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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學位論文：
.1.博士論文:
台灣農業產銷班成功營運模式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
研究所，
民國 85 年 6 月（指導教授：陳昭郎博士）
2.碩士論文:
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經營績效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
研究所
民國 71 年 6 月 （指導教授：羅明哲博士）

二、專書：
1. 李謀監、洪進雄、蔡進發、周淑月，「農業經營與管理」
台南復文書局，民國 90 年
2.李謀監，農場企業經營管理(台中國彰出版社，民國 74 年)
3.陳昭郎.李謀監.段兆麟 休閒農業工作手冊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所.民國 82 年)
4.沈再木.李謀監.黃光亮等 農業概論 國立嘉義大學出版組
出版.2004)
5.李謀監.農場記帳與分析.(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出版組出版.
民國 87 年)

三、期刊或研討會論文：
(一) 中文：
1.李謀監(2019.12)發展體驗型休閒農業推進鄉村振興之思
路與實踐，世界建材研究 第 12 期 ,PP.26-34 中國.北京
2.李謀監(2019.12)生產型農場轉型休閒農場之思路與作法
2019 公共事務議題與在地農業發展論壇,環球科技大學
3.李謀監(2019.6)兩岸偕同發展觀光休閒農業之具體舉措廈
門市，2019 兩岸管理論壇，福建科協與福建農大合辦
4. 李謀監、蔡明洲(2019.4)茶葉山村發展觀光休閒關鍵成功
因素之探討，2019 觀光休閒暨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首府
大學
5. 李謀監(2018.3)農業旅遊新興市場之探討 農場會刊 42
期 pp.7-11，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6. 林惠麗、李謀監、林芳穗 (2018.2) 場域創新體驗設計創
造農村文化價值-以「稻田裡餐桌計畫」為例,休閒農業研
究 7 卷第 1 期,PP38-61.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7. 簡鈺玲、李謀監(2017.12)有機農產品定價決策與行銷策
略之探討 第五屆桂台農業發展與技術交流研討會 廣西
農科院
8. 李謀監(2017.11)觀光休閒農業經營創新之思路與實踐
第三屆兩岸現代化農業發展研討會陝西楊凌管委會
9. 李謀監、梁毅宗(2017.5) ,從劇場理論探討觀光飯店從業
人員提升服務品質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以劍湖山王子飯
店為例,2017 觀光休閒餐旅管理學術研討會,台灣首府大
學休閒產業學院
10. 李謀監、陳如楣(2017.3)觀光夜市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言
之研究—以嘉 義市嘉樂福夜市為例 2017 餐旅觀光暨
休閒保健學術研討會，明道大學
11. 林惠麗、李謀監 (2016) 藝術博覽會關鍵成功因素之研
究—以台北新藝術博覽會為例, 2016 銘傳國際觀光研討
會,PP.481-499
12. 李謀監(2016) 兩岸休閒農業的創新與發展, 2016 年第三
屆 6.6 兩岸民間(塗嶺)論壇,PP.31-34
13. 李謀監等.(2015) 民宿服務品質口碑搜尋之研究-以澎湖
花火節為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PP.1-10
14. 李謀監(2015) 以平衡計分卡的觀點探討山村民宿經營之
關鍵成功因素, 2015 旅遊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5. 李謀監(2015) 觀光牧場體驗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
2015 旅遊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6. 李謀監(2015) 國中生露營活動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
2015 資訊管理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研討會， 國立台東大
學
17. 李謀監、林榮男(2015)，觀光工廠服務品質關鍵成功因素
建 立之 研究 ， 2015 年 兩 岸運 動健康 休閒 學術 研討 會
pp.187-193 真理大學
18. 李謀監、林銘二(2015)，茶產業姊合美食觀光之探討，2015
年兩岸運動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pp.130-135 真理大學
19. 李謀監、陳麗君(2015)，台灣居民對旅遊平安保險商品選
擇之評估準則關鍵因素之研究—分析層級法之應用，2015
年兩岸運動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pp.164-170 真理大學
20. 李謀監(2015) 休閒農場服務品質之關鍵成功因素-劇場
理論之應用, 2016 資訊管理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研討會
21. 李謀監(2015) 台灣登記農場經營與對策, 農業議題合決
對策研討會，台灣農業產學策略聯盟
22. 李謀監(2014) 休閒農業的創新與創業, 2014 年 6.6 兩岸
民間(塗嶺)論壇
23. 李謀監(2014) 以垂直整合概念探討有機茶園有效經營策
略, 第 8 屆海峽兩岸茶葉學術研討會 國立清華大學
24. 李謀監(2014) 學童家庭外食與家庭凝聚力關係之研究,
2014 中洲科大觀光與休閒管理學術研討會
25. 李謀監(2014) 台灣居民對旅遊平安保險商品選擇之評估
準則關鍵因素之研究, 2015 兩岸運動健康休閒旅遊產業
學術研討會，真理大學。
26. 李謀監(2014) 觀光工廠服務品質關鍵成功因素建立之研
究, 2014 兩岸運動健康休閒旅遊產業學術研討會，真理
大學。
27. 李謀監(2014) 茶產業結合美食觀光之探討, 2015 兩岸運
動健康休閒旅遊產業學術研討會，真理大學。
28. 李謀監(2014) 環保藝術社會學旅遊-以雲林縣三個社區
為例, 2015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國際教育資訊研討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9. 李謀監(2014) 農業觀光休閒, 農業新政研討會，台灣農
業產學聯盟。
30. 李謀監(2014) 休閒農業區轉型養生村之可行性探討 第二
屆桂台農業發展與技術交流研討會 廣西農科院

