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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六）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台北市貴陽街一段 56 號） 

 

時間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09:00-09:30 報 到 （第五大樓一樓入口） 

09:30-09:50 開幕典禮（R5211）  

09:50-10:00 團體照相  

10:00-12:00 專題報告Ⅰ（R5211）  
主持人：傅祖壇（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劉志明（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黨委書記） 

1、講題：AI 運作中請微笑 
講者：陳冲（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2、講題：Shill Bidding or Credit Signaling? A Cross-Country Study on the Value of Large 
Bids in Online Peer-to-Peer Lending 

講者：陳冬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教授） 

3、講題：Research in social credit from social value investing perspective：Some I thoughts
講者：黃偉（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前院長、西安交通大學中國深化改

革與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12:00-13:30 午 餐 時 間 ( R2123） 

時間/教室 R2621 R2614 R2615 

13:30-15:00 

A1 

會計與風險管理 

 

A2 

經濟行為與效率 

 

A3 

電子商務與大數據分析 

 

15:00-15:30 茶 敘 時 間 ( R2609) 

15:30-17:00 

B1 

電子商務與人工智慧 

 

B2 

知識創新與績效 

 

B3 

經濟與管理 

 

時間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教室 R2621 R2614 R2615 

10:00-11:30 

C1 

電子商務與發展策略 

 

C2 

經濟與財務 

 

C3 

財務工程與保險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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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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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09:00-09:30 
五大樓 

1樓  
報 到  

09:30-09:50 R5211 開幕典禮  
 

09:50-10:00 R5211 團體照相  

10:00-12:00 R5211 

專題報告Ⅰ（R5211）  
主持人：傅祖壇 (東吳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劉志明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黨委書記) 

1、講題：AI 運作中請微笑 
講者：陳冲 (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2、講題：Shill Bidding or Credit Signaling? A Cross-Country Study on the Value 
of Large Bids in Online Peer-to-Peer Lending 

講者：陳冬宇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教授) 

3、講題：Research in social credit from social value investing perspective：Some 
I thoughts 

講者：黃偉 (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前院長、西安交通大學中國

深化改革與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12:00-13:30 R2123 午 餐 時 間  

13:30-15:00 R2621 

【A1 會計與風險管理】 
主持人：劉鵬偉(西北政法大學正高級審計師) 
1、 審計行業專長與企業股價崩盤風險 

周中勝(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主任) 
張康建(審計署上海特派辦)  
馬笑芳(浙江工商大學會計與財務學院) 
評論人：張大成(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教授) 

2、 跨市場人民幣外匯期貨避險比率與績效 
高佩蓮(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碩士生) 
張大成(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教授) 
評論人：周中勝(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主任) 

3、 宏觀經濟環境不確定、企業避稅與企業信貸融資可獲性研究—來自於我國

高新技術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 
羅正英(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 
孫舟天洋(蘇州大學文正學院) 
評論人：遲淑華(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4、 保險科技與保險公司經營關聯性之探討-以價值鏈分析為核心 
遲淑華(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陳俊光(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評論人：羅正英(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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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13:30-15:00 R2614 

【A2 經濟行為與效率】  
主持人：張榮剛(西北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 

李坤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1、 人口集聚有利於提升區域創新效率嗎？ 

張斌(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方健雯(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評論人：李坤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2、 建構航線最適化票價決策之研究 
李坤璋(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蔡宜君(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張斌(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 

3、 企業”出口中學習”效應研究:基於細分創新行為的經驗證據 
彭向(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講師) 
評論人：李揚(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創所所長) 

4、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Hotel Industry 
李揚(國立高雄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創所所長) 
評論人：彭向(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講師) 
 

13:30-15:00 R2615 

【A3 電子商務與大數據分析】 
主持人：陳冬宇(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教授) 
1、 Uniform vs. Retailer-specific pricing: how a strategic supplier responds to the 

dominant retailers’ markup pricing strategy 
王要玉(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副院長) 
Bo FENG (Research Center for Smarter Supply Chain, Dongwu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Jian-Cai w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ujun LAI (Research Center for Smarter Supply Chain, Dongwu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評論人：林忠機(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授) 

2、 行為財務機器人理財演算法 
林忠機(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授) 
陳建宇(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碩士) 
陳欣樺(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碩士) 
陳政宇(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碩士) 
評論人：王要玉(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副院長) 

3、 Research on the tipping point of two-sided platform based on BASS model 
尹洪英(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 

 Xiaofeng Quan (Soochow University) 
評論人：趙景明(東吳大學訊管理學系教授) 

4、 提升媒體網站之內容點擊成效初步解決方案-以 U 公司為例 
范祚誠(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生) 
趙景明(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陳伯榮(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尹洪英(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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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15:00-15:30 R2609 茶 敍 時 間  

