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銘傳觀光國際研討會 議程表
擁抱新常態：觀光休憩餐旅產業於後疫情時代之永續發展
時間：2022.04.15（五）
地點：EE710、EE801
時間

議程 Agenda

08:30-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主持人：林青蓉 院長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aker
主題：Play for All: Equity, Access, and Inclusion 全民一起玩：公平、機會和包容
Parks, Recre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Clemson University Professor Corliss Outley
引言人：吳翼儒老師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aker
主題：都市・地方連携による観光まちづくり－千葉大学 COC＋での実践－
城鄉合作社造觀光-千葉大學 COC+的實踐
日本千葉大學國際學術研究院 鈴木雅之副教授

08:50-09:05

09:05-09:40

09:40-10:45

12:05-12:50

主題：千葉県長柄町の産官学連携まちづくり千葉縣長柄町的産官學合作造鎮
日本千葉大學國際學術研究院 田島翔太 助理教授
引言人：黃淑芬老師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aker
主題：地域を超え繋がる北陸のデザイン跨域聯繫的北陸設計
日本金澤大學地域創造學科丸谷耕太副教授
引言人：德光重人 臺灣北投加賀屋董事
茶敘 Tea time
貴賓線上與談 Online workshop
與會貴賓：Corliss Outley、鈴木雅之、田島翔太、丸谷耕太、佐川哲也、德光重人
翻譯：（英）吳翼儒、（日）黃淑芬
午餐與報到 Lunch and Registration

12:50-13:40

高中職中英文小論文競賽與海報發表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地點：EE703

13:50-14:10

海報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 (P1)
地點：EE 棟七樓走廊

10:45-11:20
11:20-11:25
11:25-12:05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C
主題 D
疫情之挑戰與展望 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
文化旅遊新面向
永續發展與實踐
14:10-15:25
地點：EE709
地點：EE704
地點：EE702
地點：EE711
主持人：張軒瑄教授 主持人：胡欣慧教授 主持人：黃永全教授 主持人：林莉萍教授
評論人：張景煜教授 評論人：裘家寧教授 評論人：林裕強教授 評論人：湯幸芬教授
海報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 (P2)
地點：EE 棟七樓走廊

15:25-15:45

15:45-17:00

17:00-

主題 E
休閒運動管理與
行為促進

主題 F
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

主題 G
大專生科技部

主題 H
大專生科技部

地點：EE709
地點：EE704
地點：EE702
地點：EE711
主持人：楊俊明教授 主持人：周勝方教授 主持人：方彥博教授 主持人：羅健文教授
評論人：洪維勵教授 評論人：劉志興教授 評論人：李庭閣教授 評論人：雷芷卉教授
賦歸 The end

2022 銘傳觀光國際研討會「擁抱新常態：觀光休憩餐旅產業於後疫情時代之永續發展」
111 年 04 月 15 日
時間

議

12:05-

程

午餐與報到 Lunch and Registration

12:50
12:50-

高中職中英文小論文競賽與海報發表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13:40

地點：EE703

13:50-

海報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 (P1)

14:10

地點：EE 棟七樓走廊

14:1015:25

星期五下午 12:05-17:00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一
Section
1

