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資料｜ 

姓名｜柯俊禎 

職稱｜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德拉瓦大學碩士 

信箱｜ jimchen@cyut.edu.tw 

辦公室｜T2-959 

分機｜4224 

專長領域｜租稅規劃、財務管理、財報

分析、會計學、審計學 

學校經歷｜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博士班財金組研究 

2. 美國德拉瓦大學 / 會計碩士 (碩士) 

3. 私立逢甲大學 / 銀行保險系 (大學) 

工作經歷｜ 

1. 台灣上櫃公司-坤悅開發公司 / 獨立董事 (2017-06 ~ 2023-06, 兼職) 

1. 2. 香港聯交所掛牌公司-味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 獨立董事 (2005-04 ~ 

2025-03, 兼職) 

2. 財團法人臺中市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 / 董事 (2017-04 ~ 2020-03, 兼職) 

3. 台灣興櫃公司-力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獨立董事 (2016-06 ~ 2019-06, 兼職) 

 

4. 台中市圍棋協會監事 / 監事 (2015-03 ~ 2023-03, 兼職) 

mailto:jimchen@cyut.edu.tw


5.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 助理教授 (2009-10 ~ 迄今) 

6.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 專任講師 (1997-09 ~ 2009-09) 

7.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 資深查帳員 (1990-07 ~ 1992-07) 

8. 中國農民銀行 / 助理辦事員 (1984-09 ~ 1986-09) 

個人著作｜ 

期刊論文 

1. 林左裕、鄭瑞昌、柯俊禎、陳毓芬, "公司治理與財務危機關聯性之研

究," 中華企業評價學會評價學報第 6 期 PP01-26, Oct, 2013. 

2. 柯俊禎、張阜民、林宗漢、曾秋華, "客戶貢獻度對消費金融及不動產授

信違約與提前清償之實證研究," 台灣銀行季刊第 64 卷第 2 期 PP44-

97, Jun, 2013. 

3. 張阜民、楊浩忠、柯俊禎、陳建宏, "總體經濟因素對國防支出之影養-

以台灣及南韓為例,"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財金論文叢刊第 18 期

PP84-97, Jun, 2013. 

4. 王言、柯俊禎、鄒建中, "關係行銷之探究：如何從消費認知之差異中建

立信賴關係," 蘭陽技術學院蘭陽學報第 11 期 PP39-47, Jun, 2012. 

5. 葉智丞、朱曉萍、柯俊禎, "投資人特性、投資習性、心理偏誤與投資績

效之關聯性," 朝陽科技大學財經系財金論文叢刊第 15期 pp.19-38。, 

Dec, 2011. 

6. 林宗漢、謝雅惠、張輝鑫、柯俊禎、林左裕, "中小企業貸款違約因素之

探討," 東海管理評論第 12 卷第 1 期, Aug, 2011. 

7. 張阜民、張輝鑫、陳原裕、柯俊禎, "經濟環境變動與人力政策與募兵制



的影響-以志願役士兵為例," 朝陽科技大學財經系財金論文叢刊第 14 期

pp.32-57, Jun, 2011. 

8. 柯俊禎、賴國樑、林左裕, "應用實質選擇權於工業區優惠投資專案之研

究," 東海管理評論, Jul, 2010. 

9. 柯俊禎、陳建宏、賴明吟, "台灣地區金融控股公司子銀行與獨立銀行存

放款利差決定因素之實證研究," 財金論文叢刊第 10 期, Jun, 2009. 

10. 王言、許可達、金鐵英、張輝鑫、柯俊禎, "兩岸證券市場之發展：探討

風險證券化," 證交資料 565 期 pp52~69, May, 2009. 

11. 張阜民、林宛蓉、柯俊禎, "無形資產評價理論研究與探討－以台灣電子

產業為例," 朝陽學報 13 期 pp.127-151。, Sep, 2008. 

12. 王言、柯俊禎、柯冠瑛, "我國證券金融機構設置專屬保險之可行性," 證

交資料 554期 pp6-26。, Jun, 2008. 

13. 林左裕、林宗漢、柯俊禎, "應用存活分析於不動產抵押債權證券評價之

研究,"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19(4), pp.121-154(TSSCI)。, Dec, 2007. 

14. 許光華、柯俊禎、黃祥穎, "Determination of the IPO's Underwriting 

Price-Empirical Findings from A Proposed Fuzzy Games Model," 財

金論文叢刊第 7 期 pp56-84。, Dec, 2007. 

15. 林左裕、柯俊禎、王琮生, "房貸保險之費率結構研究," 台灣土地研究，

9(2), pp.27-52(TSSCI)。, Nov, 2006. 

16. 許可達、謝添勇、陳秀綾、柯俊禎、黃祥穎, "實質選擇權於分紅保單購

買決策之應用," 財金論文叢刊第 4 期 pp.95-114, Jun, 2006. 



國際性會議論文｜ 

暫無資料 

國內會議論文｜ 

1. 王言、張阜民、柯俊禎、李建楷, "探討期貨交易以技術指標與外資期貨

籌碼分析台灣指數期貨交易策略," 龍華科技大學 2013龍華財金理論與

實務研討會, May, 2013. 

2. 王言、金鐵英、柯俊禎、江逸民, "三大法人價格操縱之研究," 龍華科技

大學 2013龍華財金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May, 2013. 

3. 柯俊禎、林宗漢, "公司治理與投資決策之關係," , Jun, 2008. 

4. 李見發、陳秀綾、柯俊禎、張靖旻, "台灣上市上櫃公司動態資本結構之

實證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第 10 屆財金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Dec, 2006. 

5. 林左裕、許瑜娟、柯俊禎、黃祥穎, "公司治理與財務危機關聯性之研

究," 2006 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 Apr, 2006. 

計畫｜ 

暫無資料 

獲獎榮譽｜ 

1. 助理教授證書助理字號第 028011號 (2009-10) 

2. 教育部講師證書(講字第 050321號) (1997-09) 

3. 中華民國會計師考試及格 (1997-07) 

4. 美國伊利諾州會計師考試及格 (1996-12) 

5. 中華民國全國性公務人員普通考試金融人員考試及格 (1981-08) 



其他｜ 

暫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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