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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人力資源、知識管理、創新創業與領導效能研討會 

線上發表議程表 

視訊會議： https://meet.google.com/xjx-mskp-cya  

 

 

時間 議程 主持人/評論人 發表人 

0900-0910 
登入視訊網址 

線上報到 
大會服務人員 

0910-0920 開幕典禮(合影) 劉廷揚教授 全體與會人員 

0920-0925 
預備登入 A 分場

視訊各場次 
大會服務人員 

0925-1045 

 

論文發表會 A1 
主持人：李俊賢教授 

評論人：陳隆輝教授 
蔡孟吟、鐘儀君、楊舒雯 

論文發表會 A2 
主持人：胡以祥教授 

評論人：黃麗萍教授 
侯佳宜、王玉山、莊立成 

論文發表會 A3 
主持人：林裕森教授 

評論人：林官蓓教授 
甘師丞、陳羿君 

1045-1100 

休息 

預備登入 B 分場

視訊各場次 

大會服務人員 

1100-1220 

論文發表會 B1 
主持人：李鴻文院長 

評論人：李銘義教授 
王雅婷、洪秀梅、陳建勳 

論文發表會 B2 
主持人：李建興教授 

評論人：謝家豪主任 
施康傑、林欣怡、蔡佳軒 

論文發表會 B3 
主持人：李昭蓉教授 

評論人：曹耀鈞教授 
張晉嘉、鮑加茵、張淨暐 

說明： 

1. 各場次 80 分鐘：主持人 5 分鐘開場，三位發表人各 15 分鐘報告，發表文章每篇 8

分鐘評論，開放問答 6 分鐘。 

2. 藍字標記，各場次第一位發表人由主持人評論；第二、三位由評論人評論。 

3. 各場次視訊登入網址請見分場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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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場次視訊登入網址：https://meet.google.com/xjx-mskp-cya  

場次 論文發表 A1 場次 

主持 李俊賢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評論 陳隆輝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 

序號 發表時間 論文主題 單位 發表者 

1 

9:25-10:45 

運用文字探勘探討社群聲量與

精準行銷之研究—以台灣離婚

議題為例 

鄭伊鈞律師事務所 蔡孟吟 

2 
以文字探勘及語意分析探討社

群輿論中的企業形象特質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鐘儀君 

3 

應用 PTT 論壇文字探勘與情感

分析探討進口豪華車品牌喜好

度差異 

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楊舒雯 

 

A2 場次視訊登入網址：https://meet.google.com/tzq-niar-pbv  

場次 論文發表 A2 場次 

主持 胡以祥副教授，高雄市空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學習指導中心主任 

評論 黃麗萍助理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保管組組長 

序號 發表時間 論文主題 單位 發表者 

1 

9:25-10:45 

企業人力資源危機策略研究—

以 W 餐飲集團抗新冠肺炎疫情

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侯佳宜 

2 
新住民在臺灣的工作處境—以

大陸籍配偶為例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玉山 

3 
情境知識觀點探究居家照顧—

以高雄市個案為例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莊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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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場次視訊登入網址：https://meet.google.com/ryi-wdfv-mci  

場次 論文發表 A3 場次 

主持 林裕森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 

評論 林官蓓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序號 發表時間 論文主題 單位 發表者 

1 

9:25-10:45 

運用 RFM 模型與學習成效之顧

客推廣策略研究—以個案補習

班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

營學系 
甘師丞 

2 
應用文字探勘技術探討華語流

行音樂歌詞關鍵詞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陳羿君 

 

說明： 

1. 各場次 80 分鐘：主持人 5 分鐘開場，三位發表人各 15 分鐘報告，發表文章每篇 8

分鐘評論，開放問答 6 分鐘。 

2. 藍字標記，各場次第一位發表人由主持人評論；第二、三位由評論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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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場次視訊登入網址：https://meet.google.com/xjx-mskp-cya  

