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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大會議程 (1/2)- 

時間 議程 地點 

08:30~8:50 演講報到 德香樓 1F 

8:50~10:40 

專題演講 

引 言 人：佛光大學 劉三錡 副校長 

主 講 人：佛光大學 華而誠 講座教授 

經  歷：世界銀行 (World Bank Group) 首席經濟學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經濟學家 

     中國建設銀行 首席經濟學家 

     全球策略投資管理公司 首席經濟學家 

演講主題：中國大陸經濟展望 

德香樓 B104 

(國際會議廳) 

10:40~11:00 休息  

11:00~12:20 

場次 I 

經濟領域 

Session E1：總體與理論經濟 I 

Session E2：實證經濟 I 

Session E3：實證與產業經濟 I 

管理領域 

Session M1：行銷與服務管理 

經濟領域 

E1-德 B305 

E2-德 B306 

E3-德 B307 

管理領域 

M1-德 B308 

12:20~13:30 研討會報到與中午餐敘 德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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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大會議程 (2/2)- 

時間 議程 地點 

13:30~14:50 

場次 II 

經濟領域 

Session E4：實證經濟 II 

Session E5：總體與理論經濟 II 

管理領域 

Session M2：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Session M3：相關管理議題 

經濟領域 

E4-德 B305 

E5-德 B306 

管理領域 

M2-德 B307 

M3-德 B308 

14:50~15:00 休息  

15:10~16:30 

場次 III 

經濟領域 

Session E6：實證與產業經濟 II 

Session E7：實證與產業經濟 III 

Session E8：實證與產業經濟 IV 

管理領域 

Session M4：財務金融與管理 

 

經濟領域 

E6-德 B305 

E7-德 B306 

E8-德 B307 

管理領域 

M4-德 B308 

16:30~16:40 休息  

16:40~17:10 
閉幕式 

東亞經濟與管理學術研討會閉幕式與頒獎典禮 
德香樓 B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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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總體與理論經濟 (E1)- 

 

 主持人：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陳世能 教授 

 評論人：銘傳大學 經濟學系 王光賢 副教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林玫吟 副教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謝宜倪 副教授 

 時間：11:00~12:20 

 地點：場次 I-德香樓 B305 室 

 

論文 1 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加強企業人力資本投入的急迫性分析 

(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 1-18 號之階段性科研果) 

吳珍妮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張 淼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論文 2 政策宣告、恐怖攻擊與旅遊財價格 

莊智達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王 葳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論文 3 可扣抵稅額比率與貨幣政策的宣告對匯率與股價的影響：浮動匯率制度 

林蔚佑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胡士文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論文 4 總體變數之結構性轉變與單根檢定 

林聖閔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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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實證經濟 I (E2)-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林啟智 副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林啟智 副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緁妶 助理教授 

 時間：11:00~12:20 

 地點：場次 I-德香樓 B306 室 

 

論文 1 圖書館資源利用與學習表現的策略選擇 

吳玉茹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林雲雀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2 同儕評量機制與學習成效的關係探討：以分組討論使用即時回饋系統為例 

朱達勇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蔡岱樺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林雲雀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3 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因素之探討-以宜蘭大學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為例 

林雲雀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黃瓊妙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4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以國立宜蘭大學為例 

林雲雀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意涵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5 大學生選課轉班行為與學習表現之關係-以逢甲大學經濟學為例 

陳祐昇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吳紀瑩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 

論文 6 家庭教育資源與家庭結構變遷之研究 

湯雯茹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許菁君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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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實證與產業經濟 I (E3)- 

 

 主持人：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吳中峻 副教授 

 評論人：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吳中峻 副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景南 副教授 

 時間：11:00~12:20 

 地點：場次 I-德香樓 B307 室 

 

論文 1 青年就業與工資差距之實證研究 

蔡宗益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許菁君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2 保險決策與家庭儲蓄之實證研究 

盧誼娟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許菁君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3 澳門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研究—兼論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之關係 

