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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介紹

最高學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現職：南華大學財務金融系暨財務管理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
學歷：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區域經濟組)碩士(1997/9~1999/6)，
最高學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
大學教學資歷：18 年

大學教科書出版計五本
貨幣理論與政策(2005 年 9 月)
保險學(2004 年 9 月)
理財規劃理論與實務(2009 年 10 月)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2010 年 8 月)
保險實務與案例解析(2012 年 10 月)

財經類專書出版共計五本
一萬元投資通-基金、外幣、債券一本搞定(2004 年 8 月)，財經傳訊
出版社，
張真卿教你理財致富(2005 年 5 月)，財經傳訊出版社
前進股市搶錢的一本勝經(2004 年 12 月)，財經傳訊出版社;
寫給股市散戶的一本勝經(2005 年 2 月)，財經傳訊出版社
我的第一支基金會賺錢(2010 年 1 月)，財經傳訊出版社

工作經歷
1999 年、2002 年、2003 年、2005 年與 2008 年榮獲績優教師榮譽;教學年資：18
年; 興趣：個案式教學、互動式教學、學術研究、佛學研究、企業經營診斷與輔
導與社會服務; 研究專長：國際金融/國際經濟/跨國企業策略管理/企業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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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行銷管理與策略; 自 2000 年初至今，共發表學術研討會論文 56 篇，本國
期刊論文 35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5 篇，國際期刊論文 8 篇;政府委託案一件(行政
院青輔會大專校院在學生就業競爭力提升委託案計畫); 產學合作案八件; 大學
教科書共計出版五本:<貨幣理論與政策>、<保險學>、<理財規劃理論與實務> ; <
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保險實務與案例解析>; 西文專書兩本，分別是探討中國
投資風險與策略佈局及全球金融危機之國際財經議題專書， "MNE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risk evaluated in China"（本專書由德國 LAP 出版機構在 27-April-2012
出版, ISBN 978-3-659-10694);"What Government Bonds and Investors Matter i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and Strategic Thinking"(本專書由德國 LAP 出版機
構在 23-August-2012 出版,ISBN 978-3-659-22419-5);財經類專書出版共計六本:<
一萬元投資通-基金、外幣、債券一本搞定>;<前進股市搶錢的一本勝經>;<我的第
一支基金會賺錢> 等專書;2010 年暢銷專書：<我的第一支基金會賺錢(財經傳訊
出版)> ; 自 2010 年 1 月 28 日出版，曾連續五個月持續蟬聯金石堂圖書財經類十
大暢銷書前三名;專業證照與顧問:
1.英 國 City & Guilds 高階國際企業管理 師 (Institute of Leadership &
Management) 證照字號:NI 090038158405 ;
2. 行政院勞委會乙級服務（門市服務）技術士;
3.企業資源規劃師(ERP 應用級規劃師)
目前擔任政府及多家民間企業機構經營管理、財務規劃、市場行銷策略與創業輔
導顧問。說明：
1. <優聚德建設>公司經營管理輔導顧問;
2. <綠德明環保科技>公司財務輔導顧問;
3. Joy town investment company consulting advisor
4. <運鴻環保>公司經營管理暨籌備上櫃輔導顧問;

主要資歷：
擔任政府機構創業輔導顧問
1. 青輔會青創貸款創業輔導顧問(2011/3～2012/12)
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業輔導顧問(2012/12～2015/3)
3. 行政院勞動部創業輔導顧問(2012/3～2014/3)
4. 行政院勞委會桃竹苗區多元就業方案諮詢委員(2011/4～2012/3)
5. 中華經濟研究院與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專案會議諮詢委員(2012/6～2013/5)
6. 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銀髮顧問團輔導顧問」(2015/6～2016/5)

擔任上市上櫃企業之委員與顧問
川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公司)薪酬委員會委員(2016/6/15～2019/6/14)
三顧股份有限公司(上櫃企業)經營管理顧問(2016/7/1～201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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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擔任國際 Academic Journal Reviewer

Journal name: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is a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 that
publishes original and high-quality research papers in all areas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can
know the most up-to-date academic trends and seek valuable primary sources for
reference.
ISSN: 2331-5059 (Print)
ISSN: 2331-5075 (Online)
Reviewers website linkage

Dr. Chao Yuang Shiang
http://www.hrpub.org/journals/jour_reviewers.php?id=18

受邀演講/與談資歷
1. 佛光山福慧家園第二十五季-共修會主題系列：迷悟之間
2016 年 4 月 10 日講座主題：得與失
主持人：心保和尚(佛光山寺住持)

