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日期：2017 年 5 月 3 日(三) 

地點：嶺東科技大學春安校區仙庭樓(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1 號) 

時間 議程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與來賓介紹 

09:10-10:30 

專題講座(一)：旅遊業未來的演變 

講  座：華府旅行社廖泳淀董事長 

引言人：張千雲院長(修平科技大學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地  點：HT108 

10:30-10:40 茶敘   地點：HT106 

10:40-12:00 

專題講座(二)：觀光研究新興議題與趨勢 

講  座：林宗賢教授(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引言人：王志宏主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地  點：HT108 

12:00-13:00 
午餐時間/海報發表 

地  點：仙庭樓一樓走廊 

13:00-14:20 
口頭發表(A)~(G) 

地點：詳見發表場次表 

14:20-14:40 休息 

14:40-16:00 
口頭發表(A)~(G) 

地點：詳見發表場次表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A 場次：休閒生活與休閒效益      場地：教室 HT101-1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A-1 庇護農場轉型休閒庇護農場之參與觀察個案研究 陳俊碩、林奕姍、賴亭妤、吳珮禎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林濰榕教授 13:20-13:40 A-2 親子休閒活動對兒童發展效益及趨勢之探討 李勝雄、翁亭歡 

13:40-14:00 A-3 高中國際教育旅行之實施與實際：以初次出國之高中生為例 許銘汶、陳渝苓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A-4 遊客困擾、懷舊情感與幸福感之關係：以臺南古蹟旅遊為例 林濰榕、陳聖尹、謝貴文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張宏政教授 15:00-15:20 A-5 從認真休閒觀點看志願服務：論志工之靈性與休閒承諾 劉士豪 

15:20-15:40 A-6 榮家老人社會旅遊需求與效益之探討 翟婉竹、何景華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B 場次：觀光行銷與節慶活動      場地：教室 HT101-2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B-1 台灣飲食文化對日本遊客持續來台之重要因素探討 吳趙殷、汪祖慧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陳振芳教授 13:20-13:40 B-2 品牌形象與忠誠度之關係-以星巴克為例 張佳豪、黃玉琴 

13:40-14:00 B-3 以城市行銷觀點探討高雄市會展產業發展之研究 張書憲、沈乾偉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B-4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度關係研究-以某中部休閒園

區為例 
陳怡文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張定中教授 15:00-15:20 B-5 
全球化下臺灣社區以節慶活動為主創造觀光發展策略檢討─

以汐止夢想社區為例 
柯一青 

15:00-15:40 B-6 
創意大不同:從紀念品創意探討遊客對感知價值和購買意願

之研究 
吳昕穎、劉瓊如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C 場次：觀光休閒人力資源、住宿產業與餐飲產業      場地：教室 HT108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C-1 領隊人員工作熱情、工作倦怠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高佳琳、王志宏、林文玲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李淑如教授 
13:20-13:40 C-2 餐旅實習生組織公平與人際偏差行為之研究-以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為例 謝家黎、吳仕祥 

13:40-14:00 C-3 觀光餐旅休憩科系實習生師徒制、自我效能、實習焦慮與職涯承諾
之研究-以嶺東科技大學為例 

黃文雄、林永森、張定中、
葉姵伶 

14:00-14:20 C-4 團員公民行為對領隊人員情緒勞務與工作倦怠之影響 曹勝雄、洪秀雯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C-5 旅遊住宿選擇因素與消費者性格特質之研究 洪麗美、李月仙、莊照明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楊主恩教授 
15:00-15:20 C-6 共享經濟模式下之民宿住房價格的影響因素分析-以 Airbnb 國際訂

