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IEFA
第 14 屆 NTU 經濟金融會計研討會
-國際市場發展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大會議程

◆主辦單位：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台灣金融教育協會/台灣企業重建協會/
財經立法促進院
◆共同主辦：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合辦單位：中租控股(股)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京元電子(股)公司/
長虹建設(股)公司/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精誠資訊(股)公司
◆舉辦時間：2019 年 2 月 13 日(三)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日)

◆舉辦地點：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正大國際會議中心(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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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IEFA
第 14 屆 NTU 經濟金融會計研討會
--國際市場發展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活動說明 ~
研討目的：
中國大陸政府在十九大後,宣佈將對外資金融機構大幅開放,這不僅給台資金融
機構帶來莫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將給中國大陸金融業造成空前的經營壓力。為此，台
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台灣金融教育協會、台灣企業重建協會及財經立法促進院特於
2019 年 2 月 13 日(三)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日)在臺北舉辦 「2019 第 14 屆
IEFA 經濟金融會計研討會」，共同探討金融業所面臨的劇變與挑戰。
本會除邀集各界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也將以學術論文發表研討及綜合實務
座談等方式進行交流。本年論壇主題為「國際市場發展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共計有
5 場大會主題演講、12 場綜合實務座談會以及 15 場學術論文場次，預計涵蓋金融
界各界貴賓 500 多人與會。我們期望透過本會的舉辦能促進金融界更深一層次的互
動與交流，進而創造金融合作的新里程碑。

活動內容：
台大 IEFA 經濟金融會計研討會自 2003 年在台北舉辦起，主題多元，參與貴賓涵
蓋世界各國及大中華區域的産官學重要人士,包括台灣領導人,金融監管機構負責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 AFA 院士以及兩岸頂尖高校及著名金融機構負責人(見附
件一)。本年論壇主題為「國際市場發展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共計有 5 場大會主題
演講、12 場綜合座談會、15 場學術論文發表以及 2 個(南投與苗栗)縣農會信用部參
訪。

預期成果：
本會除邀集各界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外，也將以學術論文發表及綜合座談等方式進
行交流，幷特別針對「國際市場發展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等議題加以研討。預計涵
蓋金融界貴賓 500 多人與會。期望透過本會的舉辦能促進金融界的互動與交流，幷創
造金融合作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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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與地點：
舉辦時間: 2019 年 2 月 13 日(三)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日)
舉辦地點: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中心(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研討會主要議題：
AFMA 高級金融管理人才培訓研討
開幕式
主辦單位：

黃達業

共同主辦：
合辦單位：
貴賓致詞：

章 政
林維俊
張傳章

台灣大學金融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
台新金控總經理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大會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一
主題演講二
主題演講三
主題演講四
主題演講五

林隆奮
楊柳勇
陳鳳龍
陸 軍
吳偉臺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中租控股董事長暨台灣租賃公會理事長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國際事務長暨金融産業服務營運長

主辦單位：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 台灣金融教育協會/ 台灣企業重建協會/ 財經立法促進院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合辦單位：
中租控股(股)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京元電子(股)公司/ 長虹建設(股)公司/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精誠資訊(股)公司

報名日期及手續：
經濟金融會計相關領域之產官學界專業人士，主辦單位保有主動邀請權
(1) 報名截止：2019 年 1 月 31 日(四)前。
(2) 報名手續：（報名表詳見附表）
(3) 大會連絡人：陳淑惠/郭幸源
電話：02-2608-0573 / 02-2609-0127 電郵：service@beat.org.tw 或 ntucsbf@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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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表
會前研討會

