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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教師基本資料調查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到校年月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及系所 

溫玲玉 教授 83 年 8 月 博士 
美國密蘇里大學商業教育博士 
(主修人力資源) 

經歷 學術專長 
學界 

1. 元培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所) 教授兼 

管理學院院長 (借調)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位學習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副教授 

6. 美國密蘇裡大學商業教育系 助教 

7.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訪問教授 

8. 德國柏林應用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客座教授 

9. 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第十一屆 理事 

10. 中華民國商業職業教育學會第十二屆 監事 

11. 台灣省企業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理事、顧問 

12. 台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 第一、二屆監事 

13.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中區委員 

14. 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理事 

15. 「商業職業教育雜誌」編輯指導委員 

16. 浴火鳳凰成長營 指導老師 

17.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課程局 商業學術 

顧問 

政府機構 

18. 國家考試高普考命題與閱卷 委員 

19. 教育部「一般科目及各群科課程綱要發展小組計

畫」-商業與管理群(「99 高職課綱」)商業與管

理群  召集人 

20. 教育部「中等學校師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規劃」

專案之商業與管理群 召集人 

21. 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認證 審查委員 

22.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諮詢輔導委員 

23. 教育部綜合高中課程 審查委員、訪視委員 

24. 高級職業學校校務評鑑 訪評委員 

25. 教育部高級職業學校進修補校課程 訪視委員 

26.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進學校課程大綱 諮詢輔導

委員 

1. 商業教育 

2. 人力資源管理 

3. 教育訓練 

4. 商業溝通 

5. 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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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教育部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 訪視委員 

28. 教育部 98 年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

定考試 命題委員及召集人 

29. 大專校院自評 評鑑委員 

30. 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計畫之商業類採

認工作小組 委員 

31.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術獎競賽商業類   

評審委員 

32.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企業訓練聯絡網人力資源發

展服務團顧問 

33.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企業內部講師培訓課程」

規劃委員 

34.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八十九年至九十五年度專

案計畫」 審查、績效評核委員 

35.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在職訓練計畫個別型、聯合

型、產學人才投資方案訪視評鑑、初審、複審、

決審委員 

36. 台灣省勞工處委訓案 班主任兼授課講師 

37.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訓案 班主任兼授課講師 

38.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TTQS」 評核委員、講師 

39.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3C 職能」 講師 

40. 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委員  

業界 

4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知識管理輔導 顧問 

42.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數位學習 顧問 

43.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顧問 

44.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委員會

委員、諮詢輔導顧問 

45. 台中市企業講師協會顧問暨認證評審團主任評審

46.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 顧問 

47. 財經首選 1000 專家推薦選書顧問 

48. 商業總會、工業會總會、國稅局、民間企業與學

校單位 授課講師 

二、學術研究 

(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100 德國 法蘭克福 
Frankfurt, Germany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Ming-Ta Tsai. (2011, Jul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reen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nference 2011. Frankfurt, 
Germany. (Accepted) 

100 德國 Gottenheim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Li-Chen Chen. (2011, Apri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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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Gottenheim, Germany Study of “STS” viewpoint impact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Gottenheim, Germ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NSC97-2511-S-018-032-MY3) 
(Accepted) 

99 中國 廣東 深圳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Li-Chen Chen. (2010, Dec.).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tribu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oward Workforc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tic and Evolutionary Computing. 
Shenzhen, China. (EI)  

99 菲律賓 馬尼拉 
Manila, Philippines 

發表人 Andreas Ahrens, Ling-Yu Melody Wen, Ya-Hui1 Huang, 
Jeena Zaerinska4 & Olaf Bassus. (2010, Nov.).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Dimension of Web 2.0 Technologies and e-learning: 
Students’ view in Germany and Taiwan.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Education (ICEBE) and The 3rd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CIE).  

99 台灣 台中 
Association of Taiwa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Li-Chen Chen, & Ming-Chieh Wu. 
(Oct., 2010). The Key Factors of Improving Students' 
Employability in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4th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Education. Taichung: Association of Taiwa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99 台灣 台中 
Association of Taiwa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Li-Chen Chen. (2010, Oc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tribu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toward Workforce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4th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Education. Taichung: Association of Taiwa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99 中國 秦皇島 發表人 Ling-Yu Wen , Shun-Fa Hsu, Shiu-Yu Chen, & Jun-Yen Wu 
(2010, June). Application of a Blended E-learning Method 
in Designing a Training Program for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CBT 
Model。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and 
Network Technology. (EI)  

99 台灣 台北 
銘傳大學 
 

發表人 簡亨棣、溫玲玉 (2010, June)。台灣人力資源部門轉型之

命題研究─探討人力資源外包對組織績效之影響。第九

屆中華決策科學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銘傳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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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99 台灣 台北 
輔仁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簡秋蘭 (2010, May)。大學生的學校社會資本、

自我效能和生涯定向之關聯性研究。2010年餐旅觀光教

育暨產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輔仁大學。 

99 台灣 苗栗 

國立聯合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陳建華(2010, May)。非典型聘僱員工幸福感與

角色行為關係之研究。2010前瞻管理學術與產業趨勢研

討會。苗栗：國立聯合大學 

99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引言人 溫玲玉(2010, May)。99-100年度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

中心計畫-專題指導技能精進講座(大學與高中職之專題

資源共享與媒合座談) 

99 美國 夏威夷 
Hawaii, USA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Ann Lin (May, 2010). .How 
Writing Self-efficacy and Knowledge Influence the Us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for Business Writing: The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orkers in Taiwan. The 
11th Annu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Hawaii, U. S. A. 

