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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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安 副教授 93 年 8 月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經歷 學術專長 授課課程名稱 
1. 統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精算部專員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 

專任講師 

1. 行為財務學 
2. 財務經濟學 
3. 投資組合分析 
4. 資產配置 
5. 財金教育 

微積分(一)、微積分(二)、 
統計學(一)、統計學(二)、 
高等教育統計、多變量分析、 
財務實證研討、貨幣銀行學、 
財務理論、利息理論、財務經濟 

二、學術研究 

(一)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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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發表人 2011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融合心

理帳戶的動態資產配置，郭志安） 
100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評論人 2011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評論文

章：台灣股票市場存在違約風險效應？障礙選擇權之應

用，林君瀌黃美月與莊家偉） 
100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發表人 2011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展望理

論的參考點對持股意願之影響，郭志安＆曾詩婷（大學））

100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評論人 2011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評論文

章：資訊不對稱與現金增資股票投資人過度反應之研

究，陳振遠與王朝仕） 
98 年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發表人 2009 資產管理研討會（考量風險值之最適動態資產配

置，郭志安＆柯家媛(教碩)） 
98 年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 
評論人 2009 資產管理研討會（評論文章：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with Distorted Beliefs, written by San-Lin 
Chung and Chung-Ying Yeh） 

98 年 國立中央大學 發表人 2009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

（Efficiently Non-positive-by-definition Market Portfolio 
Guo, Zion and Hsin-Yi Huang(碩), Jun 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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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國立中央大學 評論人 2009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評論文

章：Estimating Equity Risk Premium: the Case of Great 
China, written by Jie Zhu） 

97 年 國立東華大學 發表人 2008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四象限

投資法則，郭志安&黃欣怡(大學)） 
97 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發表人 2008 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股利政策對機構投資人

持股意願之影響，郭志安&顏月吟(碩)） 
97 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發表人 2008 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大型基金與小型基金之

差異性研究－以台灣共同基金市場為例，郭志安&白淑

媛(碩)） 
97 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評論人 2008 現代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評論文章：員工分紅與

最適所得稅，顏志達撰） 
95 年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 
發表人 2006 全球管理新環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機構投資人持股

意願之探討，郭志安&顏月吟(碩)） 
94 年 國立成功大學 發表人 2005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Guo, 

Zion and Simon H. Yen, Determin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94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發表人 2005 台灣財務學術研討會(Guo, Zion,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ith Event Risk) 
94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評論人 2005 台灣財務學術研討會（評論文章：以限制追蹤誤差

方式建構增長型指數基金－以台灣五十指數為例，李建

興等人撰） 
93 年 台中 發表人 2004 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Simon H. Yen and Zion 

Guo, Jump and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strategy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ith prospect theory) 

93 年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 
發表人 2004 台灣財務學術研討會(Simon H. Yen and Zion Guo, 

Optimal management fee and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strategy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92 年 私立世新大學 發表人 2003 行為財務學暨法與財務學研討會(Simon H. Yen and 
Zion Guo, Determin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strategy with prospect theory) 

92 年 國立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 
發表人 2003 第二屆國際商務系論壇研討會(Simon H. Yen and 

Zion Guo, Dynamic international asset allocation strategy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ith prospec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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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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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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 

2011/08/01~ 
2012/07/31 

融合心理帳戶的動態資產配置 
NSC100-2410-H-018-004- 
計畫主持人：郭志安 

NT215,000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 

2008/08/01~ 
2009/07/31 

透過 TEV 模型與 CVaR 模型的交互運用提升 ETF 的績效 
NSC97-2410-H-018-004- 
計畫主持人：郭志安 

NT317,000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 

2007/08/01~ 
2008/07/31 

高職商業類科教師之財金專業能力研究 
NSC 96-2413-H-018 -011 –SSS 
計畫主持人：郭志安 

NT478,000 

國科會大專生

專題研究計畫 
2007/07/01~ 
2008/02/29 

四象限投資法則 
NSC96-2815-C-018-013-H 
計畫主持人：黃欣怡 
指導教授：郭志安 

NT47,000 

 