2019 年 2 月 13 日 (三)
時

議程／地點
大會簽到

間

14:00-14:30

Workshop - AFMA 高級金融管理人才培訓研討
主持人：黃達業
與談人：陳思寬

14:30-18:30

章 政
楊柳勇
陸 軍
周開國
應展宇
席衛群
戴 靜
王大樹
楊申燕
尚玉皇
蔡 昌
趙 濤
鄧金堂
王 輝
張 博
王 擎
呂學梁
袁 鯤
許傳華
莫建明
李興建
王 鵬
段軍山
徐慧玲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
廣東中山大學嶺南金融學院教授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
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副主任
湖北經濟學院副教授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湖北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稅收與財務管理系系主任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教授
西南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講師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教授
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經濟系副主任
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
湖北經濟學院財經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排序依演講及座談會場次排列※※

晚

18:3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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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

2019 年 2 月 14 日 (四)
時

間

議程／地點
大會簽到

08:00-09:00

開 幕 式
主辦單位：黃達業
09:00-09:20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

共同主辦：章 政
合辦單位：林維俊
貴賓致詞：張傳章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
台新金控總經理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地點：正大國際會議廳

大會主題演講 1
09:20-09:50

題

目：科技金融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林隆奮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大會主題演講 2
09:50-10:20

題

目：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調整與挑戰

主講人：楊柳勇
10:20-10:40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茶敘
大會主題演講 3

10:40-11:10 題 目：融資租賃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主講人：陳鳳龍

中租控股董事長/ 台灣租賃公會理事長

大會主題演講 4
11:10-11:40

題

目：從高級金融管理人才認證看金融監管與金融業國際化

主講人：陸

軍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

大會主題演講 5
11:40-12:10

題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國際事務長/金融產業服務營運長

12:10-13:30

主講人：吳偉臺
午餐
綜合座談會一

金融併購政策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主持人：黃達業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目：金融國際化與法規遵循之趨勢與挑戰

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
13:30-15:10

與談人：陳壽康
周開國
應展宇
席衛群

京元電子(股)公司資深副總經理兼任財務長
廣東中山大學嶺南金融學院教授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
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副主任
地點：103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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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會二

中美貿易戰下兩岸銀行業的發展與挑戰

主持人：王大樹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與談人：林修葳

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吳正慶

15:10-15:30

15:30-17:10

中華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長

羅綸有
星展銀行企業及機構銀行董事總經理
地點：104 教室
學術論文場次 1：房地產經濟之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呂學梁 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1-1 題目：Property Tax Reform: Revenue Neutrality, Land Price, and Abandonment
Decisions
作者：Peter Colwell / Jyh-Bang Jou / Ko Wang〈台灣大學教授〉
1-2 題目：Auctions, Tender and Negotiated Sales in the Recent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in Wellington
作者：潘毅斌〈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1-3 題目：中國特色産權稅收制度的理論結構
作者：蔡 昌 / 林高怡〈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主任〉
1-4 題目：貨幣政策對股市和房價的非對稱衝擊影響—基于分層脉衝回應函數的研究
作者：陳義國 / 楊申燕〈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教授〉 地點：國學講堂 A 廳
學術論文場次 2：互聯網經濟之發展與衝擊
主持人：段軍山
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
2-1 題目：互聯網+稅務”背景下稅收生態系統構建研究
作者：蔡昌 / 趙新宇〈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系主任〉
2-2 題目：互联网+税务管理”问题浅析
作者：趙濤〈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
2-3 題目：職缺招募與公司表現是否有關？網路爬蟲技術的應用
作者：連蔚瑄 / 羅懷均〈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地點：國學講堂 A 廳
學術論文場次 3：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
主持人：應展宇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
3-1 題目：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insider trading: evidence on index reconstruction
作者：王起建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助理教授〉
3-2 題目：CEO 教育程度對資本適足率之影響：公司治理的中介與調節效果－以
台灣壽險業爲例
作者：柯嘉智 / 楊麗芬〈高雄科技大學博士〉
3-3 題目：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與避稅行為對盈餘品質之影響
作者：黃美祝 / 何英綺〈輔仁大學會計學系系主任〉
3-4 題目：基於人力創新金融戰略下的銀行內控與審計研究-以 C 銀行為例
作者：曹曾樹〈福州外語外貿學院教授〉
3-5 題目：關係人交易、審計委員會與公司價值
作者：劉正田/許淳甄 〈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教授〉
3-6 題目：台灣銀行業因應監理沙盒制度之推動營運策略研究
作者：李樑堅〈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局長〉
地點：B1 會議室(108)
茶敘
綜合座談會三
主持人：廖四郎
與談人：楊申燕
尚玉皇
陳詩舜
曹曾樹