2.佛光山福慧家園第二十四季-共修會主題 ：我對金錢取捨的態度
(貧僧有話要說第二說 )
2016 年 4 月 10 日講座主題：得與失
主持人：心保和尚(佛光山寺住持)

3.佛光山福慧家園第二十三季-共修會主題 ：我是一個垃圾桶(貧僧
有話要說第二十五說 )
2016 年 4 月 10 日講座主題：得與失
主持人：覺禹法師

4.嘉義玉山扶輪社專題演講
演講主題：英國脫歐對台灣企業未來發展與主要國家貨幣走勢分析
地點: 嘉義尊皇大飯店
日期: 2016-08-17
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演講-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與因應策略演講-全省
巡迴演講（共計北區、中彰投區、南區、東區 5 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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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擔任《財會，零距離》系列講座【中小企業風險管理與因應策略】
台中場講師
地點: 北區、中彰投區、南區、東區
日期: 2015-07-01～2016/12/31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參與對象：中小企業負責人與高階經營幹部
西文專著（財經類）共計出版三本：
近三年陸續出版三本探討<中國投資風險與策略>、<政府債券在金融
危機角色>與<全球供應鍊與區域經濟發展>有關國際財經議題的西文
專書，三本西文專書，目前已經由德國 LAP 國際出版機構在全球 68
個國家,6500 多家出版商通路出版。
專業著作 (University textbooks publication)
1.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Published in 2004
2.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Published in 2005

3. <Financi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shed in 2011
4.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shed in 2012
5. <Insurance Practice and Case-study Analysis> Published in 2013
English Journal publication
http://iofm2.nhu.edu.tw/files/archive/404_9109971c.pdf
西文專著(財經類)共計出版四本:
近三年陸續出版三本探討<中國投資風險與策略>、<政府債券在金融危機角色>
與<全球供應鍊與區域經濟發展>有關國際財經議題的西文專書，三本西文專書，
目前已經由德國 LAP 國際出版機構在全球 68 個國家,6500 多家出版商通路出版。

Four finance-related books published from 2012 to 2017.
1. "MNE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risk evaluated in China"
- The Joint Effects of MNE's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n Performance and
Systematic Risk Evaluated in China Investment (Published on 27-April-2012)
2. "What Government Bonds and Investors Matter i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vidence and Strategic Thinking" (Published on 23-August-2012)
3.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ublished on 05-September-2013)
第一本至第三本財經專著，可查詢網站
https://www.morebooks.de/search/%20gb?page=2&q=+Yuang+Shiang+Chao+&search_ter m
=+Yuang+Shiang+Chao+&via_keyw o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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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fourth Book
“ MNE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to Evaluate Performance and
Systematic Risk in Emerging Economy”
本財經專著，可查詢網站
https://www.morebooks.de/store/gb/book/mne-investment-and-risk-manag
ement-in-china/isbn/978-3-330-82095-1
Publication Update date:15-March-2017

個人重要人生體悟
1. <不念舊惡，常生善心，心無怨怪，處處感恩>;
2. 和勤奮者在一起，你不會懶惰；
和積極者在一起，你不會消沈；
能與智者同行，你會不同凡響；
能與高人為伍，你能登上巔峰。
3. 凡事盡其在我，但求無愧於心;
4. 四給原則：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處世四十八字座右銘
凡事唯有投入，結果才能深入;
凡事唯有付出，結果才能傑出;
凡事唯有磨鍊，結果才能熟練;
凡事唯有不煩，結果才能不凡。

結語
人生旅程中，與人相處一向是以和為貴，寬容大度糊塗是一種肚
量，是眼裏揉得進沙子，是以和為貴的寬容大度。得饒人處且饒人，
多個朋友多條路。當你包容別人時，也就為了自己積累了人情。海納
百川，有容乃大；人有包容，謀事易成。人不能太精明、太計較，平
時糊塗一點，給人留有余地，方是共贏之路。當然，表面上可以糊塗，
心裏卻要打個小算盤，時時的調整自己。放眼遠望，別死盯別人的缺
點，要懂得吃小虧才能賺大利着急道。
天下事物都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卻又唯我獨尊（unique）
因為相互依存，所以必須眾緣和合才能成就；因為唯我獨尊，所以別
人無法取代，精彩人生只能自己經營。人生哲學是達觀生活，知足常
樂糊塗的人生觀就在于要達觀生活，知足常樂，期望在未來的日子中
能有機會將所學做最大效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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