99 台灣 台北 

台北科技大學 

 

 溫玲玉、莊仁鋒 (2010, Jan.)。壽險業人員之社會資本

與人力資本關聯性影響：以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為中介變

項。2010 年金融海嘯下人力資源管理之挑戰-論壇與學

術研討會。台北: 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與台灣科技大

學企管系。(優良論文) 

98 美國 加州 
San Francisco, CA, 
USA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Jun-Yen Wu. (2009, Nov.). A 
Study of Training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2009 Delta Pi Epsilon National 
Conference – Challenges today and strategies tomorrow.  
Proceeding: 61-66. San Francisco, CA, USA. 
(NSC97-2511-S-264-001-MY3) 

98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王淑滿、張琇喻 (2009, Nov.)。生技產業國際

化區位選擇之研究。2009 健康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8 台灣 彰化 

明道大學 

 溫玲玉、陳建華 (2009, Oct.)。建構台灣薪資差距最適化

競賽模型之研究。2009 企業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彰

化：明道大學。 

98 朝陽科技大學 主持人 臺馬越產學合作國際論壇 
98 中國 廣東廣州市 

暨南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陳銘輝 (2009, Sept.)。企業環保承諾、環保創

隊環保績效影響之研究。2009 沿海區域產業科技管理研

討會。廣州：暨南大學。 
98 埃及 開羅 

Cairo, Egypt 
發表人 Ling-Yu Wen, Li-Chen Chen, Wen-Ching Lee. (2009, 

Sept.). An Analysis of Adult Learning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 An Example of English Course Learning 
at a Vocational Continuing School in Taiwan. The 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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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omputer Theory 
and Engineering (ICACTE). Cairo, Egypt. (EI) 

98 南台科技大學 與談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台南職業訓練中心 98 年

度雲嘉南區立及充電計畫產官學座會 
98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李育瑄 (2009, June)。高職學校校長領導行為與

組織效能之關聯性研究。2009 年海峽兩岸創新與永續經

營學術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8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黃郁真 (2009, June)。領導風格對企業技術創造

力之影響－以知識分享為中介變項。2009 年海峽兩岸創

新與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8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王志新 (2009, June)。金融服務業內部行銷與工

作滿足對於被併購組織之影響－以衝突發生情形為干擾

變相。2009 年海峽兩岸創新與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新

竹：元培科技大學。 
98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孟筱倩 (2009, June)。金融海嘯衝擊對消費者行

為之影響-「宅經濟」熱潮。2009 年海峽兩岸創新與永

續經營學術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8 德國 柏林 

Berlin, Germany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Ya-Hui Haung (2009, Ma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e-Learning Capabilities, and Virtual 
Community Loyalty of Online Games Play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ulture and Computer 
Science VII - Serious Games, Berlin, Germany. 
(NSC96-2516-S-264-002) 

98 台灣 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陳明輝 (2009, May)。國內生質能源發展趨勢之

研究。第六屆休閒、文化與綠色資源論壇，339-361。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 
98 台灣 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主持人及

與談人 

2009 人力資源發展與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新竹：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 
98 台灣 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魏士琦(2009, May)。員工協助方案、激勵制度、

組織溝通與組織信任對組織承諾之影響－以「無預警裁

員後留任員工」為例。2009 人力資源發展與教育研究學

術研討會。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98 台灣 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辛瑞芝 (2009, May)。銀行業員工生涯發展與生

涯成功關聯性研究。2009 人力資源發展與教育研究學術

研討會。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97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邱慶釗 (2008, Dec.)。訓練需求評估、訓練成效、

組織效能與組織文化之研究。2008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

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7 台灣 新竹 發表人 溫玲玉、陳明輝 (2008, Dec.)。組織創新與員工敬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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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元培科技大學 度對個人創新行為影響之研究。2008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7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洪素娟 (2008, Dec.)。領導型態、組織溝通、信

任與員工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2008 健康與管理學術研

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7 台灣 台南 

台南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康龍魁、王南喻(2008, Nov.)。應用DEA分析法

評估科技大學系科效率差異之研究：以某科技大學為

例。第七屆台灣學者暨博士生教育經營與管理學術研討

會。台南:台南大學。 
97 中國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黃雅惠(2008, Oct.)。線上遊戲涉入程度、數位

學習能力與虛擬社群忠誠度之關連性初探。海峽兩岸生

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173-187。北京：北京林業

大學。 
97 法國 巴黎 

Paris, France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Jun-Yeh Wu. (2008, July).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s perceived as by 
enterprises and technical teachers in Taiwan, R. O. 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2008: 
Future Minds and Creativity. Paris, France. 
(NSC96-2516-S-264-002) 

97 台灣 台中 

弘光科技大學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Alpha Shun-Fa Hsu. (2008, Ma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aining alliances 
cooperative model, cooperative network, relational capital 
and training alliances performance in Taiwan, 3rd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The Blue Ocean Strategy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Knowledge 
Economy Era. 

97 台灣 台中 
修平技術學院 

發表人 溫玲玉、陳琨富 (2008, May)。以信任理論探討職場友誼

與知識分享。2008 年產業管理創新研討會。台中：修平

技術學院。 
97 台灣 高雄 

長榮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鄧筱潔 (2008, April)。人格特質、員工敬業貢

獻度與創新行為關係之研究。2008 台灣長榮企業管理暨

經營決策學術研討會，高雄：長榮大學。 
97年 台灣 台北 

東南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潘正雄(2008, March)。綠色管理、組織創新與

企業永續發展關係之研究。2008 永續性產品與產業管理

研討會。台北：東南科技大學、台北大學與明新科技大

學。 

96年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李宛蓉 (Nov., 2007)。要派機構組織文化對派

遣員工工作態度與工作績效影響之研究。2007 年健康與

管理學術研討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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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96年 台灣 新竹 