三、指導學生數 

學年度 學籍別 人數 總人數 

100 學年度 

碩士班 1 

1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9 學年度 

碩士班 0 

5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5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8 學年度 

碩士班 1 

1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97 學年度 

碩士班 1 

7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1 

暑期教學碩士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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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年度 

碩士班 4 

6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2 

95 學年度 

碩士班 0 

1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1 

94 學年度 

碩士班 1 

1 人 
博士班 0 

行政管理在職專班 0 

暑期教學碩士班 0 

四、受邀參與各項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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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第七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011/07/06） 
講題：呼「風」喚雨，好「險」有你 

100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劉思言、賴薇鈞、段永穎、歐

可涵、陳志豪） 
100 年 教科書審查委員 國立編譯館「經濟學」教科用書審查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豐原高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活動專題演講（2010/10/15）
講題：淺談投資理財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第六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010/07/07） 
講題：狂風驟雨，富貴險中求 

99 年 教科書審查委員 國立編譯館「經濟學」教科用書審查 

99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林育如、黃玟菱、梁文昇） 

99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2010 在職教師財務金融工作坊（2010/01/22） 
講題：絹滴成流聚沙成塔：時間是財富的好朋友 

98 年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98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第五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009/07/03） 
講題：追風冒險 

98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鍾靚曦、楊智閔） 

97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張顧騰、鄭資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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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97 年度國立暨台灣省私立職業學校商管學群教師研習實施計

畫專題演講（國立玉井工商，2008/03/07） 
講題：投資理財面面觀 

96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2007 高中職教師財務金融研習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2007/11/5） 
講題：行為財務學 

95 年 期刊論文審查委員 通觀洞識學報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專題演講（2006/12/12） 
講題：Portfolio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ased on 

Value Function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教師在職進修中心專題演講（國立員林家商，2006/09/27） 

講題：投資理財面面觀。 
95 年 其他 擔任第四屆美麗人生保險探索營駐會輔導教授

（2006/07/10~2006/07/13）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第二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006/07/06） 
講題：看透投資人心理－淺談行為財務學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第二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006/07/05） 
講題：股市入門學 

95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羅政祺、廖崇志、林佳錡） 

95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第一屆財務金融生活體驗營

（2006/01/23） 
講題：破除保險迷失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徐偉翔、左榕婷） 

94 年 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林怡君） 

94 年 公私立機關理事、顧問及講師 台灣金融研訓院 
擔任顧問：提升全國農業金庫資金運用效率之研究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吳鳳技術學院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專題演講 
講題：創意教學示範－投資學（2004/12/01） 

93 年 受邀於公私立機關擔任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專題演講（2004/11） 
講題：Optimal Management Fee and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Strategy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五、學術期刊論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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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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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Guo, Zion, 2009,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Holding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ia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Humanity Sciences, Vol. 4, 
No. 1, 16-27. 

98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郭志安、李文清(博)，2009，高職商業類科教師之財金專業能力研究，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五卷，第二期，113-140。 
97 年 國內非 TSSCI 等級 郭志安、吳美玲(教碩)、李文清(博)，2008，高職教師投資行為之過

度自信及處份效果研究，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二卷，第二期，

75-104。 
97 年 TSSCI 等級 Guo, Zion and Simon H. Yen, 2008, Portfolio Selection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Based on Value Func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5, No. 
1, 31-49. 

95 年 TSSCI 等級 Guo, Zion and Simon H. Yen, 2006, Determini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14, No.1, 
77-94. 

六、專書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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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其它 當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40 週年校慶「票選學生心目中教學優秀教師」。 
100 年 論文競賽 2011 中區企業管理碩士論文競賽，「會計、財務管理與風險管理組」第一名

指導學生：黃欣怡(碩) 
論文名稱：座落在效率前緣上的市場投資組合 

97 年 其它 榮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傑出教師 
95 年 其它 榮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95 學年度績優導師獎 
94 年 研討會論文獎 榮獲 2005 台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93 年 研討會論文獎 榮獲 2004 台灣財務學術研討會「特優論文獎」。 
93 年 研討會論文獎 榮獲 2004 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佳作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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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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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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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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