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同學你好： 
首先歡迎你選擇大葉財金投資管理組，投資管理組著重培育學生投資技術及

建構投資組合等專業能力，職業方向為基金管理、創業投資、智慧投資、證券、

期貨、投資顧問、不動產、保險暨財富管理、金融科技及金融機構投資管理人才

等。本系已建置金融交易平台，搭配Python及R等金融大數據軟體，加以訓練學生

金融科技及智慧(AI)投資之實踐能力。 
對於表現良好及具備行業所需證照的同學，本系將主動媒合就業。大四即可

至投資管理行業全職全薪工作，提前職場卡位。投資管理是國內少數5年內年薪可

達百萬之優質工作，而大葉財金則是成就高薪的搖籃，選擇財金前景是金。 
為了即早磨練學生的實務技能，贏在人生的起跑點，本系大一起，即引進業

界師資協同開設「證券投資分析」及「共同基金投資與管理」課程，並建置虛擬

交易系統，讓學生即早磨練擇股擇時的能力，深植「價值投資」的理念。 
除了開設專業證照輔導班外，並鼓勵學生參與企業實習，遍佈全台各縣市及

海外的實習機會，期盼同學畢業即就業。此外，為因應金融產業環境的變化，本

系增開「外匯實務」、「銀行實務」、「證券實務」、「金融數位科技」、「綠

色金融」、｢行動商務｣及「跨境電子商務」等實務課程，期盼學系學程與企業接

軌，以及增進學生對綠能產業之認識及投資機會之掌握。 
良好的師徒關係，透過畢業專題的撰寫，學生可以論文作品推薦甄試，順利

考上理想中的研究所，本系相信，滴水可以穿石，只要持續努力，必可達成願望。

大葉大學與國際名校簽訂雙聯學制，學生可以透過此管道，於大學四年或碩士兩

年取得國內外雙學歷。 
為了學生提升就業競爭力，本系開設各類證照輔導班：投信暨投顧業務員、

證券商業務人員、期貨商業務人員、理財規劃人員、不動產經紀營業員、信託業

務人員、初階外匯人員、銀行內控人員、人身保險業務人員、產物保險業務人員、

國際公認反洗錢師資格認證(CAMS)、金融數位力、中小企業財會專才、ERP軟體

應用師財務模組、阿里巴巴跨境電子商務證照。本系致力於學生的職涯發展，優

質的辦學績效，深獲學生與家長的認同。 
由於財務金融相關行業釋出的工作機會多，超過3萬元的起薪，使得本系學生

的「薪情」看好。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14年財務金融相關工作平均月薪8.3萬
元，選擇財金前景是金。再根據教育部統計，財務金融學系在100學年起已成為外