元培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林美妘 (2007, Nov.)。訓練需求評估、訓練成

效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2007 年健康與管理學術研討

會。新竹：元培科技大學。 

96年 中國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許順發、王正熙 (2007, Aug.)。企業推動訓練

同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生態環

境保護研討會。北京：林業大學 

96年 愛沙尼亞 塔林 
Tallinn, Estonia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2007, June). The factors and 
Influences of Integra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Management Consultant Services as an Example. 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Baltic Busin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allinn, Estonia. (國科會專

案:NSC95-2516-S-018-008) 
96年 台灣 台南 

南台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陳秋雁 (2007)。兩岸地區溝通媒介對溝通滿足

之研究－以 B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為例。中華商管科技學

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南：南台科技大學。 

96年 台灣 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曾嘉婉 (2007, May)。職場妒羨對科技創造利與

團隊效能之初探。教育研究與人力資源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96年 台灣 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莊仁鋒 (2007, May)。資訊科技、人力資源管理

對知識分享的影響：傳統產業公司與高科技產業公司之

比較。教育研究與人力資源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96年 台灣 新竹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發表人 張鴻梅、溫玲玉 (2007, May)。台德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

滿意度關之係究。教育研究與人力資源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96年 台灣 新竹 

中華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黃雅惠 (2007, May)。推動 e-learning 的內部

與外部關鍵因素－以某高科技公司為例。第三屆電腦與

網路科技在教育上的應用研討會。新竹：中華大學。 

96年 台灣 新竹 

中華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黃雅惠 (2007, April)。線上遊戲涉入程度與數

位學習能力之初探。第三屆電腦與網路科技在教育上的

應用研討會。新竹：中華大學。 

96年 台灣 台南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李瑋蓁 (2007, March)。幼教機構行銷組合策略

之探討。二ＯＯ七幼兒保育學術研討會「幼兒保育專業

發展：變遷社會的改革與再造」。台南：中華醫事科技大

學。 
96年 台灣 台北 

台灣電子商務學會 

發表人 溫玲玉、鄭裴雯 (2007, March)。以才能模式探討壽險業

務人員之問題解決能力。第二屆台灣策略管理研討會。

台北：台灣電子商務學會。 
95年 台灣 高雄 

高雄師範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王金酩 (2006, Nov.)。數位系統供應燒課程設

計之探討。2006 台灣職業教育與訓練學術研討會暨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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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職業教育與訓練學會。高雄：高雄師範大學。 
95年 台灣 台中 

修平技術學院 

發表人 溫玲玉、邱慶釗 (2006, Nov.)。產學合作對企業競爭力

影響之研究。2006 第一屆卓越管理國際研討會。台中：

修平技術學院。 
95年 台灣 台南 

南台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張瑜芳(2006, Nov.)。主管領導風格對部屬合作

行為與工作績效影響之研究－以壽險業Ｌ公司為例。第

三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論文研討會。台南：南台科

技大學。 
95年 台灣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主持人  (2006, Oct.)。海峽兩岸中小企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研討

會。北京：北京林業大學 
95年 台灣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許順發、吳俊彥 (2006, Oct.)。技職校院推動產

學合作之行政組織及資源整合之研究。海峽兩岸中小企

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研討會。北京：北京林業大學 
95年 台灣 高雄 

長榮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魏士埩 (2006, Oct.)。在商業溝通下訊息訴求方

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認知需求

對廣告效果之影響-以「卡奴」為例。2006 企業國際化

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高雄：長榮大學。 
95年 台灣 高雄 

長榮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鍾佳芳 (2006, Oct.)。領導風格與溝通方式對危

機處理之研究。2006 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高

雄：長榮大學。 
95年 台灣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陳瑩娟 (2006, Sept.)。我國大專校院行銷策略

對學生選校因素影響之研究。 2006 全球管理新環境國

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最佳論文獎)
95年 台灣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王淑貞(Sept., 2006)。彰化縣國民小學行政決定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2006 全球管理新環境國際學術

研討會。 
95年 台灣 台中 

東海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王金銘 (March, 2006)。外派人員返任適應與離

職之探討。2006「第四屆跨領域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

會。台中：東海大學。 
95年 美國 德州 

Kansas City, U.S.A. 
發表人 Ling-Yu Wen.(Dec.2005).From School to Work: The 

Partnership of Business Voc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nd 
Businesses/Industries in Taiwan, R. O. C. 2005 ACTE 
Annual Convention and Career Tech Expo. Kansas City, 
KC, U. S. A.  

95年 台灣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發表人 Ling-Yu Melody Wen & Kuo, Ju-Chian. (Dec. 2005). A 
Stud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H 
Industrial Manufacture Corporation. 2nd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hanghu, Taiwan. 

95年 台灣 台南 

南台科技大學 

主持人 2006 人力資源發展與策略國際研討會。台南：南台科技

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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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94年 台灣 台中 

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

心 

主持人 2005 大專院校職涯諮詢人員陪莉研習營—製造業座談 

94年 台灣 高雄 

長榮大學 

發表人 賴銘娟、溫玲玉 (Sept.2005)。傳統產業國際化之海外人

力選派個案研究。2005 年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高雄：長榮大學。 
94年 台灣 台北 主持人 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5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

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會。台北：中

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4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沈佩如 (August,2005)。教育訓練對外派員工壓

力影響之探討。「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5 年人

力資源之創新與蛻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

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4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陳韋寧 (August,2005)。國際企業跨文化適應影

響因素之探討－以 A 日商製藥台灣子公司為例。「新環

境、新課題、新策略、2005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變─
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會」。台北:中華人

力資源發展學會。 
94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黃盈華 (August,2005)。外派員工駐外動機與跨

