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表
一、【簡歷
【簡歷】
簡歷】
姓

名

張萬同


現

職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客座
教授

1980：
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arton
School)經濟博士，論文: “Information, Spec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指導教授:Robert Shiller,
Wilfred Eithier,Sanford Grossman.

學

歷

1974：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伯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經濟碩士，主修貨幣經濟政策。
1971：
台灣輔仁大學畢業, 主修經濟, 副修物理.

經

歷

2007：
立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客座副教授。
實踐大學
客座副教授
。
2006 – 2007：
立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客座副教授，
實踐大學
客座副教授
，兼財務金融與
財務金融與
保險研究所所長。
保險研究所所長
。
2004 ：
西財經大學國際學院客座教授
客座教授。
客座教授
。
2003 ：
私立實踐大學財金系客座副教授，兼金融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2 – 2003：
私立中華技術
中華技術學院
學院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副教授。
中華技術
學院
副教授
1993：
私立輔仁大學金融所
輔仁大學金融所及國貿金融系兼任副教授
副教授。
輔仁大學金融所
副教授
1998：
私立東吳大學
東吳大學國貿系兼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
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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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國際企業經營班教授
教授。
外貿協會培訓中心
教授
2002：
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進修學分班教授
教授。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教授
1997-2000：
：
國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財務金融進修班教授
教授。
中山大學
教授
1986-89：
：
美國諾斯普大學
諾斯普大學(Northrop University)商學系教授
教授。
諾斯普大學
教授。
1984-86：
：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A)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財務金融及法律系副教
副教授
副教
授。
1981：
：
受新加坡大學
新加坡大學之邀, 擔任專題講座學者
專題講座學者,
新加坡大學
專題講座學者 講授外匯預測預測模
型.。
1980-84：
美國天普大學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財務系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天普大學
助理教授
1978-84：
美國華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
華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華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
Associates)擔任研究員
研究員，在１９８０年諾貝爾獎得主
研究員
諾貝爾獎得主 Dr.
Lawrence Klein 的領導下，從事外匯預測模型
外匯預測模型之設計開發，並
外匯預測模型
實際進行預測世界十大主要匯率及利率水準。
1977-78：
美國華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擔任助理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在１９８０年諾貝爾獎得主 Dr.
助理研究員
Lawrence Klein 的領導下，從事美國多區域產業預測模型
多區域產業預測模型之設計
多區域產業預測模型
開發，並實際進行預測。
1975-1977：
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
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助教
助教。
賓夕法尼亞大學
助教
1973-74：
紐約州立大學奧伯尼分校研究助理。
專長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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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經濟

學術研討會
2009 年 6 月

2008 年 6 月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金融發展研究中心、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金融發展研究中心
、CARDIF 銀行保
險研究中心共同主辦，“200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險研究中心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評論人。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金融發展研究中心、
金融發展研究中心、CARDIF 銀行保
險研究中心共同主辦，“2008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險研究中心