場次 論文發表 B1 場次 

主持 李鴻文院長，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評論 李銘義副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序號 發表時間 論文主題 單位 發表者 

1 

11:00-12:20 

正向心理對工作壓力之影響性

研究—以顧客無禮行為之調節

效果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王雅婷 

2 
研發人員職能與訓練需求—以

某機車零組件製造廠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洪秀梅 

3 
OTT 線上串流平台的價值創造

與商業模式探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

營學系 
陳建勳 

 

B2 場次視訊登入網址：https://meet.google.com/tzq-niar-pbv  

場次 論文發表 B2 場次 

主持 李建興教授，義守大學財務金融管理系/EMBA 執行長 

評論 謝家豪主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旅遊管理系 

序號 發表時間 論文主題 單位 發表者 

1 

11:00-12:20 

網路口碑、信任與服務失誤補償

之研究：以美食外送平台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

營學系 
施康傑 

2 

企業形象、福利滿意度與組織

吸引力之關聯—以傳統產業為

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林欣怡 

3 

就業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休閒

活動和工作滿意的探討—以高

雄市公立就服機構為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蔡佳軒 

  

https://meet.google.com/xjx-mskp-cya
https://meet.google.com/tzq-niar-pbv


 

2021HRKMINLDP 研討會 

 

 

B3 場次視訊登入網址：https://meet.google.com/ryi-wdfv-mci  

場次 論文發表 B3 場次 

主持 李昭蓉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教授 

評論 曹耀鈞助理教授，正修科技大學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序號 發表時間 論文主題 單位 發表者 

1 

11:00-12:20 

電競科系學生自律行為、團隊溝

通與團隊士氣關係之研究—以

訓練遷移為調節變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張晉嘉 

2 

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動組織溝通

效能影響之研究：以溝通恐懼

為干擾變項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

營學系 
鮑加茵 

3 
下班後恢復活動對職場訊息速

回壓力緩解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

知識管理研究所 
張淨暐 

 

說明： 

1. 各場次 80 分鐘：主持人 5 分鐘開場，三位發表人各 15 分鐘報告，發表文章每篇 8

分鐘評論，開放問答 6 分鐘。 

2. 藍字標記，各場次第一位發表人由主持人評論；第二、三位由評論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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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在臺灣的工作處境-以大陸籍配偶為例 

 

王玉山 1*  劉廷揚 2 

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dismytwo@msn.com 

 

摘要 

 

    本研究欲瞭解大陸籍配偶來臺後之工作歷程並藉由其經歷，了解此族群真正的需求，

透過研究發現之「現象」提出建議以供有關單位參考，以臺灣北部、中部、南部13名大

陸籍女性配偶為訪談對象，採用質性研究方式並運用R語言的文字探勘進行。 

     研究發現：（1）近年來大陸籍配偶的婚姻途徑愈趨多元，有逐漸轉變成自由戀愛的

形式。（2）取得國民身分證對大陸籍配偶而言之重要性已漸漸開始淡化。（3）大陸籍配

偶，來臺後均有創業的意願，但考量薪水與小孩這兩個關鍵因子後，最後還是選擇了求

職，以期追求穩定的收入。（4）工作方面，常會因為「大陸」或「臺灣」的身分及口音

而產生薪資歧視的問題。（5）大陸籍配偶對於政府相關部門的輔導措施均全然不知。 

 

 

關鍵詞：大陸籍配偶、工作處境、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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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知識觀點探究居家照顧-以高雄市個案為例 

 

莊立成 1*  陳建志 2  謝秉蓉 3 

1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James.chuanglc@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情境知識在居家照顧個案實務工作上的應用，並探究在日常工作安

排、外部資源使用與外籍照顧人員的工作管理的知識移轉，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基礎

與深度訪談方式蒐集資料，再分解出情境知識移轉的脈絡。 

 

