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海空運學術論文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研討會議程表
報到及註冊 / Registration(第三教學大樓 一樓穿堂)
茶會暨交流 / Open (第三教學大樓 一樓穿堂)
論文發表 1 / Session I

8:30-8:40
8:40-9:00

9:00
|
10:20

教室：T30303
(A) 海運經營管理
(一)
主持人：徐文華
評論人：許文楷

教室：T30303
10:40-12:00

(F) 海運經營管理
(二)
主持人：張淑滿
評論人：張淑滿

12:00
註：場地皆位於第三教學大樓

教室：T30304

教室：T30305

教室：T30306

(B) 航海科技(一)

(C) 物流管理

(D) 港埠經營管理

主持人：丁吉峯
主持人：楊忠山
主持人：周明道
評論人：周建張
評論人：楊清喬
評論人：周明道
10:20-10:40 茶點 / Tea Break
論文發表 2 / Session II
教室：T30304

教室：T30305

教室：T30306

(G) 航海科技(二)

(H) 政策與法規

(I) 風險管理

主持人：丁吉峯
主持人：陳春志
評論人：劉中平
評論人：陳春志
結束 / Close

主持人：徐文華
評論人：徐文華

教室：T30410
(E) 空運經營管理
(一)
主持人：盧曉櫻
評論人：呂錦隆

教室：T30410
(J) 空運經營管理
(二)
主持人：熊正一
評論人：楊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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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場次索引
論文發表 1 / Session I
(A) 海運經營管理(一) 教室：
主持人：徐文華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許文楷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1. 我國航運公司選擇船級協會關鍵因素之研究............. 周尚偉、張啓隱、沈劍虹
2. 貨櫃航運公司綠色運送作業對顧客滿意與顧客維繫之影響-海運承攬業觀點
.............................................................................................................. 陳佳君、邱榮和
3. 定期航運燃油附加費調整評估模型分析
.............................................................. 徐文華、王志敏、朱芊華、舒律瑾、陳子甄
4. 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臺灣產物保險公司的貨物運輸險經營績效之研究
.............................................................................................................. 蘇健民、鄭百善
5. 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探討郵局經營績效之研究-以人口密度與競爭強度為環境
變數...................................................................................................... 趙時樑、謝昕伃
6. 組織控制、工作自主性、領導風格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聯探討--以臺灣海運業
為例...................................................................................................... 陳暄雅、余坤東

(B) 航海科技(一) 教室：
主持人：丁吉峯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周建張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1. 大數據分析在港口智慧化航道監控之研究................................. 鄒明城、薛湘樺

I

2. 大數據分析在港口國管制資料庫之特徵探討............................. 鄒明城、劉心瑀
3. 海盜防禦措施之探索.................................................................................................
徐育彰、周建張、鄭神賜、魯沛亞、許䟫原、洪榮佑、劉子豪、慕丞
4. 臺灣海事案件訴訟爭點與庭訟歷程關聯性之研究..... 劉中平、許琴寧、張啓隱
5. 影響海事公證負面情緒之研究..................... 劉中平、張莞莘、邱重盛、夏福祥

(C) 物流管理 教室：
主持人：楊忠山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楊清喬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1. 電子商務產業物流人才技能需求認知分析................. 林繼昌、林立欣、邱奕安
2. 影響加工出口區保稅業務執行之重要因素探討-以某高科技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為例.................................................................................. 許禾青、周湘莉、戴輝煌
3. 中美貿易戰下影響台商紡織業供應鏈移轉策略之探討............. 鄭立瑩、邵珮琪
4. 人工智慧與傳統貨櫃拖車的港區物流營運效益之比較分析..... 楊鈺池、房弈君
5. 國際物流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交易安全之風險管理研究............. 楊鈺池、陳郁臻

(D) 港埠經營管理 教室：
主持人：周明道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周明道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1. 高雄港公民營港勤拖船服務品質之研究..................... 陳聖璋、盧嘉卉、李家銘
2. 探討臺灣發展區域性郵輪配銷中心之策略................................. 蔡豐明、魏谷竹
3. 影響港口國管制檢查之重要因素研究......................................... 劉瓊蔚、邱榮和
4. 影響郵輪航商選擇停靠港口因素之探討-以高雄港為例
.............................................................................................. 許文楷、王歆慈、陳盈汝
5. 我國港口國管制官員 CIC 重點檢查訓練課程規劃 ........ 胡家聲、廖宗、鄭婷文
6. 高雄港自營貨櫃碼頭與航商租賃碼頭聯營之潛在效益探究..... 陳思涵、戴輝煌

