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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领域


影响力投资 / Impact Investing



社会责任投资 /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SRI）



普惠金融 / Microfinance



金融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al Industry



金融伦理学 / Ethics in Finance

学历


台湾大学，学士 (哲学)，1978 年



Columbia University, 博士候选人 (伦理学)，1982 年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 (金融学)，1991 年

经历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San Jose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助
理教授 (哲学系)，1982－85 年



CSI Inc., 美国新泽西州 Marlboro，研究员 (财务部)，1990－93 年



中央大学，副教授 (财务金融学系)，1994－2014 年



中央大学部门领导
推展中心 (director, advancement center) 部门领导，2002－2005 年，校务拓展、企业
及校友募款等。
博物馆 (director, university museum) 馆长，1998－2008 年，校土规划、博物馆管理、
艺术品典藏、专业募款等。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MBA 等课程兼任教授，2012－2014 年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全职教授，2015－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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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奖项


中华民国管理科学会，企业伦理优良教师奖，从 2003 至 2008 年，连续五年获奖



中央大学管理学院教学优良奖，从 2007 至 2014 年，连续七年获奖



中央大学管理学院 EMBA 教学卓越奖，2011 至 2013 年，连续三年获奖

近期论文
已发表


Chiu, T., & C. Huang. The effect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TSSCI), forthcoming.



Chiu, T. (2017). Factors influencing microfinance engagements by 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FT40), 143(3), 565-587.



Chiu, T., & Wang, Y. (2015). Determinants of social disclosure quality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stakeholder theor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FT40), 129(2), 379-398.



Chiu, T. (2014). Putting responsible finance to work for Citi microfi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FT40), 119(2), 219-234.

投稿及撰写中


Chiu, T. (2017).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with a mandated social mission: An analysis of China's
microcredit compan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R&R, third run.



Chiu, T. (2017). 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CSR. Working paper, SAI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u, T. (2017). Board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SAI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u, T. (with Chih, H., Chen, Y., & Chiu, J.) (2014).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and
short-termism in capital markets. Working paper, SAIF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u, T. (2014). A solution to the data issue for emerging economies: A baselin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atabase for Taiwan. Working paper, SAIF and Taiwan Stock Exchange.

专书


邱慈观及史纲等, 财务金融的十二堂课 (天下出版社，2010 年再版)



邱慈观, 公司治理 (Pearson 教育事业出版社，2008 年)

近期政府及民间组织顾问


台湾内部控制协会：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之相关性研究，2013－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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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电子公司 (2012 DJSI IT industry sector leader)：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标竿企
业研究，2010－2012 年



台湾证券交易所：台湾企业社会绩效评等研究，2010－2012 年



台湾证券交易所：政府实施企业诚信暨社会责任评鉴制度之可行性分析，2011 年



台北地方法院：专业顾问，协与庭长及法官处理财务争议，2005－2014 年

专业服务


(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华通电子公司 独立董事, 2014 年－迄今



(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荣群电讯公司, 独立董事，2016 年－迄今



财团法人立达学社纪念基金会董事，2001 年－迄今



财团法人胡世棻纪念基金会董事，2004 年－迄今



中华企业伦理教育协进会理事，2008 年－迄今

媒体合作及专栏撰稿


台湾汉声广播电台节目策划人，2000－2004 年



第一财经《陆家嘴》"大哉论"专栏作者, 2015－迄今



第一财经"社会责任投资"节目策划人暨主讲人，2017 年底启动



喜马拉雅 (音频媒体) 、解碼财商 (第一财经) 等节目主讲人,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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