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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報告書 

主辦單位：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碩士班) 

協辦單位：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任委員：林佑祥 院長

副主任委員：藍春琪 主任

執行總幹事：鍾健平 老師

聯絡地址：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聯絡人：鍾健平 老師

聯絡電話：(04) 887-6660 ext 7518 

E-mail：cpc@md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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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文 

明道大學自創校以來即以「熱情、理想、實踐」為治校精神、以「人

格、人文、人才」為教育目標，希冀培育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隨著全球

環保與綠色經濟議題的興起，綠色科技、綠色行動與綠色觀念等工作知能，

已成為現代工作者所應具備的職場能力，也是未來各國產業人才需求比例

較高的重點。本校發展「綠能、有機、健康的產學型大學」不僅肩負起大

學教育與職場倫理的社會責任，同時，亦符合全球化綠色經濟發展趨勢，

展現宏遠國際觀的教育理念；為符合本校綠能、有機、健康的產學型大學

特色，本次研討會將以綠能、有機、健康的創新契機與經營管理作為研討

會的核心主軸。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是本校管理學院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每

學年主辦的商管研討會，今年已進入第五屆，歷年來均由學系主任帶領全

體師生共同籌辦；本年度獲得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支持協辦，由

藍春琪主任帶領全體師生，同時，遴聘鍾健平助理教授擔任籌備總幹事，

進行研討會各項籌備事宜，在經歷多次的籌備會議及多方協調下，得以順

利圓滿為本次研討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二、主辦單位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碩士班) 
 

三、協辦單位：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四、活動型態 

專題演講、論文發表 

 

五、舉辦日期與地點 

舉辦日期：2013 年 03 月 15 日 (星期五) 

舉辦地點：明道大學寒梅大樓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六、參加對象 

管理學院師生、學術界人士及產業界人士共約 25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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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佑祥 院長

副主任委員：藍春琪 主任

執行總幹事：鍾健平 老師

執行秘書：張瀚藝書記、張嘉芬同學、賴信廷同學、陳俊光同學

【論文組】

召集人：鍾健平 老師

委員：藍春琪老師、林正生老師、楊士慶老師、蔡長艷老師、林村基老師

謝宗祐老師

【接待組】

召集人：羅潔伶 老師

委員：朱延智老師、盧建旭老師

【場地佈置組】

召集人：張瀚藝書記

委員：系學會

【總務組】

召集人：林美惠 老師

委員：李佳蓉 老師、林怡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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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議議程表 

議程表 

時間：2013 年 03 月 15 日(星期五) 
地點：明道大學寒梅大樓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時   間 會    議    程    序 會 議 地 點 
09:30 ~ 10:10 註冊、報到 領取大會資料 梅 30A 會議廳 

10:10 ~ 10:30 開幕 
主持人： 
林佑祥 主任委員 

梅 30A 會議廳 

10:30 ~ 11:10 

主題： 
就學、就業、創業

之省思 
  

主持人： 
林佑祥 副校長 
演講者： 
施宗雄 榮譽教授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

物科技系 

梅 30A 會議廳 

11:10 ~ 11:50 
主題： 
跨業合作創造新

商機與價值 

主持人： 
林佑祥 副校長 
演講者： 
蔡適陽 秘書長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

協會 

梅 30A 會議廳 

11:50 ~ 13:20 午   餐 

13:20 ~ 14:50 論文場次發表(I) 各場次主持人 
分組討論室： 
梅 20A、梅 30A、

梅 40A、梅 204 
14:50 ~ 15:10 茶敘 

15:10 ~ 16:40 論文場次發表(II) 各場次主持人 
分組討論室： 
梅 20A、梅 30A、

梅 40A、梅 204 
16:40 ~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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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論文發表主持人介紹 

論文發表各場次主持人    職     稱 

鄭焜中 資深講師 大葉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鍾雲恭 副教授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余啟輝 助理教授 南榮技術學院共同科 
林原勗 副教授 明道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黃豪臣 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系 
黃衣莉 助理教授 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系 
蔡智勇 助理教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李靜芳 助理教授 明道大學國際行銷與運籌學系 

 

