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一屆畢業論文（88-90）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9001 蔡輝端 台商在大陸融資市場研究 徐守德

碩專9002 張美華 住宅抵押債權證券化之探討－國內浮動利率貸款之評價 羅容恆

碩專9003 林建州 銀行授信客戶違約機率之衡量 郭照榮

碩專9004 林育志 轉換公司債發行動機之風險移轉與後門權益假說實證 郭照榮

碩專9005 顏龍男 國內資產管理公司（AMC）設立對不動產市場可能影響之
研究

陳明吉

碩專9006 王忠益 署立精神療養院醫師服務獎勵金分配模式之研究－以嘉南
療養院為例

張玉山

碩專9007 池韺華 景氣循環下影響共同基金績效因素之研究 郭修仁

碩專9008 林立峰 我國上市的電子公司研發支出與股價之關連性 羅容恆

碩專9009 施才憲 企業應收帳款敏感性分析之研究 徐守德

碩專9010 陳怡靜 台灣地區總體經濟因素與股票和債券報酬關係之實證研究 黃振聰

碩專9011 葉秀鳳 兩稅合一與租稅優惠對高科技產業公司股利政策之影響 陳妙玲

碩專9012 王儷珊 我國產物保險公司清償能力的探討 羅容恆

碩專9013 潘秀美 企業購併與撤資之研究 廖源星

碩專9014 黃小玲 兩稅合一對公司資本結構之影響 陳妙玲

碩專9015 劉向麗 從銀行融資觀點看企業財務預警問題 郭照榮

碩專9016 李明峰 銀行業對企業授信「信用評等表」財務比率預警有效性之實
證分析

羅容恆

碩專9017 林建州 銀行個人消費信用貸款授信風險評估模式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9018 林玉珍 歐洲單一貨幣市場整合實證研究 羅容恆

碩專9019 陳秀鳳 公營事業採購方式之研究－以個案分析 張玉山

碩專9020 陳榮昌 台灣股票報酬之結構分析 羅容恆

碩專9021 酈治斌 臺灣高科技產業智慧財產權風險管理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9022 林俊吉 銀行對企業授信產生逾期放款之認知因素分析 徐守德

碩專9023 余財安 臺灣資訊電子業股票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決定因素探討 羅容恆

碩專9024 沈道正 本國銀行業採用網路轉帳交易之決策因素分析 羅容恆

碩專9025 黃弘騰 住屋抵押貸款保險核保模式之研究－太平產險1090專案與
美國MGIC比較分析

劉德明

碩專9026 陳高商 海外存託憑證定價與套利實證研究 廖源星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二屆畢業論文（89-91）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9101 李學智 銀行業整合產壽險及證券公司之破產風險影響－以台灣地

區銀行為例

徐守德

碩專9102 雷文宗 影響台灣股票市場總體經濟變數之探討－益本比(E/P)之實

證研究

徐守德

碩專9103 郭貞伶 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績效評估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04 沈寧衛 產業股價與報酬之研究－會計基礎評價模式之應用 郭照榮

碩專9105 林佩樺 金融發展與資本配置效率 廖源星

碩專9106 蘇明信 高科技產業研究發展支出對企業價值之攸關性 陳妙玲

碩專9107 沈秋桂 外匯暴險的部位衡量問題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08 曾瑞文 臺灣地區長短期利率預測模型之建構－以政府公債及商業

本票為研究對象

羅容恆

碩專9109 洪寬政 企業併購之動態性財務規劃－以系統動力學方法初探 徐守德

屠益民

碩專9110 王珍瑞 銀行經營策略對收益影響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9111 蘇培魁 實質選擇權在ＢＯＴ專案投資決策之應用－以大鵬灣國家

風景區為例

羅容恆

碩專9112 趙永昱 技術分析交易法則在股市擇時之實證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13 熊嫦玲 企業評價模型有效性之實證研究 劉德明

碩專9114 許武利 委託書爭奪戰對股東財富之影響 廖源星

碩專9115 顏榮瑜 不同基金風格之績效研究及影響因素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9116 劉富美 台灣跨國企業產品多角化與國際化程度對公司績效、資本

結構、公司價值及系統風險影響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9117 李世傑 不動產專業銀行對民眾住宅金融貸放行為之研究－以土地

銀行為例

羅容恆

碩專9118 王宗興 台灣新上市公司股票存活分析實證研究 廖源星

碩專9119 蔡豪雄 銀行經理人是否操控逾放比率揭露問題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20 余瓊珣 台灣航空業合併換股比率之模擬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21 陳易成 台灣地區上櫃轉上市公司異常報酬與穩定性之研究 羅容恆

廖源星

碩專9122 汪毓屏 銀行逾放發生與經理人盈餘管理之關聯性實證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23 陳勤明 壽險商品利率風險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24 莊英俊 財務比率對銀行授信決策的影響之研究 徐守德

