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譽 

 指導陳融 (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大學生)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應用

QFD 與 LSS 探討智慧物流系統之優化--以速食業爲例」成果報告，榮獲大專學生研究創作

獎，計畫編號：107-2813-C-390-030-E。(2019/7) 

 指導呂偉榮碩士論文「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探討汽車零組件產業導入工業 4.0 之研究-以 F 公司

為例」榮獲 2018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品質碩士論文銀帶獎。(2018/11) 

 指導陳碩寅、廖茂江亞太工商管理專題「精實生產與智慧工廠準備度之研究 - 以汽車鈑金零

件 J 公司為例」榮獲 2018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大專專題成果競賽佳作。(2018/6) 

 指導蔡宜庭 (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大學生)獲得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獎助「應用邏輯迴歸分析探討消費者對於家庭廢棄物循環經濟接受度之研究」，計畫編號：

108-2813-C-390-013-E，執行期間：2019/7/1-2020/2/28。 

 指導陳融 (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大學生)獲得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獎

助「應用 QFD 與 LSS 探討智慧物流系統之優化--以速食業爲例」，計畫編號：107-2813-C-

390-030-E，執行期間：2018/7/1-2019/2/28。 

 指導黃智裕碩士論文「以科技準備度與科技接受模式觀點探討 LINE 應用於美髮服務之影

響」榮獲 2017 富邦人壽管理碩士論文獎服務業管理類佳作 (2017/8)。 

 指導邱金山碩士論文「石油煉製重組製程分析與改善之研究」榮獲 2016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卓越品質碩士論文銀帶獎。(2016/11)  

 邱金山、莊寶鵰共同投稿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2 屆年會暨 2016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的論文--「應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探討煉油重組製程之改善」，榮獲『聚陽產學應用

論文獎』第三名 (2016/11)。 

 指導邱金山碩士論文「石油煉製重組製程分析與改善之研究」榮獲 2016 富邦人壽管理碩士

論文獎服務業管理類佳作 (2016/8)。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服務業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9/8)。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營運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9/3)。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服務業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8/9)。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服務業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7/9)。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品質管理」、「供應鏈管理與市場研究」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

優良課程 (2017/3)。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統計學」、「服務業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6/10)。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品質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6/3)。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品質管理專題」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5/9)。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統計學」、「服務業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5/3)。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營運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4/9)。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之「供應鏈管理」、「服務品質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

程 (2013/9)。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服務業管理」獲選為國立高雄大學優良課程 (2013/3)。 

 榮獲國立高雄大學九十三學年度院級 &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2005)。 

 Presented Paper “A Conceptual Model of Using Value Analysis for the BPR” Awarded 

as the Best Theoretical Paper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acific Rim Management 

(ACM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999/08. 

 名列 Asian/American Who’s Who (亞美名人錄), Vol. V, 2008. 

 名列 Asia/Pacific Who’s Who (亞太名人錄), Vol. VIII, 2008. 



其他經歷 

 擔任「第 5 及 6 屆國家產業創新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小組審查專家(2016/8~2017/12 及

2018/10~2019/12）。 

 擔任「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十屆董事(2014/12~迄今)。 

 擔任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南區工作委員會召集人 (2013/3~迄今)。 

 主辦「2016 CIIE 生產力 4.0 系列論壇-首部曲：製造與服務的對話」(2016/4/16)。 

 擔任 97、99、102、104 年度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管理學門評鑑委員。 

 擔任 103、104 年度經濟部技術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服務領域審查委員。 

 擔任 99、100、102、103、105 年度經濟部商業司「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究發展計畫(SIIR)」

審查委員。 

 擔任 98 年度經濟部商業司「產學聯合研發計畫(商業服務業)」審查委員。擔任國立高雄大學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2010/8~2013/12)。 

 擔任國立高雄大學教學卓越推動委員會委員(2010/8~2013/12)。 

 擔任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第四任院長遴選小組召集人 (2013/5~2013/6)。 

 擔任「第六屆全球華人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院系主任聯席會暨亞洲工業工程與管理創新學會

會議」(PANEL 4：學科科學研究)主持人，2015/7/25-26，中國天津。 

 擔任「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AM2013W)」之論文

發表場次(Session A3)主持人，2013/1/28-31，日本北海道札幌。 

 擔任「2013 產業創新與科技管理研討會」之論文發表場次(傳統產業及其他領域)主持人，

2013/1/11，台灣屏東。 

 擔任「The 4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IE40)」之論文發表場次(MP-F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Logistics 4)主持人，

2010/7/25-28，日本淡路島。 

 擔任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2013、2015、2016 年「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大學生專題論文與技術

報告競賽」評審委員(2013/6、2015/6、2016/6)。 

 擔任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2010 南區技專校院師生優良產學合作論文選拔」決賽評審委

員 (工商管理領域) (2010/11)。 

 擔任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2010 南區技專校院師生產學合作時務專題製作競賽」決

賽 評審委員(工商管理領域) (2010/10)。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40 屆年會、高雄市分會第 30 屆年會暨第 10 屆全國品質管理研討會總

幹事 (2004/11) 

 擔任 The Fifth Asia-Pacific Indus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s 

Conference, APIEMS 2004 之 Session Chair，2004/12/12-15，澳洲黃金海岸。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第六、七屆會員代表(2012/1~2019/12)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高雄市分會第十八、十九屆理事(2013/1~2016/12)、第十一屆會員代

表(2013/1~2014/12) 

 高雄市科技管理學會第六、七屆理事(2011/1~2015/1)、第五屆常務理事

(2009/1~2011/1)、第四屆理事 (2007/5~2009/5) 

 高雄市科技管理學會第三屆總幹事 (2005/3~2007/5)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第十三、十四屆理事 (2004/1~2007/12)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品質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2006/1~2007/12)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品質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2/1~2005/12)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三十六屆會員代表 (2003/6~2006/6)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三十四屆會員代表 (1998/7~ 2001/7)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第十三屆會員代表 (2003/8~2007/8)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屆會員代表 (2000/1~ 2007/12 

& 2010/1~2011/12 & 2012/1~2013/12) 

 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第三屆理事 (2002/7~2005/7)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第一屆會員代表 (1996/1~ 1998/12) 

 中華民國商業現代化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1998/1~ 2000/5) 

 教育部技專院校重點產業科技教育教學改進計畫稽核委員 (1998) 

 台灣省衛生處八十七年度輔導省立醫院及縣市衛生局辦理全面品質經營管理追蹤及評估計畫

稽核委員(1998)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九十年度年會碩士論文競賽評審委員(2001/12) 

 擔任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EI)編輯委員(2004-2006) 

 擔任品質學報編輯委員 (2013 迄今) (2004-2006) 

 擔任人文與社擔任 Industry Management & Data System (SCI)、Production Planning & 

Control (SCI)、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Fuzzy Systems (SCI)、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SSCI)、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Management (E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SSCI)、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EI)等國際期刊論文審查

委員。 

 擔任 Journal of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Paper Reviewer 

(2013) 及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EPPM)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K) Paper Reviewer。 

 擔任管理學報、技術學刊、品質學報、全球運籌學刊、運籌管理評論、科技學刊、商管科技

季刊、新道學經營管理學報、北科大學報、嘉義大學學報、東海學報、大葉學報、勤益學

報、大仁學報等國內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