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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院主管會議 紀錄 

時間：109年5月18日(星期一)中午12:30 
地點：管理學院CM213會議室 
主席：劉院長書助                                       紀錄：楊素靜 
出席人員：葉一隆所長、李祥林所長、洪仁杰主任、黃文琪主任、吳繼澄主任、

陳灯能主任、許文西主任、張慧珍主任、柯雪琴主任(請假)。 
 
壹、主席報告： 

有關本院「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各系所如果有建議請內部

先行討論並達成共識，將會議紀錄及提案送至本院彙辦，請於本學期(108-2)結
束前提送，學院將擇期召開院務會議討論。(檢附各學院要點、M1-1~1-18、計

分項目如下) 

計分項目 管理學院 農學院 工學院 人文學院 獸醫學院 國際學院 
科技部研究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     
不計點數，
列出參考 

不計點數，
列出參考 

中央部會計畫     
不計點數，
列出參考 

不計點數，
列出參考 

地方政府計畫     
不計點數，
列出參考 

不計點數，
列出參考 

期刊論文       

專利       

技轉       

總統科學獎等       

教育部學術獎等       

教師發表個人學術

領域相關展演、競賽 
      

著作專書       

 
※提案一、二為審查「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績效計分」，請陳灯能主任自行

迴避不參與審議。 
※提案三為審查「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勵」，請陳灯能主任、黃文琪主

任、洪仁杰主任自行迴避不參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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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管理學院 108 年度全院教師績效審查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108 年 8 月 8 日科技部科部綜字第 1080054439A 函、109 年 4 月

21 日研發處 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勵會議作業-第一次

獎勵審查委員會議紀錄(M3-1~M3-7)辦理。 
二、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第六點(M3-8~M3-9)： 

本校受獎勵之人員應有相對應之績效表現：獲本獎勵金補助教師之學術

研究績效值，應維持在該學院之前百分之二十五，若無達院訂績效標準

者，提獎審會審議是否扣除 1 個月獎勵金，本條所指績效值標準由各學

院自行訂定。 
及本院「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第八點規定(M3-10~M3-11)： 

本院受獎勵之人員應有相對應之績效表現：獲本獎勵金補助之教師

於學術研究上之年度績效值，應維持在本院之前 25%，本院教師績效值

計算方式為近 5 年等績效總計。 
三、檢附108年12月31日管院專任與專案教師共計76位名冊(M3-12~M3-13)，

依全院人數前 25%計算，應排行於全院前 19 名，資料採計期間為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資料來源為研發處及技專資料庫。 
四、108 年度科技部審定獎勵名單如下(M3-3，共 6 位)： 

(一) 一級：資管系龔旭陽老師、資管系劉寧漢老師。 
(二) 二級：工管系王貳瑞老師、企管系林鉦棽老師、工管系蘇泰盛老師、

工管系黃怡詔老師。 
五、計分討論： 

 (一)依 106 年 4 月 28 日 105 年度特殊優秀人才獎勵執行績效報告暨 106
年度特殊優秀人才獎勵審查會議並 106 年 5 月 2 日 105-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M3-14~M3-19(節錄)：「Sustainability」期刊均只認列

為「SCI」等級期刊，其 107 年度查詢仍為「SCI」等級期刊，但於

近期至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網站查詢時，其為「SCI與SSCI」
等級期刊(M3-20~M3-22)，其計分是否溯及既往?  

備註：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網站: https://jcr.clarivate.com/JCRLandingPageAction.action 

Web of science group網站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https://jcr.clarivate.com/JCRLandingPageAction.action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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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出刊年度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卷冊、期數/ 
作者順序 

計分 

資管系 
龔旭陽 

2016 
Accuracy Analysis Mechanism for 
Agriculture Data Using the Ensemble 
Neural Network Method 

Sustainability 
/8(8)/第一作者 
(M3-23~M3-24) 

 

農企系 
彭克仲 

2016 

Application of the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 to Investigat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reen Products 
among Thai Consumers 

Sustainability 
/8(10) /通訊作者 

 

工管系 
黃祥熙 

2016 

A Nove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ailand's Food Industr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Techniques 

Sustainability 
/8(3)/通訊作者 

 

餐旅系 
黃靖淑 

2016 

A Nove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ailand's Food Industr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Techniques 

Sustainability 
/8(3)/第三作者、 
非通訊作者 

 

