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簡歷 

姓名 侯國隆 職級 教授 

 

研究室分機 7525 性別 男 

E-mail klhou@ocu.edu.tw 

學術專長及研究 企業研究方法、服務品質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管理決策分析 

最高學歷學校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最高學歷科系 工業管理系 最高學歷學位 博士 

經歷 

服務機構 職稱 起迄年月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2006/08/01~迄今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訪問學者 2016/08/01~2017/08/31 

證照 

發照機構 證照名稱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ERP 軟體應用師(生管模組)-Data Systems 
Workflow ERP,Release 5.X 

研討會論文 

教師姓名 論文名稱 作者順序 通訊作者 研討會名稱 發表年份 

侯國隆 

Company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Thai boys 
cave rescue: an event 

study 

第二作者 否 
2019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
際學術研討會暨社會企業
與文化資產專題講座 

2019/5/17 

侯國隆 
航太工業零組件品質檢驗指
標評選之研究~以漢翔公司

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17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
際學術研討會暨社會企業
與文化資產專題講座 

2017/5/12 

侯國隆 

Intergrated inventory 
models with imperfect 

quality items under 
carbon emissions cap and 

lead time constrants 

第一作者 是 
2017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Business 

2017/7/30 



侯國隆 
知覺價值、環境態度、品牌
形象及補助措施對環保家電
產品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 

第二作者 否 
2015 第 13 屆管理學術研

討會 
2015/11/27 

侯國隆 
自動化電控產品行銷策略之

研究-以某電機場為例 
第二作者 否 

2015 第十六屆管理學域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5/5 

侯國隆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Price- 

and Stock-Dependent 
Selling Rate and Credit 

Option 

第一作者 是 
The 20th Asia Pacific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Conference 

2015/7/19 

侯國隆 

服務品質對企業形象、顧客
知覺價值與滿意度及再購意
願的影響之研究─以連鎖加

盟五金百貨業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14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

際研討會 
2014/5/2 

侯國隆 

AN INVENTORY MODEL 
FOR 

NON-INSTANTANEOUS 
DETERIORATING ITEMS 

WITH PRICE- AND 
STOCK-DEPENDENT 

SELLING RATE UNDER 
PARTIAL BACKLOGGING 

AND INFLATION 

第一作者 是 

The 19th Asia-Pacific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Conference 
(APDSI 2014) 

2014/7/18 

侯國隆 

Optimal Lot Sizing and 
Setup Cost Reduction for 
Deteriorating Production 

System 

第一作者 是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4/1/7 

侯國隆 
運用服務品質分析發展家庭
五金食品連鎖零售業之行銷

策略 
第一作者 否 第十一屆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3/11/22 

侯國隆 
時間管理與工作績效之關聯

性研究 
第三作者 否 

2012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學術與實務國際研討會 

2012/5/25 

侯國隆 
品牌個性認知對消費者品牌
依附與品牌權益影響之研究

-以筆記型電腦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12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學術與實務國際研討會 

2012/5/25 

侯國隆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with Imperfect 

Production Processes for 
Products Sold with 

Warranty 

第一作者 是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2012/7/15 

侯國隆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with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Warranty 

第一作者 是 

2012 SICS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2012/8/14 

侯國隆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with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Warranty 

第一作者 是 

2012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2012/8/14 

侯國隆 

Optimal ordering polices 
for (Q, r) inventory system 

with the service level 
constraints 

第一作者 是 
2011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學術與實務國際研討會 

2011/5/20 



侯國隆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永續經
營關聯性之研究--以台灣中

油公司為例 
第二作者 否 

第九屆管理學術研討會暨
海峽兩岸研討會-2011 永

續經營與發展 
2011/11/25 

侯國隆 
地方文化創意產業行銷策略
與效益分析之研究－以南投

縣養鹿產業為例 
第二作者 否 

第九屆管理學術研討會暨
海峽兩岸研討會-2011 永

續經營與發展 
2011/11/25 

侯國隆 
東南亞國家協會與台灣之環

境能源效率評估 
第二作者 否 

2011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
學術與實務國際研討會 

2011/5/20 

侯國隆 

EMQ Model with 
Maintenance Actions and 

Warranty Policy for 
Imperfect Production 

System 

第一作者 是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the 15th Asia 
Pacific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 

2010/7/27 

侯國隆 
探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影響評估報告正式公
布對台灣股價效果之研究 

第二作者 否 
2010 第八屆管理學術研
討會-永續經營與發展 

2010/12/3 

侯國隆 
Yield Variability Reduction 
in the EOQ Model under a 

Limited Capital Budget 
第一作者 是 

The 3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09/7/6 

侯國隆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企業
形象與顧客忠誠度關聯之研
究-以台灣壽險公司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09 商學專業與品德國

