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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碩博士論文節錄(2009-2011)
（按學校名稱、出版年分及作者筆劃排序）

究。中華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原大學
世新大學

林雅惠(2011)台商進入大陸內銷市場行銷能力對經營績

蔡秀芬(2011)中國另類傳播的考察與分析(1978-2011)。

效影響之研究。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文。
陳雅如(2011)文創產業城市文化內涵度、文化創造力與

玄奘大學

文化發展力關係之研究—中國大陸直轄市、副省

胡智鈞(2009)《時代》看中國：北京奧運的中國形象。

級市與地級市比較分析。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碩士論文。

賴怡穎(2009)台灣原料藥在中國市場競爭力之分析。玄

方肇鈜(2010)大陸台商選擇連鎖店經營型態影響因素之

奘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論文。

研究。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居乃台(2010)工作價值觀、領導風格、個人特徵與組織

東吳大學

公民行為之關聯性研究—以中國大陸企業員工為

吳毅華(2011)馬英九的新兩岸關係政策與其對「中華民

實證對象。中原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國」的詮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陳姿蓉(2010)台商進入中國大陸之模式與經營績效。中

李育宗(2011)中國大陸銀行抵押權實現之研究—以不

原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志榮(2010)我國勞動派遣問題與立法規範之探討—

動產抵押權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兼論中國大陸勞務派遣法規。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研

汪治民(2011)兩岸公開收購法制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

究所碩士論文。

學系碩士論文。
徐佩君(2011)中國專利法與反壟斷法相互關係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

—以專利權濫用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吳巨盟(2011)歐洲聯盟對中國經貿外交政策之研究。中

論文。

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陳飛宏(2011)中國在國際危機中的外交行為分析：以兩

李英婷(2011)對「網路公共領域」的再認識—從廣東

次北韓核武危機為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

番禺垃圾焚燒廠之爭看中國網路論壇的公共性意

文。

義。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

劉書琪(2011)兩岸專利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之研究—
以中國大陸反壟斷法之規範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

徐名駒(2011)台灣與大陸行政訴訟法制之比較研究。中

學系碩士論文。

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中山學術組博士

賴世鵬(2011)中國大陸拍賣法制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

論文。

學系碩士論文。

楊平遠(2011)大陸台商運用「績效指標」之比較分析。

魏大千(2011)外資企業併購中國企業之法制研究—以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反壟斷法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沈怡玟(2009)中國大陸「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研究
—以浙江省為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田日洸(2010)有中國人權觀的法制發展與困境：以孫志

碩士論文。

剛案為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田佩玉(2010)兩岸存款保險制度之探討。東吳大學法律

中華大學

學系碩士論文。

廖淳雅(2009)中國大陸來台觀光客紀念品購買行為之研

李淑寶(2010)論兩岸保險法損害補償原則—以保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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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複保險、保險代位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文。

碩士論文。

高雄餐旅學院

曾郁雯(2010)兩岸個人資料民法保護之研究。東吳大學

趙宇慈(2011)兩岸餐飲業員工工作價值觀與組織承諾關

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係之研究—以台資連鎖餐飲企業為例。高雄餐旅

葛瑞思(2010)從公開市場資訊衡量轉型經濟中的中國銀

學院餐飲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行業的內在價值。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

袁新民(2010)產品與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影響之研

文。

究：以上海東方既白中式速食連鎖餐廳為例。高雄

吳東林(2009)中國國防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航空
母艦的發展為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餐旅學院餐飲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李俊彥(2009)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之研究—以四川省

國立中山大學

雅安市為例。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趙俊筌(2011)中國對俄羅斯石油外交之研究。國立中山

林彥光(2009)中國大陸刑事辯護制度之研究。東吳大學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

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王基霖(2010)氣候變遷與經濟發展：中國大陸面臨的困

郭葉瑋(2009)中國大陸民事主體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

境與挑戰。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

學系碩士論文。

士論文。

童偉恩(2009)公司治理對信用評等的影響—中國大陸
的實證研究。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論

