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管系 103 學年度工作績效亮點
榮譽榜-師生獲獎
1. 陳香蘭教授榮獲 104 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南區大專院校優秀導師第一名。
2. 蘇玄啟老師指導大學部 100 級鄭琬蓉同學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
創作獎」，全校僅 2 位學生獲獎。
3. 王昭文老師榮獲 103 年度「學術研究傑出獎」。
4. 蘇玄啟老師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優良教學獎。
5. 王瑪如老師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輔導楷模導師。
6. 碩專班 88 級陳明男先生(中鋼碳素公司財務處處長)榮獲本校 103 年度「傑出校友」。
7. 碩專班 92 級潘靜慶先生(匯豐商業銀行副總裁)榮獲本校 103 年度「青年優秀校友」。
8. 王瑪如老師指導 101 級碩士生郭臻蓉同學榮獲 2014 崇越論文大賞競賽管理論文碩士組優
等論文獎。
9. 100 級大學部學生參加財金學院舉辦實務專題競賽包辦特優獎、優勝獎、佳作獎（指導教
授：林財印老師、林楚雄老師）。
10. 林財印老師指導大學部 100 級蔡怡臻、黃姿嫚、張雅筑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校園創意發想
提案競賽」科技類優等及「2014 全國大專校院三創行銷企劃競賽」創新創業組-第四名
(最佳創新獎)佳績。
11. 蔡宗廷老師指導大學部 101 級榮獲金融研訓院第 13 屆「團報考證照，擂台拼榮耀-金融證
照校園擂台賽」全國第二名殊榮。

教學品保
1. 辦理 9 場學術講座
活動日期

103/11/14

103/11/25
103/12/08
103/12/12
104/04/16

104/04/20

學術講座

Acquirer-target social ties and merger outcomes/ Gender
and corporate finance: Are male executives overconfident
relative to female executives?
（主講人：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 陳聖賢教授）
價格發現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研究
（主講人：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系 鍾惠民教授）
投資人的交易動機和報酬率
（主講人：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 胡星陽教授）
Behavioral Finance
（主講人：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校區 連大祥教授/副校長）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財務會計學術研習營」-Panel
Data 的兩性問題分析-異質性與內生性
（主講人：世新大學財務金融系何宗武教授）
服貿卡關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主講人：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高長教授兼系主任）

104/06/03

Board hierarchy, 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firm
value:Evidence from China
（主講人：美國西肯德基大學 陳錦全教授）
104/07/03 A helping hand or grabbing hand? The role of CEO power on
firm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主講人：美國密蘇里大學 馮鴻璣教授）
104/07/04 研究生論文指導座談會
（主持人：美國密蘇里大學 馮鴻璣教授）
2. 辦理 8 場實務講座：
活動日期

103/09/03

實務講座

大學財管新鮮人~談生涯規劃~
（主講人：台灣知識庫黃瑞展資深協理）

活動地點

管理學院
C434 教室
管理學院

C434 教室
管理學院

C434 教室
管理學院

C434 教室
管理學院
C434 教室
財金學院
E118 個 案
教室
財金學院
E118 教室
財金學院
E317 教室
管理學院
C335 教室
活動地點

電資學院

B104 演講
廳

103/10/16

交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訓練營
（主講人：公平交易委員會 洪瑩科長/夏萬春視察）