十、論文發表評論人介紹 

論文發表各場次評論人    職     稱 

盧建旭 副教授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吳贊鐸 助理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樊晉源 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 
與資訊中心 

羅潔伶 助理教授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林美惠 助理教授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陳銘嘉 助理教授 明道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林村基 助理教授 明道大學國際行銷與運籌學系 
林正生 助理教授 明道大學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十一、執行成效 

1. 本次研討會很榮幸的可以邀請到二位在產學成就卓越的講者蒞臨指導。

第一位是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系施宗雄榮譽教授，施教授將以「就

學、就業、創業之省思」為題進行演講，演講內容中有關人生就學五階

段、人生就業三部曲與人生創業四狀況等課題，將帶給與會學子在未來

人生發展上諸多啟示。此外，施教授深厚的學理涵養及其產業創業的實

務經驗，亦可為與會人士提供經營管理藝術與創新趨勢的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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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位是蔡適陽秘書長，以「跨業合作創造新商機與價值」進行專題演

講，講內容將從技術商品化及設計思考的管理談起，進而導引出創造獲

利的商業模式、跨業合作的新商品管理及實務案例的分享等，相信將給

與會人士滿滿的收獲。 
 
3. 本次研討會總計收到 151 篇論文投稿，經審查後總共收錄 117 篇論文並

精選 49 篇進行口頭發表。本次收錄的優秀論文分別來自 42 所大專校院

中的 58 個系所單位，涵蓋產業創新與經營管理各領域；此外，每一場次

的主持人與評論人亦特別邀請參與投稿之優秀校內外師長擔任，期能充

份達到知識分享與學術交流的重要成果。 
 
4. 在管理學院全體師生大力協助下，本次研討會順利完成，並相約明年再

見，為本次研討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十二、檢討與改善建議 

1. 本次研討會因報名人數踴躍，因此在報到簽到時稍微略顯凌亂，且未能

在報到時口頭提醒報到者是否有資格領取論文收錄證明，以致有多份論

文收錄證明未能同時給予相關作者而須另行郵寄送達。 

 

改善建議: 建議將領取論文收錄證明設一獨立區域領取，並在與會者報 

          到時口頭提醒。 

 

2. 本次研討會於正式開幕後仍有人員陸陸續續進場及走動，讓會場顯得有

點凌亂不夠莊重；且演講者在演講期間仍有人進場或先行離場，造成對

演講者的不尊重。 

 

改善建議: 建議事先提醒與會者準時入場與離場，以示尊重參與研討會 

          人員。 
 
3. 本次研討會午餐便當量剩下太多約 30 份，形成一種無形浪費。 

 

改善建議: 建議下次事先調查實際與會人數及實際工作人員數量，以便 

          精準控制份數，避免浪費。 
 
4. 本次研討會於下午論文發表會時，未能幫主持人及評論人準備桌牌，以

致與會人員不認識主持人及評論人；而且未能事先幫各場次主持人及評

論人準備飲用水，造成主持人及評論人無茶水飲用之情況。 



 8 

 

改善建議: 建議下次事先準備主持人及評論人的桌牌及飲用水。 
 
5. 本次研討會於下午休息茶敘時，點心量剩下過多。 

 

改善建議: 建議在與會人士報到時提醒下午備有餐點，並於下午論文發 

          表會時由工作人員再度提醒與會者參與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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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活動剪影 

參與研討會的嘉賓、學者

及產業界人士，陸陸續續

完成報到手續。

會議一開始，便由大會主

持人朱延智教授進行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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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陳世雄校長上台

致詞為此次研討會揭開序

幕，他強調綠能、有機、

健康的產業創新，是這個

時代的亮點。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

系施宗雄榮譽教授，針對

「就學、就業、創業之省

思」進行演講，並強調要

邁向成功就是要努力，努

力，再努力。

國際創新創業協會蔡適揚

秘書長，針對「跨業合作

創造新商機與價值」，進行

專題演講，他提出，設計

新思維、新產品、新商品

、新商業模式、跨業新合

作，創業才能成功，企業

發展才能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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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專題演講吸引了不 
少校內外師長同學，也藉 
著此次的演講學習到更多 
的知識經驗，與會人員專 
心聆聽，都覺得受益匪淺 
。 
 
