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 議程
 2008 年 4 月 18 日

活動內容

08:30-09:00

來賓報到
開幕式致詞： 中興大學校長 蕭介夫
   
逢甲大學校長 張保隆
特邀演講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柯承恩 教授

09:00-09:10
09:10-10:00

講題： Reform and Challenges of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Taiwan
茶

10:00-10:10

特邀演講 Prof. Don M. Chanc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10:10-11:00

講題：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Risk Managers: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大廳

B2

長榮廳

B2

長榮廳

B2

大廳

B2

長榮廳

B2

大廳

中場休息

11:00-11:10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一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二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三

主題：國際金融市場

主題：其他財務金融相關議題

主題：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債券

B2 桂冠 I 廳

B2 桂冠 II 廳

B2 視廳會議室

主持人：逢甲金融學院

主持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11:10
¦
12:30

敘

B2

董澍琦 院長
1

營運與財務避險對外匯風險的影響－以台灣多國籍

1

公司為例

股價指數期貨隱含預期成長率與現貨報酬率之間的

1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Government Bond Markets:

波動性外溢效果

How Liquidity Can Help

台中技術學院財金系

謝孟芬 教授

逢甲大學財金系 許溪南 教授

德明科技大學財稅系 孫效孔 教授 淡江大學財金系 林蒼祥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所

詹雅雯

明道大學企管系 吳依正 教授

嶺東技術學院財金系 蔡蒔銓 教授

評述人：雲林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春安 主任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月能 教授

評述人：逢甲大學財金系 廖東亮 教授

2

主持人：Prof. Don M. Chanc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葉仕國 教授

席次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偏離對企業社會責任績效

2

之影響
中興大學財金系 陳育成 教授

中興大學企管系 方世榮 教授

Energy futures volatility, trading activity, and

2

Strategies for Hedging Forward Vega Risk: The Use of VIX

regime switching

Futures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瑞琳 教授

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月能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盈課 教授

評述人：淡江大學財金系 段昌文 教授

亞洲大學會計與資訊系 黃瓊瑤 教授
評述人：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 林哲鵬 教授

3

Monthly Effect in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逢甲大學財金系

3

Internally Consistent Valuation of Volatility Index Options

雲林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春安 教授

靜宜大學應數系 張建鴻 教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企管所 周建新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保險系 唐明曦 教授

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月能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葉仕國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楊東曉 教授

謝金山 教授

評述人：逢甲大學金融學院 董澍琦 院長

12:30-13:20

3

廖東亮 教授

高苑技術學院財金系

4

Self-Control Insurance Contracts

動態效應之再檢視：以大陸市場為例

4

運用網路標會建構直接金融存借方法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系 林哲鵬 教授

逢甲大學風管與保險系 凌氤寶 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企管所 黃婌婷

喬美國際網路公司 簡永松 董事長 / 研究員 謝秉倫 / 研究員 陳彥岑

評述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許振明 教授

評述人：逢甲大學財金系 許溪南 教授

午餐

4

The Impact of two agency problems on the cost capital
中興大學財金系 楊東曉 教授

評述人：淡江大學財金系 林蒼祥 教授

B2

長榮廳

13:20
¦
14:40

1

2

3

4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四
主題：國際金融市場
B2 桂冠 I 廳
主持人：雲林科大財金系
李春安 主任
人民幣匯率自由化的條件分析

1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李子白 教授

上海社會科學院 左學金 院長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楊聲勇 教授

評述人：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林霖 主任

評述人：東海大學財金系 王凱立 主任

台幣升值期間台灣當局對策研究

2

1

上海社會科學院 王貽志 教授

評述人：雲林科技大學 李春安 教授

評述人：銘傳大學財金系 盧陽正 主任

評述人：逢甲大學會計系 王漢民 教授

台幣自由兌換對人民幣升值之借鑒

3

台灣泡沫經濟和大陸泡沫經濟比較

上海社會科學院 韓清 教授

評述人：逢甲大學財金系 張倉耀 教授

評述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許振明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葉仕國 教授

人民幣與台幣兌換問題簡析

4

人民幣升值對兩岸經貿關係的影響

4

政府科技政策對工業行業科技活動資金募集的作用研究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蔡鄭偉 教授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詹心麗 教授