文化適應之探討—以台灣A高科技公司與B傳統產業公

司之比較。「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5 年人力資

源之創新與蛻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

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4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李佩玲 (August,2005)。公部門創新管理應用之

研究。「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5 年人力資源之

創新與蛻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會」。

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4年 中國 北京  發表人 溫玲玉、林怡君 (May.2005)。因應加入 WTO 證券業管

理才能之研究。海峽兩岸人力資源開發與經貿合作研討

會。北京：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 
94年 台灣 彰化 

台灣 彰化 

大葉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許順發、黃月桂 (May.2005)。專案計畫管制之

知識管理系統架構與導入策略研究-以我國國防武器研

發體系為例。第六屆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

討會。彰化：大葉大學。 
94年 台灣 台中 

修平技術學院 

發表人 溫玲玉、陳羿文 (May.,2005)。廣告代理業激勵策略與團

隊創新之研究。2005 產業管理創新研討會。台中：修平

技術學院 

94年 台灣 台南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 

 

發表人 溫玲玉、黃月桂 (April.,2005)。我國服務業女性經理人

人格特質之探討。女性與領導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南：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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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94年 美國 夏威夷  
Hawaii, U.S.A.  

發表人 Ling-Yu Wen,Chun-Hua Lin, Mei-Hsein Huang, and 
Jun-Yen Wu. (Jan., 2005). Prevalence Rates of Academic 
Dishonesty in Higher Education—A Nationwide Study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Hawaii, U. S. A. 

94年 美國 夏威夷  
Hawaii, U.S.A. 

發表人 Ling-Yu Wen, Mei-Hsein Huang, Li-Ching Pan and 
Jun-Yen Wu. (Jan., 2005). To Be Successful or To Be 
Honest? Taiwan Business Students’ Choice.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Hawaii, U. S. A. 

94年 美國 夏威夷  
Hawaii, U.S.A. 

發表人 Jun-Yen Wu, Ling-Yu Wen, Chun-Hua Lin, and Zhen-Fong 
Wu. (Jan., 2005).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ademic Dishonesty in Colleges and Work Unethics in 
Workplace.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Hawaii, U. S. A 

94年 美國 夏威夷  
Hawaii, U.S.A. 

發表人 Li-Ching Pan, Ling-Yu Wen, Chun-Hua Lin, Mei-Hsein 
Huang. (Jan., 2005). Faculty’s Attitudes, Punitive and 
Preventive Behaviors toward Academic dishonesty in 
Taiwan.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Hawaii, U. S. A 

93年 台灣 雲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許順發 (Dec., 2004)。我國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行

政組織整合之研究。2004 年大學發展與產學合作-大學

校院學術論文發表暨研討會。雲林：雲林科技大學。   
(榮獲論文獎勵金) 

93年 台灣 台北 主持人 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4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

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會。台北：中

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3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劉姿宜 (July, 2004)。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管理

趨勢之探討—以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為例。新環境、新

課題、新策略、2004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變—教育訓

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

展學會。 
93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林芸安 (July, 2004)。知識社群應用資訊平台與

人力資源管理相關性之研究—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為例。

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4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

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政策研討會。台北:中華

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3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蔡佳玟 (July, 2004)。從工作平權觀點探討職場

女性生涯發展概況之研究。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

2004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

公共政策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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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93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李淑慧(July, 2004)。政府對 SOHO 族生涯發展

規劃與實行現況之探討。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2004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公共

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人力資源發展學會。台北:中華人

力資源發展學會。 
93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魏秀萍 July, 2004)。非營利組織志工教育訓練

之探討-以彰化縣文化局為例。新環境、新課題、新策略、

2004 年人力資源之創新與蛻變—教育訓練、中小企業、

公共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人力資源發展學會。台北:
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2年 台灣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主持人 2003 第一屆東北亞工業及技職教育國際研討會。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2年 台灣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發表人 Melody L.Y. Wen and C.L. Yang (Nov.2003)。

Expatriates’Compensation Management in a Logistics 
Company。2003 第一屆東北亞工業及技術教育國際研討

會。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2年 中國 福建 

褔州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 (Oct.2003)。加入 WTO 後對台灣學校國際化教

育的影響與因應策略。海峽兩岸加入 WTO 後如何應對

激烈的人才競爭學術研討會。福建：福州大學。 
92年 台灣 彰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劉濬 (May,2003)。我國資訊產業組織創新氣氛

之研究。第九屆商業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彰化:彰化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 
92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黃桂月 (May,2003)。我國服務業女性經理人領

導人能與人格特質相關性之研究。2003 環境變遷下人力

資源之挑戰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榮
獲傑出論文)。 

92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蘇惠琪 (May,2003)。因應加入 WTO 後壽險業

務人員專業能力與教育訓練相關之研究。2003 環境變遷

下人力資源之挑戰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

會。 
92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王郁榕 (May,2003)。提升學習行政府落實教育

訓練成效之探討—以經濟部水利署為利。2003 環境變遷

下人力資源之挑戰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

會。 
92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鄔霈霖 (May,2003)。知識經濟時代的非營利組

織教育訓練發展趨勢。2003 環境變遷下人力資源之挑戰

研討會。台北: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92年 台灣 台北 發表人 溫玲玉、楊佳潾(May,2003)。台灣企業外派大陸人員之

新酬管理。2003 環境變遷下人力資源之挑戰研討會。台

北: 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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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92年 台灣 台北 
國立台北大學 

發表人 溫玲玉、呂佩樺 (April.2003)。應用知識管理強化顧客關

係管理之研究－以保險業為例。2003 電子商務與數位生

活研討會。台北:國立臺北大學。 
 
(二)參與研究計畫(教師獲得產、官、學、研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開始執行於 92/8/1 起) 
類別 執行期間 