碩專9125 洪銘甫 我國定期存款牌告利率與市場集中度間關係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26 李文濤 投資組合保險策略調整與配置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127 蔡明憲 金融機構消費信用貸款授信評量模式 郭照榮

碩專9128 許正雄 銀行信用風險溢酬之探討－以單一銀行為例 郭照榮



碩專9129 蕭珍隆 銀行授信信用風險溢酬之衡量 郭照榮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三屆畢業論文（90-92）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9201 許文媛 高雄市財政問題之平衡預算之研究 徐守德

碩專9202 高貴美 現金增資宣告效果因素探討 廖源星

碩專9203 杜敏瑛 現金卡應收債權資產證券化之可行性研究 郭照榮

碩專9204 曾麗蓉 校務基金績效評估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9205 楊衍燮 我國不動產證券化之研究 徐守德

碩專9206 黃墩富 銀行教育訓練與經營績效關聯性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207 陳世明 景氣循環下影響資本結構因素之探討－以台灣上市電子業

為例

黃振聰

碩專9208 吳明歷 興櫃制度對新上市股票承銷價低估影響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9209 潘世奇 影響企業價值波動之關鍵因素探討 黃振聰

碩專9210 洪宏達 購併活動對主併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以臺灣上市公司為

例

羅容恆

碩專9211 翟慧雯 銀行資本適足性之模擬研究－市場風險探討 羅容恆

碩專9212 陳　慧 金融資產證券化－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設計實例與相關

問題研究

郭照榮

碩專9213 林菊芬 勞工退休金制度與年金保險之探討 郭照榮

碩專9214 謝芳宜 現金增資與資訊不對稱問題關係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9215 林靜宜 會計詐欺與權益評價 陳妙玲

碩專9216 余麗珠 匯率決定因素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9217 李聿偉 金融預警制度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9218 王瑜玲 應計退休金負債與公司市場價值之關聯性研究 陳月霞

碩專9219 羅裕仁 台灣電子業員工分紅配股制度之研究 黃振聰

碩專9220 王聲仁 TFT-LCD產業的合併模擬 －以友達光電及廣輝電子為研

究對象

郭照榮

碩專9221 何宜芳 金融資產信用風險控管及移轉之探討 黃振聰

碩專9222 許麗瑛 金融業跨業經營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9223 賴名諺 影響新台幣匯率因素－短、中長期匯率迴歸模型分析 郭照榮

碩專9224 溫端賢 長期投資、董監持股與機構投資人之間的關係—以台灣上

市公司為例

郭照榮

碩專9225 陸子青 臺灣信用合作社之改造研究 羅容恆

碩專9226 林志剛 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及承擔信用風險所需最低資本之研

究－以某一商業銀行為例

郭照榮

碩專9227 許建政 我國上市櫃公司財務預測與盈餘管理關連性之探討 羅容恆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四屆畢業論文（91-93）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 9301 陳慧美 盈餘管理與財務特性、股票報酬關聯性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 9302 黃一清 銀行授信之違約機率預測－以上市櫃建築公司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303 黃致鵬 銀行企業授信風險之研究－以土地銀行、農民銀行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304 金玫 兩稅合一前後租稅優惠對公司價值之影響 陳妙玲

碩專 9305 施俊雄 可轉換公司債價差分析探討 黃振聰

碩專 9306 陳良光 國家風險評等模型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307 陳麗玉 高科技智慧財產權之風險管理與策略－專利侵權在美遇訟

之損失控制

羅容恆

碩專 9308 賴秋伶 資訊電子產業自由現金流量與經濟附加價值之研究 黃振聰

碩專 9309 尹寶麟 台灣上市櫃公司員工分紅決策因子研究 廖源星

碩專 9310 黃玫楨 新巴塞爾協定下有關內部評等模型建立之探討 郭照榮

碩專 9311 吳佳穎 新創事業籌資方式之研究 張玉山

碩專 9312 柴志娟 投資銀行對危機企業重建之融資收購行為 徐守德

碩專 9313 莊秀娟 獨立董監事與公司價值 廖源星

碩專 9314 黃玉芳 企業外匯風險管理與避險策略之評估 徐守德

碩專 9315 楊忠憲 銀行信用風險之衡量－馬可夫轉換模型之應用與實證 郭照榮

碩專 9316 莊素霞 金融控股公司對壽險業影響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 9317 陳信忠 勞工退休金制度與企業年金之研討 羅容恆

碩專 9318 劉進聰 金融控股公司經營績效探討--以國泰金控為例 羅容恆

碩專 9319 陳柏宏 我國票券金融公司保證承銷違約機率之實證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320 鄭博文 上市電子公司實施庫藏股之內線交易情形及公司治理成效

