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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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信憲 教授 90 年 8 月 博士 
美國州立南達科塔大學商

業教育所(主修財務金融) 
經歷 學術專長 授課課程名稱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主任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位學習研究所所長 
3. 科技部研究計畫主持人 
4. 經濟部技術處計畫主持人 
5. 台灣省企業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監事 
6.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特約講師 
7.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銀髮顧問 
8.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輔導委員 
9. 中華民國高中商業類科技藝競賽職種召集人 
10.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

位班商業管理類」召集人 
11.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劃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召集人 
12. 教育部審查委員、訪視委員、評鑑委員、評估委

員等 
13.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所兼任助理教授及

副教授 

1. 投資管理 

2. 行為財務 
3. 理財規劃 
4. 財金教育 
5. 商業教育 
6. 企業社會責任 
 

投資學 
投資組合管理 

行為財務學 

資產管理 

高等投資學專題研究 

行為財務學專題研究 
資產管理專題研究 

財務金融研討專題 

 

二、學術研究 

(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統計年度為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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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Singapore 發表人 

& 
主持人 

Bryan H. Chen, Mei-Hua Chen, Wan-Ching Chiou & 
Pei-Ni Tai (2015, Jan). CSR SKEPTICISM, CONSUMER 
ATTRIBUTION THEORY, AND PERCEIVED CSR. Asian 
American Academic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Singapore 2015. MOST 
103-2410-H-018 -030. 

103 年 Paris, France 發表人 
& 
主持人 

Bryan H. Chen, Mei-Hua Chen, Chien-Chih Hsiao & 
Wan-Ching Chiou (2014, Mar).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erceived Corporat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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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統計年度為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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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ibility o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 Finance 
Students’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 
Sciences 2014 Conference, Paris, France. MOST 
102-2410-H-018-036. 

102 年 Bali, Indonesia 發表人 Bryan H. Chen, Chien-Chih Hsiao (2013, Jul).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the EPA 
School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2013, Bali, Indonesia. 

101 年 Germany 發表人 
& 
主持人 

Bryan H. Chen, Mei-Hua Chen, Chin-Yi Chen, 
Chun-Cheng Lee (2012, Apr).Research on the Advising 
Relationship and Research Self-Efficacy of Business 
Doctoral Students.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Germany. NSC 100-2410-H-018-039.

99 年 台中 發表人 2010 年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Students’ Learning Style, 
Sense of Classroom Community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a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Chiou, 
H. H. & Chen, B. H.) 

99 年 台北 發表人 第九屆北商學術論壇-經營與管理研討會,「台灣不動產

基金與 開放式基金之績效操作與熱手現象」(陳信憲*、
顏巧玲 & 郭佳玫) 

99 年 雲林 主持人 高中職專題製作教材教法暨成效評估研究研討會 
99 年 雲林 評論人 高中職專題製作教材教法暨成效評估研究研討會 
99 年 彰化 評論人 2010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 
99 年 彰化 發表人 2010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政治獻金對台灣公司股

票報酬之影響」(陳信憲*& 陳雯香) 
99 年 Austria 發表人 

& 
主持人 

20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Conference 
“The Research of Peer Instruction and Group Response 
Systems in Accounting Courses” (Chen, B & Chen, M.) 

99 年 Austria 發表人 20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Conference 
“The Relationships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ttitudes,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Cheating Behaviors” 
(Mei-Hua Chen, Chung-Chen Lee, Chiou-Lan Chien and 
Bryan H. Chen) 

99 年 苗栗 主持人 2010 前瞻管理學術與產業趨勢研討會 
99 年 苗栗 發表人 2010 前瞻管理學術與產業趨勢研討會「探討在不同交易

時點下台灣共同基金之績效持續性」(陳信憲*、顏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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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統計年度為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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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佳玫) 

98 年 
台南 發表人 2009年第九屆觀光休閒暨餐旅產業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

「合作學習對學生創造力和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以餐

飲管理課程為例」(陳信憲 &簡秋蘭) 

98 年 
USA 發表人 9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Professional Ethical Conducts amo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ulty”(Chen, B & Chen, M.) 