上海社會科學院 朱平芳 教授

評述人：靜宜大學財金系 洪裕勝 主任

評述人：逢甲大學財金系 廖東亮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盈課 教授

How the Information Precision and the Information Frequency
Observed Affect the Stock Market Equilibrium

1

北京大學金融學所 王昭偉

縮小股價升降單位對流動性、波動性與價格群聚的
影響

敘

B2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八
主題：公司財務與治理
B2 桂冠 II 廳
主持人：暨南大學財金系
林 霖 主任

2

股票分割的長期流動性效果

逢甲大學會計系 王漢民 教授
逢甲大學會計所 陳俊廷

評述人：修平技術學院財金系 林恭正 主任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李超雄 教授

台灣大學財金系 陳聖賢 教授
台灣大學財金所 鄭硯霆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紀志毅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楊聲勇 教授

Macroeconomic Risk, Long-Run Risk and Asset Pricing
Puzzles

Designing Contracts Discourage Misreporting by
Entrepreneurs

3

台大國企所 簡智崇

銀行貸款違約的應用：區分母體時間持續模型

4

影響私募折價之因素－所有權或控制權？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系 馬黛
教授
修平技術學院財金系 葉京怡 教授

3

公司從事合資後之長期績效
中興大學財金系 徐俊明 教授

評述人：靜宜大學財金系 蘇志偉 教授

評述人：東海大學財金系 詹家昌 教授

Is R&D Always Beneficial?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紀志毅 教授

評述人：逢甲大學會計系 黃劭彥 教授

中興大學財金系 葉仕國 教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營運系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月能 教授

評述人：東海大學財金系 林 霖 主任

茶

敘

4

靜宜大學財金系 蘇志偉 教授
逢甲大學國貿系 梁馨予 教授

應用修正後的 Merton 模型建構上市櫃公司信用
評分模型之研究

逢甲大學財金系 張倉耀 主任
逢甲大學財金系 江耕南 教授

許惠雲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徐俊明 教授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 林修葳 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國際商務系 梁婉麗 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張旭玲 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陳燕錫 教授

5

2

元智大學財金系 王衍智 教授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 余士迪 教授
修平技術學院財金系
張呈徽 教授

Debt Overhang or Debt Irrelevance? The Case of OECD
Countries

公平價值、價值攸關性與外匯風險

中央大學財金系 周冠男 教授
東華大學財金系 池祥萱 教授
清雲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婉真 教授

Corporate Dividends and Seasoned Equity Issues:
Revisited

長榮廳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九
主題：公司財務與治理
B2 視廳會議室
主持人：靜宜大學財金系
洪裕勝 主任
1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許光華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見發 教授

評述人：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 余士迪 教授

5

金融市場的跳躍模型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邱崇明 教授

台灣大學國企系
許耀文 教授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荷世平 教授

4

3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陳善昂 教授

評述人：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許光華 教授

3

基礎設施建設融資與市政債券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李曉峰 教授

南亞技術學院企管系 王春源 教授
逢甲大學會計系
陳立偉 教授

2

2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陳國進 教授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七
主題：證券投資
B2 桂冠 I 廳
主持人：上海社學科學院
左學金 院長

¦

16:15--16:30

大陸和台灣金融合作的研究

茶

14:55

1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六
主題：其他財務金融相關議題
B2 視廳會議室
主持人：東海大學財金系
王凱立 主任
社會保障與基本市場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朱孟楠 副院長

14:40--14:55

16:15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五
主題：國際金融市場
B2 桂冠 II 廳
主持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許振明 教授
兩岸金融監管制度的比較和合作

中興大學電機所 朱漢興
汪逸真 教授

Law, Culture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中興大學財金系 林盈課 教授
評述人：雲林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春安 主任

5

Do IPO Earnings and Revenue Surprises Surprise Investors?
元智大學財金系 沈仰斌 教授
元智大學財金所 許玉

Hsuan-Chi Chen
Larry Fauver

評述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許振明 教授

B2

長榮廳

16:30
¦
17:50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十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十一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十二

學術論文發表 場次十三

主題：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債券

主題：證券投資

主題：公司財務與治理

主題：公司財務與治理

B2 桂冠 I 廳

B2 桂冠 II 廳

B2 視廳會議室

中港廳

主持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主持人：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主持人：修平技術學院財金系

