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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T1249 

 

EDUCATION 

 Ph.D., Graduate of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focused on service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Dissertation Title: “Development of salesperson extra-role customer service (SERCS) scale 
for direct selling salespersons”. 

RESEARCH AREAS 

 Service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Green Marke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Elderly 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WORK EXPERIENCE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Far East 
University  
Undertaking teaching,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Preparing and submitting Journal paper. 
Recruiting students. 

 Associate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Research, Far East 
University  
Holding conferences, workshops and lectures. 
Organizing and applying projects. 

 Recruiting CEO at management and design , Far East University  
Recruiting students. 

 CEO at Creative Life Service Co., Ltd.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Development and execute of senior innovative servic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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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execute of senior innovative service courses and licenses. 

KEY COMPETENCIES 

 Skillful at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of AMOS and SPSS 
 Skillful at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of ATLAS.ti and Nvivo 

Abilities of structuring data, analyzing data, conducting simulations and performing 
calculations.  
Abilities of teaching Google Analytics. 

RESEARCH PROJECT 

[1] 科技部：屬性、結果和價值對有機農產品廣告效果的影響:利他/利己的調節效果（大

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No: 109-2813-C-269-005-H，2020/07-2021/02。 
[2] 科技部：綠色廣告說服路徑與利益訴求對廣告效果之影響（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

師），No: 108-2813-C-269-004-H，2019/07-2020/02。 
[3] 科技部：環保集點消費體驗內涵與歷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No: 

107-2813-C-269-007-H，2018/07-2019/02。 
[4] 科技部：探討綠色觀光工廠之關係品質發展」（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No: 

106-2813-C-269-005-H，2017/07-2018/02。 
[5] 農委會，食農教育推廣計畫(創新型)，新市~環境綠了蕃茄就紅了，計畫執行人 491,000

元，2020/02-2020/12。 
[6] 教育部，109 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創新能資源再利用與循環經濟(三

年期共 1350 萬元) ，共同主持人，2020/01-2023/12。 
[7] 教育部，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創新能資源再利用與循環經濟

(二年期共 1320 萬元)，協同主持人，2018/01-2019/12。 
[8] 教育部，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募資實戰學習計畫(300,000 元)，計畫

聯絡人 2019/08-2020/07。 
[9] 教育部，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募資實戰學習計畫(300,000 元)，計畫

聯絡人 2018/08-2019/07。 
[10] 勞動部，105 學年度勞動部地方產業行銷與導覽解說創新就業學程計畫(750,000 元)，

協同主持人，2016/01-2017/07。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TION 

[11] 109 學年，強陽開發科技有限公司，高齡運動器材發展策略與市場需求分析，計畫主

持人。 
[12] 108 學年，創齡生活服務有限有公司，高齡者創新健康休閒活動規劃，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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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07 學年，創齡生活服務有限有公司，高齡服務創新管理師認證計畫，計畫主持人。 

JOURNAL PAPERS 

[1] 蘇子炘、陳淑慧* (通訊作者)、溫忠憲、廖子瑢(2019) 。樂齡宗教安康旅遊模式。 餐

旅暨觀光，16(1)， 81。  

[2] 陳淑慧*、蘇子炘、柯美香、范瑞恩、楊景元(2018)。灣觀光工廠綠色關係品質建構

初探-以艾草之家公司為例。Web Journal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中華管理評

論國際學報)，21(2)，1-21。 

[3] 蘇子炘、陳淑慧*(2014)。醫學美容市場區隔分析-消費者體驗觀點。服務業管理評論，

11，43-66。 

[4] 張家齊、陳淑慧* (通訊作者)、蘇子炘(2013)。直銷商職責外顧客服務之敘說研究-以

台灣安露莎公司“大藍天團隊”為例。Web Journal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17(2)，1-24。 

[5] 蘇子炘、陳淑慧*(2013)。社會企業的發展:福樂多醫療服祉事業研究。江蘇經貿職業

技術學院學報，4，30-39。 

[6] 蘇子炘、陳淑慧*(2013) (通訊作者)。醫學美容消費者體驗內涵與歷程」。Web Journal 

of 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16(2)，1-17。 

[7] Chia-Chi Chang, Shu-Hei Chen* (corresponding author) (2012), An Exploratory Study for 

Salespersons Extra-Role Customer Service, The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Management, 

8, 2, pp235-241.(Others)  