EE709

EE704

EE702

EE711

主題 A：疫情之挑戰與展望

主題 B：休閒服務與行銷推廣

主題 C：文化旅遊新面向

主題 D：永續發展與實踐

主持人：張軒瑄教授

主持人：胡欣慧教授

主持人：黃永全教授

主持人：林莉萍教授

評論人：張景煜教授

評論人：裘家寧教授

評論人：林裕強教授

評論人：湯幸芬教授

A1- COVID-19 疫情下休

B1-米其林星級餐廳對消費

C1- 利 用 顧 客 評 論 探 究 新

D1-論我國國家公園如何落實

閒遊憩者的防疫態度、知覺

者體驗價值、用餐滿意度和

加坡小販文化之政策發展

SDGs－以墾丁國家公園為例

風險與行為意圖之關係

行為意圖之研究 （A017、

分析 （A028、賈璟祺）

（A004、呂嘉穎）

（A018、陳乃瑄）
A2-農業旅遊紓困與振興
政策之效果評估
（A023、陳永純、孔維

蘇靖淑、周榮軒、蔣宛蓉、

C2- 探 討 本 國 復 刻 經 濟 文

D2-臺灣慢城之經營與發展—以

范雯馨、林岠融、馬冠傑、

化—以文獻復刻書籍為例

嘉義大林與苗栗南庄為例

陳遠陞）

（A040、朱芳儀）

（A006、胡愈寧、袁鶴齡、蔡

B2-愉悅和滿意對忠誠度何

C3- 個 人 音 樂 文 物 蒐 藏 者

1

雅婷、袁溢谷、林佑昇）

新、陳凱俐）

者較為重要?以幼兒體能館

之藏品加值應用探析

D3-國中生對秋紅谷景觀生態

A3-面對新 冠肺 炎疫 情下

家長為例 （A026、黃玉琴、

（A061、朱嘉羚）

公園之地方依附、環境態度、環

對遊樂園之經營管理

蔡仁傑）

C4- 青 年 世 代 社 群 媒 體 旅

境行為與幸福感的相關性研究

（A059、黃睿宏）

B3-台北中式連鎖餐飲業再

遊資訊搜尋行為之探討

（A013、許惠晴、靳知勤）

A4- Covid-19 旅遊風險認

消費意願之研究 （A038、

（A069、夏秉楓、王若珊、

D4-登山步道目的地意象、活動

知對旅遊行為之影響 -以

齊克鈴、詹美珍、李永恒、

陳思淇、陳亭瑋、盧欣琳、

涉入與滿意度之關係 （A027、

鄭雅涵）

片田智美）

節變數 （A086、張佑瑞、

B4-失去觀光客的博物館-

C5- 九 份 山 城 媽 祖 遶 境 的

D5-探討台灣地區電動共享機

黃主慶、劉俐萱、鄭鈞益、

從故宮博物院的商品行銷

地方文化與觀光價值的關

車系統之使用意圖 （A096、杜

張家禎、張豈珮）

探討遊客需求 （A042、謝

聯性 （A074、潘政鵬、張

宜庭、方進義）

A5-疫情影 響之 下 使 用 運

鎮鴻）

紘炬）

動科技產品的居家陪伴與

B5- Using Python Web

互動 （A095、李晶、羅敏

Crawler Technology to

婕）

Analyze Consumer

醫學背景、旅遊目的地為調

王志宏、柯閔筑）

Preference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036、賴薏安）
15:25-

海報發表 Poster presentation (P2)