98 年 
USA 發表人 9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Financial Education: A Case 
of Taiwan” ( Chen, M., Chen, B. & S. Lin) 

97 年 台北 發表人 2008 年第十五屆產業管理研討會「盈餘衡量、盈餘品質

與動能策略之研究」 (陳信憲*、蔡佳穎、陳佩慧 & 莊
侑蒨) 

97 年 
台中 主講人 2008創業教育學術研討會 

97 年 彰化 發表人 
2008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資訊透明度、分析師預

測與盈餘管理關係之研究」(潘麗卿 & 陳信憲 ) 

97 年 彰化 
評論人 2008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 

97 年 嘉義 發表人 
2008第八屆中小企業管理研討會「投信公司是否能幫投

資人分散風險? 」(陳信憲, 莊侑蒨&陳佩慧 ) 

97 年 嘉義 
評論人 2008第八屆中小企業管理研討會 

97 年 嘉義 發表人 2008第一屆金融與經濟競爭力研討會「探討季效應對機

構投資者動能策略之影響」(陳信憲&高振維 ) 
97 年 台北 發表人 2008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投資人之行為

偏誤與動能策略報酬之研究」(陳信憲 & 蔡盈如) 
97 年 台中 發表人 2008 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基金績效如何受人力資

本及基金特性的影響」(陳信憲, 謝孟芬, 呂羽茜 &曾詩

萍) 
97 年 台中 評論人 2008 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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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1 起) 
類別 執行期間 計畫名稱(含計畫主持人及學生姓名) 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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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之單

位別)ex：國

科會/教育

部.. 

(開始年月-結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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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填入數

字即可) 

科技部 
 

2015.08.01 至 
2016.07.31 

當企業不負社會責任時，財務金融系學生的選擇：利他、

報復或賠償？ 
545,000 

科技部 
 

2014.08.01 至 
2015.07.31 

財務金融系學生看企業社會責任假不假-歸因理論觀點 488,000 

科技部 
 

2013.08.01 至 
2014.07.31 

由財務金融系學生觀點探究金控業企業社會責任認知感

受之因果關係 
518,000 

科技部 
 

2011.08.01 至 
2012.07.31 

商管類博士班學生指導關係與研究自我效能之研究 453,000 

國科會 2010/04/01~2011/02/28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OMPUSTAT 企業財務分析

資料庫專案 
180,000 

國科會 2009/08/01~2010/07/31 以群體反饋系統將同儕教學法運用於會計課程教學之研

究 
575,000 

國科會 2009/04/01~2010/02/28 補助國內大專院校購置 S&P COMPUSTAT 企業財務分析

資料庫專案 
172,000 

國科會 2008/08/01~2009/07/31 產業導向財務金融技術課程建置與評估之研究 625,000 
 
 

三、指導學生數 

學年度 學籍別 人數 總人數 

   97-99 學年度 

碩士班 14 

19 人 
博士班 1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2 

暑期教學碩士班 2 

年度 類別 學生 & 論文名稱 
99 年 行政管理碩士班 陳志煒-從市場區隔理論探討國民中學學生家長選校

因素之研究－以彰化縣某國中為個案 
99 年 碩士班 張順凱-台灣股票市場賣空與週末效應關聯性之實證

研究 
99 年 教學碩士 許小玲-南投縣高職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態

度與困難知覺的研究 

99 年 教學碩士 黃惠娥-合作學習應用高職經濟與商業環境課程之研

究-以財金單元為例 
98 年 碩士班 陳佳霙-鷹架探究式學習與問題導向式之數位學習活

動對國中生概念理解、科學態度及探究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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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碩士班 林彥良-陰陽線理論之應用:建構台灣股票市場投資組

