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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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企榮 副教授 100 年 8 月 博士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經歷 學術專長 授課課程名稱 
1.崑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助理教授   
2.崑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專任講師 

1.不動產金融 
2.不動產投資與資產規劃 
3.金融人員管理 

不動產投資、不動產投資分析、不

動產信託與證券化、不動產金融專

題研究、期貨與選擇權、財金數量

方法、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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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5.09 中華大學 作者 2014年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謝企榮、薛伊

姍(碩)，金融人員人格特質、內部控制、主管與部屬交換

關係(LMX)與其工作績效關係之研究) 

2014.03.15 南華大學 作者 2014 財務金融與管理研討會( FMC)( 謝企榮、鄭秀美

(碩)，人格特質、關係與金融業內控監督之關係) 
2013.05.15 崑山科技大學 發表人 2013 金融創新與企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謝企榮、黃以孟

(博)，探討外燴產業員工企業社會責任對同儕關係之影響)
2011.04.14 崑山科技大學 作者 2011 第三屆會計與資訊科技研討會(謝企榮、薛伊姍、鄭

秀美，外國商務旅客之效率組合分析)。 
2010.05.20 高雄餐旅大學 發表人 2010 年第二屆亞太餐旅教育聯盟暨第十屆觀光休閒暨餐

旅產業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鄭駿豪、謝企榮、黃以孟，

探討外燴業者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工作績效之效應)。 
2009.10.20 遠東科技大學 發表人 2009 台灣新興科技商管服務業產官學研討會(鄭駿豪、謝

企榮、湯玟珊，以領導-成員交換關係(LMX)觀點探討金融

人員工作績效之關鍵因素-以組織公民行為為中介變數)。
2009.10.16 崑山科技大學 發表人 2009 金融創新與企業發展學術研討會(鄭駿豪、歐陽彥

慧、謝企榮、黃以孟,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guanxi 
networks of hotel employees on job involvement－Taking 
hotels in Taiwan as an example)。 

2009.09.25 景文科技大學 發表人 2009 觀光餐旅發展趨勢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鄭駿

豪、歐陽彥慧、謝企榮、蔡庭曜，An Examination of Purchase 
Intentions for Customers in the Taiwanese C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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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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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2009.0605 屏東科技大學 發表人 第 10 屆 (2009 年)永續發展管理研討會(鄭駿豪、歐陽彥

慧、謝企榮，以 SEM 探討旅館從業人員工作績效之關鍵

因素)。 
2009.0527 興國管理學院 發表人 2009 行銷與物流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鄭駿豪、謝企

榮、許祺玫，宗教觀光遊客購買決策過程之研究─以高雄

佛光山為例) 
2009.0522 東方技術學院 發表人 2009 第九屆產業全球化運籌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Ouyang Yen Hui, Chun-Hao Cheng, Chi-Jung Hsieh, The 
Study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 
Personnel)。 

2009.05 遠東科技大學 作者 2009 台灣商管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歐陽彥慧、鄭駿豪、謝

企榮，金融海嘯後開發中國家「金融人員服務品質」與「顧

客信任」關係之研究-以台灣為例)。 
2009.05 遠東科技大學 作者 2009 台灣商管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鄭駿豪、謝企榮、歐陽

彥慧、李芳誼，應用灰關聯因素分析法探討餐旅從業人員

之人格特質與組織公民行為對工作績效之影響)。 
2009.03 崑山科技大學 發表人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術研討會(鄭駿豪、謝企榮，以灰

關聯分析探討餐旅業從業人員之工作績效關鍵因素)。 
2009. 03.25 興國管理學院 作者 2009 亞太及兩岸地區中小企業管理研討會(黃仲銘、鄭駿

豪、謝企榮、林宗頡、林佳瑩，以灰關聯因素分析法探討

軟體業之專業技術移轉關鍵因素)。 
2008.11 正修科技大學 作者 2008 年財務金融暨企業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歐陽彥慧、

謝企榮、黃昭祥，應用灰關聯分析銀行員工之人格特質、

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之研究) 
2008.11.28 醒吾技術學院餐旅

學群 

發表人 第二屆服務產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鄭駿豪、黃仲銘、

謝企榮、謝佳玲，以創新經濟附加價值模式評估亞都麗緻

飯店之品牌價值)。 
2008.11.01-0

2 

崑山科技大學商管

學院 

發表人 第七屆兩岸產業發展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鄭駿豪、謝

企榮、蔡弘智、謝佳玲、蔡勝雅，以灰關聯分析金融人員

個人關係對公司績效之影響) 
2008.11.01-0

2 

崑山科技大學商管

學院 

發表人 第七屆兩岸產業發展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徐守德、鄭

駿豪、謝企榮、蔡勝雅，市場變異與文化差異對出版業西

進中國之影響-以台灣馥林文化為例)。 
2008.10.31 長榮大學國際企業

系 

作者 第四屆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鄭駿豪、黃仲銘、

謝企榮、謝佳玲、蔡勝雅，The Study of the Qu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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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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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ring Process from Individual to the Organization by 
Genetic Algorithm) 

