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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教師基本資料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到校年月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及系所 
林淑惠 副教授 92 年 8 月 博士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經歷 學術專長 授課課程名稱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專任助

理教授 
(2004/08~2011/01) 

1. 公司治理 
2. 經理人酬勞 
3. 公司理財 

 
 
 

二、學術研究 

(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地點 身份別 研討會名稱(若為發表人請括號附註：論文名稱及作者)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

註明碩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管或

教碩班的學生) 
98 年 義大利，米蘭 

彰化，大葉大學 
發表人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9 Annual 

Meeting; 2009 當代管理論壇(Lin, Shu-hui, The effect of 
family shareholders on firm leverage) 

97 年 希臘，雅典 發表人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8 Annual 
Meeting(Lin, Shu-hui and Hu, Shing-yang, How firms 
award stock options?) 

96 年 西班牙，巴塞隆

納 
發表人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European Conference 

(Lin, Shu-hui and Hu, Shing-yang, “Are option awards only 
an incentive? ”) 

94年 國立成功大學 發表人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Lin, Shu-hui 
and Hu, Shing-yang, “A Family Member o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he choice of a CEO and its impact on 
performanc） 

94年 香港浸會大學 發表人 2005 the Inaugural Asia-Pacific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ference（Lin, Shu-hui and Hu, Shing-yang, “A Family 
Member o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he choice of a 
CEO and its impact on performanc） 

100 年 高雄，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 
發表人 2011 商業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卓翠月（博）、林淑惠，

金融改革對銀行放款績效之影響） 
100 年 彰化，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發表人 2011 綠能環保國際學術研討會（黃玟菱（碩）、林淑惠，

探討現金流量波動杜、多角化與公司現金持有之關係）

100 年 彰化，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評論人 2011 綠能環保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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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台北，實踐大學 發表人 Th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Management（黃玟菱（碩）、林淑惠，探討多角化

對公司風險與價值之影響-比較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

 
 
(二)參與研究計畫(教師獲得產、官、學、研委託或補助之研究計畫，開始執行於 92/8/1 起) 
類別 執行期間 

(開始年月-結束年月)
計畫名稱(含計畫主持人及學生姓名)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

括號註明碩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

管或教碩班的學生) 
(若類別點選為其他者，請於此附註說明受補助之單位別) 

總金額 
(直接填入數字即可)

國科會 94 年 8 月-95 年 7 月 董事會結構決定因素之探討 'NT$'452,000.00 
國科會 95 年 8 月-96 年 7 月 家族持股與公司融資決策 'NT$'418,000.00 
國科會 96 年 8 月-97 年 7 月 家族持股與公司多角化決策 ‘NT$’357,000.00 
國科會 97 年 8 月-98 年 7 月 多角化與公司治理 ‘NT$’551,000.00 
國科會 98 年 8 月-99 年 7 月 家族持股與公司現金持有決策 ‘NT$’481,000.00 
國科會 100 年 8 月-101 年 7

月 
高階經理人性別與公司財務決策 ‘NT$’360,000.00 

 

三、指導學生數 

學年度 學籍別 人數 總人數 

   學年度 

碩士班       

     人 
博士班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暑期教學碩士班       

 

四、受邀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1.統計年度為 92/8/1 起，2.不包含擔任本身所指導之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100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行政管理碩士班 

99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研究所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研究所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研究所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96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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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別 說明(如計畫名稱、機關名稱、校名、系所名稱或期刊名稱等)
95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95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研究所 

94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義守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99 年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 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 

96 年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 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 

95年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 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 

94年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 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 

93年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 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 

99 年 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管理學報(TSSCI)投稿論文審查 

99 年 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東海管理評論投稿論文審查 

98 年 期刊審查委員 擔任管理學報(TSSCI)投稿論文審查 

五、學術期刊論文著作(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類別 說明(含作者、期刊名稱、期數、及頁次等)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碩博士

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管或教碩班的學

生) 
99 年 SSCI Shu, Yung-Ming, Ging-Ginq Pan, Shu-Hui Lin, and Tu-Cheng Wu, 2010, 

“Impact of Net Buying Pressure on Changes in Implied Volat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Subprime Crisis,” Journal of Derivatives 17, No.4, 
54-66. (SSCI;國科會財務領域分級：A 級期刊) 

96 年 SSCI 等級 Lin, Shui-hui and Shing-yang Hu, 2007, “A Family Member o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he choice of a CEO and its impact on 
perform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5, No.6, 
1348-1362. (SSCI, 2006 Impact factor: 1.055) 

92年 TSSCI等級 林淑惠, 胡星陽, 2003, 上市公司高階經理人之酬勞結構, 經濟論文

31(2), 171-206. 
 

六、專書及專書論文(統計年度為 92/8/1 起) 

年度 書名(含出版社名稱等項目) 
       
  
  
 
七、獲獎統計(含指導學生獲獎等) 
*作者為學生者一般生姓名請以紅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碩博士班的學生) 
*在職生姓名請以藍色字體標示(並請括號註明為行管或教碩班的學生) 
年度 項目 說明(如研討會名稱/獎項、專利名稱、及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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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 研討會論文獎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最佳論文 
 

八、自編教材(如有獲本校教材開發補助請註明) 

學年度 課程名稱 
  
  
  

九、數位教材製作暨遠距教學開課 

課程名稱 
數位教材製作 
學年度(學期) 

遠距教學開課 
學年度(學期) 

   
   
   
   
 

十、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含一般生及在職班) 

(一)工作坊 

學年度 舉辦時間 工作坊名稱 舉辦地點 參加者對象 
     
     
     
     

(二)校外參訪 

學年度 舉辦時間 參訪地點 參加班級 
    
    
    
    

(三)演講(不包含碩班書報課之演講活動) 

學年度 舉辦時間 演講者資料及演講主題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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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學生課堂專題報告(請另外提供學生紙本或電子檔資料) 

學年度 班級 課程名稱 專題名稱(含學生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