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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09:30 
| 

11:10 

SESSION 1 
公司財務 

CF Ⅰ                   (地點：訓練教室 312)

主持人：林丙輝 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研發效率對公司價值之影響 
楊和利*--國立聯合大學 
蔡沅儒 --國立聯合大學 

逢甲大學 
廖東亮 教授 

Do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Repurchase Purposes Convey 
Information about Future Stock Returns? 
陳泰源* --開南大學 
尤靜華  --開南大學 

嶺東科技大學 
徐忠誠 教授 

The role of financial advisors in M&As: Do domestic and foreign 
advisors differ?  
莊凱旭*--東海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林信宏 教授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in China 
謝孟芬*--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林雅慧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國立聯合大學 
陳妙珍 教授 

09:30 
| 

11:10 

SESSION 2 
衍生性金融商品 

DF Ⅰ                   (地點：訓練教室 315)

主持人：董澍琦 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Volatility Skew Measures and TAIEX Return 
李君屏*--逢甲大學 
王佳真 --逢甲大學 
王尹柔 --私校退撫儲金管委會 

國立東華大學 
翁培師 教授 

An Advanced Quadrature Method for Pricing American and Exotic 
Options in a Jump-Diffusion Process 
蔡維哲 --國立中山大學 
翁培師*--國立東華大學 

靜宜大學 
何瑞鎮 教授 

A Real Option Based Approach for Optimal Timing of Open 
Market Stock Repurchase: Evidence in Taiwan 
許志成*--國立中正大學 
何昇晏 --國立政治大學 

逢甲大學 
李君屏 教授 

碳排放權衍生性商品的定價：隨機波動跳躍擴散模型的實證研究 
金慶平*--靜宜大學 
許珀瑜 --麥奇數位教育諮詢有限公司 

國立中央大學 
黃志偉 教授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評論時間 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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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09:30 
| 

11:10 

SESSION 3 
公司治理 

CG Ⅰ                    (地點：會議室 316)

主持人：胥愛琦 教授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Cash Holding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陳明麗 --靜宜大學 
林卓民 --靜宜大學 
陳佳欣 --靜宜大學 
莊雅雪*--靜宜大學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陳美華 教授. 

公司治理對盈餘管理與公司績效關連性之影響-以台灣電子產業為例 
江耕南*--逢甲大學 
余昱瑩 --逢甲大學 

實踐大學 
葉立仁 教授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Evidence from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張  元*--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許敏政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陳庭萱 教授 

Does engage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duce firm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高惠娟*--嶺東科技大學 
許永明 --國立政治大學 
林楚雄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陳佳欣 教授 

09:30 
| 

11:10 

SESSION 4 
外匯風險管理與市場微結構 

ERM & MM                (地點：訓練教室 212)

主持人：张桥云 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大陆) 
發表人： 評論人： 
石油價格與石油進出口國匯率之不對稱性共整合關係研究 
劉文祺*--大葉大學 

靜宜大學 
魏清圳 教授 

外匯利差投資策略之實證研究 
黃聖棠*--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洪偉峰 --逢甲大學 
謝孟孝 --合作金庫 

東海大學 
王凱立 教授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rice Manipulation during the 
Pre-closing Session: Evidence from an Order-Driven Market 
謝宗祐*--明道大學 
李懷義 --吳鳳科技大學 

美國紐奧良大學 
魏培煌 教授 

Institutional Trading and Stock Returns 
尤靜華*--開南大學 
陳泰源 --開南大學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戴錦周 教授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評論時間 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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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09:30 
| 

11:10 

SESSION 5 
行為財務與金融機構經營與管理 

BF & MAFI Ⅰ               (地點：訓練教室 209)

主持人：洪偉峰 教授 (逢甲大學)  
發表人： 
內部人的樂觀程度對機構投資人監督效果之影響：從 R&D 活動觀察 
劉永欽 --亞洲大學 
賴閔峰*--亞洲大學 

運用月份效應之投資策略-以臺灣證劵市場為例 
徐忠誠 --嶺東科技大學 
李權晃*--嶺東科技大學 
陳琬蓉 --嶺東科技大學 
趙金芳 --嶺東科技大學 

總經理過度自信傾向與可轉換公司債發行決策探討 
王瑪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羅愉婷*--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基金經理人情緒與基金績效預測-拔靴追蹤因果關係檢定 
葉智丞 --嶺東科技大學 
張美慧*--嶺東科技大學 

風險承擔、流動性、法規-以中國大陸為例 
謝孟芬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莊凱程*--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基於股指期貨的投資者行為分析-Garch 模型之應用 
于丹丹*--首都经济贸易大学 (中国大陸) 
楊國徽 --國立嘉義大學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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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13:40 
| 

15:20 

SESSION 6 
衍生性金融商品與不動產管理 

DF Ⅱ & PM                (地點：訓練教室 312)