房網為例 
盧慶龍、顏意軒、陳美蓉、
鐘意雯 

15:20-15:40 C-7 以 IPA 分析法探討連鎖燒烤餐廳服務品質之重要與滿意程度--以乾
杯連鎖燒烤餐廳為例 劉秀慧、蘇裕翔 

15:40-16:00 C-8 美學文創旅館之體驗價值與顧客忠誠度-以台中紅點文旅為例 
李淑如、黃文雄、張千雲、陳冠汝、

楊維茵、張芷瑄、張哲嘉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D 場次：觀光資源與旅遊景點      場地：教室 HT204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D-1 國際都市漫遊台灣遊客的旅遊動機與文化距離 林宗賢、邱孔謀、王維靖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范振德教授 13:20-13:40 D-2 
宗教觀光文化吸引力、體驗效益與行為意向之研究-以鹿港天后宮為

例 

劉泳倫、王紹丞、莊舒凌、郭峻嘉、

張雁婷、劉總誠、施昱誠 

13:40-14:00 D-3 
遊客對茶二指觀光工廠硬體設施、服務品質、服務人員滿意度之研

究 
林効賢、李勝雄、張雅婷、陳紫璇

14:00-14:20 D-4 消費者對於食品觀光工廠品牌滿意度之研究—以宜蘭橘之鄉為例 林佳蓁、王麗卿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D-5 
古蹟觀光客目的地吸引力、旅遊體驗與知覺價值關係之研究－以臺

南市為例 
甘唐沖、李欣芸、潘芮葭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林韻文教授 15:00-15:20 D-6 不同居住地居民對觀光衝擊認知差異分析-以大甲媽祖遶境為例 林効賢、李勝雄 

15:20-15:40 D-7 南大肚山在地旅遊服務中心之規劃分析 
謝琦強、劉佩艷、李宛儒、謝孟穎、

柯心婕 

15:40-16:00 D-8 彰濱工業區綠色休閒意象之空間規劃分析 
謝琦強、林永森、劉國慶、蕭勝雄、

黃健夫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E 場次：旅遊決策與消費行為      場地：教室 HT205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E-1 補救後知覺公平對行為意圖影響之研究 陳屏瑋、陳細鈿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謝琦強教授 13:20-13:40 E-2 知覺品質及美學勞務績效對行為意圖影響之研究 李儒怡、陳細鈿 

13:40-14:00 E-3 
探討消費者從眾效應與綠色認知對綠色消費行為之影響－以從眾效

應為調節變項 

鄭淑勻、陳亭希、吳姿穎、 

陳姿妤、王冠今、賴珮珊 

14:00-14:20 E-4 
異國料理餐廳菜單圖文比例對購買意願之影響-兼論社會距離的調

節效果 
施敏雯、劉瑞香、黃鐘慶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E-5 遊客困擾與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留任良、王志宏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黃鐘慶教授 15:00-15:20 E-6 旅遊鹿港遊客懷舊、新奇、知覺價值、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林永森、黃文雄、林妏嬪、 

鄭裕琦 

15:20-15:40 E-7 
銀髮族旅遊體驗、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以臺南漫遊鹽

鄉幸福遊行程為例 

葉智豪、林岱君、陳伯瑄、 

甘唐沖 

15:40-16:00 E-8 觀光旅館宴會廳外場實習生專業職能模式之建構 
張雪楓、黃伯仁、柯婷宜、 

柯玟馨、張嘉耘、黃仕承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F 場次：區域旅遊議題      場地：教室 HT206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F-1 自助式餐廳 P.K. 大比拚 
陳韡方、楊主恩、李琦蓁、莊宜稜、

王秋夜、羅于婷、謝芷寧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劉士豪教授 13:20-13:40 F-2 
便利商店代售休閒娛樂運輸票券服務項目之市場調查－以彰化車

站附近地區為例 
許瑜芳、洪凡晴、呂珮甄、邱長光

13:40-14:00 F-3 以資源基礎理論探討觀光工廠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劉泳倫、史秀如、林昱欣、蔡侑恩、

張家毓 

14:00-14:20 F-4 新加坡海外實習對大學生職涯規劃影響-以嶺東科技大學為例 
陳韡方、楊主恩、宋品儀、許瑋如、

蕭惠庭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F-5 連鎖餐廳臉書行銷模式之個案研究─以鯊魚咬吐司南屯店為例 
陳韡方、楊主恩、鐘瑩、洪鈺晶、