中美貿易戰下兩岸證券業的發展與挑戰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教授
湖北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副總經理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財金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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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103 教室

綜合座談會四

中美貿易戰下兩岸保險業的發展與挑戰

主持人：彭金隆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系主任

與談人：莊瑞德

保險安定基金會總經理

蔡 昌
許文馨
陳勤明
翁順裕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系系主任
台灣大學會計系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資訊財務碩士學程主任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兼研發長
地點：104 教室
學術論文場次 4：金融危機之省思
主持人：林修葳
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4-1 題目：內生型金融危機的新解釋—基于實體經濟彈性模型的視角
作者：徐永妍 / 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4-2 題目：Room for Maneuver and Alternativ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German Crisis of
1931
作者：何泰寬 / 蔡夢園 / 葉國俊〈台灣大學教授〉
4-3 題目：Preparing for the Nex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dvantages of Stable
Currency Values
作者：杜安祖〈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
4-4 題目：Fitting and Forecasting Yield Curves with a Mixed-Frequency Affine Model: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尚玉皇〈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
地點：B1 會議室(108)
學術論文場次 5：投資決策與微觀結構
主持人：莫建明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5-1 題目：從投資人委托檢視國內集中市場價格穩定機制施行效果—漲跌幅限制
加寬變革與暫緩收盤觸動前後之實證觀察
作者：曾翊恒〈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5-2 題目：Animal Spirits, Financial Markets and Aggregate Instability
作者：張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講師〉
5-3 題目：製造業資本的使用成本、企業所得稅負與投資行為 基于省級面板資料
的測算與分析
作者：席衛群〈江西財經大學財稅研究中心教授〉
5-4 題目：Corporate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作者：羅懷均〈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地點：國學講堂 A 廳
學術論文場次 6：信用風險之發展與對策
主持人：周治邦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6-1 題目：新形勢下銀行業信用風險管理的困境與對策
作者：張倩〈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生〉
6-2 題目：Credit Risk of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f universities
作者：蕭秋銘〈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講師〉
地點：B1 會議室(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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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宴
主 持 人： 陳思寬

18:00-20:30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貴賓致詞 : 吳敦義
中國國民黨主席
專題演講：Singapore Open Banking and API Landscape
主 講 人： 林鑫川

星展銀行(DBS 台灣) 總經理
地點：公教福華文教會館 14 樓
(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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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5 日 (五)
時

間

議程／地點
大會簽到

08:30-09:00

綜合座談會五
主持人：吳文舜
與談人：趙 濤
鄧金堂
盧信昌
楊柳勇

全球科技金融現况與未來發展
精誠資訊證券暨期貨事業部副總經理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教授
西南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地點：103 教室

綜合座談會六

兩岸金融人才培育現況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章

政

與談人：黃達業
蔡建雄
王 輝
周建新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兼財務金融學院副院長
地點：104 教室

