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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以宏揚教育文化、推展社會公益、培育

優秀人才、倡導正當休閒及提升國人生活品質為宗旨，並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一、 從事與宗旨有關之研究工作。 

二、 舉辦、贊助與宗旨有關之研討會、座談會、公聽會、演講會及

各項文教、公益活動。 

三、 培育、獎助與宗旨有關之人才，捐助、獎助、獎勵教育、文化、

公益事業。 

四、 發行與宗旨有關之有聲及無聲出版品。 

五、 設立綜合研究機構，推進與宗旨有關之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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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綜合研究院 

台灣地狹人稠、資源有限，卻能從戰後短期中快速成長、繁榮，

創造各國所欽羨的「經濟發展奇蹟」，甚至被譽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之

學習典範，其成功除社會各界的努力與全體國民之付出外，政府從 1950

年代初期起，每一階段因應經濟環境變化與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正確

的政策引導與適宜之措施配合，是重要的因素，研究機構的參與規劃

與民間業者之意見反映，更是其關鍵所在。 

爰此，本院乃於民國 86年 9月，在各界菁英倡議與不吝贊助經費

下，以社會公益為宗旨設置「金融證券投資諮詢委員會」，同時透過「財

金論壇」新知講座作為產官學研各界交流溝通平台。歷經多年運作之

後，由於其所執行的工作涉及層面的擴大與研討議題之延伸，諮詢委

員會議通過，自民國 103年起，將現行名稱變更為「財經諮詢委員會」，

其新知講座則調整為「財經論壇」，俾讓運作與時俱進。 

目前組織架構之下，仍按往例，除定期召開諮詢委員會議訂定各

項工作運作方向外，透過「財經論壇」新知講座，敦邀產官學研各界

專家學者，針對財經相關政策法規議題辦理公開研討與評論，彙整具

體結論與可行建議，同時成立研究小組，針對「台灣經濟動向」進行

研究調查，以提供政府相關部門調整政策或增修法規及作為各行各業

瞭解財經動向或研擬經營策略之參考。此外，則是將前揭之成果編印

出版專輯，分享社會各界，希望對台灣財經之發展有所助益。 

展望未來，本院財經諮詢委員會在產官學研各界先進人士支持與

贊助下，仍將本著「回饋社會」理念與「參與公益」初衷，透過公開

辦理與財經議題相關的新知講座，以及從事台灣經濟動向研究調查，

期能提供社會各界人士吸收更多新知或趨勢，以充分扮演民間智庫之

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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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現代財經基金會 
「現代財經基金會」(英文譯為 Contemporary Taiw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簡稱 CTDF），創辦於 1990 年代；是經中央政府主管部門正

式核定成立的公益性財團法人；是由學術界、企業界、政治界有關人

士共同組織成立的非營利公共團體；是從事國家政策研究、交流和諮

詢服務的現代化智庫；是廣泛聯繫與整合產官學研界專業人士的知識

交流平台。 

基金會的目標是，面對二十一世紀劇烈變遷發展的嶄新世界，以

及世界與台灣緊密聯繫互動的嶄新情勢，廣泛結合各個領域有識之士，

基於對斯土斯民之終極關懷，立足實際，著眼理想，群策群力，科學

創新，致力台灣總體經濟社會環境不斷完善進步，推動思想理念、政

策方針、制度機制不斷與時俱進，為全球化時代台灣建設發展，全面

增強驅動力、凝聚力、競爭力。 

經濟是引領台灣發展的核心命脈，政策是主導公共活動的根本動

力。當前全球化日益普及深入，國際國內環境複雜變化，科技創新帶

來無比活躍多元的發展機遇，而各種前所未見的重大風險持續構成嚴

峻挑戰，台灣唯有求真務實、宏觀長遠，在全面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

確立自身的系統性發展政策與策略，不斷優化體質，強化動力，有所

創新、有所提升、有所進步。 

本基金會設有：產業、金融、財稅、環境、兩岸關係等五個委員

會，分別組織一大批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群，選定重要議題，分類進

行研究，經常性舉辦產官學研討會，或透過發表會、記者會、交流訪

問、論文專稿，對外傳播正確政策觀念，理性辨析重要議題關鍵爭點；

並接受政府與民間機構委託，進行專案研究，或提供專業諮詢。 

本會網址 : http://www.ctdf.org.tw 

 