主持人兼評論人。
2007 年 6 月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財
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金融發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2007 金
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金融發展研究中心
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評論人。
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
2007 年 5 月
德明技術學院、
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德明技術學院
、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
研究所、
台灣期貨交易所共同主辦，“發展槓桿保證金契約
發展槓桿保證金契約研究所
、台灣期貨交易所
發展槓桿保證金契約
開拓期貨市場新藍海座談會”，與談人。
開拓期貨市場新藍海座談會
2007 年 4 月
中共中央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
中共中央台辦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
金會共同主辦，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金會
海峽經濟科技合作中心
、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
共同協辦“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評論人。
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2007 年 4 月
國立台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國立台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中華保險與理財規劃人員協會
與證券暨集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之“第一屆世
第一屆世界理財
與證券暨集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第一屆世
界理財
規劃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評論人。
規劃學術研討會
評論人
2006 年 12 月 實踐大學
實踐大學主辦，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美國舊金山大學商學院共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美國舊金山大學商學院
同協辦之，“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評論人
評論人。
２００６
創新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評論人
。
2006 年 11 月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期貨交易所主辦，實踐大
、台灣期貨交易所
學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協辦之，“全球期貨市場發展
全球期貨市場發展 2006
年台北論壇”，“台灣期貨市場發展方向與策略之探討”，主講
年台北論壇
主講
人。
2006 年 4 月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及中華財經研究
中華財經研究發展協會
發展協會共同主辦之，”２０
中華財經研究
發展協會
２０
０６兩岸金融服務學術交流論壇
兩岸金融服務學術交流論壇”，
與談人。
０６
兩岸金融服務學術交流論壇
，與談人
。
2006 年 3 月
中國國民黨國政研究基金會
國民黨國政研究基金會主辦，“兩岸金融政策研討會
兩岸金融政策研討會”評論人。
中國
國民黨國政研究基金會
兩岸金融政策研討會
2005 年 10 月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共同主辦之，”第十一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第十一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
討會”，
主持人。
討會
，主持人
。
2005 年 8 月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兩岸股市証券市場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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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癥結及回升之專題討論，評論人。
2005 年 6 月

2004 年４月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
，財金系及風險管理與保險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學系，共同主辦之”２００
２００5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兩岸學
２００
術交流研討會”，
術交流研討會 ，主持人，
主持人，文章發表人及評論人。
文章發表人及評論人。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財金系及風險管理與保險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
學系，共同主辦之”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兩岸學
２００４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兩岸學
術交流研討會”，
主持人及評論人。
術交流研討會
，主持人及評論人
。

2002 年 10 月

2001 年 11 月
2000 年６月

2000 年６月

2000 年 1 月

1999 年 10 月
1999 年 4 月
1996 年 11 月
1996 年 7 月

中華技術學院暨工商時報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當前產業
中華技術學院暨工商時報
及金融問題”，演講人
演講人，題目: “面對台灣產業結構轉變需求之
演講人
面對台灣產業結構轉變需求之
金融重建因應策略”。
金融重建因應策略
親民工商專科學校主辦，“全球話與本土化
全球話與本土化”學術研討會，“台灣
親民工商專科學校
全球話與本土化
企業外移的全球化反思”，評論人
評論人。
評論人
中國財務學會主辦，”財務金融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財務金融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中國財務學會
財務金融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透過價量
關係探討摩根台股指數期貨上市宣告對股票市場流通性之影
響”，評論人
評論人。
評論人
。
輔仁大學管理研究所主辦，”第五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
輔仁大學管理研究所
第五屆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
會”，現貨盤後期貨交易資訊內涵之研究—以新加坡交易所摩
根台股指數為例”，討論人
討論人。
討論人
。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所主辦，”2000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所
國際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
，
”衍生性金融商品”，
與談人。
，與談人
。
中華民國証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主辦，”1999 証券暨期貨市場發
中華民國証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
展研討會”，”期貨市場新商品之開發”，與談人
展研討會
與談人。
與談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林科技大學主辦，中國財務學會年會
中國財務學會年會，評論人
評論人。
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
中國財務學會年會
評論人
。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財務金融學系主辦，”我國証券市場之現況與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我國証券市場之現況與
展望”，與談人
與談人。
展望
與談人
。

1986 年 11 月

八十四年度國科會管理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從中華
八十四年度國科會管理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
民國角度探討期貨市場之競爭型態與交易管制”，討論人
討論人。
討論人
。
國立中山大學主辦，”第四屆証券暨金融市場理論與實務研討
國立中山大學
第四屆証券暨金融市場理論與實務研討
與談人。
會”，”綜合座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發展與管理”，與談人
與談人
。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所主辦，”1995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所
國際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
，
”衍生性金融商品”，
與談人。
，與談人
。
Speaker, “Impact of the New Tax Law on Investors”, in San

1983 年 12 月

Diego Chinese American Science and Engineer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The Stock Price Indexes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Economic

1995 年 12 月
1995 年 11 月

Condition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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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4 月

in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ics and Fina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Information, Spec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Forward
Exchange Markets”, Presented in the 3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Finance Association.

