CD 音樂光碟。黑膠唱片

與 CD 音樂光碟是類比與數位分類的兩大載體，銷售金額的變化，為數位科技提供創新

省思例子。本研究以 Christensen et al. (2017)提出創新的用途理論觀點，從消費者觀點觀

察黑膠唱片消費者功能面、情感面與社會面的滿足，探討有何數位創新未能發現的洞見。

從黑膠唱片年輕消費族群訪談，透過體驗能提升消費者知覺價值。不便利的使用方式透

過各種感官，能提升對音樂的感知。因此，創新思考應保留、提升消費者感知經驗或能

力，增進消費者品評能力。滿足便利的創新，可能犧牲情感面的用途需求，是消費者不

易察覺甚至在創新者引領忽略而不自知。保留消費者不曾察覺的知覺價值，才能成為永

續的創新。 

 

關鍵詞：類比科技、黑膠唱片、創新的用途理論、消費者行為、(Q-V-B)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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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一) 3-1 

企業數位轉型能力的形成： 

以資訊技術能力及顧問服務為前置因素 

Building the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IT Capability and Consulting Service 

林家瑄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吳岳穎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     要 

許多企業開始應用數位科技，期望為企業帶來數位轉型的效益，然而企業在實施數

位轉型過程中，如何運用數位轉型內部及外部資源，形成企業數位轉型技術面與策略面

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探討。本研究透過小樣本前測問卷分析擬定個案訪談大綱，以資源基

礎理論之觀點，了解數位轉型資源以及數位轉型能力對企業數位轉型效益的影響。研究

結果指出，企業的資訊技術能力與數位轉型顧問服務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數位轉型所需的

數位科技應用能力，而數位策略規劃能力須有顧問服務的支援。企業應平等重視企業數

位轉型技術面與策略面的能力，以順利獲得數位轉型的效益。本研究之結果擴展資源基

礎理論於數位轉型情境中的應用，並提供企業實務上數位轉型之建議。 

 

關鍵字：數位轉型、外部服務提供者、顧問服務、數位轉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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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一) 3-2 

數位轉型之客戶資訊整合：以華碩電腦集團永續暨綠色 

品質管理部門為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stomer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ake well-known  

Technology A Companies as An Example 

 

黃佳寗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戴志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摘     要 

 

進展迅速的科技不僅深刻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促使生活習慣的改變，也成為企業

提升管理效率的良方之一。為讓公司營運與組織管理更有效率，各領域企業紛紛嘗試導

入數位轉型解決方案，科技公司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華碩電腦永續部門透過導入

數位轉型解決方案提升部門與旗下供應商的管理，也作為強化實踐永續企業社會責任的

媒介之一，從源頭實行綠色品質管理。目前雖僅是導入初期，卻也已有些微成效。從其

進行數位轉型的步調來看，大集團的數位轉型更需注意組織文化與營運策略的變化，從

單一部門做起，再根據實踐結果嘗試複製或擴及其他部門，由小至大，逐步推進整體集

團的數位轉型，作為完善集團永續發展策略的驅動力之一。 

 

關鍵字：數位轉型、客戶資訊整合、流程數位化、管理效率、永續供應鏈 

  



                                                                                        
  

                                   2021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 論文摘要集 

12 
 

Session 3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一) 3-3 

企業數位轉型實踐之路：以歐權科技及安口機械為例 

Lessons Learned for SM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Case studies from Anko Food 

Machine and AutoCam Company 

 

張雅婷 

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陳銘崑 

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歐宜佩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 

 

摘     要 

近年，數位轉型成為許多企業思考議題，特別在疫情亂世中，數位投資成為企業延

續營運之救命丸；然而，國際觀察認為，COVID-19 雖驅動數位轉型的加速，但也提高

企業之試點困境（pilot purgatory）比例，無法大規模於企業內實踐。需要有更高層次且

清晰的數位轉型策略，以便引導企業朝向光明道路。本文以歐權科技及安口機械的數位

轉型經驗進行研析，並以「為何轉」？「轉什麼」（轉到哪裡去）？「如何轉」？等角度

探討企業數位轉型實踐的思維及作法，以作為企業或政策制定之參考。 

 

關鍵字：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組織學習、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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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4-1 

以 SNA-NRM 模式建構電動機車共享服務發展之改善策略 

Establishing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Scooter Sharing 

 Service Based on the Modified SNA-NRM Approach  

 

黃雅若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林士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江昀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隨科技與環保意識進步，電動機車結合共享服務成為一種創新且受歡迎的解決方案。

過去文獻表明影響電動機車共享服務發展的關鍵要素很多，然尚未有研究對於廠商所供

之設施與服務要素通盤考量，以及針對使用者感知現況進行探討。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

歸納影響電動機車共享服務發展的四大要素，以建立一評量系統。透過滿意－需求度分

析法獲知使用者對營運現況之感知落差，以釐清適合四大要素的策略，並透過網路關係

圖確定各要素關聯性，最後從全體與不同目的之使用者角度提出共同最適發展路徑，以

全方位視角找到最佳且效率之策略發展建議。本研究結果期望為相關單位與廠商提供完

整的解決方案，提高使用者之使用率與滿意度，實現電動機車共享服務普及願景。 

 

關鍵字：電動機車、共享服務、SIA-NRM、DEMATEL、共同最適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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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4-2 

應用行動者網絡理論探討企業研發績效 :  

以生技醫藥產業為例 

Using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Discuss Enterprise R&D Performance:  

Taking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s an Example 

 

張哲維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洪秀婉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彥文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全球生物科技的研發得耗費龐大的時間與資金，在生物科技之中，尤以製藥是最需

要上下游網絡共同合作，所以本研究主要以生物科技產業中的製藥為研究標的，研究對

象選擇全球前 22 家生技產業，並根據先前學者分析構建了兩階段網絡模型，接著透過

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分別加入產學合作密度以及外部法人投資並進一步探討生物科技

兩階段效率。接著對全球前 22 家生技企業進行分析，得知其相關效率值並對此給予建

議。最後運用 BCG 矩陣可得知生技企業應藉由專利技術合作運用，補強在第一階段研

發的不足；另外，於第二階段應讓投資人多瞭解公司運作及研發項目，進而提高公司第

二階段相對價值。最後，對生技產業未來趨勢及研發策略提出相關之建議。 

 

關鍵字：行動者網絡、生技產業、效率分析、資料包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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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4-3 

附條件憑證1：供應鏈金融的新模式 

Conditional Token: A New Paradigm to Supply Chain Finance 

 

陳哲斌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暨保險學系/美國暨臺灣精算師 

 

摘     要 

區塊鏈於供應鏈金融，多著重以區塊鏈紀錄資訊，達到無法偽造的目的, 然未著墨

於供應鏈金融體系的創新。「附條件憑證」，除了有無法偽造竄改的功能之外，甚至可取

代應收及應付帳款，達成新模式。目前實務上，多採聯盟鏈而限制普惠性及公信力。本

研究以公有鏈為基礎，無論是需求方或供給方，均可為不特定的法人或自然人，達成普

惠性社會意涵。本研究提出附條件憑證，數量與約定附條件均記錄於區塊鏈上，使用附

條件憑證需同時履行（行使）約定條件所規範的義務（權利）。性質為可分割的最高限額

抵押權（固定收益債券）。達成可移轉及可彈性使用，並將過程記錄於公有鏈上達到無法

否認的真實性，在實務上的可行性，本研究也分析附條件憑證的適法性。 

 

關鍵字：供應鏈金融、區塊鏈、智能合約、附條件憑證 

  

                                                      
1 新型專利：M607828 金融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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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4-4 

金門民宿之顧客旅程、共創與滿意度： 

階層程序分析之研究 

Customer Journey, Co-cre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Homestay: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Study 

 

張元杰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霍定文 

國立清華大學金門教育中心 

 

洪匡毅 

國立清華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摘     要 

本研究將探討研究顧客旅程、顧客共創對顧客滿意度之影響，並針對此一概念，以

層級分析法（AHP）建構 3 大顧客旅程構面與 9 項共創評價指標(接觸點)之顧客滿意度

模型，對曾入住以金門地區之民宿的 30 名顧客進行 AHP 問卷調查，藉此來深入探討顧

客旅程構面與顧客共創指標對於顧客滿意度的優先順序。研究結果顯示，在顧客旅程的

服務前、中、後的構面中，服務中對於提高顧客滿意度最為重要；而在九項共創評價指

標(接觸點)之中，對滿意度影響的順序分別是：1.服務中的便利共創、2.服務前的溝通共

創、3.服務中的舒適共創。本研究結論在顧客旅程全程中都有顧客共創方式可以影響顧

客滿意度，最後對民宿業者提出服務管理意涵。 

關鍵字:顧客旅程、顧客共創、顧客滿意度、層級分析法、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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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4-5 

平台雙元性策略是否是好策略-資源基礎與核心能耐觀點 

Is Platform Duality Strategy A Good Strategy –  

Resource Base and Core Competency Perspective 

 

林鈺婷 

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蕭詠璋 

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摘     要 

策略選擇影響著公司的目標規劃與績效成果，本研究主要探討公司在本身核心能耐

限制下，如何進行平台雙元性策略選擇，進而影響組織績效，透過台灣上市櫃中的貿易

百貨業、電子商務、餐飲服務、文創產業等四種領域中的 145 間共 2855 個觀測值做為

本研究研究樣本，彙整出以已吸收寬裕資源、未吸收寬裕資源、創新能耐、行銷能耐為

本研究構面，透過統計軟體 STATA 以及「Heckman 二階段估計法之迴歸分析」進行分

析，提升本研究的可參考度，最後用此研究方法驗證本研究之假設。研究結果發現：當

公司擁有較豐富的已吸收寬裕資源及行銷能耐會提高企業選擇平台雙元性策略，進而提

升本身的組織績效。 

 

關鍵字：平台雙元性策略、寬裕資源、核心能耐、組織績效、Heckman 兩階段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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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4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 4-6 

記憶重遊：金門老兵召集令之體驗行銷與服務品質 

Memory revisiting：Experience marketing and service quality of Kinmen veteran 

coming back program 

 

張元杰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紀慧如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丁健剛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記憶重遊為體驗行銷重要因素，本研究以金門老兵召集令活動為例，探討戰地重遊

體驗行銷、服務流程與服務品質之關係，台灣自國共內戰後，並自大陸播遷來台後，百

萬大兵對於金門戰地之情感連結，此具備特殊情感之客群以其人生中重要記憶再次重遊

具戰爭情境之舊地，其體驗行銷、服務流程與服務品質確有值得探討價值。故本文提出

三個假設並蒐集確實服役於金門老兵，獲邀參與本專案之戰地重遊專案之老兵，經過確

實且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199 份，以迴歸分析驗證體驗行銷、服務流程與服務品質獲得顯

著正向關係。對於金門旅遊環境、老兵情感及政府倡導旅遊行銷策略為重要參考依據。 

 

關鍵字：記憶重遊、金門老兵召集令、體驗行銷、服務流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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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三)  5-1 

製造服務化與動態能力之關係研究： 

以廣達電腦企業為實證案例 

The Study of Servitization and Dynamic Capability: A Case Study of Quanta Computer 

 

張家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企業管理組 

 

摘     要 

文獻中較少學者以個案方式來探討製造服務化與動態能力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目的

是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次級資料蒐集和分析，探討廣達電腦，在發展製造服務化中，如

何運用動態理論觀點中辨識、掌握、重置能力，幫助企業發展。依據 Mathieu(2001)將製

造服務化分為兩種類型，與 Teece(2007)動態理論觀點，整合為研究架構，探討製造服務

化與動態能力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 

一、廠商運用辨識能力，為公司發展新的製造服務化項目。 

二、廠商透過掌握能力，察覺並運用新的技術能力，為廠商發展新的製造服務化項目。 

三、廠商運用重置能力，以便發展新的製造服務化項目。 

四、廠商從 SSP 類型服務轉向 SSC 類型服務時，動態能力為轉型的關鍵因素，不同類

型服務需要不同型態的動態能力。 

 

關鍵字：製造服務化、動態理論、動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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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三)  5-2 

臺灣電動機車業者商業生態系統建構與演化之研究 

：以 Gogoro 為例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aiwan's Electric Scooter Business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Gogoro 

 

吳豐祥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金娜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王品雯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臺灣在機車產業具有成熟的硬體設施基礎，以及完善供應鏈等優勢，為發展電動機

車提供良好的試驗場域。惟，臺灣若想佈局國際市場，須打造我國的電動機車商業生態

系統。在建構商業生態系統的過程中，本研究認為要在能力上調整並不斷提升，緣此，

本研究以商業生態系統觀點切入，並結合動態能力的概念，選擇國內電動機車市場龍頭

做為研究對象。得到結論為：臺灣電動機車商業生態系統建構過程，會經歷誕生、擴展

與領導三階段。誕生階段中，業者會著重於掌握整體系統發展的核心技術與能力之掌握。

在擴展階段，業者商業生態系統成員的組成會變得更複雜，成員間也會存在多重關係。

此外，原有電動機車業者間的競爭，會轉為電動機車商業生態系統間的競爭。 

 

關鍵字：商業生態系統、動態能力、企業策略、企業競爭優勢、電動機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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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三)  5-3 

以服務創新觀點探討商業模式創新之歷程： 

以喬山健康科技公司為個案研究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ith Service Innovation 

Perspective: A Study Case of Johnson Health Tech 

 

李家筠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鄭至甫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隨著技術進步、消費型態轉變，越來越多企業意識到「科技」、「服務」、「顧客」

的重要性，在面對持續變動的外部環境下，企業開始透過創新思維調整商業模式，締造

永續經營發展的競爭優勢。然而過往創新相關文獻大多以製造業的技術創新為研究領域，

從服務創新角度切入之研究相較下仍屬少數。現今在探討競爭優勢與價值創造的研究議

題上，商業模式創新不容忽視。本研究選擇深耕台灣健身運動產業的「喬山健康科技」

作為研究對象，以單一個案研究法和半結構式訪談法，深入探究企業如何建立服務創新

各個構面之連結，以及個案企業如何從「硬體導向」延伸至「軟硬體整合服務導向」之

商業模式創新歷程。研究結論顯示，服務創新能夠作為商業模式創新之基礎，為企業創

造競爭優勢；而在創新過程中，企業應跳脫傳統框架，以新經營思維重新盤點現有資源，

並透過動態服務創新能耐與關鍵資源、關鍵活動的協同合作，整合出創新商業模式。最

終本研究藉由剖析與彙整個案企業執行服務創新之經驗，提出更具全面性及系統性的商

業模式創新發展流程，盼作為其他面臨相同處境的企業之參考借鏡。 

關鍵字：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創新歷程、健身運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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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三)  5-4 

金融科技公司與科技金融公司的產業價值鏈共生模式 

 The symbiosis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 between Fintech firms and Techfin firms 

張元杰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邱文宏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王健航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王教航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高振原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近年全球積極發展金融科技，現有銀行及科技新創以金融科技及科技金融來定義。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選擇一家銀行以及一家科技新創公司為研究個案，並以「理財機

器人」為研究範疇；此外，以台灣的實際運作價值鏈流程，區分為理財服務開發、理財

系統整合、以及理財服務銷售等流程，研究發現在理財服務開發方面，銀行的理財機器

人提供投資人之大數據資料，而科技新創公司的價值提供主要透過大數據建模，以分析

與預測投資人行為；其次，在理財系統整合方面，科技新創公司的價值提供在於 Open 

API 設計，以使銀行的理財系統與外在系統達到完整的系統整合與介接；最後，在理財

服務銷售方面，銀行根據顧客需求，與科技新創公司共同設計與開發理財服務平台。 

關鍵字：金融科技、科技金融、理財機器人、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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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5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三)  5-5 

 

企業區塊鏈技術採用與經營績效：美國與中國的比較 

Blockchai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in Enterpris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曾芳美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梁晴雯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摘    要 

 

區塊鏈技術出現後，被許多企業廣泛用於改善生產流程，降低成本。然而影響大型

企業新科技採用與新科技採用對營運績效的影響仍存在研究缺口。因此本研究探討新科

技採用（以區塊鏈為例）是否會受公司規模大小及創新投入影響，以及企業經營績效是

否能夠透過新科技採用及創新投入而提高，並討論不同國家(美國與中國)是否有差異。

本研究採用 2012 至 2019 年美國財富 500 及中國財富 500 的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結果

顯示：(1)企業資產規模與創新投入是採用區塊鏈技術的重要驅動因素；與中國相比，美

國規模較大的企業更有採用區塊鏈技術。(2)企業的創新投入與區塊鏈科技採用對於企業

經營績效的提升有幫助；且美國企業採用區塊鏈其經營績效的提升比中國企業高。 

 

關鍵字：新科技採用、區塊鏈技術、創新投入、企業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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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6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一)  6-1 

應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大學創業教育生態系統 

影響大學生創業警覺性之因素重要性 

Exploring the factor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cosystem 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based on AHP 

 

林士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冠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鄭弘毅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2018 年全球大學創業精神學生調查說明大學生預期創業比例高達 43.7%，探討大學

創業教育生態系統與學生創業的研究變成熱潮。過去文獻說明系統現象並指出創業初期

察覺機會能力─創業警覺性的影響因素很多，然而未有研究將兩者結合專家學者意見說

明影響因素的重要性。本研究採質量化混合研究法進行探討，以質性系統文獻回顧法提

出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影響學生創業警覺性理論架構，共有四個構面及十一個影響因素，

以層級分析法得知專家學者對構面與影響因素的權重比序，統整歸納後以學生個體培養

與學校總體營造進行討論。本研究成果可為創業教育生態系統與創業警覺性提供更深入

的理論基礎，並為決策單位提供資源投入建議，提升學生創業警覺性能力並帶動創業發

展。 

 

關鍵字：創業教育、創業生態系統、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創業警覺性、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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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6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一)  6-2 

 

自媒體如何成為意見領袖? 以知識型自媒體為例 

How does we-media become the opinion leader? 

