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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1993/8~迄今) 

 國立中山大學國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0 / 9～2016/6) 

 國立中山大學主任秘書(2009 / 8～2013/7)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2007 / 9～2008/9)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主任(2003 / 8～2006 / 7) 

 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所長(2001 / 8至 2003 / 7)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術研究中心主任(1996 / 8至 2002 / 7)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副教授(1988 / 9至 1993 / 7) 

 

學歷 

 博士  愛荷華大學 經濟系 ( University of Iowa, U.S.A. Dept. of Economics )   (1988) 

 學士  國立台灣大學 經濟系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t. of Economics )   (1978) 

 

榮譽 

 本校研究績優教師 

中山大學 (2014) 

 本校研究績優教師 

中山大學 (2013) 

 本校研究績優教師 

中山大學 (2011) 

 甲種研究獎助 

國科會 (2000) 

 甲種研究獎助 

國科會 (1998) 

 甲種研究獎助 

國科會 (1996) 

 甲種研究獎助 

國科會 (1994) 

 優等研究獎 

國科會 (1993) 

 傑出教學獎 

中山大學 (1993) 

 傑出教學獎 

中山大學 (1991) 



 優等研究獎 

國科會 (1991) 

 甲種研究獎助 

國科會 (1991) 

 傑出教學獎 

中山大學 (1990) 

 甲種研究獎助 

國科會 (1990) 

 

研究計劃 

 高捷 4G智慧旅運 369躍升計畫之委託驗證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N105131 (2016).  

 大專院校成為社會企業可行性研究 

教育部  104009 (2015).  

 高雄市政府開源節流措施推動探討研究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2013).  

 102年建立高屏區域合作平台暨運作機制計畫 

屏東縣政府  102068 (2013).  

 「高雄自由經濟示範區法治規劃及架構之研究」委託專業服務案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2038 (2013).  

 複數廠商紅利點數交換平台之設計 

科技部  NSC101-2622-H-110-001-CC3 (2012).  

 「高雄市自由經濟示範區產業方案」委託專業服務案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1089 (2012).  

 高雄市自由經濟示範區產業方案 

政府部門   (2012).  

 01A10191「新興產業在地人才培訓計畫-管理課程(含營運管理、行銷管理、創業與創新管理)」

課程規劃報告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01018 (2012).  

 101年建立高屏區域合作平台暨運作機制計畫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1086 (2012).  

 00A10382高雄市產業規劃座談會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0042 (2011).  

 建立高屏區域合作平台暨運作機制計畫案 

屏東縣政府  100073 (2011).  

 00A3012莫拉克颱風災後家園重建與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契約編號：Morak100002)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100045 (2011).  

 價格管制下能源公用事業之績效評核制度---以台電為例 

科技部  NSC99-2410-H-110-019- (2010).  

 99A10773 99年建立高高屏區域合作平台暨運作機制計畫案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9141 (2010).  

 虛擬貨幣對Web2.0網路社群資訊分享績效評估之研究 

科技部  NSC98-2622-H-110-005-CC3 (2009).  

 99A10013『高雄縣旗美地區整體再生暨整合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 

高雄縣政府  99006 (2009).  

 98A10043經濟部所屬事業績效獎金制度改善方案(契約編號：984901)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  98030 (2009).  

 98A10494國營事業績效管理制度之研究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8110 (2009).  

 98A10772提升國民英語能力政策之研究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8164 (2009).  



 戶外媒體廣告效果評測機制之研究 

科技部  NSC97-2622-H-110-002-CC3 (2008).  

 97A10403高雄市公共建設總體效益(包括財務可行性)評估之模式委託研究(案號：9709)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97104 (2008).  

 97A11562國營事業工作考成制度修改建議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7180 (2008).  

 97A10533國土策略規劃下觀光賭場之區位因素評估(案號：9708120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7144 (2008).  

 跨平台電子貨幣交換機制之研究 

科技部  NSC96-2622-H-110-001-CC3 (2007).  

 國立中山大學全校創業管理學程推動計畫 

政府部門  96-EC-17-A-31-S1-061 (2007).  

 96A10193高雄市發展微型產業策略研究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6077 (2007).  

 「捷運啟動、創意生活」加值服務創業提案競賽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95143 (2006).  

 『在地中油、品味台灣』創業管理聯合課程暨提案競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95181 (2006).  

 「目標導向、行動學習」創業管理教育教學研習會 

科技部  NSC94-2517-S-110-001 (2005).  

 91A10333青少年創業教育相關專題研究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94068 (2005).  

 「創意領航、數位生活」-MOD加值應用創業提案競賽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94186 (2005).  

 中華電信大電視(MOD)創意行銷提案競賽委託研究「創意領航、數位生活」10校聯合課程暨

創業提案競賽(SA9940559-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  94171 (2005).  

 中華電信大電視(MOD)創意行銷提案競賽委託研究「創意領航、數位生活」10校聯合課程暨

創業提案競賽(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南區電信分公司  94171 (2005).  

