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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臺大管理論叢 25 週年研討會-管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議程表 

 

時 間 議 程 地 點 

08:30–9:00 報到 

正大國際

會議廳 

(B1) 

09:00–9:30 

開幕典禮／致詞 

楊泮池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許士軍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創院院長 

郭瑞祥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杜榮瑞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總編輯 

正大國際

會議廳 

(B1) 

09:30–10:20 

專題演講 

如何用創新改變臺灣 

葉丙成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大學 MOOC 執行長） 

正大國際

會議廳 

(B1) 

10:20–10:30 休息 B1 

10:30–11:10 

 

主持人：任立中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發表論文：消費者線上口碑與評論研究：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與討論 

 

黃俊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柳秉佑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玉山廳個

案教室 

(3F) 

主持人：杜榮瑞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發表論文：亞洲地區審計品質研究回顧 

 

林嬋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林孝倫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 

重光講堂 

(2F) 

主持人：陳業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發表論文：公司投資決策文獻回顧與展望：臺灣市場之研究 

 

張紹基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翁鶯娟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冠德講堂 

(2F) 

11:10–11:50 

 

主持人：王耀輝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發表論文：臺灣衍生性金融商品研究文獻回顧與展望 

玉山廳個

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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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森林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林丙輝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葉仕國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3F) 

主持人：林修葳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發表論文：會計穩健性：基於亞洲國家資料研究之回顧 

 

王泰昌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林修葳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許文馨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劉嘉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重光講堂 

(2F) 

主持人：莊璦嘉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發表論文：職場偏差行為臺灣與亞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2000-2015 

 

戚樹誠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羅新興教授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梁欣光教授     國立國防大學運籌管理學系 

賴璽方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朱志傑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冠德講堂 

(2F) 

11:50–13:00 餐會（所有與會人員） 
國學講堂 

(B1) 

13:00–13:40 

 

主持人：戚樹誠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發表論文：員工創造力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臺灣與東亞的研究成果 

 

莊璦嘉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李均揚博士後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陳宇軒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嚴國晉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玉山廳個

案教室 

(3F) 

主持人：陳鴻基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發表論文：資訊管理研究在臺灣：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 

 

李有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張芳凱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許建隆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學系 

廖建翔教授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重光講堂 

(2F) 

主持人：江俊毅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發表論文：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回顧之趨勢分析 

 

許瑋元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歐陽瑜教授     銘傳大學國際學院 

冠德講堂 

(2F) 

13:40–14:20 

 

主持人：黃恆獎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發表論文：服務體驗管理：文獻回顧與未來研究方向 

玉山廳個

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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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昇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林政佑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周恩頤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3F) 

主持人：陳忠仁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發表論文：科技管理三重奏：策略視角的分析與評論 

 

洪世章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曾詠青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賴俊彥博士生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重光講堂 

(2F) 

14:20–14:40 休息 2F/3F 

Workshop 

歡迎參加研討會之學者踴躍參加，共同發掘研究議題，組成研究團隊 

14:40–15:40 

 

主持人：林嬋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亞洲地區審計品質研究回顧」之未來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林嬋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林孝倫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玉山廳個

案教室(3F) 

14:40–15:40 

 

主持人：陳聖賢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公司投資決策文獻回顧與展望：臺灣市場之研究」之未來相關 

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周冠男教授  財務金融學刊 副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張紹基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翁鶯娟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陳聖賢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重光講堂 

(2F) 

14:40–15:40 

 

主持人：戚樹誠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副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職場偏差行為臺灣與亞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2000-2015」之未來

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劉念琪教授  組織與管理期刊 總編輯／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戚樹誠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羅新興教授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梁欣光教授     國立國防大學運籌管理學系 

賴璽方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朱志傑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冠德講堂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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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14:40–15:40 

 

主持人：張森林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臺灣衍生性金融商品研究文獻回顧與展望」之未來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張傳章教授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主編／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林丙輝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葉仕國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張森林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玉山廳分

組討論室

A (3F) 

14:40–15:40 

 

主持人：林修葳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會計穩健性：基於亞洲國家資料研究之回顧」之未來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李佳玲教授  中華會計學刊 總編輯／國立中正大學會計系 

王泰昌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林修葳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許文馨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劉嘉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玉山廳分

組討論室B 

(3F) 

14:40–15:40 

 

主持人：蔣明晃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資訊管理研究在臺灣：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與「資訊科技採納

與導入文獻回顧之趨勢分析」之未來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李有仁教授  資管學報曁資管評論 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許瑋元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蔣明晃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許建隆教授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行銷管理學系 

廖建翔教授     輔仁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歐陽瑜教授     銘傳大學國際學院 

張芳凱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203 教室

(2F) 

14:40–15:40 

 

主持人：莊璦嘉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員工創造力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臺灣與東亞的研究成果」之未來

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蔡維奇教授  管理學報 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莊璦嘉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李均揚博士後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204 教室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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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宇軒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嚴國晉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14:40–15:40 

 

主持人：林俊昇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服務體驗管理：文獻回顧與未來研究方向」之未來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林俊昇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林政佑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周恩頤博士生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403 教室 

(4F) 

14:40–15:40 

 