15:45

地點：EE 棟七樓走廊

15:4517:00

口頭論文發表

場次二
EE709

EE704

EE702
2

EE711

Section
2

主題 E：休閒運動管理與

主題 F：休閒服務與行銷推

主題 G：大專生科技部

主題 H：大專生科技部

行為促進

廣

主持人: 方彥博教授

主持人：羅健文教授

主持人：楊俊明教授

主持人：周勝方教授

評論人: 李庭閣教授

評論人：雷芷卉教授

評論人：洪維勵教授

評論人：劉志興教授

G1-如何提升餐廳視 障者

H1-用療癒來面對疫情:疫情時

E1-自行車觀光參與者於新

F1-海外團體套裝旅遊導遊

服務品質–應用 Kano 模

代下都市恢復性環境的轉變與

冠肺炎期間的參與動機與

銷售行為對旅客滿意度之

式分析（A016、周勝方、楊

地方依戀、環境復癒知覺影響

涉入程度影響之研究

影響-以信任為調節變項

曉翎、陳新旺、姚辰諭、潘

之研究 （A071、羅健文、林羿

（A034、游雅鈴）

（A054、何慧儀、郭彥谷、

聖卉、許正翰、邱睿婕）

安、龔鈺雯、廖慧君、劉左傳、

E2-不同背景變項台中大坑

馮貽璽、林秀莉、李建華、

G2-從『森林浴』到『森林

江明書、洪子清）

步道訪客的防疫態度、知覺

楊惠娟）

癒』:旅遊目的地環境『療癒

H2-當旅遊遇上遊戲:旅遊遊戲

風險及行為意圖之探究

F2-表演仍需繼續-開放式

品質』之差異、影像或 VR

化對遊客旅遊動機、阻礙與體

（A055、許瑋舫）

廚房餐廳廚師之自我呈現

等行銷模式之影響研究

驗價值之研究（A072、羅健文、

動機、社交焦慮與工作投入

（A032、林莉萍、林祐亘、

謝宜蓁、林均蓉、吳芝佳、周家

防疫態度、知覺風險及行為

（A064、王志宏、廖苡淳）

邱育潔、朱玉萱、何芷莘、

瑜、陳薇年、范姜毅）

意圖之探究-以大坑步道為

F3- 餐 飲 從 業 人 員 工 作 壓

垣花夏、蔡廷祐）

H3-有一種陪伴叫閨密？依附

例（A060、郭瑞龍）

力、情緒勞務對服務自覺的

G3-社區永續觀光，是口號

關係對情緒調節、休閒體驗與

E4-後同婚時期—臺灣同志

影響之研究-以台北市、高

還是承諾？探討以社區為

幸福感之研究-以閨密旅遊為例

青年的休閒參與與身份認

雄市為例 （A076、保里乃

基礎推動島嶼觀光產業之

（A082、羅健文、呂怡艷、張

同形成的關係:休閒活動、

玲、梁舒喬、陳奕霓、謝承

過程與成效—以金門縣烈

芷綺、劉以昕、吳俊逸、徐健豪、

阻礙與意義 （A066、何景

祐、蔡鳳珍、小野美流）

嶼鄉為例 （A041、黃永全、

郭家誠、利柏郁）

華、陳俊穎）

F4-飯店中秋禮盒包裝設計

李羿萱、李婉愉、施采彤、

H4-邁向後疫情時代旅遊目的

之研究 （A100、周勝方、

林彥彣、簡采緹、上田怜奈）

地之永續發展研究:旅遊目的地

E3-居民與非居民登山客的

3

E5-以延伸整合型科技接受

呂文旗）

G4-守住滇緬的味道 與孤

『韌性』對遊客心理『韌性』之

模 式 探 討 運 動 場 館 APP

F5-「科」骨銘心「技」憶

軍故事–魅力金三角美食文

影響 （A088、林莉萍、饒宸萱、

的使用意向 （A083、陳琦、

猶新-探討互動式科技特性、

化旅遊桌遊設計與應用

林子婷、林筱庭、張采寧、劉芷

王國欽）

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之影響

（A046、林青蓉、李忻晴、

廷、仲國睿）

（A102、劉士豪、蔡進祥、

伍綺晴、李姿萱、楊韻恩、

H5-新舊之間：水族館目的地意

吳守冠、許怡帆、吳洛妘、

久保千珠）

象、品牌價值與重遊意願關係

林欣慧、許勝荃）

G5-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時期防疫旅館住宿體驗、

恩、林亮宇、許詠欣、陳慶佳、

滿意度與正向電子口碑意

廖志剛）

願關係之研究 （A075、
蘇靖淑、王韋婷、尤鈺
珮、江欣潔、林思嫻、曾
思嘉）
17:00-

賦歸 The end

1. 40 篇口頭發表。 Forty papers for oral presentation.
2. 每篇發表以 12 分鐘為原則。 Each presenter has 12 minutes for oral presentation.
3. 每篇討論時間為 3 分鐘。 The discussion of each presentation is limited in 3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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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 （A098、古璧慎、徐儷

2022 銘傳觀光國際研討會
「擁抱新常態：觀光休憩餐旅產業於後疫情時代之永續發展」
海報發表(一)-13:50-14:10
場次

論文題目

編號
I01

日期:111 年 4 月 15 日

商務飯店取暖設施使用環保衍生燃料可行性分析—以燃煤鍋爐為例（A001、陳國維、王
崇欽、張莉娟、陳俊維）

I02

鮭魚生態永續的可能性探究（A002、郭沛衡）

I03

國際旅遊競爭力指標與東協基礎設施之關係（A003、黃穎欣、李晶）

I04
I05

台中自然景觀休閒渡假民宿產品銷售市場定位之研究（A005、梁慧中、王怡琳、周家瑩、
張蕙嬿、莊念容）I04-A005
博物館面對 COVID-19 之行銷策略研究—從歐洲博物館觀光行銷談起（A007、李威霆、
李筑軒、賴憬霖）

