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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台北市貴陽街一段 56 號） 

時間 201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08:30-09:00 報到（第五大樓一樓入口） 

09:00-09:20 開幕典禮（R5211） 

09:20-09:30 團體照相  

09:30-10:30 專題報告Ⅰ（R5211） 
主持人：孫文基（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院長） 
1、講  題：人民幣在離岸匯差波動特徵及影響因素研究 

講  者：喬桂明 (蘇州大學商學院金融系教授) 
2、講  題：婚姻與快樂--華人家庭動態資料庫的研究 

講  者：陶宏麟 (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孫文基（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院長） 

10:30-11:00 茶敘時間（R5211 外） 

11:00-12:00 

專題報告Ⅱ—富蘭克林專案計畫研究成果報告（R5211） 

主持人：傅祖壇（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1、講  題：共同基金之基金特性與擇時選股能力分析 

講  者：黃寶玉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副教授) 
2、講  題：資金成本變動對於資產報酬與投資操作之影響分析 

講  者：林忠機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傅祖壇（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12:00-13:30 午餐時間（R2123） 

時間/教室 R2621 R2614 R2615 

13:30-15:00 
A1 

貨幣與金融 
A2 

社群與學習 
A3 

產業與創新 

15:00-15:30 茶 敘 時 間 （R2608） 

15:30-17:00 
B1 

決策與科技 
B2 

貿易與併購 
B3 

綠能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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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 
日期：2016 年 11 月 22 日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台北市貴陽街一段 56 號） 

時間 地點 201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 

08:30-09:00 
五大樓 

1樓 
報到  

09:00-09:20 R5211 

開幕典禮  

東吳大學 潘維大校長 致詞 

東吳大學商學院 傅祖壇院長 致詞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王永山書記 致詞 

09:20-09:30 R5211 團體照相  

09:30-10:30 R5211 

專題報告Ⅰ 
主持人：孫文基（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院長） 
1、講  題：人民幣在離岸匯差波動特徵及影響因素研究 

講  者：喬桂明 (蘇州大學商學院金融系教授) 
2、講  題：婚姻與快樂--華人家庭動態資料庫的研究 

講  者：陶宏麟 (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孫文基（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院長） 

10:30-11:00 R5211外 茶 敘 時 間  

11:00-12:00 R5211 

專題報告Ⅱ—富蘭克林專案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主持人：傅祖壇（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1、講  題：共同基金之基金特性與擇時選股能力分析 

講  者：黃寶玉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副教授) 
2、講  題：資金成本變動對於資產報酬與投資操作之影響分析 

講  者：林忠機 (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評論人：傅祖壇（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12:00-13:30 R2123 午 餐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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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 

13:30-15:00 R2621 

【A1 貨幣與金融】 
主持人：王永山(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書記) 
1、政治關聯異質性對財政創新補貼的影響—基於尋租的仲介效應分析 

朱冬琴 (蘇州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 
羅正英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教授) 
評論人：劉文彬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助理教授) 

2、Financial Deepening, Venture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屠立峰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副教授) 
喬桂明 (蘇州大學商學院金融系教授) 
評論人：吳幸蓁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3、貨幣政策影響異質性銀行風險承擔的實證分析 
  劉  亮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金融系副教授) 
評論人：李坤璋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理教授) 

4、 Barrier option pricing problems with an extended 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 
under bankruptcy risk 
吳政訓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助理教授) 
許玉生 (中央大學數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王  俊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教授) 
 

13:30-15:00 R2614 

【A2 社群與學習】  

主持人：陳惠芳(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副院長） 

1、社群網站廣告推薦系統初探 
鄭麗珍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副教授) 
趙博炫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碩士)  
評論人：張  濤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2、台灣地區過度教育影響因素探討 
蘇微雁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陳彧夏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沈  能 (蘇州大學商學院管理系教授) 

3、台灣地方選舉對各縣市人口遷徙及福利支出影響之探討 

林得榮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陳碧綉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論人：丁言強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4、信任型組織氣候對團隊績效之影響—以團隊情感性承諾為仲介變項 

劉敏熙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兼副主任) 
丁世鍠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 
評論人：黃寶玉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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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 

13:30-15:00 R2615 

【A3 產業與創新】 
主持人：孫文基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院長) 

1、蘇州市創客空間效率提升及對策研究—以蘇州自主創新廣場為例 
李文鋒 (蘇州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系講師) 
評論人：謝效昭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副教授) 

2、上海自貿區對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 
朱冬梅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評論人：吳吉政 (東吳大學企管學系副教授) 

3、中國高技術產業技術創新效率的研究—基於動態網路 DEA 模型的實證分析

方健雯 (蘇州大學商學院管理系副教授) 
余  耀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碩士) 
評論人：何煒華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4、長三角城市群產業升級和國際競爭力研究 
  張臘娥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評論人：高立翰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理教授) 
 

15:00-15:30 R2608 茶 敍 時 間  

15:30-17:00 R2621 

【B1 決策與科技】   
主持人：陳宏易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教授兼主任) 
1、Metrics for Testing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Making Methods 

吳吉政 (東吳大學企管學系副教授) 
刁培正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 
評論人：朱冬梅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2、台灣銀行業赴中國大陸投資之決策及影響分析 
高立翰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理教授) 

   沈大白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李亞涵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 

評論人：李文鋒 (蘇州大學商學院電子商務系講師)  
3、區塊鏈技術之初探 

何煒華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徐佳瑄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系碩士) 
葉子寧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系碩士) 
評論人：方健雯 (蘇州大學商學院管理系副教授) 

4、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理論研究 

丁言強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評論人：陳碧綉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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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6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二） 

15:30-17:00 R2614 

【B2 貿易與併購】 
主持人：胡凱傑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雙軌並行：中國服務貿易自由化的路徑選擇 

王  俊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教授) 
錢思義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國際貿易專業碩士) 
評論人：劉敏熙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副教授兼副主任) 

2、國際企業併購後之品牌整合策略分析 
謝效昭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副教授) 
林品嫻 (台灣碧辟公司 嘉實多船舶－台灣 銷售網絡經理) 
評論人：張臘娥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3、貿易便利化背景下電子商務問題研究—以蘇州開放創新綜合試驗區為例 
張  濤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評論人：吳政訓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助理教授)  

15:30-17:00 R2615 

【B3 綠能與健康】 
主持人：謝永明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建構綠色航空的決策模型 

    李坤璋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劉    亮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金融系副教授) 

2、認購綠色電力之決定因素與其價值攸關性 

吳幸蓁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黃天岳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論人：屠立峰  (蘇州大學商學院貿經系副教授) 

3、健康風險對中老年人資產配置之影響 

劉文彬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精算數學系助理教授) 

評論人：朱冬琴  (蘇州大學商學院會計系副教授)   

4、農業增長能改善環境生產率嗎？—有條件“EKC 曲線”的實證檢驗 

沈    能  (蘇州大學商學院管理系教授) 

評論人：陳彧夏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