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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金融海嘯時代風險管理趨勢與銀行業面臨之挑戰 
國際研討會 

 
n 主辦單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及經濟日報 
n 指導單位：財政部 
n 列席指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農業委員會及經濟
建設委員會代表 

n 時間：2010年 9月 14-15日 (星期二、三) 
n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F 201室 
          台北市信義路 5段 1號 2樓 
n 參加對象：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

用部代表 
 

第一天議程: 2010年 9月 14日(二) 

時間 議程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10 
 

開場致辭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董事長陳上程 
經濟日報社長楊仁烽 

09:10 ~ 09:20 
 

貴賓致辭 
行政院副院長陳冲 

09:20 ~ 09:25 貴賓與講座合影 

09:25 ~ 09:35 
 

貴賓致辭 
財政部長李述德 

09:35 ~ 09:50 
 

貴賓致辭 
IADI1副主席暨日本存款保險機構副總裁 Mr. Mutsuo Hatano 

                                                
1 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IADI) 於 2002年 5月
成立，係屬國際清算銀行(BIS)下之國際組織，由各國存款保險機構、中央銀行或金融監理機
關、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國際金融組織所組成，截至目前共計 75個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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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09:50 ~ 10:40 專題演講 1  存款保險全額保障轉限額保障之因應措施 

♦ 面對全額保障屆期之存保制度改革 
♦ 強化問題金融機構處理機制 
♦ 充實存款保險理賠準備金 
♦ 加強風險監控與早期干預措施 

主講人 
(50分鐘) 

前 IADI 主席暨現任馬來西亞存保機構執行長
Mr. Jean Pierre Sabourin 

10:40 ~ 11:00 休息(備有茶點)  

11:00 ~ 12:10 座談會 1  存保改革趨勢與挑戰 
主持人 
(10分鐘) 

中華大學講座教授陳春山 

與談人 1 
(20分鐘) 

(1) 越南存款保險機構執行長 Mr. Bui Khac 
Son 

(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葉銀華 
(3)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總經理王南華 

與談人 2 
(20分鐘) 
與談人 3 
(20分鐘) 

12:10 ~ 12:30 綜合問答 

12:30 ~ 14:00 
 

午餐 
地點: 4F貴賓廳 

14:00 ~15:00 
 

專題演講 2  銀行業赴中國發展之風險管理課題 
♦ 中國銀行業金融監理現況與發展趨勢 
♦ 中國銀行業風險管理面臨之問題與挑戰 
♦ 銀行業赴中國發展面臨之風險與因應之道 

主講人 
(1小時) 

前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而誠 

15:00 ~ 15:20 休息(備有茶點)  

15:20 ~ 16:50 座談會 2  兩岸金融發展之利基與衝擊 
主持人 
(10分鐘) 

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薛琦 

與談人 1 
(20分鐘) 

(1) 中國華一銀行行長兼執行長謝泓源 
(2) 中國廈門銀行行長高朝陽 
(3) 中國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暨中國銀行
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與談人 2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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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與談人 3 
(20分鐘) 

(4)政治大學金融系(所)教授朱浩民 

與談人 4 
(20分鐘) 

16:50 ~17:20 綜合問答  
 
第二天議程: 2010年 9月 15日(三) 

時間  議程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10 貴賓致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紀珠 

09:10 ~ 10:00 專題演講 3 全球金融風暴後銀行業風險管理發展趨勢 
♦ 壓力測試及流動性管理 
♦ 銀行風險管理實務與個案分享 
♦ 銀行業風險管理未來發展趨勢 

主講人 
(50分鐘) 

匯豐銀行亞洲暨太平洋地區風控長 
Mr. Rhydian Cox 

10:00 ~ 10:30 休息(備有茶點)  

10:30 ~ 11:40 座談會 3  風險管理:國際趨勢與挑戰 
主持人 
(10分鐘) 

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 

 
與談人 1 
(20分鐘) 

(1)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紐約區域中心代理處
長 Mr. Daniel E. Frye 

(2)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風控長許建基 
(3)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所)教授暨人文社會高等
研究院副院長林建甫 

與談人 2 
(20分鐘) 
與談人 3    
(20分鐘) 

11:40 ~12:10 綜合問答 

12:10 閉幕致辭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總經理王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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