I06

國內親子城際觀光旅運需求及親子友善運輸之探討（A009、陳威勳、劉奕廷）

I07

地方產業文化觀光研究-以十鼓仁糖文創園區為例（A010、楊中齊）

I08

桃園龍岡地區發展綠色旅遊的 SWOT 分析與建議（A011、郭甘露、楊靜怡、唐志偉）

I09

茶產業的競爭與發展─以關西錦泰茶廠為例（A012、黎淑慧）

I11
I12
I13
I14

眷村文化傳承如何永續發展之研究—以桃園龍岡的「馬祖新村眷村文化園區」為例
（A015、郭甘露、楊靜怡、唐志偉、廖泳妍）
溫泉會館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探討–以台中市谷關地區為例（A020、高
秀鳳、林佳文、陳培阮、林寶財、呂惠真、黃俊傑、鄭淑玲、林炎旦）
自助式吃到飽餐廳不同用餐時段服務體驗對於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的影響之研究
（A021、張雅媛、范綱軒、陳韋傑、蔡堉英、林詩涵、李亦翎、劉品蓁）
探討品牌結盟對品牌形象、品牌價值、品牌忠誠度與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以手搖茶
飲料業為例（A024、陳琪婷、曾美仙、方揚凱、邱嘉儀、伍家欣、葉蕙欣、楊袨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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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
I16
I17
I18
I19

顧客滿意度與重購意願之研究-以林口三井 Outlet 為例（A025、陳治宇、盧巧冠）
探討高中生手機成癮、自由時間運用與心流體驗之關係研究─以新北市餐旅群學校學生
為例（A029、方彥博、藍浩倫）
光陰的故事：探討遊客眷村懷舊體驗之差異（A030、林濰榕、陳歆、林軒如、楊德森、
羅斯婷）
從台灣看越南：探討越南旅遊意象之研究（A031、林濰榕、蒙玉娟、黎慶顯兒、孫起鋂、
黃麗如、羅斯婷）
Covid-19 疫情下自行車觀光不同性別遊客的參與動機、幸福感與行為意圖之關係
（A033、游雅鈴)

I21

導入雲端服務平台於賭場管理機制之應用（A037、賴薏安）

I22

從正向資訊發展觀點探討虛擬社群在成員聯結感知之影響（A039、吳翼儒）

I23

疫情下台灣馬拉松賽事發展之趨勢探析（A043、林慧雅、林萬忠）

I24
I25
I26
I27
I28
I29

以人格特質探討健身運動涉入程度對大學生飲食行為之影響（A044、陳琪婷、林亭宇、
楊知穎、吳嘉翎、蔡宗旻、李重賢、薛正磊）
比較臺北市與澳門餐飲微型創業者之人格特質與創業動機對創業績效影響因素之研究
（A045、周勝方、李濱全、賴冠宇、林長太、羅梓杰、龔國恆）
可食性昆蟲烘焙產品開發及接受度因素之探討（A047、高馥君、王善瑩、歐嘉欣、許瑄
育、蕭凌方、余佩玲、梁玉倩）
有政府，請安心？探討臺灣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及食安關注度，與個人避險行為，三者間
關係研究（A048、高馥君、方慧彤、魏詩穎、蕭依玲、葉佩琳、廖英彤）
探討大學生的健康餐盒認知與消費行為之研究（A050、呂宜蓉、曾苡庭、饒思敏、嚴庭
昀、王心沛、溫芷妶、鄭沛昀）
探討合宜工作與職場尊嚴對工作投入及工作表現之研究─以餐飲業為例（A051、蘇靖淑、
劉昕怡、黃淳瑩、李霖、許香雲、李佳凌、陳怡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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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銘傳觀光國際研討會
「擁抱新常態：觀光休憩餐旅產業於後疫情時代之永續發展」
海報發表(二)-15:25-15:45
場次