A case study of knowledge-based we-media 

 

余蘋 

國立清華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吳清炎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網路社群平台的蓬勃發展，各式各樣的自媒體產業開始盛

行，從美妝、旅遊到法律、科學，只要有專業、興趣、熱情、與持續不斷地創作，人人

都可以成為發送資訊的中心，成為在某一領域的意見領袖。自媒體的資訊傳播也從最初

的文字、圖像到目前的聲音、影像形式，內容變得更為豐富與多元。自媒體同時交叉運

用多種網路社群平台，使資訊擴及的受眾範圍越來越廣，獲得群眾的信任，進而發揮對

群眾的影響力。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索自媒體業者是如何運用網路社群平台經營事業，

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並歸納出自媒體的成功經

營模式。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質性研究，研究目前在此一產業中極受肯定

的三家自媒體經營業者。透過七個面向的訪談問題分析自媒體的經營模式與策略，本研

究提出四項主要發現與三項建議，以供給未來想投身自媒體產業的創業者或已在自媒體

產業的從業人員參考。 

 

關鍵字：知識型自媒體、意見領袖、意見領袖特質、商業模式、受眾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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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6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一)  6-3 

網路服務品質與網路信任對網路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Service Quality and Trust on Customer’s Loyalty in Online Purchasing 

 

吳曜吉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鄭皓文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吳金山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     要 

隨著網路普及，到實體店面購物已經不再是消費者的唯一選擇，線上購物也逐漸成

為人們的主要購物方式。因為消費者只能透過商家給出的網路資訊來理解商品，商家是

否能誠實告訴消費者商品的資訊及服務內容，交易機制能不能讓消費者安心，進一步建

立口碑也是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網路服務品質與網路信任對網路顧客忠誠度

的影響。結果發現網路服務品質的效率性、履行性、隱私性對網路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

影響，而網路服務品質的系統可得性還有網路信任對網路顧客忠誠度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網路的服務品質對網路顧客忠誠度有一定的影響，消費者會因為服

務品質的好壞評估下次是否繼續購買此商家的商品。 

 

關鍵字：網路服務品質、網路信任、顧客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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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6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一)  6-4 

探討創業研究趨勢之比較性研究：引證關係 vs.字詞分析 

A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Exploring the Trend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itation Based vs. Word Embedding Analysis 

 

蕭羽仙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何秀青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近年來，創業相關的學術文獻逐年增加，再加上牽涉跨領域的研究，卻缺乏完整及

系統性的分析。本研究將探究創業領域的議題，了解知識領域的擴散和演變的情況。使

用 WOS 資料庫，以創業為關鍵字檢索文獻資料，共 11206 筆。運用引文和字詞關係為

基礎的兩種不同研究方法，分析及比較兩者結果之差異。tf-idf 關鍵字分析生成關鍵字和

分群間網路。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每個分群中的議題，了解知識網路擴散的情形。引證關

係分群法將文獻分類為四個大議題，文字關係分群法則切分成六個主題。文字關係為基

礎的分群法相較於引證關係分群更能找出加細緻的議題。 

 

關鍵字：創業、引證網路、詞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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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7 : 產業創新與產學合作 7-1 

 

品質機能展開 50 年來的主題與應用： 

以主路徑 Branch 分析及 VOSviewer 為例 

The theme and application field of QFD in the 50 anniversary:  

A MPA Branch Analysis and VOSviewer case 

 

Chechena Kuular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謝志宏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摘     要 

品質機能展開(QFD)是由赤尾洋介於 1971 年所發表的方法，該方法主要是將顧客的

需求導入工程設計，可作為新產品開發的工具。本研究透過 scopus 蒐集了 6,736 篇論文，

運用組路徑方法中的 branch 分析及 VOSvoewer 分析資料，探討 QFD 方法演進及其主要

的應用領域。研究發現：2005 至 2014 年期間為 QFD 相關研究發表最多。關鍵詞分析結

果顯示：過去 50 年來，QFD 相關的研究可分為三大領域：方法使用目標、方法改善以

及應用領域。 

 

關鍵字：品質機能展開, QFD, Main Path Analysis, Branch Analysis, VOS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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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7 : 產業創新與產學合作 7-2 

以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技術探討全球化下的大學發展策略 

A Study on 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郭庭伃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所 

 

何秀青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所 

  

摘     要 

全球化下，科技快速發展，高等教育經歷多次轉型以培養新一代企業家與關鍵人才。

如何結合資源優勢，找到最合適的發展模式，成為大學關注的重要議題。本研究使用UIIN 

聯盟所發佈的 94 個 2013 年至 2019 年間的研究個案，使用非監督式學習–LDA 主題建

模技術，進行主題分群，統整、歸納大學的發展樣態，探討各大學產學合作模式是否受

其屬性、區域、資源之影響，形成特定的發展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大學在發展策略普遍

重視兩項特徵: 過程導向 與 結果導向。根據關鍵字之組合，也找到四個常見的大學發

展模式：商業計劃型、創新挑戰型、產業發展型、公司合作型。進而歸納出影響大學發

展模式的五項重要元素：特徵、合作對象、發展面向、地區類型、發展模式。 

 

關鍵字：大學發展策略、產學合作、文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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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7 : 產業創新與產學合作 7-3 

智慧科技研發應用之學術究商業化分析 

Analysis Commercializ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search Application 

李昊餘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坤成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陳詩欣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以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架構為基礎，探究新興智慧科技應用對學術研究商業化路徑影響關係，共六

大構面包含: 新興科技(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商業模式(智慧資本、服務創新)理論、

產學合作(學術研究商業化)模型以及智慧製造。共回收 230 份有效樣本，歸類產業及學

界且分布狀況良好，調查結果具代表性。研究結果顯示，學術研究商業化對智慧製造有

正顯著影響，且服務創新於物聯網對學術研究商業化具完全中介影響效果，而智慧資本

於人工智慧對學術研究商業化不具中介影響效果。由此可見，學術研究商業化整合實務

技術以實現科技創新、管理創新以及價值創新三面向，並以擴散知識創新為主要表現手

段影響智慧化應用端。 

關鍵字: 智慧科技、智慧資本、服務創新、學術研究商業化、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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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7 : 產業創新與產學合作 7-4 

使用者經驗對其價值之研究：以天文望遠鏡為例 

A Study on User Experiences and Its Impact on User Value:  

The Case of Astronomical Telescopes  

 

蔣碧海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沈宗奇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王俊賢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摘     要 

 

使用者經驗觀點受到學術界及企業界高度重視。使用者經驗有利於分析使用者對產

品的使用行為，以及從心理或社會層面產生的使用者價值；也能為產品改善提升、新產

品研發、使用者教育訓練提供客觀有力的依據與參考。天文望遠鏡作為探測研究天文學

的重要工具卻未被普及應用，也少有人對其使用行為做研究。有台灣天文愛好者在社群

討論天文現象並分享望遠鏡的使用經驗與知識，故本研究以天文社群中望遠鏡使用者為

實證對象，調查其對望遠鏡實際使用經驗，探討使用者經驗對其價值的影響。研究發現

使用者經驗有助於強化對望遠鏡的使用，進而提升使用者價值；知覺有用與有趣對使用

者經驗對其價值影響有中介效果。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望遠鏡廠商及使用者之參考。 

關鍵字：天文望遠鏡、天文社群、使用者經驗、使用者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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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7 : 產業創新與產學合作 7-5 

傳統牙醫材產業轉型數位牙醫生態系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Dental Materials Industry to 

Digital Dentists Ecosystem 

 

胡凱焜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鄭文銘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摘     要 

 

數位牙醫是近來崛起的領域之一，從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數位化在牙科的應用上，

是將傳統牙科診所以產品執行醫療業務的模式，提升到產業生態系的發展策略層次。本

研究就現有之產業生態系資料進行分析，並提出傳統牙醫材產業轉型數位牙醫生態系發

展建議之命題。研究選擇執行牙科科技專案與產學合作的 M 研究法人為對象，就過去

發展數位牙醫之次級資料與實際參與過程，佐以高階經營團隊暨醫療專家訪談的方式進

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方面，就技術研發、產品/服務設計、數位牙醫生態系整合、場域

驗證以及商業模式五大面向進行發展命題建議，同時也就發展數位牙醫生態系之短期策

略與長期策略分別提出建議。 

 

關鍵字：數位牙醫、產業生態系、公私協力、場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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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8 : 新興科技中的永續性挑戰暨科技永續之人文與社會責任 8-1 

下世代的能源基載？－海洋能的永續與風險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nergy base load? -The sustainability and risk of ocean energy 

 

黃佳寗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 

 

摘     要 

為更有效降低極端氣候對人們生活環境的影響，淨零排碳逐漸成為世界各國未來

發展的重點。在此基礎上，各領域之新興科技的永續性也成為關注焦點之一。由於主

要利用海洋的自然運作進行發電，海洋能因此也被歐美視為下世代重要的能源基載。

但發電仍須通過相關機組才得以順利運作。這些機組的部署與應用也將影響海洋能後

續發展之永續性。本研究嘗試根據這兩年所蒐集的資料對海洋能的永續與風險進行初

步評估，作為後續相關研究的參考。 

 

關鍵字：淨零排碳、能源科技、能源基載、永續發展、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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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8 : 新興科技中的永續性挑戰暨科技永續之人文與社會責任 8-2 

數位科技傳播進入傳統小鎮之社會矛盾與發展衝突:以區

域發展觀點探討苗栗白沙屯發展與哀愁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evelopment conflicts in a traditional township as a resul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ransmission: A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orrow of Baishatun, Miaoli 

 

陳泓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賴建宏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黃精豪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陳彥廷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摘     要 

2018 年設計思考「以人為本」核心被投入作為地方創生政策基準，推動地方科技導

入與發展策略，驅使地方發展到達政策目標，這凸顯過去缺乏以地方需求出發的觀念。

本文以設計思考對個案地區科技導入發展歷程做個案回溯，以質性訪談與觀察法，從區

域發展觀點探討科技發展策略是否符合地方需求。苗栗白沙屯區域為傳統漁村，過去二

十年在地組織導入數位傳播科技，使當地民俗文化資產影響力產生質變，吸引大量人潮

前往參與慶典。然而，當地並未發展，人口持續流失。本文反思科技決定論，科技導入

與發展策略應考慮人文政治因素，建議相關政策導入科技應調查當地科技的脈絡，區域

發展策略立基地方需求，而非以組織立場導入科技。 

 

關鍵字: 區域發展、地方科技導入發展策略、設計思考、數位科技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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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8 : 新興科技中的永續性挑戰暨科技永續之人文與社會責任 8-3 

政府資訊服務集中化：法制政策研究 

Adopting Shared IT Services in Government: A Law and Policy Perspective 

 

王偉哲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摘     要 

 

現代的組織為提高效率、節省支出等目的，對於日常營運所需使用到的共通性質服

務，可能將這類服務的建置、維運等作業予以整合，由專門的部門或單位提供，一般稱

為共享服務(Shared Service)或集中化服務，而政府機關作為一種特別的組織類型，其資

源如何分配利用、行政效能如何彰顯，直接與人民的福祉息息相關。本文從此概念出發，

首先分析組織在選擇採用共享服務時的常見考量，並觀察近年世界先進國家在中央政府

層級使用共享服務的情形：加拿大。本文從法制政策的角度切入，了解加拿大聯邦政府

所欲執行的共享服務政策、架構乃至於成效等，進一步檢視我國相關政策之規劃及執行

情形，比較與加拿大政府制度設計之差異，提出能夠協助我國政策規畫之具體建議。 

 

關鍵字：政府資訊集中化、向上集中、共享服務、數位化政府、電子郵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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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8 : 新興科技中的永續性挑戰暨科技永續之人文與社會責任 8-4 

銀髮產業的創新機會:學術焦點演化的分析觀點 

Innovation Opportunity of Silver Industry: From Academic Evolution Prospect 

 

劉家妤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何秀青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現今為數位科技與高齡化時代，許多文獻也開始探討銀髮科技領域相關議題。本研

究欲以學術角度出發，找出主要的議題發展軌跡及探討焦點，藉此找出銀髮科技產業創

新方向或機會。本研究從書籍與期刊文章界定研究範圍和關鍵字後，從 Web of Science

中蒐集 2883 篇文章，包含自 1989 年至 2021 年的文章，利用主路徑找出主要發展議題，

並透過集群分析尋找出銀髮科技領域的子題，並分析科技趨勢變化以及未來可能的應用

方向。本研究發現探討主題隨時間而改變，並透過集群分析找到兩個新興的探討子題，

一為現代科技應用於身體機能的提升及修復，另一個子題為機器人的應用，新興子題的

出現顯現未來的學術探討的潛在走向及銀髮科技產業可能的發展方向。 

 

關鍵字：老年人口、科技技術、社群媒體、人工智慧 

 

  



                    2021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 論文摘要集                                                                                                                       

37 

 

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1 博士 佳作 

制定興業 IT 能動性：金融科技產業之多重個案 

Enacting Entrepreneurial IT Agency: The Multiple Cases of FinTech Industry 

 

黃振皓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指導教授：周子銓 教授 

 

摘     要 

 

制度興業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是指行動者意圖重構特定的制度， 並且透

過既有的資源來形塑制度。不同於傳統的制度興業聚焦於人類能動性(Human Agency)的

作用，越來越多的制度興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透過數位科技創造新的能動性，

即透過整合人類與物質的能動性 (Human and Material Agencies)降低制度轉型的障礙。

本研究認為此種能動性的結構受到制度興業者與其手邊科技的互動不斷變化，並且根據

此種結構的特徵將其稱之"興業 IT" (Entrepreneurial IT)。然而，新的能動性於制度變革

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完善地研究。儘管社會物質觀點 (Socio-Material) 提供了一個調查人

類與物質能動性融合的方法，興業 IT 呈現一種更加動態與複雜的互動，而非僅是固定

的融合。考量制度興業文獻受到數位化發展不斷地改變，本研究提出一套混和方法 - 主

路徑分析為基礎的個案方法 (MPA-based Case Method)，從既有文獻與探索型個案研究

中揭示重要觀點。為了追蹤結構化 (Structuration)與能動性 (Agency)文獻的發展軌跡，

本研究首先採用一個系統性回顧方法 - 主路徑分析方法 (Main Path Analysis)形塑一個

理論藍圖 (Theoretical Blueprint)，引領本研究蒐集並且分析金融科技產業個案中的興業 

IT 現象。本研究藉由主路徑分析的結果以及四個個案的實證提出了一個整合模型，即制

度興業家發展興業 IT 的三個維度，包括配置興業資源 (Configuring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混合能動性 (Hybridizing Agencies) 和生成科技表演性  (Engendering 

Technological Performativity)。總體而言，通過討論能動性的相互作用以促進興業 IT 的

發展，本研究為以數位為基礎的制度興業以及社會物質性的文獻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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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2 碩士 優等 

如何推動成功的大學創業？ 

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的 創業教育生態系為例 

How Does A University Succeed 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  

A study of NYCU’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劉映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士平 教授 

 

摘     要 

 

創業被認為是現今經濟成長的驅動力之一。許多研究顯示，大學校園構成了一個絕

佳的孕育創業的環境。然而，現有的研究較少關注在這些大學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如何運

行與支持創業活動。藉由對陽明交通大學進行個案研究，並透過訪談以及質化研究方法

分析，本研究希望探究創業教育生態系統的內部運作。本研究結果發現兩種運作機制， 

分別是形塑與刺激機制，是大學成功推動創業的關鍵。此外，研究成果可推進創業生態

系統的研究與為實踐者提供理論基礎。 

 

關鍵詞：創業生態系統、大學創業、創業大學、創業教育生態系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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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3 碩士 優等 

科技或人本?數位健康照護服務創新模式之發展與驗證: 

服務設計取向 

Technology or Human Centered? The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Digital Health 

Care Service Innovation Model: Service Design Approach 

 

黃聖軒 

長榮大學 經營管理所 

指導教授: 莊立民 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採納服務設計取向，兼顧科技發展與以人為本，基於同理心瞭解顧客之需求

與痛點，針對數位健康照護服務創新模式進行探索、發展與驗證。透過本文整合四個子

研究，重要發現為： 

一、模式探索與塑模階段：探索階段歸納出數位健康照護產業共四項技術價值主張

以及二十二項新服務。塑模階段專業醫療人員建構八項重要命題及新服務發展之服務藍

圖，病患和照顧決策者建構六項重要命題以及新服務發展之服務藍圖。 

二、驗證階段：專業醫療人員藉由數位健康照護技術價值主張影響組織績效的關係

中服務創新之新服務發展扮演部分中介效果；病患和照顧決策者藉由數位健康照護技術

價值主張影響幸福感的關係中服務創新之新服務發展扮演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字：數位健康照護、服務創新、新服務發展、服務設計、服務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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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4 碩士 優等 

分析知識來源多樣性對藥物商品化之影響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Source Diversity on Drug Commercialization 

 

蔡依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蘇信寧 教授 

 

摘    要 

 

製藥產業具有高研發成本、高風險之特性，因此若能提高藥物被核准的機率， 並加

快藥物商品化速度，將可以降低藥物開發的成本與風險，提升研發績效。本研究透過專

利指標分析研發人員的組成來探討知識來源多樣性對於藥物商品化的影響。跨組織或跨

國家間合作產生的地理距離與文化差異可以為研發團隊帶來知識來源多樣性。研究結果

顯示，知識來源多樣性越高，對藥物商品化有正向的影響， 可以提高藥物被核准的機

率，並加快其開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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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5 碩士 佳作 

藥品行銷關鍵成功因素 

Key Success Factors in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吳嘉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詩欣 教授 

 

摘     要 

 

影響處方藥品行為之原因複雜且個別化，本論文探討藥品行銷關鍵成功因素，採用 

DEMATEL 方法、質性訪談，構面、準則為設計問卷行銷 4Ps 產品、價格、通路、推廣

策略，確認複雜因果及交互影響關係，專家訪談醫師及藥廠業務共 22 位。問卷中包括 

3 個構面及 7 項準則，包含藥品特性、健保政策制度、醫院經營與績效要求、藥廠行銷

策略等影響因子，收集執業於不同層級醫療院所、專科之醫師、業務，分別分析影響因

素。研究結果最影響藥品處方為藥品特性，其次為健保價格、制度，最後是藥廠行銷策

略。若要增加處方藥品，建議藥廠行銷策略中強調藥品特性優 勢，尤其是療效，並協助

解決副作用，訓練醫藥代表銷售行為，可作為藥品行銷策略參考。 

 

關鍵字：藥品行銷、行銷 4P、DEM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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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6 碩士 佳作 

企業科技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 

Key Determinants Analysisof the Corporate Innovation Outcomes 

 

李琳斯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詩欣 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企業科技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我們以 2007-2017 年中國主機板

上市公司資料為樣本，通過實證分析來驗證企業上市年齡、企業管理國際化程度、市場

化程度與企業科技創新績效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企業上市年齡對企業科技創新（人

均）質量和科技創新效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董事海外經歷對上市企業科技創新的數量

有積極作用。我們還發現市場化程度越高，當地的企業科技創新的（人均）質量越高。 

 

關鍵字：市場化、科技創新、國際化管理、創新績效、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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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7 碩士 佳作 

基於 SRA-NRM 模式探討研發導向之科學園區發展策略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D-oriented science park  

based on SRA-NRM approach 

 

鄭苡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士平 教授 

 

摘     要 

 

科學園區之建立，往往提升國家的產業創新程度，進而推動國家經濟，在全球化的

浪潮下，產業環境不斷地發生變化，能影響國家經濟與產業創新之科學園區，逐漸成為

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要素。然而，近年來鮮少針對科學園區近況之研究，導致規劃未

來區域發展策略缺乏理論依據。因此，本研究針對研發導向科學園區之發展策略分別進

行探討，藉由文獻回顧歸納出基礎建設、人力資源、研發能量、產業環境與投資誘因之

五個園區發展關鍵要素，運用滿意需求分析(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alysis, SRA)來找

出聚落內資源配置情形，並透過網絡關聯圖分析(Network Relation Map)找出要素間的相

互支配關係，探討科學園區之發展關鍵要素、資源供需情況以及應發展策略之異同，最

後，本研究能提供有關當局決策時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對區域發展相關理論提出貢獻。 

 

關鍵字：DEMATEL、SRA-NRM、科學園區、產業聚落、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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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8 碩士 佳作 

應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大學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影響 

大學生創業警覺性之因素重要性 

Exploring the factor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cosystem 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based on AHP 

 

陳冠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林士平 教授 

 

摘     要 

 

創業生態系統近年受到學業界的重視，具備良好規劃的創業生態系統能夠促進創業

及創新活動的發展，並帶動社會進步與經濟成長。其中有關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影響學生

創業警覺性的研究，較多是以實證研究進行現象的解釋，而本研究期望更深入的探討此

議題，並使用質量化混合研究法進行研究。質化方法以質性系統文獻回顧研究法歸納出

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影響學生創業警覺性的理論架構，量化方法以層級分析法得知專家學