主持人：淡江大學財金系

朱孟楠 副院長
1

2

3

外匯期貨與遠期外匯契約之交叉避險

陳建宏 主任
1

Information Contents of QFIIs' Cascades i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林恭正 主任
1

Independent Director Appointment and the
Marginal Value of Cash holding:The Role of
Over-investment

1

聶建中 主任
財務盈餘預測精確度與外部監理機
制：強制性與自願性財務預測制度之比
較

逢甲大學財金系 楊明晶 教授
逢甲大學商學所 劉孟宜

銘傳大學財金系 盧陽正 教授
銘傳大學財金系 方 豪 教授

靜宜大學財金系 黃志仁 教授
靜宜大學財金所 王秋燕

逢甲大學會計系 黃劭彥 教授
逢甲大學會計所 鍾宇軒

評述人：朝陽大學財金系 李瑞琳 教授

評述人：大葉大學企管系 劉文祺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李超雄 教授

評述人：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劉定焜 教授

期貨交易與波動關係：避險與投機目的

The Volatility Characters of REITs and Its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Stock Indexes in
Asia/Pacific Area

2

2

The Choices of Capital Structure:Some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Electronic Firms

2

企業購併動機與購併後綜效之評估-以
台灣金融業為例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李瑞琳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所 杜沛穠

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蔡明憲 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林志勳

靜宜大學財金系 蘇志偉 教授
靜宜大學財金所 蘇正昇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
朝陽科技大學財金所

評述人：逢甲大學財金系 王佳真 教授

評述人：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陳信憲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會計系 陳雪如 教授

評述人：中興大學財金系 徐俊明 教授

產業內股價連動效應及其衍生之
投資策略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Price
and EPS:Evidence Based on Taiwan
Panel Data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ietnam’s Stock
Market
of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Bivariate Asymmetric GARCH
model

金融控股公司之併購績效評估--透過
併購擇時點能力指標和擇對象能力
指標分析

3

3

3

劉定焜 教授
尤雅慧

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郭憲章 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財金所 黃琳惠

雲林科技大學財金系 胥愛琦 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財金所 蕭小芬
雲林科技大學財金所 李勇儀

評述人：東海大學財金系 陳昭君 教授

評述人：暨南國際大學財金系 蔡明憲 教授

評述人：台中技術學院財稅系 張允文 教授

評述人：淡江大學財金系 聶建中 主任

REITs 的從眾行為研究

公司治理機制度財務與非財務
決策的影響

以 Dynamic Panel GMM 加以探討研發
強度與公司價值之因果關係 : 以美國
生技製藥類股為例

靜宜大學財金系 蘇志偉 教授
靜宜大學財金所 張雅雯

靜宜大學財金系 洪裕勝 主任
靜宜大學財金系 蘇志偉 教授
靜宜大學財金所 粘俊傑

4

多資產易脆結構型商品之評價

4

靜宜大學財金系 洪裕勝 教授
中正大學財金系 許志成 教授
靜宜大學財金所 曾榮騰

中山大學企管系
張瑞當 教授
台中技術學院財稅系 張允文 教授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所 魏若婷

逢甲商學博士生、大葉大學企管系 劉文祺
大葉大學企管系 劉景發

評述人：靜宜大學財金系 魏清圳 教授

評述人：彰化師範大學商教系 陳信憲 主任

評述人：彰化師範大學商教系 吳明政 教授

評述人：銘傳大學財金系 盧陽正 主任

員工認股權獎酬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
研究-以台灣上市櫃電子產業為例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Volatility,
Depth, and Volume in Taiwan Futures
Market

基金績效如何受人力資本及基金
特性的影響
彰化師範大學商教系
台中技術學院財金系
彰化師範大學商教所
彰化師範大學商教所

陳信憲 主任
謝孟芬 教授
呂羽茜
曾詩萍

評述人：朝陽科技大學 陳建宏 教授

註：活動地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 6 號
(設有地下停車場，由飯店中港路正面左側進入)

聯絡電話：04-23139988

4

東海大學財金系 陳昭君 教授
東海大學財金所 吳致維

5

備

4

5

5

彰化師範大學商教系 吳明政 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商教所 黃怡婷
彰化師範大學商教所 陳怡靜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管保險系 陳和全 教授
樹德科技大學金融與保險系 吳如萍 教授

評述人：靜宜大學財金系 黃志仁 教授

評述人：清華大學計量財金系 余士迪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