之研究

徐守德

碩專 9321 許麗玟 銀行外滙部位暴露衡量及風險結構之探討 郭照榮

碩專 9322 吳豐宗 自動平衡機制在投資型保險商品的財富效果 徐守德

碩專 9323 鄭永裕 公立高級職業學校經費預算與學生單位成本探討－以高雄

市某公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為例

郭修仁

碩專 9324 湯翠萍 財務彈性－上市公司實施庫藏股之實証研究 廖源星

碩專 9325 柯光庭 從營運資金模式探討銀行短期授信風險－以系統動力學方

法

羅容恆

屠益民

碩專 9326 王慧文 金控公司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對公司價值之影響 羅容恆

碩專 9327 鄭貴元 壽險業業務人員最適薪酬制度之研究－以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為例

張玉山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五屆畢業論文（92-94）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 9401 陳肇安 台灣運輸類股指數與 BDI等國內外相關指數連動性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 9402 盧光照 銀行信用風險溢酬與違約機率相關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403 王宗裕 股票長期超額報酬之基準模型分析 廖源星

碩專 9404 方翠嬋 影響一般型股票基金的因素及基金績效排名持續性之探討 羅容恆

碩專 9405 蔡淑芬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之績效評估及最適資產配置之探討 陳妙玲

碩專 9406 陳瑞芳 高雄銀行經營發展策略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407 秦秋月 中小企業授信之信用風險評估暨新巴賽爾資本協定實施對

中小企業融資之衝擊

郭照榮

碩專 9408 張燕玲 企業研發投資對融資政策與未來成長價值之影響 羅容恆

碩專 9409 孫德偉 資產交換之效益分析及風險控管 羅容恆

碩專 9410 蔡芳美 我國銀行業經營績效評估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411 陳文鎮 創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投資個案預期報酬率評估與分析 黃振聰

碩專 9412 陳靜香 公司經營績效、所有權結構與總經理酬勞間之內生性關係 郭照榮

碩專 9413 林雅蘭 銀行授信違約機率之探討－以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414 鄭光智 我國銀行企業金融之信用風險實證研究－以國內某 C銀行

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415 陳志煌 銀行授信信用風險溢酬之衡量 郭照榮

碩專 9416 蘇軒慧 以財務危機模式探討合併報表及個別報表併存之必要性 羅容恆

碩專 9417 吳欣樺 新台幣匯率之決定因子分析－向量自我迴歸模型應用 郭照榮

碩專 9418 薛添得 員工持股信託之研究-以榮星公司為例 張玉山

碩專 9419 黃嘉祥 我國金融控股公司隸屬之商業銀行子公司績效評估 羅容恆

碩專 9420 凌啟松 銀行信用風險之探討－以 C銀行汽車貸款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421 孫銘輝 作業基礎預算制度之運用與探討－以電信業為例 羅容恆

碩專 9422 王櫻霓 不同類型策略聯盟之宣告效果與股東權益風險探討－以台

灣上市公司為例

羅容恆

碩專 9423 伍偉榮 摩根成份股調整對現股價量的影響 廖源星

碩專 9424 歐警方 我國票券金融公司信用風險之實証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425 涂俊凱 財務比率分析應用於企業發生財務危機之研究－以台灣地

區興櫃公司為例

羅容恆

碩專 9426 黃紋萍 兩稅合一經濟附加價值與股價之關聯性實証研究 羅容恆

碩專 9427 林立綱 以外資買賣資訊為投資依據之績效評估 羅容恆

碩專 9428 李曉鳳 國內投信發行國際股票型共同基金效率之研究 羅容恆

碩專 9429 何孟霓 從利害關係人角度論台灣醫院資訊揭露 羅容恆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六屆畢業論文（93-95）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 9501 李翠馨 銀行企業授信信用風險違約率實證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502 郭淑芳 台灣上市公司經理人報酬及激勵政策決定因子分析 廖源星

碩專 9503 曹玉蕙 銀行現金卡業務審核模式之問題研討－以高雄銀行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504 郭麗莉 油價及匯率波動對企業的影響 徐守德

碩專 9505 黃淨琦 探究封測大廠興衰的關鍵因素-個案公司財務研究 徐守德

碩專 9506 林俊毅 反向購併之個案研究-以台灣鋼鐵個案公司為例 徐守德

碩專 9507 周孟宣 台指選擇權交易策略實證研究－以期初持有至到期結算為

例

徐守德

碩專 9508 黃子芸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下的銀行風險管理中信用風險之探討 徐守德

