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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ng Huang (黃文宏)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南台科技大學 

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Office: T1116 
: 886-6-2533131 ext.8316 
: wenhung@stust.edu.tw 

 
 

學歷 
 成大企管博士, 1999/10. 

 政大企管碩士, 1981/7. 

 

專長 
 行銷企劃, 品牌和廣告管理, 企業文化分析 

 

經歷 
 奇毅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系統分析部, 1987/01 ~ 1990/07. 

 正道工業, 企劃室主任, 1984/06 ~ 1986/12. 

 大成長城食品公司, 企劃部, 1983/06 ~ 1984/05. 

 

論文發表  

期刊論文: 
1. 黃文宏、莊勝雄、蔡雅玲、黃鈴淯、王靖雯(2019)。社群網站訊息分享之文化

效應研究:台灣與德國之比較。管理資訊計算，S2，8，51-61。 

2. 黃文宏、施坤壽、莊勝雄、邱蔓萍(2017)。文化資本與學校生活經驗影響科技

大學學生就業力養成之研究。兩岸職業教育論叢，1，1，54-66。 

3. 莊勝雄、施坤壽、黃文宏、宋珍誼(2017)。數量折扣與促銷框架對衝動性購買

影響之差異研究。管理資訊計算，S2，6，171-188。 

4. 伍家德、王沛淳、黃文宏(2016)。創造性人格與創意行為之關聯研究-以 A 科技

大學為例。管理資訊計算，2，5，47-57。 

5. 李新鄉、 黃文宏、盧姿里、王慧豐、王揚智(2015)。國中學生心理資本對青少

年次級文化認同之影響－以學校生活經驗為中介變項。南台人文社會學報，14，

1-34。 

6. 李新鄉、黃文宏、李茂能、盧姿里(2015)。採用 STS 教學對於自我調整學習能

力不同的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低成就學童之影響。南台人文社會學報，13，

1-44。 

7. Rong-Fuh Day, Chien-Huang Lin, Wen-Hung Huang & Sheng-Hsiung Chuang (2009). 
Effects of music tempo and task difficulty on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An 
eye-tracking approach.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 25, 130-143. 

8. 蔡燿全、黃住銘、黃文宏(2004)。建構人機介面因素之探索性研究。華醫社會

人文學報，10，11-18。 

9. 黃文宏、陳正男(2000)。產業類別對企業文化與市場導向關係之影響。輔仁管

理評論，2，7，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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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吳萬益、黃文宏(1997)。企業組織文化、決策模式與經營策略之研究—中鋼與

台塑運作模式之實證分析。亞太管理評論，1，2，59-83。 

11. 陳正男、黃文宏(1997)。市場導向之企業文化根源的探討。輔仁管理評論，1，

4，79-110。 

研討會論文:  
1. 黃文宏、黃盈裕、吳一鳴、王靖雯,“雙重來源可信度對社群網站訊息分享意願

之干擾,”2019 企業文化暨商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9/5/31, 高雄。。 

2. 黃文宏、莊勝雄、邱蔓萍、黃鈴淯,“國家文化對社群網站訊息分享意願之影響,” 

2019 企業文化暨商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9/5/31, 高雄。 

3. 黃盈裕、黃文宏、葉柏昌,“傳統產業轉型發展 ODM 及內部行銷之歷程,” 

2019 南臺科技大學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國際研討會, 2019/5/17, 台南。 

4. 黃文宏、莊勝雄、邱蔓萍,“科技大學學生文化資本、學校生活經驗與就業力之

關聯性研究,”2017「管理思維與實務」暨「應用科學」研討會, 2017/06/09, 台

北市。 

5. 黃識銘、黃文宏、郭艷玉,“品牌體驗、品牌信任、品牌滿意與品牌投入對品

牌忠誠之影響,”2017第十二屆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2017/06/02, 台南。 