研究發現居家照顧的課題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如高齡者的日常洗澡安排、購物

選擇與配送、居家醫療巡診到房屋修繕問題都是經過多次二人以上的討論互動後再修訂

處置方案的情境課題，若缺少持續行動與對話就無法提升本研究照顧個案的生活品質。 

 

 

關鍵詞：情境知識、知識移轉、居家照顧、長照政策、外籍照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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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心理對工作壓力之影響性研究 

－顧客無禮行為之調節效果 

 

蔡慈亮 1  劉廷揚 2  王雅婷 3*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通訊作者 e-mail：sh7la8sk2@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探討正向心理對工作壓力之影響，以及顧客無禮行為對正向心理與工作壓力

間關係是否存在調節作用。研究對象為台南、高雄地區餐飲業第一線服務員工。資料收

集採用問卷調查法，回收有效樣本數共計 241 份，並以各項統計方法如相關分析、回歸

分析等進行研究假設驗證與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一)餐飲業第一線服務員工的正向心理程度對工作壓力呈現顯著負

向影響；(二)員工對顧客無禮行為的感受對工作壓力呈現顯著正向影響；(三)顧客無禮行

為對正向心理與工作壓力之間的調節效果並不明顯，推測原因為受測者之業界年資較長，

以及台灣餐飲業顧客至上的服務原則所致。 

 

 

關鍵詞：工作壓力、正向心理、顧客無禮行為、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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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RFM 模型與學習成效之顧客推廣策略研究–以個案補習班為例 

 

甘師丞 1*  陳隆輝 2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gary2006822@gmail.com 

 

摘要 

 

在全球化的時代來臨，英語早已成為不可或缺的語言能力之一，大多數的家長都讓

孩子從國小甚至幼稚園開始學習英文，本研究的個案於英文補教市場為教育創新的領頭

羊，並擁有極具規模數量的學生人數，但缺乏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給予最適當之推廣策

略。 

在資料庫行銷領域中，RFM 模型是其中最常應用於各個產業的模型，因此，本研究

以個案補習班平時所開立之顧客收支表作為原始資料，以 RFM 模型為基礎，使用資料

探勘做會員的分群，並進一步結合學生之學習成效給予每一位家長適當之廣告策略，推

薦適合的英文學習產品或課程。透過此模型的結果發現，流失會員學習成效之表現都較

差，而重要價值會員學習成效之表現都較高。 

再者，本研究以個案範例驗證本研究所建議的模型適用於英文補習班資料庫行銷上，

特別於學生數量龐大時，能更有效做出精準的推廣策略及縮減不必要的推廣成本，並能

幫助企業掌握每一位家長之顧客價值，可作為企業分配行銷資源實用的行銷工具。 

 

關鍵詞：英語學習、顧客關係管理、RFM 模型、會員分群、產品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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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福利滿意度與組織吸引力之關聯─以傳統產業為例 

 

王彥淳 1  劉廷揚 2  林欣怡 3＊ 

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3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通訊作者 e-mail：Hsin2029@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選定傳統產業之員工角度，探討企業形象、福利滿意度與組織吸引力等，三

個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並以企業形象作為自變項、組織吸引力作為依變項、以及福利滿

意度為調節變項。本研究經量表篩選和修訂後，進行問卷預試作業，並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經過多次刪除及更正

題項後，對在傳統產業工作之人員發放 300 份正式問卷，回收後對有效樣本進行敘述性

統計、信度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及多元階層迴歸分析。實證後發現企業形象對組

織吸引力具有高度正向影響、福利滿意度對組織吸引力具有高度正向影響、福利滿意度

對企業形象與組織吸引力間調節效用不顯著。根據上述實證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實務

建議與後續相關研究建議，並期望研究結果給予國內傳統產業之人力資源部門以及後續

研究者做為參考依據。 

 

 

關鍵詞：傳統產業、企業形象、福利滿意度、組織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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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口碑、信任與服務失誤補償之研究:以美食外送平台為例 

 