主持人：陳忠仁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領域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討論主題：共同探索「科技管理三重奏：策略視角的分析與評論」之未來相關議題 

 

參與學者： 

主編：洪世章教授  產業與管理論壇 總編輯／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忠仁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曾詠青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賴俊彥博士生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參加研討會之學者 

405 教室 

(4F 

15:40–15:50 休 息 2F/3F 

 

15:50–17:30 

 

座談：如何成功投稿到學術期刊 

主持人：戚樹誠教授 臺大管理論叢 副總編輯／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與談人（依姓氏排序）： 

李有仁教授     資管學報曁資管評論 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 

李佳玲教授     中華會計學刊 總編輯／國立中正大學會計系 

周冠男教授     財務金融學刊 副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洪世章教授     產業與管理論壇 總編輯／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張傳章教授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主編／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劉念琪教授     組織與管理期刊 總編輯／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蔡維奇教授     管理學報 總編輯／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B101 

階梯講堂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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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臺大管理論叢》自 1990年印行第一本創刊號，迄今已走過四分之一個世

紀。2015年適逢《臺大管理論叢》創刊 25週年，本刊於 12月 4日（五）於管

理學院一號舉辦「管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系列活動包括重要議題的研

究回顧與展望、Workshop: 與國內重量級學者共同發掘未來研究議題、Editors' 

Panel: 聆聽國內重要期刊總編輯的經驗與建議，每場均獲熱烈的迴響。 

 

    《臺大管理論叢》特地邀請台大校長楊泮池教授及臺大管理學院創院院長許

士軍教授、郭瑞祥院長及杜榮瑞總編輯共同擔任開幕典禮貴賓。 

 
本次研討會，亦特別邀請了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國立臺灣大學 MOOC

執行長葉丙成教授，主講「如何用創新改變台灣」。葉丙成教授以自身在教學創

新的案例分享，讓大家瞭解成功的創新，是如何產生的，而成功的創新、好的創

新、有影響力的創新，應具備什麼樣的關鍵？演講後，會場內主持人、主講者及

在座來賓均相當熱絡，於 Q&A時間提問踴躍。 

 

此次研討會除探討教育創新亦含括特定研究議題之回顧與前瞻、workshop

及 panel，是學界分享與汲取研究靈感及與管理學界前輩們進行交流與分享的最

佳機會。 

 

    專題後接著進行十一篇論文的發表，針對策略及科管、會計、行銷及國企、

財金、組織暨人管、作管與資管等領域，邀請國內重量級學者一同進行華人世界

的管理研究議題回顧與前瞻。分別為「消費者線上口碑與評論研究：國內外相關

文獻回顧與討論」、「亞洲地區審計品質研究回顧」、「公司投資決策文獻回顧與展

望：臺灣市場之研究」、「臺灣衍生性金融商品研究文獻回顧與展望」、「會計穩健

性：基於亞洲國家資料研究之回顧」、「職場偏差行為臺灣與亞洲研究之回顧與展

望：2000-2015」、「員工創造力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臺灣與東亞的研究成果」、「資

訊管理研究在臺灣：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資訊科技採納與導入文獻回顧之趨

勢分析」、「服務體驗管理：文獻回顧與未來研究方向」、「科技管理三重奏：策略

視角的分析與評論」等。 

         

    論文發表結束後，接著針對策略及科管、會計、行銷及國企、財金、組織暨

人管、作管與資管等領域，共舉辦九個場次的 workshop，每個場次均邀請國內

管理類期刊總編輯或主編共同參與討論。透過此次研討會，建立與蒞會學者、先

進共同發掘研究議題，組成研究團隊的機會與網絡，這也是本刊舉辦 25週年研

討會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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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時間，則由各領域資深教授，與來賓分享其寫作或投稿經驗。 

本次邀請與談貴賓包括資管學報曁資管評論總編輯李有仁教授、中華會計學刊總

編輯李佳玲教授、財務金融學刊副總編輯周冠男教授、產業與管理論壇總編輯洪

世章教授、券市場發展季刊 主編張傳章教授、組織與管理期刊總編輯劉念琪教

授、管理學報總編輯蔡維奇教授等。會計領域李佳玲教授分享其於《中華會計學

刊》審核學術文章時的經歷。張傳章教授則分享自己從純學術理論轉至實證研究

的經驗，並指出文章的「主題」跟「問題」是重點。周冠男教授則認為，多跟同

領域的學者交流、多詢問有經驗的學者，有助於進行研究。李有仁教授則認為，

做學術研究的三大重點為：努力、自我學習、熱愛研究，認為要真心「喜歡」研

究而不是只把它當成「工作」。洪世章教授提出「開啟頂尖期刊的六扇大門」為:

能力、定位、簡則、整合、開放、賦名。蔡維奇教授則提及，因「文獻回顧」被

退稿的文章最多，次多的則是因「緒論」被退稿，故「如何寫好故事」是相當重

要的。《組織與管理》期刊劉念琪教授表示近年來縮短審稿時間，提高效率，未

來則規劃專刊主題。台下來賓與講者互動熱烈，提問踴躍，包括詢問跨領域、整

合跨界知識的大方向，退稿時的修改建議，以及如何尋找跨領域專家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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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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