II

(E) 空運經營管理 (一) 教室：
主持人：盧曉櫻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呂錦隆 博士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
1. 機場不同報到模式之成本及效益分析 ......................................... 郭芸蓁、趙清成

2. 亞太地區主要樞紐機場營運績效之初探..................................................... 鄔德傳
3. 桃園國際機場航班準點率之研究
.............................................. 黃燦煌、劉泰吾、李羿謀、黃鈺翔、楊俊鴻、陳品佑
4. 機場旅客自動通關與人工查驗之成本分析與效益評估
.............................................................................................. 趙清成、葉芷涵、余忠憲
5. 機場建置智慧化設施之可行性評估指標之研究......................... 趙清成、王瑋紹

論文發表 2 / Session II
(F) 海運經營管理 (二) 教室：
主持人：張淑滿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張淑滿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1. 影響使用 MTNet 進行小船檢丈作業重要因素之研究 ............... 趙時樑、蔡宜珊

2. 無人船舶與傳統船舶之能源效益比較-以台灣藍色公路為例 ... 楊鈺池、劉雅萱
3. 組織控制、工作自主性與工作投入-以臺灣海運業為例 ........... 李葆士、余坤東
4. 發展臺灣跳島郵輪行銷推廣策略................................................. 蔡豐明、楊欣芸
5. 貨櫃航商佈署遠歐主航線之優勢分析與評估-以海洋聯盟為例
.............................................................................................................. 邱元貞、戴輝煌
6. 臺灣郵輪活動之經濟與環境影響初探......................................... 張淑滿、黃堉誠

III

(G) 航海科技 (二) 教室：
主持人：丁吉峯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劉中平 博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
1. 船員當值輪班制度之研究............................. 黃燦煌、郭子齊、李紹輔、陳羽柔
2. 燃油的避險效率性............................................................................. 李修沅、劉謙
3. 水下管線檢測方法與技術分析..................................................... 王玉萱、文展權
4. 建立臺灣近海搜救檢傷分類機制之研究..................... 劉中平、曾心妤、張啓隱
5. 臺灣商港管轄水域海洋污染應變機制脆弱性之研究
.............................................................................. 劉中平、賴秋羽、何文智、巫馨宜

(H) 政策與法規 教室：
主持人：陳春志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陳春志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1. 光船租賃契約保險條款及其代位求償權之分析......... 林見松、林昀瑩、鍾政棋
2. 新型冠狀病毒對於供應鏈衝擊之法律與保險問題探討
.............................................................................................. 宋政佳、楊雅玲、徐文華
3. 2020 年版運輸政策白皮書總論之研訂......................................................... 鄔德傳
4. 無人機飛航立法管制初探－以台日法制為例 ........................................... 宋政佳

(I) 風險管理 教室：
主持人：徐文華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評論人：徐文華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IV

1. 藝術品物流作業風險管理之研究................................................. 楊雅玲、盧伯軒
2. 海上貨物運送與裝卸風險分析..................... 張詩涵、曾文瑞、陳建發、宋明政
3. 空運危險品出口作業風險管理..... 包郢丞、曾文瑞、林玠呈、林志忠、王婷幸
4. 探討大學生參與大學社會責任之行為意向分析......................... 陳柔雅、丁崇德
5. 中美貿易衝突對台灣航運類股之影響-事件研究法應用 ........... 楊雅玲、陳映婷

(J) 空運經營管理(二) 教室：
主持人：熊正一 博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經營系
評論人：楊慧華 博士 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1. 以文本分析探討復興航空 GE222 失事人為因素 ....................... 楊慧華、薛麗雯
2. 極端天氣及其對航機操作和飛航安全的影響............................. 陳春志、歐昱汝
3. 機場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以選定機場為例 ................... 盧曉櫻、涂凱閎、黃意喬
4. 以刻板印象內容模型為基礎建構航空公司品牌個性及對購買意向之影響
.............................................................................................................. 楊允希、呂錦隆
5. 旅客對機上餐飲偏好之研究-以台日航線為例 ........................... 蔡予騰、陳方元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