 
 
 
 
 
 
 
 
陳世雄校長致贈感謝狀給 
專題演講人東海大學畜產 
與生物科技系施宗雄榮譽 
教授。 
 
 
 
 
 
 
 
 
 

 
 
陳世雄校長致贈感謝狀給 
專題演講人國際創新創業 
協會蔡適揚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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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結束，與會貴賓 

與副校長及校內師長合照 

，上午專題演講部份順利 

圓滿的結束。 

下午論文發表，發表者對

此次的研討會都做足了準

備，與會者可於各場次中 

選擇較具有興趣的主題聆 

聽；本次研討會更不乏許

多大專校院的教授來一同

參與發表。 

台下的與會者都很專注的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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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場次各安排一位主 

持人與評論人，針對口 

頭發表與會者發表的論 

文提出相關建議。 

下午中場茶敘時間，準 

備了豐盛的點心、水果 

與飲料供與會來賓取用 

。 

中場休息過後，繼續下 

半場的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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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表人發表其論文後

，場次評論人對於發表

者報告的論文提出了問

題及建議。

演講結束後，師長與工 

作人員進行合照，研討

會順利圓滿落幕，感謝

參與本次研討會的幕後

工作人員以及邀請到的

來賓，期待下一次也能

夠帶來更多的發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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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附件 （專題演講者簡介） 

專題演講講者 I－施宗雄博士 簡介 

學歷：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 應用微生物所 農學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 畜牧獸醫學系

任職單位：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系榮譽教授

相關經歷及榮譽：

現職

• 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科技系  榮譽教授

• 中華民國乳業協會  理事長

• 酪多精生物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 約克貝爾生物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 佰特生醫(股)公司  董事長

• 台灣發展研究院  董事

經歷

• 中興大學 教授、主任

• 東海大學 教授、主任、場長、廠長、農學院院長

• 考試院考選部 高等考試襄試委員、命題委員、典試委員

• 考試院考選部 國家考試命題建立題庫農業科目召集委員

• 教育部 公費人員留學考試口試委員兼召集人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研究計劃審查委員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學術研究科技計劃審查委員
• 行政院教育部 高等教育評鑑委員

演講主題：就學、就業、創業之省思 

演講內容大綱：

 1. 人生就學五階段 (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出社會後) 
 2. 人生就業三部曲 (學習期、成長期、穩定期) 
 3. 人生創業四狀況 (酸甜苦辣) 
 4. 經營管理是藝術也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5. 創新是世界發展的趨勢與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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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講者 II－蔡適陽秘書長 簡介 

現 任：

精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富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鈞莊綜合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長

研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力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艾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

研華文教基金會 執行董事

中華民國紳士協會總會 名譽顧問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99～102)   兼任教授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98～102)   諮議委員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       秘書長

全球創新事業智慧獎競賽     計劃主持人

教育部創新創業種子師資培訓 計劃主持人

學 歷：

明新工專(明新科技大學)電子系畢業 
   文化大學應用數學系(資訊系)畢業 

技術處「跨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結業

經 歷：

 全球最大工業電腦廠商研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研華公司系統工程師、經理、廠長、事業部負責人、

稽核長、公司發言人、研華公司董事

 全球創新創業智慧獎(Global-TiC) 第一~六屆主辦

 TIC-100 創新創業競賽第一~十四屆主辦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共同發起人

 中華民國第一屆科技創新競賽獎總評審

 中華民國紳士協會總會第八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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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務：

企業研發管理輔導顧問、研發管理專業講師、專業演說講師、新

創企業顧問、創業競賽計劃負責人

議題領域：

研發管理實務、產品經營管理、企業主管訓練、產品創新設計、

創新創業管理、產品開發流程管理、創新創業競賽活動、未來科

技與生活、雲端科技發展、創新志業展現生命價值、非營利性組

織之管理

演講主題：跨業合作創造新商機與價值

演講內容大綱：

一. 技術商品化的管理與運作 
二.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商品研發 
三. 創造獲利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四. 跨業合作的創新商品管理運作 
五. 跨業合作的實務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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