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2018.05.25(五)

時間

會議內容

08:30-09:00

來賓報到、領取資料 / 商學院一樓大廳報到處

09:00-10:30

10:30-10:50

金融機構(1)

投資學(1)

公司創新

商學院六樓

商學院六樓

商學院六樓

寶來科技廳

寶來國際廳

炎成創新廳

茶敘 / 商學院六樓

經理人薪酬與
經理人特質
商學院六樓
元大人文廳

Posters of PhD Students / 商學院六樓

10:50-11:00

開幕典禮 / 商學院一樓玉山國際廳

11:00-12:00

Keynote Speaker : Lauren H. Cohen (美國哈佛大學 講座教授)
主題 : IQ from IP : Simplifying Search in Portfolio Choice
地點:商學院一樓玉山國際廳

12:00-12:30

臺灣財務金融學會年會 暨 論文獎項頒發
地點:商學院一樓玉山國際廳

12:30-14:00

午餐 / 商學院六樓

14:00-15:30

富達投信講座
主題 : Multi Asset Strategies and the Role of Alternative Assets
商學院六樓元大講堂
主講人 : Leonard Ng (Investment Specialist, Fidelity)
主持人 : 李志宏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金融機構(2)

投資學(2)

公司財務(1)

公司治理與創新

商學院六樓

商學院六樓

商學院六樓

商學院六樓

寶來科技廳

寶來國際廳

炎成創新廳

元大人文廳

15:30-15:50

茶敘 / 商學院六樓

15:50-17:20

永豐銀行講座
主題 : 生態金融實務經驗分享-FinTech 實例
地點 : 商學院六樓元大講堂
主講人 : 吳建毅 (永豐商業銀行 副總經理)
主持人 : 屠美亞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公司治理(1)
商學院六樓
寶來科技廳

行為財務與
財務異常
商學院六樓
寶來國際廳

財務報告
商學院六樓
炎成創新廳

金融市場與
市場微結構
商學院六樓
元大人文廳

企業投資與
金融市場
商學院三樓
302

第二天

2018.05.26(六)

時間

會議內容

08:30-09:00

來賓報到
Keynote Speaker : Lauren H. Cohen (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演講主題 : Buying the Verdict
地點 : 商學院六樓元大講堂

09:00-10:30

企業購併

資產訂價(1)

商學院三樓

商學院三樓

301

302

10:00-11:50

資金管理
商學院二樓
201

保險與財務計量
商學院二樓
202

茶敘 / 商學院二樓

10:30-10:50

10:30-12:00

公司現金持有與營運

公司治理(2)

衍生性金融商品

公司財務(2)

資產訂價(2)

商學院三樓

商學院三樓

商學院二樓

商學院二樓

301

302

201

202

信義不動產中心講座
主題 : 高齡安養財務規劃
地點 : 商學院一樓玉山國際廳
致詞人:陳明吉(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兼商學院信義不動產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主持人:王儷玲(國立政治大學 副校長兼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主講人:林哲群(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 系主任)
張金鶚(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 特聘教授)
黃天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委)
施建安／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總經理
黃強騰／土地銀行個人金融經理

2018 TFA
KEYNOTE SPEAK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U.S.A.)

The L.E. Simmons Professor in the Finance &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Unit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e is an Editor of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along with being a former editor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serving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Review
of Asset Pricing Studies. He teaches in the MBA Program, 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 Doctoral Program, and
Special Custom Programs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is award-winning research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top journal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It is also frequently
profiled in variou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Economist, and Forbes. It has been recognized by numero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Awards,
including 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Early Career Development (CAREER) Award for his research agenda on
Relationships in Finance. He was named a 2008 Pensions & Investments “Cutting Edge Academic,” a Top 40
Under 40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in 2017 by Poets & Quants, and a top teacher at Harvard by CNBC.

富達投信實務專題講座
時間 : 2018 年 5 月 25 日 14:10 ~ 15:40
地點 :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元大講堂
講座主題 : Multi Asset Strategies and the Role of Alternative
Assets

主講人 : Leonard Ng
現職： Investment Specialist at Fidelity
簡歷：
Joined Fidelity since 2014. He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representing Fidelity’s range of Multi Asset funds,
incorporating FF Global Multi Asset Income, FF Asia
excluding Japan Growth and Income and FF Greater
China Growth and Income. Previously, Leonard has
worked as credit research analyst and Asian equity
investment specialist at Fidelity. Leonard also holds a
Master in Management at London Business School.
主持人 : 羅介嶸(富達投信 投資策略副總經理)
與談人 : 洪翠霞(富達投信達投信全委投資部主管及經理人)
李志宏(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永豐銀行實務專題講座
時間 :2018 年 5 月 25 日 16:00 ~ 17:3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六樓–元大講堂
講座主題 :生態金融實務經驗分享-FinTech 實例

主講人 : 吳建毅 副總經理
現職：永豐商業銀行/消費金融處處長
專長：
生態金融創新
創新行銷策略
整合行銷
通路管理
2016 推出農產批發市場智慧交易平台
2014 永豐盃全行業務區第一名
2010 年度績優經理人獎

主持人 : 屠美亞(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