者對構面層級與影響因素的權重比序。本研究發現構面層級中認知培養構面與資源取得

構面相對重要，影響因素中態度與個性、社交網絡頻繁、課內外活動設計與創業強文化

相對重要，將研究發現統整歸納之後，最後以學生個體培養與學校總體營造兩大方向進

行研究討論。本研究的成果預計可為創業生態系統與創業警覺性之間的關聯提供更深入

的理解與理論基礎，並為學校和政府等決策單位提供資源投入建議，除了能夠提升學生

的創業警覺性之外，亦可帶動創業的發展。 

 

關鍵字：創業生態系統、創業教育生態系統、創業警覺性、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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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 : 博碩士論文獎 A-9 碩士 佳作 

合作研發模式如何影響技術標準設定 

Analyzing how patterns of collaborative R&D influence technological standard-setting 

 

陳盈安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蘇信寧 教授 

 

摘    要 

 

高科技產業中存在技術複雜度高、產品生命週期短等因素。而技術標準化可以確保

產品的效能、簡化產品研發流程，有效降低技術商品化的風險。因此，標準必要專利被

認為是價值較高之專利，企業透過持有技術標準，得以增加收益且提高議價能力。本研

究以合作研發角度，考量較多元的研發團隊組成所帶來之知識多樣性是否影響研發技術

成為標準的可能性，並採用多變量分析探討影響專利被宣告為技術標準之因素，提供企

業在研發策略上之建議。研究結果發現，多元的研發團隊組成得以提高研發產出價值，

增加技術被宣告為標準的可能性。 

 

關鍵字：技術標準、知識多樣性、合作距離、標準必要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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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9 :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財產暨創新管理  9-1 

新興智慧科技商業化與產業轉型: 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之

實證研究 

Commercializing Emerg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of AIOT 

陳宗佑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詩欣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李昊餘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高安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惇凱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高啟明 

國立臺灣大學 研發處產學合作總中心  

摘     要 

本研究以創新生態系統多層次研究架構，分析人工智慧物聯網創新網絡與創新生態

系形成原因及動態演進。透過 Web of Science (WOS)論文共同發表(Co-authorship)資料、

Webpat 全球專利數據庫收集的共同專利(Co-patenting)資料、學研單位訪談資料，探究研

發創新網絡之形成過程，描繪人工智慧物聯網創新生態系於十年(2009-2018)間動態演進。

本研究分析技術創新生態系之科學、技術、知識各層次創新網絡發展、合作網絡及技術

研發創新趨勢。研究結果顯示，當前科技產業政策對於中大型企業較有幫助，反之，對

於小型或新創公司發展幫助有限；新興科技研發合作網絡關係自成生態系，然而，應更

著重於產學合作模式以及專利佈局，以加強研發鏈結傳遞創新。 

關鍵字：創新系統、創新網絡、創新生態系、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文獻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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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9 :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財產暨創新管理  9-2 

血管支架之專利訴訟趨勢分析： 

聚焦美國專利訴訟發展 

Patent Litigation Trend Analysis of Vascular Stent: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atent Litigation in the USA 

 

林雅慧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陳志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摘     要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之資料顯示，心血管疾病位居全世界人類死因之首，每年皆有

1,790 萬人死於心血管相關疾病，而當中又以因動脈粥狀硬化所導致的心血管疾病死亡

人數最為眾多，因此自 1986 年人類成功發展出支架植入治療方式後，血管支架於全球

醫材市場的市值便持續攀升，以致血管支架技術發展至今其相關法律爭訟事件不斷，而

該相關法律爭訟事件的發生與該產業發展兩者間的關係為何，不無疑問值得深究。故本

研究欲透過對美國血管支架專利訴訟實務之訴訟網絡建構，由社會網絡之分析手法了解

該技術至今之專利訴訟演化趨勢，進一步探究該技術之訴訟實務與產業間的互動情形，

以提供國內相關醫材研發與投資者於該產業之智慧財產管理與技術研發策略擬定上的

參考。 

 

關鍵字：血管支架、專利訴訟、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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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9 :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財產暨創新管理  9-3 

軍事技術發展之研發特徵分析 

Analyzing R&D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周蘊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蔣采妮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蘇信寧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軍事技術為推動國防發展的重要動力，也是國家維護生存與安全的重要屏障，研究

軍事技術之發展與樣貌也逐漸成為備受探討的議題。本研究以專利指標分析軍事與非軍

事相關技術, 並探討:1)「軍事技術專利」與「非軍事技術專利」之特徵差異，以及 2) 「受

軍事技術影響的專利」與「未受軍事技術影響的專利」之特徵差異。本研究藉由軍事專

利之統計分析，同時透過專利指標了解不同層次軍事相關技術的樣貌，本研究發現軍事

專利與非軍事專利相比，1）較容易與地理鄰近之專利相互影響、2）發明人間之平均距

離較高、3）較低之原創性與普遍性、4）較多之軍事專利引用、5）較高之法律價值。本

研究認為致力於軍事技術之開發時，應同時關注被影響的非軍事技術所可能帶動之產業

發展。 

 

關鍵字：軍事技術、專利指標、軍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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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9 :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財產暨創新管理  9-4 

社交性廣告的價值與侵擾：以社會交換理論之觀點 

The value and intrusion of social advertising: A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 

 

謝佩珊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何承涵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目前常見之社交性廣告多半是由廣告商主動發出訊息，而本研究所探討的 LINE 點

數紅包活動廣告則是透過社交對象與消費者作為主要傳遞廣告的媒介，當消費者收到由

社交對象傳送的廣告，對於消費者在廣告態度上會造成什麼影響，此類型的研究探討較

為不足。為填補此研究缺口，本研究採用社會交換理論之觀點，探究社交性廣告價值、

社交對象之人際吸引力與位階關係對廣告態度的影響，以及廣告態度是否會影響行為意

圖。本研究使用線上問卷，回收有效樣本共 150 份，結果證實廣告價值中之娛樂性與社

交對象之人際吸引力對廣告態度有正向影響，廣告價值之刺激性則會負向影響廣告態度，

而消費者對社交性廣告之廣告態度會影響其行為意圖。 

關鍵字：社交性廣告、社會交換理論、廣告價值、廣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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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9 : 智慧生活科技、智慧財產暨創新管理  9-5 

新冠肺炎疫情下共享電動機車再使用意願暨行為之研究：

保護動機理論之觀點 

The study of electric scooter sharing reu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in the COVID-19 

context: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view 

黃上豪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經營管理 

 

顏于翔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行銷學群 

摘     要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社交距離的問題也隨之浮出檯面，民眾開始避免前往人群

密集的場所，大眾交通工具成為了病毒的溫床，但此時有一項在移動上的新選擇逐漸成

為新寵兒，根據共享電動機車業者的數據指出，在疫情期間車輛被使用的次數有著明顯

的提升。因此，本研究針對消費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對於共享電動機車的再使

用意願乃至於再使用行為進行探討。本研究根據保護動機理論與期望確認理論等理論基

礎，透過一個整合以上理論之研究模型對此議題進行探討。本研究針對使用過共享電動

機車的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透過滾雪球與便利性抽樣的方式收集問卷資料，共回收 

459 份有效問卷，並使用 SPSS 以及 AMOS 進行統計分析。在本研究結果中可發現，消

費者的「感知脆弱性」、「反應效能」、「自我效能感」、「反應成本」對於保護動機皆有正

向且顯著之影響；「感知嚴重性」對保護動機呈現不顯著之影響；期望確認對於「滿意

度」有正向且顯著之影響；滿意度對於「再使用意願」有正向且顯著之影響；再使用意

願對於「再使用行為」有正向且顯著之影響；而保護動機在「再使用意願」與「再使用

行為」間呈現正向且顯著之調節效果。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分析結果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以及共享電動機車業者在日後的服務建議。 

關鍵字：社交性廣告、社會交換理論、廣告價值、廣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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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0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二)10-1 

以資料探勘法建構 C2M 產品服務模式：以食品製造業為

例 

Data mining methods to support C2M product-service models－A Case Study of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王子騫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李文清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國際數位商業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以食品製造業為研究對象，運用資料探勘的方法，增加產業對消費者需求的

理解，進而探索與建構食品製造業的精準研發模式。鑑於 COVID-19 衝擊、電商平台的

便利性，本研究提出了一種混合 User-to-Item 的推薦方法，協助製造業剖析消費者需求

與提供新品開發的指引。(2)本研究將 Means-End Chain 理論、資料探勘和機器學習語意

分類器相結合，構建分析模型。從提取消費者評價、消費者體驗和消費者價值之間的關

係，到制訂開發產品的規格，再到匹配市場需求的有效性測量及反饋修正。(3)本研究整

合市場到製造的數據，透過分析模型提取消費者關係鏈接，進而生成精準發展策略與服

務營運流程，以應對後疫情時代消費者行為模式的新常態。 

 

關鍵字：資料探勘; 決策支持系統; 食品製造業; 服務營運模式、C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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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0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二)10-2 

創新始終來自於客戶:金融科技浪潮的創新與知識管理 

Innovation always comes from customer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wave of fintech 

  

王健航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陳冠伶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吳育憲 

逢甲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摘     要 

金融科技的發展帶動以客戶為導向的金融創新與服務，透過良善的與顧客互 動與

顧客參與建構滿足顧客-金融企業雙贏的普惠金融科技。基於此理解，研究 全台灣金融

服務業總公司之高階主管為發放對象，經三波問卷催收共 175 份之 40%回收率；透過 

PROCESS MODEL 14 分別分析創新能力、顧客知識管理、經 營績效三個變數，並測試

公司年資是否對模型產生調節效果。結果顯示，公司年 資在創新能力對經營績效中有

著顯著的影響，成立越久的公司，金融服務業對顧 客知識取得掌握率較高，因此發展顧

客知識管理較為完整。本文總結金融業透過 顧客知識的回饋提供，進一步將顧客知識

轉化更有價值的企業知識，並建立在顧 客知識的基礎上研發金融創新商品及服務以提

升金融服務業的經營績效。 

關鍵字：金融科技、顧客知識管理(CKM)、創新能力、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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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0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二)10-3 

產品-市場策略下的開放式創新運作：跨組織開發流程與

產品新穎性 

Open Innovation in Pursuing Product- Market Strategy: The Examination on Boundary 

Spanning Processes and Product Innovativeness 

 

張元杰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蔡林彤飛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李文馨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建構企業在產品-市場策略下的開放式新產品開發的模型，以 3,432 家製造業

廠商在 96-99 年間的技術創新活動調查結果，以迴歸為基礎的條件式程序分析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指出，在轉入開放式研發，研發參與對知識採購與研發外包具有中介效果。在

隅合開放式研發，對研發合作有部份中介負向影響。在產品-市場策略的調節檢驗，指出

在產品策略下，開放式研發沒有明顯作用。然而，在高度市場策略，轉入式研發會有助

於其產品新穎性；隅合式研發，具有正向顯菌作用。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開放式研發

對於新產品開發績效確會有影響。然而，在不同產品-市場的定位下，廠商非總需要開放

式創新或開放式研發，應考量其與內部研發的配合，追求不同產品新穎性表現。 

關鍵字：產品-市場策略、開放式創新、產品新穎性、研發參與、新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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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0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二)10-4 

 

實現顧客設計體驗之智慧生產整合系統 

An Integrated Smart Manufacturing System for Customer Design Experience 

 

謝焸君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黃婉茹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個以顧客為本，欲將客製化設計及 VR 體驗，進而導入智慧生產

整合系統。此系統透過優質設計（Design For Excellence, DFX）的概念，以客製化繪圖

系統、建模、雲端整合導入智慧生產系統，以達到顧客需求導向，同時透過智慧生產整

合系統提高營運價值。本研究之貢獻包括：(1)提供一個以顧客設計及體驗之客製化繪圖

系統，創造以顧客為本之銷售效益(2)從設計繪圖到智慧生產整合系統，達到設計後可自

動化生產之製造效益(3)從客製化設計到顧客體驗，同時達到可設計、可生產可銷售之數

位轉型經營價值。 

關鍵字：DFX、智慧生產系統、客製化設計、顧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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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0 : 創新研發管理與策略暨智慧生產與作業創新(二)10-5 

智慧製造對勞動力職能需求影響之初探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its impact on workforce competency 

 

曹瓊文 

國立台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林懿貞 

國立台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羅宇捷 

國立台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國內已導入智慧生產型態或正進行導入程序的雲嘉南地區製造業者進

行勞動力職能與職種需求初探調查。研究對象為國內共十家符合智慧製造條件的企業，

透過訪談與問卷調查方法收集高階主管以及績優核心員工對於企業在智慧製造導入前、

後的各項職種需求，以及智慧製造生產型態下的新興職種、職能的初步調查。研究結果

顯示勞動人力移轉與提升員工核心職能將是國內製造業導入智慧製造需面對的議題。再

者，根據 35 位參與本研究訪談之高階主管與績優核心人員之訪談結果發現，跨領域整

合、彈性變通、關係建立、協商談判、人際影響、問題解決、自發性、自我挑戰等核心

職能需要在智慧製造的工作情境下進行長期培養。 

 

關鍵詞: 智慧製造、職能、自動化生產、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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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1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二) 11-1 

 

數位科技於教育領域研究之主脈與應用潛能 

The main pulse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田鈺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所 

 

何秀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所 

 

摘     要 

  科技發展驅使教育場域應用更多科技增進學習效果。而疫情期間，教育比以往依賴

科技帶來的便利；大量相關的研究的出現，代表教育領域存在各種數位化的挑戰，為了

解學者關注的教育科技應用的議題，本研究將藉系統性的文獻分析，找出教育領域數化

發展的主脈，以及對實務意涵。透過資料庫 WOS 蒐集關於數位科技應用教育發展的文

獻，共 9,376 篇。使用主路徑分析法，自引證關係中找出，科技教育的主要發展研究脈

絡；另外運用 edge-betweenness 分群分辨重要研究子題，並探討趨勢和推動融合科技教

育的策略。結果發現科技應用於教育研究包含三大類，並與 TPACK 理論互相呼應教學、

學習、科技三領域專業知識的結合。基於此結果，提出未來科技教育研究應更貼合科技

的輔助成效。 

關鍵字：數位教育、科技教育、科技內容教學知識、T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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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1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二) 11-2 

探討社群媒體環境中之社交有用性建構 

Developing the Social Usefulness Construct in a Social Media Setting 

 

葉耕榕 

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莊卉芃 

國立臺南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根據 Kemp (2020)全球數據觀察報告中指出全球互聯網的用戶每天有 40%的時間掛

在網路上，以台灣來說平均有 80.1%的國民在使用網路社群，由此可知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在現代人的生活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雖然已有許多學者針對各式

各樣的社群媒體做過不同的研究，但是與有用性相關的論點在眾多研究的相比之下就顯

得較少且不足。有用性的概念由 Davis (1989)所提出，因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面對

包羅萬象的軟體與技術有用性一直都是許多研究中重要的討論議題，當中大多以感知有

用性為研究維度，因此，本研究透過建構社群媒體的社交有用性論點，深入了解社交平

台使用者的使用心得與感受，主要以Schutz (1958)提出的基礎人際關係導向(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 FIRO)作為理論基礎，透過理論中的三項人際關係需求

研究社群平台的社交有用性與使用者對平台的黏著度之影響，本研究預計以人際關係需

求建構研究模型，並以發放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根據基礎人際關係導向-行為

(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 – Behavior, FIRO-B)的 54 項問題測驗篩

選適合的問項納入本研究的問卷當中，結合前述所提及的理論基礎，有助於本研究針對

社群平台建構出「社交有用性量表」，預計可以做為協助各平台業者透過後台分析用戶

時的參考依據，進而提升平台品質。 

 

關鍵字：社群媒體、社交有用性、基礎人際關係導向、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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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1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二) 11-3 

針對企業與客戶需求進行數位轉型：以海陸家赫為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Business and Customer Needs: A Case Study of “HAI LU 

JYA HE Enterprise Co., Ltd.” 

張雅婷 

台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台北巿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總監 

 

陳銘崑 

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學系(所)  

 

陳佳珍 

中華經濟研究院分析師 

 

摘    要 

  本研究描述一個傳統工業用油銷售/製造商－海陸家赫的數位轉型過程，案例廠商經

歷了二次不同階段的轉型，包括導入「LINE@主動推播訂單」、及研發「IoT 油品品質

監測系統」，讓海陸家赫從工業用油銷售/製造商轉型成為數位解決方案供應商。本研究

透過一個成功數位轉型廠商為對象，希望藉由該個案廠商面對的問題描述及實行經驗，

瞭解數位轉型的作法及成功因素。 

 

關鍵字：關鍵字：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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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1 : 數位化、數位優化、數位轉型 (二) 11-4 

台中中小型製造業數位轉型現況調查 

An Investig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nufacturing SMEs in Taichung 

 

陳鴻基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張伊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林家瑄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     要 

組織運用新資訊技術提高整體績效是企業間的熱門話題。然而，企業推行數位轉型

面臨許多困難挑戰與。為了協助我國中央政府制定符合我國製造業者之數位轉型推動政

策，本研究針對台中市中小型製造業者進行數位轉型問卷調查。本次研究共回收 160 份

有效問卷，調查結果發現過半比例台中中小型製造業者希望能夠推行數位轉型，然而受

限於資金、人員及基礎設備等問題而舉步維艱。本研究掌握地方製造業者之具體需求，

以作為提供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協助製造業者邁向數位轉型之相關政策擬定參考

資訊。 

關鍵字：數位轉型、製造業、中小型企業、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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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2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二) 12-1 

 

OTT 線上串流平台的價值創造與定價策略探討 

Discussion on Value Creation and Pricing Strategy of OTT Streaming Platform 

 

林良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陳建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摘     要 

  因應新時代的變局與競爭，媒體業者如何針對現有通路進行調整，已經成為媒體業

者都在思考的熱門問題。OTT 與製片商所創造的價值究竟帶給了顧客什麼價值？再則，

在了解顧客使用線上串流平台所重視的價值為何之下，OTT 與製片商又可制定哪分面的

策略？均是本文欲探究的主題。本文透過深度訪談法，選取的對象是長期關注市場變化

並且都是各領域的專家及使用者，訪談對象總共 13 位。研究結果發現並歸納出：一、

受訪者使用 OTT 線上串流平台各自延伸出的價值，共產生出 15 項因子。二、從 15 項

因子分類出三個不同價值創造的構面。三、3 種當今主流的線上串流平台定價模式，其

產生的價值有何差異，並期許研究結果提供給 OTT 線上串流平台業者一些建議。 

 

關鍵字：OTT 線上串流平台、價值創造、定價策略、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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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2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二) 12-2 

虛實融合服務設計之個案分析 

A case study on the online-merge-offline service design 

 

蕭宇軒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2017 年馬雲提出新零售的概念，並認為新零售是:「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的數據驅

動的泛零售形態。」，而過去的 O2O(Online-To-Offline)虛實整合模式已經無法滿足消費

者不斷變化的需求，為了能進一步提供個人化的服務給消費者，OMO(Online-Merge-

Offline)虛實融合模式成為許多企業轉型的新目標，為了幫助企業成功轉型，故本研究旨

在探討企業如何將虛實通路融合，提供滿足顧客體驗的虛實融合服務。本研究將以「7-

ELEVEN」做為個案公司，去探討個案公司如何從原本實體通路走向虛擬通路發展 O2O

模式，並進一步將實體與虛擬通路融合，達到虛實融合的運行模式。本研究將透過雙鑽

石模型理論，去了解企業在設計虛實融合服務的過程，並透過研究分析，說明個案公司

如何縮小原有的服務缺口；最終，透過顧客旅程去了解企業虛實融合下的服務設計。本

研究發現將點出企業成功從虛實整合轉型至虛實融合的關鍵，並在未來的服務設計上給

予建議。 

 

關鍵字：虛實融合、雙鑽石模型、服務缺口、5A 模型、7-EL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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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2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二) 12-3 

社企力推動地方創生-以甘樂文創及小鎮文創為例 

Using Placemaking Strategies in Social Enterprise to Promote Local Economy. 