2008.10.31 美和技術學院 作者 2008 南台灣資訊科技與應用研討會(鄭駿豪、謝企榮、蔡

弘智、林雅琪，應用灰關聯因素分析法於古蹟型廟宇遊客

之消費傾向研究--以台南武廟、大天后宮與天公廟為例) 
2008.09.19-2

0 

世新大學觀光

系、靜宜大學觀

光事業學系 

作者 第十屆休閒、遊憩與觀光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戶外

遊憩學會(鄭駿豪、謝企榮、林美汶，以 EVA 模式評估五

星連鎖飯店之品牌價值-以國賓飯店為例)。 
2008.05.31 東方技術學院 發表人 2008 年產業全球化運籌管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鄭駿

豪、謝企榮、上官光明、林雅淇、陳琇萍，文化落差與市

場劇變對台灣出版業西進中國之影響) 
2008.04.25-2

6 

實踐大學 發表人 兩岸政經文教學術研討會(謝企榮、徐守德，專業出版人

之最適資產配置研究-以大陸有聲書市場為例)。 
2008.1.25 亞洲大學 發表人 2008 兩岸會計資訊與管理論壇(謝企榮、徐守德，關係支

出對專業經理人投資大陸最適資產配置之影響)。 
2008.01.25 屏東科技大學 作者 2008 產業創新與科技管理研討會(謝企榮、徐守德、丁仁

東，關係支出對出版人投資大陸有聲產業最適資產配置之

影響) 
2008.1.19 崑山科技大學 發表人 2008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第十七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謝企

榮、徐守德、黃昭祥，房貸支出對勞工最適資產配置之影

響)。 
2007.12 興國管理學院 作者 2007  科技與管理 學術研討會(徐守德、謝企榮、丁仁

東，專業出版人西進大陸之最適資產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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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補助之單位

別)ex：國科會/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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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8/01~2012/07/31 延後退休年齡下資產配置模型之研究 277,000
行政院勞委會職

訓局 
2010/07/01-2011/08/31 99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辦理計畫- 金融服務行銷

就業學程 
     74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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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測量有限公

司 
2010/07/01-2010/12/31 台商西進大陸投資之專案技術評估-以華北地

區房地產為例 
     480,000

權威測量有限公

司 
2010/07/01-2010/12/31 台商西進大陸投資之專案技術評估(先期技術

移轉) 
     120,000

崑山科技大學校

內專題研究 
2010/01/01-2010/10/31 應用資產配置模型於台灣飯店業投資決策之研

究 
     70,000

 

三、指導學生數 

學年度 學籍別 人數 總人數 

100 學年度 

碩士班      3 

3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101 學年度 碩士班      2 3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102 學年度 碩士班      2 6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3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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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統計年度為 94 年起，2.不包含擔任本身所指導之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類別包含 各類國科會計畫審查委員、學術期刊審查委員、參加政府機關之計畫審查委員、受邀於公私

立機關擔任演講者、學位論文口試委員、評鑑委員、公私立機關理事或顧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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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27-105.12.26 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高雄都市更新學會副理事長 

99-105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當代商管研究 

99-105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商經論叢 

99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99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Journal of Law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98-99 演講者 高雄餐旅大學 98-99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專技校院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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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計劃--「餐旅研究方法」。 

98 學位考試委員 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 

99 學位考試委員 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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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SCISCI 等級 Hsieh, Chi-Jung, Chen, Sheng-Hung, Lee, Jie-Min, Yeh, Chun-Yuan; “Is 
there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cigarette price on smoking prevalence? A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46(21), 
2534-2544. 

103 國際非 SSCISCI 等
級 

Chi-Jung Hsieh, Yi-Meng Huang(博), 2014,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in determining customer intentions - Choices in the 
Taiwanese cate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19, 108-118. 

100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Chi-Jung Hsieh and Tian-Le Huang, 2011, “The Study of Investor’s 
Sentiment and the Intertemporal Asset Allocation”, JCBMR, 3(1), 30-40. 

99 年 國際非 SSCISCI 等
級 

Chun-Hao Cheng, Chi-Jung Hsieh, Yen-Hui Ouyang, 2010, The Study of 
the Guanxi Transferring Process from  Individual to the  Organization by 
Genetic Algorithm, Glob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GJBF), 4(1), 
85-95. ISSN: 1931-0277(Listed in Econlit, and e-JEL). 通訊作者 

99 年 國際非 SSCISCI 等
級 

Yen-Hui Ouyang, Chun-Hao Cheng, Chi-Jung Hsieh, 2010, “Does LMX 
enhance the job involve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 personnel by the 
mediating roles?”, Problems &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8(1), 
174-181. (ABI & Econlit) (ISSN: 1727-7051) 

99 年 國際非 SSCISCI 等
級 

鄭駿豪、謝企榮。2010。「採討影響台灣旅館員工個人關係網絡之因

素」，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年報（日本城西國際大學），6：45-59。 
99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謝企榮、蔡廷曜。2010。「觀察台灣外燴產業企業社會責任之效應」，

當代商管研究，2(1)：80-92。 
98 年 SSCISCI 等級 Chun-Hao Cheng, Chi-Jung Hsieh, Yen-Hui Ouyang, “A Study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the Job Involvement in Financial Service Personnel 
After Financial Tsunami-Take Developing Market (Taiwan) for Example”,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3(12), 798-806.【SSCI, Impact 
Factor: 1.105(2009)】ISSN：1993-8233. 