(開始年月-結束年月) 
計畫名稱 總金額 

(直接填入數字即可)

職訓局 
中彰投

就業服

務中心 

99 年 09 月-99 年 12 月 產學合作專案--第五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綠

能．就業力．永續經營 主持人 
 

 

社團法

人台中

市快樂

列車協

會 

99 年 09 月-99 年 12 月 產學合作專案--第五屆白沙高中職小論文獎-高

中職策略夥伴關係系列活動 主持人 

 

 

中華民

國商業

職業教

育學會 

99 年 09 月-99 年 12 月 產學合作專案--第五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研究

專案 主持人 

國科會 98 年 08 月-99 年 07 月 以產需求導向綠色管理能力指標、課程規劃與評

量模式之研究 2009/8/1-2010/7/31  
(國科會專案: NSC98-2511-S-264-001) 主持人 

 

國科會 98 年 08 月-99 年 07 月 以 e-CBT 模式發展商業「顧客關係管理」產業技

術之能力指標、課程模組與 e化模擬學習暨評量

平台之研究(國科會專案: 
NSC98-2511-S-235-001) 協同主持人 

 

教育部 98 年 05 月-99 年 12 月 
教育部補助跨領域綠色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

畫--元培科技大學綠色會計學程 共同主持人 
 

達佛羅

公司 
98 年 02 月-98 年 04 月 產學合作專案--「企業內部講師培訓」主持人  

國科會 97 年 12 月-100 年 11 月 科技渴望社會—技職商業實務教育以STS教學模

組提升就業力之研究「基礎應用科學教育」(三
年期計畫 2008/12/01-2011/11/30) (國科會專案: 
NSC97-2511-S-264-001-MY3) 主持人 

 

漢翔航

空公司 
97 年 12 月-97 年 11 月 產學合作專案--「企業內部講師培訓」主持人  

中影文

化城 

97 年 07 月-97 年 09 月 產學合作整合型計畫--「推廣本土文化以促進觀

光產業發展」之研究 主持人 
 

桃竹苗

就業服

務中心 

97 年 01 月-97 年 10 月 97 年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實施計畫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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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 97 年 04 月-97 年 8 月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應試科

目命題大綱 協同主持人 

 

勞工委

員會職

業訓練

局 

97 年 03 月-97 年 6 月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主持人  

桃竹苗

就業服

務中心 

96 年 10 月-96 年 12 月 96 年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實施計畫 
主持人 

 

國科會 96 年 08 月-97 年 07 月 企業技術創造力的教育訓練策略與評量模式之

研究(3/3)。2007/8/1-2008/7/31。(國科會專案: 
NSC96-2516-S-018-007) 主持人 

 

教育部 96 年 01 月-96 年 05 月 98「一般科目及各群科課程綱要發展小組計畫」

-商業與管理群召集人 
 

劍湖山

世界 
95 年 04 月-95 年 05 月 產學合作專案--「企業內部講師培訓」主持人  

教育部 95 年 05 月-96 年 12 月 98「一般科目及各群科課程綱要發展小組計畫」

-商業與管理群召集人 
 

國科會 95 年 08 月-96 年 07 月 企業技術創造力的教育訓練策略與評量模式之

研究(三年期/第 2-3 年--子計畫五)  
(國科會專案:NSC95-2516-S-018-008) 主持人 

國科會 

教育部 95 年 09 月-95 年 11 月 建構高職能力指標研究－商管群商經科召集人  
教育部 95 年 09 月-95 年 12 月 「技術士技能檢定各職類丙級(單一級)學科題

庫技職體系徵題」商業類科 召集人 

 

國科會 95 年 12 月-96 年 08 月 提升大學新進教師教學知能研習營。(國科會專

案:NSC94-2517-S-018-004) 主持人 

 

國科會 94 年 12 月-94 年 12 月 美國生涯與科技學會年會 
(國科會專案:NSC94-2516-S-018-009) 

 

教育部 94 年 09 月-95 年 01 月 教育部九十四年度遠距教學計畫「知識管理專

題」課程設計與製作主持人 
 

國科會 94 年 08 月-95 年 07 月 以 e-CBT 模式建立技專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培訓課程與發展網路數位內容教材之實證研究。 

(國科會專案: NSC94-2516-S-018-012) 主持人 

 

國科會 94 年 08 月-95 年 07 月 企業技術創造力的教育訓練策略與評量模式之

研究(國科會專案:NSC94-2516-S-018-009)  
主持人 

 

教育部 94 年 01 月-94 年 06 月 教育部九十四年度遠距教學計畫「人力資源管

理」課程設計與製作主持人 
中華民

國全國

商業總

會 

92 年 12 月-93 年 08 月 企業參與電子公文交換G2B需求蒐集與宣導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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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92 年 08 月-93 年 01 月 學校行政資源整合影響我國技職校院推動產學

合作成功因素之研究 
(國科會專案:NSC92-2413-H-018-002) 主持人 

教育部 92 年 08 月-93 年 01 月 高職教育的定位與轉型再造—外語與設計職群

主持人 
 

國科會 91 年 08 月-92 年 07 月 知識社群影響大專校院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

以商管學院教師為例 
(國科會專案:NSC91-2413-H-018-007) 主持人 

 

教育部 90 年 01 月-91 年 06 月 高級商業學校教學資源網站專案文書處理科  

主持人 

 

 

三、指導學生數(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學年度 學籍別 人數 總人數 

92 學年度 

碩士班 3 

10 人 
博士班 3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3 

暑期教學碩士班 1 

93 學年度 

碩士班 4 

8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1 

94 學年度 

碩士班 3 

7 人 
博士班  2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5 學年度 

碩士班 5 

11 人 
博士班 2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4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6 學年度 

