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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時 間  議 程 / 地 點 

A-1：經理人和現金持有、資金運用與公司治理的

 關聯研究

主持人：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F072) 壽險業資產配置特徵、高管團隊共享工作經驗、 
  與營運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作    者：陳宗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李芸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評論人： 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F075) 公司現金政策的同儕效果：來自越南的證據
         作    者： 阮胡義/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李韋憲/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評論人：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F032) 經理人過度自信與股東常會可接近性之關係： 
  探討公司治理的角色
         作    者： 林昆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經營系
                  吳庭斌/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劉書羽/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經營系
                  林珈妤/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經營系
          評論人：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A-2：組織、文創與華人管理

主持人：林正士/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F058) 探討社會贊同與組織信任之複合效應對於員工
  工作行為之影響
         作    者： 陳淑媛/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溫金豐/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評論人：林正士/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F048)  華人本土近距離領導–兵家《三略》中的將道
         作    者： 王靖心/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張婉菁/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評論人：林正士/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F046) 政府資金發展文創產業策略投資之研究–以主權
  基金設立為例
         作    者： 王定亞/國立國父紀念館
                  董澤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
      策略研究所
          評論人：林正士/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A-3：公司治理與企業負責人

主持人：王衍智/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46) 家族企業與股利平穩化：台灣的實證分析
         作    者： 林嬌能/逢甲大學會計學系
                  李諺華/逢甲大學會計學研究所
          評論人：王衍智/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36) 經理人兼任董事可以強化內部資本分配嗎？
  以R&D投資為例
         作    者： 薛明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陳嬿如/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翁嘉祥/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評論人：王衍智/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50) 董事多樣性對於科技新創企業績效之影響
         作    者： 陳麗宇/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賴蓉禾/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
          評論人：王衍智/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4：臺灣的創新與新創實績

主持人：謝榮桂/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F053) 如何提升回饋型群眾募資成功率與募資效率？
  –以臺灣最大群募平台 flyingV為例 (線上發表)
         作    者： 黃譯漫/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葉峻賓/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柏翰/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評論人：謝榮桂/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2樓226會議室

3樓326會議室

3樓327會議室

 論文發表 (Session A)  議       程 

15:40-16:40

時 間   議 程 / 地 點 

 論文發表 (Session C)

C-1：創新管理與挑戰

主持人：蔡宗憲/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F073)  您願意持續關注網紅嗎?社群媒體使用者行為忠
  誠前因之研究
         作    者：白凢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鄭婷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葉子明/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評論人：蔡宗憲/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F030) CEO創業導向與國際新創關係之研究：自戀人格 
  與產業環境的調節效果
         作    者：林玟廷/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陳律睿/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李沛妤/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評論人：蔡宗憲/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F054) 金門居民對小三通暫停之觀光發展態度–
  以COVID–19影響為例
         作    者：陳錦玉/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評論人：蔡宗憲/國立金門大學觀光管理學系

C-3：各類型市場參與者研究

主持人：張文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A061) 以「整合科技接受模型」和「動機–機會–能力模型」 
  的整合模型探討行動支付的採用行為 (線上發表)
         作    者：胡慈芳/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評論人：李佳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A038) 應用遷移學習與文字探勘分析致股東報告書
         作    者：陳予得/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林嬋娟/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評論人：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A057) 股利套稅策略及其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作    者：姜堯民/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劉文讓/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評論人：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2樓226會議室

3樓327會議室

C-4：家族企業、創新與勞動市場

主持人：詹場/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F034) 家族接班與盈餘資訊品質：以中國家族企業為例
         作    者：翁慈青/逢甲大學會計學系
                  林書賢/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紀信義/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
          評論人：詹場/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F071) 以大數據分析探討人工智慧科技對臺灣勞動市場 
  工作需求的影響
         作    者：葉俶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 
         發展研究所
                  賴志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 
         發展研究所
                  梁嘉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 
         發展研究所
                  黃子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 
         發展研究所
          評論人：詹場/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F037) 何時家族企業中的家族CEO–董事會強化研發投入
         作    者：林杏娥/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曹瓊文/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Rebecca Jen-Hui Wang/Lehigh University
                  Andy Yu/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hitewater
                  許壹傑/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管理 
         研究所
          評論人：詹場/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3樓329會議室

