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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IRS 2021 學術年會 

預定議程表 2021/12/03(星期五) 

線上研討會 
時間 議程 

09:00-09:20 預備時間 

09:20-09:30 
開幕／大會專題演講 大會主席梁榮達副理事長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bq-pjow-qfo 

09:30-10:40 

疫情大變動下的全球經濟趨勢—學術與實務對話(1) 

數位化與平台商業模式—疫情下的轉型經濟 

主持人：周百隆教授 

演講人：楊聲勇—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 

演講題目：數位化與平台商業模式—疫情下的轉型經濟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bq-pjow-qfo 

10:4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35 

學術論壇(1) 評審人：王東昇助理教授、主持人：陳佳誼副教授 

1. 以存活分析法探討二屆學生離退差異－以某 S高職為例 

2. 新冠疫情对全球及最大茶叶产销国－中国茶叶产销影响分析 

3. 共同基金績效預測之研究－以科技類基金為例 

4. 共享平台特性對消費者偏好之研究:以信任與風險為中介變項 

5. 奢華餐廳之餐點品質、服務場域對知覺價值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功

能利益、象徵利益與體驗利益為中介變數 

6. 增量或折價？比較式廣告類型對消費者促銷偏好之影響 

7.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銷售變化的影響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ez-nryv-oan 

12:35-13:00 中午休息時間 

13:00-14:10 

疫情大變動下的全球經濟趨勢—學術與實務對話(2) 

一卡一付：悠遊旅程新價值 

主持人：周百隆教授 

演講人：陳亭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kmj-mdbo-nzn 

14:1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30 

學術論壇(2) 評審人：周建新教授、主持人：林楚雄教授 

8. Clarifying portfolio manager job functions: in search of essential ones 

9. Estimating and comparing survival curve of a private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home economics in Taiwan 

10. Effects of Audit Fee on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Audit Service 

Industry in Taiwan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jxx-mbbw-wan 

15:30-15:50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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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5:50-17:15 

學術論壇(3) 評審人：王立勳教授、主持人：張宮熊教授 

11. 會計穩健性與崩盤風險 

12. 以賽局角度觀察中國第三方支付的發展－以微信支付寶為例 

13. 全球運動品牌蜈蚣賽局 

14. 以賽局角度觀察企業競爭策略：賽局類型應用 

15. 以 PPM 理論探討消費者之轉換意圖－以洗衣膠囊為例 

16. 中小型農業冷鏈系統之建構效果 

17. 社區閒置空間的創新與重生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avk-xhks-ogq 

17:15-17:50 
閉幕／頒獎 大會榮譽主席張宮熊理事長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avk-xhks-ogq 

17:50 賦歸 

備註 1—學術及實務對話為學術與實務研習之用，邀請楊聲勇教授（兼任多家上市櫃公司

獨立董事、EMBA兩岸十大名師）、陳亭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擔任演講人，演講題目依演

講人訂定。 

備註 2—摘要投稿 

18. A CASE STUDY OF IMPLEMENTED SELF–INDEPENDENT LIVING CARE MODEL IN A LONG-

TERM CARE FACILITY: ANALYSES OF THE ORGANIZATION CHANGE PROCESS AND EFFECTS 

19. 社區觀光的發展：偉伯觀點 

備註 3— 

聯絡人：李宜芳、0911789310、Line ID atlantis0623; 陳家溱、0909016161、Line ID 

0988055354 

 

連結一覽表 

開幕 09:20-09:30 + 學術與實務對話(1) 09:30-10:40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bq-pjow-qfo 

 

學術論壇(1) 11:00-12:25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xez-nryv-oan 

 

學術與實務對話(2) 13:00-14:10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kmj-mdbo-nzn 

 

學術論壇(2) 14:30-15:30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jxx-mbbw-wan 

 

學術論壇(3) 15:50-17:15 + 閉幕／頒獎 17:15-17:50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avk-xhks-ogq 

https://meet.google.com/xbq-pjow-qfo
https://meet.google.com/xez-nryv-oan
https://meet.google.com/kmj-mdbo-nzn
https://meet.google.com/jxx-mbbw-wan
https://meet.google.com/avk-xhks-o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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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發表－學術論壇 1  (Google meet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xez-nryv-oan ) 

No. 時間 篇名 作者 單位 註 

1 11:00-11:13 
以存活分析法探討二屆學生離退

差異－以某 S 高職為例 
林睿傳、陳宗豪 

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 陳宗豪副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林睿傳碩士生 
中 