施康傑 1*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生 

*通訊作者 e-mail：Kangchieh86@gmail.com 

 

摘要 

 

隨著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智慧型手機快速崛起，以及國人大量外食人口增加，美

食外送平台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以及便利性，打破以往傳統市場的觀念，成為消費者生活

中新的商機。從大約 2012 年外送服務慢慢地在台灣崛起，外送公司試探消費者對於使

用手機 APP 訂餐的接收度是如何?後來越來越多餐飲業者紛紛投入美食外送平台的行列，

成功地得到消費者的需求與便利。本研究對於網路上的外送公司口碑評價是否會影響消

費者的購買決策、外送員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感、以及當外送員或餐飲業者發生服務失

誤後的補償措施之觀點切入。 

本研究主旨探討使用過美食外送平台(Foodpanda & UberEat)的消費者，以網路口碑、

信任與服務失誤補償為研究是否對消費者使用美食外送平台有影響，並建構美食外送平

台之理論架構，研究地區為高雄作為問卷發放與網際網路調查進行資料蒐集，並採用李

克特氏量表進行資料分析。 

 

 

關鍵詞:美食外送平台、網路口碑、信任、服務失誤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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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人員職能與訓練需求-以某機車零組件製造廠為例 

 

蔣燕婉 1  洪秀梅 2  劉維寧 3＊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t3353@nknu.edu.tw 

 

摘要 

 

    人力資源是企業創造價值相當重要的要素，企業為了追求競爭優勢、突破現狀必須

積極進行改革求生存，因此進行人才培育及教育訓練，提昇並改善員工的知識、技能及

態度，幫助企業邁向永續經營。 

    本研究主要探討部門主管及員工對自我職能認知，例如技術部門員工職能認知與主

管對員工職能評估之關係，或瞭解該部門員工職能訓練需求。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的

方式，研究對象為某機車零組件製造公司研發部門，問卷為主管與員工皆填寫相同內容

問卷，問卷共發出18對，有效回收率為100%。研究結果顯示，員工職能認知與主管對員

工職能評估於成就導向、團隊合作、規畫及導入技術、知識整合、概念式思考、具備該

知識技能之重要程度及現況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做為發展員工職能與訓練需求參考

與建議。 

 

 

關鍵詞：職能、職能認知、職能評估、訓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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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恢復活動對職場訊息速回壓力緩解之研究 

 

李蘊芝 1   張淨暐 2*  李俊賢 3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zjw0323a@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職場訊息速回壓力對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的正向影響，是否能透過

參與恢復活動而達到緩解效果。實證結果顯示，當個體感受到的職場訊息速回壓力程度

越高時，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的程度越高，即職場訊息速回壓力對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

有顯著正向影響；個體所參與的恢復活動中，工作相關活動對工作倦怠有正向影響，不

需花費心力的活動則對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有負向影響。表示當從事工作相關活動的頻

率越高，或從事不需花費心力的活動頻率越低時，情緒耗竭與工作倦怠程度便越高。雖

然本研究實證在訊息速回壓力與情緒耗竭或工作倦怠間，下班後所從事的恢復活動未有

顯著的調節效果，但下班後從事不同類型的恢復活動對壓力蓄積(從事與工作相關活動)

或緩解(從事較不需花費心力活動)是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 

 

 

關鍵詞：職場訊息速回壓力、恢復活動、情緒耗竭、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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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線上串流平台的價值創造與商業模式探討 

 

陳建勳 1*  林良陽 2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joe1357906@gmail.com 

 

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及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的普及，再加上疫情的緣故，OTT線上串流

