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論文主題與發表場次 
 

場次 1   13:30-15:00 

場次 主題 地點 

A1 產品、流程與教育之系統性創新(I) 9 樓演講廳(三德樓 9F) 

A2 產品、流程與教育之系統性創新(II) 98S1(三德樓 8F) 

C1 創新產品與系統之設計(I) 93S4-A(三德樓 3F) 

C2 創新產品與系統之設計(II) 93S4-B(三德樓 3F) 

D1 創新管理與實務應用(I) 93N5(三德樓 3F) 

 

 

場次 2   15:20-16:50 

場次 主題 地點 

A3 產品、流程與教育之系統性創新(III) 9 樓演講廳(三德樓 9F) 

B1 企業與教育之創新與應用(I) 98S1(三德樓 8F) 

C3 創新產品與系統之設計(III) 93S4-A(三德樓 3F) 

D2 創新管理與實務應用(II)  93S4-B(三德樓 3F) 

E1 創業管理與實務應用(I) 93N5(三德樓 3F) 



 

場次 1   13:30-15:00 

 
發表場次：A1 產品、流程與教育之系統性創新(I) 地點：9 樓演講廳(三德樓 9F) 

會議主持：許棟樑、劉志成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89 應用開放性創新與 TRIZ 在新產品開發 -以波音公司為例 賴俞成、陳鼎元 

81 TRIZ 理論在 LED 燈結合太陽能與風力設計上之應用 李文貴、賴智暉 

123 產品設計演化與矛盾辨識之分析模式研究 劉天倫、賴建宇 

121 應用系統化創新於大空間節能系統設計 陳立元 、王文俊、陳啟明 

16 系統性創新方法應用於螺絲製程中熱處理設備的改善 蔡若鵬、程士銓 

87 產品設計演化與矛盾辨識之分析模式研究 劉天倫、賴建宇 

8 Cost Reduction Strategy Definitions for IT ODMs by Using the 

DEMATEL Based Network Process 

Huang,Chi-Yo 、

Lin,Chun-Chan 

 

 

發表場次：A2 產品、流程與教育之系統性創新(II) 地點：98S1(三德樓 8F) 

會議主持：饒忻、蔡若鵬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32 基於萃智的系統化專利群組迴避手法 許棟樑、王姿惠 

48 應用仿生概念於產品之造形設計 吳昀芸、林振陽、林銘泉 

31 運用 TRIZ 於國小教具開發之創新應用-以三年級數學乘法

教具為例 

劉素萍 

76 提高理想性之奔馳法—結合奔馳法 7個切入點與 TRIZ工具

中九宮格、功能、理想性之檢核表格工具 

林永禎、周小鈴 

78 整合情境故事法與 TRIZ 建構新產品創新設計流程 王元立、李彥霖、楊俊明*、

高清漢、劉祖華 

83 應用 TRIZ 創新策略於改善產品的功能—以打蛋器為例 劉明盛、吳芳瑩、李詩涵、

許萍凰、李佳恩、洪紫瑜 

65 雲端行動嵌入式互動系統應用於系統化創新教學 王聰榮 

 

  



 

 

場次 1   13:30-15:00 

 
發表場次：C1 創新產品與系統之設計(I) 

地點：93S4-A(三德樓 3F) 

會議主持：陳玉崗、王善揚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56 防蟲垃圾桶創意設計 莊家勁、管清羚、胡祖為、

邱添丁 

49 敏捷式專案管理應用於客製化產品開發之研究 - 以軟體

開發專案為例 

李啟穎、管孟忠、 

12 探討多功能帽組之創意發明案例 周秀蓉、林佳勳 

105 以擴增實境技術開發復健遊戲系統 李筱瑜 

104 IPTV 結合社區管理之數位家庭生活 林俊維 

99 具溫度及壓力偵測之蒸籠設計 吳菊 

85 結合 ANP 與直觀模糊失效評估模式 於產品設計階段之研

究 

王靖欣、林文燦、洪國禎、

歐陽百伶 

 

 

發表場次：C2 創新產品與系統之設計(II) 地點：93S4-B(三德樓 3F) 

會議主持：林純純、林銘泉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27 新型醫療用內褲之構造設計 趙嗣強、陳玉崗、余國訓、

黃大銘 

34 多功能鍋蓋構造之概念設計 陳玉崗、王儷儒 

114 快速伸縮手杖之產品開發與設計 蔡政旻、陳宏達、陳真奕、

黃柏瑋、楊巧玲 

38 定點懸浮游泳輔助裝置之創新設計 陳玉崗、李國龍、林建忠 

41 魚骨圖法應用於行李束帶創意產品設計之研究 丁永強、李明興、施昇昌、

郭武政 

50 青少年偏好導向之飲料保特瓶造形設計 吳昀芸、林振陽 

47 九宮格法應用於指甲彩繪創新產品設計之研究 丁永強、李明興、施昇昌、

謝丹婷 

 

  



 

場次 1   13:30-15:00 
 

發表場次：D1 創新管理與實務應用(I) 地點：93N5(三德樓 3F) 

會議主持：賴春美、余國訓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46 促進推動醫療代理人之新模式分析 吳俊德、張永富、施昇昌、