 

呂文琴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筠文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孟彥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各國面臨人口結構高齡化衍生出城鄉失衡等相關社會現象，台灣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正視此問題於 2016 年推動「設計翻轉 地方創生」計畫。其中以共融經濟觀念置入

的創新商業模式多採文創運營類型，此地方創生型社會企業與當地商家合作，吸引顧客

前往，進而解決社會問題，以共融經濟創造公共利益。本研究採 Python 爬取甘樂文創及

小鎮文創於 Google Maps 線上評論，利用文字探勘技術歸納消費者關注面向，再以準實

驗法模擬線上評論情境，探究受試者對地方創生型社企品牌的行為意圖。結果顯示，評

論影響受試者品牌態度，並對「口碑傳遞」、「購買意圖」及「願付更高價格」皆具顯著

影響。建議社企業者兼顧經濟與社會功能，以適切價格及優質服務，提升消費者後續正

向行為意圖。 

 

關鍵字：地方創生、社會企業、共融經濟、文字探勘、品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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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2 : 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暨智慧科技服務與營運策略(二) 12-4 

例規動態：新加坡樟宜機場的服務作為 

Routine Dynamics: Service Organizing underlying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關欣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 

 

施妉褱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所 

 

摘     要 

本研究探索例規動態的新樣貌。過去文獻提出內涵與能力觀點。內涵觀點強調打開

例規的黑盒子，探索例規的變動狀態。能力觀點強調例規的行動樣貌，分析行動的做法

如何逐漸形成組織作為。然而，當創新衝擊組織時，例規必然會產生變動與彈性。在此

狀況下，我們需瞭解例規轉折的過程、新例規轉換成組織作為的樣貌，及運作邏輯改變

所促成的轉型。本文分析連續八年獲得全球最佳機場服務獎的新加坡樟宜機場，以理解

例規的動態特質。理論上，本研究闡釋固化例規釋放出彈性時，會經過哪三個動態層次

使組織產生根本性的轉型。也會說明例規如何被修正、轉換成作為及觸發組織轉型。實

務上，本文指出服務設計與數位轉型不應該忽略例規變動時所發展出的策略作為。 

 

關鍵字：服務創新、數位轉型、組織例規、組織作為、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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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3 : 組織永續之領導與管理 13-1 

科學園區未來如何發展？探討研發導向 

之科學園區發展策略基於 SRA-NRM 模式 

How will the science park develop in the future?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D-oriented science park based on SRA-NRM approach 

 

林士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鄭苡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科學園區之建立，往往同時提升一個國家的產業創新程度，進而推動國家經濟的發

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產業環境不斷地發生變化，能影響國家經濟與產業創新之科學

園區，逐漸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要素。本研究針對研發導向科學園區之發展策略

進行探討，藉由文獻回顧歸納出基礎建設、人力資源、研發能量、產業環境與投資誘因

之五個科學園區區域發展關鍵要素，運用滿意需求分析(Satisfaction requirement analysis, 

SRA)來找出聚落內資源配置情形，並透過網絡關聯圖分析(Network Relation Map)找出要

素間的相互支配關係，探討科學園區之發展關鍵要素、資源供需情況以及應發展策略之

異同，最後，本研究能提供有關當局做出決策時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對區域發展相關理

論作出貢獻。 

 

關鍵字：DEMATEL、SRA-NRM、科學園區、產業聚落、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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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3 : 組織永續之領導與管理 13-2 

探討日照中心活動課程設計與降低失智者躁動之關聯性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ivity design and the agitation reduction of the 

demential patients in a daycare center 

 

張育瑄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周瑛琪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吳祉芸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隨著醫療資源的進步，平均壽命越來越長，罹患慢性病的風險也隨之提高。有關失

智症非藥物治療已被證實，如透過環境改變或參與有意義的活動，改善患者的精神、行

為及提升生活品質。但是對於失智症患者的躁動症狀的效果，研究結果則較不一致。根

據國內、外研究顯示日間照顧中心所提供的服務，能有效促進失智長者保持與社會的聯

繫，維持身體機能，並提升生活品質，以及對照顧者的壓力負擔得到緩解。但是日照服

務是否能降低失智者改善患者的精神、行為症狀則未進一步作探討研究。據此我們將探

討失智症患者參與日照活動進行後，其精神症狀如情感特質變化及躁動行為是否改變。

另外，透過訪談法與家屬討論瞭解患者參與活動課程後生活是否改善。 

 

關鍵字：失智症、躁動症、非藥物治療、活動課程、情緒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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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3 : 組織永續之領導與管理 13-3 

知識型網紅特性對於投資意願的影響與粉絲風險態度之調

和效果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based influencers’ characteristics on fan’s investment 

intention : The contingency role of risk tolerance 

 

柯齊育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國樑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伯旻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隨著社群媒體的興起，「網路紅人」簡稱網紅已逐漸被社會大眾所熟識。本研究以財

經類知識型網紅的特質來探討當影片觀賞者或粉絲看完網紅發布的投資討論或教學影

片後，對提升粉絲投資意願的影響。本研究援引代言人來源可信度模型 (The Source 

Credibility Model)之吸引力、專業性和可信度為自變數，並以粉絲風險承受度做為調節

變數與粉絲投資意願做為依變數。在資料蒐集上以三段網紅影片觀賞之方式模擬網紅不

同特質的影響，讓受試者在觀賞完影片後回覆問卷。共回收 327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

顯示，網紅的吸引力和可信度會正向影響粉絲投資意願但專業性則不顯著，而粉絲風險

承受度則負向調和上述關係，本研究根據實證結果提出理論貢獻與實務貢獻，並對未來

可以研究的方向進行建議。 

關鍵字：知識型網紅、代言人來源可信度、風險 承受度、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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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3 : 組織永續之領導與管理 13-4 

 

企業永續：知識脈絡與整合性架構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An integrated framework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謝佩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何秀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近年來，「永續」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發展目標之一，追求獲利的同時兼顧環境、社

會發展。過往研究探討企業在產品、供應鏈及組織結構等層面中，如何改革與創新以達

成永續發展。本研究以學術角度出發，採究企業如何管理永續議題，了解企業經營各層

面中的重要元素與企業永續發展之策略趨勢。本研究採主路徑分析和集群分析方法，自

WOS 資料庫蒐集 1994-2021 年共 2574 篇文獻，觀察企業永續的知識脈絡，並透過分群

結果觀察該領域之焦點議題。研究發現，早期以生態永續觀點結合企業經營，隨後以綠

色概念為發展主軸。然子題分群結果係從管理層面探討整體企業永續之研究為大宗。文

末提出企業永續之整合性架構，增加業者的永續策略思維，同時建構更完整的學術地圖。 

 

關鍵字：企業永續、綠色供應鏈管理、綠色人力資源管理、綠色創新、主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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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3 : 組織永續之領導與管理 13-5 

以整合型社會交換理論探討散熱風扇產業製造商與供應商

之互動關係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integrativ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of the cooling fan industry 

 

林良陽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龔文川 

元山科技工業(股) 

 

摘     要 

研究探討供應商關係的理論角度多以供應商的選擇、組織學習、競爭導向、合作、

財務效果、協調等方向進行研究，較少以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探討，本研究以散熱風扇產

業為例，使用整合型社會交換理論探討散熱風扇產業製造商與供應商的互動及在不同時

期的關係變化。本研究以質性的訪談分析法及單一個案多重研究法進行討論，發現製造

商與供應商的互動關係變化，是從個人行為轉變為組織結構進展到網路的交換關係，且

在複雜的交換關係中無法以單一的社會交換理論進行論述，除此之外，道德觀念以及機

會辨識的能力也會影響到製造商與供應商的互動結果。 

關鍵字：散熱風扇產業、供應鏈、社會交換理論、道德觀念、機會辨識、移動障礙。 

  

  



                    2021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 論文摘要集                                                                                                                       

69 

 

Session 14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二)  14-1 

地方創生動起來-品牌 FGC 對顧客行為意圖之研究 

FGC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Brands 

 

呂文琴 

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王思婷 

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孟彥 

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各國政府重視城鄉發展失衡的現象而推出政策，行政院宣布 2019 年為「台灣地方

創生元年」，透過盤點「地、產、人」三大特色資源，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策

略規劃，藉此復興地方產業以帶動人潮。本研究選取國發會官網的地方創生示範案例，

透過 Python 爬取有經營官方臉書的 10 家品牌，利用文字探勘技術歸納出三大類型，梳

理企業生成內容(FGC)的核心要素，再以準實驗法模擬臉書貼文情境，探究受試者之顧

客知識對地方創生品牌 FGC 的行為意圖。結果顯示，顧客知識正向影響品牌態度，而

品牌態度對其行為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建議地方創生經營者，多傳達地方創生的社會

議題及具地方獨特性產業的相關資訊，增長顧客知識，以提升其對地方創生品牌的態度

與行為意圖。 

關鍵字：地方創生、品牌態度、顧客知識、行為意圖、文字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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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4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二)  14-2 

建構區域創業生態圈：以台灣科技新創基地為例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creation. 

 

陳鈺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廖子綺 

台灣科技新創基地  

 

摘   要 

近年來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創業，而臺灣政府主動透過創業機構以及創業計畫，建置

臺灣創業生態圈。因此公部門在台灣創業生態圈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科技部

設立的公部門創業機構–「臺灣科技新創基地」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個案研究方式，藉由

長時間的參與觀察與訪談，搭配場域中 321 場活動的活動分析，從利害關係人與中介者

的理論視角，歸納出建構區域創業生態圈的三階段，亦即政策導向階段、教育導向階段、

以及商機媒合階段。「臺灣科技新創基地」依據各階段的目標，選擇與不同利害關係人互

動，並適時地轉換自身的中介角色與利害關係人協作，共同建構出創業生態圈中所需的

創業資源，此外與利害關係人的協作，亦可使創業資源能生態圈中有效地流動。 

 

關鍵字： 創業生態圈、利害關係人、中介者、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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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4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二)  14-3 

 

台灣軍用科技創新樣貌：以中科院為例 

An Overview of Taiwan’s Innovation on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Case of National 

Chung-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黃煜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蔣采妮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蘇信寧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軍用科技為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其研究誠然是重要的議題。本研究冀透過

探討中科院的專利，辨析其發展脈絡，並得出重要的管理意涵。專利資料源自於 USPTO，

進行專利分析與組織內外的網絡分析，但所選取的專利並未針對軍用專利、民用專利與

軍民通用專利而區分。所得出的建議為中科院應加強組織內外研發合作網路。為探究技

術發展的脈絡，專利分析法常被使用於高科技產業中，卻不常被用於軍用科技產業中，

其相關文獻鮮少，且針對「國家級」軍用科技武器研發機構之專利研究的相關文獻更少，

此外，組織內外的網絡分析亦不曾見於後者之中，本研究則冀以裨補闕漏。 

 

關鍵字：中科院、軍用科技、科技發展、專利分析、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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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4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二)  14-4 

數位分身於國防安全應用之技術佈局分析 

Technological Portfolio Analysis of Digital Twins in Defense Security Application 

李欣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蔣采妮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蘇信寧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摘    要 

網路及社群媒體科技迅速發展提升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製作與分享訊息的方便性

與易用性。這有助於衛教訊息的傳遞與推廣行為。由於社群媒體資訊流量過於龐大，衛

教訊息常 會被商業訊息的多元性覆蓋而較難抓住社群使用者的注意力。如何設計能夠

吸引社群媒體使 用者停留閱覽的衛教訊息為衛生院所及機構重視的議題之一。因此本

研究擬採用耶魯模式 （Yale model） 的組成成分，訊息 （message） 來源 （source） 

及接收者 （receiver），以 2 x 2 x 2 矩陣的實驗設計，操弄衛教標題（感官性/非感官性）

及衛教內容（生動性/單調性；易懂性/難懂性），檢測其對來源可信度、專業度，以及使

用性的影響，進而推論訊息對接受者的說服力，以及自主性推廣行為。另外亦檢測訊息

關聯性在模型中的干擾效果。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調查網路使用者，共回收 801 份有效問

卷，並採用 SPSS21 及 AMOS24 進行資料分析，以及假設檢定。分析結果顯示，感官

性標題、生動性與易懂性內容，皆能提高為衛教訊息之來源可信度、來源專業度，以及

訊息實用性之認知。然而，訊息來源專業度及實用性較能對訊息接受者產生說服力，進

而產生自主性推廣行為。另外，訊息接受者若與訊息內容具較高關聯性亦於說服力與推

廣行為之間產生顯著之干擾效果，具較高的訊息推廣意願。研究建議，建醫療機構的相

關管理者，盡可能構思具感官性（如浮誇、新奇、震驚等性質）的訊息標題，配搭生動

性（生動有趣插圖）與易懂性（淺顯易懂、平易近人的文字）的訊息內容，以提高訊息

接受者的點閱，理解力，以及快速抓取重點。此外亦建議能夠從曾經就診過相關病症或

疾病的民眾開始推廣，會獲得較快速的傳播效果。 

關鍵詞:耶魯模式、衛教訊息、來源可信度、訊息關聯性、社群媒體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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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4 : 創新創業與新事業發展暨資訊服務創新與數位轉型(二)  14-5 

創投與新創之間的價值共創 
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and startup 

 

張容嘉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鄭至甫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創投與新創間的關係可謂長期的魚水共生、共生共榮，過往研究關於其互動關係的

研究多認為彼此間僅為了各自利益，如以代理理論、賽局理論等探討創投與新創間互動

關係之影響，然而本研究認為創投與新創間的關係實為：雖追求各自利益，但卻於投資

後活動階段，藉由合作與互動協助彼此創造價值、達成目標，甚至進一步創造第三方（如：

利害關係人、社會、產業）之價值。本研究以價值共創理論探討創投與新創之間如何互

動以共創價值，研究發現：(1)雙方的價值共創關係為：為了同一目標在遵循一定的體制

下，站在彼此的立場互相著想，盡力做出想法與資源的互換，期間所造就的價值，將成

為未來各階段長期合作中，重要的經驗以及養分；(2)依據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a)

之價值共創理論兩大架構內的八大元素分析，創投與新創間的互動得以進一步創造出期

待的價值；(3)在創投與新創互動過程中歸納出七個兩方共同重視的因素，若契合度愈高，

則關係愈緊密。本研究補足創投與新創的價值共創關係基礎，並提供兩者互動合作的新

視野。 

 

關鍵字：創投、新創、互動過程、價值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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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5 : 智慧金融與財務智能 15-1 

 

科技發展帶動的金融業變革:科技創新系統的應用 

Financial Industry Reform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王健航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陳韻文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吳育憲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摘     要 

本篇旨在透過科技創新系統(TIS)觀點探究金融科技發展的知識創新與資源分配之

關係並建構一合法性的干擾效果模型。過往針對金融科技之關鍵要素探究多以個案分

析方法理解金融科技發展的關鍵因素，缺乏理論解釋要素如何影響創新過程。由於金

融科技是一項持續創新的技術，針對影響其發展之因素，應以動態論之觀點，故本研

究以動態觀點之創新系統理論—科技創新系統，分析台灣金融機構之金融科技發展中

三項應關注之發展要素：知識創新、資源分配與建立合法性。本研究結果發現當金融

業具有較高程度的金融科技知識創新並內化成產業核心能力，協助金融業發展相關資

源，而政府建立合適政策，可以作為支持創新的力量，加強知識創新與資源分配，鼓

勵金融業者積極創新。 

關鍵字：金融科技、科技創新系統(TIS)、金融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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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5 : 智慧金融與財務智能 15-2 

 

以活動理論探討金融科技創新機制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s of Fin-Tech Based on Activity Theory 

 

紀慧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蔡林彤飛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黃渟倢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徐鈺真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林鐛渝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邱莉珊 

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摘     要 

 

在全球科技急速發展下，金融產業透過科技延伸發展許多改變金融交易方式與活動，

運用科技讓個人能以較低成本來獲得金融服務，改變了現代的消費與交易模式。本研究

旨在深入了解金融科技的創新以活動理論加以呈現，包含活動理論之主體、客體、規則、

工具、社群與分工六大構面，透過 2020 年美國 ARK 金融科技基金指數十大公司中挑選

五家企業為研究案例，採文本分析法分析其活動脈絡蒐集近十年該個案公司之官網與新

聞資料庫等相關創新服務之次級資料，以商業生態系統就其初生、擴張、領導與再生等

歷程歸納，彙整為金融產業之商業生態系統，並對相關理論加以延伸討論，透析金融科

技產業發展之脈動與應用，並提出具體建議創造商機。 

 

關鍵字：金融科技、活動理論、創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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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5 : 智慧金融與財務智能 15-3 

以資料科學角度規劃台灣 ETF 股票進出場時機： 

以新冠肺炎期間為例 

Planning the entry and exit timing of Taiwan ETF sto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science:Take the period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as an example 

 

許藝馨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姜自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     要 

“後疫情時代”，疫情過後的新名詞。從去年 2020 年開始，全球開始流行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而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流行導致全球陷入危機。台灣的民生以及

經濟也都受到不少的影響，連帶的影響到台灣的金融市場，例如:台指期、股票等。因此，

有不少人開始投資台灣的股票，透過買賣股票的方式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本研究是以台

灣 50 ETF 為分析目標，透過隨機指標(KD)比較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 5 月台灣 50 指

數型股票的歷史交易資料及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5 月台灣 50 指數型股票的歷史交易

資料。以資料科學的角度規劃台灣 50 指數型股票股票的進出場時機。本研究希望能夠

找出在疫情嚴重的時空背景下，透過技術分析指標協助投資人在漲跌搖擺不定的情況下，

降低投資虧損的風險。 

 

關鍵字：:股票、進場時機、出場時機、隨機指標、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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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6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6-1 

 

探討遊戲化對使用者節水行為之影響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gamification on water-conservation behavior 

 

吳晉榮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陳偉慶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     要 

台灣在 2020 年創下了一個極端的紀錄，豐水期的梅雨季短且沒有颱風為台灣帶來

足夠的雨量，各水庫也紛紛拉警報。在 2021 年初，台灣面對艱難的旱災，水利署也對

民眾提出警告，未來發生旱災的頻率將提高，民眾應該在平常就保持好良好的用水習慣，

然而政府對水資源相關的宣傳教育讓民眾覺得枯燥乏味。本研究以遊戲化的方式設計一

個遊戲情境，預期玩家能夠以有趣的方式，認識用水相關知識並提高節水的意圖，也希

望研究成果能夠作為政府未來政策的參考。研究結果顯示遊戲化設計中，應該著重於如

何誘發遊戲內部動機而不是外部動機，以及玩家對於主題共鳴之重要性。遊戲內在動機

影響玩家對於主題表達效率、玩遊戲意圖及省水的意願。 

 