王蒂玲(2010)中國經濟成長與宏觀調控政策之研究。國

文。

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

廖堅宏(2009)中國大陸上市企業之危機預警模型—以

何曉暉(2010)跨國媒體進入中國市場跨界聯盟模式之研

製造業為例。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碩士論文。

究：資源基礎理論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東海大學

吳俊毅(2010)生技醫療產業發展趨勢與兩岸布局。國立

戴盛柏(2011)中國一黨專政的方法論導引：改革開放後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的「宏觀調控轉型發展系統」。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吳美臻(2010)中國大陸民間組織與跨國聯結：INGOs 的

博士論文。

功能與角色。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林昆佑(2010)防禦型印象管理策略之使用及其效果—

碩士論文。

兩岸應徵者差異之比較。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

宋沛潔(2010)孔子學院與中國大陸援外政策：軟實力的

士論文。

再詮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

常仁灝(2010)冷戰後美國與中國對東亞區域競合之研

論文。

究。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李至昱(2010)東協與中國競合的政經分析—機會或威
脅。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

陳欣(2010)中國大陸地方菁英之合謀：以鄉鎮企業改制

文。

為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李佳人(2010)由全球化的觀點論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策略

陳昭如(2010)中國大學生來台短期交換意圖之探討。東

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海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祺(2010)投資涉入程度與產品市場通路對公司績效

李佳徽(2010)知己？異己？港台知識人李萬居與李南雄

之影響—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之實證研究。東海

父子的中國認識。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究所碩士論文。

雷楚琳(2010)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對面板產業的

李倩(2010)企業在中國的人力資本策略。國立中山大學

影響分析。東海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婉君(2010)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分析：缺工潮之探討。

李錦智(2010)中國勞動訴訟之思辨—以勞動爭議處理
與司法解釋為核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煜霖(2010)冷戰後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東南亞權力結構

沙普瑞(2010)美國觀點中的中國反進入和區域封鎖能

變遷中的競爭與發展。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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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於美國西太平洋軍事行動之潛在影響。國立

華明儀(2010)歐盟與中國之貿易關係與環境：歐盟環境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令對中國的影響。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

林志強(2010)倦鳥歸巢？榮民海峽兩岸定居經驗之研

研究所碩士論文。

究。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鈺淳(2010)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

林志聰(2010)中國金融安全之研究：以中美匯率衝突為

及其中國認識。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

萬維鈞(2010)中國與東協區域貿易一體化的進程研究。

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邵明仁(2010)從個案研究論兩岸合作共同打擊經濟犯

廖國智(2010)追尋正義的旅程：極端年代學者范乃思對

罪。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

當代中國的想像。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文。

論文。

段渺芬(2010)兩岸三地中小企業融資結構分析。國立中

廖敏毅(2010)建構兩岸聯合海難救助機制—以金門、

山大學高階經營碩士班碩士論文。

廈門地區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洪瑞璟(2010)外資銀行投入中國村鎮銀行之個案分析
—以豐銀行為例。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祥君(2010)中國與美國在東南亞之競合。國立中山大

張毓純(2010)當代中國文學思想的政治脈絡—夏志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清、李歐梵與王德威之間的傳承與變遷。國立中山

蕭鈞安(2010)台商在中國飼料產業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
—以統一企業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瑜軒(2010)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子公司的開創：動態

蕭銘鴻(2010)兩岸金融監理制度比較研究—兼述兩岸

能力觀點—以新能源產業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

簽訂金融監理 MOU 之相關議題。國立中山大學經

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益愷(2010)中國南海政策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佳穎(2010)國際體系變遷下中國與土耳其關係的發

莊秀婷(2010)大中華區商業學校之永續課程設計概況

展。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以中國大陸與台灣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經