碩士班 4 

7.5 人 
博士班 1.5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7 學年度 

碩士班 5 

9.5 人 
博士班 2.5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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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 

碩士班 4 

8.5 人 
博士班 2.5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9 學年度 

碩士班 1 

5.5 人 
博士班 2.5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四、受邀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1.統計年度為 92/8/1 起，2.不包含擔任本身所指導之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100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100 年 顧問 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2008-2010 統一課程委員會

商業學科顧問 

100 年 顧問 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顧問 

100 年 審查委員 教育部補助寄校院師生取得民間職業能力鑑定證書採認工作小組

(商業類)審查委員 

100 年 評估委員 100學年度教育部台灣省私立高級中等校99學年度建教合作教育

事業單位評估委員 

100 年 諮詢委員 99 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諮詢委員 

100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靜宜大學觀光管理學系「論文的撰寫方向與技巧」講座 

100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課程與教學」季刊審查委員 

99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99 年 國家專案審查 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認證審查委員 

99 年 國家命題委員 國家考試高普考命題委員 

99 年 命題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碩士班命題委員 

99 年 教學輔導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學知能輔導團委員 

99 年 顧問 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2008-2010 統一課程委員會

商業學科顧問 

99 年 顧問 彰化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顧問 

99 年 審查委員 教育部補助寄校院師生取得民間職業能力鑑定證書採認工作小組

(商業類)審查委員 

99 年 審查委員 教育部綜合高中課程審查委員 

99 年 訪評委員 教育部高級職業學校評鑑訪評委員 

99 年 評估委員 99 學年度教育部台灣省私立高級中等校 99 學年度建教合作教育

事業單位評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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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9 年 諮詢委員 99 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諮詢委員 

99 年 諮詢輔導訪視委員 99 學年度高職進修學校課程大綱諮詢輔導訪視委員 

99 年 諮詢輔導委員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98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諮詢輔導委員 

99 年 審查委員 99 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專題製作競賽初賽、決賽審

查委員 

99 年 審查委員 張君雅小妹妹創意行銷比賽審查委員 

99 年 審查委員 國立編譯館高職商科教科書審查委員 

99 年 諮詢委員 彰化高商校課程規劃諮詢委員 

99 年 諮詢委員 台灣師大評鑑中心「商業與管理群科」性向探索實作評量諮詢會

議 

99 年 審查委員 弘光科技大學校學術研究發表會審查委員 

99 年 編輯委員 「商業職業教育雜誌」編輯指導委員 

99 年 審查委員 第四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決審獎審查委員 

99 年 學術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審查委員 

99 年 學術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當代教育研究」審查委員 

99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靜宜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9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黎明技術學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9 年 專案審查委員 弘光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99 年 召集人 第五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台灣高等教育的現況與展望-商業人

才之培育」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綠色管理座談會」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學經驗分享」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馬偕醫院「性別平等議題」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學研究倫理」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馬偕醫院「性別平等議題」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學研究倫理」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國科技大學 99 年度商管領域專題製作研習工作坊- 

「專題製作推動心得與高職銜接科大建議」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技術學院-「產學合作新契機」講座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州技術學院「麒麟學堂大師講座」-「產學合作新契機」講座 

98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98 年 國家專案審查 教育部「技專校院國際合作計畫」國際合作申請案初審委員 

98 年 國家專案審查 國際合作核定案計畫審查委員 

99 年 國家專案審查 教育部補助寄校院師生取得民間職業能力鑑定證書採認工作小組

(商業類)審查委員 



 17

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8 年 專案審查委員 99 學年度「職業學校群課程綱要總體課程計畫書」審查委員 

98 年 專案審查委員 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專題製作示例評選委員 

98 年 諮詢委員 職業學校與商業與管理科群中心諮詢委員 

98 年 編輯委員 「商業職業教育雜誌」編輯指導委員 

98 年 訪視委員 教育部高職校務評鑑訪視委員 

98 年 評鑑委員 明新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專家評鑑委員 

98 年 評鑑委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專家評鑑委員 

98 年 諮詢委員 彰化高商校課程規劃諮詢委員 

98 年 審查委員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聯合型計畫審查委員 

98 年 召集人 第四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98 年 論文審查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2009 人力資源發展與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 

98 年 審查委員 國立編譯館高職商科教科書審查委員 

98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亞洲大學 As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Humanity Sciences

審查委員 

98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朝陽科技大學朝陽商管評論審查委員 

98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管理科學學會管理學報審查委員 

98 年 課程委員會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課程委員會委員 

98 年 論文審查委員 2009 台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98 年 論文審查委員 中原企管評論審查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林勝

豪論文審查會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洪文發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莊江淑蘭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廖國智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吳雅君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 

98 年 教評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98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淡江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8 年 諮詢委員 職業學校商業與管理群科中心學校諮詢委員 

97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97 年 國家專案審查 教育部「技專校院國際合作計畫」國際合作和定案成果報告審查

委員 

97 年 國家專案審查 元培科技大學國際及兩岸合作委員會委員 

97 年 專案審查委員 台灣發展研究院「補助技專校院發展學校重點特色訪視實施專案

計畫」訪視委員 

97 年 專案審查委員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民間職業能力鑑定證書採認工作小組(商

業類)審查委員 

97 年 專案審查委員 元培科技大學研發暨服務中心發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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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7 年 諮詢委員 職業學校與商業與管理科群中心諮詢委員 

97 年 訪評委員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高職校務評鑑訪評委員兼分組召

集人 

97 年 自評審查委員 明新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委員 

97 年 訪視委員 教育部高職校務評鑑第 2期程訪視委員 

97 年 審查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97 年 審查委員 元培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程序小組委員 

