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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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 

日期：105 年 05 月 28 日(六) 

8:30~9:00 報到、領取資料（地點：朝橒樓一樓） 

9:00~9:20 開幕/貴賓致詞（地點：朝橒樓 TC007） 

9:30~11:00 

專題演講(一)  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坤鎕總經理 

主題：紡織成衣的加值與創新 

主持人：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何兆華 主任 

地點：朝橒樓 TC007 

11:10~12:30 

專題演講(二)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維漢總經理 

主題：創新的兩難: 省思工業 4.0 的理性與感性 

主持人：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何兆華主任 

地點：朝橒樓 TC007 

12:30~13:30 午餐及論文壁報發表 

 口頭發表（地點：朝橒樓） 

組別/地點 A 組-TC205 B 組-TC007 C 組-TC207  D 組-TC204 

13:30-13:45 OA-1 OB-1 OC-1 OD-1 

13:45-14:00 OA-2 OB-2 OC-2 OD-2 

14:00-14:15 OA-3 OB-3 OC-3 OD-3 

14:15-14:30 OA-4 OB-4 OC-4 OD-4 

14:30-14:45 OA-5 OB-5 OC-5 OD-5 

14:45-15:00 OA-6 OB-6 OC-6  

15:00-15:15 OA-7 OB-7 OC-7  

15:15-15:35 休息 （地點：朝橒樓 TC107） 

15:35-16:00 閉幕典禮/論文頒獎  （地點：朝橒樓 TC007） 

16:00 賦歸 

註：12 鐘發表，3 鐘答詢 



口頭發表場次－A 組 

時間：105 年 5 月 28 日(六) 13:30-15:15 

地點：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朝橒樓 TC205 

主持人：李玉蓮 評論人：許鳳玉 

No 論文名稱 作者 

OA-1 智慧型銀髮族調節式服裝設計之先導研究 傅美玲 

OA-2 美甲行為與外觀溝通之研究-以性別角色為觀點 
陳怡瑾、

鄭靜宜 

OA-3 文化再現：《賽德克‧巴萊》電影服飾研究 
陳郁文、

蘇旭珺、

何兆華 

OA-4 服裝外觀與身分認同之理論回顧 楊舜云 

OA-5 禮服服飾設計研究-花 鄒家鈺 

OA-6 
減少布料浪費的永續發展概念服裝設計─以雕塑模型服裝打版方法與連續圖

案數位印花設計為例 
黃盈嘉 

OA-7 
Visual Narratives in Digital Print Textile Design- 
Expressive forms defin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陳宏宇 

 

 

口頭發表場次－B 組 

時間：105 年 5 月 28 日(六) 13:30-15:15 

地點：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朝橒樓 TC007 

主持人：鄭靜宜 評論人：陳曉天 

No 論文名稱 作者 

OB-1 品牌涉入、產品涉入對綠色消費意願之影響 
李德儀、

楊濱燦、

蔡淑梨 

OB-2 綠色品牌形象和綠色購買意願之關係―以公平貿易服飾為例 
莊庭懿、

楊濱燦、

蔡淑梨 

OB-3 品牌權益對綠色消費意願之影響 
林芳瑩、

楊濱燦 

OB-4 毛皮衣品牌形象與購買意願關係之研究 
徐以倢 

楊濱燦 

OB-5 品牌複合店（Select Shop）創新經營模式之研究 劉雯瑄 

OB-6 善因行銷下善因配適度與品牌形象對消費者認知企業動機歸因之影響 
陳佩琦、

廖國鋒、

蔡淑梨 

OB-7 線上購物對消費者情緒與衝動性購買行為影響之研究 
陳韻婷、

廖國鋒、

蔡淑梨 



口頭發表場次－C 組 

時間：105 年 5 月 28 日(六) 13:30-15:15 

地點：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朝橒樓 TC207 

主持人：李俊格 評論人：丁瑞華 

No 論文名稱 作者 

OC-1 網路商店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及轉換成本對於顧客再購意願之影響 
林怡君、

