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106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資訊













簡章公告：106 年 2 月 20 日起公告於本校網頁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報名日期：
取得報名繳費帳號期間：106 年 4 月 5 日(三)至 4 月 10 日(一)止
登錄報名資料期間：106 年 4 月 5 日(三)至 4 月 11 日(二)止
審查資料繳交截止日：106 年 4 月 11 日(二)止
招生名額：2 名
考試項目：書面審查佔 40% / 口試佔 60%
口試日期：106 年 5 月 27 日(六)
繳交資料(裝訂成冊、一式四份)
1. 考生基本資料表(以英文撰寫，請至本系網頁下載)
2. 自傳及研究計畫(以英文撰寫)
3. 大學部與碩士班成績
4. 推薦信 2 份(不限採用簡章中所附之「推薦信」）。
5. 英文能力證明： TOEFL 或 TOEIC。
6. 其他：其他有利審查資料：如著作、GRE、GMAT 等其他英文證明。
系所特色：
本系博士班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博士班的課程設計以訓練一流研究人員為目
的，除了培育學生在財務金融相關領域的研究專長之外，亦為日後爭取一流大學
或研究機構工作，提供完整的博士養成教育。在修業期間，我們要求您前二年必
須全時在學專心研讀博士班的課業，系上酌予撥給助學金，於一定的時間內修習
完成規定的課程、學分；並完成學位考試的測驗，以及博士論文的寫作等等。值
得一提的是，本系博士班規模雖小，但師生互動頻繁，博士生除了有嚴謹與紮實
的學術訓練，在融洽的學習環境中，更能獲得師長的關心與相互切磋的寶貴經
驗。歡迎有志於財金領域學術研究與教學者，加入本系博士班！
博士生獎學金：
一、元大投信獎學金(1 名)：
i.
獎助金額：自入學起算，每月新台幣三萬元，累計四年。
ii.
申請資格：獲此獎學金之學生，需參與元大投信財務量化之相關研究計
畫。
二、教育部國際共同培育人才計畫(1~2 名)：
i.
獎助金額：
卓政獎學金補助國內三學年免學雜(學分)費，並每月給予三萬元生活助學
金
 博一：於國內修課，每月補助新台幣三萬元。



博二至博三：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財金系進修，每年獲一百五十
萬元補助，至多兩年。



博四至博五：完成博士論文(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師共同指導)，
每月補助新台幣三萬元。

ii.

申請資格：經錄取為本系 106 學年度博士班新生，且欲申請本項獎學金
者，須於當年度九月份開學前，繳交 TOEFL iBT 成績單(100 分以上)，
經甄選後擇優錄取。
三、卓越博士生獎學金
i.

入學獎學金：本系博士班新生，得擇優入學後核發每名獎學金新台幣二
十萬元整，分四學期發給，每學期五萬元整。

ii.

出國交換獎學金：凡透過教育部、國科會或本校相關出國交換補助，備
妥相關出國交換補助資料經本系博士班委員會認可，視系上經費酌予獎
勵出國相關費用。

iii.

學術論文投稿補助：經本系博士班委員會認可，視系上經費酌予獎勵出
國相關費用。

四、全時就讀獎學金
i.
獎助金額：視商學院補助而定。
ii.
申請資格：凡為本系博士生皆可提出申請。
五、研究生獎學金
i.
ii.



獎助金額：視商學院補助而定 10,000~20,000 不等。
申請資格：凡為本系博士生且有論文準備方向皆可提出申請。

修課資訊：
 小班制教學，師生比率高、互動頻繁，有利於教學研究與交流
 修課年限 3~7 年，全英語授課
 最低畢業學分 24，含必修 18 學分與選修 6 學分
 就讀兩年內需通過學科考試，至多兩次機會；另第二學年結束前，需於系研
討會發表學術論文
 畢業前於學術期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第一類一篇(含 Revised and Resubmit)
或第二類兩篇，並完成博士論文、通過口試
 畢業前需通過英語能力檢定(TOEIC 880 以上或 TOEFL iBT 85 以上)



課程訊息：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五選二)

個體經濟理論(一)：3 學分
總體經濟理論(一) ：3 學分
財務計量研討：3 學分
財務理論研討(一)：離散時間模式：3 學分
財務理論研討(二)：連續時間模式：3 學分
財務學術研討(一)(二)(三)：各 1 學分
學術倫理：0 學分

公司理論研討：3 學分
財務工程研討：3 學分
不動產學術研討：3 學分
投資與市場證券研討：3 學分
國際財務管理研討：3 學分



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

獲獎年度

獲獎人

博士論文名稱

105

盧同學

The Value and Motives of Cash Holdings:
Evidence from Natural Experiments

105

楊同學

Does organization capital affect acquisitions?

104

陳同學

公司併購綜效來源:併購原因的策略性分析

104

魏同學

Why Disclosure Levels Varied amongSyndicated Loan
Contracts?

103

陳同學

Earnings Per Share and Capital Structure

103

陳同學

Earnings Per Share and Capital Structure

103

石同學

探究美國公司無負債經營的迷思：財務彈性與銀行往來關係的影
響

102

張同學

亞洲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有效性及對美國存託憑證價差的影響

101

許同學

銀行核定公司貸款是否是一項特殊資訊？以美國公司在證券管理
委員會的申報樣本及日內交易資料為例

101

詹同學

偵測內線交易者之下單行為－隱匿性交易實證研究

101

林同學

Market Efficiency and Investor Sentiment: Evidence from the Pricing
Dynamics between Futures and Spot Markets

100

吳同學

The Cascade Efficient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99

劉同學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Defaults of the Debt Contracts

97

杜同學

Two Essays on Analyst Response to Stocks Index Adjustments

96

陳同學

Complementarity and Substitutability of IPOs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獲獎年度
105

獲獎人

補助內容

楊同學

赴美國研究補助 600,000 元整

104

盧同學

赴美國研究補助 450,000 元整

102

陳同學

赴美國研究補助 600,000 元整

102

林同學

赴美國研究補助 600,000 元整

100

翁同學

赴美國研究補助 400,000 元整



畢業生就業狀況
中央大學、暨南大學、台北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元智大
學、逢甲大學、世新大學、中原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實踐
大學、中華大學、景文科技大學、開南大學、台灣經濟研究院、中國哈爾濱工業
大學、中國西南交通大學、中國西南財經大學



職稱

師資介紹

姓名

學歷/經歷

研究專長/授課項目

系主任

屠美亞教授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商學學系博士

公司財務管理、金融市場

專任教授

周行一教授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商學學系博士

投資學、風險管理、國際金融、
創業財務管理

專任教授

李志宏教授 美國路易斯安納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博
士

市場微結構、公司理財、投資
學、金融機構經營與風管

專任教授

張元晨教授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博士

國際財管、外匯匯率及變動率的
預測、公司治理

專任教授

周冠男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博士

投資學、市場微結構、行為財務
學

專任教授

湛可南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財務系博士

財務管理、投資學

專任教授

陳明吉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土地經濟學博士

不動產財務與經濟、不動產證券
化

專任副教授

吳啟銘教授 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博士

企業評價、財務管理、個人理
財、 投資組合管理

專任副教授

岳夢蘭教授 英國華威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財務工程、利率模型、風險管
理、信用風險模型

專任副教授

盧敬植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博士

資產訂價、計量經濟學

專任副教授

陳嬿如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金融博士

公司財務、收購與合併

專任助理教授 陳鴻毅教授 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投資學、資產定價、公司財務

師資發表過之期刊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Financi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xed Income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Real Estate Research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Journal of Derivatives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Urban Studies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