15:30-17:00 R2621 

【B1 電子商務與人工智慧】   
主持人：王則斌(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教授/前院長) 
1、 Examining Guanxi as an environmental dependency-reducing strategy in 

China: a 3PL provider’s perspective 
儲昭昉(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主任) 
評論人：蘇雄義(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2、 人工智慧在零售越庫中心自動分類線平衡智慧化之探討 
蘇雄義(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人：儲昭昉(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電子商務系副教授/主任) 

3、 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對高新技術企業績效影響研究 
李晶(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副教授) 
郭師靈(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評論人：湯美玲(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4、 新聞語意資訊探勘在公司股價預測上的應用：關鍵詞篩選與正負向詞量之

類目建構 
陳宏銘(銘傳大學經濟與金融系助理教授) 
湯美玲(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晶(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副教授) 
 

15:30-17:00 R2614 

【B2 知識創新與績效】 
主持人：袁建新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副院長) 
1、 Do Product Linkages Matter for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Dyadic Data in China 
楊銳(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主任) 
Son, Jung Won (Bartlett School of Plann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評論人：謝永明(東吳大學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2、 財務比率分析是否可獲得股票投資超額報酬呢？ 
謝永明(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張鈺岳(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楊銳(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主任) 

3、 組織學習、創新績效與競爭優勢的關係研究—汽車企業的實證分析 
龐麗(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副教授) 
評論人：簡雪芳(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4、 企業社會責任資訊與盈餘反應係數之關聯性研究 
簡雪芳(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楊孟萍(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樓亭萱(東吳大學會計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龐麗(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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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8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 

15:30-17:00 R2615 

【B3 經濟與管理】 
主持人：白雪潔(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1、 AI 時代的產業組織變革趨勢—兼論大陸製造企業的競爭力塑造 

白雪潔(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龐瑞芝(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 
評論人：黃雅文(東吳大學財精系副教授) 

2、 投資型保單解約因素之研究 
黃雅文(東吳大學財精系副教授) 
評論人：龐瑞芝(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 

3、 中國煤炭企業並購的事前效率評估 
何豔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講師) 
邱永和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評論人：劉文彬(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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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豔 (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會計系講師) 
 

 
議程表 

日期：2018 年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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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10:00-11:30 R2621 

【C1 電子商務與發展策略】 
主持人：浦文倜 (蘇州大學應用技術學院書記) 

何煒華(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1、 “一帶一路”戰略對我國長三角地區出口的影響  

朱冬梅(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評論人：何煒華(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2、 探討美妝 YouTuber 對消費者購買意圖之影響 
何煒華(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葉子寧(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朱冬梅(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貿經系講師) 

3、 閩台文化產業競爭力比較分析與發展策略 
陳偉雄(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博士) 
王盛(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評論人：謝效昭(東吳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4、 以延伸科技接受模型探討臺灣行動銀行的使用意願-金融科技應用之影響

效果 
蔡侑達(第一銀行高級辦事員) 
謝效昭(東吳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評論人：王盛(福建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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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10:00-11:30 R2614 

【C2 經濟與財務】  
主持人：陸少杰(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副院長) 

陶宏麟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1. 貪腐容忍的性別差異 

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邱于恆(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碩士) 
評論人：楊仁維(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2. Mean-Riskiness 比率下之最適期貨避險比率 
楊仁維(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陳湘晴(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3. Mean-Riskiness 績效指標極大化之最適避險比率 
楊仁維(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林莉容(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4. 極小化風險指標之遠期合約最適避險比率: 考量違約風險 
楊仁維(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陳崇謙(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5. 經濟績效指標極大化之最適投資組合 
楊仁維(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劉繼裕(東吳大學經濟學系學士生) 
評論人：陶宏麟(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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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10:00-11:30 R2615 

【C3 財務工程與保險精算】 
主持人：詹芳書(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1.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強制揭露、GRI 揭露標準的遵循與股價對盈餘資訊

的反應：台灣金融業的實證分析 
詹芳書(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黃志碩(台灣大學會計學系研究助理) 
評論人：周玉龍(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講師、博士後) 

2. 多因子 CIR 期限結構模型下遞移機率函數之估計方法 
吳政訓(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張凱君(台灣金融研訓院研究員) 
許順吉(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教授) 
評論人：詹芳書(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3. Jump Variance Risk : Evidence from Option Valuation and Stock Returns 
張瑄凌(台灣大學財金所博士生) 
張晏誠(台灣大學財金系教授) 
鄭宏文(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彭柏翔(芝加哥大學統計所碩士生) 
曾俊凱(堪薩斯大學財金系教授) 
評論人：吳政訓(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助理教授) 

4. Valuation of the Ratchet Equity Indexed Annuities with Quanto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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