卓詩涵、郭旻諺、許涆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吳秉珊教授 
15:00-15:20 F-6 政策對觀光是否影響 

張定中、許佳怡、陳容華、廖培余、

閻方崴、鄭伊真 

15:20-15:40 F-7 鞋寶觀光工廠導覽解說服務遊客滿意度分析 林妏嬪、林吟軒、陳品霓、黃于僑

15:40-16:00 F-8 悠閒慢旅行－台中市南屯區銀髮族深度旅遊之規劃 
林妏嬪、熊文君、林怡萱、方虹尹、

江佳蓉、楊博雅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 G 場次：行動導覽與遊程規劃      場地：教室 HT207 

時間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13:00-13:20 G-1 烏大龍加南計畫-烏日學田里 
張定中、吳怡君、卓冰文、洪玉茹、

吳芊慧、陳佩螢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林妏嬪教授 
13:20-13:40 G-2 烏大龍加南計畫–以湖日社區為例 

張定中、潘燕珊、顏家偉、王虹筑、

林思吟、王宥勝 

13:40-14:00 G-3 烏大龍專案：文山里社區發展結合導覽 APP 
黃小玲、林俐妘、陳則仲、吳佩珊、

劉玉嬋、陳冠汝 

14:00-14:20 G-4 南屯歷史與文化導覽 
謝永茂、張雅閔、葉慧雅、梁瓊文、

鍾念庭、楊麗美 

14:20-14:40 休息 

14:40-15:00 G-5 台中翁子社區葫蘆墩米的創意文化與應用 
張宏政、簡玉雯、謝佳穎、沈宛庭、

楊雅媜、廖怡雯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謝永茂教授 
15:00-15:20 G-6 台中豐原朴子健康休閒社區創意馬鈴薯產業文化與食農教育體驗 

吳嘉敏、張景智、曾資云、林俊佑、

黃婉綺、張宏政 

15:20-15:40 G-7 楓樹社區環保地圖 APP 製作與願景調查 
杜光玉、王雅玲、曾郁茹、黃于珊、

胡佳琪、宋怡珊、李儀庭 

 



2017 觀光與休閒學術論壇暨研討會 

論文發表：海報      場地：仙庭樓一樓走廊      時間：12:00-13:00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主持人 

H-1 觀光發展真的能帶動經濟成長? 張李淑容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陳淑芬教授、 

陳韡方教授 

H-2 社區再造計畫對居民生活品質滿意度與社區參與度之初探-以台中
市和平區松鶴社區為例 劉彥廷、徐昌俊 

H-3 餐廳在地化歷程之探究 蔡滬莉 

H-4 連鎖餐廳服務品質、服務失誤、服務補救對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以中部古拉爵義式屋為例 

林志重、蔡幸芳、張上唯、郭政皓、劉愷倫、
劉紘銘

H-5 探討廣告訴求與涉入程度對自戀型人格消費者的廣告效果之影響 林采逸、李亞權 

H-6 以科技接受模式與創新擴散理論探討古蹟再現擴增實境之研究 李欣容、石岳峻 

H-7 以科技準備接受模式探討虛擬實境旅遊使用意圖之影響 邱思涵、石岳峻 

H-8 廣達電腦員工運動觀光休閒阻礙因素之研究 許羽萱 

H-9 高雄愛河燈會旅客探討 王宇庭、林晉丞、錢伯瑋 

H-10 台灣高爾夫球場產業經營現況探討 林鈺倫、許羽萱 

H-1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運動與休閒設施 SWOT 分析 許銘汶、王伯宇 

H-12 線上社會支持和虛擬社群意識對運動認同、參與情形之影響 余庭慧 

H-13 以創造共享價值提升經營績效:以旅行社推廣低碳遊程為例 鄭如君、蕭登元 

H-14 樂活桌遊~賦權取向之應用 陳貞君、黃馨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