企管系 
廖世義 

2017 
Effects of Pros and Cons of Applying Big 
Data Analytics to Consumers’ Responses 
in an E-Commerce Context 

Sustainability 
/9(5)/通訊作者、 
第二作者 

 

農企系 
鄭秋桂 

2019 
Partial Replacement of Fine Aggregate 
Using Water Purification Sludge in 
Producing CLSM 

Sustainability 
/11(5)/第二作者、 
非通訊作者 

3 分/2 位作者 
=1.5 分 

農企系 
黃文琪 

2019 
A Double Hurdle Estimation of Sales 
Decisions by Smallholder Beef Cattle 
Farmers in Eswatini 

Sustainability 
/11(19) /通訊作者 

3 分 

資管系 
童曉儒 

2019 
Augmented Reality in the Integrative 
Internet of Things (AR-IoT): Application 
for Precision Farming 

Sustainability 
/11(9) /通訊作者 

3 分 

企管系 
張宮熊 

2019 

Interactions Among Factors Influe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Behaviour: Market Orientation, Managerial 
Tie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Sustainability 
/11(10) /通訊作

者、第二作者 
3 分 

餐旅系 
汪仲仁 

2019 

Effects of Selected Positive Resources on 
Hospitality Service Qua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Engagement 

Sustainability 
/11(8) /第一作者 

3 分 

Linking Sustainabl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ospita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grated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Sustainability 
/11(4) /第一作

者、通訊作者 
3 分 

財金學程 
洪仁杰 

2019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s’ E-waste 
Recycl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A Case 
Study from Vietnam 

Sustainability 
/11(1)/通訊作

者、第二作者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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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 108 年 5 月 9 日 107-2 第 3 次院主管會議期間，「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期刊均只認列為「SCI」(M3-25~M3-27)等級

期刊，但於近期至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網站查詢時，其為

「SCI 與 SSCI」等級期刊，其計分是否溯及既往?  

備註：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網站: https://jcr.clarivate.com/JCRLandingPageAction.action 

系所/ 
姓名 出刊年度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卷冊、期數/ 
作者順序 

計分 

工管系 
林勢敏 2017 

Identify predictor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use online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or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36(3)/
第一作者、通訊

作者 

 

 

(三)工管系蘇泰盛老師提出 EI 期刊佐證(M3-28~M3-32)，請討論計分 

備註：Engineering Village網站: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home.url?redir=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Sciences網站:http://www.tarupublications.com/jios.htm 

出刊年度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卷冊、期數/作者順序 計分 

Apr 2019 

Optimization of remanufacturing 
systems by using a fuzzy 
multi-objective model to solve the 
planning problem 

資訊與最佳科學期刊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Sciences 
ISSN 0252-2677(Print)、2169-0103(online) 
Vol. 40, no. 4, pp. 853-881 
作者--Tai-Sheng Su, Chin-Chun Wu*, Liang- 
Tzung Lin 

 

 

(四)期刊權重因子計分討論(M3-33) 

系所/姓名 刊登
年度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期刊權重因子 計分 

餐旅系 
汪仲仁 

2019 

From emotional labor to customer 
loyalty in hospitality: 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with the JD-R model 
and COR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8 年 

(最新) 
3.957  

 

 

https://jcr.clarivate.com/JCRLandingPageAction.action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home.url?redir=t
http://www.tarupublications.com/jio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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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企系鍾秋悅老師提出 SSCI、SCI 期刊佐證：電子版本於 2019 年 11
月刊登，紙本於 2020 年 3 月刊登 (M3-34~M3-36)，請討論計分 

系所/姓名 刊登
年度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期刊權重因子 計分 

農企系 
鍾秋悅 

2019/
2020 

Tele-connecting urban food 
consumption to land use at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A case study of beef 
in Taiwan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8 年 

(最新) 

(M3-37~
M3-38) 

4.281  

六、檢附績分排序資料(M3-39~M3-43)。 

決議： 

一、「Sustainability」期刊採認 SCI 與 SSCI 等級期刊，並溯及既往計分。 

二、「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期刊採認 SCI 與 SSCI 等級期刊，

並溯及既往計分。 

三、工管系蘇泰盛老師之「Optimization of remanufacturing systems by using a 
fuzzy multi-objective model to solve the planning problem (Apr 2019)」，因

Engineering Village 資料庫查詢不到，此篇不予採計計分。(補充說明如附

件 1~3、R1~R12) 

四、餐旅系汪仲仁之「From emotional labor to customer loyalty in hospitality: 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with the JD-R model and COR theory(2019)」，依本