平台迅速竄紅，以至於許多使用者紛紛取消有線電視的訂閱服務，這種現象被稱為「剪

線族」（Cord-Cutter）。 

  因此，媒體業者如何針對現有通路進行調整，以因應新時代的變局與競爭，已經成

為媒體業者都在思考的熱門問題。再則，不同的顧客群，其各自所需要及重視的價值有

何不同？OTT線上串流平台下的媒體業者所創造的價值及顧客所重視的價值又和過去

有何不同？在了解顧客使用向上串流平台所重視的價值為和之下，媒體業者又可制定哪

分面的策略？均是本文欲探究的主題。 

  本文透過深度訪談法，選取的對象是長期關注市場變化並且都是各領域的學者專家

及使用多年經驗的消費者，訪談對象總共6位。研究結果發現並歸納出：製片商、OTT業

者、廣告商與消費者的價值關係。 

 

 

關鍵詞：OTT 線上串流平台、價值創造、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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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文字探勘技術探討華語流行音樂歌詞關鍵詞研究 

 

陳羿君 1*  林裕森 2 

1 高雄國立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高雄國立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 ellencyc818@gmail.com 

 

摘要 

 

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許多產業被迫需要跟上時代的演進，音樂產業也不例外。

音樂串流平台的興起，不但改變了整個音樂產業結構，也影響了聽眾的消費習慣。音樂

人除了求新求變地抓住聽眾的耳朵外，若能得到金曲獎的肯定，更是錦上添花的榮耀。

但金曲獎曲高和寡的現象已不是新聞，往往得獎作品都不是串流平台榜上有名之歌曲，

而能讓大眾琅琅上口之歌曲甚至連金曲獎門票都拿不到。 

本研究使用詞頻分析及情感正負向分析，嘗試探究華語流行歌詞之特徵，分析熱門

歌曲及得獎歌曲歌詞關鍵詞彙之異同。研究結果指出： 

1. 串流平台熱門歌曲及金曲獎入圍歌曲皆習慣以第一人稱敘事。 

2. 金曲獎評審喜好新穎、特別之詞彙。 

3. 串流平台熱門歌曲及金曲獎入圍歌曲皆是以負向歌詞為主。 

4. 串流平台冠軍歌曲較沒有明顯情感傾向；金曲獎得獎歌曲仍以負向歌詞居多。 

 

 

關鍵詞：文字探勘、R 語言、詞頻分析、情感正負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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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休閒活動和工作滿意的探討 

─以高雄市公立就服機構為例 

 
巫芳儀 1  蔡佳軒 2*  謝秉蓉 3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goodhai0319@gmail.com 

 

摘要 

 

    公立就業服務人員為協助失業者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在面臨經濟變遷與少子化的衝

擊，站在前線的就業服務人員工作挑戰性愈來愈高，不僅需配合政府政策執行，也需面

對與處理每日各式各樣的不同問題(例：失業者情緒問題、廠商缺工問題、同事溝通問

題…)。本研究所探討的就服人員非屬永業制公務人員，其薪資、福利、升遷與公務人員

相差甚遠，在面對工作上帶來的壓力與不確定的工作權之下，本文探討公立就業服務人

員的工作壓力、休閒參與活動與工作滿意。 

 

    以高雄市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人員為例，共發 184 份問卷，剔除已填寫

但不完整問卷 3 份,有效問卷為 181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8%。本研究採取敘述性統計

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獨立樣本 t 檢定與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一、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與年資)與工作壓力呈現顯著。 

二、不同背景變項(年齡與教育程度)與休閒活動呈現顯著。三、不同背景變項(性別)與

工作滿意呈現顯著。 

四、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呈現負相關。 

 

 

關鍵字：就業服務人員、工作壓力、休閒活動參與、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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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文字探勘探討社群聲量與精準行銷之研究-以台灣離婚議題為例 

 

蔡孟吟 1*  林裕森 2 

1 鄭伊鈞律師事務所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irislebebe@gmail.com 

 

摘要 

 

    網際網路發展至今，連結許多原本孤立的個體，也帶起了資訊爆炸的年代。無論是

生活上偶有的小確幸、職場上的壓力，或是和伴侶之間的不愉快等，都可以在社群平台

上盡情地抒發與取暖，匿名機制讓使用者可以在網路世界中暢所欲言。因此社群品牌在

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如何善用社群聲量的力量，以數據分析實現精準行銷操作，將直