09:00-10:40

學術論文場次 7：企業社會責任與股價變化之探討
主持人：林修葳
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7-1 題目：週期交錯、政策不確定和企業技術創新投資—基於官員任期和五年計劃
的證據
作者：戴靜 / 許傳華〈湖北經濟大學經濟學院副主任〉
7-2 題目：企業社會責任與租稅規避之關係：經理人持股的調節效果
作者：蘇迺惠〈中興大學會計學系系主任〉
7-3 題目：以均值回歸特性探討分析師個人評價産生之長短期預測不一致
作者：黃承祖/張竹萱/林修葳/楊忠熹〈臺北商業大學教授〉
7-4 題目：Reexamination of Portfolio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Taiwan Equity
Funds
作者：劉炳麟〈逢甲大學財金系教授〉
地點：B1 會議室(108)
學術論文場次 8：企業併購與保險業之發展
主持人：羅懷均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8-1 題目：財務顧問對企業幷購績效影響：專業服務還是利益衝突？
作者：宋賀 / 段軍山〈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廣東財經大學教授〉
8-2 題目：台灣企業併購交易活動和股價指數間共整合因果關係
作者：李瑞琳〈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系主任〉
8-3 題目：提高還是擠出？社會保險對中國家庭商業保險需求的影響分析
作者：呂學梁〈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8-4 題目：我國保險業前進東協市場之機會與挑戰
作者：陳馨蕙〈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吳中書〈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張士傑〈國立政治大學風險與管理學系教授〉
儲蓉〈遠雄人壽資深副總經理兼風控長〉
地點：國學講堂 A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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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場次 9：跨國投資之優勢與風險
主持人：戴韡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
9-1 題目：Integration and Interruption of the RMB Markets: A Test for CNY, CNH,
and CNT
作者：葉國俊 / 林雅淇〈湖北經濟學院講師〉
9-2 題目：海外直接投資與下方風險：以台灣爲例
作者：王立勳〈文藻外語大學國企系教授〉
9-3 題目：The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war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2018
作者：張簡復中〈高科大財金學院博士生〉
地點：B1 會議室(108)
10:40-11:00

茶敘
綜合座談會七
主持人：黃達業

11:00-12:40

與談人：劉啟群
張 博
劉炳麟
曹曾樹

金融業國際競爭力衡量與評比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
台灣大學會計系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講師
逢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
福州外語外貿學院財金學院副教授
地點：103 教室

綜合座談會八

兩岸當前形勢下行對房市的因應之道

主持人：王 擎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呂學梁
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洪志興
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所系主任
李同榮
吉家網不動産股份有限公司
蕭朝陽
太平洋房屋總經理
地點：104 教室
學術論文場次 10：市場不確定性下之因應之道
主持人：劉曉輝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10-1 題目：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地金融發展瓶頸及路徑選擇
作者：汪曉文 / 崔曉燁〈蘭大經濟學院教授〉
10-2 題目：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基金投資者的選擇
作者：王鵬 / 鄧金堂 / 劉明念〈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10-3 題目：Lifetime Portfolio Problem Based on Uncertain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作者：戴韡〈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
10-4 題目：真實盈餘管理選擇、動機與會計穩健性
作者：袁鯤 / 段軍山〈廣東財經大學教授〉
地點：B1 會議室(108)
學術論文場次 11：酬勞計畫與微觀結構
主持人：蔡昌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稅收與財務管理系系主任
11-1 題目：Non-Compete Enforceability and Non-Executive Employee Stock Options
作者：戴芸〈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助理教授〉
11-2 題目：Inference for Spatial Dynamic Panel Model with Dirrerent Spatial
Dependence Characterizations
作者：王輝〈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11-3 題目：Payout Policy Decisions: The View of Compensation Structures
作者：吳瑞萱/吳宜容〈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11-4 題目：應用信用違約交換在動能策略上之研究：以日本股市為例
作者：李瑞琳〈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系主任〉
11-5 題目：以還原分配為基礎之股票報酬風險值估計：台灣與上海證交所實證
作者：陳振宇/張千雲/周建新〈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系副教授〉
地點：國學講堂 A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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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場次 12：人工智慧的機會與挑戰
主持人：趙濤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
12-1 題目：Is Price Synchronicity (R^2) an Appropriate Measure of Information Efficiency?
作者：胡穎毅〈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12-2 題目：人工智慧技術與稅收風險管理創新
作者：田茵 / 楊帆 / 朱凱達〈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
12-3 題目：運用文字探勘分析銀行數位化的情形
作者：陳庭萱〈台中科技大學財金系副教授〉
地點：B1 會議室(108)
午
餐
12:40-13:30