2 11:13-11:26 
新冠疫情對全球及最大茶葉 

產銷國－中國茶葉產銷影響分析 
任敏、張宮熊 

雅安職業技術學院 任敏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張宮熊教授 

簡

中 

3 11:26-11:39 
共同基金績效預測之研究－以科

技類基金為例 

邱素麗、劉毅馨、侯方晴 

林淮鈺、許芸慈、謝明真 

許生慧、徐藝珊、賴玟瑜 

楊婷家 

國立屏東大學國貿系 邱素麗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國貿系 學生劉毅馨、侯方晴、林淮鈺 

許芸慈、謝明真、許生慧 

徐藝珊、賴玟瑜、楊婷家 

中 

4 11:39-11:52 
共享平台特性對消費者偏好之研

究:以信任與風險為中介變項 
張榮華、王珊彗、黃于烜 

國立中山大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張榮華副教授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珊彗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黃于烜 

中 

5 11:52-12:05 

奢華餐廳之餐點品質、服務場域

對知覺價值與滿意度之研究：以

功能利益、象徵利益與體驗利益

為中介變數 

張榮華、王珊彗、鍾禎華 

國立中山大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張榮華副教授 

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王珊彗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 鍾禎華 

中 

6 12:05-12:18 
增量或折價？比較式廣告類型對

消費者促銷偏好之影響 

陳佳誼、游品羚 

曾品璇、蔡佳玲 

游品茵、鍾存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管系所 陳佳誼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管系   學生游品羚、曾品璇 

蔡佳玲、游品茵、鍾存萱 

中 

7 12:18-12:31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

銷售變化的影響 
陳璁德、陳賢名 

長榮大學管理學程副教授兼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中心

主任 陳賢名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碩士班 陳璁德研究生 

中 

 

 

  

https://meet.google.com/xez-nryv-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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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發表－學術論壇 2  (Google meet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jxx-mbbw-wan ) 

No. 時間 篇名 作者 單位 註 

7 14:30-14:50 
Clarifying portfolio manager job 

functions: in search of essential ones. 

Alexey Lyashuk, 

Alexey Bakulev 

1. Alexey Lyashuk 

PhD and MBA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Alexey Bakulev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SE University, Moscow, Russia. 

英 

8 14:50-15:10 

Estimating and comparing survival 

curve of a private high school of 

commerce and home economics in 

Taiwan. 

Tsung-Hao Chen,  

Yi-Mei Huang, 

Dan-Yang Xu 

1. Tsung-Hao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u-Te University, Taiwan. 

 

2. Yi-Mei Hu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Massey University Albany 

New Zealand. 

 

3. Dan-Yang Xu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 China. 

英 

9 15:10-15:30 

Effects of Audit Fee on Audit 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Audit Service 

Industry in Taiwan. 

Li-Hsun Wang,  

Hung-Gay Fung 

1. Li-Hsun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Taiwan. 

 

2. Hung-Gay Fung 

Professor,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 Louis, USA. 

英 

  

https://meet.google.com/jxx-mbbw-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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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研討會發表－學術論壇 3 (Google meet 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avk-xhks-ogq ) 

No. 時間 篇名 作者 單位 註 

10 15:50-16:02 會計穩健性與崩盤風險 
林楚雄、高偉舜、張簡彰程 

高子荃、陳思茹 

高雄科技大學 林楚雄教授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 高偉舜副教授 

長榮大學 張簡彰程副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 高子荃副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 陳思茹 

中 

11 16:02-16:14 

以賽局角度觀察中國第三方

支付的發展－以微信支付寶

為例 

郭帝辰、張宮熊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張宮熊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郭帝辰碩士生 
中 

12 16:14-16:26 全球運動品牌蜈蚣賽局 張宮熊、羅棋楠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張宮熊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羅棋楠碩士生 
中 

13 16:26-16:38 
以賽局角度觀察企業競爭策

略：賽局類型應用 
林冠崴、張宮熊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張宮熊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企管系 林冠崴碩士生 
中 

14 16:38-16:50 
以 PPM 理論探討消費者之

轉換意圖－以洗衣膠囊為例 
謝睿庭 中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謝睿庭碩士生 中 

15 16:50-17:03 
中小型農業冷鏈系統之建構

效果 
梁榮達、盧保婷、王東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梁榮達教授 

義守大學 國際觀光餐旅學系 盧保婷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王東昇專案助理教授 

中 

16 17:03-17:15 社區閒置空間的創新與重生 
蔡振義、杜芮婷 

陳品柔、馬儀蘋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蔡振義助理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生杜芮婷、陳品柔、馬儀蘋 
中 

 

https://meet.google.com/avk-xhks-og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