陳柏翰、廖芳陞 

116 運用缺口模式發展學校服務創新策略~以雲林縣某國民小

學為例 

鄭錳新、湯雅惠、陳東錦 

35 國小學童音樂課程學習動機與學習壓力相關之研究 陳玉崗、黃啟明、李明興、

陳淑如 

90 可當推車式行李箱之創新提案 蕭慧德、黃仁宏、張巊之、

陳蕾絹 

33 產品與行銷創新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蔣丞哲、鄭惠霙 

75 大學生購買飲料決策因素之探討 陳正哲、毛譯生 

80 大學商圈便利商店服務品質優先序之研究─以 7-11為例子 陳正哲、連國榮 



 

場次 2   15:20-16:50 
 

發表場次：A3 產品、流程與教育之系統性創新(III) 地點：9樓演講廳(三德樓 9F) 

會議主持：李國龍、陳立元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74 應用 TRIZ 方法於輔具創新設計之研究 劉志成、陳佩君 

91 應用六標準差方法於觸控面板網印機製程設計與品質改善

之研究 

彭郁迪、王靖欣 

103 應用通用設計與創新法則於產品設計之研究 劉志成、林宏成、陳玉崗 

117 以生命週期評估探討塑膠材料應用之綠色設計 林凱偉、楊英賢 

5 整合性萃智發明性問題解題流程建構 許棟樑、李曉真 

62 利用神經語言程式學之表象系統協助系統操作元設計 王善揚、姜自強 

7 藍海策略下的創新產品機會辨識手法 許棟樑、張惠敏 

 

 

發表場次：B1 企業與教育之創新與應用(I) 地點：98S1(三德樓 8F) 

會議主持：林永禎、吳菊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19 以層級分析法應用於雲端海量資料之創新商業模式的可行

性評估-以醫療保健服務為例 

蔡若鵬、陳玉崗、黃靜芬、

陳立偉 

54 社群網路與老人生活互動之設計概念 蕭明誌、謝文琦、邱添丁 

129 運用價值工程於郵局物料申請作業提升效益 陳棟燦、張柏毅、岳婷瑜、

吳克展 

26 應用敏捷客製設計方法於碇檢機創新及客製化生產評估 管孟忠、蘇慶耀 

120 零售商店經營模式之創新探討 陳寧世、饒忻、簡英哲 

110 全文脈絡式的創新教學法與現有的循序式教學方法對CNC

銑床操作訓練之效果比較 

蔡若鵬、高永洲、吳育賢 

111 以預設效能理論探討虛擬工具機增進 CNC 銑床教學之可

視性 

蔡若鵬、高永洲 

 

  



 

場次 2   15:20-16:50 
 

發表場次：C3 創新產品與系統之設計(III) 地點：93S4-A(三德樓 3F) 

會議主持：謝哲人、丁永強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97 應用感性工學與形態分析之造形設計 洪煜清、林宜賢、林純純、

劉季宗 

28 智慧藥盒分藥機構之概念設計 陳玉崗、王俊淞 

4 自行車與協力車二合一之傳動機構概念設計 陳玉崗、李聖陽 

45 新型自行協力車車架之有限元素分析 陳玉崗、林志聰 

30 新型防墜窗之構造設計 陳玉崗、郭天佑 

88 具避震功能之天花板輕鋼架減壓夾具研究 陳玉崗、余國訓、李賡堯 

102 行動節奏遊戲設計與開發 邱郁文 

 

 

發表場次：D2 創新管理與實務應用(II) 地點：93S4-B(三德樓 3F) 

會議主持：張永富、吳俊德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92 名人代言與購買情境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相關分析 賴春美、林純純、吳佳芳 

77 促銷策略與銷售量之關連性研究─以統一超商咖啡為例 孫文琦、譚蓉芬 

86 服飾業品牌聯盟與大學生購買意願關係之研究 陳正哲、吳其晏 

40 善因行銷對購買意願的影響效果: 涉入程度與知覺價格的

干擾效果 

林素吟、陳柑 

70 3C 賣場服務創新策略之分析 蔣丞哲 

119 人格特質、自我效能、創造力與工作績效之相關研究 李明興、蕭慧德、黃英瑱 

118 服務設計從業人員工作特性、自我效能、創新行為 與創新

績效關係之研究 

李明興、蕭慧德、黃湘益 

 

  



 

場次 2   15:20-16:50 
 

發表場次：E1 創業管理與實務應用(I) 地點：93N5(三德樓 3F) 

會議主持：陳正哲、孫文琦  

編號 論文名稱 作者 

21 智慧膠球化妝保養品的創新開發應用 陳柏翰、余國訓、陳柑、陳

政德、陳奕彬 

58 服務創新機會分析---以銀行硬體設備為啟端 周美利 

44 休閒農場體驗品質、遊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李明興、洪三讚、陳天惠、

陳劭瑋 

23 Ten Years of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Themes, Concepts and 

Relationships 

YuKuo-Hsun、VoonLee Ya 

29 滾動收集球類創新技術 陳玉崗、伍哲宏 

100 雲端課堂之創新與創業教學課程設計 吳俊德、宋鎧、閆笑非、羅

劍宏、何建民、林亞鴻 

109 玉井農業觀光休閒園區計畫書 張永富、余國訓、劉花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