蘇宜益(2010)兩岸都會城市法律服務業顧客關係管理的

營管理碩士班碩士論文。

比較。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班碩士論

許育聖(2010)台商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區位選擇與兩岸

文。

供應鏈調整。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楊媛甯(2009)一種本土化跨國華人的中國觀：以廖建裕

碩士論文。

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宗達(2010)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石油外交政策。國立中

國立中央大學

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家銘(2009)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之三篇論文集。國立中

陳佳雯(2010)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大陸農民工議題研究。

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玟潔(2010)印尼政府華人政策變遷之中國因素。國立

國立中正大學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玟澂(2010)綠能產業外商在中國的創新能力：知識流

吳宗霖(2009)從胡溫時期中國朝鮮半島政策初探中國

動與組織學習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

「和平崛起」之爭辯(2002~2008)。國立中正大學

究所碩士論文。

政治學所碩士論文。

陳黃雪(2010)台商因應中國經濟轉型人力資源實務探

洪郁發(2009)中國軟權力對台灣媒體報導北京奧運的影

討。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響：以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戰
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超(2010)中國大陸行業協會的發展模式：組合主義的
觀點。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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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濟基金會為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國立中興大學

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潘釔天(2011)文化創意園區與都市活化：中國上海田子

邱宏洋(2010)上海市政府治理模式與台商互動關係之研

坊與英國雪菲爾特區個案研究。國立中興大學科技

究—以浦東新區台商為例。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詹坤諺(2010)中國大陸股權改革與公司財務績效關係之

蕭美芬(2011)台灣及中國消費行為影響顧客忠誠度差異
之研究—以 3C 科技電子產品為例。國立中興大

探討。國立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學行銷學系所碩士論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王薇婷(2009)台灣對中國大陸各省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徐曉慧(2010)台灣與中國小學數學教科書代數教材內容

分析。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所碩士論文。

分析之比較研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

周學瑾(2009)探究中國資訊控制政策之演變：以中國媒

所碩士論文。

體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喬源(2009)新世紀中國對非洲能源外交之研究。國立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立豪(2010)上海市歷史建築保存機制之研究。國立台

邱燦榮(2009)中國石油運輸安全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

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玉美(2009)中國與越南經濟結構轉型之研究比較。國

國立台灣大學

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文苓(2011)中國貨幣政策對總體經濟指標的影響。國

許文銘(2009)亞洲國家反貪腐改革之研究—以新加
坡、台灣與中國為例。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

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東祐(2011)兩岸簽訂金融合作 MOU 對上市上櫃銀行

所碩士論文。
郭芝延(2009)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之實證分析。國立中

業股價之影響。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

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所碩士論文。

文。

趙育信(2009)台灣、日本與南韓電腦產業對中國大陸的

呂美莉(2011)中國大陸公眾外交作為之影響—以美國

出口貿易競爭分析。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所

主流媒體呈現的中國國家形象為例（2005 年 1 月

碩士論文。

至 2010 年 12 月）。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蕭林玉燕(2009)連鎖總部與加盟商間管理活動與分工探
討：以中國 A 傢俱公司為例。中興大學企業管理

李奇穎(2011)廣東省台商區位選擇空間分析。國立台灣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系所碩士論文。

李瑞仁(2011)銀行業資本緩衝與景氣循環之關聯—台

羅傑聰(2009)中國對中亞石油外交政策之研究。中興大

灣與中國大陸實證分析。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台北大學

林宏宇(2011)扶貧政策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之影響—

李怡萱(2011)海歸技術社群、國家與中國科技產業群聚

以雲南省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建構—以江蘇無錫太陽能光電產業為例。國立台

論文。

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明勳(2011)兩岸建立互信機制實現路徑之政經分析：

林士清(2011)從國家與社會關係析論 ECFA 簽訂之議程

兼論兩岸軍事衝突預防協議(MCPA)。台灣大學政

設定模式。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論文。

侯雅文(2011)中國汽車製造的產業群聚：空間分析方法

范淑敏(2011)探究中國高新區域建構模式：以長三角半

的應用。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導體產業為例。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