關鍵詞：水資源宣傳教育、遊戲化、遊戲主題表達效率、玩遊戲動機、節約用水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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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6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6-2 

 

以資料探勘探討疫情期間區域級以上醫院醫療品質的影響

-以出院後三日內同院所再急診率為例 

Using data mining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medical quality of hospitals above the 

regional level during COVID-19–taking re-emergency in the same hospital within three 

days after the hospital as an example 

徐于涵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    要 

背景: 全球受新冠病毒的肆虐，造成我國疫情逐日升溫，為了因應政策，許多民眾

減少外出機會，因此致有健保特約的醫療院所看診人次立刻變少，根據健保署統計，相

較於 2019 年同，2020 年 1 到 6 月整體門診量降幅 8.1%(1566 萬人次)。「出院後三日內

同院所再急診率」為呈現民眾住院期間是否受到妥善的照護，因此被視為醫院照護品質

的重要指標。在圖一中會發現出院後 3 日內再急診有上升的趨勢，因此本研究以此指標

來探討醫療品質是否受新冠病毒的影響，透過 python 進行統計、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

地區的再急診率差異。結果:研究顯示 2019、2020 這 2 年間，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的 3

日內再急診的指標值有顯著變化，而當中又以東區 4 家醫院及中區、高屏區 28 家醫院

3 日內住院率上升。 

 

關鍵字:再急診率、醫療照護品質指標、新型冠狀病毒、3 日內同院所再急診的指標

值、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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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6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6-3 

板機憑證2：保險價值鏈的破壞式創新 

Trigger Token: A Disruptive Innovation to Value Chain of Insurance 

 

陳哲斌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暨保險學系 

 

摘     要 

區塊鏈保險於保險科技，多著重將資訊紀錄於區塊鏈，達到無法偽造的目的，然而

保險業中心化管理，並採用聯盟鏈，與區塊鏈去中心化本質產生扞格，進而降低信任程

度。本研究以「板機憑證」為互助的憑證，利用區塊鏈智能合約達到資訊透明且無法偽

造或竄改的特性，並將板機條件紀錄於區塊鏈上。當條件成就時，板機憑證則可轉換於

其他可交易的密碼通貨憑證，類似於保險契約對於保險事故發生後的給付方式。 

本研究中智能合約將部署於公有鏈上，為現行區塊鏈保險公信力提出解決方案，可為不

特定的法人或自然人，達成資訊平等社會意涵。本研究並分析板機憑證法律性質及經營

上的適法性，最終可做為保險「證券化」於市場上進行交易，達成風險移轉的管理目的。 

 

關鍵字：保險科技價值鏈、社群風險互助、區塊鏈、智能合約、板機憑證 

  

                                                      
2 新型專利核准文號：（110）智專一（四）04539 字第 11041100660 號，領證公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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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6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6-4 

 

從社會資本觀點探討知識外溢與組織同形： 

以孵化器為例 

An Investig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by Applying 

Concepts of Social Capital: Taking the Incubator as an Example 

 

曹蕙讌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哲維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洪秀婉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 Nahapiet and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來探討在孵化器的環境

中，新創公司之間所發生知識外溢與組織同形。研究對象以進駐孵化器之新創公司，總

計蒐集 176 份有效問卷，應用偏最小平方法(PLS)加以驗證。實證所得的結果共有四點：

(1)社會資本的形塑過程中，結構資本和認知資本會正向影響知識外溢，惟關係資本無顯

著影響，推測與進駐孵化器的時間、進駐性質有關；(2)結構資本中進行社會互動時會產

生高度正向的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3)關係資本和知識外溢會正向影響組織同形；(4)模

仿力對知識外溢與組織同形之調節效果不顯著，推測執行模仿策略必須具備複雜的吸收

能力與整合能力。 

 

關鍵字：孵化器、社會資本、知識外溢、組織同形、模仿力、偏最小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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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6 : 科技政策與前瞻預測暨團結經濟 16-5 

 

網絡中介：創新生態系的合作聯盟 

Network Brokerage: A case study of cooperative alliance in innovation ecosystem 

 

鍾敏玲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暨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隨著科技創新、客戶需求及外部環境因素快速變化，數位科技與實體經濟之 結合變得

更加緊密，組織不僅面臨快速變遷的產業環境，單一組織已經無法獨立 滿足顧客需求，

需要和其他組織一起創造價值，即使在資訊科技長足進步的現在， 面對面的人際關係

仍然是促成各種商業合作、投資和獲得市場機會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以「老台南文化創

意有限公司」(以簡稱「老台南」)為研究個案，採質性 研究法，透過實際參與個案企業

的網絡與會議、以訪談、實際參與等方式，探討 此公司從透過老房子的翻修重新展現在

地價值的理念，逐漸凝聚成為生態系的基礎，分析其平台創立及社會網絡的脈絡演變意

涵。初步研究結果發現，個案發展演變的歷程環節是逐步累積，引入不同資源以 及結合

跨產業的資訊能量，有助於核心資源的增加，而原本的人際網絡資源，有助於凝聚更大

的組織與組織之間治理的能耐，擴大原本社會網絡的人脈，整合連 結網絡，建構更多產

業投入的生態系世界，累積形成生態系的基礎。印證過去以 信任關係、合作網絡等文

獻，對網絡中介創新與資源能耐的觀點，而本研究也試 圖加入生態系的觀點，分析組織

間合作關係及意義。最後，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後 續研究限制及延伸之議題探討。 

 

關鍵字：社會網絡、結構洞、網絡中介、生態系、合作網絡、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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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 EMBA 論文獎 優等 

創新在積體電路企業永續經營的策略重要性 

-以台積電&聯發科創造藍海市場個案為例 

吳承勖 

國立清華大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余士迪、李建興 

摘    要 

現今工業標準化大量製造下發展已反映出市場由「供不應求」進入「供過於求」

生產過剩狀態的成本競爭紅海市場。可是綜觀全球仍有數十億人口，由於經濟水平卻

未感受到科技創新改變了生活型態的便利性。暗示科技產品在科技應用與新領域開發

的產業生態，加入創新策略來佈局將會創造差異化新藍海市場。 

企業經營行銷管理與市場接觸的媒介是公司的產品和服務，由個案的例子可看出

企業不再只是企業本體和而是擴及整體生態平台下的產品服務，利於將創新科技帶到

全世界每個角落，來滿足及提升人們在工作、生活、娛樂等各方面的市場需求。因此

企業的創新要想獲得市場上需求的持續認可，就必須針對市場的客戶需求趨勢化指導

逐步遵循 PDCA(Plan,Do,Check,Action)循環管理技巧來不斷提高產品的性能和服務策略

催化。此處的基本性能主要是指獲得現有競爭市場上普遍認可的性能，而差異化性能

則是指那些並非所有企業都夠提供的產品特色，這些差異化性能若可以更好地滿足消

費者需求，那就具有市場的壟斷性。 

本研究以台積電與聯發科為例，依摩爾經濟學來探討半導體公司在元件尺度微縮

化競賽中創新策略的手法與通則性，再依公司創新個案探討與發展現況來作本質差異

性的探討，藉由產品差異化進化到策略的差異化來優化技術創新、產能創新，成本競

爭與商業模式創新的手法導引到新藍海市場的策略做歸納分析，研究發現個案中其永

續經營手法中聚焦在產品的研發與創新價值來創造多重產品生命曲線疊加，得以再創

公司生命曲線成長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關鍵字：創新、摩爾經濟學、差異化藍海策略、生命曲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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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論文獎B-2 EMBA論文獎 優等 

以商業生態系統理論之觀點探討身份自主權的發展 

林陽 

國立政治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學程高階經營班 

指導教授 : 鄭至甫 

摘    要 

由於全球大多數地區的網際網路基礎建設及行動通訊網路日臻成熟發達，無論是個

人、組織、機構、企業、政府等個體(entity)，每日都在網路世界大量產生與其相關的數

據或資料。過去，個體均需仰賴其他可以取信於公眾的其他個體之電腦資訊軟硬體系統

及通訊設備，來對個體的身份及其所產生的數據或資料加以管理、進而控制。這些管理

及控制身份與資料的個體，已經被證實無法安全保護所轄個體的身份隱私權、或是以壟

斷資料所有權的方式來進行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因此，身份自主權(self sovereign identity)

的思潮運動已經從萌芽進入到成長階段，雖然尚未啟迪所有公民的自主意識，但是藉由

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及採用，讓身份自主權已開始步入到實際應用上；而以身份自主權為

基礎的資訊科技未來顛覆人類的生活方式實屬可期。 

本文採用商業生態系統觀點為基礎，採用內容資料分析法，探討產業中主要領導的

廠商、組織及團體，在自主權應用的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並透過問卷調查進行量化分析

方法，了解顧客群體從其他生態系統遷移到身份自主權生態系統的支持意願。冀望從資

料整理分析之後，得出台灣地區從事業者進軍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策略。 

關鍵字：身份自主權、商業生態系統、創新擴散理論、行為者網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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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3 EMBA 論文獎 優等 

新冠疫情下影響餐飲業微型創業之關鍵因素 

林意雯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胡宜中 

摘    要 

2020 年年初全球發生新冠疫情，在疫情的衝擊之下造成離職率的攀升，許多人為求

所得穩定而開始興起了微型創業潮。在眾多職業類別裡，餐飲業是最受歡迎的行業。在

疫情發生前，雖然已有許多文獻探討影響微型創業的關鍵因素，但疫情持續蔓延，消費

習慣也大幅改變，使宅經濟持續升溫，而外送平台等商業模式也隨之蓬勃發展。由於數

位應用在微型創業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因素，使得餐飲業微型創業者更需要瞭解在

新冠疫情下影響創業的關鍵因素及其相互影響的關係。 

由於所探討之問題屬多屬性決策分析議題，本研究因此透過德爾菲法邀請具餐飲業

微型創業經驗之專家協助建構出新冠疫情下影響餐飲業微型創業之研究架構，確認數位

資訊管理構面在架構中的必要性。為了解因素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再邀請多位微型餐

飲業經營者就因素間之相互影響關係進行問卷填答。經由決策實驗室法對問卷的分析，

顯示經營者對於在新冠疫情下影響餐飲業微型創業之關鍵因素包含「產品評估」、「產品

定價」、「產品進銷存」及「市場接受度」、「行銷活動」、「網路平台」、「風險承擔」等。 

因果圖顯示欲有效改善所有關鍵因素的績效，「產品評估」扮演源頭的角色，也是餐

飲微型創業前應首要改善的項目。這顯示餐飲業微型創業者在進入市場之前，應就產品

的開發設計以及市場接受度仔細評估，完全以客戶之需求為導向。本研究依據關鍵準則

的重要度與績效值分析提出相關的改善策略，並思考如何由數位工具強化績效，以謀求

提升微型創業者進入餐飲業的競爭優勢。 

關鍵字：新冠疫情、餐飲業、微型創業、宅經濟、數位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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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4 EMBA 論文獎 優等 

半導體封裝公司在先進封裝發展策略之研究 

陳建榮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高階主管管理學程 

指導教授 : 鍾惠民、謝文良 

摘    要 

本論文針對台灣 IC 產業的技術演進及發展，在台積電成功的體現了晶圓代工破壞

式創新的模式後，對於供應鏈下一棒、封裝公司未來的影響與策略做深入剖析與研究。

台灣晶圓代工的技術演進及發展歷經了超過 30 餘年的努力，得以與歐美西方國家和亞

洲日韓半導體製造公司分庭抗禮。市占率與產能佔全球整體市場超過 5 成，且因為智

慧手機、行動裝置的普及，高階電腦運算，車用 IC 及人工智慧與智聯網(IoT)的需求，

晶片效能的提升，仍迫使業界的摩爾定律必須持續地改善與推進，但在微縮技術的困難

度與散熱的挑戰下，晶圓代工公司在先進技術產品必須整合不同邏輯與記憶體 IC 在同

一封裝 IC 內，以達成縮小體積、提升效能與效率的目的。就類似早期個人電腦主機板

上有北橋晶片組負責與 CPU 和記憶體的銜接，南橋晶片組負責與 I/O 開機記憶體相連，

但目前已演進成直接南北橋整合一起的晶片組在運作。而過去對終端客戶最為困擾與糾

結的 IC 可靠性或故障失效問題，始終介於晶圓代工公司與後段封裝公司之間而難以快

速釐清，責任問題澄清事小，影響客戶權益與交期事大。且因整合多晶粒在同一顆封裝

內，確保良品晶粒至為重要，否則一顆內含故障晶粒報廢會造成整組多晶粒的重大損失。

這個已知良品晶粒(Known Good Die, KGD)的要求也迫使晶圓代工廠必須發展先進封裝

技術。在台積電以其前段晶圓製造技術的核心競爭力做後段封裝技術的替代與發展，無

異是俗稱的殺雞用牛刀，在近幾年便快速的滲透到封裝產業，也取得終端客戶的認證與

信賴採用。本文以台積電為例，來說明在其整體先進封裝技術的發展後，對目前後段傳

統封裝廠的影響及可行策略的因應，利用五力分析現階段台積電在產業變化中的相對位

置，而現存封裝廠該如何善用與強化核心優勢，並調整策略面對威脅，用 SWOT 分析

是否可以快速有效率的轉型成功。 

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變化仍持續在大放異彩式的演進，台積電成功開啟晶圓代工破壞

式創新的模式後，觸發了產業鏈最上游的設計公司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及快速擴張，

設計人才與工廠技術研發、工程、製造人才的大量需求也驗證了現今人才不足的窘境。

台積電現在發展先進封裝技術銜接晶圓代工的前段製程模式，其實並不獨特，但是以高

度客製化的需求，用技術的獨特性及異質整合的產品良率與可靠性，建立優勢與進入障

礙，卻又是破壞式創新的下一波循環。趨勢仍在變化，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封裝廠該用

何種方式尋求突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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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師法台積電，佈建或與 IP 設計公司聯盟合作，早期介入小晶片組(Chiplet)封裝

技術，不與台積電的高階抗衡。多晶粒封裝即便是 3D 封裝法仍有其限制，目前仍受限

於邏輯 IC 加記憶體 IC，也無法把其他不同應用 IC，全由台積電一應完成。封裝廠若

能成功拓展小晶片組(Chiplet)封裝技術，使得客戶產品的效能提升，便是增加了高附加

價值，同時在封裝產業也能及早建立技術門檻與障礙，形成本身的核心優勢。 

2. 技術的提升始終會面臨物理極限的挑戰，困難度亦將越來越高，量產時程相對也

會越來越長，再加上散熱一直是 IC 界長期以來的難題，目前有前瞻性的公司，無一不

在進行材料的研究以期在 IC 晶體製造製程和異質整合上有所突破。宏觀來看世界，全

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和 IC 的微觀世界，都是散熱問題。未來的世界誰能掌握綠色環保

又能兼具散熱的技術，便具有相對優勢與核心競爭力了。 

關鍵字：晶圓代工、先進封裝、Chiplet、五力分析、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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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5 EMBA 論文獎 優等 

國產經銷商獲利超越顛峰的下一步  

跨足進口品牌之服務轉型決策 

鄭翔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EMBA 

指導教授 : 盧希鵬、鄒仁淳 

摘     要 

2019 年汽車業受到進口車低價搶市衝擊，國產車銷量逐年下滑，面臨雪崩式衰

退，國產車與進口車已在危急存亡之秋。因此，企業必須因應環境變動，在動態環境

中以企業的核心資源來建構獨特的能力，並藉以連結的關鍵資源及機會，改變劣勢創

造出新的第二曲線。個案中的專業經理人，透過客觀分析情境，洞察所蒐集的訊息，

看清未來聚焦願景，運用合資雙方優勢互補，借利使力，以價值共創擴展版圖，強化

營銷閉環，切割傳統國產經銷商無法經營進口豪華品牌的迷失。在創新的服務流程中

同時提升員工的職能，創造有前景的發展。最終達到讓顧客、員工、股東，以開放共

贏、互利共生的前題下，結合個別企業的關鍵能力，創造最大經濟效益的創新生態系

統。 

本研究採用哈佛個案教學方式撰寫，透過案例的探討，可以讓學員了解在動態環

境中，企業如何感知到機會並大膽發揮優勢，掌握機會形成創新策略，並快速轉換內

外部資源，以迎擊進口車進逼的挑戰。在與合作夥伴創造價值過程中，彼此透過互動

與調整尋求新的成長動能，爭取進口高級車的經銷權，達到資源整合以降低成本，再

利用智能服務把服務變成創新服務，創造盈利與競爭優勢，延續企業長期穩定獲利，

將危機轉化為創新生態營運的轉機，最終達成企業永續經營之核心價值。 

關鍵字：企業轉型、動態能力、SO創新策略、價值共創、創新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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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6 EMBA 論文獎 優等 

半島歌謠祭永續經營之研究— 

以社會網路與價值共創之觀點 

謝宜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林玉娟 

摘    要 

節慶活動帶來觀光人潮，不但能為地方創造經濟效益，並同時能行銷城市，因此

成為各國提昇競爭力的關鍵。然而在節慶遍地開花的同時，許多節慶淪於複製、缺乏

自身特色，導致舉辦一、兩年就被環境快速淘汰。節慶活動具有社會文化、經濟、政

治的多重效果，單以行銷效益已不足以衡量節慶的成功與否，如何從策略性思考，掌

握地方的特色和優勢，藉由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尋求創新契機而突破限制，帶動永

續性的地方發展已成為政府與民間規劃者極為重視之課題。 

半島歌謠祭迄今已舉辦十三年，從初始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觀念，逐漸轉變為地方

上的節慶品牌。本研究為探討半島歌謠祭之永續經營，將半島歌謠祭發展歷程分為三

個階段，以社會網絡觀點探討各階段網絡成員為何?如何透過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獲取不

同資源?以及透過價值共創觀點，進一步說明如何透過「串連問題、串連資源、串連平

台」方法來互動、整合彼此資源以創造共同價值，最後統整出節慶活動如何擁有持續

的競爭力，進而影響地方永續經營。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之個案研究法與嵌入式之

單一個案設計為基礎，進行議題的研究與分析，研究過程針對半島歌謠祭的社會網絡

成員，包含公部門、地方協會及學校、得標廠商等，選定十二位進行深度訪談，研究

結果歸納出四項重要發現：一、社會網絡關係可強化資源整合效益；二、共創平台可

創造加乘效果；三、節慶結合地方文化與符合地方發展脈絡將影響其永續性的發展；

四、地方資產若能轉化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有助於其永續性的發展。 

關鍵字：節慶活動、社會網絡、價值共創、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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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7 EMBA 論文獎 佳作 

創建混合敏捷階段閘門新產品發展流程-設計科學方法 

王元志 

東海大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班 

指導教授 : 金必煌 

摘    要 

台灣製造業過去在全球分工趨勢下，扮演產品設計終端執行的代工角色，不需要發

想、檢視、篩選等前端創新的工作。但在產業競爭快速變化下，已經由製造導向轉變為

市場創新導向，更加強調使用者的參與體驗。 

本研究發展出適合製造業的混合敏捷與階段閘門法的新產品開發流程，結合敏捷與

閘門開發流程兩種架構的優點。本研究所提出之新產品開發流程，特色是迅速驗證前端

顧客需求，提高開發流程執行效率，進而縮短新產品開發週期。 

本研究運用設計科學研究方法 DSR(design science research)，驗證新的混合式新產品

開發流程架構。藉由新的開發流程帶入工作現場解決問題，執行後得到的反饋，驗證開

發流程的有效性。在製造業大型組織中，導入既有混合敏捷方法的創新風險很高。本研

究創建混合開發流程可在組織嚴謹的制度下，降低新方法失敗的風險，並且讓工作團隊

具有靈活彈性,提高新產品開發效率，這是本研究最大的貢獻。 

關鍵字：新產品開發流程、敏捷式產品開發、階段閘門式產品發展、混合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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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8 EMBA 論文獎 佳作 

