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傳觀光研討會-深耕台灣鍛造文化價值
邁向精緻化國際化之服務性產業」

「2010

2010 MCU Tourism Conference
Intensive Cultivation of Taiwan - Culture value-Trend of Refine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主辦單位：銘傳大學觀光學院
【Venue 】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地點：銘傳大學台北校區大會議室及 B901 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時間：2010 年 3 月 13 日星期六
【Schedule】：13th March, 2010

時

間

8:00-8:25
8:25-8:30

議

程

報到 Registration

開幕 Opening remark by Dean Chen
【專題演講-大會議室】

8:30-9:00

梁文慧博士、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國際旅遊學院院長、持續教育學院總監(兼)
Dr. Aliana Leong, Ed .D, CHE, CEM ,Professor, Dean,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Director, 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Tech U. (大會議室)

9:00- 9:30

蔡銘志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
Henry Tsai, PhD, CHE,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Advisor, HFTP Poly U Student Chapter
School of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K (大會議室)

9:30-10:00

Professor Tom Baum,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大會議室)

10:00-10:15

茶敘 Tea Time Break

時

間

【第 1 場研討會-大會議室】
主題:休閒行為(Subject: Leisure Behavior)
主持人：掌慶琳 所長
題 目：休閒涉入、地方依附與忠誠度關係之研究‐以寵物犬

A-1

10:15-10:30

飼主休閒行為模式為例

發表人：沈彥伶
題 目：休閒涉入與休閒-家庭衝突關係研究:兼論家庭支持的
A-2 10:30-10:45
干擾角色
發表人：張台達
10:45-11:00
評論人：掌慶琳 所長
【第 2 場研討會—大會議室】
時
間
主題:地方觀光(Subject :Local Tourism)
主持人: 梁文慧 教授
題 目：宜蘭縣觀光遊憩區帶對民宿發展影響之研究
A-3 11:00-11:15 發表人：曾鈺雯

作者
沈彥伶
李宗鴻
鄭天明
張台達

作者
曾鈺雯
何武璋

A-4

11:15-11:30

A-5

11:30-11:45
11:45-12:00
12:00-13:00
時

A-6

間

13:00-13:15

題 目：地方觀光與媒體語言策略
發表人：盧嵐蘭
題 目:傳統聚落保存與觀光遊憩衝突之研究－以金門縣瓊林
村為例
發表人: 呂 謙

13:15-13:30

A-8

13:30-13:45
13:45-14:00
時

間

14:00-15:15

15:15-15:30
時

A-9

A-10

A-11

間

15:30-15:45

吳武忠
方彥博
呂 謙
張瑞心

評論人：梁文慧 教授
午餐及休息 Launch & Break
【第 3 場研討會-大會議室】
主題:經營管理 1(Subject: Industry management)
主持人：黃宗煌 教授
題 目：感官的饗宴：打造國際觀光旅館的美學體驗
發表人：陳韋如
題

A-7

盧嵐蘭

目：經環境變數調整後之台灣旅館業管理效率研究產出差額變數調整方法之應用

發表人：方進義
題 目：餐旅業前場員工人格特質對工作活力的影響–以情
緒勞務策略作為中介變項
發表人：王雅滋
評論人：黃宗煌 教授
【圓桌會議座談會-大會議室】

作 者
李怡賢
李力昌
陳韋如
方進義

黃培文
王雅滋

如何培育具有國際觀與高潛力的觀光餐旅休憩人才
Round table Discussion:
How to cultivate the tourism/hospitality professionals wit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high quality in Taiwan?
主持人: 容繼業校長
與談人: 洪久賢教授 、紀俊臣教授、黃宗煌教授 、吳武忠教授、
陳永寬教授、許美瑞教授
觀光局代表: 劉喜臨主任秘書
茶敘 Break
【第 4 場研討會—大會議室】
主題: 經營管理 2 (Subject: Industry Management)
主持人：容繼業 校長
題 目：領隊魅力領導與旅客之追隨者效應關係之研究-以團
體套裝旅遊為例
發表人：蕭麗茹

作 者
蕭麗茹
戴有德
陳正展

15:45-16:00

題 目：領隊人際溝通策略中自我揭露在虛擬世界的運用
發表人：林晏伶

林晏伶
李君如

16:00-16:15

題 目：阿里山森林鐵路重生與永續營運之可行性研究
發表人：張俊忠

張俊忠
吳武忠
陳永寬

16:15-16:30
時

A-12

間

16:30-16:45

評論人：容繼業 校長
【第 5 場研討會—大會議室】
主題:品質與效益(Subject: Higher Education)
主持人：李君如 教授
題 目：都市休憩產業的服務品質、服務價值、促銷策略、
滿意度與移轉障礙對消費者行為意向之影響-以高雄
地區百貨公司為例
發表人：郭瓊嬬
題

A-13

A-14

16:45-17:00

17:00-17:15

17:15-17:30

17:30-17:40

目：觀光餐旅高等教育關鍵服務品質屬性之研究：kano
模式與 IPA 之應用
發表人：賴佳蕙
題 目：原住民休閒活動參與及其休閒效益之研究－以桃、
竹、苗地區為例
發表人：李秀玲
評論人：李君如 博士

閉幕式

作 者
童桂馨
郭瓊嬬
郭昀婷
郭念德
張國謙
賴佳蕙
李秀玲
方彥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