合 
98 年 碩士班 陳雯香-政治獻金對台灣公司股票報酬之影響 

98 年 碩士班 蘇麗雯-投資人情緒與台灣上市公司股利發放因素 

97 年 碩士班 呂羽茜-財務危機模型之規模、淨值市價比及動能與報

酬之關聯 
97 年 碩士班 莊侑蒨-資訊傳遞程度與逆勢投資策略之探討 

97 年 碩士班 蔡佳穎-投資人情緒與愚笨錢效果之研究 

97 年 碩士班 陳佩慧-初次公開發行公司長期股票績效之探討 

97 年 碩士班 曾詩萍-基金特性及多角化對基金績效之研究 

97 年 博士班 王南喻-存續者偏誤、基金分類與績效持續性之研究 

 

四、受邀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1.統計年度為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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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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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其他 教育部「數位學習白皮書」大專校院組專家 

99 年 其他 教育部辦理 99 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試教委員 

99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習導師 

99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實習指導教授 

99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學院特聘教授遴選委員 

99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大會指導委員 

99 年 命題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班命題委員 

99 年 其他 
國立彰化高級商 99 年課程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 

99 年 其他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論文外審委員 

99 年 其他 
台灣省企業人力資源發展學會監事 

99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台灣管理學刊 Reviewer 

99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教育政策論壇 Reviewer 

99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er 

99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 Reviewer 

99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企業管理學報 Review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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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Reviewer 

99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9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事業經營研究所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99 年 其他 99 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委員 

99 年 其他 
中華民國高級中學商業類科文書處理職種技藝競賽 99 年度召

集人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永平工商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第六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99 年 其他 
系推廣委員會委員 

99 年 其他 
系課程委員 

99 年 其他 
院務會議代表 

99 年 其他 
院教評委員 

99 年 其他 
學術專業成長研究會委員 

99 年 其他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99 年 其他 
校務會議代表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2010 高中職教師財務金融研習營 

98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實習指導教授 

98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98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習導師 

98 年 進修學院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委員 

98 年 其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班導師 

98 年 命題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班命題委員 

98 年 學術期刊審查委員 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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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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其他 98 年度職業學校、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含特教學校、綜高專門

學程）充實實習教學設備實施方案設備審查委員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草屯商工 

98 年 其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98 年課程發展委員

會諮詢委員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財務管理組)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98 年 其他 98 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輔導委員 

98 年 其他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8 年 其他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論文外審委員 

98 年 其他 
興國管理學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98 年 其他 
中華民國高級中學商業類科文書處理職種技藝競賽 98 年度召

集人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豐原高商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新竹高級商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金豐集團專題演講教授-金融專業知識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第五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98 年 命題委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班命題委員 

98 年 其他 
系推廣委員會委員 

98 年 其他 
系課程委員 

98 年 其他 
院務會議代表 

98 年 其他 院課程委員 

98 年 其他 院教評委員 

98 年 其他 校務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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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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2008 高中職教師財務金融研習營 

97 年 其他 弘光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文稿審查委員 

97 年 其他 2008TiC100 創新事業競賽委員 

97 年 其他 97 年辦理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增設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商業管理類班別審查委員 

97 年 其他 97 年辦理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增設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商業管理類班別召集人 

97 年 其他 中華民國高級中學商業類科文書處理職種技藝競賽 97 年度召

集人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學卓越中心精進教師教學方法系列演講 

97 年 其他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論文外審委員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金豐集團專題演講教授-金融專業知識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新竹高級商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財政稅務系 

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第四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97 年 其他 系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97 年 其他 系課程委員 

97 年 其他 院務會議代表 

97 年 其他 院課程委員 

97 年 其他 院教評委員 

97 年 其他 校務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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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期刊論文著作(統計年度為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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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SSCI Bryan H. Chen, Wan-Ching Chiu & Chih-Chuan Wang (2014, Ju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 Selfconcept,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via SEM.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 

 

102 年 SSCI Bryan H. Chen, Ming-Shan Hsu, Mei-Hua Chen (2013, Au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ttitude and anxiety in accounting classes: 
the case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aiwan. 
QUALITY & QUANTITY, 47(5), 2815-2827.  