際研討會 
2009/3/26 

侯國隆 
消費者網路購物購買意圖關
聯性之研究-以國內拍賣網

站為例 
第一作者 否 

2009 第十屆管理學域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9/5/5 

侯國隆 
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台
北市都會捷運系統之營運績

效 
第一作者 是 

2009 第三屆管理與決策
學術研討會 

2009/5/15 

侯國隆 
商店環境、顧客體驗品質、
顧客滿意度與顧客終生價值
之研究-以素食餐廳為例 

第一作者 是 
2009 第四屆管理學術與

實務研討會 
2009/12/2 

侯國隆 

An EOQ Model with 
Random Yields for 
Investing to Yield 

Variability under a Limited 
Capital Budget 

第一作者 是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2008 
Conference 

2008/1/30 

侯國隆 
不完美生產系統下生產期間

與維修保證之研究 
第二作者 否 

2007 第二屆管理學術與
實務研討會 

2007/11/2 

侯國隆 
醫療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研
究－以台中榮民總醫院為例 

第一作者 是 
2007 第二屆管理學術與

實務研討會 
2007/11/2 

期刊 

教師姓
名 論文名稱 作者

順序 

通
訊
作
者 

收錄
分類 刊物名稱 發表

卷數 
發表
期數 

發表
月份 

發表年
份 

侯國隆 

Supplier 
diversification and 

ordering policy 
under yield 

randomness in 
inventory models 

第一
作者 

是 EI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Optimization 

Sciences 

39 2 3 2018 



侯國隆 
航太工業零組件品質檢
驗指標評選之研究~以

漢翔公司為例 

第一
作者 

是 其他 僑光學報 ---- 40 10 2017 

侯國隆 

An imperfect quality 
economic order 

quantity with 
advanced receiving 

第二
作者 

是 SCIE TOP 23 2 7 2015 

侯國隆 

Optimal lot sizing 
with maintenance 

actions and 
imperfect production 

processes 

第一
作者 

否 SCI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46 15 1 2015 

侯國隆 

A complete solution 
procedure for a 

replenishment policy 
with deteriorating 

items, 
stock-dependent 
consumption rate 

and shortages under 
inflation and time 

discounting 

第一
作者 

是 EI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Optimization 

Sciences 

35 4 7 2014 

侯國隆 

Optimal pricing and 
ordering policies for 
deteriorating items 

with multivariate 
demand under trade 
credit and inflation 

第一
作者 

是 其他 OPSEARCH 50 3 9 2013 

侯國隆 

A lot size model with 
random yields for 
investing to setup 

cost reduction under 
a limited capital 

budget 

第一
作者 

是 SSCI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5 11 6 2011 

侯國隆 

A supply chain model 
for deteriorating 
items with time 

discounting under 
trade credit and 

quantity discounts 

第一
作者 

是 SSCI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5 25 10 2011 

侯國隆 

An inventory model 
for deteriorating 

items with 
stock-dependent 
selling rate and 

partial backlogging 
under inflation 

第一
作者 

是 SSCI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5 10 5 2011 

侯國隆 

Investing in setup 
reduction in the EOQ 
Model with random 

yields under a 
Limited Capital 

Budget 

第一
作者 

是 EI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Optimization 

Sciences 

32 1 1 2011 

侯國隆 

USING EASY 
METHODS TO 

DERIVE THE EPQ 
MODEL WITH 

第二
作者 

否 EI 
ICIC Express 

Letters 
5 7 7 2011 



SHORTAGES AND 
VARIABLE LEAD TIME 

侯國隆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Market and Futures 
Market before versus 

after the System of 
Stock Closing 5 

Minutes Call: The 
Case of Taiwan Stock 

Market 

第三
作者 

否 其他 

Taiwan 
Business 

Performance 
Journal 臺灣企
業績效學刊 

3 2 6 2010 

侯國隆 

A simple cost 
minimization 

procedure for the 
(Q,r) inventory 
system with a 

specified fixed cost 
per stockout 

occasion 

第三
作者 

否 SCI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33 5 5 2009 

侯國隆 

The optimal 
production cycle 

time in an integrated 
production-inventory 
model for decaying 

raw materials 

第二
作者 

否 SCI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33 1 1 2009 

侯國隆 

An accurate and 
reliable solution 
algorithm for the 

(Q,r) inventory 
system with a fixed 

shortage cost 

第二
作者 

否 SCI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49 1-2 1 2009 

侯國隆 

A Cash Flow Oriented 
EOQ Model with 

Deteriorating Items 
Under Permissible 
Delay in Payments 

第一
作者 

是 其他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 

9 9 1 2009 

侯國隆 

An EPQ model with 
setup cost and 

process quality as 
functions of capital 

expenditure 

第一
作者 

是 SCI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31 1 1 2007 

承接政府部門計畫案、產學計畫案 

教師姓
名 專案案號 專案案名 專案類型 執行起始 

日期 
執行結束 

日期 
計畫總
金額(元) 

