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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程 

 
103 年 6 月 04 日（三）場次 A(亨利國學講堂) 

 

時間 議  程 

8:20-8:50 報  到 

8:50-9:00 專刊主編陳鴻基致詞 

9:00-9:30 
專題演講 江俊毅 教授(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講題-How to Write a Good Research Paper 

9:30-9:45 茶  敘 

 開場致詞:顧宜錚主編(靜宜大學資訊管理系) 

9:45-10:10 

多重市場接觸下新產品上市速度與廠

商績效之關係:以競爭者行動數目為

干擾變數 

發表人：黃俊儒 

國立中興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評論人： 

朱彩馨：國立嘉義大學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黃旭立：國立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10:10-10:35 
產學合作：一個計程車「教學－研究

－服務」整合歷程之反思 

發表人：侯勝宗 

逢甲大學科技管理研究 

評論人： 

朱彩馨：國立嘉義大學數位學習設計與管理學系

黃旭立：國立臺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10:35-11:00 
餐飲業服務破壞行為及動機研究 

  

發表人：郭懿萱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餐旅管理研究所 

評論人： 

江俊毅：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王存國 ：國立中央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11:00-11:15 茶敘 

11:15-11:40 
知覺品質、知覺價值與行為意圖關係之

研究－交易成本觀點 

發表人：陳冠仰 

龍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 

評論人： 

王存國 ：國立中央大學資訊管理學系江俊毅：

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11:40-12:05 

整合模糊 Kano 模型與重要度績效分析

以鑑別本地航空顧客保留之

關鍵因子 

發表人：王志軒 

國立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評論人： 

陳鴻基：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周雍強：國立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12:05-12:30 主編結語：陳鴻基主編 

12:30-2:00 午餐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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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6 月 04 日（三） 場次 B(正大國際會議廳) 

 
 

時間 議  程 

8:20-8:50 報  到 

8:50-9:00 專刊主編陳鴻基致詞 

9:00-9:30 
專題演講 江俊毅 教授(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講題-How to Write a Good Research Paper 

9:30-9:45 茶  敘 

 開場致詞:陳鴻基主編(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9:45-10:10 
組織間跨界知識的創造歷程： 探索服務

研發中心之 BBC 服務實務 

發表人：蔡志豪 

實踐大學國際貿易系 

評論人： 

張元杰：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10:10-10:35 建構服務創新的制度工作 

發表人：涂敏芬 

淡江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評論人： 

張元杰：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10:35-11:00 
精品業潛在顧客面對服務接觸缺失的自

我修復行為研究 

發表人：黃哲盛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評論人： 

王貞雅：國立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 

丘宏昌：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 

11:00-11:15 茶敘 

11:15-11:40 
健康照護產業之服務創新與設計：遠距

照護服務設計規劃模式 

發表人：余峻瑜 

國立臺灣大學工商管理學系 

評論人： 

張欣綠：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洪為璽：國立中正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11:40-12:05 
服務主導邏輯之共同生產:前置因素與

結果因素 

發表人：吳立偉 

東海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評論人: 

邱兆民：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吳玲玲：國立臺灣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12:05-12:30 
以 ITIL 為基礎雲端運算服務品質評估

機制之研究 

發表人：李幸蓉 

國立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 

評論人： 

邱兆民：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吳玲玲：國立臺灣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12:30-12:35 主編結語：顧宜錚主編 

12:35-2:00 午餐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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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參與狀況 

 

     臺大管理論叢和台灣服務科學學會、溫世仁文教基金會共同舉辦，同時獲

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得以於 6月 4日順利舉辦「服務科學：創

新、設計、管理、永續經營、理論與實踐、與競爭力」研討會。 

 

    「服務科學」是一個探討人類在所處的社會系統中，價值交換與創造活動的

學術領域。價值的交換與創造活動所形成的服務系統，涵蓋了人、組織、流程、

科技、資訊等要項，其知識範疇仰賴人文社會、科技、管理、設計等學術領域的

整合。因此，「服務科學」也常作為跨及整合服務工程、服務管理、服務設計、

服務人文等面向的統稱，本次專題徵稿以此為徵稿範疇，收到許多優秀的稿件，

再經過嚴格之審查後，挑選出 11 篇論文參加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邀請 Professor James J. Ji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擔任專題主講人，Professor James J. Jiang 特別以 How to Write a Good 

Research Paper 為題，分享如何撰寫優質的論文，以及投稿國際期刊之經驗分

享，與會者不僅獲益良多，也踴躍提出問題請教 Professor James J. Jiang。 

         

    研討會共計舉辦兩個場次的發表會，參加發表之論文包括學界以及業界，均

提出具原創性、嚴謹的論文，專題主編也邀請相關領域的研究者擔任評論人，評

論人給予發表人深入的剖析與見解。本次參與人數多達百人以上，諸多與會人員

對於學界提出新的研究議題有高度興趣，均於會後把握機會紛紛與學者請益。此

次研討會參與發表之主題呈現多元化，強調從服務的實務與人的需求出發，發展

服務系統之理論與實務、探討服務提供者與需求者間的價值共創方法與過程，進

行服務的設計、塑模、雛型、驗證與營運相關活動的研究。 

 

    兩個場次分別由陳鴻基教授及顧宜錚教授擔任開場致詞，以及結語，兩個場

次參與者眾，成效極佳。本次研討會之發表研究結果對於科技運用、管理與企業

的競爭力關係，以及全球競爭架構下，企業面臨的挑戰都提供建言，研討會後擇

優論文將再行修改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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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片 

 

圖  1  與會者合照 

 

 

圖  2  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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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專題演講 江俊毅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圖  4  場次 B  涂敏芬教授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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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場次 B  黃哲盛教授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系) 

 

圖  6 場次 B  張元杰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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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場次 A  顧宜錚主編  (靜宜大學資訊管理系) 

 

圖  8  場次 A  喬友慶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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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場次 A  侯勝宗教授  (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圖  4 場次 A  郭羿萱小姐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館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