姚延宗(2011)台灣電子集團企業於中國大陸之獲利能力

論文。

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信吉(2011)境外社會組織於中國大陸合法性的建立

姚聖泰(2011)兩岸交流衍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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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岸毒品走私犯罪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國家

江宗翰(2010)史明的台灣人論與中國認識。國立台灣大

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忠亮(2010)從 ECFA 探討兩岸經濟合作暨資本市場發

柯曉翔(2011)跨海公民課—大陸交換學生的台灣經
驗。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展趨勢。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組碩士論文。

胡青中(2011)後 ECFA 時期台灣電影產業在中國大陸市

艾颯藍(2010)中國大陸私營企業分析之中小企業在中國

場的機會與挑戰。國立台灣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專班

大陸經濟體系中的持續性研究專題。國立台灣大學

碩士論文。

企業管理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馬文鈺(2011)民進黨兩岸政治協商主張之研究。國立台

何子凡(2010)中國大陸《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之研究
—兼論對台商經營之影響。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 容 禎(2011)印 度 中 國 學 的 文 化 取 向：以 Krishna

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Prakash Gupta 的中國研究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

何榆(2010)中國農村鋼琴製造群聚的生產網絡與商品
鏈：以浙江省洛舍鎮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宜琦(2011)海峽兩岸繼承法制與實務。國立台灣大學

吳玉瑩(2010)在中國的外商投資與對外貿易之探討。國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品倩(2011)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高科技人員赴陸任職之

吳伊凡(2010)再疆域化的學生遷移：旅中台生與旅台馬

研究—對國人赴陸工作權與國家安全之衡平性分
析。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生的比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錦鐘(2011)影響新功能主義「溢出效果」之條件：歐

吳宗翰(2010)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以印度

洲整合(1986-2009)與兩岸關係(1987-2011)的比較分

與澳大利亞學界為比較對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

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昀諭(2010)中國 AH 股溢折價之研究—兼論金融海

維克(2011)中國移民和工資的關係。國立台灣大學經濟

嘯之影響。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政倫(2011)全球 LED 產業分析與兩岸廠商競合策略研

文。
吳俊宏(2010)台資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國立台

究。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侑呈(2011)產業群聚對中國汽車製造業經營績效之影

吳翰屏(2010)中國企業信用評等決定因素：以新華遠東

響。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魏國華(2011)中國大陸筆記型電腦產業之機會—以華

為例。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碩、同方電腦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李良文(2010)中國對國際矚目事件的形象管理：以 2008

論文。

年西藏事件及汶川大地震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

大原祐子(2010)90 年代前後出生的中國員工工作價值觀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與工作滿足：東莞台商員工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

李佳鴻(2010)中國大陸文化界之犬儒化—張藝謀個案
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企業管理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李典倫(2010)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制度下罪犯人權。

王 治 中(2010)從 對 華 條 約 看 日 本 對 中 國 認 識 的 變 遷
1871-1952。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曉雲(2010)中國紡織業的產業政策、聚集及其生產

文。

力。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

王柔雅(2010)在地與國際新聞災難報導之媒體功能—
以中國四川地震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

周芯瑋(2010)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台灣經濟

士論文。

影響初探。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慈雅(2010)新興國家跨國研發之決定因素—以中國

林奇皓(2010)文化智商對員工外派至中國大陸意願之影

與印度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

響。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文。

林炎平(2010)國際環境法與兩岸海洋環境保護法制之比

安井伸介(2010)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基礎。國立台灣

較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林嘉玲(2010)不同國家對電子商務網站建立信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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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台灣及中國為例。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