婁世艷 澳門城市大學 

林德欽 澳門城市大學 

論文 4 澳門博彩業和會展業的經濟與產業帶動效應研究 

(澳門基金會資助項目 1-18 號之階段性科研成果) 

吳珍妮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張 淼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論文 5 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与主要存在问题研究 

陈笑映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論文 6 房貸與租金缺口分析－以台北及宜蘭地區為例 

孫盈盈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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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實證經濟 II (E4)-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陳谷劦 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陳谷劦 教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蔡彣涓 副教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陳建良 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 經濟學系 陳菁瑤 副教授 

 時間：13:30~14:50 

 地點：場次 II-德香樓 B305 室 

 

論文 1 The Influence of Adopting Broadb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 Online Purchasing Behaviors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 Model 

徐雅夢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 

陳志成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 

論文 2 台灣已婚女力之生命周期研究─以教育程度做分群 

黃寶祚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麗貞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暨科學教育中心 

簡琮盛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嘒芸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3 節能政策對臺灣家計與服務業部門之影響及因應策略 

梁啟源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鄭睿合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楊正鸞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林文祥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論文 4 結果不確定與棒球觀眾需求關係之研究-以中華職棒大聯盟為例 

羅序智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簡文政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 

論文 5 台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對經濟成長之影響 

單珮玲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黃柄豪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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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總體與理論經濟 II (E5)-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賴宗福 副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賴宗福 副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 副教授 

 時間：13:30~14:50 

 地點：場次 II-德香樓 B306 室 

 

論文 1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a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Model 

with Consumption Home Bias 

賴宗福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王文芳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2 The Effects of Anti-Dumping Duties in a 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Model 

賴宗福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李悉慈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論文 3 Tariff Shocks in a Floating Exchange Rate Regime with Consumption Home 

Bias 

賴宗福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曾憶雯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4 功能性政府支出、家鄉偏好與總體經濟波動 

賴宗福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張皓翔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論文 5 固定匯率制度下之政府支出效果分析：消費性政府支出與功能性政府支出之比較 

賴宗福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劉宇婕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論文 6 固定匯率制度下之 Tobin 稅效果分析 

賴宗福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陳俊傑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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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實證與產業經濟 II (E6)-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杰憲 副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杰憲 副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戴孟宜 副教授 

 時間：15:10~16:30 

 地點：場次 III-德香樓 B305 室 

 

論文 1 臺灣地區國小學童飲食營養知識與態度對過重行為的影響與探討 

李杰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黃偉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2 臺北馬拉松參賽者之經濟效益分析 

李杰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鍾大為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3 礁溪鄉溫泉區新建住宅大樓價格影響因素之探討 

李杰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張以青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4 理財觀念及父母教育程度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零用錢支出的影響 

李杰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洪美惠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5 遊憩型態、態度、阻礙與休閒設施使用行為的關係 

李杰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黃玟菁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6 旅遊阻礙對參與具備護理領隊之銀髮族旅遊團的影響及效益分析 

李杰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施寶珠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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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實證與產業經濟 III (E7)-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 副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 副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賴宗福 副教授 

 時間：15:10~16:30 

 地點：場次 III-德香樓 B306 室 

論文 1 應用動態 SBM 資料包絡法模型評估臺灣 IC 設計產業之經營績效 

李世文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盧清城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任睦杉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 

論文 2 以動態二階段 DEA 模型評估臺灣生技產業經營效率 

楊國賢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許韶纓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周國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盧清城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3 應用動態網路 DEA 模型評估臺灣工具機產業之經營績效 

曾致國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盧清城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陳浩宗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論文 4 國際油價對生產者物價分類指數的轉嫁效果 

林進雄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官建和 宜蘭縣政府財政處 

周國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5 農場價格到市場價格的傳遞機制：以台灣蔬果及花卉價格為例 

楊 倩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吳柏漢 臺灣智慧卡股份有限公司系統技術處 

周國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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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實證與產業經濟 IV (E8)-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喬銘 助理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喬銘 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景南 副教授 