虛擬實境技術預測之研究-以H公司為例 

何志鴻 

輔仁大學 科技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吳春光 

摘    要 

2016 年虛擬實境市場剛開始萌芽時，高盛分析師 Heather Bellini 的研究報告說出，

VR 和 AR 技術能否持續成長，硬體面的技術也是關鍵因素之一，藉由智慧型手機和平

板電腦普及化的影響下，將使 VR、AR 更容易達成普及門檻，且虛擬實境技術發展潛力

高，技術之生命週期能否延長，未來虛擬實境的發展狀況，都是本研究之動機。 

虛擬實境應用領域相當廣泛，以技術面分析 H 公司虛擬實境的發展現況，並評估虛

擬實境能否成為公司未來發展之重點項目，為公司帶來更大的收益。本研究利用專利檢

索方式，以全球專利檢索系統(Global Patent Search System ; GPSS)去搜尋個案公司虛擬

實境的專利項目數量，在從搜索到的項目數量套入本次研究主軸—成長曲線法，得出成

長曲線圖，以此推出個案公司未來虛擬實境的發展趨勢以及全球虛擬實境的發展現況，

最後加上技術策略去分析公司未來在虛擬實境的競爭優勢。 

依進入市場的時機，從技術策略的類型找出個案公司屬於市場的首入者，最後依本

研究結果提供五項建議給 H 公司，（1）保持良好製程技術（2）走回代工以維持公司營

收（3）確保關鍵零組件掌握度（4）培訓人才（5）謹慎評估廣告效益，期待個案公司經

歷過這段風雨後可以再次振翅高飛。 

關鍵字：虛擬實境、技術預測、成長曲線法、專利分析、技術策略 

  



                    2021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 論文摘要集                                                                                                                       

91 

 

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9 EMBA 論文獎 佳作 

無人旅店的自動化服務與經營成效分析研究 

李承玲 

逢甲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 江向才 

摘    要 

十八世紀後旅館的發展，隨著觀光業的蓬勃，資本主義的影響與建築技術的追

求，各國的旅館業進入了黃金時代，進而發展成連鎖經營，發展至今，因各種經濟恐

慌、金融危機及世界流行病的疫情影響，開始陷入危機，許多旅店紛紛因人力因素、

經營不善或是缺乏投宿旅客而陸續倒閉或轉讓；且近十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

願投入，認為其行業工作重複性高且枯燥乏味，教育訓練不易及技術斷層嚴重，旅館

業的演變也非常緩慢，至今最多的改變及革新，也只是將訂房作業轉變成線上訂房作

業，即便轉為線上訂房作業，仍有許多人工處理的部分，許多旅館業者不僅沒有將資

訊系統完善，訂房只是填寫表單，也有許多旅館還需要人工整理表單、撥打電話跟旅

客確認事項等等...。 

本研究認為許多標準化流程及重複性的作業，可導入無人化與自動化是為旅館業

的趨勢，盡可能地去精簡人力，由自動化系統輔助，輔佐較少的人力，一來可以加速

作業流程，減少人工作業的錯誤及時間，二來也可以將標準化的流程交給機器處理，

以精簡人力。本研究認為，機器不是為了要完全取代人力，而是將千篇一律的標準化

流程自動化，不但可以盡可能的減少人為疏失，也可以降低教育訓練的難度。本研究

希望就過去的文獻、現況的探討以及未來的展望，分析無人化與自動化旅館的經營成

效，以期達到後續業界發展參考以及研究參考的方向。 

關鍵字：無人旅店、智慧旅館、智能旅館、自動化系統、旅館經營、機器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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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0 EMBA 論文獎 佳作 

服務平台上的價值獲取： 

以成大EMBA學長姐的互動共創為例 

李開蘭 

國立成功大學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周信輝 

摘    要 

在終身學習時代，學習管道多元化，而 EMBA 廣受台灣高階主管及企業的偏好。

EMBA 形為學習組織惟其運作實務使其具服務平台的功能，參與的學員透過 EMBA 的

學程及制度設計使得學員能有多元的學習、社交脈絡發展及互相交流影響，經由資源

整合、服務交換而達價值共創並進一步實現個人獨有的價值。基此，本研究以服務主

導邏輯理論為主及平台理論為輔，透過此二學術觀點，以成大 EMBA 的學程與制度促

進社交網絡發展及學員互動，而進一步引致媒合的平台效能探究學員如何在學習(服務)

平台實現個人獨有價值，於探究過程中針對學員個別的實現方式，梳理其情境脈絡而

使其行為模式通則浮現而依此建立論點。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對成大 EMBA 及 E110 學員以個案研究方式了解

其獨有的情境性及主觀性，並依該個體的觀點解讀以理解其所表現出的個別化知識。

於個案訪談中，透過個案視角及研究員之親身經歷，覺察成大 EMBA 的三年學程、級

別交流上課、社團活動及賽事活動等制度的安排，促使學員的社交網絡密度及互動頻

度提高進而增加學員媒合的合作發展機會。學員在此學習平台，經由個人目標的確認

提出自我價值主張，並藉由服務的提出為服務交換的邀約，進而吸引志同道合者進行

資源整合及服務交換，因而實現個人獨有的價值。此外，本研究亦於文末意涵處提出

研究說明及建議期能為學術界及實務界略盡貢獻，同時亦提出本文的研究限制說明與

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關鍵字：服務主導邏輯、平台、價值創造、EMBA、價值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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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1 EMBA 論文獎 佳作 

資訊服務系統整合業者之轉型策略 

-以S公司為個案研究 

周國凱 

國立政治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學程高階經營班 

指導教授 :鄭至甫 

摘    要 

資訊產業伴隨臺灣經濟之發展，產業鏈生態結構包含電子業、電腦零組件、電腦

製造商與軟體開發等，創造出臺灣經濟奇蹟，也創造出資訊服務相關商機。資訊單位

初期於公司資訊化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企業資訊化需求持續增長，資訊系統提供資料

儲存與後續管理報表功能，隨技術成熟與資訊系統需求滿足情況下，資訊單位成為公

司費用部門，公司極力降低資訊預算以符合追求企業獲利之目標，資訊服務面臨極大

的挑戰，深切思考如何將資訊成本控制以符合企業整體預算，更需積極創造資訊服務

與企業經營管理不可或缺之功能地位。 

隨著資訊技術發展與網路經濟發達，資訊服務由原本單純資訊化功能演進至企業

營運功能之要角，提供公司決策關鍵因素資訊之外，亦是企業創新獲利來源，伴隨企

業數位轉型需求，資訊服務相關需求因應而生。另外新興軟體應用逐步成熟，新型商

業模式衝擊著資訊服務市場，產業價值鏈各自往高附加價值分工移動，發展出許多創

新服務，此一變化影響所有資訊系統市場，不僅需應對競爭對手的轉變，更需注意產

業價值鏈移動後新的競爭對手之出現，傳統資訊服務系統整合業者，面對未來的企業

策略的制定方向，不僅關乎公司存續，更影響企業長久之經營，以「產業價值鏈」與

「策略定位」為理論基礎，利用「產業五力分析」、「策略鑽石模型」分析工具，「價值

鏈建構與評估模式」及「價值鏈移動」為研究系統架構，針對新興軟體服務創新應

用，綜合分析傳統資訊服務系統整合業者個案公司之「轉型策略」，期許提供相關業者

多樣不同之思考面向。 

關鍵字：資訊系統整合服務、產業價值鏈、策略定位、策略鑽石模型、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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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2 EMBA 論文獎 佳作 

應用ELM模型探討網路資訊與口碑中央路徑與周邊路徑對豪華品

牌汽車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 

林姿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EMBA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盧希鵬、鄒仁淳 

摘    要 

本研究以 ELM 模型為基礎，依 ELM 模型的中央路徑論述品質與周邊路徑論述來

源為變數，並加入涉入程度為干擾變數建立本研究架構，目的在探討訊息接收者如何

思考處理訊息產生態度改變，即網路資訊與口碑如何影響豪華品牌汽車消費者購買意

願。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調查法為研究方法，利用問卷設計回收 427 份有效問卷後，以

結構方程式分析驗證，並依品牌分群分析以瞭解豪華品牌汽車與非豪華品牌汽車的研

究結果是否有所不同。 

研究結果顯示，ELM 模型有效解釋豪華品牌汽車消費者透過網路資訊與口碑的論

述品質影響消費意願，涉入程度高者具顯著影響，論述來源對購買意願無顯著影響。 

台灣汽車產業 2019 年數位廣告量金額較 2018 成長 14.4%，依本研究結果，業界

透過名人或知名通路等論述來源墊高行銷聲量時，基於豪華品牌車輛定位不同，豪華

品牌汽車更應著重網路資訊論述的品質及內容的易讀性，使網路資訊與口碑在消費者

選購時成為有用的資訊，以增加行銷投入效益。以此堆疊豪華品牌汽車的相關研究，

與業界先進共勉。 

關鍵字：網路口碑、思考可能性模型、涉入程度、豪華奢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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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3 EMBA 論文獎 佳作 

LINE官方帳號在道教宮廟運用之研究— 

以南投市○宮為例 

林龍山海 

元智大學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指導教授 : 陳正和 

摘    要 

宗教及民間信仰與華人的文化習習相關，對吾人生活及行為模式的影響更是無所不

在，而隨著時代變遷與科技的進步與教育的普及，使民眾對宗教及民間信仰的信仰模式

與祭拜觀念亦隨之改變。而傳統宗教、民間信仰的廟宇所涵蓋的轄境與祭祀圈，亦隨著

網路與科技的進步日漸模糊。本研究主要探討道教宮廟運用 LINE 官方帳號，與信眾互

動及訊息即時的傳遞，以提昇宮廟與信眾間的黏著度，並以迴歸分析驗證信眾在社群通

訊軟體使用後的知覺與行為，以個人態度與外部因素，探討信眾使用 LINE 官方帳號後，

因其易用性、有用性及主觀規範對使用者態度的影響，了解行為意圖是否具顯著的相關

性與正面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貢獻一：道教宮廟結合理性行為理論、科技接受模式及整合性科技接受

模式理論，建構本研究模型與假設，經驗證均呈現正面相關影響。貢獻二：研究過程中，

發現通訊軟體使用後認知有用性較符合信眾的期待。貢獻三：提供中、小型宮廟採用簡

單迴歸模型與假設，以科技接受模式及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理論之構面，實證研究 LINE

官方帳號在中小型宮廟運用之研究。 

關鍵字：道教、民間信仰、科技接受模式、LINE官方帳號、祭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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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4 EMBA 論文獎 佳作 

小型陶瓷藝術創業家之資源重組轉換研究-隨創觀點 

翁嘉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林良陽 

摘     要 

一般文獻認為，資源不足的小型企業常以隨創(Bricolage)之資源拼湊或資源價值轉

換去解決外在環境的制約，透過隨創作的將就湊合（making do）、為新目標組合資源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new purposes）、善用手頭上的資源（the resources at hand），

即可化解危機、解決問題。 

陶瓷藝術創作比之一般工業複製品之製造過程更類似於李維．史陀的隨創(bricolage)

行為，由於這是個多元與複雜的探究，會因創業者的主觀想像、對作品自我期許的投射

以及對商業價值的取捨，而形成相當不同的脈絡。 

本研究以五家經營十年以上之陶瓷藝術工作室為對象，運用深度訪談方式，探究其

組織內部智慧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存量高低對隨創造成的影響。本研究得到以下發現與結

果:一、組織若能掌握社會資本結構面之網絡優勢，即可分享網絡中人辛苦與努力所創造

的智慧資本。二、隨著智慧資本存量的提高，組織可以運用多樣化的平行隨創或回歸制

度化的選擇性隨創，找出制約的解除方案，此外;研究對象尚可運用聚焦於優質資源拼湊

之專業性隨創，並以培養組織之核心能力為目標，強調對資源的深度瞭解與觀察後，信

任自己的想法且不斷嘗試科學化之流程管控和糾正錯誤，使競爭者無法仿製其產品，即

可為企業帶來更長久的競爭優勢。三、社會資本的結構關係與認知構面可以對藝術作品

的銷售隨創產生影響，創作者與買家可用主觀視角重新建構文化資源或經由共享的社會

關係之資源拼湊，而使商品更具稀有價值。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發現，提出隨創的相

關建言以提供藝術創作者及相關組織作為參考。 

關鍵字：平行隨創、選擇性隨創、專業性隨創、智慧資本、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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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5 EMBA 論文獎 佳作 

從社會資本觀點探討知識外溢與組織同形-以孵化器為例 

曹蕙讌 

國立中央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洪秀婉 

摘    要 

本研究以 Nahapiet and Ghoshal(1998)所提出的社會資本的三個構面(結構、關係和認

知資本)探討在孵化器的環境，各構面對於新創公司之間發生知識外溢的可能性，以及各

構面間的相互關係；其次，知識外溢對於組織同形是否有顯著的影響；最後，模仿力是

否對知識外溢與組織同形具調節效果。 

實證方面，以進駐孵化器之新創公司為對象，採偏最小平方法(PLS)驗證。分析結果：

(1)社會資本的形塑過程中，結構和認知資本會正向影響知識外溢，惟關係資本無顯著影

響，推測與廠商進駐之時間和性質有關；(2)結構資本能藉由關係與認知資本來活絡孵化

器網絡環境；(3)知識外溢與關係資本會正向影響組織同形效果；(4)模仿力對知識外溢與

組織同形之調節效果不顯著，推測執行模仿策略需具備複雜的吸收與整合能力。 

對於實證結果之管理意涵，以孵化器而言，建議掌握社會資本所帶來的知識外溢效

益，並持續強化已建立的網絡連結關係，以確保孵化器環境持續蘊含知識外溢的優勢；

以新創公司而言，在選擇孵化器時，應審慎評估資源擷取的合適性與多元性，因孵化器

環境所帶來的組織同形效益相當顯著，建議優先以認知資本為考量並審視孵化器過往的

輔導案例與經驗是否適合自身發展，同時需要理解模仿行為，將其吸收、整合與內化，

來達到有效率的模仿成效。 

關鍵字：孵化器、社會資本、知識外溢、組織同形、模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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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6 EMBA 論文獎 佳作 

智慧工廠對傳統產業經營策略影響之研究： 

以研華、凌華科技為例 

莊宛真 

逢甲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數位創新管理組 

指導教授 : 翁慈青 

摘     要 

臺灣是個傳統產業相當有競爭力的國家，昔日只要研發及有效率的完成產品即可，

而現今科技的進步，外部環境瞬息萬變與內部環境的削價競爭、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

衝擊、中美貿易大戰帶來的影響，迫使企業面臨這巨大考驗及挑戰，因此，企業必須重

新檢視公司內部及經營策略的調整，藉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及經營績效。 

研華、凌華科技為從事智慧製造的最大幫手，在於臺灣傳統產業，接下來要面臨的

將是機器與人的大戰，現今科技發達使得萬物皆聯網，研華、凌華科技如何和臺灣傳統

產業來進行連結，將彼此的專業互相的連結在一起，為本次研究方向，提升臺灣的企業

在國際間更加具備競爭力。 

經由此次的研究分析結果，研華、凌華科技在研究智慧製造這部份有著很強大的團

隊，但在於各傳統產業間他們所需要的幫助，這部份出現了斷層，彼此的資源無法相互

的連結，各自有著各自的專業在研發各自的專長，資源無法即時性的互通，將是帶給智

慧工廠普遍便化的一大阻力，這部份也需要仰賴政府的共同推動，讓彼此間永續經營且

成為彼此的助力。 

關鍵字：智慧工廠、傳統產業、物聯網、自動化、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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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7 EMBA 論文獎 佳作 

卡片支付轉移至電子支付之使用意向研究 

－以「悠遊卡」與「悠遊付」為例 

陳名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EMBA 

指導教授 : 盧希鵬、羅天一 

摘     要 

卡片支付有其背景及場景，電子支付隨著場景的轉移對原有支付市場產生極大影響，

本研究目的以悠遊卡及悠遊付為例，試圖了解由卡片支付轉移至電子支付之現況與使用

意願。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整合性科技接受理論為理論架構，加入方便性、經濟性

與資訊安全效益等構面，探討(1)消費者對悠遊付之使用意願。(2)探討消費者由悠遊卡移

轉至悠遊付之意向影響因素。(3)特色造型悠遊卡現況調查與統計。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

法於 2021 年 3 月進行調查，共取得有效樣本 629 份。 

研究結果發現(1)努力期望、社會影響、方便性效益、經濟性效益、資訊安全效益會

正向影響轉移使用悠遊付態度。(2)使用悠遊付的態度會正向影響使用轉移悠遊付使用意

向。期望提出之新悠遊付商業模式，可作為悠遊付發展策略參考。 

研究貢獻：面對 COVID-19 後疫情時代，希望透過本研究，提供電子支付未來商業

模式發展或改良之參考，實現無現金支付的便利支付環境。 

關鍵字：科技接受模式、整合性科技接受理論、電子支付、悠遊付、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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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8 

以能力槓桿觀點分析醫療器材供應產業之微型企業 

楊采縈 

國立曁南國際大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 林欣美 

摘     要 

微型企業的各項資源有限，在資本、技術及人力等資源都相對於非微型企業的各型

企業來得缺乏並且存在著各種的困難，這些將限制微型企業的發展。然而，對於台灣醫

療器材供應產業當中的微型企業是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將其作最有效的配置來發展公

司能力，讓微型企業在變遷迅速的環境中求生存之後再求發展，本研究將採用「個案研

究法」，選擇台灣微型醫療器材供應產業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家個案公司作為研究對象，

並以「深度式訪談」的方式進行探索性的研究分析，同時將與具備技術能力開發過程的

主管、擁有關鍵市場能力經驗的主管，以及業界專家進行訪談，以瞭解個案公司如何透

過資源基礎理論與能力槓桿觀點，在不同階段發展技術能力與市場能力的關連性及發展

順序為何，這兩項能力如何互相牽引帶動發展的策略思想為何。 

本研究發現微型企業第一要務，通常是先求生存，當得以生存之後再求發展，求發

展又分為主動求發展跟被動求發展這兩個方向，進而發展出三個命題：(1)討論醫療器材

供應廠商當中的微型企業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先具備有一個單一的能力，所以，企業在

擁有一個單一的既有能力基礎之下如何求生存的策略，就是應該再盡速發展另一個關鍵

的能力。(2)討論微型醫療器材供應廠商如果想積極轉型讓市佔率擴充或是毛利增加，在

外部環境尚未變化之前，例如：在競爭者尚未出現或是政府法規沒有變化之前，主動作

資源佈署由既有能力帶動建構新的能力與發展市場的主動發展策略。(3)則討論被動求發

展的策略，當微型醫療器材供應廠商面臨外在環境改變，例如：競爭者已經出現或是政

府法規改變之後，企業被迫回應市場變動，要隨之作動態因應調整，積極累積動態能力

進而取得互補性資源或是發展新能力的被動式求發展的策略。藉由以上研究命題，提供

台灣其他醫療器材供應廠商當中的「微型企業」企業主作為策略考量。 

關鍵字：微型企業、技術能力、市場能力、資源基礎理論、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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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19 EMBA 論文獎 佳作 