以中央電視台《海峽兩岸》節目為例。國立台灣大

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邵智偉(2010)中國大陸省級領導人仕途發展的制度化，

陳亮宇(2010)中國氣候治理的知識社群角色初探。國立

1993-2010：以個 人特徵 與經 濟表 現為 焦點之 分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韋舜(2010)台商在中國大陸長三角經濟圈投資區位選

姜宜均(2010)中國崛起與國際建制之規則變遷—世界

擇的空間計量分析。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貿易組織杜哈回合反傾銷規則與特別防衛機制的案

碩士論文。

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源欽(2010)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之研究。國立台灣

洪智坤(2010)中國對台地方政府策略與我方因應對策之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以第四屆高雄市政府為例。國立台灣大學

陳筱佩(2010)匯率波動對台灣出口貿易的影響—以美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日本、中國大陸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

胡紹中(2010)技術策略聯盟與中小企業轉型之研究：以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國砂輪公司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組碩士論

傅浚映(2010)創新與生產力：中國電子產業的實證。國

文。

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國濤(2010)中國與東協次區域合作互動之研究。國立

曾翊翔(2010)中國勞動契約立法之研究—以《勞動合
同法》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論文。

徐耿胤(2010)恢復朝貢關係中的主體—韓國學者全海
宗與李春植的中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

黃有彤(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林與他對中國少

所碩士論文。

數民族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

馬仲豪(2010)《旺報》兩岸新聞論述分析—以 ECFA

文。

報導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黃廷玲(2010)中國高爾夫產業發展與競爭優勢。國立台

文。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蓓蓓(2010)兩岸簽署食品安全協議之研究。國立台灣

黃郁庭(2010)中國大陸電信競爭法制之研究。國立台灣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穎潔(2010)中國大陸員工之激勵—給外國經理人之

黃啟軒(2010)中國銀行業登台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財

建議。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康廷嶽(2010)影響中國廠商內銷比例與新產品比例之決

黃常恩(2010)中國金融業上市公司的股價同步性探討。

定因素：學習效果、外溢效果與研發。國立台灣大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

楊品宏(2010)共同基金發行機構特性對基金績效與淨申

張容嘉(2010)中國開放型基金績效與總體經濟因子之關

購金額之影響—以中國大陸為例。國立台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係研究—套利定價理論之應用。國立台灣大學財
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璦如(2010)中國石油外交之研究(1978~2010)—新現

許韋婷(2010)悲劇或鬧劇？論 Maurice Meisner 眼中的中

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

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智誠(2010)廠商規模與研發對出口比例之影響—以

楊豐輝(2010)台灣電子血壓計產業與競爭策略分析—

分量迴歸分析在中國之內外資企業。國立台灣大學

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例。國立台灣大學高階公共管理

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組碩士論文。

許繼元(2010)跨國企業在中國之經理人本土化個案研

萬中舉(2010)金融業在中國的發展及經營策略分析：

究：以營造業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

豐（中國）銀行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

所碩士論文。

組碩士論文。
葉珍伶(2010)女體中國—周蕾對離散觀點的反思。國

郭蕙蘭(2010)中國大陸台商投資仲裁案例研究。國立台

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貞伶(2010)統一與分裂之外：古德曼看待中國的方

陳玟如(2010)中國媒體建構下的台灣印象焦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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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玉瑩(2009)在中國的外商投資與對外貿易之探討。台

葛玉和(2010)外國第三方物流企業在中國的成長策略：

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從產業結構研究分析。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究所碩士論文。

方美珠(2010)從冷漠到關懷：分離台海兩岸家人關係之

維如柏(2010)關係與台灣中國兩岸商業談判。國立台灣

自我敘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碩士論文。

劉俊廷(2010)股權結構與盈餘管理之關聯：以中國上市
公司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建忠(2010)中國大陸鄉鎮人大改革的邏輯—以浙江