電資學院

B104 演講
廳

103/11/18

財務會計發展趨勢
管理學院
（主講人：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邱慧吟會計師）
C123 教室
103/11/1 新人必勝面試妝
管理學院
（主講人：高雄燦爛婚紗手工蕾絲禮服擔任首席造型師 賴燦瑜老
C222 教室
師）
104/04/1 履歷撰寫和面試技巧
財金學院
（主講人：義联集團義大開發 邱斐彥協理）
E320 教室
104/04/2 就業趨勢與職場面面觀
管理學院
（主講人：國泰世華銀行/陳進財協理）
C446 教室
104/06/12 職場生涯座談會
管理學院
（主講人：元大銀行 黃志超襄理）
C222 教室
104/06/12 公職考試座談會
管理學院
（主講人：花蓮監獄 董光宗先生）
C222 教室
3. 104/5/1 召開產業諮詢委員會，邀請學術界高雄大學張志向教授、實務界台灣銀行吳炳松
經理、安泰證券林威助副總經理、中鋼碳素陳明男財務長及詠昊保險代理人蔡丙寅先生蒞
校，審議現有之課程規劃。
4. 103 學年度共邀請多位業界專家進行授課：
學期
服務單位
業界師資
業師類型
搭配課程
103-1
匯豐中華投信
游景德
雙講師
財務報表分析
103-1
中央銀行
許碧純
雙講師
總體經濟學
103-1
國泰世華
陳進財
雙講師
金融機構經營與管理
103-1
元大寶來期貨
薛育沋
雙講師
期貨與選擇權
103-1
台灣工業銀行
方琮彬
雙講師
投資銀行
103-2
國泰世華
陳進財
雙講師
理財規劃人員認證輔導
103-2
華淵鑑價
陳聯興
雙講師
企業合併與收購
103-1
屏東大學副教授 黃名義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資產證券化
103-2
兆豐證券
康禹吉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票券與債券
103-2
特力貿易(股)
張明仁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票券與債券
103-2
凱基證券
謝文隆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票券與債券
103-2
凱基證券
吳明憲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票券與債券
103-2
康和證券
吳寧准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新金融商品（林昭賢老師）
5. 103 年 8 月 1 日本系陳香蘭老師升等為教授，系上教授計有 5 位，副教授 2 位，助理教授 3
位。

產學研究
1. 周建新、林楚雄、王昭文、陳香蘭四位教授榮獲 103 年度國科會補助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

才獎勵(財金學院四系計有 8 位教師獲獎，本系就有 4 位)。
2. 王昭文、林育志、林楚雄、周建新、陳香蘭、陳明憲、黃玉娟、蘇玄啟等 8 位老師通過
103 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補助(本系專任教師 12 位，持有率高達 75%)
3. 林財印老師指導大學部 101 級蕭晏佳同學通過科技部 104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招生宣導
1. 招生宣導成效卓著，全國排名大躍進：大學部聯合登記分發商業與管理群排名全國排名由 103
年 21 名提升至 104 年 11 名，其餘類組排名皆提升，為全校唯一各類組排名皆上升之系所。
2. 本系蘇玄啟老師帶領大學部學生進行高中職學校進行招生宣導活動：
(1)入班宣導計 10 家學校：嘉義高商(5/5)、彰化高商(5/8)、台南高商(5/11)、立志中學
(5/13) 、 海 青 工 商 (5/14) 、 台 中 家 商 (5/18) 、 員 林 家 商
(5/18) 、 鳳 山 商 工 (5/19) 、 高 雄 高 商 (5/21) 、 士 林 高 商
(5/22)。

(2)專題講座及招生宣導：豐原家商(5/7)、台南家商(5/11)
3. 積極辦理營隊活動，增加曝光率及提高本系知名度。
(1)104/2/6~2/7 辦理 2015 實務專題研習營，全國各高中職計 213 名學生參加，並由 人
參加實務專題競賽，選出優勝 2 組及佳作 3 組頒發獎金及獎盃。
(2)104/05/06 辦理投資理財一日營，由臺南高商 2 位教師及 80 位學生蒞校參加。
(3)104/05/09 辦理投資理財一日營，由彰化高商 2 位教師及 82 位學生蒞校參加。
(4)104/05/14 辦理投資理財一日營，由新竹家商 2 位教師及 77 位學生蒞校參加。
4. 104 年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人數成長率達 31%，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人數為全校最高 57
人，報到率皆 100%。