98 年 TSSCI 等級 謝企榮、徐守德、林育志、李家銘。2009。「確定提高率對勞工最適資

產配置之研究」，中山管理評論，17 卷 4 期：883-926。 
98 年 TSSCI 等級 林育志、郭照榮、徐守德、謝企榮。2009。「多角化策略、匯率操控與

外匯風險」，財務金融學刊，17 卷 3 期：127-155。 
98 年 國際非 SSCISCI 等

級 
Yen-Hui Ouyang, Chun-Hao Cheng, Chi-Jung Hsieh, 2009, “A Study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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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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of Banking Service Personnel, Problems &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7(4), 82-90. (ABI & Econlit) (ISSN: 1727-7051) 通訊作者

98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鄭駿豪、歐陽彥慧、謝企榮，2009。「以灰關聯分析探討科技公司之專

業技術移轉關鍵因素」，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 1(1)：67-80。
(ISSN:2076-9474)通訊作者 

98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鄭駿豪、謝企榮。2009。「應用灰關聯之經濟附加價值模式驗證高級商

務飯店之品牌價值—以亞都麗緻為例」，全球管理與經濟，5 卷 1 期：

72-87。 (ISSN:1817-745X)通訊作者 
97 年 SSCISCI 等級 Jie-Min Lee, Sheng-Hung Chen, Chi-Jung Hsieh, 2008, “Does perceived 

safety of light cigaraette encourage smokers smoke more or inhale more 
deep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IJPH), 53, 236-244. 
【SSCI, Impact Factor: 1.333(2009)】  ISSN: 1661-8556. 

97 年 TSSCI 等級 李建強、李家銘、謝企榮。2008。「走私與檢疫投入對肉雞產業影響之

經濟分析」，農業與經濟，41 期: 74-109。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謝企榮、徐守德、鄭駿豪。2008。「個人關係移轉至組織之研究—以

中國大陸為例」，華人經濟研究，6 卷 2 期：69-80。(ISSN:1728-2055) 
通訊作者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鄭駿豪、張蓓蒂、謝企榮。2008。「創新型房貸對個人最適投資組合

之影響」，文大商管學報，13 卷 1 期：1-18。(ISSN:1991-2001) 通訊

作者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謝企榮、江明珠、徐守德。2008。「市場變異與文化差異對台灣出版業

西進中國之影響」，全球商管研究，3 卷 1 期：23-38。(ISSN: 1994-571X) 
通訊作者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謝企榮、徐守德、楊泰和。2008。「關係支出對出版人投資大陸有聲產

業最適資產配置之影響」，運籌管理評論，3 卷 1 期：97-110。(ISSN: 
1819-6098) 通訊作者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謝企榮、徐守德、鄭駿豪。2008。「中國專業出版人之關係網絡支出對

其最適資產配置之影響」，華人前瞻研究，4 卷 1 期：1-20。
(ISSN:1817-5309) 通訊作者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謝企榮、徐守德、陳明吉。2008。「房貸支出對勞工最適資產配置之影

響」，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27 卷 1 期：69-88。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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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鄭駿豪、謝企榮等譯，餐旅管理會計(Hospitality Industry Managerial Accounting)，環宇出版

社，鼎茂代理。 
100 鄭駿豪、謝企榮等著，餐旅暨觀光財務管理，華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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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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如研討會名稱/獎項、專利名稱、及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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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2013.10.26 2013 教師財金專業知識增能工

作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高中職教師 

102 2013.1126 2013 財金實務研討會暨財務

金融技術學系畢業成果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大學生 

     

(二)校外參訪 

學年度 舉辦時間 參訪地點 參加班級 
102 102.11.25 台灣期貨交易所 財金系大一與大三學生 
    
    

(三)演講(不包含碩班書報課之其他演講活動) 

學年度 舉辦時間 演講者資料及演講主題 班級 
102 2013/12/17  15:00-18:00 李家銘教授 

職稱：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

管理系暨研究所 教授 

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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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證照與學術研究發表之分享 

102 2013/12/26 13:00-16:00 陳昇鴻 副教授 

南華大學財務金融系暨財務管理

研究所 

銀行併購之全球研究與銀行相關

金融證照簡介 

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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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