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2020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年輕學者論壇—新世代的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研討會日期：2020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五) 09:00-20:00 

 研討會地點：高雄翰品酒店 5 樓浩瀚廳  

 研討會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 號 

 主辦單位：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時間 會議內容 

09:00~09:25 會議報到 

09:25~09:40 致詞： 

林蒼祥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第二、三任理事長) 

黃三益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09:40~10:40 論壇專題演講：研究與投稿經驗分享 

周冠男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兼副院長) 

主持人：陳業寧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主持人 黃華瑋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特聘教授) 

論文發表場次 I 

10:40~11:55 

(1) Cash conversion cycl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Global evidence  

(2) How do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changes affect private investment?  

(3) The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on Firm’s Cash Conversion Cycle 

發表人：張眾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1) The impacts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short sales on the illiquidity risk 

premium in the stock option market  

(2) Volatility Spreads and Patent Announcement Returns 

發表人：林姿瑩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CEO Hedg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Weighting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Compensation Contracts  

發表人：潘虹華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1) Saving for a rainy day: Evidence from the 2000 dot-com crash and the 2008 

credit crisis  

(2) The Effects of Bank Monitoring on a Firm’s Cash Holding Policy and Value of 

Cash  

(3) Misvaluation and the Corporate Propensity to Hold Cash 

發表人：盧建霖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每人報告 15 分鐘；最後 15 分鐘來賓提問。 

11:55~13:15 午餐時間 

主持人 陳業寧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論文發表場次 II 

13:15~14:30 

Sophistication, Sentiment, and Misreaction 

發表人：謝佩芳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and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發表人：賴怡洵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時間 會議內容 

(1) Can government industrial policy enhance corporate bidding? The evidence of 

China  

(2) Are investors always compensated for information risk? Evidence from Chinese 

reverse-merger firms  

(3)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Tax Planning: The Distinct Effects of Patents and 

R&D 

發表人：翁嘉祥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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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顏廣杰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每人報告 15 分鐘；最後 15 分鐘來賓提問。 

14:30~14:40 休息時間 

主持人 何耕宇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論文發表場次 III 

14:40~15:55 

Intended Use of Proceeds and Long-Ru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Private 

Placements and Public Offerings in Taiwan 

發表人：魏慧珊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 The Importance of Partner Narcissism to Audit Quality  

(2)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sts and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XBRL Adoption 

發表人：周庭楷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1) Relevance of the Disposition Effect on the Options Market: New Evidence  

(2) Predictive Ability of Similarity-based Futures Trading Strategies 

發表人：邱信瑜 (國立屏東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1) Where are the smart investors? New evidence of the smart money effect  

(2)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prices in momentum investing  

(3) Dev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Unexpected Earnings and Industry Unexpected 

Earnings and Equity Pricing: Psychological Biases or Risk Premium? 

發表人：余歆儀 (國立高雄大學金融管理學系副教授) 

每人報告 15 分鐘；最後 15 分鐘來賓提問。 

15:55~16:25 
優秀學者獎頒獎暨茶敘 

頒獎人：俞明德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第四任理事長) 

16:25~17:45 

學術綜合座談會 

主持人：周冠男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兼副院長) 

座談嘉賓： 

陳業寧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黃華瑋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暨財務金融研究所特聘教授) 

何耕宇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三位座談嘉賓每人 20 分鐘分享；最後 20 分鐘開放現場來賓問答) 

18:00~20:00 論壇晚宴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60,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59,925】元 

經費執行率【99.88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原申請敘述內容: 

(一) 打造臺灣重要的財務會計年輕學者研究交流平台，鼓勵國內更多學者戮力從事學術研究工作。 

(二) 本論壇預計邀請國內頂尖財務金融專家學者蒞會參與，並安排專題演講，經驗傳承給年輕學

者，增强國內學術研究水平。 

(三) 安排與熱門前瞻議題座談，以期激盪出跨子領域創新議題，藉此匯集年輕學者的創意，實質

貢獻於臺灣金融、會計相關制度。 

以上皆已達成。 

四、 辦理情形及參與狀況（須含參與人數）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在學校研發處的指導下主辦「2020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年輕學者論壇」。

活動在本院蔡維哲教授與翁培師副教授的籌備與規劃下，總共有來自國內近 30 間大學 130 位師生

參與。論壇已於上周五（10/30）在高雄翰品酒店成功圓滿落幕，更多關於本次論壇的資訊亦可參閱

官方網頁: https://2020nsysufeat.wixsite.com/symposium。 

本院院長黃三益教授於論壇開幕致詞時表示：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新世代的學術交流與研究合

作」，以建立交流平台來促成年輕學者開啟學術合作為主要目的，故有別以往臺灣財會領域常見的

研討會形式，改以學者自身擅長或感興趣的研究領域為主軸，呈現學術成果並報告未來希望開啟研

究合作的議題。藉此希望此次論壇能推動跨領域的學術合作，以因應劇烈的學術環境變化。 

此次論壇的共同主辦單位臺灣財務工程學會，也由前理事長林蒼祥教授代表致詞。林教授表示，

這次論壇主旨相當有意義，為給臺灣年輕學者們創造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交流機會。本校副校長