接左右品牌競爭力。本研究透過R語言以文字探勘進行分析，剖析在PTT論壇結婚版和

離婚版中2019年至2020年關於離婚議題之網路聲量。透過詞頻排名與視覺化文字雲，探

討當今大眾產生離婚念頭的主要關鍵詞彙之排名。以Instagram平台為例，透過精美的貼

文來吸引品牌粉絲，如果想要讓更多潛在使用者看到貼文，可以透過Hashtags來擴大貼

文的觸及率。因此本研究亦探討在個案律師事務所之Instagram平台，驗證哪些Hashtags

能提高貼文觸及率。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1) 當面臨離婚時，社群關鍵字排名為：自

己、小孩、伴侶、婆家及娘家；(2) 離婚議題之精準行銷操作，可使用此議題前一年在

PTT論壇結婚版及離婚版的網路熱門詞彙，不需每週擷取網路聲量，可有效增加社群品

牌於Instagram平台的貼文觸及率。 

 

 

關鍵詞：R語言、文字探勘、社群聲量、精準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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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探勘及語意分析探討社群輿論中的企業形象特質 

 

鐘儀君 1*  林裕森 2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yijune1112@gmail.com 

 

摘要 

 

    以《Cheers》雜誌調查2020年新世代最嚮往企業前10名為目標企業，分為科技製造

業、服務業(含航空業)類別，並以同期違反勞動法令之相關行業前10名血汗企業作為對

照企業，在PPT社群2019年第1季至2020年第3季共42個版次中，以文字探勘方式擷取

63,207篇文章，並進行網路聲量統計、語意分析、文字斷詞、詞頻統計、文字雲等處理，

進而歸納出吸引求職者之企業形象特質。研究結果顯示：(一)網路聲量與企業嚮往程度

無正面關係，最嚮往企業網路聲量高於血汗企業，且網路聲量與社會議題有正面關係；

(二)企業形象之情感傾向受負面社會議題影響，但不受勞動血汗程度影響；(三)求職者首

重「工時」、次重「收入、地點」工作條件，另符合求職期待之知名企業或國營事業有較

高網路關注度，而資方角色影響公眾對於勞資爭議之企業形象評價。 

 

 

關鍵詞：企業形象、R 語言、文字探勘、語意分析、社群輿論 

  



 

2021HRKMINLDP 研討會 

14 

 

企業人力資源危機管理策略研究-以 W 餐飲集團抗新冠肺炎疫情為例 

 

盧宜孜 1  劉廷揚 2  侯佳宜 3*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通訊作者 e-mail：a0970575192@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企業人力資源危機管理策略，以 W 餐飲集團抗新冠肺炎疫情為例，

採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經立意取樣六位該集團管理者進行訪談，並蒐集相關案策

略作法，進行綜合分析，獲得以下結論：一、餐飲企業平時應進行危機管理：在承平時

期，就要隨時保持危機意識，偵測組織內外部環境，並針對可能會造成危機的議題做好

應變對策。二、培養穩健的組織體質：確保內外部資源充足，維持組織穩健運作發展，

於突發性危機事件發生時，才有較充裕的資源與時間因應。三、餐飲業人力資源危機管

理策略。1.平時就要做好彈性應對策略。2.定期檢視人力資源需求與人力活動規劃。3.