 由跨國比較之觀點探討WTO服務業自由化架構下我國電信服務業自由化程度 

科技部  NSC93-2416-H-110-039 (2004).  

 93A10623如何加強公營企業的公司治理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3095 (2004).  

 數位匯流趨勢下電子通訊產業之管制變革與應有取向之研究 

科技部  NSC92-2416-H-110-033 (2003).  

 92A10143國人赴大陸或大陸地區人民至台灣設立醫療機構相互影響之研究 

行政院衛生署  1331 (2003).  

 92A10822高雄市國民中小學經營績效評估與調整方式之研究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462 (2003).  

 92A1060301「調頻民營大功率廣播電台」績效評估研究 

行政院新聞局  1422.1 (2003).  

 高雄 e都〈高雄智慧城市〉BOT案委託專業技術服務相關會計部分 

建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319.2 (2003).  

 醫療機構合併與反托拉斯問題之研究 

衛生署   (2002).  

 南台灣區域優勢與產業結構調整對永續發展的影響-子計畫九：以多功能經貿區為平台的南部

產業發展策略(I) 

科技部  NSC-91-2621-Z-110-013 (2002).  

 民營化後責任中心制度之研究 

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7 (2002).  



 醫療法人監督管理制度之研究 

衛生署   (2001).  

 中央補助地方國教經費計畫執行績效評估 

研考會   (2000).  

 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對遠傳電信之影響 

遠傳電信（股）公司   (2000).  

 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學生合理單位成本研究 

教育部   (2000).  

 勞工保險部分業務委託民營可行性之研究 

勞工保險局   (2000).  

 我國公立醫院經營體制與權責之研究 

衛生署   (1999).  

 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績效衡量指標及績效獎金運用模式 

中央健保局   (1999).  

 7U-020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銷部民營化實務研習計畫 

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78 (1998).  

 勞工保險局經營績效之認定與評估 

勞工保險局   (1997).  

 6R-E02高雄銀行民營化股權規劃與管理架構之研究 

高雄銀行  367 (1997).  

 6U-L04民營化員工權益補償員工認股及溝通作業之研究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382 (1997).  

 6T-A06台灣電力公司民營化釋股策略與執行方案之研究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384 (1997).  

 7T-001台灣電力公司新事業開發與人力發展策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處  394 (1997).  

 依負載率差異定價之研究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39 (1995).  

 

智慧財產權 

 複數廠商紅利點數交換平台之設計 

國科會 (101).  

 
 

研究領域 

公營事業管理、創新與創業管理、誘因制度設計 

 

期刊論文 (1999年後) 

 劉常勇、張玉山、彭美嘉、李依靜、黃春長、鄭淑芳、陳威穎、林正挺 (2018). 運用平台經濟

模式發展生活支援服務之模式探討.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26,(3),  188-197 (其他期刊).  

 張玉山、石怡芬、鄭博仁 (2016). 新時期台灣加工出口區的發展與展望. 海峽科學, (5),  71-75 (其

他期刊).  

 張玉山、李依靜、彭美嘉 (2016). 國營事業工作考成制度變革方向之探討. 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 

4,(3),  99-107 (其他期刊).  

 石岳峻、黃惟伶、張玉山 (2014). 你今天用平板電腦看報了嗎？－以聯合報 iPad應用程式為例. 

產業管理評論（原：產業管理學報）, 7,(2),  41-55 (其他期刊).  

 孫智嫻、張玉山 (2012).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對高雄地方發展的契機. 城市發展, 半年

刊,(14),  39-56 (其他期刊).  



 鄭兆宏、吳濟華、張玉山 (2012). 大高雄地區之優勢產業現況與潛力產業發展分析. 城市發展, 

半年刊,(12),  8-24 (其他期刊).  

 張玉山、游子慶 (2010).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之興革與前瞻. 人事月刊, 50,(5),  37-48 (其

他期刊).  

 Yue-shan Chang, Yueh-Chun Shih, Ching-chi Chang (2009). The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Mechanism of IT-enabled Innovative Services in Taiwan. Journal of Informatics and Regional Studies, 

1,(1),  3-15 (其他期刊).  

 張玉山、石怡芬、陳柏宏 (2008). 高鐵建設衍生之創業機會與輔導措施之研究－以高雄市服務

業發展為例. 城市發展, 專刊, 29-45 (其他期刊).  

 Yue-shan Chang, Kuo-jung Lee (2007). The Design of Exchange Mechanism for Micro-payment and 

Optimal Fees for Electronic Payment: An Analy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2),  79-94 (其他期刊).  

 Jhih-sian Sun, Yue-shan Chang, Wern-jyh Jehng (2007). Industrial Adventures: Staying Competitive 

Through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2),  35-46 (其他期刊).  

 張玉山、孫智嫻 (2006). 知識經濟時代通識教育創新教學模式. 高餐通識教育學刊, (3),  71-88 (其

他期刊).  

 李淳、張玉山 (2005). 數位匯流趨勢下電子通訊產業之管制變革與應有取向. 公平交易季刊, 

13,(4),  145-174 (TSSCI).  