從類比黑膠唱片重新復甦現象，反思數位創新的發展 

—以創新的用途理論觀點 

董文義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 林良陽 

摘     要 

黑膠唱片在歐、美的銷售金額，可望於 2019 年第四季超越 CD 音樂光碟。黑膠唱

片與 CD 音樂光碟是類比與數位分類的兩大載體，銷售金額的變化，為發展愈 30 年的

數位科技，提供創新省思例子。本研究以 Christensen et al. (2017)提出創新的用途理論觀

點，從消費者觀點觀察黑膠唱片消費者功能面、情感面與社會面的滿足，探討有何數位

創新未能發現的洞見。 

透過黑膠唱片年輕消費族群的訪談，發現透過體驗能提升消費者知覺價值，不便利

的使用方式透過各種感官，能提升對音樂的感知。因此，創新思考應保留、提升消費者

感知經驗或能力，增進消費者的產品品評能力。滿足便利的創新，可能犧牲情感面的用

途需求，是消費者不易察覺甚至易在創新者引領忽略而不自知。保留消費者不曾察覺的

知覺價值，才能成為永續的創新。 

關鍵字：類比科技、黑膠唱片、創新的用途理論、消費者行為、(Q-V-B)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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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B: EMBA 論文獎 B-20 EMBA 論文獎 佳作 

高中教科書經營策略 

劉順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 : 林欣美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中教科書經營策略關鍵，教科書可視為一種公益性商品，故其

出版品牌形象可說是出版企業的磐石，台灣教育改革環境中教科書出版業的品牌印象在

政治與社會外部環境因素中要建立品牌形象實屬不易。 

台灣教育環境面臨少子化的問題，在此同時全球在 2020 年面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將影響未來教學模式，故未來勢必將面臨更加多元的教

學需求環境，因此教科書業也將面臨因教學方式改變、教育創新等挑戰進而需進行調整

經營模式，因此教育品牌與思維翻轉的重整刻不容緩。高中審定版教科書開放的這二十

年究竟有哪些關鍵影響著教科書的選用經營呢？未來高中教科書有效的經營目標與策

略將形成以產品之品質、資源、數位及服務為導向。 

本研究以教科書經營與選用原因，透過總體關鍵成功因素以持續創新發展為方向，

訂定經營策略模式依經營策略層次讓構想與實際行動結合達成總體策略讓企業在產業

中具有競爭優勢；以內外部環境檢視，運用 SWOT 經營策略矩陣分析內部優勢(Strength)

與劣勢(Weakness)，以及所面臨的外部環境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 威脅)，再從

SWOT 矩陣中交叉分析延伸出 SO、ST、WO 及 WT 四種經營策略；另外在資源策略層

面以維納費爾特(Wernerfelt)矩陣分析，藉由組織內部資源與能力的累積及培養發展新資

源，形成企業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再依安索夫(Ansoff)經營矩陣策略讓產品與市場

相對應讓經營策略朝市場多角化經營延續企業發展。 

在研究法方面以個案研究法進行個案分析，對產業及個案教科書出版業之發展沿革、

市場競爭與未來發展在產業環境競爭有利條件上進行分析，說明關鍵成功因素及經營策

略模式等思考方向對達成企業發展與經營目標是有效的。 

關鍵字：教科書、關鍵成功因素、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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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1 

一座島嶼的可能性：   

風土資源認知驅動高度競爭關係下的合作行為 

Possibility of An Island: The Cooperation Driven by Terroir Resource Recognition  

between Highly Competitive Rivals  

洪誠孝 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根據文獻,在資源高度相似與市場高度重疊的條件下,企業間會呈現強勁的競爭關係。

競爭關係之中往往也有合作,但目前文獻卻鮮少論及高度競爭者之間的高度合作現象。實

證研究亦少聚焦在競合的轉換與其因素,多在探討競合狀態下彼此互動的狀況。本研究實

赴蘇格蘭艾雷島,以質性方法訪查,發現島上密集設立的威士忌酒廠,仰賴共同的風土資源、

競逐相同的泥煤威士忌市場,卻展現極大的在地合作行為。本研究認為,此乃因任職於酒

廠的島民具有風土的整體共感,對風土資源的認知有別於企業,進而發揮資源效率的影響

力,驅動「賓主盡歡」的共好結構。小眾抗衡大企業,仰賴群體團結的影響力,並促發高度

競爭中的合作行為,可為後續風土研究提供嶄新視野。 

關鍵字：艾雷島、風土資源、競合、共感、共好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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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2 

留得青山在：   

創業挫折的組織凋亡與資源保留機制  

He who has health has hope: The Study on the “apoptosis” of  frustrated 

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s and resource preservation   

洪誠孝 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摘     要 

創業研究經常聚焦在機會識別、資源攫取、競爭策略、商業模式與個人心理狀態。 

總體而言，多集中探討創業歷程的前半段。對於挫折與心理調節的研究，也多以個人層 

次的實證為主，或是關注在組織轉型與學習，並非撤退機制。本文從實務觀察發現，有 

些創業者在面對挫敗時，其實會採取一種資源保留機制，從挫敗中退場，並在下一份事 

業運用所保留的有效資源。因而本研究借用「細胞凋亡」的理論，從四則個案中釐清創 

業者與其組織的分開、挫折，與創業者未來再啟的資源關聯性。本研究揭示一個少見的 

觀點：資源保護不是為了撤退，而是為了再啟。並進一步提出概念化的流程，架構出資 

源保留機制與組織凋亡的關係，有助於建立連續創業能耐與責任感的評估指標。 

關鍵字：創業挫折、資源保留、組織凋亡、連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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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3 

為什麼要當創客?探討創客的個人價值結構 

Why Be A Maker? Explore the Personal Value Structure of A Maker 

吳欣栩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沈永祺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在數位製造工具逐漸普及後,許多被稱謂創客的自造者逐漸興起,成為了製造界的另

一種勢力。從自造到互相交流合作,再進一步觸及教育,最後甚至可能影響工業發展走向,

無不顯示創客已經是現代生活中不可忽視的新興社群。本研究旨在使用階梯訪談法,探討

台灣創客行為背後潛藏之個人動機,發掘創客之所以當創客欲獲得的個人價值。為確保每

位受訪者皆符合創客身份,本研究以滾雪球抽樣法進行抽樣,經 3 個月總共收集了 30 

份訪談紀錄,並統整繪製成蘊含矩陣圖,闡明個人價值與動機之間關係。本研究除了可揭

露台灣創客所欲獲得的個人價值之外,更可促進創客教育、創客運動的推廣,並做為未來

創客運動相關研究的基礎。 

關鍵字：創客、個人價值、階梯訪談法、蘊含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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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4 

該投入企業社會責任嗎? CSR 資源承諾對財務績效之影

響與面對不同產業環境因應之道 

CSR or Not? The Influences of CSR Resource Commitment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Contingence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Environment. 

郭瑞祥  

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陳國樑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浴馨  

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摘     要 

國內、外對於永續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之討論上於近年日趨蓬勃。而在 CSR 策

略選擇上，則逐漸演化出全面參與與特色友善之兩大策略類型。然而，學術研究在相關

議題上之著墨尚淺，特別是針對不同策略類型之資源承諾差異，對公司績效所可能產生

之影響。此外，對於產業環境之特性，如:環境複雜性、環境動盪性、環境豐裕度等因素

對 CSR 與財務績效間的調和效果，也仍在發展階段。本研究以《遠見雜誌》企業社會

責任獎之入圍與得獎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企業採全面參與 CSR 策略，會

正 向影響財務績效，且效果優於特色友善 CSR 策略對財務績效之正向影響。然而，在

高度複雜之產業環境下，若採取特色友善 CSR 策略，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降低公司績

效表現。 

關鍵字：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資源承諾、環境複雜性、環境動盪性、環境豐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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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5 

新進人員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工作士氣影響效果之研

究: 以 A 科技企業組織為例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Newcomers’ Work Pressure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Work Morale-Taking A Technology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as an Example 

黃崇能 

屏東縣內埔鄉燈籠花社區營造協會 

黃星瑜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摘     要 

本研究為探討某科技企業生產單位中，該單位的工作壓力對新進人員組織承諾及工

作士氣的影響為何，以該單位 2 年內 215 位新進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從工作壓力的工

作負荷、角色壓力及專業技能三個自變數來衡量組織承諾及工作士氣二個依變數，以階

層迴歸檢驗兩個模式區組間的高低，並從實徵上研究資料發現各變數具有影響力；本研

究問題為單位新進員工表現出工作壓力時，組織承諾及工作士氣，對組織內新進員工的

工作壓力影響程度高低為何?研究結果顯示，工作負荷對組織承諾及工作士氣有高度負

向影響效果；角色壓力對組織承諾及工作士氣具有高度負向影響效果；專業技能對組織

承諾有高度正向影響效果，對工作士氣有中度負向影響效果。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學術

及實務上的建議。 

關鍵字：工作壓力、組織承諾、工作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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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6 

創新思維與跨部會共議模式形成科技政策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ter-ministerial meeting to for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徐兆璿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謝威翔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摘     要 

我國科技決策體系在「科學技術基本法」的法源依據下，制定科技發展遠景、現況

與策略說明，同時依據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結論，訂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面對當前

新興科技趨勢，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增溫，新冠疫情肆虐，及極端氣候對於居住環境的挑

戰，瑞士世界經濟論壇於 2020 年 12 月 16 日發布「2020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特別版」提

出建議：各國必須重視新興科技的創新性、多元族群的包容性、同時兼顧環境的永續性，

推動新經濟模式。爰此，行政院對焦「創新、包容、永續」的台灣 2030 願景，於 109 年

12 月召開第十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在 5+2 產業創新的基礎上延續對接六大核心戰

略產業，透過創新思維，以跨部會共議之模式，導入科技協助各界解決問題，超前部署

國家科技戰略。 

關鍵字：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科技政策、跨部會共議、台灣 2030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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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7 

 

運用品管手法提升不鏽鋼捲/板夾層紙回收率 
Use quality control techniques to improve the recovery rate of stainless steel coil/plate 

liner paper 

陳威廷 

燁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處 

林東昇 

燁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處 

蔡承勳 

燁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處 

陳俊銘 

燁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處 

摘     要 

  因原料資源有限，永續觀念及綠色製造越漸重視，據近年來個案公司所屬的集團統

計，旗下生產出的不鏽鋼產品內已含約 40%的回收廢鋼加入熔製；然不鏽鋼產品的表面

品質極為重要，因此通常會在產品的接觸面鋪上一層夾層紙進行保護避免刮傷。而紙張

回收對於建立永續生態環境是極重要的基礎，個案公司 2021 上半年製造數據，原料鋼

捲內夾層紙可再次回收使用比率僅 64%、研磨拋光處理後不鏽鋼產品使用新購夾層紙比

率高達 63%；在減少紙張耗用浪費的架構下以 PDCA 手法介入，檢討捲紙機收捲品質及

夾層紙領用原則等方面推行精實管理；經專案改善結果，整體夾層紙回收比率閾值>75%、

實際為 83%，加工產品使用新購夾層紙比率閾值<35%、實際為 15%，達成提升回收紙

品質、節約資源的專案目標。 

關鍵字：品質管理、節能減紙、精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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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8 

 

認知與情感的交織在社群商務上的再購行為： 

基於期望確認理論 
Examining customer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social commerce from the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 

 

陳喻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蔡家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摘     要 

社群商務的消費滿意度將影響消費者再回購的意願，期望確認理論從購物預期以及

實際績效，解釋滿意度形成的原因。過去研究認為消費者會收集產品資訊並理性地設定

預期標準，透過期望與實際績效之間的落差決定滿意度的高低。然而，情感將左右購物

前的預期設定，以及購物後的實際感受。購物前的社群產品評論，使消費者對產品的功

能產生新鮮感，購物後學習使用新功能，也可能為消費者帶來焦慮。滿意度將受到認知

與情感的影響，也因此透過期望確認理論解釋滿意度，從認知與情感兩個面向的期望確

認，解釋其與滿意度和再購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可以擴增期望理論對於滿意度的解釋

力，實務上將能辨識認知與情感的重要性，提高社群商務的再購意願。 

 

關鍵字: 認知、情感、滿意度、期望確認理論、再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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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09 

透過體系化架構前瞻我國科技發展議題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recognizing and analyzing the critical iss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徐兆璿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林雯菁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許旭昇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摘     要 

新興數位科技趨勢、新冠疫情肆虐與中美貿易爭端等全球性事件不僅加速世界供應

鏈的重組，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影響了我國地緣政治。故科技發展所涵蓋的面向

已不只是科技議題，更包含社會、經濟與環境等跨域性影響。政府在 2021 年發布「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10 年至 113 年)」，作為國家未來四年科技政策發展藍圖。前

瞻下階段科技布局，展望疫情過後的社會與經濟新局、中美爭端持續升溫的國際局勢、

以及極端氣候造成的環境永續挑戰，希望持續藉由科技解方加以緩解，滿足民眾多元之

需求。爰此，需要蒐整世界主要國家政策文件、國際智庫的研究報告、媒體的議題報導

等，並且透過體系化架構歸納國家未來科技發展議題，作為擘劃未來科技政策之依據。 

 

關鍵字：科技前瞻、科技政策、體系化架構、科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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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0 

 

人工智慧作為專利發明人議題之研究：以 DABUS 案為

例 
The Stud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Inventor for Patent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BUS Case 

 

呂沛柔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科技金融研究所 

林宜柔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科技金融研究所 

 

摘     要 

2018 年 10 月 17 日，Stephen L. Thaler 於多國以人工智慧「DABUS」為發明人提出

兩項專利申請案。對此，歐、美、英專利局陸續作成駁回或不受理的決定書；在 2020 年

澳洲和南非兩國同意了此項申請，澳洲聯邦法院更作出裁決：人工智慧應可視為專利發

明人。本文將針對本案於各國專利商標局和法院之申請概況和作成決定書的理由進行論

述。並就此議題討論在現行法規及實務運作下人工智慧作為發明人之可能性與評估相關

可能面臨的議題。本文否定人工智慧得作為發明人之論點，因若貿然認定人工智慧得作

為發明人，除可能造成社會與實務運作上的不安定性，更須突破目前從法律解釋可得發

明人僅限自然人之認定且人工智慧不具備任何權利及程序上申請人非發明人須聲明權

利來源之規定。 

關鍵字：DABUS、人工智慧、專利法、發明人、發明人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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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1 

運用主路徑分析探討情境分析的理論發展與應用 

Using Main Path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cenario Analysis 

陳聖杰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謝志宏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盧煜煬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曾詠青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摘     要 

情境分析是由哈德森研究所創辦人崁和溫拿兩個人在一九六七年所提出來的。他們

發表了一本書叫做「美國 2000 年」，該書運用的情境分析方法的架構，以系統性的角度

探討三十多年後美國的社會及生活情境。1970 年代石油危機的時候，英國石油公司及荷

蘭殼牌石油公司因為事前曾操作過情境分析方法，所以非常快速的提出因應方案，而成

為情境分析方法的經典案例。爾後這個方法廣為流傳並被一些顧問公司拿來作為分析工

具(例如：SRI 公司)，「美國 2000 年」一書後來再版。學術文章也陸續產生，至今已累積

超過 10 萬篇以上的學術文獻，被運用在公部門及企業作為中長期預測，或者技術前瞻

和未來學，及產業預測、環境長期預測等多種運用上，在邁向 55 周年之際，應可以探

討情境分析方法的演進脈絡及趨勢。本研究運用主路徑分析法，分析從 Scopus 收集來的

學術文獻資料。首先作者與關鍵字"scenario analysis"關鍵字收集了超過 1 萬篇的期刊文

章。接下來進行主路徑分析後，發現結果：情境分析主路徑上從美國 Linnemark(1979)開

始提出情境方析運用於企業中長期規劃，隨之方法傳到歐洲，應用於未來學、策略前瞻、

預測等領域上，代表性學者如：Schnaars、Schoemaker、Malaska 等。近年來則以中國學

者為多，主要應用於能源、環境評估、土地利用評估等。接下來，作者以分群分析(branch 

analysis)分析，發現情境分析法被應用的主要議題為：碳排放、氣候變遷、廢棄物管理、

農林業發展、環境評估、環境風險管理等，並不侷限於企業規劃上。最後，作者進一步

從專利資料庫收集了與情境分析相關的專利超過百篇以上，分析完之後發現：主要提出

方法的為 IBM，該專利運用於提供顧問決策輔助系統(DSS)上，有機會導入大數據分析。

綜合以上，本研究發現：情境分析近年來被廣為運用於國家政策、產業發展方向、企業

決策等領域上。方法的使用上，從一開始的質性研究，慢慢地加入了德菲法及不同的數

學模型，到近期有專利導入 algorithm 等應用，變成質性與量化兼具的混合方法。最後，

隨著地球暖化、環境變遷快速及貿易對抗等環境演變，情境分析法已經是被運用在不同

的學術領域上。隨著專利化結果，將來或許有可能透過系統輔助的方式可以邀請更多人，

透過各種管道進行更大的分析決策，產生更有深度與廣度面向的研究結果。 

關鍵字：情境分析、預測、策略前瞻、主路徑分析、分群分析、專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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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2 

以資料探勘技術與研究前沿洞察前瞻農業科技 
An Overview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rends through Data Mining and Research 

Fronts 

 

柴幗馨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郭俊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李秉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摘     要 

農業科技是攸關人類生存的農糧生產科學，為了洞察前瞻科技趨勢，本篇以科學計

量學為研究基礎，整合資料探勘與研究前沿法，建立了超過十萬筆科研文獻的書目資料

庫，如標題、關鍵字與年分等。並統計分析計算 2009至 2019年間五本農業指標期刊的

作者關鍵字出現次數，藉此找出熱門農業研究主題。結果顯示有 205個作者關鍵字、十

類議題同時出現在五期刊中，如智慧農業、物種、田間管理、土壤、表型、環境、植物

生理、生態、病蟲害與跨域主題。換言之，這些技術即是未來應用在農業的潛力前瞻科

技。而不同主題在不同年分間的消長走勢，亦代表該技術在科研領域的聲量變化，因此

研究結果可協助科技管理單位以更即時、且宏觀的視野掌握全球農業科技研究的趨勢脈

動。 

關鍵字：資料探勘、文字探勘、書目計量學、科學計量學、知識管理、研究前沿、農

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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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3 

以紫式決策分析架構建構航太製造業供應商選擇決策

支援系統 
UNISON Decision Framework for Supplier Selection in Aerospa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蔡佩珊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黃沛敏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馬綱廷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簡禎富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摘     要 

航太製造為高度專業分工且客製化的產業，為了降低後續生產與交貨的風險，以及

高安全性的考量，在供應商選擇決策前，都需要進行完整的評估與分析，而非單純以價

格導向決策。面對複雜的多屬性決策問題，使得決策過程日益困難，此外，企業需保持

穩定品質、交期及彈性決策能力，才得以在競爭激烈的產業中長久生存。本研究透過紫

式決策分析架構，發展一供應商選擇決策支援系統，建立系統化的供應商評估決策模型，

協助決策者進行供應商評選，以有效達成供應商管理，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供貨異常，

並藉由數位轉型的策略，提升供應商選擇的決策效率與品質。本研究以一航太製造業公

司進行實證研究並驗證可行性。 

關鍵詞：供應商選擇、紫式決策分析架構、決策支援系統、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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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4 