蔡宛儒(2010)中國草根環境 NGO「自然之友」之研究

溫嶺市新河鎮「參與式預算」為例。國立台灣師範

—兼論其對公民社會之意涵。國立台灣大學政治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雪瑛(2010)兩岸經貿架構協議(ECFA)終止條款之爭議

鄭文燦(2010)中國基層選舉演變之分析—尋找民主發

與影響析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展的動力。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論文。

文。

胡鳳鳴(2010)兩岸民用航空公司經營效率之研究。國立

鄭俊偉(2010)中國汽車產業的所有權與生產力及生產效

台灣師範大學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率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

莫融青(2010)中國和平崛起對台灣國家發展影響之研

文。

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

黎康翰(2010)法西斯主義、反理性主義與中國三○年代

班碩士論文。

的思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懷文(2010)中國大陸《喜羊羊》動畫電影行銷模式之

蕭秀璟(2010)新仙女木事件在中國內蒙古地區的記錄。

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怡伶(2010)台灣與中國意識在國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角

賴嘉倫(2010)中國大陸知識產權證券化法律問題研究。

逐—以台灣歷史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
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珮瑜(2010)A50 中國指數 ETF 與滬深 300A 股指數 ETF

陳金福(2010)兩岸職業訓練政策與法規之比較研究。國

之折溢價的資訊內涵與因果關係。國立台灣大學財

立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

務金融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論文。

魏柏(2010)論小泉政權以來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與政

萬淑宜(2010)海峽兩岸國中自然教科書之內容分析比較

治安全政策：中日美三角關係蘊含之觀念衝突。國

—以牛頓力學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

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慧蘭(2010)解放的追尋：中國共產革命中的女性經驗

蘇清遙(2010)中國農業專業人士來台參訪之現況分析。

(1921-1949)。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碩士班碩士論文。

蘇豊凱(2010)兩岸互設辦事處的政策評估。國立台灣大

蔡 宗 憲(2010)兩 岸 高 中 歷 史 教 材 選 編 之 比 較 研 究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2007)—以周代史教材為例。國立台灣師範

陳文政(2009)泰北中國「結」—從泰北華人學子的中
國求學路談起。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

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文。

陳昌宏(2009)華裔離群對中國認識的一種途徑：以黃朝
翰與新加坡東亞研究所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傅峰林(2011)消費者決策型態：傳統與新型態 3C 賣場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在大陸與台灣之比較。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

彭彥哲(2009)中國城鎮不同所得分群家戶之食品需求分

所碩士論文。

析。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詔勤(2011)兩岸法治整合策略的研擬及其在營造業的

潘怡冰(2009)中國人權問題之研究—以法輪功為例。

應用。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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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儀儂(2010)退出、呼籲、忠誠：中國城市基層選舉參
與的效能與行動。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國立東華大學

文。

王均(2011)吸引外資投入政策對廣東省經濟成長的影

衛大力(2010)非營利部門在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發展之比

響。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維航(2010)中國氣候外交決策研究：「國際／國內」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分析途徑(1972-2009)。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

陳學賢(2011)海峽兩岸國小師資培育政策之比較研究。

士論文。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健祐(2010)關係、資源與移民社會網絡：以北京市農
民工子女學校發展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

林敬棚(2011)論當代中國大陸網路文學。國立政治大學

尤怡文(2009)企業國家，國家企業：尼德蘭聯省共和

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英國、日本、中國之現代國家建構。國立政治

邱佩涓(2011)現實主義下中共對非洲政策：以「中非合

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作論壇」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王占璽(2009)跨界組織場域中的社會自主性：中國愛滋
NGO 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

文。
金慧媛(2011)韓台半導體與液晶顯示器對中國出口競爭

文。

力及貿易型態比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白德華(2009)從「善治」論中國漸進式改革。國立政治

論文。

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越思(2011)中日東海爭議分析(1990-2010)：攻／守勢

林欣秀(2009)中國與埃及雙邊關係之研究—中國國家

現實主義的驗證。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利益視角(1981-2009)。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