 張玉山、孫智嫻 (2005). 高雄港港埠營運自然獨占之檢討. 中山管理評論, 13,(3),  985-1011 

(TSSCI).  

 江淑貞、劉維琪、張玉山 (2005). 公司初次上市之承銷方式、股權分配與監督機制. 臺大管理論
叢, 15,(2),  1-24 (TSSCI).  

 張靜琪、張玉山 (2005). 創造力教育的創新模式－以中山大學創業管理課程為例. 教育科學期刊, 

5,(1),  146-177 (其他期刊).  

 張玉山、孫智嫻 (2004). 高雄港港埠業務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之分析. 公平交易季刊, 12,(4),  1-

32 (TSSCI).  

 廖源星、張玉山、高秋蓉 (2004). 企業舉債實施庫藏股是否能增進企業價值：當政府是大股東

時. 財稅研究, 36,(2),  95-108 (其他期刊).  

 張玉山、張靜琪 (2003). 創造力教育推動個案-以中山大學創意學子計畫為例. 中山通識教育學報, 

(2),  119-132 (其他期刊).  

 鄭英耀、張玉山、蔡清華、蔡正雄、曾綉雯 (2002). 我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單位成本之研

究. 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 10,(4),  41-66 (TSSCI).  

 江淑貞、張玉山、曾美君 (2001). 承銷方式與民營化釋股之研究. 管理學報, 18,(1),  135-152 

(TSSCI).  

 張玉山、李淳 (2001). 受管制產業中競爭與管制政策協調機制的初探. 公營事業評論, 2,(4),  45-

62 (其他期刊).  

 張玉山、江淑貞 (1999). 民營化對事業單位經營績效之影響. 証券市場發展季刊, 11,(2),  105-128 

(TSSCI).  

 張玉山、江淑貞 (1999). 我國民營化釋股規劃對資本市場影響之探討. 亞太管理評論, 4,(1),  51-

61 (TSSCI).  

 

研討會論文(1999年後) 

 張玉山、彭美嘉、李依靜 (2018). 台灣都會與鄉村社區照顧模式之探討. 2018海峽兩岸管理論壇, 

福建廈門, China.  

 Liu, Matthew T., James Brock, Chang, Yue-shan (2008). Does Redemption Reward Program of Credit 

Card Work in China? .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As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AAoM)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張玉山、石怡芬、陳柏宏 (2008). 高鐵建設衍生之創業機會與輔導措施之研究－以高雄市服務

業發展為例. 高速鐵路整合計畫案成果發表會, 高雄市, Taiwan.  

 張玉山 (2008). 高雄市發展微型產業策略研究.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專題委託研究成果發表會, 高

雄市, Taiwan.  



 Chang, Yue-shan, Lee, Kuo-jung (2007). The Design of Exchange Mechanism for Micro-payment and 

Optimal Fees for Electronic Payments — an Analyt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novative IT-enabled Services (ITeS) in the New Economy-- Web2.0 Services and e-finance, Taipei, 

Taiwan.  

 張靜琪、張玉山、楊博翔 (2006). 從執行中學習：以中山大學亞太產業研究課程為例. 第四屆
「創新與創造力」研討會, 台北市, Taiwan.  

 張玉山、張靜琪 (2006). 創業管理教育與「創新數位加值服務」開發. 2006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
研討會, 台北市, Taiwan.  

 張玉山、張靜琪、孫智嫻、何羚瑋 (2005). 數位加值服務與創新經營模式的開發－以中山大學

『新事業開發』課程為例」. 2005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台南市, Taiwan.  

 張玉山、孫智嫻、張靜琪、鄭文治 (2005). 實踐知識經濟：創業教育新模式. 2005工研院創新與
科技管理研討會, 新竹市, Taiwan.  

 張玉山、張靜琪、何羚瑋 (2005). 數位加值服務構想的創新模式－以中山大學的『新事業開發』

課程為例. 第四屆「海峽兩岸科技與經濟論壇」學術研討會, 福建福州, China.  

 Chang, Yue-shan (2005).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and Meaning of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ontext of PSUs. Seminar on Productivity Awareness for 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 Yogjakarta, Indonesia.  

 張靜琪、張玉山、陶慧倩 (2004). 創造力育新嘗試：創意的發想與實踐－以中山大學微型創業

課程為例. 第一屆創意的發想與實踐研討會, 高雄市, Taiwan.  

  張玉山、張靜琪 (2004). 行動學習：創管教育新模-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創管學程新嘗試. 2004年
創造力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北市, Taiwan.  

 張玉山、張靜琪 (2004). 創意學子團隊學習歷程-以中山大學創意學子計畫為例. 第二屆創新與創
造力研討會, 台北市, Taiwan.  

 張玉山、曾珊慧、張靜琪、張志暉 (2004). 創業管理教育的新嘗試-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創管學

程為例. 第二屆創新與創造力研討會, 台北市, Taiwan.  

 張玉山、曾珊慧、張靜琪、張志暉 (2004). 目標導向，體驗學習：創業管理教育的新模式-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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