零售業線上網站服務指標建立:量販大賣場為例 

Establishment of Retail Online Website Service Indicators: A Case Study of 

Hypermarkets 

黃凡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劉彥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摘     要 

    隨著台灣上網的普及，消費者購物型態的改變，促使線上購物行為增加，為確立大

賣場線上購物的服務品質，建立量販大賣場線上網站服務指標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以七

大服務品質構面為基礎來建立指標。參考國外電子商務服務品質的研究，來建立台灣大

賣場線上網站的重要服務指標項目，透過設計題項，以主成份分析篩選題目，之後以 227

份問卷結果進行信度及效度分析，以逐步回歸分析驗證題項對服務品質構面的影響度。

結果研究中訂定的品質指標的信度與收斂效度皆良好，發現七大品質構面對「線上客戶

體驗」、「貨物與服務交付」、「交易安全性」、「折扣偏好」皆具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建立

的品質指標可做為大賣場管理層進行線上購物網站時重要參考。 

關鍵字：大賣場線上網站、電子化服務、服務品質、服務指標、主成份分析、逐步回

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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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5 

傳統產業在工業 4.0 時代面對智能化生產之挑戰 

The Challeng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or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Age of 

Industry 4.0 

 黃凡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劉彥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摘     要 

    隨著台灣上網的普及，消費者購物型態的改變，促使線上購物行為增加，為確立大

賣場線上購物的服務品質，建立量販大賣場線上網站服務指標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以七

大服務品質構面為基礎來建立指標。參考國外電子商務服務品質的研究，來建立台灣大

賣場線上網站的重要服務指標項目，透過設計題項，以主成份分析篩選題目，之後以 227

份問卷結果進行信度及效度分析，以逐步回歸分析驗證題項對服務品質構面的影響度。

結果研究中訂定的品質指標的信度與收斂效度皆良好，發現七大品質構面對「線上客戶

體驗」、「貨物與服務交付」、「交易安全性」、「折扣偏好」皆具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建立

的品質指標可做為大賣場管理層進行線上購物網站時重要參考。 

關鍵字：大賣場線上網站、電子化服務、服務品質、服務指標、主成份分析、逐步回

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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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6 

營建循環經濟結合科技永續發展之影響研究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Circular Economy combined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潘威佑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 

詹穎雯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摘     要 

台灣因過去傳統線性經濟層面，造成經濟扁平化之趨勢，而拘限整體經濟的發展，

讓資源無法更擴大化的推廣與應用。政府於 2016年時提出 5+2 產業創新計劃，其中

提到循環經濟的再利用模式，配合應用永續發展的推動，讓產業發展、環境生態與商業

模式配合更多元的可塑性，創造出未來新興產業演化的契機。本研究將以文獻分析法與

比較研究法模式，利用資料整合分析與政策比較方式，配合台灣在科技永續發展計畫下，

結合營建循環經濟發展模態進行相關評估。同時探討產業結構與減碳分析對於地方環境

負荷指標的影響，提出相關政策面可行性研究；期許未來結合產業與科技發展，加強循

環經濟理念，共同發展綠色科技與環境永續的新未來。 

關鍵字：大賣場線上網站、電子化服務、服務品質、服務指標、主成份分析、逐步回歸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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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7 

城市農夫—從社會設計觀點建構永續鄉村農業 
Urban Farmer: Designing Sustainable Rural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sign 

 

顧宜錚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李宇薇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服務設計研究中心  

 

摘     要 

桃園大溪康莊社區因農業經濟式微，導致農村高齡化、土地資源浪費等社會問題，

為促進農業轉型，開始朝向休閒農業發展，但面臨與其他農業社區同質性高、無法串連

人、地、產的瓶頸。為活化在地社區、吸引青年回鄉與促進永續發展，本研究採用多層

次服務設計模型與雙鑽石模型（探索、定義、發展、執行）提出「城市農夫」創新商業

模式，實踐以人為本的地方創生與社會設計，透過與社區利益關係人合作，探索潛在的

問題及需求，建立以地方特色為基礎之鄉村農業觀光，最終發展永續地方創生體系。本

研究提出之創新商業模式，預期能協助康莊社區有效串連遊客、農民與在地社區，帶動

農業永續發展，進而吸引青年返鄉扎根，亦可提供其他社區推動地方創生之參考。 

關鍵字：地方創生、休閒農業、服務設計、社會設計、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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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8 

 

以價值共創觀點探討智慧城市的推動與挑戰：以台灣科技

執法為例 

The Promotion and Challenge of Smart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creation: 

A Study of the Technology Enforcement in Taiwan 

 

胡欣怡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邱姿怡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林俞姍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戴佳翎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張芷昀 

國立聯合大學 經營管理學系 

 

摘    要 

 隨著科技創新發展，物聯網（IoT）、大數據和雲端平臺等技術整合產生了“智慧城

市”（Smart City）的概念，「智慧城市」的發展逐漸成為國際趨勢。然而交通對大城市

而言相對重要，為解決交通上的安全、壅塞與移動效率等問題，近年來台灣政府積極

推動「科技執法」，希望整合資通訊與物聯網的技術，以降低意外的發生。本研究主要

從價值共創的觀點出發，以質性研究法探討新興智慧交通-科技執法之發展以及所面臨

的問題與挑戰。期望了解公共服務（科技執法）之推動過程，以及各利害關係人（例如：

主管機關、執法人員、道路使用者（民眾、公車司機）、提供系統之廠商等）之間的互

動關係，進而說明智慧城市中公共服務之價值共創模式。 

關鍵字：智慧城市、價值共創、科技執法、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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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19 

 

應用 Python 文字探勘分析各國智慧城市之創新治理關鍵

因素 

羅志成 

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林育潤 

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碩士班 

林亭妤 

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碩士班 

謝乙宏 

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碩士班 

  

摘     要 

  

隨著世界各國城市人口逐年遞增，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資訊安全漏洞、犯罪率

上升、交通壅塞、醫療衛生、人口遞減/遞增、糧食等問題，為了解決以上此問題衍生

來使人們便利與解決城市諸多的問題等方面，加入了智能、智慧的概念導入到城市裏

面。台北市智慧城市以政府做為平台，打造智慧生活的實驗室，提供平台讓透明化溝

通，協作生態系統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方式雙向模式強化智慧城市的轉型。然而，從

創新系統的觀點，卻忽略了產官學研等創新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從各國治

理的關鍵因素的比較中，瞭解目前我國智慧城市治理的缺口。本研究運用 python 文字

探勘方法分析智慧城市組成之關鍵詞與詞頻及配合個案分析倫敦、馬來西亞(雪蘭莪州)、

新加坡智慧城市治理關鍵成功因素，進而探討智慧城市創新治理的關鍵因素。本研究

結果可以發現智慧政府與民間機構組織平台、城市智能化、大數據、AI 人工智慧、市

民的配合與參與度、城市治理、都市化、科技、土地、能源、廢棄物管理、領導方式、

基礎設施、智慧健康、能源管理、智慧系統、智慧創新、政策執行等關鍵詞頻率為最

高且符合所有智慧城市關鍵詞。本研究建議我國智慧城市仍必須更結合產官學創新系

統與人民的上下交流溝通，才能落實智慧城市的政策。 

 

關鍵字：智慧城市、文字探勘、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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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0 

 

網紅資訊造假對粉絲投資意願與反彈行為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celebrity information fraud on fans' investment intention and 

rebound behaviors 

 

林伯旻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陳國樑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因數位與通訊科技的發達促使網路與社群媒體於近年蓬勃發展，網路紅人(或簡稱

網紅)逐漸取代傳統影視明星，成為近年代言人選擇之主要族群之一。而網紅又可分為

實力類型、顏值類型、獨特類型三大類。其中財經類知識型網紅則屬於實力型網紅之

一，主要以提供投資理財訊息與粉絲互動。然而，近年來網紅訊息造假之風波不斷，

但相關研究著墨尚淺。本研究將以代言人來源可信度模型為基礎，採問卷方式探討其

特性造假、訊息中立性疑慮和道德瑕疵等三個面向對粉絲投資意願之影響；以及聽信

網紅建議造成投資虧損，可能出現的反彈行為。本研究期望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優秀

的研究人員針對網紅議題投入心力，以進一步為自媒體與未來數位世界之影響做好準

備。 

關鍵字：自媒體、知識型網紅、訊息中立性、特性造假、道德瑕疵、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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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1 

以 LSTM 探討 COVID-19 疫情後台灣指數期貨長期趨勢 

Using LSTM to predict the long-term trend of Taiwan Stock Price Index Future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period 

 

楊劭為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 

洪煒峻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學生 

陳楷融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資訊管理系 學生 

 

摘     要 

指數期貨是加權指數現貨的重要參考，被視為領先指標(Leading indicator)的避

險工具，本研究基於長短期記憶網路模型(LSTM)為架構，嘗試從 COVID-19 疫情後台灣

加權指數期貨趨勢行為中，建立預測模型。研究期間為 109 年 02 月 01 日到 110 年 08

月 31 日每日開、收盤價資料。將不必要之資料欄位刪除，如成交量、當日最高點與當

日最低點，再以 8：2 的比例切割為訓練集與測試集，接著將訓練集進行資料正規化，

針對資料中的殘差進行標準化作業，完成資料預處理。採用均方根誤差(RMSE)評比預測

模型績效，與過去的人工神經網路(ANN)比較其預測精準度，經本研究模型實驗後，得到

LSTM的 RMSE為 0.004910 低於 ANN的 0.006316，具有較優良的表現，展現出 LSTM模型

穩定且精準度較高的特性，供投資者分散風險的參考。   

   

關鍵字：台灣指數期貨、長期短期記憶網路、人工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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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2 

 

遠距醫療的智財管理與佈局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Patent Portfolio for Telemedicine 

 

陳欣琪 Doris Chen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法研所碩士班二年級 

 

摘     要 

隨著全球醫療技術與先進醫療方法的蓬勃發展，使得許多相關公司在其研發方向與

佈局策略產生結構上的變化，不僅重視產品研究發展與生產製造，亦視無形的智慧財產

(包括專利及營業秘密等)為重要資產。根據數據統計，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

來，美國對於數位醫療的投資額超過 293 億美金，而遠距醫療的使用率跟 2020 年對比

也成長兩倍之多，顯見遠距醫療的需求大幅增加。遠距醫療(Telemedicin)，包涵遠距看

診、遠端監控及緊急救護等，在專利數據分析上，美國截至本研究截止前共有 4,295 件

專利公告，而我國僅有 203 件，可見我國在遠距醫療仍有發展空間，在遠距醫療的黃金

時代，完整專利佈局至關重要，本案最終透過 IPC 專利趨勢分析剖析遠距醫療的布局方

向，期許從中找出規律。 

 

關鍵字：新冠疫情、遠距醫療、策略佈局、專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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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3 

 

意義創新引領傳產轉型：數位網路時代實體書店新經營模

式的探究 

Meaningful Innovation lead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transform: An Exploration of the 

New Business Model of Brick-and-Mortar Bookstores in the Digital Internet Era 

 

施又丹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生 

 

蔡佩純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 

 

吳思華  

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摘     要 

Amazon 於 1994 年進軍出版業，衝擊實體零售書店，顛覆產業經營邏輯，帶來全新

面貌。資通訊科技進步，促成多家科技巨頭的出現，傳產經營者也面臨到激烈且高速衝

擊。Verganti 主張成熟產業可以意義創新或技術體現（Technology Epiphany），找到新出

路。換言之，經營者若在特定場域採行適當科技應用，賦予創新產品或服務設計新的意

義，重新建構「人-商品-場景」的關係，可創造情境價值與滿足市場需求 (Lusch and Vargo, 

2016; Verganti, 2011)。多位學者也主張市場競爭強度已受到產品意義驅動所影響，即消

費者除了產品功能效用，更希望達成無形心理滿足(Baudrillard, 1968; Csikszentmihalyi and 

Rochberg-Halton, 1981; Hirschman, 1986; Norman, 2004; Verganti, 2011;Zaltman, 2003)。本

研究檢視國內書店市場演化，探究青鳥書店繁衍創新策略，如何創意結合空間選址與場

景營造，賦予書店新形貌、傳遞意義創新，有助理解數位時代下實體通路創新轉型可能

策略作為。 

 

關鍵字：典範轉移、實體通路、意義創新、場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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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4 

 

運用網路爬蟲技術探討保險業務理賠實務應用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web crawler technology in insurance claim settlement 

 

摘     要 

黃酩宸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黃郁翔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姜自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在資訊科技壟罩的數位時代中，科技帶給我們在生活應用上更加便利且多元，近

年來保險業務一直都是我們在探討與關注的問題，尤其在疫情的時代下人們對於保險

這一塊越來越重視，面對未知的變數中我們只能透過保險來保障自己的權益，但在理

賠方面我們總是對於這方面不太理解甚至只能相信業務員的計算而來，有失公平性與

準確性，因此本研究將透過網路爬蟲的技術應用將所有保險理賠的資料明細擷取下

來，將這些大數據透過程式的計算與分析找到對應的理賠項目並且準確的估算該筆保

險的理賠金額與資訊，讓理賠人可以更安心的一目了然也能避免業務員在工作繁忙中

的失誤，希望透過本研究之結果可以提供給金融保險業的資訊人員與相關產業進行參

考與討論使用。 

關鍵字：網路爬蟲、保險理賠、金融保險、金融科技、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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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5 

基於深度學習與影像辨識於視障者物件識別輔助系統之

實務研究  

Practical research on object recognition assistant system for visually impaire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image recognition  

黃郁翔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黃酩宸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姜自強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摘    要  

  視障者在日常生活中辨別物件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如何獲取相關資訊讓視障者 

能夠在科技輔助的情況下安全抵達是本研究目標，為了幫助視障者在面對未知的場域，

除了運用自有能力之外，還能透過科技的輔助系統，快速且安全的辨識周遭的物 件與

危險物，本研究藉由 Amazon Rekognition 之 Object and scene detection 雲端服

務為基礎設計一套視障者影像辨別輔助系統，使用者拍攝完欲辨識之物品後將此圖片

上傳 至 Amazon 雲端服務，等待此服務回傳所辨識之物品後，再傳入 google翻譯，

將英文 翻譯成繁體中文，實驗結果顯示辨別之物件所回傳的結果成功辨識率 90%，從

擷取 影像到輸出語音提示只需數秒時間就能為視障者大幅提升安全性與方便性，幫助

視障 者透過影像科技獲取更多資訊，為生活帶來更多安全與便利。  

關鍵字：深度學習、影像辨識、Amazon Rekognition、樹莓派、視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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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6 

新興科技導入商業智慧預測模式之初探性研究： 

以臺南市路邊智慧停車系統為例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ediction model into 
emerging technologies: a case study of roadside intelligent parking system in Tainan City 

 

范凱棠 

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賴薏如 

天主教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     要 

智慧城市之形態日趨成熟，儘管政府及相關產業均在各生活層面建構諸多便捷且人

性化的應用，唯受限於時間與空間之限制，交通擁擠問題仍是一大隱患，為解決都市交

通停放問題，本研究調查主題以臺南市路邊智慧停車系統為研究標的，透過新興科技技

術處理即時性資訊和歷史資料，建立大數據模擬資料庫，並整合多項關鍵影響要素以調

節建置模擬停車預測系統架構，利用智慧停車系統結合預測停車功能，結合並研擬出具

體可行之方法應用，提出整合式停車預測模擬初估架構，仰賴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得以補足過去研究方式的缺口，本研究試圖解決都市智慧運輸下產生的交通問題，並提

供未來實務研發的方向建議。 

關鍵字：新興科技、商業智慧、預測模式、路邊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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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7 

結合科學與技術知識發掘生物塑膠之技術機會 
Combi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o explore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for bioplastics  

 

王明妤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郭芷佑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摘     要 

  全球塑膠累計產量不斷增加，塑膠產業所製造的相關產品明顯增長，但其後續的回

收處理方式，將導致環境變遷等負面影響，也因此間接導致了新材料的發展，即生物塑

膠，探索其技術機會也顯得更為重要，為了預測新興的技術機會，本研究透過找尋科學

與技術即文獻與專利之間的缺口，而此缺口即視為技術機會，提供生物塑膠未來發展的

新方向，並實踐商品化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將結合文件探勘、DBSCAN 分群法及主路

徑分析探索技術機會，透過 4584 篇學術文獻及 1546 筆專利文件，探討生物可降解塑膠

在時間上的演進，並根據技術機會之結果，提出對生物塑膠產業的策略規劃及建議。 

關鍵字：技術預測、專利分析、社會網絡分析、主路徑分析、生物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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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8 

以專利佈局與模糊能力集合擴展 

定義醫療器材之技術路徑圖 
 

黃啟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楊禮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陳佳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陳思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陳原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陳韋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摘     要 

近年來，由於醫學工程及科技月異，且競爭激烈，醫療器材廠商必須不斷發掘商機，

以追求持續成長，永續經營。由於全球市場對於醫療器材的需求日增，醫療器材市場前

景可期。對醫材廠商而言，如何佈局專利，打造競爭優勢，並且規避競爭者可能之訴訟，

為當前要務，唯少有廠商、學者針對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擬定義一新

型專利分析之架構，首先，將先分析技術範圍，並檢索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資料庫，

搜尋前案。並藉由檢索之結果，定義技術—功效矩陣。其後，並導入主成份分析法，歸

納適合後進廠商佈局技術與應用之準則，並導入基於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ai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之分析網路流程(DEMATEL based ANP)，整

合修正折衷排序法(Modified VlseKriterijumska Optimizacija I Kompromisno Resenje，

Medodified VIKOR)選擇佈局的技術。最後，同時導入模糊多目標決策分析法(Fuzzy 

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FMODM)與量子基因演算法尋找，技術間擴展的最

短路徑。透過上述能力集合擴展流程得出之結果，可以做為縮減能力缺口的成本與能力

集合擴展之技術短路徑圖。本研究將以醫療影像裝置之醫療超音波為例，實證本分析架

構之有效性，所得之技術路徑圖，將可作為後進醫療器材廠商佈局專利與訂定研發策之

用，亦可作為其他產業佈局專利與訂定研發策略之用。 

 

關鍵字：專利佈局、模糊能力集合擴展、醫療器材、技術路徑圖、主成份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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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發表: P-29 

基於可變空間規劃法之零件庫存最佳規劃 

Optimal planning of parts inventory based on changeable space programming method 

 

黃啟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陸冠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陳韋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呂學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陳原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科技應用管理組 

 

摘     要 

近年來，由於民用航空業蓬勃發展，全球主要航空業者紛紛購買更多的客機，以因

應越來越多的運輸需求。由於民航機之數量日增，發動機維修需求也快速成長，維修廠

也必須擁有合理的零件庫存，以滿足飛機修護需求。雖然有許多學者已經探討過如何將

庫存最佳化，但鮮少有學者探討，如何於導入外部資源，打破傳統柏拉圖前緣(Pareto 

Frontier)之限制，將庫存、利潤以及人力成本推向渴望水準(Aspired Level)。為達此目標，

本研究將導入可變空間理論，透過增加預算、改善目標參數與提昇生產效率三種方式，

推導渴望水準。本研究以全球主要飛機發動機修護公司之個案為例，實證本分析模式之

可行性。分析之結果，除可供該公司將庫存水準最佳化之用。成功驗證的模型，亦可作

為其他產業庫存最佳化之用。 

 

關鍵字：發動機零組件、庫存最佳化、新規劃法、可變空間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