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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結果 
1 政府對微中小企業輔導專案問題與成效

研究─以高屏澎東地區中小企業為對象 
李世聰/精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總經理/lee44720@gmail.com 通過 

2 澎湖武轎活動的觀光意象、參與動機及

滿意度關係之研究 
李自發/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kw89960@mco.penghu.gov.tw 通過 

3 3 號港的觀光意象與再遊意願關係之研

究 
莊澧霖/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學系碩士班學生/ lion7719xaz@gmail.com 通過 

4 探討知覺學校情境對教師情緒展演策

略、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滿意度關係之

研究 

陳至柔/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許秀鳳/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

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like660117@yahoo.com.tw 
通過 

5 飯店人員交換關係對顧客服務表現之影

響 

呂佳貞/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班研究生/ lu@yaling-hotel.tw 、韓明娟/國立澎湖科技大

學觀光休閒系助理教授/ jennyhan73@gmail.com、于錫亮/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 
通過 

6 服務人員挑戰及妨礙型壓力源對服務破

壞之關係 
吳亞嫻/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班研究生/ a0922454838@gmail.com、韓明娟/國立澎湖科

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助理教授/ jennyhan73@gmail.com、于錫亮/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 

通過 

7 國小教師社群網絡使用滿意度及對個人

教學影響之研究–以澎湖地區為例 
林永清/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副教授、葉品岑/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

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me44901@yahoo.com.tw 

通過 

8 鳥嶼居民對觀光發展態度之研究 葉尚霖/陸軍澎湖防衛指揮部幹訓班分隊長/ shang80227@gmail.com、胡俊傑/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海

洋遊憩系副教授 
通過 

9 探討連鎖加盟體系內部服務品質、關係

連結與關係品質關係之研究 
陳至柔/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蔡昌興/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

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zenthai2002@gmail.com 
通過 

10 职业会计培训机构顾客感知服务质量与

满意度对行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张虹/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范爽/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讲师/ 26505291@qq.com 通過 

11 公部門員工對情緒勒索、情緒智力與幸

福感、離職傾向關聯之研究：以主管支

持為調節變數 

陳俊男/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主任/ Kw78820@mail.mkport.gov.tw 通過 

12 連鎖咖啡之商店形象、體驗行銷與顧客

忠誠度關係之研究─以星巴克咖啡為例 
陳至柔/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王宜姍/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

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akkee3311@gmail.com 
通過 



 
13 半自動人格特質知識萃取從網際網路與

社群網站 
林秉毅/國立臺北商業大學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學生/ 10666010@ntub.edu.tw 通過 

14 臺灣產業創新政策問題之研究 謝明振/東方設計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博士生、謝惠雯、謝明瑞/ hmingjui@gmail.com 通過 
15 海洋環境保護態度與行為意向之研究–

以澎湖地區為例 
林永清/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副教授、藍淑梅/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

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lsm282284@yahoo.com.tw 
通過 

16 澎湖地區讀者行動數位閱讀滿意度及其

對個人影響 
之研究 

陳甦彰/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鄭翠芬/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

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ctfen3075@yahoo.com.tw 
通過 

17 影響澎科大學生參與體驗式競賽成功因

素 
陳甦彰/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教授、陳俊良/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

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puhileung@gmail.com 
通過 

18 精准扶貧政府、企業、農戶三方主體博

弈研究-以福建省政和縣鐵山鎮為例 
宋倩倩/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研究助理、陳夢/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現代物流與供應鏈創新研

究中心副教授/ 417022498@qq.com 
通過 

19 基於 ROS 系統的演算法實驗平臺設計

研究 
金可言/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研究助理、陳夢/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現代物流與供應鏈創新研

究中心副教授/ 417022498@qq.com 
通過 

20 以服務主導邏輯觀點、資源基礎理論衡

量澎湖農業地方意象之關鍵因素 

唐嘉偉/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黃莉婷/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luckylily520@gmail.com 
通過 

21 澎湖馬公地區舢舨漁業文化之研究 
 

林寶安/國立澎湖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呂文傑/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

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luwenj1208@gmail.com 
通過 

22 建立離島地方品牌價值的關鍵因素之評

估：以地方食物系統及行動者網絡理論

為觀點 

唐嘉偉/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許毓軒/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ofgk123@gmail.com 
通過 

23 高張力下肢行動不便之休閒阻礙 李明儒/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歐建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生/ 
ljump745@gmail.com 

通過 

24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路海外轉運中心選

址研究 

王俊/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大學生、游俊雄/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現代物流與供應鏈

創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jsyouqq774@qq.com 
通過 

25 一帶一路倡議下福建物流業創新商機研

究 

薛靖/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大學生、游俊雄/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現代物流與供應鏈

創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jsyouqq774@qq.com 
通過 

26 使用自我決定理論及雙元系統理論於 
手機遊戲 

鍾國章/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理教授、陳俊宏/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

系助理教授、顏孝純/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通過 



ym831219@gmail.com 

27 如何將行動支付推行更加快速-整合性

觀點探討 
 

鍾國章/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理教授、陳俊宏/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