國學生台就讀之最愛，這應與財務金融人才薪資高有關。根據104人力銀行統計各

行業平均每人年薪總額，其中「金融投顧及保險業」奪冠，「不動產相關業」則居

第三」。 
本系深信：「在一個受重視的環境裡，你的成長將會是快速的！歡迎加入大葉

財金這個優質的大家庭」 
祝  平安喜樂！ 
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主任 劉文祺啟 107年 3月 27日 電話: 04-8511888分機 3521 
行動電話：0936-300868  E-MAIL: vincent8@mail.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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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業界師資群 
引進業界師資協同授課  增進學生職場競爭力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林士喬 董事長 新光投信 
黃敏助 最高顧問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吳明敏 董事長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陳俊雄 理事長 台灣銀行企業公會 
林基源 高級顧問 台北富邦銀行 
吳明義 副總裁 花旗銀行北台中分行 
邱文信 協理 台中商業銀行南台中分行 
劉鎮評 協理 聯邦銀行北台中分行 
陳正驊 協理 中國信託台中分行 
吳金泉 經理 台灣銀行中和分行 
周文瑞 經理 聯邦銀行北員林分行 
陳戊垣 經理 聯邦銀行南員林分行 
游振利 經理 玉山銀行員林分行 
賴憲基 經理 臺灣土地銀行北港分行 
黃佐銘 經理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員林分行 
吳振昌 副經理 台灣銀行花蓮分行 
許  麻  副經理 台灣銀行員林分行 
林麗蘭 副理 台灣銀行 
林宗漢 中級專員 日盛銀行風險管理處 
翁春風 副總經理 永豐金證券豐原分公司 
張日宗 業務副總經理 永豐金證券五權分公司 
謝偉國 副總經理 元大投信台中分公司 
張宏綸 協理 台中商銀員林證券分公司 
陳盈吟 協理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全球資本市場事業總管理處 
何雙本 協理 寶來曼氏期貨(股)公司台中分公司 
祖維龍 協理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江美惠 協理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公司 
林昌興 協理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王志鈞 創辦人暨執行長 王老師財富管理學院 
吳文同 顧問 深圳前海宜利資本 
吳漢彬 投資長 新光產險投資部 
許峰睿 經理 英國寶成投信(股)公司 
陳正芳 經理 元大銀行財富管理部 
謝守一 資深副理 富蘭克林投信投顧台中分公司 
林佩娟 副總經理 上海兆威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蕭永恩 經理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全球資本市場事業總管理處 
王美智 業務協理 鑫富錸國際有限公司 
張育端 副總經理 富旺國際開發(股)公司投資事業處 
林見松 總會長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羅禹希 顧問 阿里巴巴平台顧問及認證 P4P 講師 
張崇斌 諮詢委員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鄭元愷 經理 和頌企業(股)公司商業發展部 
湯復評 特別助理 昱成光能 
林昌平 負責人 鉑絲國際控股公司 
游筑雅 總經理 阿里巴巴平台顧問及鈺田工業公司總經理 
陳靜宜 會計師 建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劉佳倩 會計師 維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鴻明 所長 港德記帳士事務所 
蔡啟仲 所長 宏祥會計代書聯合事務所 
郭世憲 所長 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蔡佩娟  經理 宏祥會計代書聯合事務所 
郭韋逸 資深工程師 群創光電(股)公司 ERP 及跨境電商專業 
曾健民 負責人 英國寶石協會 FGA 國際珠寶專業鑑定師 
李世樑 特別助理 柒賢國際公司 
魏正誠 審查員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 
陳信雄 顧問師 金豐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蕭佳祺 協理 中山辰元紡織稽核室 
簡群岳 顧問兼處經理 安聯人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林鈴華 處經理 安聯人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山通訊處 
林睿昇 區經理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謝武章 經理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詹春盛 處經理 南山人壽文盛通訊處 
許然莉 總監 中國信託人壽 
江俊成 經理 中國信託人壽 
魏淑娟 經理 國泰人壽成泰推展處 
葉宴伶 經理 富邦人壽彰榮通訊處 
洪銘貿 經理 國泰人壽員東通訊處 
薛雅分 襄理 富邦人壽中蓁通訊處 
曾廣慈 業務主任 富邦人壽投富通訊處 
潘鐵城 理事長 彰化縣不動產經紀人職業公會 
黃烱發 負責人 吉森房仲 
姚禎祥 負責人 東森房屋和美二家店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傅枝火 負責人 東森房屋台中七期三家店 
許然莉 總監 台灣人壽股份有限公司立萬通訊處 
江俊成 經理 台灣人壽股份有限公司立萬通訊處 
張戊昌 顧問師 廣東金融學院 CFP 項目中心 
賴建造 負責人 優能教育訓練公司 
陳佑昌 經理 博諾資產管理顧問公司台中分公司 
趙裕彬 顧問 中區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服務中心  
梁家興 特別助理 前程文化跨境電子商務應用 
游永裕 副理 富強輪胎(股)公司資訊部 ERP 專業經理人 
林穎德 資深講師 鼎新電腦(股)公司 ERP 系統廠商 
嚴泰山 高級工程師 寶碩財務科技(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