人力資源策略須對應企業組織目標。4.善用空窗期調整、優化人力資源結構、體質或工

作流程。5.趁機練兵籌備未來。四、餐飲企業應對危機事件重要原則。依結論而提出具

體建議，俾利企業提升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培養穩健的組織體質因應突發危機事件發生

提出相關理論與實務參考：即時性、信賴性、機動性、全面性、精準性、長期性、創新

性。 

 

 

關鍵詞：新冠肺炎、餐飲業、企業危機管理、人力資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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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PTT 論壇文字探勘與情感分析探討進口豪華車品牌喜好度差異 

 

楊舒雯 1*  林裕森 2 

1 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tepbuuwx@gmail.com 

 

摘要 

 

    隨著網路科技時代的來臨，使用社群媒體的人日益增多，現代人習慣分享購物經驗，

或藉由相關評論來協助購買決策。在購買選擇時，亦可能受到品牌喜好度之差異而有所

影響。根據交通部2019年 領牌車輛資料統計，豪華車系的市佔率迅速成長，進口豪華車

品牌全年掛牌量超過1萬輛者有凌志(LEXUS)、寶馬(BMW)、賓士(BENZ)，故本研究以

此三大進口豪華車品牌列為研究對象，藉由PTT論壇的car版，運用網路爬文技術、R語

言的文字探勘及情感分析，並使用文字雲呈現各品牌間討論度較高之詞頻分析，最後探

討出論壇對於進口豪華車品牌喜好度的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1) 藉由詞頻分析，可

以看出三大進口豪華車品牌各自擁有的特性；(2) 依購買因子分析之情感傾向中發現，

凌志(LEXUS)在安全性突顯出差異，而寶馬(BMW)及賓士(BENZ)在數據顯示結果呈現

一致。 

 

 

關鍵詞：文字探勘、情感分析、品牌喜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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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科系學生自律行為、團隊溝通與團隊士氣關係之研究 

—以訓練遷移為調節變項 

 

張爾秦 1  劉廷揚 2  張晉嘉 3*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教授 

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通訊作者 e-mail：610961009@mail.nknu.edu.tw 

 

摘要 

 

業逐漸蓬勃發展，成為了非常新穎的話題，更跨足教育領域，有了相關科系提供年

輕人做選擇，未來的產業道路更值得看好。 為了讓年輕人能夠清楚自己在電競相關科

系的選擇上是否符合自己的期許，並且讓他們了解自身的行為會影響整個團隊氣氛與運

作，因此本研究將會探討自律行為、團隊溝通與訓練遷移是否會影響學生在團隊中的團

隊士氣。  

本研究蒐集與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以網路問卷及紙本問卷的方式發放給 電競

相關科系之學生做填寫，共收回有效問卷 304 份，經由 SPSS 統計軟體進行 分析與驗

證。研究結果顯示:一、自律行為對團隊士氣具有正向關係。二、自律 行為對團隊溝通

具有正向關係。三、團隊溝通對團隊士氣具有正向關係。四、自 律行為會經由團隊溝通

之影響間接對團隊士氣產生效果。  

 

關鍵詞:電子競技、自律行為、團隊溝通、團隊士氣、訓練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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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動組織溝通效能影響之研究： 

以溝通恐懼為干擾變項 

 

鮑加茵 1*  李昭蓉 2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碩士生 

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事業經營學系教授 
*通訊作者 e-mail：chiayin730@gmail.com 

 

摘要 

行動裝置及網路的普及與應用，使得人際之間的溝通能夠利用即時通訊軟體取得更

加精簡且便利的資訊。在職場的聯繫上，愈來愈多人選擇以即時通訊軟體取代傳統的通

訊設備或是面對面談話。然而，此一現象卻導致人們在口語溝通上容易產生溝通恐懼。

因此，為確保並提升組織運行的整體效益，本研究將口語溝通恐懼那為干擾變項，探討

在台灣地區，不限工作場域的職員在倚賴新興溝通媒介進行對談後，對組織之溝通效益

有什麼影響?而在溝通過程中，即時通訊設備是否能夠有效阻擋口語的溝通恐懼，透過

溝通媒介是否減弱部屬的溝通恐懼，進而改善組織之間訊息交換關係，達成溝通效能。  

 

關鍵詞:即時通訊軟體、溝通恐懼、溝通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