 

101 年 SSCI Bryan H. Chen, Hua-Huei Chiou (2012, May). Learning styl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hybri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99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陳信憲*, 陳美華& 吳政憲(2010) 「台灣主動式基金經理人增加共同基

金價值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 62 卷, 1 期, P.153-192. 
 

99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陳信憲*&蔡佳穎(2010)「投資人情緒與愚笨錢效果之研究」企管學報,

第 87 期, P1-26。 
 

99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陳信憲* & 陳佩慧(2010) 「初次公開發行公司長期股票績效之探討」

臺灣銀行季刊, 60 卷, 4 期, P.208-233. 
 

99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陳信憲* & 呂羽茜(2010) 「財務危機模型之規模、淨值市價比及動能

與報酬之關聯 」企業管理學報，84 卷，P.107-141。 
 

98 年 TSSCI等級 王南喻 & 陳信憲 (2009) 「存續者偏誤、基金分類與績效持續性之研

究」管理學報, 26 卷，6 期，P. 673-696。 
 

98 年 TSSCI等級 陳美華,陳信憲& 龔建吉(2009), 「大學學生學習取向與教學環境設計

關聯性評評估─以合作學習教學法為例」,課程與教學,十二卷四

期,P,141-168. 

 

98 年 國內非TSSCI等級 陳信憲* & 曾詩萍(2009) 「基金特性及多角化對基金績效之研究」臺

灣銀行季刊,60 卷, 4 期, P.95-115. 
 

六、專書及專書論文(統計年度為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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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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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九十七學年度教師在職進

修數位課程開發-「投資學」課程設

計與製作 

97 年 8 月 1 日~98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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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99/05/10 專題演講-創新教學模式 IRS 教學

即時反饋系統應用說明會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9 99/03/24 專題演講-Capital.IQ.金融財務

分析平台說明會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9 99/03/31 專題演講-創新教學模式 Haboard

互動電子白板教學應用說明會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9 99/03/22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C-1:創新

商業模式應用研討會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8 98/12/09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九十八學年

度創新創業管理學程之創意、創

新、創業實務研討會 

從金融百貨看保險事業發展的創意

與創新--富邦金控 傅明治總監 

我的未來不是夢--富邦金控 陳克

武襄理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8 98/11/0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金融實驗教

室系統功能介紹--大富資訊程式部

黃家興經理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8 98/03/27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創新與創業

管理教學與經驗分享觀摩研討會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8 98/03/2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IDM 時訊避

雷針操作說明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8 98/02/2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電子白板教 彰化師大寶山校 創新與創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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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 區 606 學程 

98 98/01/13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2009創業第

一桶金—投資競賽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7 97/09/10 電子白板及 IRS 反饋系統教育訓練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7 97/06/2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6 月 25日研

討會：創業推動模式、課程規劃--

陳信憲主任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7 97/06/2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6 月 25日研

討會：中小企業創業理財一點通～

創業財務規劃實務--彰化縣中小企

業協會理事長-蔡理事長啟仲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7 97/06/2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6 月 25日研

討會：團隊創造力訓練方案對企業

人士訓練成效之研究--中華民國中

小企業協會 陳副主任博鍊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97 97/03/0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財金商管領

域常用資料庫(Compustat)簡介--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朱志雄

業務副理 

彰化師大寶山校

區 606 

創新與創業管理

學程 

 
 

(二)校外參訪 

學年度 舉辦時間 參訪地點 參加班級 
98 98/10/28 國泰人壽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7 97/11/28 新光人壽、宏祥會計代書聯合事務

所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7 97/4/11 林鼎實業公司、ING 安泰人壽、國

泰世華銀行、金豐企業集團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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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99/11/02 林尚平 院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研所教授 