論文題目

編號
J01
J02
J03
J04
J05
J06
J07
J09
J10
J11
J12
J13
J14

日期:111 年 4 月 15 日

後疫情時代的台灣旅行社行銷策略-以 L 旅行社為例（A052、何慧儀、郭彥谷、方芳、
江靜芯、陶國安）
連鎖餐廳標準化服務品質要素優化之探究-整合 KANO 與 IPA 分析（A053、夏秉楓、廖
姵澄、陳雅芬、葉淑娟、方英彥）
後疫情時代旅遊模式變遷:消費者觀點（A056、曾思緁、林方婷、余筱晴、楊采妮、郭頌
瑩、李依庭、黃琬鈞）
YouTube 旅遊資訊的影響（A057、陳郁涵、蔡怡玲、李詠琪、梁嘉凝、張瀞、平井
天音、李長斌）
新冠疫情期間台灣旅宿業風景區與都會地區營運情況差異性探討（A062、林靜惠、蕭烟
淨）
以創新擴散與知覺價值探討未來肉產品之購買意願（A063、胡欣慧、吳孟錡、曾佳棻、
洪佳欣、陳品蓉、杜庭漢、黃昊謙）
職場霸凌下黑暗人格對員工敬業度與工作績效之影響（A067、林郁諠、胡欣慧）
探討仙人掌原料於烘焙產品開發與行為意向：一個創新烘焙手法之應用（A070、張雅媛、
呂文旗、王英蓉、林瑞平、莊培銀、塗佳恩、李前鍵、葉永豪）
探討品牌形象對於路跑跑者參與動機與重遊意願之影響-以企業品牌為例（A073、方彥
博、劉映伶、彭郁嘉、紀亭安、鄧琬儒、李珈欣、曹靖瑜）
探討主題餐廳服務品質與消費者意願之研究（A077、鄭雅馨、謝安緹、曾羽彤、楊明珠、
何祈萱、許佩君）
攝影外拍團「綠色旅遊」之探討—以中壢社大攝影班嘉義外拍為例（A079、廖泳妍、郭
甘露、楊靜怡、唐志偉）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探討 Z 世代女性在夜店從事相關活動的探索性研究夜間做研究：女研
究生的華麗冒險（A080、宋永坤、戚庭嘉）
企業社會責任對知覺價值、獎勵與懲罰意願、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A081、王柔崴、黃
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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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5
J16
J17
J19
J20
J21
J22

探討臺灣清真旅遊之友善環境（A084、黃淑芬、莫迪）
旅遊風險認知對旅遊行為之影響-以大眾輿論氛圍為調節變數（A085、劉冠昕、李彥均、
葉柏辰、馬場彩加）
傳承流浪好味道：探討雲南滇緬泰文化飲食在台深耕之研究-以桃園龍岡為例（A087、
黃永全、廖偉智、鄭奕沛、陳維緹、溫哲豪、黃典毅、呂修瑜）
消費者對寵物美容服務品質滿意度之分析（A090、簡玉惠、張芷瑜、吳莉敏、李敏寧、
徐郁晴、陳瑀容）
探討疫情下體適能產業經營模式改變與消費者行為調查（A092、陳以馨、黃文玲、洪惠
瑄、杜庭竹、連繹惟）
探討擴增實境導入博弈教學在專業學習場域對知覺享樂之影響（A093、林雅萍、洪浚祐、
張琬沂、林佳陞）
利用專業特色場域看板建置擴增實境導覽系統之研究—以銘傳休憩為例（A094、林雅萍、
洪浚祐、張琬沂、林佳陞）

J23

立式划槳遊客之體驗價值與滿意度之關係研究（A097、陳冠州）

J24

咖啡店商店形象、場所依戀與品牌權益之影響（A099、葉慈軒、周勝方、鄭建瑋）

J25

「真」得忍不住想買：探討虛擬實境對潛在旅客衝動性購買意圖之影響（A101、劉士豪、
陳宇婷、陳品璇、吳玟玟、張伯媛、直海優衣）

J26

台灣日語小導遊之問題點與課題-以小導遊角度分析-（A103、林玉惠、鄭富元）

J27

金門農業試驗所休閒農場體驗價值之研究（A104、黃淑芬、余尚恩、莊曜齊）

J28
J29
J30

食樂共創,成功在即?食樂餐廳共同創造對消費者行為意圖之影響（A105、胡欣慧、張雅
淳、廖雅涵、楊壬霆、蔡宜庭、陸方凌、余宗禧）
YouTuber 帶你去旅行：探討知覺價值、擬社會關係、YouTube 頻道黏著度及旅遊意願
之關係（A106、林濰榕、鄭琇予、張欣亞、蘇妤欣、蔡雨軒、卓咏潔、蔡沄諼、羅斯婷）
翻山越嶺 脈向峰頂－脊梁山脈旅遊行為之探討（A107、翁振益、劉姿妘、劉一冰、曹
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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