31. 李謀監(2014) 置入當地農產品行銷之民宿遊客消費行為
研究, 慢食、慢遊及永續環境研討會 南華大學
32. 李謀監(2013)台灣農業產銷班高效營運之思路與實踐，第

一屆桂台農業發展與技術交流研討會，廣西農業科學院
PP.66-77
33. 李謀監、陳寬裕、吳佳芬(2012) 旅遊目的地個性.遊客自
我一致性與遊客基本品牌權益對旅遊意願的影響排, 第
一屆民生產業管理策略學術研討會,PP.283-295 台灣農
業經營管理學會
34. 李謀監等.(2012) 休閒農場關係行銷投入.顧客行感體驗
對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之 實 證 研 究 , 農 業 經 營 管 理 年 刊 ,18
期,PP.47-70 台灣農業經營管理學會
35. 李謀監(2012) 體驗導向休閒農業區規劃-以雲林縣金湖
區休區為例, 第一屆民生產業管理策略學術研討
會,PP.319-333 台灣農業經營管理學會
36. 李謀監、陳寬裕、陳奕儒(2012)異國餐廳形象滿意度與忠
誠度關係之研究—兼論熟悉度的干擾效果，pp.8-22 大仁
科大
37. 李謀監、黃蓮櫻、林耿平(2012) 台灣地方產業發展策略
之探討-以番路鄉柿子產業為例, 第一屆民生產業管理策
略學術研討會,PP.296-318
38. 李謀監、楊明青、陳寬裕(2011) 觀光工廠服務場景、解
說服務品質與遊客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 戶外遊憩研究,
第 24 卷第 4 期,PP.1-28
39. 李謀監(2011) 博物館解說服務滿意度對紀念品購買意願
的影響, 旅遊管理研究,第 9 卷,第 1 期,PP.49-69 南華
大學
40. 李謀監、卜英平(2011) 步道健行者場所依戀之研究:轉換
成本之觀點, 農業現代化研究 第 32 期 PP.119-125 第
一作者，中國農業系統工程學會。
41. 李謀監、戴惠施(2011)，農業節慶展售(會)遊客特性、消
費行為與行銷策略之研究，2011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光產業研討
會 PP.23-38 ，吳鳳科大。

42. 李謀監、陳寬裕、鄭綺嫅(2011)，認真性休閒與場所依戀
之關係:社群意識之干擾角色，2011 台灣與阿里山國際觀
光產業研討會，吳鳳科大。
43. 李謀監、陳寬裕、羅惠玟(2011)，登山健行者認真性休閒
社會資本與場所依戀關係之研究，2011 台灣與阿里山國
際觀光產業研討會
44. 李謀監、陳寬裕、林瓊芬(2011)，登山健行者活動涉入、
場所依戀與社會情境關係之研究，2011 台灣與阿里山國
際觀光產業研討會
45. 李謀監(2010)，城鄉互賴導向休閒農業規劃之理念與作法，
海峽兩岸觀光休閒農業研究第一期 PP.164-173，中國海

口經濟學院
46. 李謀監、黃蓮櫻(2010) 美容 SPA 中心顧客體驗行銷、知
覺價值與企業形象關係之研究，觀光休閒事業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真理大學
47. 李謀監(2009) 澎湖民宿遊客投宿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運動與遊憩研究 第 3 卷第 4 期,PP.117-136
48. 蘇儀湄、李謀監(2009),高爾夫球友休閒餐與動機與休閒
阻礙之研究,2009 環境永續發展國際論壇 ,立德大學
49. 李謀監、周淑月(2008) 國際競爭下具發展潛力農業經營
者經營策略與能力分析之研究, 農業推廣體系與人力資源之研
究 第一期,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50. 李謀監(2008) 以平衡計分卡觀點建構休閒渡假旅館績效
指標-模糊層級分析法之應用, 2008 全球服務科學管理理論與實
務學術研討會,亞洲大學