97 年 審查委員 元培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97 年 輪文審查委員 技職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論文審查委員 

97 課程審查委員 馬來西亞董教總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 2008-2010 統一課程委員會

商業學科顧問 

97 年 召集人 第三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97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審查委員 

97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商管科技季刊論文審查委員 

97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科技學刊編審委員會委員 

97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審查委

員 

97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中華大學中華管理學報審查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教育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林勝

豪論文計畫審查會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劉韻平學位考試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古漢威畢業論文之問卷調查專家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第一學期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曾珍學位論文考試口試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葉淑櫻論文考試

審查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曾盟凱

學位論文考試審查委員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97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靜宜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7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台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新思維」講座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興大學 &元培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新思維」講座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專題製作」講座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專題製作講座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縣記帳士公會「溝通與協調講座」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國立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97 年度國立暨台灣省私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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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學校商管群北中區商業經營科、流通管理科教師研習」之課程講

座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擔任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講

座 

97 年 審查委員 元培科技大學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96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96 年 命題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班招生考試命題工作 

96 年 召集人 第二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96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明道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6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致遠管理學院師升等審查委員 

96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教師送審著作審查委員 

96 年 自評審查委員 台北市高職評鑑委員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審查委員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生論文審查委員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研究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班研究生楊

幸媚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研究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班研究生洪

宗熠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研究所第 2學期碩士班研究生潘正

雄、鄧筱潔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5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95 年 召集人 第一屆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95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玄奘大學校教評委員 

95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大華技術學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5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玄奘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5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5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義守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5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環球技術學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5 年 專案審查委員 台中市企業講師協會講師認證主任委員 

95 年 自評審查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教育研究所自評委員 

95 年 自評審查委員 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學系自評委員 

95 年 課程審查委員 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學系課程審查委員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報審查委員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管理評論審查委員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技職教育學報論審查委員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亞洲大學 As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Humanity Sciences

審查委員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弘光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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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建國科技大學建國科大學報審查委員 

95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2006 全球管理新環境學術國際研討會審查委員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博士口試委員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商業教育系博士口試委員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商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系碩士口試委員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學系碩士口試委員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九十五年度推動學生訓輔[友善校園 ]生命教育創

意教學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經濟部漢翔航空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高喬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彰化縣總工業會「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九十五年度志願服院人員「成長訓練課程」

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灣發展研究院資訊研究所課程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95 年度國軍官兵退前職訓商業管理班」

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萬億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超越自我」授課講師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清水國中「依目前人力需求之趨向如何協助孩子做好生涯進路的

決定」授課講師 

94 年 國家專案審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委員 

94 年 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 教育部學審會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管理評論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中山管理學報審查委員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學報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東海大學東海管理評論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雲林科技大學商管科技季刊論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2005 年全國高中職社區化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聖約翰學報審查委員 

94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審查委員 

94 年 自評審查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自評委員 

94 年 自評審查委員 大葉大學人力資源與公共關係學系自評委員 

94 年 專案審查委員 台中市企業講師協會講師認證主任委員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博士口試委員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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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口試委員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商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系碩士口試委員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口試委員 

94 年 口試委員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主任候聘人員甄選委員 

94 年 口試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研究所在職生甄選委員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經濟部漢翔航空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九十四年度志願服院人員「成長訓練課程」

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94 年度「軟體暨新重點發展產業科技人才職業訓練」申訴處理之

能研習營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青輔會「94 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內政部地政司土地政策研究班「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金瑞星保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彰化縣總工業會「知識經濟時代新利器--知識管理」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彰化縣總工業會「優質的領導與激勵」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國軍高階軍官管理班」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94 年度國軍官兵退前職訓商業管理班」

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94 年度防部基層管理班」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海德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地政局「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高喬自動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際關係」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文化授課」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環球技術學院「班級經營」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經濟部工業局污染防治人才培訓中心授課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灣發展研究院資訊研究所「超人氣好表現」課授講師 

94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中心「網路時代的人際關係」授課講師 

93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評論審查委員 

93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研討會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博士口試委員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工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口試委員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彰化師大商業教育系碩士口試委員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職業教育研究所系碩士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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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新竹師範學院美術系碩士口試委員 

93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靜宜大學觀光學系碩士口試委員 

93 年 口試委員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職業繼續研究所在職生甄選委員 

93 年 專案審查委員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審查委員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經濟部漢翔航空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內政部土地政策研究班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綠點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工業會「企業講師培訓進階班」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商業會「人力資源諮詢服務訓練」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國立科學博物館「溝通的藝術」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灣發展研究院資訊管理研究所「就業技巧」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九十三年度志願服院人員「成長訓練課程」

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灣勞動與就業學會「人力盤點與企業人力規劃」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93 年度國軍官兵退前職訓商業管理班」

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大東樹脂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內部講師培訓班」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中心「網路時代的人際關係」演講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慧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領導與激勵」、「溝通與協調」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九十三年度志願服院人員「成長訓練課程」

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光啟高中授課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演講講師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演講 彰化縣總工業會「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授課講師 

 
 

五、學術期刊論文著作(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類別 說明(含作者、期刊名稱、期數、及頁次等) 
99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莊仁鋒 (2010)。壽險業人員之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關聯性

影響：以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為中介變項。人力資源管理學報。Forth 
coming. 