國際交流
1.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 1 位學生至大陸中南大學修讀學分課程(交換生)，大陸並有徐州工
程學院、北京科技大學及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16 位學生本系擔任研修生。
2.103/11/8 及 104/4/14 邀請美國密蘇里大學(UMSL)商學院副院長 Dr.Eyssell 及國際企業研
究所主任 Dr.Rottman 蒞校進行「IMBA 碩士雙聯學制說明會暨座談會」並辦理面試，本系
並於 104 學年度選送碩士班 2 位學生至 UMSL 擔任交換生。
3.104/5/29~5/30 辦理「2015 海峽兩岸財務管理學術論壇」，邀請的大陸高校貴賓計等 11 所
學校參與，共計 33 位學者及 2 位碩士研究生來台參與盛會出席與會：
 太原理工大學：校務委員劉玉平教授、校務委員王新淮副教授、監察室主任李明副教
授、審計處處長王乾副教授、國際合作處科長李素老師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經濟管理系李淑玲副教授、財務管理教研室劉東生副主任、
 武漢工商學院：管理學院會計系系主任聶新田副教授、管理學院會展經濟與管理系系主
任王西方副教授、管理學院黃穎副教授、經濟與商務外語學院互聯網金融實驗班吳紅艷
班主任、經濟與商務外語學院崔譯文老師
 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金丹副教授、金融學院戴靜老師、金融學院碩士研究生鄒曉
菁、會計學院碩士研究生龔晶晶
 福建江夏學院：金融學院副院長柯原教授
 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唐振鵬副院長、黨委書記婁東生研究員
 黃山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汪穎玲副教授、經濟管理學院吳海瀾副教授
 寧波工程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朱占峰院長、閆森副院長、會計系系主任姚麗瓊副教
授、經貿系系主任郭春榮副教授、蔡榮江老師、荊卉婷老師
 福建工程學院：管理學院陳曼英副教授、胡盛昌副教授
 閩江學院：公共經濟學與金融學系潘長風教授、海西財政與金融發展研究中心耿慶峰副
主任
 武漢輕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雷銀生副院長、劉紅紅副教授、金融系邢慧茹副教授
4.周建新老師、林楚雄老師、黃玉娟老師、王昭文老師及陳香蘭老師分赴日大陸、越南、美
國及日本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論文發表及學術交流，104 年 3 月、4 月及 7 月由周建
新主任、林楚雄老師及林財印老師至大陸招生宣導。

師生活動
1.103.11.3 辦理碩專班系友回娘家總計系友眷屬約 160 人參加。
2.103.12.18 辦理大學部畢業實務專題競賽，現場遴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並頒發獎勵金。
3.104.3.14 辦理碩專班及系友新春健走活動總計碩專班、系友及眷屬約 70 人參加。
4.104.3.大學部系學會辦理財管之星歌唱大賽，圓滿完成。
5.104.5.7 辦理全系辯論比賽活動。
6.103.6.11 大學部辦理「財不會忘記你」送舊活動，圓滿完成。

產學合作
1.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 14 位學生參加學期實習，至騰勝保經、國票證券、玉山證券、國泰
世華商銀 9 家分行、群益證券 2 家分行等單位實習，增進學生理論與實務之融合，至國泰
世華商銀實習 9 位同學並於實習完畢後 100%轉為正職，畢業即就業。
2. 104.3.3 系主任帶領系上老師拜訪元大寶來、玉山證券，爭取學生實習機會。

3.積極接洽國內外實習機構，爭取實習機會，期透過多元產業類型的實習機構，建構學生多
元領域之經歷，並期國外實習能擴展國際視野，進而提昇學生競爭力及專業能力，103 學
年度暑期實習新增上海宜芝多食品公司，財金學院與深圳國泰安教育技術公司簽訂海外實
習機會，提供 5 名實習機會，其中本系學生獲得 4 名實習機會，總計暑期實習人數達 45
人，其中海外實習(大陸、越南及緬甸)9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