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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究】
1. 期刊論文
(1) 梁國源、馬珂、馬慧如(2007)，
「德國經濟現況與展望」
，台灣經濟論衡，第
5 卷第 2 期，1-35 頁 。
(2) 馬珂、黃博怡(2008)，
「德國中小企業政策性融資與信用保證制度」
，中小企
業發展季刊，第 10 期，1-17 頁。
(3) 黃博怡、邱哲修、馬珂、葉立仁(2009)，「由金融觀點轉向產業思維的台灣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制度」，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十輯，第二期， 67-114
頁。
(4) 馬珂(2010)，
「全球債券 ETF 發展趨勢與展望」
，證券櫃檯，第 148 期，13-22
頁。
(5) 馬珂、邱哲修、楊家彥(2011)，「中國資本市場政策開放對 A-H 股雙重上
市公司溢價影響」，文大商管學報，第十六卷，第一期，1-30 頁。
(6) 馬珂、黃明官、吳易修(2011)，「台灣股票型共同基金投資風格與投資績效
之關聯性研究」，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十二輯，第二期，41-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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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馬珂、黃昭棠、高世萍(2012)，「台灣與香港地區退休基金之績效與風險值
評估」，江西財經大學學報(CSSCI)，第 80 期，50-62 頁。
(8) 馬珂、黃博怡、游士宇(2013)，
「兩岸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制度之比較分析」，
中小企業發展季刊，第 27 期，1-23 頁。
(9) 張文龍、馬珂、陳思婷(2013)，「創業訓練與創業績效關聯性之研究：機會
辨識與先驗知識所扮演的角色」
，商略學報，第五卷，第二期，117-135 頁。
(10)黃明官、馬珂、呂晏菁(2013)，「指數股票型基金最適定期式計量投資模式
之探討－以台灣五十 ETF 為例」
，商略學報，第五卷，第三期，203-227 頁。
2. 研討會論文
(1)黃博怡、馬珂、周添城（2007）
，
「歐洲三蘭中小企業融資概況」
，
「2007 創新
與管理國際研討會暨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與創新經濟國際研討會」(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 Management and SMEs, Credit
Guarantee & Innovative Economy)，台灣經濟學會、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與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2) 馬珂、黃博怡(2008)，「德國中小企業融資制度介紹」，「2008 金融服務整合
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3) 黃博怡、邱哲修、馬珂、葉立仁(2008)，「由金融觀點轉向產業思維的台灣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制度」
，
「2008 兩岸金融業發展與合作學術研討會」
，國立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與金融研究中心、臺灣金融研訓院、
臺灣金融教育協會。
(4) 馬珂、莊佳政、楊家彥(2009)，「中國資本市場政策開放對 A-H 股雙重上
市公司溢價影響」，「2009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實踐大學
管理學院。
(5)馬珂、藍秀璋、王俊文(2009)，「兩岸匯率制度演進之實證研究」，「2009 金
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6)馬珂、邱哲修、周家弘(2010)，
「亞洲單一貨幣與總體經濟變數對貿易總額影
響之實證研究」
，
「2010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 實踐大學管理學
院。
(7)黃明官、馬珂、許家榮、吳易修(2010)，
「台灣股票型共同基金投資風格對投
資績效之關聯分析」
，
「2010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 實踐大學管
理學院。
(8)黃明官、馬珂、劉宗聖、呂晏菁(2011)，
「指數股票型基金定期式投資策略之
最適投資模式－以台灣五十指數股票型基金為例」
，
「2011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
新發展研討會」，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9)馬珂、邱哲修、黃昭棠、高世萍(2011)，
「台灣與香港退休基金之績效與風險
值評估」，「2011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10)馬珂、廖汶釗、黃昭棠、謝景勛(2012)，「兩岸 ETF 成份股的風格與績效分
析以門檻模型分析」，「2012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學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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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珂、黃昭棠、潘君綺(2012)，
「目標期限基金投資組合策略之探討」
，
「2012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12)馬珂、黃明官、周鍾成(2013)，
「陸股與台股新股上市股價表現比較研究」，
「2013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13)馬珂、黃昭棠、楊紫瀅(2013)，「目標期限基金投資組合分析」，「2013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3. 專書
(1) Ke Ma (2005), Quantitative Renditeanalysen am deutschen Aktienmarkt mit
Multifaktoren-Modellen (德國股票收益率之數量分析及多要素模型應用),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Germany (博士論文專書出版)。
4. 研究計畫或委辦計劃或產學合作計畫
(1) 梁國源、馬珂、馬慧如，
「德國經濟與金融市場」
，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產學
合作委託案， 工作報告，序號 06010，2006.03-2006.07。
(2) 馬 珂 、 葉立仁、邱哲修、黃明官，「全球金融市場之分析與預測」，實踐大
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行，
2006.08~2007.07。
(3) 馬 珂、葉立仁、邱哲修、黃明官，
「國際股票市場發展特性與價格波動趨勢
模型建立」，實踐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執行，2007.08~2008.07。
(4) 周添城、黃博怡、葉立仁、馬珂、張文龍，「運用政策性專案貸款及信用保
證制度推動產業發展之檢討」，經建會委託，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執行，
2006.09-2007.09。
(5) 黃博怡、邱哲修、馬 珂 ，「台灣信用保證制度金融創新之評析-火金姑相對
保證計畫」，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產學合作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