6. 黃文宏、施坤壽、吳一鳴,“文化資本對學生就業力影響：科技大學生活經驗

之中介作用,”2017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7/04/27, 高雄。 

7. 施坤壽、黃文宏、陳顥文、高慶嘉,“LED 照明產業利潤價值活動與競合模式

之研究－下游燈具商之實務分析,”2016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會, 

2016/11/28, 台南。 

8. 施坤壽、黃文宏、莊勝雄、黃金碧、張雅雯,“自我一致性、品牌信任與品牌

情感對品牌忠誠度之關係研究—以運動品牌為例,”2015 南台科技大學休閒事

業管理系學術研討會, 2015/11/28, 台南市。 

9. 黃識銘、黃文宏、張淑媛,“品牌形象對品牌忠誠的影響-品牌信任與品牌愛慕

的中介效果,”2015 商管教師技術暨實務教學研討會暨第七屆南區管理碩士論

文研討會, 2015/05/29, 台南。 

10. 黃文宏、莊勝雄、郭重明、林雨嬋,“自償贈品促銷形式與品牌延伸形式對整

體品牌效果之影響,”2015 年商管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2015/04/28, 台北。 

11. 施坤壽、黃文宏、莊勝雄、李佳樺、黃金碧, “消費者參與網路團購意願結構

模式之研究-網路團購經驗之干擾分析,”2014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

會, 2014/11/21, 台南。 

12. 黃盈裕、黃文宏、薛中誌、毛冠傑,“內部服務品質、員工知覺、工作滿足與

組織承諾對於員工工作績效之影響,”2014 財金會計暨商管決策研討會, 

2014/05/02, 台南。 

13. 施坤壽、黃文宏、莊勝雄、陳鈺岳、吳宏益,“服務創新一品牌形象對顧客價

值與顧客忠誠度之影響-以台南市轄內農會為例,”2013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

創新研討會, 2013/11/01, 台南。 

14. 施坤壽、黃文宏、郭重明、陳泓瑋、林良郁,“鄉村型加油站經營效率之研究-

結合 DEA 與實務動態模式之分析,”2013 工業管理與資訊應用創新研討會, 

2013/11/01, 台南。 

15. 王怡強、黃文宏、黃濬洋、柯慧綝,“以電視廣告媒體探討服務品牌權益與廣

告溝通效果之影響-以消費者生活型態為干擾變項,”2013 產業設計行銷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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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務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2013/05/31, 高雄。 

16. 黃文宏、郭重明、施坤壽、劉秀珠,“行政機關提升服務品質與依法行政關聯

性探討─以高雄市湖內區公所為例,”2013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術研討會, 

2013/03/15, 彰化。 

17. 施坤壽、莊勝雄、黃文宏、陳鈺壬,“建構消費者環境價值觀與綠色消費意願

之結構模式研究-環境知覺及綠色消費態度之連結效果分析,”2012第八屆企

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2012/11/23, 台南。 

18. 黃文宏、莊勝雄、林芝俞, “負向情緒與顧客參與對預期服務的影響：以餐飲服

務為例,” 2012 全球服務產業管理研討會, 2012/10/26, 屏東。 

19. 施坤壽、邱明琦、黃文宏、陳顥文、謝蕎羽,“整合行銷傳播對運動行銷效益

影響之研究-消費者認同度之干擾模式分析,”2012 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與

行銷創新學術研討會, 2012/10/19, 高雄。 

20. 黃文宏、莊勝雄、郭重明,“正向失驗與情緒對預期服務的影響,”第九屆服務

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2012/05/18, 台南。 

21. 黃文宏、莊勝雄、施坤壽、吳青霞,“品牌形象、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與顧

客忠誠度之影響-以臺南市轄內農會信用部為例,”第九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

術研討會, 2012/05/18, 台南。 

22. 施坤壽、黃文宏、莊勝雄、吳泓儒、柯憶雯,“部落格體驗傳播模式之研究--

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應分析,”2011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1/05/06, 

高雄。 

23. 黃文宏、王怡強、莊勝雄、吳清琳、陳泓志,“TFT-LCD 廠商行銷發展策略之探

討-以 C公司監視器為例 ,”2011企業經營與行銷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1/01/05, 

高雄。 

24. 王怡強、黃文宏、莊勝雄、葉昭成、江素惠,“內部行銷與組織承諾對工作績

效影響之研究-以N公司為例,”2010年第八屆新世紀優質企業理念與價值創造

研討會, 2010/11/20, 台北。 

25. 施坤壽、邱明琦、黃文宏、宋芷俞、王琪雯,“探討論點品牌與服務保證之知

覺訊息效果,”2010 年第七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2010/10/15, 台南