休息及茶敘 3樓中庭

頒獎典禮及閉幕 3樓326會議室

16:40-16:50

16:50-17:20

 議       程 

(F045)  運用數位分身與逆向工程的智慧農務平台
         作    者： 曹莉玲/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蔡瑞煌/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評論人：謝榮桂/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F059) 基於TRIZ理論來建立「以終為始」之產品設計創 
  新流程 (線上發表)
         作    者： 劉天倫/中原大學系統工程學系
                  沈鋐槐/中原大學系統工程學系
                  陳崇恩/中原大學系統工程學系
          評論人： 謝榮桂/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B-1：共創與消費者分析

主持人：王興國/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呂立鑫/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F038) 探索外部共創者對服務創新的影響：客戶與商業 
  夥伴的雙元角色
         作    者： 謝榮桂/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評論人：王興國/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F063) 你餓了嗎？消費者使用美食外送服務的影響因素 
  之研究
         作    者： 湯玲郎/元智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群
                  劉德安/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林澤華/元智大學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組
          評論人：王衍智/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F056) 互動價值形塑智慧化互動導向：以台灣資訊電子 
  業為例
         作    者： 張碧惠/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林婷鈴/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蔡顯童/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評論人：呂立鑫/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F055) 資源串流嵌之價值共創模式：以《妖怪臺灣》
  原創魔幻音樂劇為例
         作    者： 張雪梅/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李慶芳/實踐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評論人：蔣明晃/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2樓226會議室

B-2：公司治理、資源分配與效率

主持人：葉子明/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F031) 價差選擇權與一籃子選擇權之評價
  作    者：吳庭斌/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林昆立/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經營系
                  張瑞珍/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評論人：王之彥/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F039) 高階經理人與員工薪酬差距：探討家族股權與管 
  理的調節作用
         作    者：曹瓊文/國立臺南大學經營與管理學系
                  阮俊陽/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陳世哲/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評論人：劉心才/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A066) 財稅差異、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表現與併購效率
         作    者：許文馨/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劉心才/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評論人：陳育成/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30) 目標一致性與員工前期績效對主管資源分配偏好 
  之影響
         作    者：劉乃熒/國立中央大學會計學研究所
                  朱炫璉/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
                  劉順仁/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評論人：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3樓326會議室

3樓329會議室

11:00-12:00

13:30-15:30

 午餐及休息12:00-13:30

 論文發表 (Session B)

時 間   議 程 / 地 點 

 論文發表 (Session A)

3樓中庭

 議       程 

B-3：安定性指標、企業風險與績效

主持人：李佳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林修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A065) 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持股特徵與公司信用風險關聯性
  作    者： 陳宗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蔡宗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黃美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
          評論人： 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40) 內部精算師與沙賓法案：以美國產險業為例
         作    者： 林姿婷/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Jiang Cheng/Lingnan University
                  Mary A. Weiss/Temple University
          評論人：張文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A037) 會計穩健性與崩盤風險：資訊不對稱性與評鑑系 
  統之調節作用
         作    者： 林楚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系
                  高偉舜/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金融工程系
                  張簡彰程/長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高子荃/崑山科技大學金融管理系
                  陳思茹/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評論人：戚務君/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A054) 環境績效、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以美國上市公 
  司為例
         作    者：黃啟瑞/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林婷鈴/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劉恒逸/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群
    柯文乾/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陳奕達/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評論人：李佳玲/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3樓327會議室

B-4：金融工具與金融市場

主持人：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姜堯民/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43) 各類投資人之IPO 報酬及交易行為與承銷商、會 
  計師事務所之影響
         作    者：詹場/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余靖勝/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黃浩庭/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評論人：姜堯民/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47) 現股當沖交易解禁、普及與降稅–應用差異中之
  差異法之實證觀察
         作    者：曾翊恆/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群
          評論人：姜堯民/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56) 廣義柏拉圖分配與洪水巨災債券之定價模型
  (線上發表)
         作    者：李家宏/國立臺灣大學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許耀文/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侯昱安/國立臺灣大學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 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58) GSMM模型下可贖回固定期限交換價差區間計
  息型商品評價
         作    者：何杰操/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黃子瑋/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林士貴/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謝長杰/玉山銀行財金處
          評論人：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A042) 金融發展、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對所得不均 
  的影響 (線上發表)
         作    者： 張李淑容/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經營系
                  簡美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
                  謝佳靜/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
          評論人：張森林/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3樓329會議室

13:30-15:30

時 間  議 程 / 地 點  

 論文發表 (Session B)

2021前瞻會計與財務專刊
    三創、華人企業與現代管理聯席研討會

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