 

http://www.ctd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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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劃緣起 

 

2017 年受惠全球景氣同步復甦，國際貿易動能回升，企業獲利改

善，各國寬鬆貨幣以及擴大財政政策的大環境下，資金動能充沛，全

球金融市場交易熱絡，出現普遍性的上漲行情，多國股市皆創歷史新

高，然隨著美國貨幣政策逐漸正常化步入升息循環，將牽動各國央行

決策。 

展望明年各國貨幣政策與整體金融市場環境仍將充滿諸多不確定

因素，預期未來各國貨幣政策風向如偏向溫和緊縮，全球資金派對將

如何收場，對資產價格的調整將是影響明年全球金融市場前景最重要

的不確定因素。此外，今年 5 月份台灣股市第 5 次突破萬點大關，創

下 27年新高紀錄，萬點天數持續迄今成為史上最長萬點行情。面對屢

創新高的股市行情以及諸多不確定性影響因素下投資人的情緒反應將

格外敏感，每天大量財經新聞資訊的解讀與掌握，應如何判讀並轉化

為具體操作策略與投資布局成為此波股市行情的穩健贏家，尤其為一

般投資大眾所關心。  

爰此，台灣綜合研究院與「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財團法

人現代財經基金會」，於民國 106年 12 月 28日（四）下午 2時，假台

灣省商業會（台北市中山區 104松江路 168號 13樓）舉辦「2018年全

球貨幣政策與台股行情展望」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共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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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及規則 

一、會議議程 

時   間 議                 程 

13:40 ~ 14:00 報到 

14:00 ~ 14:05 

14:05 ~ 14:10 

共同主持人：黃輝珍（台灣綜合研究院/現代財經基金會 董事長） 

            林致光（誠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引言人報告： 

14:10 ~ 14:40 

 

議題一：2018年全球貨幣政策展望 

沈中華（實踐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講座教授） 

14:40 ~ 15:10 

 

議題二：成為台灣股市穩健贏家的幾個新觀念 

李建興（義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15:10 ~ 15:40 

 

議題三： 2017台股萬點行情的輿情回顧與分析 

    蕭育仁（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 副院長） 

15:40 ~ 16:10 

 

議題四：股市輿情、監測與預測技術 

陳育仁（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 教授） 

16:10 ~ 16:20 Q&A 

二、會議規則 

（一） 會議程序安排 

1. 主持人致詞：5分鐘 

2. 引言人報告：每人 30分鐘 

3. Q&A：10分鐘 

（二） 會議發言規定 

1. 引言人在報告時間屆滿 25 分鐘時響鈴一聲，30 分鐘則響鈴二聲，

並請引言人結束發表。 

2. 「問與答」討論時，每位發言人發言時間 2分鐘為限，於時間屆滿

前 30秒響鈴一聲，2分鐘響鈴二聲，並請發言人結束發言。 

3. 「問與答」討論時，如因會議時間所限不及發言者，或於發言後仍

未盡意者，煩請提出書面意見，送交服務人員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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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貴 賓 簡 歷 

黃輝珍 董事長 

現任： 台灣綜合研究院董事長 

現代財經基金會董事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美國華府亞洲基金會國會運作研究  

經歷：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兼副總主筆 

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執行長 

中央日報社發行人兼社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新聞黨部主任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秘書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行政院防治登革熱疫情總指揮官 

行政院抗 SARS南部地區總指揮官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 

財團法人中國技術服務社董事長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 

國立台灣大學系統通識講座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F%E6%B2%BB%E5%A4%A7%E5%AD%B8&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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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沼 主任委員 

現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 

燿華企業集團總裁 

台灣服務業聯盟協會創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商務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文經協會理事長 