單位名
稱 

侯國隆 
ocu-ea-1
06-084 

空調工程承裝業綠色
科技價值要素關鍵指

標研究 

企業產學計
畫(含公營及
私人企業) 

2018-05-01 2018-10-31 120000 

冠允空
調工程
有限公
司 

侯國隆 

MOST 
104-241
0-H-240

-004 

不完美品質與碳排放
衝擊下建立具訂購流
程成本降低及製程品
質改善之整合存貨模

式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15-08-01 2016-07-31 432000 科技部 



侯國隆 

MOST 
103-241
0-H-240

-004 

缺貨價格與數量和現
金折扣之供應鏈協調
下建立具價格與存貨
相依需求率最佳補貨

政策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14-08-01 2015-07-31 337000 國科會 

侯國隆 
NSC102-
2410-H-
240-004 

通貨膨脹情況下具存
貨相依需求與部分缺
貨待補之非立即退化
性商品最佳補貨政策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13-08-01 2014-07-31 353000 國科會 

侯國隆 
ea-nsc-1
01-002 

運用服務品質分析發
展家庭五金食品連鎖
零售業之行銷策略 

政府產學計
畫 

2013-06-01 2014-05-31 556460 科技部 

侯國隆 
ocu-ea-1
01-017 

俗俗賣企業建制連鎖
加盟總部之規劃與營

運策略研究 

企業產學計
畫(含公營及
私人企業) 

2012-10-01 2013-05-31 120000 
俗俗賣
企業有
限公司 

侯國隆 

NSC98-2
410-H-2
40-004-

MY3 

不完美生產系統下具
維護行動與保證策略
之生產存貨模式

(3/3)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11-08-01 2012-07-31 541000 國科會 

侯國隆 

NSC98-2
410-H-2
40-004-

MY3 

不完美生產系統下具
維護行動與保證策略
之生產存貨模式

(2/3)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10-08-01 2011-07-31 541000 國科會 

侯國隆 

NSC98-2
410-H-2
40-004-

MY3 

不完美生產系統下具
維護行動與保證策略
之生產存貨模式

(1/3)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09-08-01 2010-07-31 541000 國科會 

侯國隆 98A-002 

An inventory 
model for 

deteriorating items 
with multivariate 
demand under 

inflation and trade 
credit 

校內補助案 2009-05-01 2009-12-31 20000 教育部 

侯國隆 

NSC96-2
416-H-2
40-002-

MY2 

多方訂購及資本投資
以降低實收補貨量變
異之經濟訂購批量模

式(2/2) 

政府學術研
究計畫-國科
會專題研究

計畫 

2008-08-01 2009-07-31 541000 國科會 

侯國隆 

NSC96-2
416-H-2
40-002-

MY2 

多方訂購及資本投資
以降低實收補貨量變
異之經濟訂購批量模

式(1/2) 

國科會專題
計畫 

2007-08-01 2008-07-31 541000 國科會 



侯國隆 
OCIT-RD
-96-002 

台中榮總服務品質與
病患滿意度之研究 

其他單位產
學計畫案(除
政府及公、民
營企業以外
之案件，不含
委訓計畫) 

2007-01-01 2007-12-31 330000 
臺中榮
民總醫
院 

教師獲獎 

教師姓名 獲獎或榮譽名稱 獲獎日期 頒獎機構 

侯國隆 服務本校屆滿十年 2017-10-21 僑光科技大學 

侯國隆 
2016 企業永續專題競賽-決賽-銅牌獎

(教師指導學生獲獎) 
2017-04-15 國立嘉義大學 

侯國隆 
第七屆飛鷹全國創新創業競賽-初賽-第

三名(教師指導學生獲獎) 
2012-12-07 朝陽科技大學 

侯國隆 100 年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二十年 2011-10-08 教育部 

侯國隆 
九十九學年度你來我往桌球賽(男子雙

打)-第四名 
2010-11-24 僑光科技大學 

侯國隆 97 學年度研究績效優良獎 2009-10-24 僑光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