主持人：張傳章 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Modeling Temperature Behaviors: Application to Weather Derivative 
Valuation 
張傳章 --國立中央大學 
楊曉文 --國立中央大學 
黃志偉*--國立中央大學 

淡江大學 
謝宗佑 教授 

Pricing Relative Guarantees of Equity-Linked Contracts under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s 
謝宗佑*--淡江大學 
周奇勳 --淡江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胥愛琦 教授 

捷運通車前後對區域房價之影響:以高雄獨立式建築為例 
胥愛琦*--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鄭琴遠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靜宜大學 
洪裕勝 教授 

Is the U.S. Real Estate Market Sensitive to Weather? 
薛勝斌*--靜宜大學 

美國紐奧良大學 
魏培煌 教授 

13:40 
| 

15:20 

SESSION 7 
公司治理 

CG Ⅱ                   (地點：訓練教室 315)

主持人：吳明政 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国际主权财富基金及其公司治理机制研究 
边春鹏*--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大陸) 
阮文婧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大陸) 
汤学敏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大陸) 
马  曼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大陸) 

逢甲大學 
江耕南 教授 

代理問題與董事會特性對實質盈餘管理影響之研究 
張椿柏*--大葉大學 
王育偉 --元培科技大學 
林小雯 --大葉大學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陳俞如 教授 

公司治理特性對於研究發展與企業財務績效關聯性之影響：以
U-shaped 法檢定適當之研發投入 
葉立仁*--實踐大學 
郭憲章 --實踐大學 

靜宜大學 
謝存瑞 教授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ongolian Banking Industry 
何月芳*--靜宜大學 
安孟談 --靜宜大學 

靜宜大學 
莊雅雪 教授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評論時間 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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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13:40 
| 

15:20 

SESSION 8   
效率及生產力 

DEA                    (地點：會議室 316)

主持人：歐仁和 教授 (亞洲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成本共同邊界下麥式生產力缺口指數之研究：應用於美國、中國、台
灣銀行產業之技術收斂效果 
楊永列 --嶺東科技大學  
陳振銘 --真理大學  
盛子駿*--嶺東科技大學 
麥特克 --嶺東科技大學 

國立聯合大學 
楊和利 教授 

The Co-Movement and Causality between the U.S. Housing and Stock 
Markets in the Time and Frequency Domains 
李小林*--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黄瑞芬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王  亮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徐  胜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中国海洋大学 
苏志伟 教授 
(中国大陆) 

A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mmercial 
Banking Industry- in USA, China and Taiwan 
張鈺娸*--逢甲大學 
董澍琦 --國立中興大學 
林昆立 --逢甲大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鄭政秉 教授 

13:40 
| 

15:20 

SESSION 9 
投資管理 

IM Ⅰ                  (地點：訓練教室 212)

主持人：高惠娟 教授 (嶺東科技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Analyzing Investors’ Insurance Purchasing and Stock Investment by 
Separate Portfolio Choices 
呂進瑞*--國立東華大學 
黃志強 --國立東華大學 
林建義 --國立東華大學 
林正中 --國立東華大學 

靜宜大學 
吳蕚清 教授 

機構投資者持股與分析師跟隨對企業股權價值評估之攸關性 
金慶平*--靜宜大學 
周彥妤 --靜宜大學 
李佳玲 --元大寶來期貨公司 

國立高雄大學 
黃旭輝 教授 

動能投資組合策略績效評估 
林信宏*--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高榮駿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李瑞琳 教授 

以不同企業生命週期角度探討母公司財務報表與合併財務報表之盈
餘資訊內涵—以台灣集團企業為例 
鄭孟玉*--大葉大學 
曾惠玲 --大葉大學 

國立高雄大學 
黃旭輝 教授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評論時間 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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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13:40 
| 

15:20 

SESSION 10 
公司財務及公司治理 

CF Ⅱ & CG Ⅲ              (地點：訓練教室 209)

主持人：劉文祺 教授 (大葉大學) 
發表人： 
公司為何仍然在金融海嘯期間實施庫藏股？ 
吳蕚清 --靜宜大學 
游佳經*--靜宜大學 

利用隨機優勢探討台股的動能與反轉現象 
徐川皓 --逢甲大學 
李桂枝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廖東亮 --逢甲大學 
許耿智*--逢甲大學 

台灣食品安全事件對食品相關產業之股價衝擊研究 
洪裕勝 --靜宜大學 
王瑋瑄*--靜宜大學 

Impa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s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s 
吳明政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余沛育*--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研發投資、股權結構與企業績效之關係–以台灣電子產業為例 
陳香蘭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李柏聖*--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半導體產業經營績效、投資績效與股價-以台灣地區為例 
許義忠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謝孟芬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薛樹友*--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An appropriate investiga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ase in Taiwan Listed Electronics Companies 
葉志權 --僑光科技大學 
廖湘宜*--僑光科技大學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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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15:40 
| 