中華金融業務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董事長 

宏都拉斯共和國駐華名譽總領事 

金鼎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財經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學歷： 中興大學法律系學士 

經歷： 中華民國第 1、2、3屆立法委員 

光華投信董事長 

中國國民黨第 13、14、15、16屆中央委員 

世界龍岡親義總會主席 

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彰化、新竹、台中地方法院法官/檢察官 

行政院顧問 

台灣省商業會理事長 

金鼎燿華企業集團總裁 

中華民國商業總會理事長 

台灣綜合研究院金融證券投資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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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致光 董事長 

現任：財團法人誠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學歷：淡江大學統計系學士 

經歷：誠泰銀行協理兼台灣大聯盟誠泰太陽隊領隊  

金龍旗青棒賽會長 

誠泰銀行副董事長兼誠泰 Cobras隊領隊 

誠泰銀行副董事長 

瑞利實業(股)副董事長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8%AA%A0%E6%B3%B0%E5%A4%AA%E9%99%BD%E9%9A%8A_(%E5%90%88%E4%BD%B5%E5%89%8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9%87%91%E9%BE%8D%E6%97%97%E9%9D%92%E6%A3%92%E8%B3%BD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8%AA%A0%E6%B3%B0%E9%8A%80%E8%A1%8C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8%AA%A0%E6%B3%B0Cobras%E9%9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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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沈中華 教授 

現任：實踐大學財務金融系所講座教授 

花旗銀行（台灣）獨立董事 

學歷：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委員 

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西南交大講座教授 

中國大陸長江學者(天津南開大學金融組) 

香港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董事 

證券投信投顧公會公益理事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 

台灣金融消費評委員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中央存款保險諮詢委員 

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諮詢委員 

證交所投資諮詢小組委員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諮詢委員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政金融組特約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管理學名詞審議諮詢委員(財務管理組)， 

臺灣金控獨立董事 

臺灣金融重建基金會 RTC委員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金彝獎評審委員會委員 

台灣金融管理學會秘書長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系主任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荷蘭尼德蘭銀行研究 

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 

美國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研究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 

美國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研究 

美國 Fulbright 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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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李建興 教授 

現任：義守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班主任 

義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暨所長 

義守大學 EMBA執行長 

義守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主委 

義守大學經營管理實習中心執行長 

中國大陸閩江學者應用經濟類講座教授 

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十二五重點項目)第一屆智庫委員會委員

(2014.10.30榮獲政協副主席陳元頒證) 

台灣 16家金融控股公司年度績效評鑑召集人  

考選部財經命題委員  

2012年 Who’s Who 世界名人錄  

2006年管理科學會南部分會青年獎章得主  

曾獲教育部青年研究發明獎 

公共工程委員會甄審委員  

台灣金融管理學會副理事長 

教育部促參輔導委員 

南臺灣財金學術聯盟執行長 

台灣金融管理學會副理事長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南區委員 

考選部財經命題委員口試委員、閱卷委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審查委員(財務) 

教育部國教署中等學校促參輔導委員 

高雄市政府 104-107年度中程施政計畫審查委員 

高雄市都市更新基金管理會委員 

高雄市政府綠色產業創新育成中心指導協調會委員 

高雄市政府數位內容創意中心審查委員會評審委員 

高雄市投資與創新管理學會創會理事長 

高雄市中小企業協會金融營運主委 

高雄都會發展文教基金會顧問 

高雄縣商業會顧問 

高雄市房地產投資協會顧問 

高雄市身心障礙聯盟顧問 

台東縣獎勵民間投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 

政治大學 高雄市校友會理事 

學歷： 政治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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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蕭育仁 教授 

現任：臺北醫學大學生物科技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學歷：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博士 

元智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 

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學士 

經歷：東華大學助理教授 

台灣金融管理學會理事 

中央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崇佑技術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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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陳育仁 教授 

現任：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教授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會巨量資料分析與應用實

驗室指導教授 

學歷： 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博士 

經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系主任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副教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會計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療資訊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先進供應鏈技術中心訪問研究員 

華泓科技公司資訊部專案與技術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