99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辛瑞芝 (2010)。銀行業員工生涯發展與生涯成功關聯性研

究。T & D飛迅文輯。國家文官培訓所。 

98年 國外非 SSCISCI 等
級 

溫玲玉、陳銘輝 (2009, Sept.)。企業環保承諾、環保創隊環保績效影

響之研究。科技管理研究。 
98年 國外非 SSCISCI 等

級 
Ling-Yu Melody Wen & Ya-Hui Haung. (2009, Ma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e-Learning 
Capabilities, and Virtual Community Loyalty of Online Games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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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ulture and Computer Science VII 
- Serious Games, 63-87. Berlin, Germany. (ISBN:978-3-940317-47-6) 

98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張家瑜、陳瑜芬、溫玲玉、林美純 (2009, Nov.)。旅遊電子商務網站

服務品質、知覺風險、行為意圖之關聯性假說。商管群科中心學校，

第35期電子報(98年11月25日出刊)。 

98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康龍魁、王南喻 (2009., Jan)。應用DEA分析法評估科技大

學系科效率差異之研究：以某科技大學為例。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集

刊，5，95-120。 
98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2009)。2008年卓越教育國際研討會－法國巴黎創造力之旅。

商業職業教育季刊，112，2-7。 

97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2008)。第三屆波羅的海商業與社會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智慧

與創新之旅—萃思(TRIZ)理論與實務。商業職業教育季刊，108，
37-41。 

97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林文清(2008)。臺灣地區科技大學辦學績效之評估－DEA 與

超效率模式之應用。彰化師大教育學報，13, 121-148。 
97年 國外非 SSCISCI 等

級 
溫玲玉、魏士琤(2008)。學習動機、訓練成效與工作績效關係之研究

商管群科中心學校，第18期電子報(97年6月25日出刊)。 
95年 SSCISCI等級期刊 Chun-Hua Susan Lin, Ling-Yu Melody Wen, “Academic Dishonesty in 

Higher Education—A national study in Taiwan, ”Higher Adult 
Education. No. 54, 2007, pp. 85-97. (SSCI) 

95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溫玲玉、賴銘娟、黃綺君 (2006)。職業教育學報。網路課程學生學

習動機與評量知覺之研究--以中部地區技職校院為例，第 21 期，

103-124。 
95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溫玲玉、鄭凱文(2006)。「學生使用數位學習(e-learning) 於商業科目

的現況與接受度」，職業教育學報，第21期， 161-188。 
95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溫玲玉 (2006)。2005 年美國生涯與科技教育學會年會—教育與生涯

的銜接。商業職業教育季刊，第 101 期，2-5。 
95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溫玲玉、張連發 (2006)。縣市議會議事行政人員核心能力與訓練需

求之研究。T&D 飛迅文輯。台北：國家文官培訓所。 

94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林芸安 (2005)。T&D 飛迅文輯，35。台北：國家文官培訓

所。 
94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潘建棋 (2005)。我國勞工退休制度淺析。T&D 飛迅文輯，

33，台北：國家文官培訓所 
92年 國內 TSSCI 等級 溫玲玉、王興芳(2003)。美國「學術與職業課程配合」的推展及其對

我國的啟示。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第十一卷，第四期，137-158 
92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溫玲玉、袁漱萱(2003)。美國技術準備方案對技術及職業教育影響之

研究。教育科學期刊，第三卷，第一期，114-136。 

 

六、專書及專書論文(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書名(含出版社名稱等項目) 

100 年 溫玲玉主編 (2010)。管理學。台北：全華圖書公司。(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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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書名(含出版社名稱等項目) 

100 年 溫玲玉主編 (2010)。企業倫理。台北：全華圖書公司。(出版中) 

100 年 溫玲玉主編 (2010)。職場倫理—幸福職場的十二堂課。台北：前程文化出版社。(出版中)

99 年 溫玲玉著(2010)。商業溝通-專業與效率的表達。台北：前程文化出版社。 

98 年 溫玲玉 (2008)。科技渴望社會—技職商業實務教育以STS教學模組提升就業力之研究(基礎

應用科學教育1/3)。2008/12/1—2011/11/30。(國科會專案: NSC97-2511-S-018-032-MY3)

97 年 溫玲玉 (2008)。企業技術創造力的教育訓練策略與評量模式之研究(3/3)。 

2007/8/1—2008/7/31。(國科會專案: NSC96-2516-S-018-007) 

96 年 溫玲玉 (2007)。企業技術創造力的教育訓練策略與評量模式之研究(2/3)。 

2006/8/1—2007/7/31。(國科會專案: NSC95-2516-S-018-008) 

96 年 溫玲玉 (2007)。98 職業學校課程綱要草案－商業與管理群。 

95 年 溫玲玉 (2006)。商管群商業經營科專業能力內涵。 

95 年 溫玲玉 (2006)。「一般科目及各群科課程綱要發展小組計畫」-商業與管理群。

2006/5/1—2006/12/31。 

95 年 溫玲玉 (2006)。企業技術創造力的教育訓練策略與評量模式之研究(1/3)。 

 (國科會專案: NSC94-2516-S-018-009)  

95 年 溫玲玉 (2006)。以 e-CBT 模式建立技專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培訓課程與發展網路數位內

容教材之實證研究（三年期計畫）。2005/8/1—2006/7/31。 

(國科會專案: NSC94-2516-S-018-012)  

95 年 提升大學新進教師教學知能研習營。2005/12/1—2006/8/31。 

(國科會專案:NSC94-2517-S-018-004)  

93年 學校行政資源整合影響我國技職校院推動產學合作成功因素之研究。2003/8/1—

2004/7/31。(國科會專案:NSC92-2413-H-018-002) 

93年 商業概論教學妙錦囊 II (再版)。台北：龍騰文化事業公司。 

93年 班級經營百寶箱講義。 

92年 高職教育的定位與轉型再造—外語與設計職群(專案報告)。台北:教育部技職司。 

92年 知識社群影響大專校院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以商管學院教師為例。2002/8/1—

2003/7/31。(國科會專案:NSC91-2413-H-018-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