17:20 

SESSION 11 
保險及金融機構經營與管理 

IN & MAFI Ⅱ               (地點：訓練教室 312)

主持人：郭一棟 教授 (東海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產品多角化、機構投資人持股穩定度對再保險需求之影響-以美國產險
業為例 
賴怡洵*--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戴維芯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靜宜大學 
黃志仁 教授 

腦中風商業保單設計與評價–全民健保資料之運用 
蔡子晧*--國立清華大學 
蔡靜文 --國立清華大學 

靜宜大學 
金慶平 教授 

Bankruptcy risk, costs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U. S.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Industry 
賴怡洵*--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戴維芯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嶺東科技大學 
賴藝文 教授 

地方特性對中國大陸股份制銀行和城市銀行經營績效之比較 
鄭政秉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高震宇*--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蔣妙蓉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中国海洋大学 
李小林 教授 
(中国大陆)  

15:40 
| 

17:20 

SESSION 12 
公司財務 

CF Ⅲ                   (地點：訓練教室 315)

主持人：楊聲勇 教授 (亞洲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资本结构会影响公司绩效吗？—基于创业板的面板门槛效果分析 
张晓燕*--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大陆) 
刘丽娜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大陆) 

東海大學 
蕭慧玲 教授 

The Persistence of the Performance on the Taiwan Logistic Company 
蕭秋銘*--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賴進義 --國立中正大學 
孫麗雲 --國立中正大學 
蔡昀蓁 --國立中正大學 

逢甲大學 
梁馨予 教授 

彌補虧損減資企業之營運績效 
魏慧珊*--南臺科技大學 
洪韻雅 --南臺科技大學 

東海大學 
莊凱旭 教授 

The Effect of Weekly Cycle on Corporate Time-Span Decisions: An 
Examination of U.S. Dividend Payers 
劉任昌*--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葉馬可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張瑞麟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謝孟芬 教授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評論時間 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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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部財金學術聯盟研討會議程 
會議日期：2015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台中市南山人壽教育訓練中心 

15:40 
| 

17:20 

SESSION 13 
國際財務管理 

IF                      (地點：會議室 316)

主持人：郭憲章 教授 (實踐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Revisiting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A Dependence Switching 
Copula Approach 
王翊全*--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賴奕豪 --大葉大學 

大葉大學 
陳玉芬 教授 

國際化、區位選擇與 IPO 折價 
陳俞如*--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謝存瑞 --靜宜大學 
吳靜怡 --靜宜大學 

靜宜大學 
何月芳 教授  

汇率制度安排与宏观调控效应—基于转型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李静萍*--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大陆) 
张  磊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大陆) 

山东师范大学 
刘丽娜  教授 
(中国大陆) 

Is There Inflation in China? 
苏志伟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刘铁鹰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張旭玲*--嶺東科技大學 

山西财经大学 
李静萍 教授  
(中国大陆) 

15:40 
| 

17:20 

SESSION 14 
金融市場 

FM Ⅰ                  (地點：訓練教室 212)

主持人：林文昌 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 
發表人： 評論人： 
金磚五國房價多重泡沫化現象之研究 
劉文祺*--大葉大學 

大葉大學 
林福來 教授 

Gold bubbles: When are they most likely to occur 
赵艳平*--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李静萍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大陆) 
刘姗姗 --山西财经大学 (中国大陆) 
年  睿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亞洲大學 
陳獻儀 教授 

Test of Market Efficiency and Causality for the Greater China Stock 
Markets 
黃玉珂*--實踐大學 
李臻勳 --實踐大學 

中国人民大学 
阮文婧 教授 
(中国大陆) 

China's Housing Bubble Burst? 
苏志伟*--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赵  昕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大陆)  

中国人民大学 
边春鹏 教授 
(中国大陆)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評論時間 5 分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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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 
| 

17:20 

SESSION 15 
投資管理與金融市場 

IM Ⅱ & FM Ⅱ              (地點：訓練教室 209)

主持人：林益倍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發表人： 
股票型共同基金定值式投資策略之投資模式建構與實證績效分析 
黃明官 --實踐大學 
李東鄅*--實踐大學 
李啟維 --實踐大學 

營收觀點的投資策略分析 
賴秉毅*--朝陽科技大學 
張永郎 --朝陽科技大學 

Momentum and Contrarian Strategies from News Sentiment 
魏裕珍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吳弘妃*--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加入間隔期效果探討台灣股市動能與反向策略 
鄭光甫 --嶺東科技大學 
陳建葦*--嶺東科技大學 

美國房地產市場與股票市場之連動性探討-馬可夫向量自我轉換模型之應用 
江明珠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吳聖文*--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經濟成長風險與國家金融開放程度的關係 
王姿若*--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李家豪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註：1.「*」為發表人。      2.論文發表時間 10-15 分鐘/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