[8] 張家齊、陳淑慧* (通訊作者)(2012)。運用職責外顧客服務建立直銷業務人員之關係

品質。創新與經營管理學刊，3(2)，103-116。 

[9] 蘇子炘、陳淑慧* (2012)。建構高齡者服務體驗量表。健康管理學刊，10(2)，126-137。 

[10] 蘇子炘、陳淑慧*、陳亮宏(2012)。社區照顧據點銀髮族休閒動機與休閒體驗關聯性

研究」。大仁學報，41，33-46。 

[11] 蘇子炘、蔡錦墩、吳紀萱、陳淑慧*(2012)。探討高齡者在地老化之服務體驗-以銀髮

家園為例」。台灣老人保健學刊，8(1)，51-71。 

CONFERENCE PAPERS 

[1] 陳淑慧*、蘇子炘、吳俊毅、黃筱媗。運用 MEC 分析樂齡桌遊體驗價值：人格特質

與性別觀點。2020 第十二屆管理創新與行銷專案研討會。 

[2] 陳淑慧*、蘇子炘、倪婷、黃筱媗、廖子瑢。訴之以理還是動之以情有效呢?直 銷代

言人與利/己他廣告要求對綠色廣告效果影響之研究。2019 第四屆國際直銷學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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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暨第 24 屆海峽兩岸直銷學術研討會。 

[3] 陳淑慧*、蔡元培、溫忠憲。卡片遊戲機台玩家持續參與行為以 Pokémon TRETTA 機

台遊戲為例。2018 年商業與資訊學術研討會。 

[4] 陳淑慧*、蘇子炘、王聯鐘、黃國典。直銷公司之校園創業競賽合作模式-以伯享生

技公司為例。2018 第三屆國際直銷學術論談暨第 23 屆海峽兩岸直銷學術研討。 

[5] 陳淑慧*、蘇子炘、陳志偉。環保集點消費體驗內涵與歷程。2018 第十屆管理創新

與行銷專案研討會論文。 

[6] 蘇子炘、陳淑慧*。銀髮族宗教安康旅遊與重遊意願關聯性探討。2014 健康休閒國

際研討會。 

[7] 陳淑慧*、蘇子炘。業務人員職責外顧客服務量表的發展-以直銷業務員為例。2013

第 18 屆直銷學術研討會。 

[8] Chia-Chi Chang and Shu-Hui Chen* (corresponding author), Salespersons’ Extra-Role 

Service Behavior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Direct Selling Industry, National 

Conference in Sales Management, Orlando, FL, 2011-03-03-2011-04-02. 

[9] 陳淑慧*、蘇子炘、張家齊。台灣安露莎公司“大藍天家族”經營 之道，2012 第 17

屆直銷學術研討會。 

[10] 張家齊、陳淑慧* (通訊作者)、蘇子炘。運用職責外顧客服務建立直銷業務人員之關

係品質，2011 第 16 屆直銷學術研討會。【榮獲最佳論文獎】 

專利 

[1] 可拆式腳踏車行動菜籃，中華民國，新型第 594571號，創作人:陳淑慧、黃怡琳。 
[2] 兩用式散熱手機，中華民國，新型第 594846號，創作人:陳淑慧、王薇雯。 
[3] 具有手機架的行李箱，中華民國，新型第 595417號，創作人:陳淑慧、盧婕、洪嘉駿、

王聖方、陳錫瑛。 
[4] 感應式機車飛旋踏板，中華民國，新型第 596193號，創作人: 陳淑慧、王閔鈞。 
[5] 膠囊式嬰兒安全座椅，中華民國，新型第 595601號，創作人:陳淑慧、張鴻壬。 
[6] 瑞士水果刀，中華民國，新型第 M578223 號，創作人:陳淑慧、蔡元培、蔡佩君。  
[7] 紓壓寵物背帶，中華民國，新型第 M578072 號，創作人:曾郁婷、陳淑慧。  
[8] 筆電防摔裝置，中華民國，新型第 M578495 號，創作人:謝忠勳、陳淑慧。 

專書 

[1] 江明翰主編、蘇子炘、陳淑慧*、張可偉、吳贊鐸、林益昌、黃尹佐、鍾招正、湯美

玲、羅屯元、范思瑀、許世洲、吳天元、江明翰、譚得祥作(民 109)。管理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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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新趨勢。台中市:華格那企業。 
[2] 陳淑慧(民 102)。業務人員職責外顧客服務量表發展－以直銷業務員為例(未出版之

博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台北市。 
[3] 陳淑慧(民 91)。通路衝突對連鎖體系關係品質影響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研究所，高雄市。 

競賽指導 

[1] 2019 年共同指導「地龍翻身」團隊參加「107 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 