 時間：15:10~16:30 

 地點：場次 III-德香樓 B307 室 

 

論文 1 台灣高齡醫護宅配服務在市場之需求探討-以高雄地區為例 

鍾念頤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2 台灣電子競技運動對遊戲產業之衝擊分析 

李家宇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3 信用合作社與銀行之營運績效與其影響因素：效率的達成 

簡偉哲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4 勞動生產力對廠商成長影響之研究-以電子業與傳產業為例 

李喬銘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湯志傑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5 大中華基金績效與產業集中度之探討 

李喬銘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林凱翎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6 貨幣市場型基金之投資人行為探討 

李喬銘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何德光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論文 7 證券交易所得稅對台灣股市的衝擊 

沈佑政 佛光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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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行銷與服務管理 (M1)- 

 

 主持人：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文鈞 助理教授 

 評論人：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蔡文鈞 助理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喬銘 助理教授 

 時間：11:00~12:20 

 地點：場次 I-德香樓 B308 室 

 

論文 1 平台創新、社會網絡關係對於組織績效之影響-用實驗法調查廣東佛山某線上平台

為例子 

林立偉 廣東東軟學院國際合作部 

張安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李治明 國立澳洲南澳大學科技管理所 

論文 2 Timing Strategy For Hi-Tech Industry 

Bruce Ni 大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論文 3 Skimming Pricing Strategy For Hi-Tech Industry 

Bruce Ni 大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論文 4 飯店服務人員與肢體障礙者對飯店無障礙環境之認知差異 

王嘉淳 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董逸帆 國立宜蘭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 

蔡淑亭 聖約翰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論文 5 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以人情味為干擾變項 

王仁宏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吳 幽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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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M2)- 

 

 主持人：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周大森 助理教授 

 評論人：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周大森 助理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志鈞 助理教授 

 時間：13:30~14:50 

 地點：場次 II-德香樓 B307 室 

 

論文 1 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事件對股價報酬的影響 

林穎捷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2 家族企業接班經營者養成背景與接班策略變動性之影響 

邱鈺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康敏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論文 3 策略聯盟與併購後績效 

鄭弼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論文 4 性別公平知覺、工作家庭衝突與幸福感之研究—以社會支持為干擾變項 

王仁宏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黃 言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論文 5 Improved Tests on Nonlinear GMM Models: A Simulation Study on Wild 

Bootstrap with Quasi-hat Matrix Correction 

周大森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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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相關管理議題 (M3)- 

 

 主持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杰憲 副教授 

 評論人：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李杰憲 副教授 

    佛光大學 應用經濟學系 王緁妶 助理教授 

 時間：13:30~14:50 

 地點：場次 II-德香樓 B308 室 

 

論文 1 试论医疗服务价格谈判机制的建立 

王君 三峡大学 

論文 2 海景餐廳美學重要性與內涵之研究 

陳秀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論文 3 醫療機構、病患屬性及單位人力因子對醫療服務品質之等待時間影響因素探討-以

某區域醫院為例 

黃榮筌 佛光大學管理學系 

任慶宗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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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東亞經濟與管理研討會 

-各場次議程：財務金融與管理 (M4)- 

 

 主持人：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志鈞 助理教授 

 評論人：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志鈞 助理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溫育芳 副教授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 曲靜芳 助理教授 

 時間：15:10~16:30 

 地點：場次 III-德香樓 B308 室 

 

論文 1 國內股市處分效果之實證研究-以 2015 年放寬漲跌幅限為例 

連苡均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溫育芳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2 分析師推薦股之重複推薦投資績效分析-以經濟日報和聯合晚報為例 

吳映潔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志鈞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3 媒體效果對股票報酬影響之分析-以公司經理人登上雜誌封面為例 

康 桀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志鈞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4 公司特性影響報紙推薦股績效之分析 

鄒祐民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陳志鈞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論文 5 北京市商業銀行客戶個人理財需求影響因素之研究——以朝陽區為例 

高麗麗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徐 帆 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