政府社團及國際組織經歷
2007 年 5 月
行政院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股權轉讓審議小組
行政院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股權轉讓審議小組。
事業公股股權轉讓審議小組。
2006 年 11 月 台北市第四屆市長選舉第一場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提問人。
台北市第四屆市長選舉第一場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提問人。
2001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務金融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
委員兼召集人。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委員兼召集人
2001 年 8 月
中華財金協會常務理事，兼人力資源及教育訓練委員會召集人
委員會召集人。
中華財金協會常務理事
委員會召集人
2001 年元月
參加全國經濟發展會議。
參加全國經濟發展會議
2001 年 7 月
參加經發會的兩岸分區財經政策研討會。
參加經發會
1988
中華民國証券及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証券及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之”証券及期貨測驗題庫及應
証券及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試電腦化建置”專案委員
專案委員。
專案委員
1996 – 97 受財政部証券管理委員會陳樹主委邀請，參予台灣期貨交易所之籌
籌
設。並於呂東英主委時，擔任期貨交易所發起人
期貨交易所發起人。
期貨交易所發起人
1993 – 95 受財政部証券管理委員會戴立寧主委聘任為”期貨交易法委員
期貨交易法委員”，參予
期貨交易法委員
起草期貨交易法，協助財政部與立法委員們溝通協調，並於 1995
年三讀通過法案。
1992 – 93

1991
1986

1981

擔任財政部証券管理委員會顧問
顧問,
王建暄部長邀請回國幫助張昌
顧問 受王建暄
王建暄
邦主委，建立
國外期貨交易管理規則。
國外期貨交易管理規則
負責在美國培訓雲南省縣長級以上幹部
培訓雲南省縣長級以上幹部，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及
培訓雲南省縣長級以上幹部
企業管理之講習及參觀。
受台灣行政院俞
俞國華院長邀請，參加”民國七十五年國家建設研究會”
之”資本市場及貨幣市場”組，建議政府開放証券及民營銀行市
場，放寬外匯管制，引導民間游資從事正常投資活動，並嚴格取
締非法金融投資公司，建立市場監控系統。
受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及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邀請為”訪問學者”，講授外匯預測模型
講授外匯預測模型，並協
新加坡
中央銀行
講授外匯預測模型
助訓練
訓練新加坡中央銀行官員利用計量模型，實際進行外匯預測
外匯預測四
訓練
外匯預測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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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美國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經濟專家
經濟專家”，幫
國際貨幣基金
經濟專家
助赤道非洲國家規劃經濟財政政策
規劃經濟財政政策，並對其中央銀行擬定融資計
規劃經濟財政政策
畫，以其平衡國際收支帳戶
平衡國際收支帳戶。
平衡國際收支帳戶