51. 李謀監、黃亦錫、周淑月(2007) 中國歷代酒政之研究, 管
理理論與實務研究 第一卷第一期,PP.145-167¸台灣管理
學會
52. 李謀監、林銘洲、蔡進發、李瑞興(2007)，台灣有機農產
品消費者行為之研究，生物與休閒管理研究,第四卷第二期
pp.145-167，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53. 李謀監(2006) 平衡計分卡在銀行業績效評估之應用, 今
日合庫 376 期 PP.4-21 台灣合作金庫，
54. 李謀監(2006) 農業產銷有效組織運作之理念與作法, 滬
台農業合作與發展研討會,中國上海農業委員會
55. 李謀監(2006) 農業產銷班有效營銷的做法, 海峽兩岸農
村合作經濟論壇 中國福建省台盟
56. 李謀監(2005) 應用灰關聯分析評價券業聲望之研究, 風
險管理學報 七卷一期,PP.79-98
57. 李謀監(2005) 消費者網路購買農產品行為之研究, 生物
與休閒管理期刊，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58. 李謀監(2004) 以重複購買理論探討病患複診之品質因子,
生物與休閒事業研究,PP.97-111 台灣農場經營協會
59. 李謀監(2003) 台灣休閒農業區規劃與管理之研究, 北京
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PP.65-72
60. 李謀監(2002) 農業產銷班法人化可行性之研究, 農業金
融論叢第 47 輯,PP.113-143,中國農民銀行
61. 李謀監(2002) 加入 WTO 後台灣小農戶競爭策略之探討,
農業發展系列研討會, 嘉義縣政府
62. 李謀監(2001) 宗教觀光之發展與研究, 旅遊管理研究
(1),PP.125-142 南華大學
63. 李謀監等(2001) 國人對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條文認知法責
態度之研究, 觀光研究學報 第八卷第一期,PP.15-38 ，

台灣觀光休閒學會。
64. 李謀監(2001) 在 WTO 架構下台灣小農戶轉型策略與作法,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 1(6),PP.91-104
65. 李謀監(2001) 海峽兩岸農產品競爭力分析與產業合作之
研究, 閩台農業合作研討會,中國福建省台盟
66. 李謀監(2001) 在 WTO 環境下台灣小農戶轉型策略與作法,
海峽兩岸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與產業化發展學術研討會，中
國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67. 李謀監等(2000) 農業產銷經營管理診斷對班整體營運績
效影響之研究, 農業經營管理年刊, PP.191-205，台灣農
業經營管理學會

68. 李謀監(2000) 加強農業產銷班共同作業之研究, 農業產
銷班企業化經營輔導研討會論文集,PP.1-7 台灣農業推廣學
會

69. 李謀監(2000) 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診斷對整體營運績效
影響之研究, 第二屆永續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論文,中華
農學會
70. 李謀監(1999) 台灣休閒農業行銷策略之研究, 農業推廣
文彙 44,PP.253-260,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71. 李謀監、劉耀中、周仲光(1998) 毛豬不同運輸方式之成
本效益分析, 嘉義技術學院學報 57,PP.97-117
72. 李謀監(1998) 劍牌產銷班組織運作與管理, 豐年半月刊
第 48 卷 20 期, PP.48-51
73. 李謀監(1997) 台灣農業產銷班運作類型、管理作為與績
效之研究, 農業金融論叢 38 輯,PP.209-245 中國農民銀
行
74. 李謀監、陳昭郎(1997) 委託經營推行成效之評估, 嘉義
農專學報 51 期,PP.97-119
75. 李謀監(1997) 豬隻不同型式運輸設備之成本分析, 農產
運銷季刊 110,PP.50-60，台灣農產運銷學會。
76. 李謀監(1997) SWOT 分析法在農場經營診斷之應用, 嘉義
農專學報 47,PP.81-100
77. 李謀監(1997) 城鄉互賴導向下休閒農業之規劃, 台灣土
地金融季刊 第 134 期,PP.203-215,台灣土地銀行
78. 李謀監(1997) 從產業互動關係論台灣農業發展三階段,
第二屆桂台經濟合作發展研討會 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政
府
79. 李謀監、陳昭郎、段兆麟(1997) 農業團體在農產運銷上
之功能與作法, 台閩農業發展研討會論文集,PP.79-103 ，
中國福建省台盟。
80. 李謀監(1996)，虎膽妙算鐵血行—迎向尊嚴活力的農業，

農業經營管理會訊，第 7 期 PP.16-17 台灣農業經營管理學會
81. 李謀監(1996) 四季園花卉苗圃農場經營診斷及 SWOT 經
營策略分析, 嘉義農專學報 51,PP.121-142
82. 李謀監(1996) 台灣農業產銷班營運成功因素之探討, 農
業經營管理年刊第 2 其,PP.31-50, 台灣農業經營管理學
會。
83. 李謀監(1996) 策略矩陣在農場經營診斷之應用, 農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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