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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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第十七屆年度學術研討會 
【無接觸經濟下消費行為改變與挑戰】 
研討會日期：2020 年 12 月 5 日 (星期六)上午 9:30 開始報到，10:00 開幕式 
研討會地點：靜宜大學主顧樓 703 室（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靜宜大學國際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全球品牌與行銷研究中心、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09:30~10:00 報        到 
10:00~10:05 開幕式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10:05~10:45 
【專題演講】 
無接觸經濟下消費行為改變與

挑戰 

【主講人】 
靜宜大學資深策略副校長 
任立中教授 

10:45~12:00 
場次 A 

論文名稱 發表人 主持兼評論人 
以質量雙途徑探討大型活動的

體驗、價值與城市意象~以臺中

國際花博為例 
李君如 

何淑熏教授 
網路科技應用於商圈發展之行

銷研究 
－以淡水商圈為例 

許重博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場次 B 

論文名稱 發表人 主持兼評論人 
應用 DEMATEL 探討城市美學

行銷關鍵因素 
謝家祥 

任立中教授 
從資源基礎理論分析農村發展

地方創生的持續競爭優勢與可

行性 
蔡佩頴  

以服務主導邏輯觀點解構迪化

街的地方創生 
郭思伶 

14:30~14:45 休息時間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第十七屆年度學術研討會 
【無接觸經濟下消費行為改變與挑戰】 
研討會日期：2020 年 12 月 5 日 (星期六) 上午 9:30 開始報到，10:00 開幕式 
研討會地點：靜宜大學主顧樓 705 室（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靜宜大學國際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全球品牌與行銷研究中心、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09:30~10:00 報        到 
10:00~10:05 開幕式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10:05~10:45 
【專題演講】 
無接觸經濟下消費行為改變與挑戰 

【主講人】 
靜宜大學資深策略副校長 
任立中教授 

10:45~12:00 
場次 D 

論文名稱 發表人 主持兼評論人 
智慧型手機品牌信任與品牌忠誠之

關聯性探討：以品牌愛慕及品牌涉

入為中介變數 
石素娟 

蕭至惠教授 
Lotka-Volterra模型應用於亞太市場

手機銷售分析 
蔡璧徽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場次 E 

論文名稱 發表人 主持兼評論人 
體驗活動、求偶思維、知覺交易價

值與購買意願之研究－以顏氏牧場
蕭至惠 陳厚銘教授 

14:45~16:00 
場次 C 

論文名稱 發表人 主持兼評論人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Urban 
Aesthetics on Urban Marketing: 
Evidence of Taiwan’s MRT 
systems 

王國鳳 

石素娟教授 
以社會企業商業模式行銷城都

文藝 
－以中部合唱團之數據分析為

例  

林瑞發 

16:15~16:30 閉幕式 
理事長謝幕致詞 
大合照 



II 為例 

「企業的善意會受懷疑嗎？」探討

品牌熟悉度對購買意願與善因行

銷、消費者懷疑論之三階交互作用-
以旅館業為例 

何淑熏 

影響大學生口碑行為的因素之研究 顏永森 

14:30~14:45 休息時間 

14:45~16:00 
場次 F 

論文名稱 發表人 主持兼評論人 
區塊鏈技術對於創造顧客價值的影

響：一個概念性框架 
張力 

顏永森教授 
針對德國年輕消費者對珍珠奶茶回

購意向之：初步研究 
柯羅許 

16:15~16:30 閉幕式 
理事長謝幕致詞 
大合照 

*每篇論文可運用時間為 30 分鐘：作者簡報 15 分鐘；評論 10 分鐘；Q&A 5 分

鐘。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5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50,000】元 

經費執行率【100】%（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是台灣行銷科學學會每年皆投注大量心力

籌辦的學術研討會，是臺灣行銷領域師生之交流場合，本次年會主旨因應目前疫

情之關係，在打破無接觸經濟下消費行為改變與挑戰的界限，探討全新之行銷模

式及思維。本屆年會由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靜宜大學國際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全球品牌與行銷研究中心、台灣行銷科學學會共同主辦。本次會場

特地移師至台中靜宜大學舉辦以提倡行銷研究風氣，促進全台各校學術交流為宗

旨，集結了來自北、中、南，對於「行銷研究」具有高度興趣的學者，藉由舉辦

行銷學術研討會，以有效提升國內行銷學術研究水準，並積極培育企業行銷研究

發展所需之專業人才。 
其中不乏業界人士參與，期望達到連結、集散、交流與跨越既有學科領域的目標，

而各行銷領域之學者，亦透過本次學術研討會交流，提升行銷領域之發展性。台

灣行銷科學學會自 2004 年創辦後，隨即舉辦第一屆年度學術研討會，至今每年

舉辦，已邁入第十七屆，從未間斷，經由學術交流擴大各校學術活動參與之空間，

並提昇正面之學術形象。尤其今年，面對生活方式巨大的改變，也是思考不同行

銷方式改變的契機，也驅使我們開拓各種研究題材、研究方法、問題意識及社會

實踐。 
本次研討會之專題講演與論文報告，藉由發表人書面論文之呈現與現場之口語報

告，傳遞給與會人員豐富的論點與深刻的反思；此外，透過在場與會學者與實務

社會工作者之相互討論，各場次之研討也在相關議題的帶領下激發相關議題之新

思辯，相信對於報告人及與會人員均感受益良多。更希望此一思想論辯所激起的

智慧火花，能夠持續光熱。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為結合行銷學術理論與企業實務的應用，提供專業行銷研究成果與經營管理之

科學方法，積極培育企業行銷研究發展所需之專業人才。 
 
本次論文主題與領域，共計 14 篇文章進行口頭發表： 
◆策略行銷管理 
◆消費者行為  
◆行銷決策模式  
◆流通與供應鏈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其他行銷相關議題 
◆城市美學行銷 
◆城市品牌行銷 



◆城市形象行銷 
◆城市會展行銷 
◆城市商圈行銷 
◆在地創新與創生 
 
總參與人數：124 人 
主持評論人：6 人（台灣大學、嘉義大學、靜宜大學） 
發表人：18 人（交通大學、靜宜大學、世新大學、開南大學、嘉義大學、中國

文化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台灣大學） 
與會者：100 人 
與會人數之所屬學校及單位如下： 
報名單位 人數統計 報名單位 人數統計 
靜宜大學 53 中興大學 1 
中國文化大學 12 中央大學 1 
大葉大學 5 中山醫學大學 1 
University of Liege  3 中正大學 1 
台灣大學 3 中州科技大學 1 
朝陽科技大學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醒吾科技大學 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 
暨南國際大學 2 高雄科技大學 1 
嶺東科技大學 2 樹德科技大學 1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

中心 
2 廈門大學 1 

台中科技大學 1 新華衛管理學院 1 
金門銘傳大學 1 杏和醫院 1 
   總計 100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日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05 日（星期六） 
地點 靜宜大學主顧樓 703 室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任立中理事長 開場致詞 

 
靜宜大學資深策略副校長 任立中教授 開場演講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石素娟副教授 發表情形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 蔡璧徽教授 發表情形 
 



 
國立嘉義大學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蕭至惠教授 發表情形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何淑熏教授 發表情形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陳厚銘教授 講評 

 
該場次發表人與評論人合影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任立中教授頒發研習證明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石素娟副教授頒發研習證明 



 
靜宜大學國際學院 Khire Rushikesh Ulhas 教授 發表情形 

 
現場學者討論情形 



 
靜宜大學教授與鄭州西亞斯學院商學院教授交流合影 

 
當日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