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書 

業務

項目
時間 地點 內容

專文 108.01.02. 基金會觀點：發表「談稅收超徵與紅利分享」

會議 108.01.11. 本基金會 本基金會第一屆第八次董事會議

研討會 108.01.12. 
台大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舉辦「新公司法解釋與適用」研討會

專文 108.02.21. 
基金會觀點：發表「比特幣也是環境的「劇毒」（Noxious 
Poison）」 

108.02.26 台北美福飯店 Appacus 之友感恩茶會—〈跬步財經雲端〉 
專文 108.03.14. 基金會觀點：發表「打開監理沙盒 釋放匯兌」

研討會 108.04.16. 本基金會
舉辦「由臉書祖克伯國會作證週年展望我國個人資料保護」

研討會

會議 108.04.26. 本基金會 本基金會第一屆第九次董事會議

研討會 108.05.28. 本基金會 舉辦「數位世代匯兌業務之鬆綁及刑責存廢」研討會

頒獎

典禮
108.06.04. 美福飯店 第二屆新世代金融傳播獎 頒獎典禮

會議 108.07.26. 本基金會 本基金會第一屆第十次董事會議

專文 108.08.26. 
基金會觀點：推動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之公開、透明及可比

性

專文 108.10.14. 基金會觀點：Libra 叩門，央行發行數位貨幣環境成熟 
會議 108.11.01. 本基金會 本基金會第一屆第十一次董事會議

研討會
108.11.8.~

11.11. 

復旦大學邯鄲

校區光華樓及

寶隆賓館

蕭長瑞執行長出席中國法學會銀行法學研究會「金融法治與

國家治理現代化」研討會

研討會 108.11.16. 
台大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舉辦「證券交易法半世紀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專文 108.11.18. 基金會觀點：ATM 密度全球第一 是不是好事 

研討會 108.11.29. 
逢甲大學第九

國際會議廳
舉辦「金融科技的挑戰與機會」研討會

研討會
108.12.14.

~12.16. 

陝西省西安市

西咸新區灃東

新城大報告廳

蕭長瑞執行長出席金融法研究會「兩岸數字金融創新與監管

法治研討會」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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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項目
時間 地點 內容

研討會 108.02.27. 
台北國際會議

中心

201 BC 會議室 

陳冲董事長出席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財團法人的新時代 – 
兼談公益信託與社會企業」研討會致詞

演講 108.03.05. 
中原大學

真知教學大樓

1 樓 105 教室 

沈臨龍副董事長應邀至中原大學財金系『金融講堂』專題演

講：「銀行業概論」

研討會
108.03.09.

-03.10.
台大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陳冲董事長出席台灣法學基金會研討會「2019 兩岸房地產法

研討會」開幕致詞及專題演講

演講 108.03.22.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

1037 室 

沈臨龍副董事長應邀至中山大學財管系『金融講堂』專題演

講：「銀行業概論」

研討會 108.04.24. 
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第五大樓

5211 會議廳 

陳冲董事長主持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四季第二場《稅改新正

義？受薪階級獨扛租稅負擔？納稅人權益竟可唬弄？》

獲獎 108.05.02. 交通大學
陳冲董事長參加本基金會蔡力行董事國立交通大學頒給名譽

博士學位典禮並致詞

演講 108.05.08. 
台灣大學法律

系王文宇教授

課堂

陳冲董事長應台大法律系王文宇教授之邀專題演講：「金融人

法律心 經貿情」

專訪 108.05.31. 
東森財經新聞

台

陳冲董事長接受東森「老謝看世界」訪談，針對「美中貿易

戰、怎樣的稅改才公平、大數據．小個資」等議題進行探討

研討會 108.06.03. 
文華東方酒店

文華廳 2 
陳冲董事長出席殷富資訊股份有限公司「AI 智能金融 未來趨

勢與新應用發展」研討會擔任貴賓致詞

研討會 108.06.19. 
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第五大樓

5211 會議廳 

陳冲董事長主持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四季第三場《我們與

『公司治理』的距離？從公司治理到法人治理」》

演講 108.06.21. 國家圖書館
沈臨龍副董事長出席台灣歐盟論壇「歐洲議會選舉與歐盟政

經整合之未來」擔任與談人

演講 108.07.20. 
張榮發基金會

國際會議中心

陳冲董事長出席台灣中華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2019 女性

創新創業高峰論壇」專題演講

專訪 108.08.26. 陳冲董事長接受風傳媒專訪「名人真心話」

新書發

表會
108.09.11. 台北市長官邸

陳冲董事長出席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新書發表會

演講 108.09.20. 
香格里拉台北

遠東國際大飯

店 B1 大都會 

陳冲董事長應台北市北安扶輪社邀請，專題演講：Good 
Krugman? Bad 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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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項目
時間 地點 內容

演講 108.09.24. 
中華大學財務

管理學系

A224 

蕭長瑞執行長應邀至中華大學財務管理學系『金融講堂』專

題演講：「銀行業概論」

頒獎 108.09.27. 
海峽交流基金

會公亮廳

陳冲董事接長受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邀請擔任「2019 傑出大

陸台商頒獎典禮」頒獎人

研討會 108.10.09. 
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第五大樓

5211 會議廳 

陳冲董事長主持東吳企管財經講堂第四季第四場《Libra 一
出，央行何以爭鋒》

獲獎 108.10.17. 台北晶華酒店
由財訊雙週刊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舉辦「2019 財訊

金融獎」，陳冲董事長獲頒「2019 財訊金融奉獻獎」 

研討會 108.10.19. 
台大霖澤館

國際會議廳

陳冲董事長應邀至「民商事行為公證」研討會開幕致詞及擔

任第一場次主持人

研討會 108.10.21. 
東吳大學城中

校區第五大樓

5211 會議廳 

陳冲董事長出席經濟日報金融講座「我國金融科技創新發展

與展望」擔任與談人

演講 108.10.24. 
清華大學

台積館 1F 
孫運璿演講廳

陳冲董事長應邀至清大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Good politics? 
Good economics? 

演講 108.11.20. 
振興醫院第二

醫療大樓 5F
國際會議中心

陳冲董事長應邀至振興醫院「微創手術訓練中心揭牌典禮暨

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

演講 108.11.21. 
台北大學三峽

校區商學大樓

3F13 

陳冲董事長應邀至台北大學商學院金融科技暨綠色金融研究

中心專題演講：流金歲月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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