系助理教授、陳藝旅/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cv3720@gmail.com 

通過 

28 消費者功利價值、享樂價值、銷售人員

表現對行動支付之滿意度及使用意圖之

影響 

陳甦彰/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鍾國章/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

理教授、蔡明月/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a0989411830@gmail.com 

通過 

29 以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探討對 Airbnb 持

續使用的決策因素 
陳至柔/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洪楷恩/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

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teddy850926@gmail.com 
通過 

30 運用缺口模式探討家事清潔服務業服務

品質認知差異~以清潔公司為例 
鄭錳新/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副教授、林振雄/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學生/ a8902020@yahoo.com.tw 
通過 

31 “互聯網+”背景下的機器人啟蒙教育模

式創新實踐研究 
何新馨/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研究助理、陳夢/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現代物流與供應鏈創新研

究中心副教授/ 417022498@qq.com、吳瑞權/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研究助理 
通過 

32 共用型農產品供應鏈合作決策行為研究

 
陳夢/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現代物流與供應鏈創新研究中心副教授/ 417022498@qq.com、夏淑雅/廈
門大學嘉庚學院管理學院研究助理 

通過 

33 澎湖縣國小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現況之

探討 
林慧菁/澎湖縣文光國小教師/ ibid15@yahoo.com.tw、王明輝/國立澎湖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通過 

34 海盜主題旅遊－以澎湖水師副將張保仔

為例 
賴阿蕊/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航運管理系助理教授/ ajlai@gms.npu.edu.tw、吳培基/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教授 
通過 

35 「下肢障礙者以手搖車旅遊澎湖」參與

動機、體驗價值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李明儒/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鄭光復/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生/ 
fu336@kimo.com 

通過 

36 澎湖地區醫療服務業顧客動態關係品質

之研究 
宋惠美/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a0927351622@gmail.com、唐嘉偉/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 

通過 

37 應用模糊偏好關係分析法探討護理人員

選購保健食品之關鍵重要因素 
洪郁智/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yu-jr@yahoo.com.tw、王瑩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唐嘉偉/國立澎湖科技大

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 

通過 

38 離島公務員休閒涉入及休閒參與對於工

作滿意度影響之研究-以澎湖縣為例 
趙君蕾/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yu-jr@yahoo.com.tw、王瑩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唐嘉偉/國立澎湖科技大

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 

通過 



39 運用層級分析法於離島地區高中職軍訓

教官校園安全工作服務品質之研究 
陳甦彰/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教授、鍾國章/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

理教授、吳英哲/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ingche1005@gmail.com 

通過 

40 台灣餐飲外送平台消費行為研究 
 

蔡樺潔/國立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餐飲管理科教師/ w85034@yahoo.com.tw、古旻艷/國立澎湖

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助理教授、陳宏斌/國立澎湖科技大學餐旅管理系副教授 
/timchen@gms.npu.edu.tw 

通過 

41 醫護人員醫療廢棄物處理行為影響因素

之研究-以澎湖地區醫院為例 
林永清/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副教授、劉淑皎/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

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30042@mail.ndmctsgh.edu.tw 
通過 

42 大學生以電子遊戲為學習工具接受意願

之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與計劃行為理

論探討 

蔡宗勳/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班學生

/d03410033@ems.npu.edu.tw 

通過 

43 利用 IPA 方法探討綠色醫院服務品質之

研究—以澎湖地區醫院為例 
林永清/國立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副教授、王至中/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服務業

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kafka302@hotmail.com 
通過 

44 商圈意象、商店美學知覺與顧客忠誠度

關係之研究-以澎湖某居家生活用品 L
店為例 

陳俊宏/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理教授/ chchen@npu.edu.tw、王威曜/國立澎湖科技

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學生 
通過 

45 免稅提貨中心等候時間與人數配置的研

究-以馬公港免稅商店為例 
陳俊宏/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理教授/ chchen@npu.edu.tw、施尚瑋/國立澎湖科技

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學生 
通過 

46 Kano 二維模式與 IPA 分析法於影城服

務品質之研究-以澎湖 In89 豪華影城為

例 

陳俊宏/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助理教授/ chchen@npu.edu.tw、王威曜/國立澎湖科技

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學生、施尚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學生 
通過 

47 中美貿易戰對台灣工具機產業鏈發展影

響之研究 
楊崇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王宇東/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a0980341348@gmail.com 
通過 

48 
「一帶一路」倡議與「兩岸三地」及新

加坡學者觀點之研析 

楊崇正/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副教授、陳俊源/國立澎湖科技大學行銷與物流管理系

服務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boss650405@gmail.com 
通過 

49 品牌知覺與消費者行為對顧客忠誠度之

影響 
陸秀芳/南華大學企業管理系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lusioufang@gmail.com、許淑鴻/南華大學

企業管理系管理科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通過 

50 惠州市叮噹便利店服務行銷策略研究 
 

徐寧/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臺灣產業策略發展博士生/ 627979590@qq.com、鐘任琴/朝陽科技大

學講座教授、黃勇富/朝陽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系教授、張森華/惠州學院經濟管理學院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