市。 

26. 施坤壽、黃文宏、郭重明、柯憶雯、吳泓儒,“部落格體驗傳播模式之研究--

涉入程度之調節效應分析,”2010 年第七屆服務業管理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2010/10/15, 台南市。 

27. 黃盈裕、黃文宏、郭晉麟、洪瑞榮,“認知意象、情感意象、旅遊品質、知覺

價值與重遊意圖之關係探討,”2010 第 13 屆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 2010/06/26, 

台北市。 

28. 施坤壽、莊勝雄、黃文宏、吳采樺、王琪雯,“應用 QFD 與平衡計分卡建構品

牌知覺價值管理模式之研究,”2010 台灣長榮—企業管理暨經營決策學術研

討會, 2010/05/28, 台南。 

29. 施坤壽、黃文宏、廖麗玉、王琪雯、劉家吟,“品牌權益結構模式之建構,”2010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0/04/30, 高雄。 

30. 施坤壽、黃文宏、莊勝雄、余玉梅, “口碑傳播行為模式之研究--生活風格之干

擾分析,” 2010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0/04/30, 高雄。 

31. 黃文宏、謝宜彣, “價格區隔與參考價格之線上定價效果研究,” 2006 年第四屆

「管理思維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2006/06/18, 台北市(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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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黃文宏、謝宜彣, “價格區隔與參考價格之定價效果研究-以網路書店為例,” 第

四屆(2006)產業管理與創新研討會, 2006/05/26, 台中縣大里市(修平技院)。 

33. 黃文宏、黃詩珊,“成員互動與組織特性對非營利組織認同之影響--社群之觀點

探討,”第四屆(2006)產業管理創新研討會, 2006/05/26, 台中縣大里市(修平技

院)。 

34. 黃文宏、黃世弘、蒲怡穎、吳丹麟、陳依琪,“超級市場建立舍社區意識之策

略研究,”第四屆全國當代行銷學術研討會, 2006/05/19, 高雄市。 

35. 黃文宏、黃識銘、吳秉育,“關係聯結模式對關係品質、品牌關係與顧客忠誠

度之影響,”2005 管理學術研討會, 2005/05, 立德管理學院。 

36. 黃文宏、黃識銘、吳秉育、余旻薇與李逸菲,“關係連結模式對關係品質、品

牌關係與品牌權益之影響,”2005 第九屆科技整合管理研討會, 2005/05, 東吳

大學企業管理系。 

37. 黃文宏、施坤壽、張郁蓮,“不同世代下折扣幅度、促銷頻率與品牌權益之研

究,”第二屆全國當代行銷學術研討會, 2004/04, 中興大學。 

38. 黃文宏、林翠瑩,“7-ELEVEN 虛實通路整合之發展契機與競爭優勢,”第八屆臺

灣企業個案研討會, 2003/12, 南台科技大學。 

39. 黃文宏、李慧宜,“物流策略聯盟何去何從?--「台糖高雄物流園區」,”第八屆

台灣企業個案研討會, 2003/12, 南台科技大學。 

40. 黃文宏,“企業文化多元性與均衡性對企業能力基本特性的影響,”第十屆中華

民國管理教育研討會, 2001/10, 雲林科技大學。 

41. 蔡燿全、黃文宏、陳住銘,“探討視窗軟體使用者介面之可用性,”第一屆亞太

管理學術研討會, 1999/05, 成功大學。 

42. 陳正男、譚伯群、黃文宏,“市場驅動策略的文化根源,”企業文化與企業道德

研討會, 1996/05, 政治大學。 

43. 黃文宏,“企業文化、市場導向與經營績效之關係,”第十一屆全國技術及職業

教育研討會, 1996/03, 高雄市。 

 

專書: 
1. 管理會計。黃文宏、呂昭顯譯。ISBN: 978-986-564-746-9。新北市:滄海圖書資訊。 

2016。 

2. 行銷管理。黃文宏、伍家德、莊勝雄譯。ISBN: 957-493-753-4, 麥格羅希爾出版‧

滄海總代理, 2003。 

 
論文: 
 黃文宏(1999)。企業文化, 策略性能力與外部因果模糊之關係--競爭優勢持續觀

點的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