13:30-15:10

綜合座談會九

金融業面對會計及法規環境變動的衝擊與挑戰

主持人：林修葳

台灣大學國企系教授

與談人：蘇迺惠
郭柏如
袁 鯤

中興大學會計學系系主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金融産業服務副營運長
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地點：103 教室

綜合座談會十

中美貿易戰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與因應

主持人：應展宇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

與談人：許傳華

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

莫建明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葉國俊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魏清圳

靜宜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系主任

陳馨蕙

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心助研究員

地點：104 教室

15:10-15:30 茶敘

15:30-17:10

綜合座談會十一

基金業現況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戴錦周

台中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

與談人：李興建

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教授

王

鵬

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副主任

張

錫

國泰投信董事長/證券投信暨顧問公會理事長

劉宗聖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地點：103 教室

綜合座談會十二

國際金融證書(CFA & AFMA)與金融業國際競爭力

主持人：段軍山

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

與談人：徐慧玲

湖北經濟學院財經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涂光億

虎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主任

周治邦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王澤世

成功大學會計系暨財金所所長

地點：104 教室

閉幕晚宴
主 持 人：黃達業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台灣金融教育協會理事長

專題演講：大中華市場金融人才培育與中國 AFMA 高級金融證書
主 講 人：章

政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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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經濟金融結構實地參訪行程
2019 年 2 月 16 日 (六)
時

間

議程／地點

08:00-10:30

前往南投縣名間鄉農會信用部

10:30-11:30

參訪南投縣名間鄉農會信用部

11:30-13:00

午

13:00-15:00

參訪南投日月潭

15:00-18:00

參訪苗栗特色農業經濟草莓園經濟園區(1)

18:30-20:30

餐

晚宴-客家風情料理
苗栗泰安錦水溫泉飯店 (King's Resort SPA)

2019 年 2 月 17 日 (日)
08:30-09:00

報到

參訪苗栗大湖鄉農會信用部

09:30-12:00

參訪苗栗特色農業經濟草莓園經濟園區(2)

12:00-13:30

午

餐

13:30-18:00

賦

歸
*主辦單位保留變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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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歷年 IEFA 研討會部分參會貴賓代表)
2005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5 年 5 月 19 日（四）～ 5 月 21 日（六）
舉辦地點：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
主講貴賓：Franklin Allen 教授 (美國賓州大學沃頓 Wharton 商學院暨美國財金學會院士)
2006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6 年 4 月 12 日(三)至 4 月 13 日(四)
舉辦地點：台灣大學二活國際會議廳
主講貴賓：Edward Altman 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財金系暨美國財金學會院士)
2007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7 年 5 月 22 日（二）～ 5 月 24 日（四）
舉辦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主講貴賓：Maureen O’Hara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財金系暨美國財金學會院士)
David Easley 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經濟系)
清水啟典教授 (日本一橋大學副校長)
致詞貴賓：陳水扁先生 (台灣領導人, 民主進步黨主席)
馬英九先生 (中國國民黨主席)
2008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7 年 5 月 22 日（二）～ 5 月 24 日（四）
舉辦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主講貴賓：Hayne Leland 教授(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財金系暨美國財金學會院士)
清水啟典教授 (日本一橋大學前副校長)
2009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09 年 5 月 23 日(六)至 5 月 27 日(三)
舉辦地點：台大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主講貴賓：John Campbell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暨財金院士暨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
清水啟典教授 (日本一橋大學前副校長
陳 沖先生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0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0 年 6 月 21 日(一)至 6 月 23 日(三)
舉辦地點：台大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主講貴賓：Anil Kashyap (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
2011 NTU 經濟金融會計國際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1 年 5 月 24 日(二)至 5 月 26 日(四)
舉辦地點：台大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主講貴賓：Kenneth Singleton (美國史丹佛大學金融系講座教授)
2011 第 3 屆 CSBF 兩岸金融研討會
舉辦時間：2011 年 3 月 26 日(六)至 5 月 27 日(日)
舉辦地點：北京市國家會議中心
主講貴賓：王兆星 (中國銀監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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