廖國鋒 

OC-2 複合品牌概念店之品牌認同、品牌信任以及價值契合之關係研究 
莊凱婷、

廖國鋒 

OC-3 影響消費者有機服飾購買相關因素之研究 

李靜雯、

侯怡安、

郭慈玉、

廖國鋒 

OC-4 
環保產品的環保認證標示與消費者的環境態度對購買意願的影響─以 H&M

為例 

陳宥安、

李俊格 

OC-5 婚紗攝影之消費體驗研究－顧客價值觀點 高憶嫺 

OC-6 
組織變革、組織文化、人員情緒管理與個工作績效之影響—以 C 銀行實施 IPO

為例 

黃運興、

朱宗緯 

OC-7 
組織變革壓力、工作不確定性、工作穩定度與工作績效之影響—以台灣土地

銀行實施 IPO 為例 

詹上滿、

朱宗緯 

 

口頭發表場次－D 組 

時間：105 年 5 月 28 日(六) 13:30-15:15 

地點：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朝橒樓 TC204 

主持人：喬昭華 評論人：尹承達 

No 論文名稱 作者 

OD-1 環境濕度對多層次穿著系統微氣候與服裝舒適性影響之研究 
古德興、徐健哲、

黃淇 

OD-2 台灣紡織專利與商標分析研究 (2000~2014) 
陳省三, 喬昭華, 

巫春樹 

OD-3 結合數位印花科技與傳統印染技術衍生之織品加值新風貌 陳亮運 

OD-4 時尚消費的典範轉移—永續與共善 黃佩鈺 

OD-5 
TAIWANESE MILLENNIALS’ PERCEPTION OF GREEN 
ADVERTISING IN TAIPEI 

Alison Falk 

 



壁報發表場次 

時間：105 年 5 月 28 日(六) 12:30-13:30 

地點：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朝橒樓 2 樓走廊 

No 論文名稱 作者 

P-1 知覺主管支持對工作投入影響之研究─以工作滿足為中介變項 李昱儒 

P-2 雙薪夫妻角色義務對幸福感的影響－以敬業貢獻為中介變項 陳宣惠 

P-3 應用 Instagram Layout 相片排版系統設計數位印花圖案之研究 

何兆華、蘇旭珺、

黃盈佳、陳宏宇、

陳亮運 

P-4 鑑古知今—龍袍於服裝設計數位印花之應用 
蘇旭珺、陳盈嘉、

應承武、卜繁智 

P-5 水性聚氨酯應用於聚酯針織布塗佈加工條件之研究─泡沫塗佈法 
吳繼仁、李銘、 

潘毅鈞、蘇家煦、

陳俊強 

 

 

 

 

 

 

 

 

 

 

 

 

 

 

 

 

 

 

 

 

 

 

 

 



二、參與狀況： 

2016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於 2016年 5月 28日(星期六)

假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朝橒樓辦理，與會人員包含各領域業界先進

代表、校內外教師、學生…等總計超過 140人次參與。 

搭配研討會加值創新的主題，上午時段特別安排兩場精彩的專題

演講，特別邀請到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坤鎕總經理，及南緯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楊維漢總經理到場進行演講，分析現今紡織產業的趨勢

及發展，全場座無虛席，與會人員收穫滿滿。 

下午分場論文發表，依據屬性分成 4個場次，共計 25篇口頭發

表論文(含 23篇中文及 2篇英文)，另有 5篇壁報論文發表，與會人

員依據興趣分別前往不同場次聆聽觀摩學習，最後每場次由評論人選

出 1~2篇優秀論文，並於閉幕時頒獎以茲鼓勵。 

本次的研討會透過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的方式，有效達到創新、

流行與永續三大方向的資訊交流與腦力激盪，也使相關學者的論文有

發表的平台與機會，未來本系將持續的舉辦研討會，也將以轉型為國

際研討會為目標，逐年累積成果，相信在研討會的深度討論之下，能

提出對紡織產業加值的議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以提供給產業及學術

界參考之價值。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來賓報到 來賓報到 

  

來賓報到 來賓報到 

  

貴賓致詞-蔡淑梨院長 系主任致詞-何兆華主任 

  

來賓合影 參與盛況 

  



專題演講-陳坤鎕總經理 專題演講-陳坤鎕總經理 

  

專題演講-楊維漢總經理 專題演講-楊維漢總經理 

  

分場論文發表與評論 分場論文發表與評論 

  

分場論文發表與評論 分場論文發表與評論 

  

 

 



分場論文發表與評論 分場論文發表與評論 

  

壁報論文發表 壁報論文發表 

  

頒獎 頒獎 

  

頒獎 評論人與主持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