金融學系執行，2008.05~2008.12。
(6) 邱哲修、黃明官、馬 珂 ，「社會政治不穩定性在現貨與期貨思維建構的影
響」，實踐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行，
2008.08~2009.07。
(7) 馬珂、葉立仁，
「透過彈性學習提升學生就業機會之研究」
，實踐大學管理學
院 金融發展研究中心產學合作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
行，2009.03~2009.12。
(8) 馬珂、黃博怡，「9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提升青年就業力工作計畫」，行
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委託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行，
2009.01~2009.12。
(9) 馬 珂 、 邱哲修，
「98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行，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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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10.07。
馬珂，
「兩岸匯率制度演進對兩岸匯率影響之實證研究」
，實踐大學校內學術
研究補助計畫，2009.08~2009.12。
馬珂，「中國資本市場政策開放對 A-H 股雙重上市公司溢價影響」
，實踐大
學校內學術研究補助計畫，2010.08~2009.12。
沈中華、黃博怡、梁連文、馬珂等，「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架構模式之比較
研究」，台灣金融研訓院委託計畫，2010.03~2010.12。
馬 珂 、 邱哲修、武志亮、莊佳政、藍秀璋，
「99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
業學程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執行，2010.07~ 2011.08。
李瑞元、王維元、張文龍、馬珂、羅彥棻、金力鵬，「中小型台商個案研究
－中國篇」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委託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執行，2010.08~
2011.07。
馬 珂 、 邱哲修、武志亮、莊佳政、藍秀璋，「100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
業學程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執行，2011.07~ 2012.08。
馬珂，
「目標期限基金投資策略之研究」
，實踐大學校內學術研究補助計畫，
2012.08~2013.07。
馬 珂 、 黃博怡、武志亮、莊佳政、藍秀璋、湯河松，「101 年度補助大專院
校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計畫，實踐大學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行，2012.07~ 2013.08。
馬 珂、黃玉麗、范姜肱、張敦仁、武志亮、莊佳政、藍秀璋、湯河松，
「102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
計畫，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執行，2013.07~ 2014.08。

三、【服務事蹟】
1. 學術服務事蹟
(1) 擔任期刊審核委員，協助本校「創新與管理」期刊，審核一篇論文，
2006.11-2006.12。
(2) 擔任座談會引言人，
「2007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運用政策性
專案貸款及信用保證制度推動產業發展座談會」，2007.06。
(3) 擔任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協助本校「2008 兩岸政經文教學術研討會」
審查兩篇論文，2007.12。
(4) 擔任本校「教育部金融服務資訊化人才培育成果發表會」主講人，演講
主題「財金系統及資料庫應用經驗分享」，2008.1.15。
(5) 擔任研討會最佳論文評審委員，協助本校「2008 兩岸政經文教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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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評審「最佳論文與佳作」，2008.3.23。
(6) 擔任研討會論文審查委員，協助本院「2008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
討會」審查七篇論文，2008.05。
(7) 協助本院舉辦「2009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2009.5。
(8) 擔任研討會最佳論文評審委員，協助本院「2009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
展研討會」評審「最佳論文與佳作」，2009.05。
(9) 擔任銘傳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考試之考試委員，2009.05。
(10) 承辦本校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共同舉辦「兩
岸不動產證券化市場發展研討會」，並擔任與談人，2009.12。
(11) 承辦本校管理學院與台灣金融研訓院共同舉辦「2010 金融服務整合與
創新發展研討會－两岸银行经营环境与中小企业融资展望论坛」，
2010.01-2010.06。
(12) 擔任研討會最佳論文評審委員，協助本院「2010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
發展研討會」評審「最佳論文與佳作」，2010.05。
(13) 承辦本校管理學院所舉辦「2011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兩
岸金融保險人才培育與發展」，2011.01-2011.06。
(14) 擔任研討會最佳論文評審委員，協助本院「2011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
發展研討會」評審「最佳論文與佳作」，2011.05
(15) 擔任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考試之考試委員，2011.05。
(16) 擔任實踐大學管院「2012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Session 主持
人，2012.5.25。
(17) 擔任實踐大學管院「2013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Session 評論
人，2013.5.30。
2. 社會與產業服務事蹟
(1) 自 2009 年 4 月至今，擔任財政部地方建設基金管理會委員。
3. 實踐大學行政服務事蹟
(1) 95-96 學年度擔任管理學院研究室管理委員會委員
(2) 96-100 學年度，擔任管理學院院務委員
(3) 97-100 學年度，擔任管理學院院教評委員
(4) 97-100 學年度，擔任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
(5) 98-99 學年度擔任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所長
(6) 自 97 學年度至今，擔任財務金融學系系教評委員
(7) 自 100 學年度至今，擔任管理學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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