產業界實務經歷
2001 美商 Wedbush Morgan 証券公司(Member
of NYSE, PSE, NASD,
証券
SIPC)亞洲區
亞洲區
代表人。
代表人
2001 寶典資產管理公司發起人
發起人及顧問
顧問。
寶典資產管理
發起人
顧問
。
仁山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執行長。
仁山生化
執行長
2001
卓越雜誌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及專欄主筆
專欄主筆。
卓越
執行董事
專欄主筆
日盛綜合證券執行副總
執行副總, 負責國際業務規劃與開發。
執行副總
1999 – 2000 日盛
富邦綜合證券顧問
顧問，負責國際業務規劃。
富邦
顧問
1999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
總經理。
富邦
總經理
1997 – 1999 籌設富邦
宏華証券顧問
顧問，負責規劃成為綜合証券商
規劃成為綜合証券商。
宏華
顧問
規劃成為綜合証券商
1997
期貨公會理事兼教育訓練委員會召集人
召集人
期貨公會理事
1995 – 1997 中華民國台北期貨公會理事
美商愛德盟期貨經紀股份有限公司(ADM Investor Services Inc., Clearing Member of
1993 – 1997 美商愛德盟
CBOT, CME, NTMEX, COMEX, CSC & CE)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總經理
美國太平洋證券公司董事
董事
1993 – 1997 美國太平洋證券
1992 – 1993 美西華人學會副會長
美國太平洋投資學院(US Institute of Investment)院長
美國太平洋投資學院
院長
1991 –
美國太平洋證券公司(Member of NASD and SIPC)董事長兼總裁
董事長兼總裁。
董事長兼總裁
。
1985 – 1993 美國太平洋證券
美國聯誠期貨公司, 聯誠地產公司
聯誠地產公司, 聯誠投資貸款及聯誠保險
聯誠投資貸款及聯誠保險公司總裁
總裁。
總裁
。
1987 – 1992 美國聯誠期貨公司
董事兼資深顧問。
董事兼資深顧問
。
1983 – 1987 美國聯誠期貨公司(A FCM, CTA, CPO, Member of NFA)董事兼資深顧問
美國華商時報社長。
。
1989 – 1990 美國華商時報社長
美國華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顧問
顧問。
顧問
。
1980 – 1984 美國華頓計量經濟預測中心
英國外匯研究公司(FOREX)顧問
顧問。
英國外匯研究
顧問
。
1980