人力資源管理之範疇、領域、未來

發展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9 99/08/11 蔣小梅 總監 

富士達理財公司行政總監 

行政管理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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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的崛起看全世界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5 教室 

99 99/07/12 林文燦 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英國 IIP、瑞士 ISO10015 與台灣

TTQS 介紹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5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9 99/06/08 王如哲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暨教

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研究發展處處長 

高等教育評鑑方法及其反思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9 99/03/30 王誕生教授 彰化師大工業教育

與技術學系 

台中市建設與生活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9 99/03/09 盛建南處長 外交部中部辦事處 

當前外交政策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9 99/03/04 廖崇宏執行長 富士達理財公司 

2010 年財經趨勢大剖析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98/11/2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公司治理與資訊揭露 / CFA 考

試簡介--新光金控 李超儒 經理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8 98/10/08 林哲鵬副教授 彰化師大畢業生

生涯輔導處處長 

漫談財務金融研究領域兼論投資

人行為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5-32606 教

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98/10/07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大學新鮮人如何為投資額作準

備--富世達理財有限公司 廖崇

宏 執行長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8 98/10/06 張光正院長 商業發展研究院 

企業倫理與領導決策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98/08/11 謝文英教授 雲林科技大學技術

與職業教育研究所 

教學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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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基本概念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5 教室 

98 98/08/04 陳獻儀副教授 亞洲大學財務金

融學系 

基金評等與基金獎之資訊性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5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8 98/07/29 陳錦村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

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台灣上市櫃企業在金融變革中如

何調整與銀行的往來關係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5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8 98/06/16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淺談個別企業與產業之風險評

估--大華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 

王南喻 助理教授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8 98/05/0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台灣金融

業現況挑戰及未來發展方向--花

旗銀行台灣區 利明獻 總裁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8 98/04/30 楊忠和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教授(前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前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校長) 

從組織再造談台灣奧運競爭力之

提升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98/04/21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企業評等及風險管理--台灣銀

行風險管理部 王粹馨 科長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8 98/04/16 林文燦 參事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參事 

公部門待遇管理與發展趨勢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98/03/19 陳熙揚教授 中華民國立法院顧問

兼資訊處處長 

政府組織改造(善用資訊科技、建

立 E化政府)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8 98/03/05 鍾瑞國教授 修平技術學院校長 

高效能管理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7 97/11/04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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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金融海嘯的創業與創新--玉山

銀行 游基清經理 

97 97/10/07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共同基金產業現況分析--保德

信投信協理 翁碧蓮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7 97/09/30 黃鉦堤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

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系主任 

詮釋學與管理的意義理解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3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7 97/08/12 楊聲勇教授 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 

談氣候變遷與金融市場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8/05 邱仕皇經理 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

合事務所 

不動產趨勢分析—大台中地區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6/17 薛立言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

融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金融創新的功與過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6/03 康龍魁教授 中台科技大學行銷管

理系教授 

淺談領導與倫理領導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5/06 陳麗珠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 

國民教育誰來買單？--論國民教

育學生成本的理論與實際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4/22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妳(你)信託了嗎?信託機制之

投資應用實務--安泰銀行信託部

襄理 曾煥凱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7 97/04/1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如何寫好創業計畫書--逢甲大

學創業教育發展中心主任 賴炎卿

博士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97 97/03/25 張鈿富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

文學院院長 

教育品質保證機制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行政管理碩士班 

97 97/04/30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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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掌握商用不動產投資契機針對

台中市的發展分析--歐亞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邱仕皇 

97 97/04/29 王如哲教授(台師大教研所) 

掀開大學排名的神秘面紗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712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4/22 詹家昌教授 東海大學推廣部主任 

公司財務與價值創造 

寶山校區技職大樓 32606 教室 

教學碩士班 

97 97/03/25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演講活

動：如何正確投資以賺取第一桶創

業資金--富世達理財有限公司行

政總監蔣小梅 

創新與創業管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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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