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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之商學發展新趨勢 

 

日期：2020年 10月 27日（星期二） 

視訊地點：東吳大學商學院、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時間 議    程 

08:30-08:50 網路測試 

08:5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典禮（R5211） 

09:20-10:20 專題演講（R5211） 

10:20-10:40 休息時間 

時間/教室 R5211 R2127 

10:40-12:10 【A1】會計與公司治理 【A2】財務與資產配置 

12:10-13:00 午餐時間（R2123） 

13:00-14:30 【B1】貿易與電子商務 【B2】管理與企業創新 

14:30-14:50 休息時間 

14:50-16:00 【C1】金融與商務環境 【C2】社會與經濟發展 

16:30-16:45 閉幕儀式（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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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海峽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之商學發展新趨勢 

議程表(草案) 
 

日期：2020年 10月 27日（星期二） 

視訊地點：東吳大學商學院、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時間 地點 2020年 10月 27日（星期二） 

08:30-08:50 
R5211 

網路測試 
R2127 

08:50-09:00 R5211 報    到 

09:00-09:20 R5211 開幕典禮 

09:20-10:20 R5211 專題演講 

10:20-10:40 R5211 休息時間 

10:40-12:10 R5211 

【A1】會計與公司治理 

主持人：周中勝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 

1、不同類型投資人在資訊不對稱下之股票報酬 

劉彥余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寶玉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2、關鍵審計事項披露與審計費用 

周中勝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 

評論人：劉彥余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3、受控外國公司境外保留盈餘與財稅差異及有效稅率之研究 

黃榆芳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羅正英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 

4、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的營運資金管理研究 

李  佳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博士生) 

羅正英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 

評論人：黃榆芳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5、公司治理評鑑、財稅差異與信用評等之關聯性探討 

黃寶玉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評論人：周中勝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 

10:40-12:10 R2127 

【A2】財務與資產配置 

主持人：詹芳書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副教授兼學系主任) 

1、 基於風險管理動機的慈善捐贈受到正式保險合約影響嗎？ 

李從剛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評論人：湯美玲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2、 結合主觀觀點下的多資產配置策略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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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美玲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從剛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3、 比特幣交易可以被阻止嗎？來自中國有關數字貨幣交易禁令的證

據 

劉蘭蘭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評論人：高立翰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兼學系主任) 

4、 信用風險與公司價值之分量迴歸分析 

林怡君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 

張大成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評論人：劉蘭蘭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5、 石油公司的對沖頭寸研究 

陸  游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評論人：張大成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 

12:10-13:00 R2123 午餐時間 

13:00-14:30 R5211 

【B1】貿易與網路行銷 

主持人：鄭為民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學系主任) 

1、 新冠疫情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張  濤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評論人：梁恕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兼學系主任) 

2、 電子商務虛假評論的成因、影響與解決 

謝效昭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朱冬梅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3、 國際商事調解對國貿戰"疫"的推進和發展 

 朱冬梅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評論人：謝效昭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 

4、 應用文件探勘技術於財金新聞情緒分析之研究 

柯淑津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李文鋒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講師) 

5、 聚焦兩岸文化產品網路行銷對策研究--基於信任的兩岸線民良性互

動 

 李文鋒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講師) 

 評論人：柯淑津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13:00-14:30 R2127 

【B2】管理與企業創新 

主持人：周  俊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教授) 

1、 資源依賴理論視角下的企業創新驅動戰略和關係導向戰略之關係

研究 

周  俊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教授) 

評論人：蘇雄義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2、 大型連鎖超市越庫配送營運之規劃設計科學觀點 

蘇雄義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人：周  俊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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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品質活動在線協同的取勝之策：有調節的中介機制研究 

楊  銳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評論人：黃弘毅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4、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atings and managerial short-termism: 
Evidence from China 

黃弘毅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楊  銳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5、 供應鏈整合與企業自願性信息披露--基於客戶名稱披露的視角 

陳詩思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博士生) 

羅正英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 

評論人：王昱凱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兼學系主任) 

14:30-14:50 
R5211 

R2127 
休息時間 

14:50-16:30 R5211 

【C1】金融與商務環境 

主持人：白文章 (東吳大學商學進修學士班教授) 

1、 待補 

白文章 (東吳大學商學進修學士班教授) 

評論人：羅正英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 

2、 制度環境、金融資產配置與實體投資的關係研究：基於面板雙門

限迴歸模型的微觀證據 

辛瑩瑩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博士生) 

羅正英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 

評論人：周世偉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3、 強制編製社會責任報告書政策影響對象之盈餘及時性與穩健性 

葛俊佑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  敏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財政系講師) 

4、 營商制度環境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研究-以中國地方行政審批改革

為例 

張  敏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財政系講師) 

評論人：葛俊佑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5、 疫有所指∼ 新冠肺炎與台灣股市指數分析 

周世偉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白文章 (東吳大學商學進修學士班教授) 

14:50-16:30 R2127 

【C2】社會與經濟發展 

主持人：楊  銳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1、 新冠疫情下就業市場現狀：以美國為例 

鄭為民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學系主任) 

評論人：許  秀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2、 歐元區的貨幣動態研究：以面板數據為例進行分析 

劉敬洋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講師) 

評論人：賴志芳(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3、 遺贈動機與跨代狀態：公共教育和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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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志芳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劉敬洋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講師) 

4、 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規劃與"土地期權"交易--來自中國 49個軌道交

通建設程式宗地的經驗證據 

王詩雨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講師) 

評論人：孫嘉宏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學系主任) 

5、 Does the S&P 500 market affect the Cryptocurrency Trading Activity or 
Return? 

顏廣杰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王詩雨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講師) 

6、 動態空間網路分位數自迴歸 

許  秀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金融系講師) 

評論人：顏廣杰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16:30-16:45 5211 閉幕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