論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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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房屋貸款證券化之發展策略”，2008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2008
年6月
“財會 34 與 36 號公報衍生性商品風險揭露之研究-以次級房貸為例”，2008 金融
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2008 年 6 月
“A Fallacy of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Macroeconomics: Is A Malthusian Type
Catastrophe a Real Possibility?”，2008 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研討會，2008
年6月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Price Manipulation in Stock Market”, Joint with
Jer-Shiou Chiou, Pei-Shan Wu and Bor-Yi Huang, Applied Economics, (SSCI)
Volume 39 Issue 7, April 2007 p.883-891.
“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策略分析及未來展望”，實踐大學 96 學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
畫，2008 年 7 月。
“面對 WTO 與大陸經濟的崛起，台灣金融業發展策略之探討”，實踐大學 95 學
年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2007 年 7 月。
“A Possibility of the Informed Manipulating Stock Markets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March 2006, p. 29-40.
“國際政經局勢變動下台灣保險業之走向”核保學報 14 期，2005 年 3 月
“台灣證券市場長期疲軟癥結之探討”,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
會，2005 年 8 月。
“Error Self-fulfilling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in
the Stock Markets”,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第二屆金融服務整合與創新發展學術
研討會，2005 年 6 月。
“衍生性金融市場之管理
衍生性金融市場之管理、
運作、
及效率”，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７
衍生性金融市場之管理
、運作
、及效率
月。
“The Stock Price Indexes as Indicators of Future Economic Condi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tock Market Efficiency”, 中華技術學院學報, 26 期 (2003/04), p.
74-86.
“經發會搶短線
經發會搶短線，
經發會搶短線，未見長期擘劃”,
未見長期擘劃 中國時報, 2001 年 8 月 18 日.
“從失業率看扁政府的財經績效
從失業率看扁政府的財經績效”,
從失業率看扁政府的財經績效 卓越雜誌, 2001 年 4 月.
“全國經濟發展會議能夠發展全國經濟嗎?”, 卓越雜誌, 2001 年 2 月.
“約書亞應回歸摩西的產業發展策略”, 卓越雜誌, 2001 年 1 月.
“解決金融機構呆帳
解決金融機構呆帳，
只用一千一百億”, 卓越雜誌, 2000 年 12 月.
解決金融機構呆帳
，只用一千一百億
“解決金融市場危機
解決金融市場危機，
央行責無旁貸”, 卓越雜誌, 2000 年 11 月.
解決金融市場危機
，央行責無旁貸
“一中原則，大小三通，謀定而後動”, 自由時報, 2000 年 11 月 25 日.
“國際金融市場之趨勢”, 卓越雜誌, 2000 年 10 月.
“活絡台灣經濟
活絡台灣經濟，
解決銀行呆帳，
從無瑕疵房地產著手”, 聯合報, 2000 年 8 月 11 日.
活絡台灣經濟
，解決銀行呆帳
，從無瑕疵房地產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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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期貨交易所發展之省思
台灣期貨交易所發展之省思”,
台灣期貨交易所發展之省思 工商時報, 2000 年 7 月 11 日.
“剖析指數期貨”, 元大期貨, 1997 年 4 月.
“股市國際化，投資人應變有道”, 錢雜誌, 1997 年 2 月.
“証券商經營期貨及選擇權業務風險評估與因應對策
証券商經營期貨及選擇權業務風險評估與因應對策”,
証券商經營期貨及選擇權業務風險評估與因應對策 台北市証券商業同業公會研究
案,
1995 年 12 月.
“國外期貨交易之若干重要觀念澄清”, 元大期貨, 1995 年 8 月.
“証券期貨與証券現貨之互動關係
証券期貨與証券現貨之互動關係”,
証券期貨與証券現貨之互動關係 第二屆兩岸証券暨期貨研討會, 1995 年 1 月.
“The Effects of Real Exchange Rate Change on the Stock Market Indexes of U.S. and
Japa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s Angeles, Discussion Paper, April 1986
“A Study on the Securities Technical ‘Trading Systems”. Oct.1986
“The Stock Price Indexes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Economic Conditions”, presented to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ics and Finance Association, Dec.1983..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Forward
Exchange
Markets—An empirical Stud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s
Angeles,
Discussion Paper, June, 1983
“Information, Spec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Forward Exchange Markets,”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Midwest Finance Association, April 1982.
“Direct Equity Financing: A Resolution of A Paradox—A Comment, “Presented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Institute for Decision Science, Nov. 1981.
“Errors In Forecasting Exchange Rates in 1980, Using WEXRAM,” Joint with Dr. Paul
Armington,
Jan. 1981.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
” Information, Spec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Dissert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0
“ An Econometric Forecasts for Burundi, Zambia and Rwanda,” IMF, African Department
Discussion Paper. Sept.1976.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IMF. African Department
Discussion
Paper. July 1976.
“The Effec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f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conometric Stud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c.1975.
“Economic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with the Choic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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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Oct. 1975.
“The Impact of Alternation Methods of Seasonal Adjustment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ecember 1974.
“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f Different Industries—An Econometric Stud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UNY at Albany. May 1974.

指導論文
2008 年 7 月
2008 年 7 月
1997 年６月

1994 年６月

“台灣房屋貸款風險與政府政策之探討
台灣房屋貸款風險與政府政策之探討”，林乘佑撰，實踐大學財務
財務
台灣房屋貸款風險與政府政策之探討
金融與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
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財會
號公報衍生性商品風險揭露之研究-以次級房貸為
財會 34 與 36 號公報衍生性商品風險揭露之研究
以次級房貸為
例”，洪巧容撰，實踐大學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碩士論文。
財務金融與保險研究所
“股價指數期貨在預測模式下之避險應用
股價指數期貨在預測模式下之避險應用:以
股價指數期貨在預測模式下之避險應用
以 S&P500 指數為例”，
指數為例 ，徐
朝邦撰，
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外匯期貨避險操作策略
外匯期貨避險操作策略—考慮交易成本下之避險效果
考慮交易成本下之避險效果”，簡國珍
外匯期貨避險操作策略
考慮交易成本下之避險效果
撰，輔仁
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金融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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