文。

士論文。
唐志宏(2009)嘗試與突圍—成舍我與中國近代報業

廖至欽(2011)中國國貨的重生與復古的流行—以復古

(1919-1949)。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國貨「回力球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楊秀娟(2009)報業組織溝通與競爭分析—以中國時報
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林漢發(2010)21 世紀中國對泰國之文化軟權力研究：以
孔子學院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國立清華大學

文。

潘信瑋(2011)中國配偶在台灣：政治認同探討。國立清

陳君碩(2010)未斷乳就哺乳？中國城市雙獨家庭研究。

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胤慈(2010)失語的傷痛：中國東莞農民工的健康與醫

陳德正(2010)中國企業來台上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療。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毅陽(2010)獲利可能與政黨偏好：台灣農漁民對兩岸

林育辰(2010)中國克山病理論爭議(1935-2000)：滿洲科

經貿的立場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

學與群眾科學。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

文。
黃宇松(2010)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

柴仲安(2010)中國公民社會的企業家新同盟：以阿拉善

之角色(1949-1976)。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SEE 生態協會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論文。

士論文。

黃聖琳(2010)國家科技政策與產業發展：中國 TFT-LCD

許容榕(2010)假 OBM、真 OEM？中國山寨機的品牌之

產業個案研究(2000-2010)。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所碩士論文。

葉芷楹(2010)中國大陸反壟斷法理論及實務探討。國立

蔡宜靜(2010)咫尺天涯：大陸 80 後與台灣人的社會接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觸。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詠芬(2010)旅出生活：談青年旅舍在當代中國社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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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的空間想像與實踐。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

專班碩士論文。

士論文。

林鉅翔(2011)營造業進入中國市場之工程契約風險研

蔡 文 斌(2010)中 國 古 典 小 說 在 台 的 日 譯 風 潮

究。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1939-1944)。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林樹源(2011)中國大陸與其五大貿易夥伴之股票市場連

文。

動性。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蘇芳禾(2010)中國歷史景點開發的壟斷與商品化：以陝

羋大維(2011)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手機簡訊之使用行

西省曲江集團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為：以中國大陸大學生為例。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

士論文。

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洪健益(2011)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對台北市之影響研究。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麗娟(2011)兩岸小學發展特色學校之比較研究。國立

胡凱程(2011)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對台灣政經之影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響。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

國立暨南大學

徐豊旻(2011)中國大陸銀行業來台投資—動機、模

葉川睿(2011)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發展(1950-1962)。國

式、影響。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

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文。
翁建文(2011)台灣投信業在中國大陸發展及策略研究。

國防大學

淡江大學國際商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景國華(2011)影響中國安全戰略的因素分析與評估—

莊皓博(2011)胡錦濤的「和諧世界」理念與中共對美政

以國防安全為選項的時間序列迴歸分析。國防大學

策 2005-2010。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

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專班碩士論文。

蘇民(2011)國防科技政策探討與研究—以系統觀點探

郭正中(2011)中國大陸糧食安全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

討兩岸軍力平衡發展動態模式。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國防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愷璜(2011)兩岸新聞採訪交流之研究(1987-2009)—
從駐點記者角度看兩岸新聞交流。淡江大學中國大

淡江大學

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王貞懿(2011)後冷戰時期中國與東協政經關係之研究。

彭國省(2011)從中共不對稱的社會制度論其因果關係
—以中國大陸農民工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王揚宇(2011)中國大陸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淡江大

曾子恆(2011)規範與限度—論中共戶籍制度。淡江大

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王曉嶸(2011)中共「反介入戰略」中反艦彈道飛彈的能

馮月慧(2011)財務指標對銀行績效之非線性探討—以

力虛實。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

中國大陸銀行為例。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專班碩士論文。

碩士論文。

余欣凌(2011)經濟全球化下中國對歐洲聯盟海外直接投

黃韋豪(2011)加入慈濟基金會對台資企業社會責任之影

資研究—以通訊、汽車與家電產業為例。淡江大
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響—以大上海地區台資製造業為例。淡江大學未
來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展蝶(2011)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之