碩專 9509 李啟義 台灣可轉換公司債轉換套利之實證研究 廖源星

碩專 9510 陳信宏 顧客終身價值之關聯性研究 陳妙玲

碩專 9511 藍麗惠 台灣金融機構之外匯風險 廖源星

碩專 9512 蔡火蓮 新台幣匯率預測之探討 徐守德

羅容恆

碩專 9513 黃宇文 我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之風險管理探討 郭照榮

碩專 9514 李長津 IC封測合併換股比率之模擬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515 戴嘉雄 擔保債權憑證之信用價差評價－Copula分析法 黃振聰

碩專 9516 沈偉成 多標的股票連動債券評價與分析－COPULA 方法 黃振聰

碩專 9517 陳英仁 信保機制下影響金融機構授信決策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518 蘇川銘 新創技術投資時機之研究─以燃料電池產業為例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519 雲小娟 台灣地區上市公司股票評價模式之研究－以鋼鐵業為例 徐守德

碩專 9520 王藎愷 台灣上市櫃軟式印刷電路板廠商獲利能力之研究 徐守德

陳明吉

碩專 9521 李靜芬 內部控制制度落實及其影響－理律個案之探討 張玉山

羅容恆

碩專 9522 張簡淑

如

銀行加入金融控股公司前後經營績效之探討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523 陳秋伶 壽險公司資產配置效益之研究-以國泰人壽與新光人壽為

例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524 陳麗光 韓國三星電子公司集團效益之探討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525 洪靜如 運用經濟附加價值(EVA) 於企業財務危機預警之研究 徐守德

羅容恆

碩專 9526 許雅惠 企業合併換股比率之模擬探討－以被動元件產業為個案 郭照榮

碩專 9527 賴繡如 顧客滿意度、投入資本、綜合淨利及公司價值：中國汽車產

業之實證分析

陳妙玲



碩專 9528 陳佳君 從倫理道德、法規認知與遵循論述財會人員在公司治理的

角色

張玉山

羅容恆

碩專 9529 林雲糶 汽車產業演進之探討－以美日德三國為例 黃振聰



國立中山大學財管系（碩士專班）第七屆畢業論文（94-96）

論文編號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碩專 9601 鄭喬木 開放當日沖銷對上櫃市場中可信用交易股票的影響 廖源星

碩專 9602 彭瓊慧 內陸貨櫃運輸導入 ERP之探討 張玉山

碩專 9603 杜育麟 參加商展之成本效益分析－以個案公司為例 徐守德

碩專 9604 葉淑芬 上櫃轉上市公司異常報酬之研究 羅容恆

陳明吉

碩專 9605 陳虹樺 市場狀態動量報酬與總體經濟因素之研究 廖源星

碩專 9606 張琛維 台灣股價指數與類股間資訊傳遞及價量關聯性之研究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607 莊哲銘 國內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募集發行與經理人初期行為之研究 郭修仁

碩專 9608 林柏衡 四因子模型下共同基金績效持續性與動能策略之研究 廖源星

碩專 9609 蔡宗孝 企業資本結構及融資決策選擇之探討 徐守德

碩專 9610 鐘敏菁 從套利行為探討購併事件之價格壓力 羅容恆

陳明吉

碩專 9611 吳素燕 從內部控制、內部審核、內部稽核觀點--探討公務機關會計

人員之角色

郭照榮

碩專 9612 鍾佩姍 上櫃制度變革前後對異常報酬之影響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613 王秋菊 策略規劃與預算管理於中小企業之研究-以W公司為例 羅容恆

陳明吉

碩專 9614 許福泰 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之信用風險衡量 郭照榮

碩專 9615 鄭水英 機構投資人從眾行為研究─以國內一般股票型共同基金為

例

郭修仁

碩專 9616 于佩玉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費率之衡量--以Ｋ銀行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617 李淑霞 從財政收支探討如何改善地方財政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張玉山

碩專 9618 吳美燕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下信保基金保證費率的評估--以Ｍ銀行

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619 楊慶豪 台灣股票市場投資策略分析之研究—價值投資與成長投資

之比較

郭修仁

碩專 9620 蘇玉芳 台灣股市中立策略之評估 廖源星

碩專 9621 李金英 買權賣權平價理論之套利研究--台指期貨與台指選擇權套

利實證

廖源星

碩專 9622 林秋輝 台灣股市動能策略研究 廖源星

碩專 9623 林穗娟 權益激勵費用化對會計報表影響之研究－以Ａ科技公司為

例

張玉山

碩專 9624 李惠萍 企業應收款項風險控管與呆帳違約預警模型之建構--以Ｔ

軟板公司為例

郭照榮

碩專 9625 張美珍 企業併購之套利機會分析 廖源星



碩專 9626 王婉蓉 信用風險衡量結構式模型 KMV－EDF於台灣電子產業上

市之研究

郭照榮

碩專 9627 王志賢 匯豐控股購併之個案研究 黃振聰

羅容恆

碩專 9628 許嘉倫 企業債務之探討 羅容恆

陳明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