臺」，榮獲 10 萬元補助創客團隊(第一名)，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  
[2] 2019 年共同指導「以多元廢棄物資材化循環性環保貓砂」團隊參加「2019 年少年頭 

家全國創業實務競賽」，榮獲第一名，虎尾科技大學。 
[3] 2019 年單獨指導陳怡臻新同學參加「口語表達能力競賽」，榮獲優勝，遠東科技大 

學。  
[4] 2018 年共同指導陳志偉、陳以新同學參加「2018 服務產業數據應用競賽」，榮獲佳

作，致理科技大學。  
[5] 2017 年共同指導「有我“門”您安心—智慧安全逃生裝」團隊參加「2017 國立中山 

大學幸福城市 X 智慧生活 X 社會企業提案競賽」，榮獲銀牌獎，國立中山大學社會 

企業發展研究心、臺灣智慧友善城市跨校教育創新聯盟。 
[6] 2017 年共同指導「基於物聯網之洗衣機臺維修服務系統」團隊參加「2017 國立中山 

大學幸福城市 X 智慧生活 X 社會企業提案競賽」，榮獲佳作，國立中山大學社會企 

業發展研究中心、臺灣智慧友善城市跨校教育創新聯盟。  
[7] 2017 年共同指導「我“門”讓您安心-智慧逃生門裝置」團隊參加「2017 年商業創

新 創意專題競賽」，榮獲第二名，崑山科技大學商業管理學院。  
[8] 2017 共同指導「有我“門”您安心—智慧安全逃生裝置」團隊參加「2017 年第二屆 

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創新創業企劃競賽」，榮獲中文簡報組優等，財團法人中華 

文化基金會、致理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  
[9] 2017 年共同指導「修洗一下」團隊參加「2017 年第二屆新創盃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創 

新創業企劃競賽」，榮獲中文簡報組佳作，財團法人中華文化基金會、致理科技大學 商

務科技管理系。  
[10] 2017 年共同指導「有我“門”您安心--智慧安全逃生裝置」團隊參加「中山醫學大 學

全國大專院校創新、創意及創業競賽」，榮獲初賽佳作，中山醫學大學。2017 年 共

同指導「智慧安全逃生裝置」團隊參加「第六屆全國創新事業營運模式競賽」，榮 獲

第二名，明新科技大學。  
[11] 2017 年共同指導「基於物聯網之洗衣機臺維修服務系統」團隊參加「第六屆全國創 新

事業營運模式競賽」，榮獲優等，明新科技大學。 
[12] 2017 年共同指導「基於物聯網之洗衣機臺維修服務系統」團隊參加「2017 第 22 屆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入圍決賽，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資訊及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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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司、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2017 年共同指導「Appliance wake up」團隊參加

「2017 創新創業團隊企劃競賽」， 榮獲佳作，國立金門大學。 
[13] 2017 年共同指導「呷創意、來恩典」團隊參加「2017 全國 門市服務與原住民商品

行銷創意大賽暨研習會」，榮獲商品行銷創意與活動設計高中職組第二名，國立勸益

科技大學。 
[14] 2017 年共同指導「“塊”來嘉、“塊”來呷、」團隊參加遠大盃高中職創意創新行 銷

競賽，榮獲第一名，遠東科技大學。  
[15] 2017 年單獨指導「緣來就註定」團隊參加「2016 台灣遠大第五屆創意商機行銷典範 

競賽」，榮獲第三名，遠東科技大學。 
[16] 2017 年共同指導「巧刻力」團隊參加「2017 第七屆 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 

榮獲佳作，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17] 2017 年共同指導「夜電」團隊參加「康寧創星家 2016 創新應用競賽」，榮獲優選(230 

隊之第 4 名)，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8] 2017 年共同指導「護 knee 一生」團隊參加「教育部 105 年全國技專院校學生創新

創 業計畫書評選計畫」，複審入圍(240 隊取 40 隊) 
[19] 2017 年共同指導「森化武器之陶喜綠藝創業企劃」團隊參加「2016 第六屆 TBSA 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第二名(343 隊之第 2 名)，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 

劃協會。 
[20] 2017 年共同指導「森化武器之陶喜綠藝創業企劃」團隊參加「2016 第六屆 TBSA 全 

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榮獲特優獎(343 隊取前 8 隊)，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 

劃協會。 
[21] 2017 年單獨指導畢業專題「濾掛式咖啡市場開拓策略之個案研究－以即享咖啡為例」， 

榮獲 105 學年度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畢業專題競賽第一名。 
[22] 2016 年單獨指導蔡元培同學生參加「2016 年鋁線創意設計競賽」榮獲優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