黃賢國(2011)中共對東協戰略研究(2002-2011)。淡江大

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論文。

劉致君(2011)論台灣意識的發展對中共對台政策之影響

周光漢(2011)中國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分析。淡

—以胡錦濤主政時期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

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博士論文。

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林水永(2011)ECFA 生效後台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大陸市

劉益彰(2011)中國反恐戰略之研究。淡江大學國際事務

場策略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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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李艷蓮(2009)中國優惠性原產地規則在區域貿易中的發

鄭勝鴻(2011)台灣與中國大陸太陽能電池產業發展與競

展與變遷之研究—以紡織業為例。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合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

謝欣翰(2009)中國大陸配偶子女教育問題研究—以台

文。

北縣中和市復興國小為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

鍾易延(2011)理想與現實：中國大陸地級市現況之分

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析。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簡嘉男(2011)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美國際貿易收支之影

清雲科技大學

響。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陳章華(2011)中國與中亞能源合作之研究—以地緣政

文。

治觀點為中心。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碩士論

嚴怡君(2011)中共孔子學院政策。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

文。

戰略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蘇佳善(2011)台灣、中國大陸與香港公民社會發展之比

呂慈恩(2009)中國精品仿冒盛行因素之探討：實證中國

較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

文化特質、人格特質與計劃行為理論之影響關係。

士論文。

清雲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少君(2010)行銷中國：上海消費者對台灣品牌印象之

雲林科技大學

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林運東(2009)金融海嘯期間股市共移關係研究—以中

論文。

國、香港、台灣與美國為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

何宜霖(2010)所得收斂假說再檢驗：以中國為例。淡江

理系碩士論文。

大學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樊聿慈(2009)台商投資中國西部之探討。雲林科技大學

李厚慶(2010)中共舉辦奧運之政策分析。淡江大學中國

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洪耀南(2010)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印象暨兩岸關係之調

銘傳大學

查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

徐永安(2009)中國大陸婦女 NGO 研究—以北京地區

士論文。

為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崔光義(2010)胡錦濤時期中共軍事外交研究。淡江大學

曹惇惠(2009)中國大陸推動制定資通訊科技技術標準之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研究。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碩

許乃倫(2010)中共改革開放後的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

士在職專班論文。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曹逸雯(2009)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發展之研究。銘傳

陳柔孜(2010)公民營薪資差異—中國大陸實證研究。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碩士在職專班

陳祈廷(2010)中共對台宣傳策略之研究—以兩岸經濟

論文。

合作架構協議為例。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許鵬翔(2009)中國大陸「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之

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研究。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碩

陳雅玲(2010)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

士在職專班論文。

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郭玫岑(2009)中國大陸企業法制環境變遷問題與台商因

項俊超(2010)中國電視劇產業發展及其外銷到台灣市場

應對策之研究。銘傳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

陳世偉(2009)中國大陸小學體育與健康課程之研究—
以廈門地區為例。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與

文。

兩岸關係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鄭海鑑(2010)兩岸生產力促進中心輔導中小企業轉型之

彭怡婷(2009)以北京奧運前後的媒體報導分析中國軟實

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力發展的成效。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論

論文。

文。

鄭瑩琦(2010)中國汽、柴油需求之探討—以省份與行
業別分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劉軒宇(2009)中國大陸與台灣政府績效之比較探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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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論文。
* 搜尋網站：台灣碩博士論文網、CEPS 華藝線上圖書
館。
* 搜尋關鍵字：「中國」、「兩岸」。
* 整理：王柏期、高國皓、戴慧瑀。
* 往年中國研究碩博士論文可參照《當代中國研究通
訊》第十期及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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