周明奇講座教授以及本院副院長郭瑞坤教授也於百忙公務之中專程抽空蒞臨論壇晚宴現場，並致

詞勉勵所有年輕學者。周副校長特別對各地的老師們來到高雄參加論壇表達誠摯感謝，也希望學者

們能多造訪高雄與中山大學。郭副院長則表示，未來非常歡迎財會領域的學者們持續前來交流合作，

為本院挹注更多的學術能量。 

除了年輕學者之間的研究交流，論壇的活動安排也致力於跨世代的學術經驗傳承。大會專題演

講由周冠男特聘教授（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分享他從事學術研究 20 年的投稿及寫作經驗。周

教授勉勵年輕學者找尋自己研究議題時不要跟隨潮流，應專注耕耘自己感興趣的主題，厚植自己的

研究底蘊。研究時過於追求艱深的分析方法有時適得其反，能不能「訴說一個好故事」才是做好財

會研究的關鍵。最後，周教授更特別提醒年輕學者一定要「走出去」，強調對外的合作與交流在學

術職涯發展上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學術座談場次中，陳業寧教授（科技部財務會計學門召集人;財務金融學刊總編輯;臺灣大學管

理學院前副院長）給予年輕學者們撰寫科技部計畫寶貴的建議。陳教授強調，計畫架構清楚與內容

簡潔扼要是非常重要的。計畫撰寫應重視研究方法的呈現，頁數不宜過多，應強調計畫的主要貢獻

及重要性。經費方面也要適當拿捏，過多或過少都不太合適。黃華瑋特聘教授（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副院長）則以自己身為會計國際期刊編輯的角度分析會計領域的投稿現象。黃副院長提醒，現今國

內各大學重視國際排名的現象可能會導致學者們在投稿期刊有不一樣的考量，以追求量為目標可

能會造成文章品質的低落，年輕學者們應有所權衡思考。座談的最後，由臺灣大學財金系何耕宇教

授（管理學報財務領域主編）跟與會的年輕學者們分享如何撰寫好的審查意見。何教授表示，審稿

是一個可以快速了解某個領域研究現況的過程，勉勵年輕學者應多接受審查意見的工作，把握寶貴

的學習機會。 

 
參與人數統計： 

報名單位 人數統計 報名單位 人數統計 

上海商學院 1 元智大學 1 

東吳大學 2 長庚大學 1 

南臺科技大學 1 屏東大學 3 

中央大學 1 中正大學 2 

中興大學 1 中山大學 84 

臺灣大學 4 臺北醫學大學 1 

臺中科技大學 1 成功大學 2 

宜蘭大學 1 東華大學 2 

政治大學 2 高雄大學 1 

高雄科技大學 4 高雄餐旅大學 1 

清華大學 3 雲林科技大學 1 

嘉義大學 1 暨南國際大學 3 

逢甲大學 1 淡江大學 2 

輔仁大學 1 銘傳大學 1 

靜宜大學 1   

 總計 130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前理事長林蒼祥教授開幕致詞]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黃三益院長致詞]



[論壇開場大合照]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術副院長周冠男特聘教授論壇專題演講] 



 

[場次 I 發表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眾卓教授] 

 

[場次 I 發表人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林姿瑩助理教授] 



 

[場次 I 發表人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潘虹華助理教授] 

 

[場次 I 發表人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盧建霖助理教授] 



 

[場次 II 發表人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謝佩芳副教授] 

[場次 II 發表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賴怡洵副教授] 



 

[場次 II 發表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翁嘉祥助理教授] 

[場次 II 發表人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顏廣杰助理教授] 



 

[場次 III 發表人 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魏慧珊副教授兼系主任] 

[場次 III 發表人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周庭楷副教授] 



[場次 III 發表人 國立屏東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邱信瑜助理教授] 

 

[場次 III 發表人 國立高雄大學金融管理學系余歆儀副教授]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前理事長俞明德講座教授(右)頒發論壇優秀年輕學者獎予翁嘉祥助理教授(左)]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前理事長俞明德講座教授(右)頒發論壇優秀年輕學者獎予潘虹華助理教授(左)] 



 

[臺灣財務工程學會前理事長俞明德講座教授(右)頒發論壇優秀年輕學者獎予謝佩芳副教授(左)] 

 

[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黃華瑋特聘教授與國立臺灣大學財金系何耕宇教授蒞臨研究指導] 



 

[科技部財務會計學門召集人陳業寧教授專題演講] 

 
[論壇總召集人蔡維哲教授於晚宴介紹與會嘉賓] 



 

[國立中山大學副校長周明奇講座教授晚宴致詞] 

 

[國立中山大學副院長郭瑞坤教授晚宴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