院 107 年 5 月 30 日通過要點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權重因子以出

刊年度之「當年度」為計分基準，若「當年度」之期刊權重因子尚未公

布，則以公布之「最新年度」為計分基準，以最新年度 2018 年權重因

子為 3.957 計分。 

五、農企系鍾秋悅老師之「Tele-connecting urban food consumption to land use 
at multiple spatial scales: A case study of beef in Taiwan」採以紙本刊登

2020 年 3 月認列。 

六、108 年度獲科技部審定獎勵者(共計 6 位)，符合排序於全院人數前 25%規

定(排序應於全院前 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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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推薦管理學院 109 年度各系所教師申請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研發處 109 年 4 月 21 日「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勵作業-第一次獎勵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M3-2~M3-7)，本院今年度可

推薦正取 5 位名額(含第一級 2 位、第二級 3 位)、候補 N 位名額(各院以

院內可推出的獎勵人選最大值提出推薦作業，並列出推薦人員的順序)。
候補名額以近 5 年獲科技部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件數與補助總額為推薦

順序。 
二、本(109)年度推薦之計算標準以 107 年 5 月 30 日管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執行科技部補

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為準(M2-10~M2-11)。 
三、109 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符合申請資格名單如下(M4-1)： 

(一)資管系：龔旭陽老師、蔡正發老師、蔡玉娟老師、劉寧漢老師、 
陳灯能老師。 

(二)工管系：王貳瑞老師、劉正祥老師、蘇泰盛老師、林勢敏老師。 
(三)企管系：林鉦棽老師、陳佳誼老師、郭素蕙老師。 
(四)餐旅系：黃靖淑老師、汪仲仁老師。 
(五)科管所：薛招治老師。 
(六)農企系：鍾秋悅老師。 
(七)財金學程：潘璟靜老師。 

四、未符合資格者： 
(一)資管系許志仲老師、資管系賴佳瑜老師、農企系黃朝欽老師等 3 位

未符合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

「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規定。 
(二)科管所林聖淇老師已於 109.02.01 離職。 
(三)段兆麟副校長之「自有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歸屬本校研發 

處貴重儀器中心(行政職務性計畫)，不採計。 
五、工管系劉正祥老師、餐旅系汪仲仁老師於 108-2 學期提出教師評鑑，業

於 109 年 5 月 7 日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符合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研

究獎勵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規定。 
六、不申請名單如下(共 5 位)： 

工管系林勢敏老師、餐旅系黃靖淑老師、財金學程潘璟靜老師、資管系

蔡玉娟老師、企管系郭素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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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三項第一款： 
 (M3-8)  

各學院依推薦人數五人以上應提供一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

推薦人數十人以上應提供二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以此類推。 
八、檢附績分排序資料(M4-2)。 

決議： 
一、「正取」推薦順序： 

第一級(2 人)：資管系龔旭陽教授、資管系劉寧漢教授。 
第二級(3 人)：工管系王貳瑞教授、企管系林鉦棽教授、餐旅管理系 

汪仲仁副教授。 
二、「候補」推薦順序： 

候補 1：工管系蘇泰盛教授、候補 2：資管系陳灯能教授、候補 3：企管

系陳佳誼副教授、候補 4：科管所薛招治副教授、候補 5：工管系劉正祥

教授、候補 6：資管系蔡正發教授、候補 7：農企系鍾秋悅副教授。 
 
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本院各系所教師申請「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勵」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管理學院「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勵要

點」辦理(附件 4)。 
二、 本案論文採計期間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 符合申請資格名單如下： 

(一)資管系：陳灯能、許志仲、蔡正發、龔旭陽、童曉儒。 
(二)工管系：黃允成、黃怡詔、蘇泰盛。 
(三)企管系：林鉦棽、張宮熊、賴鳳儀。 
(四)餐旅系：汪仲仁、賴佩均。 
(五)農企系：彭克仲、黃文琪、蔡青園、鄭秋桂、鍾秋悅。 
(六)財金學程：呂素蓮、洪仁杰、潘璟靜。 

四、 蘇泰盛老師之「Optimization of remanufacturing systems by using a fuzzy 
multi-objective model to solve the planning problem」是否列入獎勵名單。 

五、 檢送本案管理學院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獎勵名冊(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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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另蘇泰盛老師之「Optimization of remanufacturing systems by using 
a fuzzy multi-objective model to solve the planning problem」此篇不採計。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同日下午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